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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誕歡聚套餐 佳節享樂套餐 中式聖誕套餐

主食

慢烤原隻脆皮火雞 (10-12磅)

意粉/飯 (三選一)

巴黎牛柳粒扁意粉 

香草忌廉煙三文魚長通粉

卡邦尼帶子飯

(3磅)

甜品 (12件) (二選一)

朱古力布朗尼

雲呢嗱泡芙

巴馬火腿6片、煙三文魚6片、沙樂美腸6片、
欖12粒、芝士12粒、餅乾

冷盤

香橙蔬菜沙律 (2磅)

小意大利