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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P2 --- 中环   

 P3 --- 尖沙咀

 P4 --- 旺角

 P5 --- 星光大道

 P6 --- 湾仔

 P7 --- 铜锣湾

 P8 --- 太平山   

 P9 --- 油麻地

 P10 --- 南丫岛

 P11 --- 大屿山

 P12 --- 迪士尼乐园

 P13 --- 赤柱

香港的街头巷尾，飘散着黑白蛋奶
的阵阵浓香，习惯喝早茶的香港人
的一天，从满桌讲究的蒸笼点心开
始。陈皮凤爪、水晶虾饺、牛肉肠粉、
叉烧包、蛋挞酥，或是来一碗虾子
捞面、牛腩米线，奶茶经常搭配着
套餐免费赠送。据说，身为正宗的
旅行吃货，在HK吃着早茶，看着《苹
果日报》，才是正经事哦！

迪士尼乐园乐乐

乐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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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 ※《美食地图》推荐商家由大众点评用户人气指数计算排名

“海外找美食 , 跟着点评走 !”乐中环

A 九记牛腩 4.0 分 
招牌清汤牛腩面汤头鲜美筋道十
足，牛腩酥烂入味，吃起来很销魂。

     中环歌赋街 24 号 

      28150123

      12:30-19:15；20:30-22:30 周日休

      RMB51

      清汤牛腩面、咖喱牛筋腩伊面、

咖喱牛腩、上汤牛腩伊面

B 镛记酒家 4.0 分 
曾获米其林一星和无数奖项，金牌烧
鹅每桌必点，皮脆肉嫩、骨软汁浓。

    中环威灵顿街 32-40 号镛记大厦

      25221624

      11:00-23:30

      258

     金牌烧鹅、酸姜皮蛋、叉烧、

琵琶虾、烧鹅仔粥、芒果布丁

C 翠华餐厅 4.0 分 
奶茶香醇，鱼蛋河粉 Q 弹鲜美，还
有猪油包猪仔包……真想全部吃遍。

     中环威灵顿街 15-19 号地下 

      25256338

      暂无

      RMB69

      奶茶、鱼蛋米线、咖喱牛腩饭、

海南鸡饭、猪扒包、冻奶茶

D 莲香楼 3.5 分 
据说是香港最古老的茶楼，凤爪、
叉烧包、鲜虾肠粉量足味美。

     中环威灵顿街 160-164 号
      25444556

       06:00-23:00 ( 茶市 6:00-16:00)

      RMB67

      叉烧包、凤爪、虾饺、莲蓉包、

糯米鸡、鲜虾肠粉

E 添好运点心专门店 4.0 分 
虽是米其林一星但价不算贵，酥皮
叉烧包很惊艳，一定要提前去排队。

     中环香港站 12A 铺 IFC 地库 1 楼

      23323078

      9:00-21:00

      RMB57

      酥皮焗叉烧包、虾饺、糯米鸡、

凤爪、肠粉、晶莹鲜虾饺

F 兰芳园茶餐厅 3.5 分 
据说是发哥最爱的一家店，丝袜奶
茶不甜不腻，喝一口就停不下来！

     中环结志街 2 号地下

      25443895

      8:00-20:00

      RMB35

     丝袜奶茶、豬扒包、西多士、

葱油鸡扒捞丁、奶茶、猪仔包

G 沾仔记 4.0 分 
云吞粒大、皮薄，肉馅新鲜弹牙，
汤底鲜美，性价比超高。

     中环威灵顿街 98 号

      28506471

      09:00-22:00

      RMB32

    招牌云吞面、净云吞、鲮鱼球、

鲜虾云吞、油菜、云吞面

H 泰昌饼家 4.0 分 
因出品的牛油酥皮蛋挞让末代港督
彭定康都无法忘怀而名声大噪。

     中环摆花街 35 号

      25443475

      07:00-20:00

      RMB14

     蛋挞、莎翁、鸡批、叉烧批、

皮蛋酥、老婆饼、杏仁酥、沙琪玛

I 陆羽茶室 4.0 分 
有好些坊间消失的品种的传统点心，
吃一口仿佛回到半个世纪前的香港。

     中环士丹利街 24-26 号地下

      25235463

      07:00-22:00

      RMB172

     虾饺、叉烧包、滑鸡球大包、

猪肝烧卖、杏汁白肺汤

J 兰桂坊酒吧街 4.0 分 
港剧最著名地标之一，非常热闹，
老外很多，人们临街而坐，自由闲适。

     中环兰桂坊

      暂无

       暂无

      RMB119

      啤酒、鸡尾酒、红酒、威士忌、

长岛冰茶

K 蛇王芬饭店 4.0 分 
蔡澜推荐，蛇羹做法讲究，用十几
种料烹制 3、4 个小时才成就一碗。

     中环阁麟街 30 号地下

      25431032

       11:00-22:30，晚市 18:00 开饭

      RMB120

      蛇羹、润肠、腊肠、腊味糯米饭、

椒盐蛇碌、炖汤、腊肠润肠双拼饭

L 麦奀云吞面世家 4.0 分 
云吞用的是净虾，皮薄肉 Q，面条
筋斗，被称为香港最好吃的云吞面。

     中环威灵顿街 77 号地下

      28543810

       11:00-20:00

      RMB39

    云吞面、云吞、虾子捞面、世家

云吞面、牛腩云吞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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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找美食 , 跟着点评走 !”乐尖沙咀

A 珍妮曲奇 4.0 分 
曲奇浓郁味香，外层口感酥脆，
触到舌尖即刻融化，惊艳得泪奔。

     弥敦道 54-64 号美丽都大厦地下 24 号铺 

      23118070

      9:00-17:00

      RMB108

   4 MIX、8mix、曲奇、牛油小花、

咖啡小花、杏仁片

B 糖朝 4.0 分 
招牌一品粥细腻绵绸。甜品选择多、
用料足，味道特别好。

     汉口道 28 号亚太中心地库 A 铺

      21997799

      工作日 10：00-24：00（周五延长至 1 点）      

          周六周日 7：30-24：00（周六延长至 1 点）

         RMB102

      糖朝一品粥、豆腐花、虾饺       

C 许留山 4.0 分 
甜品种类繁多，用料新鲜，下料实在，
口味不同凡响，芒果系列受欢迎。

     尖沙咀广东道 3 号海港城

      暂无

      10:00-24:00

      RMB41

    多芒芒果爽、芒果小丸子、杨枝

甘露、芒果布甸、芒果糯米糍

D 利强记北角鸡蛋仔 4.0 分 
刚出炉的鸡蛋仔咬上一口，外皮又
脆又香，里面软软的，奶味香浓。

     尖沙咀弥敦道 178 号地下
      暂无

      暂无

      RMB16

      鸡蛋仔、咖喱鱼蛋、鱼蛋、牛杂、

炸大肠、格仔饼、芝麻味鸡蛋仔

E 稻香 4.0 分 
喝早茶的不二之选，味道比大陆的
分店好，价格还便宜，性价比超高。

     尖沙咀缅甸台 3 号恒星楼地下

      83008084

      暂无

      RMB67

     虾饺皇、豉汁蒸凤爪、肠粉、

虾仁烧卖、皮蛋瘦肉粥、凤爪

F 板长寿司 4.0 分 
每个寿司都有它的用心设计之处，
简直像一件件艺术品。

     广东道 3-27 号海港城海运大厦 LCX3 楼 34 号铺

      27362731

      10:00-21:00

      RMB117

      三文鱼、三文鱼腩、甜虾、寿司、

鹅肝寿司、手卷、樱花饭

G 源记茶餐厅 4.0 分 
鲜虾云吞真心惊艳，大虾饱满圆润，
口感弹滑，烧鸭汁水很足，滑嫩可口。

     尖沙咀金巴利道 27-31 号

      21919339

      暂无

      RMB51

      云吞、牛腩面、奶茶、菠萝油、

咖喱牛腩饭、牛三宝、鲜虾云吞

H 沙嗲王 4.5 分 
白咖喱香茅猪排不乏奶油顺滑、咖
喱甜润、猪排香脆，吃得大呼过瘾！

     加拿芬道 20 号加拿芬广场 5 楼

      25806666

      暂无

      RMB75

      白咖喱猪扒饭、沙嗲牛肉粉丝、

避风塘软壳蟹、白咖喱香茅猪扒饭

I 大家乐 4.0 分 
香港难得吃饭便宜的地，奶茶必点，
双拼饭和各种烧腊饭也都不错。

     广东道 3-27 号海港城港威商场二阶 2307 号铺          

      21750181

      9:00-21:00

      RMB39

     叉烧饭、奶茶、双拼饭、各种

烧腊饭、各式套餐、火锅

JLadurée 5.0 分 
150 年的老品牌，被称为“少女的
酥胸”，酥甜可口，口感层次丰富。

     广东道 3-27 号海港城港威商场 3 楼 3224 铺

      21755028

       10:00-22:00

      RMB158

     玫瑰、海盐焦糖、马卡龙、玫

瑰花瓣、草莓棉花糖、Vanilla

K 半岛酒店大堂茶座 4.0 分 
香港最好的英式下午茶之一，司康
饼抹果酱奶油，再配玫瑰红茶，嗲！

     梳士巴利道 22 号半岛酒店 G 楼

      29202888

       7:00-24:00

      RMB292

      下午茶、英式下午茶、两人份

set、伯爵红茶、macaron、松饼

L 澳门茶餐厅 3.5 分 
葡挞奶香四溢，料好多；猪扒包很
香很脆，皮酥内软，奶茶也推荐。

     尖沙咀乐道 25-27 号地下

      23668148

       暂无

      RMB77

      猪扒包、蛋挞、奶茶、咖喱牛腩、

澳门炒饭、乳鸽

M 喜记避风塘炒蟹 4.0 分 
谢霆锋最爱炒蟹，明星常来这吃。
招牌菜款款好吃，炒蟹味道独到。

     弥敦道 63 号国际广场 (iSquare)6 楼 602 号铺

      23667565

       11:30-22:30

      RMB383

     避风塘炒蟹、濑尿虾、椒盐九

肚鱼、生炒菜心、九肚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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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找美食 , 跟着点评走 !”乐旺角

A 肥姐小食店 4.0 分 
主打卤食串的火爆小店，脆爽口
感淋上特调酱料，再浇芥末，爽！

     旺角登打士街 55 号 4A 铺

      暂无

      每天 15:00- 售完

      RMB22

      墨鱼、生肠、鸡胗、鱿鱼、生腸、

金牌套餐、大墨鱼和大生肠

B 发记甜品 4.0 分 
以榴莲闻名的店。榴莲香气强劲而霸
道，吃起来齿颊留香，陶醉半晌。

     旺角豉油街 27 号地下

      23328919

      12:30- 次日凌晨 2:30

      RMB38

       杨枝甘露、榴莲飘香、榴莲班

戟、焗榴莲酥皮卷、楊枝甘露

C 深井陈记烧鹅茶餐厅 4.0 分 
烧鹅皮脆肉嫩，肥而不腻，配上专
门调制的烧鹅酱，简直让人爽歪歪。

     旺角新填地街 427-427A 号

      23816161

      07:00-00:30

      RMB64

      深井烧鹅、叉烧、烧鹅饭、油鸡、

双拼烧味饭、奶茶、金牌乳鸽饭

D 沙嗲王 4.0 分 
奶油顺滑、咖喱甜润、猪排香脆，
吃得人大呼过瘾！

     旺角通菜街 24 号 1 楼

      27701711

      暂无

      RMB68

     白咖喱香茅猪排、沙嗲牛肉粉

丝、避风塘炒软壳蟹

EMonster Sushi 4.5 分 
吴彦祖入股的店，各种寿司刺身烤
物，品质高、味道好！

     旺角亚皆老街 8 号朗豪坊 L12 楼 13 号铺

      21111118

      11:00 - 23:00

      RMB157

     三文鱼寿司、牛舌、帆立贝、

三文鱼、海膽壽司、海胆甜虾寿司

F 富记粥品 4.0 分 
藏在小巷中的美味，粥里料很多而
且货真价值，每样都很好吃很地道。

     旺角花园街 104-106 号

      23851230

      07:30-23:30

      RMB35

      招牌及第粥、鱼片粥、猪肝粥、

生菜鲮鱼球、蜜汁叉烧、及第粥

G 椰汁大王 4.0 分 
椰子味很浓，奶味纯正，加冰后大
热天来一杯很爽！

     旺角弼街 72 号地下

      02-2361-6578

      暂无

      RMB18

      椰汁

H 太兴烧味餐厅 4.0 分 
烧味做的很地道，皮脆肉嫩、入口
即化。冻奶茶非常好喝。

     旺角通菜街 146 号启运大厦地下 C 号铺

      23929448

      06:30-22:30

      RMB64

      冻奶茶、烧腊拼盘、叉烧与鸡

双拼饭、烧鹅、花生酱厚多士

I 华星冰室 4.0 分 
很多明星经常光顾，比如招牌菜“校
长多士”就是以谭咏麟命名的。

     西洋菜南街 107 号地下 C 铺

      25206666

      7:00-23:00

      RMB45

     炒蛋、炒蛋多士、奶茶、校长

多士、常餐、奶油豬仔包

J 满记甜品 4.0 分 
港式甜品的代表之一，相当好味，
而且比大陆便宜一点点。

     亚皆老街8号朗豪坊4A层9号铺

      21916618

       暂无

      RMB39

      杨枝甘露、榴莲班戟、白雪黑

珍珠、芒果班戟、榴莲忘返

K 恭和堂 4.0 分 
香港所剩无几的老字号甜品店之一，
龟苓膏味道清苦回味悠长真材实料。

     旺角通菜街 61A 地下

      暂无

        13：00-22：30

      RMB42

    龟 苓 膏、 味 凉 茶、 雪 梨、 水

二十四味、龜苓膏

L 池记 4.0 分 
鲜虾云吞皮薄馅大，内含整只虾仁，
嫩滑弹牙，咬下去很有满足感。

    亚皆老街8号朗豪坊L4楼10号铺

      35144000

        每天 11:00 - 23:00 

      RMB60

     云吞面、净云吞、蟹皇粥、薏

米水、云吞、鲜虾云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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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找美食 , 跟着点评走 !”乐星光大道

A 映月楼 4.5 分 
一边吃美味的传统早茶点心，一
边欣赏落地窗外的海上风景，赞！

     香港文化中心餐厅大楼 1 楼

      27220932

      暂无

      RMB176

     凤爪、肠粉、叉烧包、星斑饺、

肠粉、虾饺皇、鲍鱼烧麦

B 大富豪雪糕车 4.0 分 
香港特色古早味雪糕车，香滑软雪糕
非常软滑细腻，奶味香浓、入口即化。

     尖沙咀逛街的附近

      暂无

      白天

      RMB9

       甜筒、软雪糕、香滑软雪糕

CSpoon by Alain Ducasse 4.0 分 
米其林二星餐厅，法国菜配维港夜
景是一流的美妙享受。

     梳士巴利道 18 号洲际酒店

      23132323

      18:00-24:00，周日 12:00-14:30 自助，周一休

      RMB1032

      香煎带子、蒸鹅肝

D 洲际酒店大堂酒廊 3.5 分 
日落时入座，一边聊天喝咖啡，一
边等星光大道慢慢点灯，很浪漫！

     梳士巴利道 18 号洲际酒店大堂

      23132323

      07:00-1:00，不设订座

      RMB322

      英式下午茶、香槟、红盒子中

式下午茶、葡萄酒、鸡尾酒

E 洲际酒店港畔餐厅 4.0 分 
自助品种丰富、质量高，正好面对
夜色的海景，品尝着美味佳饮。

     梳士巴利道 18 号洲际酒店 B1 楼

      23132323

      06:00- 凌晨 00:30

      RMB513

     烤澳龙、自助餐、银鳕鱼、和

风肥牛、鹅肝、刺身

FNobu InterContinental Hon 4.0 分 
以创意新派日本菜式享誉国际，口
感、环境、服务都只能用一流来评价。

     梳士巴利道 18 号洲际酒店 2 楼

      23132323

      12:00-14:30, 18:00-23:00

      RMB1123

      甜品

GThe Verandah 4.0 分 
环境一级服务佳，食物新鲜甜品可
口，堪称半岛酒店里最佳就餐地。

     梳士巴利道 22 号半岛酒店 2 楼

      23153166

      暂无

      RMB472

      早午餐、下午茶、甜品、甜虾、

河豚鱼干、冰激淋蛋奶酥

HSteak House Bar & Grill  3.5 分 
米其林一星餐厅，有多国顶级肉类
供选择，是“食肉兽”们的美食天堂！

     梳士巴利道 18 号洲际酒店地库

      27211211-2405

      11：00-05：00

      RMB1238

      凯撒沙拉、新奥尔良煎蟹饼、

炒杂菇、美国牛扒

IFelix 3.5 分 
装潢是设计鬼才 Philip Stark 的杰
作，最赞的是所有细节的一致性。

     梳士巴利道 22 号半岛酒店 28 楼

      23153188

      18:00-02:00

      RMB212

     扒烟熏牛柳、香脆鲈鱼、榛子

意大利芝士饼、鹅肝拌香梨

JKing Ludwig Beerhall 3.5 分 
地道德国菜，猪手外脆里嫩，香肠
品种丰富，啤酒非常棒！

     梳士巴利道港铁尖东站地面 32 号铺

      23698328

       暂无

      暂无

      香肠、脆皮猪手

K 韩国烤鱿鱼 3.5 分 
星光大道上卖的烤鱿鱼，香味缭绕，
不妨来一份解馋。

     尖沙咀星光大道

      暂无

        暂无

      暂无

      烤鱿鱼

L 泰昌饼家 4.0 分 
牛油皮蛋挞外层很酥，奶味香浓，
里面是一咬即晃的内馅，超级嫩滑。

     维多利亚港天星码头 KP31-32 铺

      27240068

        8:00-22:00

      暂无

      蛋挞、沙翁、叉烧批、老婆饼、

蛋黄酥、皮蛋酥、黄糖砵仔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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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找美食 , 跟着点评走 !”乐湾仔

A 再兴烧腊饭店 4.0 分 
CNN 评：再兴是叉烧的同义词、
四十款生命中不能或缺的香港食品。

     湾仔史钊域道 1C 号 

      25196639

      10:00-22:30，周日及节假日至 18：00

      RMB38

      叉烧、三宝饭、叉烧饭、烧肉、

烧鸭、乳猪叉烧双拼、豉油鸡

B 永华面家 4.0 分 
加拿大面粉配纯鸭蛋、以竹升压制成
面，以日本瑶柱磨成粉调味，全港独家。

     湾仔轩尼诗道 89 号地下

      25277476

      12:00-04:00，周日至 0：30

      RMB53

      云吞面、陈皮红豆沙、南乳猪手、

鲜虾净云吞、云吞

C 金凤茶餐厅 3.5 分 
蔡澜夸他家奶茶“一香、二浓、三滑”，
鸡批也是一绝，热腾腾好满足。

     湾仔春园街 41 号春园大厦地下

      25720526

      6:45—19:00

      RMB40

      奶茶、菠萝包、鸡批、菠萝油、

蛋挞、冻奶茶、三文治

D 华星冰室 4.0 分 
据说是陈奕迅最爱的茶餐厅。炒蛋
好嫩好滑，多士烘得内软外松又脆。

     克街 6 号广生行大厦 B1 号铺

      26667766

      07:00-23:00

      RMB46

      炒蛋多士、奶茶、炒蛋、奶油

猪仔包、黑松露炒蛋多士

E 翠华餐厅 4.0 分 
香港茶餐厅的代表之一，真心要比
上海的好吃很多倍。

     骆克道 54-62 号博汇大厦 2 楼

      25422288

      暂无

      RMB65

      奶茶、猪油包、咖喱牛腩饭、

奶油猪、沙嗲牛肉公仔面

F 海皇粥店 4.0 分 
粥里配料丰富，米都已经化了，非
常鲜美浓稠，配油条吃又脆又香。

     湾仔庄士敦道 137-139 号

      25750417

      暂无

      RMB41

      海皇一品粥、油条、艇仔粥、

肠粉、皮蛋瘦肉粥、萝卜糕

G 潮兴鱼蛋粉 4.0 分 
鱼蛋粉货真价实、色香味俱佳，还
有白粥、牛腩牛筋牛肚都很赞。

     湾仔轩尼诗道 78-84 号地下

      23759229

      暂无

      RMB39

      鱼蛋粉、手打鱼蛋、牛腩粉、

原汁牛肉、牛腩面

H 福临门鱼翅海鲜酒家 4.0 分 
很有声望的一家老牌店，被称“富
豪饭堂”。 燕鲍翅没得说，点心出众。

     庄士顿道 35-45 号利文楼地下 3 号铺

       28660663

      暂无

      RMB651

     脆皮鸡、鱼翅、官燕、瑶柱荷

叶蒸饭、鲍鱼、上汤焗龙虾

I 靠得住靓粥 4.0 分 
米其林推荐餐厅，招牌鳝球猪肝粥
和心肝宝贝粥够靓够正点，靠谱。

     湾仔洛克街 7 号地下

      28823268

      暂无

      RMB52

     蛋黄肉粽、鱼皮、招牌鳝球猪

肝粥、粽子

J 生记海鲜饭店 4.0 分 
本地人知道的老店，环境菜品很怀
旧，传统又好吃，饭后免费送白糖糕。

     轩尼诗道107-115号协生大厦1-2楼

      25752236

       暂无

      RMB232

     白糖糕、椒盐鲜鱿、藕饼、盐

焗鸡

K 莎巴马来西亚餐厅 3.5 分 
蔡澜推荐的马来菜，油酥饼松软，
海鲜呖沙很精彩，椰青新鲜好喝！

     谢斐道 98-102 号仁文大厦地下 4-5 号铺

      21436626

       暂无

      RMB123

     油酥饼、肉骨茶、油饭、海南

鸡饭、海鲜喇沙

L 松菱日本料理 4.0 分 
香港三大铁板烧之一，薄切日本和
牛非常好吃，特大虎虾弹牙鲜甜。

     港湾道 1 号万丽海景酒店 3 楼

      28241298

        12:00-23:00

      RMB736

      松阪牛肉、铁板烧、大虾、鳕鱼、

鳗鱼、清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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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找美食 , 跟着点评走 !”乐铜锣湾

A 义顺牛奶公司 4.0 分 
出名的奶制品让你流连忘返，纯正
的奶香在齿间弥散开来，感觉幸福。

     铜锣湾骆克道 506 号 

      25911837

      12:00- 00:00

      RMB31

      双皮奶、冻双皮奶、姜汁撞奶、

红豆双皮奶、猪扒包

B 池记 3.5 分 
几乎天天排队拼桌的一家知名小店。
鲜虾云吞皮薄馅大，内含整只虾仁。

     铜锣湾波斯富街 84 号底商

      28908616

      11:00-23:30，周末 10 点开门

      RMB60

      鲜虾云吞、云吞面、净云吞、

鲜虾云吞面、薏米水

C 文辉墨鱼丸大王 3.0 分 
典型的传统老店，手打墨鱼丸清淡
鲜美，Q 弹到无法想象。

     铜锣湾渣甸街 22-24 号 B1 楼

      28901278

      08:00-02:00

      RMB43

     墨鱼丸、紫菜墨鱼丸粉、紫菜

四宝粉、鱼蓉烧卖、紫菜墨三鲜粉

D 何洪记 4.0 分 
连续 5 年获米其林一星，招牌粥香
滑，叉烧肠粉和云吞清新又鲜香。

     轩尼诗道 500 号 12 楼 1204-1205 号铺

      25776558

      11:30-23:30

      RMB112

     干炒牛河、云吞面、艇仔粥、

鲜虾云吞面、生肠猪润粥

E 稻香 4.0 分 
茶点和粥品都是一等一的正宗，食
客多是本地的老人，气氛温馨。

     轩尼诗道 338 号北海中心 2 楼

      28383097

      7:00-16:30,18:00-23:30

      RMB59

     虾饺、豉汁凤爪、叉烧包、烧

卖皇、叉烧肠粉、碗仔翅

F 翠园 4.0 分 
香港老字号，虾饺是一定要的，凤
爪味道也不错，叉烧包分量很够。

     骆克道 463-468 号铜锣湾广场 2 期 3 楼

      25739339

      7:30-0:00

      RMB108

      虾饺、蒸凤爪、肠粉、叉烧包、

奶黄流沙包、皮蛋瘦肉粥

G 豚王 4.0 分 
香港最好吃的拉面之一，汤浓面好
叉烧正，糖心蛋比日本的还好吃。

     铜锣湾登龙街 40 号 1 楼

      28933190

      11:00 - 23:00

      RMB97

      豚王、溏心蛋、黑王、赤王、翠王、

海老王、日本产半熟蛋

H 太兴烧味餐厅 4.0 分 
很地道的烧味，皮脆肉嫩、入口即化，
叉烧偏精瘦点，特别推荐烧鹅。

     谢斐道 470-484 号信诺环球保险中心 1-3 号

      25777038

      07:30-00:00

      RMB57

     叉烧、烧鹅、冰奶茶、油鸡、奶茶、

八宝饭、双拼饭、化皮乳猪

I 蛇王二 4.0 分 
60 多年的老店，蛇羹是招牌，味道
很鲜，量也够足。烧腊也不错。

     铜锣湾波斯富街 24 号

      28310163

      11:30-00:00

      RMB79

     菊花五蛇羹、润肠饭、烧味、

蛇羹、蜜汁叉烧、润肠叉烧拼饭

J 太湖海鲜城 4.0 分 
米其林一星，鱼翅浓郁，鲍鱼个大，
鲍汁鲜美，活鱼炒饭和汤煲也很好。

     骆克道 463-483 号铜锣湾广场二期 9 楼       

      28930822

      暂无

      RMB379

     姜米活鱼炒饭、濑尿虾、芝麻

盐焗鸡、三弄回味牛肉、龙虾

K 新记车仔面 4.0 分 
汤底不错，油面很 Q 弹，鱼蛋好吃，
牛百叶、红肠都是极品。

     铜锣湾登龙街 49 号 B 铺

      25735438

       12:00-23:30

      RMB40

     车仔面、大肠、萝卜、咖喱鱼蛋、

油面、猪红、通菜、鱼蛋

L 聪嫂私房甜品 4.5 分 
本地人超推荐的甜品店，椰果龙眼
冰真的是龙眼冻后打成冰沙，料足！

     铜锣湾耀华街 11 号地铺

      22782622

        12:00-2:30

      RMB733

      榴莲水晶珠、杨枝金露、椰果

龙眼冰、杨枝金露豆腐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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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找美食 , 跟着点评走 !”乐太平山

A 阿甘虾餐厅 4.0 分 
典型美国餐厅，充满了《阿甘正传》
电影中的元素，靠窗风景很美。

     凌霄阁 3 楼 304-305 号铺

      28492867

      11:00-23:00，周五周六及节假日延长至凌晨

      RMB167

      猪仔骨、套餐、炸虾、一桶虾、

阿甘虾

G 翠华餐厅 4.0 分 
招牌菜依然是样样都好吃，而且有
太平山顶风光佐餐，气氛更棒！

     山顶道 118 号山顶广场地下 A 铺

      28492345

      暂无

      RMB81

     奶茶、鱼蛋粉、咖喱牛腩、奶

油猪、冻奶茶、猪扒包

B 麦奀云吞面世家 4.0 分 
云吞用的是净虾，皮薄肉 Q，感
觉虾在嘴里都是活的，很有弹性！

     山顶道 118 号山顶广场 B1 号铺

      28543871

      暂无

      RMB44

      云吞面、净云吞、鲜虾云吞面、

蚝油芥兰、牛腩云吞面

H 巨八日本料理 3.5 分 
即能看美景，又能品尝到地道的日
本料理，一举两得。

     山顶道 128 号凌霄阁 2 楼 4 号店

      29072888

      11:00-23:00

      RMB453

      活龙虾板烧

C 峰景餐厅 4.0 分 
夜晚凉风习习，品尝精致可口的
西餐，俯瞰维湾流光溢彩，享受！

     山顶道 118 号山顶广场 1 楼

      28495111

      11：30-00：00，周五六至1点，周六9点开门

      RMB423

      生蚝、三文鱼、牛排

DPacific Coffee  4.0 分 
山顶上唯一具有香港全景的咖啡
店，咖啡好喝，景色宜人。

     山顶路 128 号凌宵阁地下 G10 铺

      28496608

      暂无

      RMB32

      摩卡、拿铁、巧克力乐园、芒

果汁、芝士蛋糕

J 天一酒家 3.5 分 
整排的落地窗，适合观赏风景，超
美味海鲜和粤菜令人大快朵颐。

     顶道 128 号凌霄阁 2-3 楼 3A-B 号铺

      29073888

      11:00- 23:00，周末 10 点开门

      RMB430

     叉烧酥、妙烹脆皮牛坑腩、海

鲜鲍汁炒饭、粉丝焗肉蟹煲

E 太平山餐厅 4.0 分 
服务和气氛一流，非常怀旧风，
食物美味，牛排及黑椒汁很入味。

     山顶道 121 号地铺 

      28491000

      10:30-00:00，周五至 1 点，周末 8::30 开门

      RMB328

      牛排、牛肉汉堡

K 意粉 360 3.5 分 
坐在露天座边吃边晒太阳、看山景，
味道不错，性价比很高。

     山顶道 118 号山顶广场 2 楼

      28490001

      暂无

      RMB105

      意大利面、酥皮浓汤、360披萨、

墨鱼汁焗饭

F 香港地 3.5 分 
标准港式快餐，快！靓！正！

     山顶凌霄阁 P1 楼 P102 号

      28497855

      暂无

      RMB58

      干炒牛河、鲜虾云吞面、咖喱鸡、

咖喱牛肉饭

L 越滋味 3.5 分 
米粉糯而 Q，汤汁里各种香料酸而
清爽，价格实惠味道好，服务也热情。

     山顶道 118 号山顶广场 1 楼 19-21 号铺

      28492121

      暂无

      RMB96

     小食拼盘、牛肉汤河、香茅碎

牛肉冻檬、春卷、牛肉冻檬

IPearl On The Peak 4.0 分 
食物一流，火焰牛排极有气势；俯
瞰维港夜景，浪漫美丽，适合劈情操。

     山顶凌霄阁 1 楼 2 号

      28495123

      暂无

      RMB618

      龙虾汤、美国肉眼、法国鳕鱼、

黑松子蘑菇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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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找美食 , 跟着点评走 !”乐油麻地

A 义顺牛奶公司 4.0 分 
奶制品香醇嫩滑，让人流连忘返，
许多小点都是下午茶的好选择。 

     油麻地弥敦道 513 号

      23322726

      暂无

      RMB31

      双皮奶、姜撞奶、红豆双皮奶、

法兰西多士、猪扒包、姜汁炖奶

B 美都餐室 3.5 分 
80 年代装潢的香港老店，食物和氛
围都特别有TVB剧和老电影的感觉。

     油麻地庙街 63 号

      23846402

      8:30-21:45

      RMB54

     奶茶、焗排骨饭、菠萝油、西

多士、红豆冰、焗猪扒饭

C 澳门九记清汤腩王 4.0 分 
牛腩爽滑软烂入口有咬劲，清汤的
鲜香清甜回甘，咖喱鲜亮味道浓郁。

     油麻地砵兰街 46 号地铺

      27719897

      暂无

      RMB45

      清汤腩、秘制咖喱牛腩、海南

鸡饭、清湯腩河粉

D 清汤腩王 4.5 分 
牛肉烂呼呼的，汤鲜美浓郁，萝卜
也好吃，满满都是对食物的诚意。

     庙街 36-40 号永星大厦内

      27719897

      暂无

      RMB42

     清汤牛腩河、咖喱牛腩饭、咖

喱牛腩、清汤腩捞面、清汤牛腩

E 明记鸡杂粥 4.0 分 
鸡杂粥量足用料丰富，鸡杂煮得烂
烂的，鸡肠有嚼劲，味道鲜美！

     油麻地永星里 1 号

      暂无

      07:30-23:30

      RMB27

      鸡杂粥、鸡粥、白切鸡、鸡鹅饭、

肠粉

F 明星海鲜酒家 4.0 分 
海鲜和茶点都不错，花样多，上菜快，
价格又公道，必须赞一个！

     弥敦道 383 号平安大楼 B1-2 楼

      27812929

      暂无

      RMB107

      烧鹅、叉烧、烤鸭

G 香港仔鱼蛋粉 4.0 分 
鱼丸全是手工打造，口感劲道，非
常好吃。

     庙街

      暂无

      暂无

      RMB39

     招牌鱼蛋河粉、净鱼蛋、冻奶

茶

H 兴记菜馆 4.0 分 
煲仔饭拌上特制的酱油，吃过难忘，
煎蚝饼鲜嫩多汁，每样菜都不错。

     旺角方向庙街入口

      23843647

      18:00-1:00

      RMB71

      煲仔饭、煎蚝饼、椒盐濑尿虾、

滑鸡腊肠煲仔饭、豉汁炒蛏子皇

I 庙街牛杂 3.5 分 
超入味的牛杂，牛肠超级香，牛肺
很软糯，牛肚也煮得很酥，酱料自选。

     油麻地鸦打街 18 号

      暂无

      暂无

      RMB16

      牛肚、牛杂

J 贵花甜 3.5 分 
火焰心太软获得香港创意甜品奖，
白兰地上发出幽幽蓝焰，味道惊艳。

     钵兰街 6 号地铺

      34816158

       15:00-12:30，周五延长至 2:00

         周末 13:00 开门，周六延长至 2:00

      RMB53

      心太软、抹茶仙草冻

K 太平馆 4.0 分 
全港最老的餐厅之一，有超过 150
年历史。鸡翅和干炒牛河非常棒！

      油麻地茂林街 19-21 号

      23843385

        11:00-00:00

      RMB163

      瑞士鸡翅、干炒牛河、梳乎厘

L 联邦皇宫 3.5 分 
老牌早茶店，有各种点心，流沙包、
水晶虾饺皇和豉汁凤爪是必点。

     油麻地弥敦道 363-373 号

      27803606

        暂无

      RMB68

      特级年菜、菜圃蛋、炸银丝卷、

流沙包、水晶虾饺、凤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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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找美食 , 跟着点评走 !”乐南丫岛

A 天虹海鲜酒家 4.0 分 
海鲜种类丰富新鲜，濑尿虾超大，
肉非常饱满。有免费船回本岛。

     南丫岛索罟湾第一街 23 号

      29828100

      10:00-23:00

      RMB385

     椒盐濑尿虾、芝士焗龙虾、濑

尿虾、天虹炒饭、吉列炸鲜鱿

B 建兴亚婆豆腐花 4.0 分 
无数人冲着这一碗超嫩香甜冰凉的豆
腐花专程去了南丫岛！

     南丫岛榕树湾大湾肚 1 号

      暂无

      暂无

      RMB10

     阿婆豆花、冻豆腐花、姜汁豆

花

C 南丫岛鸡蛋仔 4.0 分 
鸡蛋仔兼具了脆外皮和软内心，超
大鱼蛋好吃有弹性很过瘾。

     南丫岛榕树湾大街 23B 地下

      29826168

      暂无

       RMB12

     鸡蛋仔、猪皮、超大鱼蛋

D 森记海鲜酒家 3.5 分 
濑尿虾超级大，味道赞得飞起来！
套餐蛮不错，经济实惠。

     南丫岛索罟湾南段 26 号

      29828241

      暂无

      RMB279

      芝士龙虾

E 泰苑海鲜鱼翅酒家 3.5 分 
海鲜新鲜生猛，葱姜膏蟹的蟹黄是
整块的，芝士龙虾和濑尿虾肉很多。

     南丫岛索罟湾第一街 15 号

      29828386

      暂无

      RMB178

     龙虾伊面、濑尿虾、避风塘濑

尿虾

F 蔡记小食 3.5 分 
碗仔翅、冰粉、豆花都很好吃，很
古早的感觉。

     南丫岛榕树湾后街

      暂无

      暂无

      RMB23

     车仔面、牛杂河、凉粉、鱼蛋

面

G 南岛书虫 3.5 分 
集西餐厅、咖啡馆与书屋于一体的
场所，吃吃喝喝看看书最悠闲不过。

     南丫岛榕树湾大街 79 号

      29824838

     10:00-21:00 周末早晚延长 1 小时

      RMB60

      拿铁、豆腐汉堡、沙拉、素食

H 南江海鲜酒楼 3.0 分 
听涛拍岸，看海景吃海鲜，还有慵
懒的黄猫周旋于各桌之间，很惬意。

     南丫岛榕树湾街 47 号地下
      29820881

      暂无

      RMB120

     鲍鱼、扇贝、濑尿虾、翠塘西

施蟹

IShelly Cake Express 3.5 分 
招牌豆腐芝士蛋糕散发着淡淡的豆
腐清香，清新的芝士味道软滑可口。

     南丫岛榕树湾后街21号地下C铺

      94940755

      暂无

      RMB60

      豆腐芝士蛋糕、绿茶芝士蛋糕、

焗香蕉芝士餅

J 兴隆茶餐厅 3.5 分 
海鲜之外的好选择，价格便宜，味
道很不错，性价比高。

     南丫岛索罟湾第一街 2 号地下

      29828644

       暂无

、   RMB60

     出前一丁、猪扒香肠煎蛋、西

洋菜蜜

K 舢舨餐厅 3.0 分 
海鲜比较大只。据说 TVB 经常来
这里拍戏。

      南丫岛榕树湾大街 16 号

      29822313

        暂无

      RMB300

      凤爪、濑尿虾

L 林记凉茶店 3.0 分 
自制的凉茶，有各种口味可选，价
格便宜，老板会根据需求向你推荐。

     南丫岛榕树湾后街

      29821362

        暂无

      暂无

      薏仁凉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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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找美食 , 跟着点评走 !”乐大屿山

H 宝莲禅寺小食亭 3.0 分 
每日限量的芒果糯米糍最好吃，软
软滑滑，里面还有整粒芒果，正！

     大屿山昂坪昂坪路宝莲寺

      暂无

      暂无

      RMB10

     芒果糯米糍、钵仔糕、绿豆糯

米糍、芒果马豆糕、豆腐花

A 宝莲寺斋堂 4.0 分 
素材做的可口美味，能专心品尝
蔬菜的鲜甜，如此得到净心。

     大屿山昂平昂平路宝莲禅寺内

      29855248

      暂无

      RMB83

      素斋、山水豆腐花、彩色豆腐、

焖豆腐、玉米汤、花菇扒时蔬

B 满记甜品 4.0 分 
什么都好吃！味道比大陆的赞，水
果新鲜而且超级甜，价格还便宜点。

      大屿山昂坪缆车站昂坪市集5号铺

       21099988

      暂无

       RMB31

      杨枝甘露、榴莲班戟、芒果布丁、

芒果班戟

C 昂坪膳坊 3.5 分 
老字号，全素食口味很好、清清爽爽，
网上可以买到优惠套餐券。

     大屿山昂坪市集第 3-4 号铺地下

      22593918

      11:00-18:00

      RMB84

      烧肉、海皇丁、素菜套餐、烧鹅、

猪肚汤、素鸡球

D 德记山水豆腐花 3.0 分 
豆腐花很细很嫩很香甜，还有姜汁
味道，蛮有特色。

     大屿山昂坪路天坛大佛入口处对面

      暂无

      暂无

      RMB18

      山水豆腐花

E 细宝斋山水豆腐花 3.0 分 
豆腐花绵密硬扎，带有红糖甜味，
生磨芝麻糊也是超乎想象的好吃。

     大屿山宝莲寺内

      暂无

      暂无

      RMB14

      山水豆腐花

F 龙辉山水豆腐花 3.0 分 
豆腐花又白又滑，有咸甜之分，没
有其他配料，清淡可口。

     大屿山昂坪市集尾

      暂无

      暂无

      RMB20

     山水豆腐花、咖喱鱼蛋、糯米

鸡

G 蓬莱拉面屋 3.0 分 
汤底可口没味精，配料丰富，面条
筋道，热乎乎的很不错。

     大屿山昂坪市集 6-7B 铺

      22593981

      暂无

      暂无

     山水豆腐花、咖喱鱼蛋、糯米

鸡

IDa Dolce Gelato Italiano 3.0 分 
意式冰淇淋店，坐在阳光下的露天
位吃着冰淇淋，感觉好逍遥。

     大屿山昂坪市集 7A 号舖

      22593919

      暂无       

      RMB38

     蜜桃乳酪、开心果、榛子巧克

力

J 自由之丘 3.0 分 
日系食物为主，班戟、铜锣烧、雪
花冰、牛乳布甸等，随便吃吃蛮不错。

     大屿山昂坪 360 市集 13 号舖

      暂无

      暂无

      RMB48

      雪糕班戟、冰淇淋蛋卷、鲷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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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找美食 , 跟着点评走 !”乐迪士尼乐园

A 火箭餐厅 4.0 分 
炸鸡外皮香脆、鸡肉多汁，薯条
炸的也很脆，绝对业界良心。

     竹篙湾迪士尼乐园明日世界区

     暂无

       暂无

      RMB82

     薯条、炸鸡套餐、炸鸡、汉堡

套餐、鸡排饭、鸡排套餐 ,

B 美心西点迪士尼乐园餐厅 4.0 分 
满庭的都有小麻雀在飞，菜式品种很
多，味道也不错！

     香港迪士尼乐园小镇大街

      21625018

      暂无

      RMB157

       虾饺、烧鹅、叉烧、炒饭、点心、

牛肉面、儿童晚餐

C 迪士尼乐园小吃 4.0 分 
各种卡通造型的小吃，米妮冰棍超
级好看，米奇华夫也很可爱。

     大屿山香港迪士尼乐园内

      暂无

      暂无

      RMB57

      焦糖爆米花、米奇头、热狗、

米妮冰淇淋、鱿鱼丝

D 皇室宴会厅 4.0 分 
披萨和布丁外形都是米奇形状的超
可爱，味道也很赞，做的很用心！

     大屿山香港迪士尼乐园内

      35502935

      暂无

      RMB96

     杂锦寿司套餐、米奇寿司、皇

室芝士汉堡包、杂扒、猪软骨拉面

E 米奇厨师餐厅 4.5 分 
吃自助餐可以和米奇厨师合影，甜
品也都是卡通形象，其他也很好吃。

     乐园度假区迪士尼好莱坞酒店1楼

      852-35105000

      暂无

      RMB209

      自助餐、米奇松饼、印尼炒饭、

米奇甜饼、鱼丸、叉烧饭

F 笑匠欢宴坊 3.5 分 
叉烧好好吃，酱菜酸脆爽口，三宝
饭也不错。

     大屿山迪士尼乐园幻想世界内

      暂无

      暂无

      RMB74

      三宝饭、蜜汁叉烧饭、鸡翅面、

上海大排面

G 翠乐庭 4.0 分 
最大特色是可以和迪士尼明星们合
影留念、亲密接触，食物种类多。

     大屿山迪士尼乐园酒店内

      35106000

      暂无

      RMB273

      三文鱼、烟熏三文鱼、米奇松饼、

优格、自助餐、虾饺

H 彗星餐厅 3.5 分 
和笑匠的菜式差不多，装修更现代
一些，饭菜的量挺大的。

     大屿山迪士尼乐园明日世界内

      暂无

      暂无

      RMB66

     三宝饭、叉烧饭、鸡腿饭、茄

汁猪排饭

I 大街餐厅 3.5 分 
满满都是各种米奇造型的食物，米
奇控一定舍不得出来了。

     香港迪士尼乐园小镇大街

      暂无      

        暂无

      RMB106

      芒果布丁

J 市集饼店 3.5 分 
美心主理的饼店，品质很好，各种
米奇米妮造型的甜品简直超级嗲。

     迪士尼公园度假区美国小镇大街

      21625192

       暂无

      RMB26

      米妮蛋糕、米奇曲奇

K 小小世界雪糕屋 3.5 分 
雪糕的滋味醇香可口，甜味适中，
有种敦厚的清甜，双球的最合算。

     香港迪士尼乐园幻想世界区

      暂无

      暂无

      RMB37

     双球冰淇淋、双球、可乐雪杯

配雪糕

L 迪士尼乐园酒店晶荷轩 3.5 分 
无论从菜品质量和服务来说都是物
超所值，迪士尼小炒里面有米奇哟。

     香港迪士尼乐园迪士尼酒店内

      暂无

        暂无

      RMB267

      迪士尼小炒、杨枝甘露、金箔

龙虾粉皮、如鱼得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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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找美食 , 跟着点评走 !”乐赤柱

IWildfire 3.0 分 
在有历史感的美利楼里，拥有无敌
海景，吃个下午茶很不错。

     赤柱美利楼 3 楼

      28136060

      暂无

      RMB100

      披萨、土耳其串烧、下午茶

AKing Ludwig Beerhall 4.5 分 
正宗德国菜，环境优美食物品质
优秀，啤酒新鲜，猪手最受欢迎！

     赤柱赤柱广场美利楼号 202 铺

      28990122

      暂无

      RMB169

      德国猪手、肠类组合、农夫包、

薯蓉、酸菜、啤酒、猪肘

B 泗益 3.5 分 
赤柱为数不多的港味餐厅，藏在水果
摊的里面，西多士超级好吃！

     赤柱赤柱大街赤柱市场道 2 号

      28130503

      暂无

      RMB33

      西多士、奶茶、冻奶茶、沙爹

牛肉蛋面、沙爹蛋牛治烘底

CTheBoathouse 3.5 分 
很漂亮的蓝色小屋，在 TVB 剧里
经常出现，食物也新鲜，量非常大。

       赤柱大街 86-88 号

       28134467

       暂无

       RMB232

       海鲜拼盘、海鲜桶

DMijasSpanish Restaurant 4.0 分 
户外的位置直面大海，主打西班牙
菜式，慵懒下午茶的首选。

      赤柱佳美道 7 号赤柱广场美利楼 1 楼 102 铺

      28990858

      12:00-23:30；周六 11:00-01:00

       周日及节假日：11：00-23：00

      RMB442

      鹅肝、西班牙海鲜饭

EPizzaExpress 3.5 分 
正宗意式披萨，底很薄很脆，上面
的料也非常足，芝士味浓郁，美味！

     赤柱大街 90 号

      28137363

      暂无

      RMB138

      薄底披萨、精选沙律、桂圆红

枣茶、吞拿鱼沙律、牛角包

F 锺菜 3.5 分 
赤柱少有的正宗港菜，装潢漂亮、
服务好，食物也好吃，性价比很高。

     赤柱佳美道 23 号赤柱广场 3 楼 308 号铺

      83008006

      11:30-16:00, 17:00-22:30，周末 10:00-22:30

      RMB119

      豉汁蒸凤爪、烧味拼盘、虾饺、

豉油皇炒麵、炒肉蟹、杨汁甘露

GOceanBay 3.5 分 
炸鱼薯条超赞，生蚝新鲜，果味啤
酒好喝，阳光午后非常舒服惬意。

     赤柱赤柱大街 92 号 A2 铺

      33222833

      暂无

      RMB120

      炸鱼薯条、沙拉、生蚝

HSaigonAtStanley 3.5 分 
越南风情餐厅，食物正宗，景观位
可以看海，视觉与味觉的双重享受。

     赤柱赤柱广场美利楼 1 楼 101 舖  

      28990999

      暂无

       RMB200   

       香蕉花鸡丝沙律

JSmugglersInn 3.5 分 
炸鱼薯条非常正，喝喝啤酒吹吹海
风很舒服。

     赤柱赤柱大街 90A 地下

      28138852

       暂无

      RMB80

      炸鱼薯条、三文治

KPickledPelican 3.0 分 
在露天位喝杯咖啡，吃吃简单西餐，
望望海景，这就是在香港的生活。

     赤柱赤柱大街 90 号地下及 1 楼

      28134313

       暂无

      RMB250

     炸鱼薯条、法式洋葱汤、柠檬

苏打、洋葱圈

;LWaffleman 3.0 分 
华夫是现烤的，蛮香的，奶油正点，
价格便宜，还有露天座可以看海景。

     赤柱广场 407 号铺

      34882797

       12：00-14：00，17：30-21：30

      RMB28

     香蕉朱古力华夫、肉桂苹果华

夫、草莓华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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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找美食 , 跟着点评走 !”

《香港美食地图》
※ 一次靠谱的吃货旅行，需要更多的旅行吃货

《美食地图》系列由大众点评海外站编辑部策划编汇，内容源于

用户的真实评分及综合人气指数计算。以美食为目的地，寻找志

同道合的旅行吃货，倾听来自全世界的饕餮声音。如果您在使用

过程中，发现文中任何信息问题，或有更棒的建议与意见，请第

一时间扫一扫二维码，我们珍视每一条积极的反馈与不同的声音。

 有点意思？期待您的反馈！快扫！ >>
 新浪微博：@ 大众点评 - 度假

 微信公众号：大众点评度假指南

★《美食地图》主编：书机破、唐作作大神 

★ 特别感谢名单：Luna、Miss273、苏三糊了、塔塔、Miss 打怪兽

★ 最后更新时间：2014 年 8 月 11 日

香港 高雄 垦丁 花莲 阿里山 台中 

台北 澳门 新加坡 吉隆坡 长滩岛 沙巴 巴厘岛

东京 京都 大阪 北海道 富士山 冲绳 箱根

首尔 釜山 济州岛 曼谷 芭堤雅 普吉岛 清迈

纽约 旧金山 洛杉矶 拉斯维加斯 夏威夷 

迈阿密 西雅图 波士顿 里约热内卢 圣保罗

更多站点，尽请期待。To Be Continu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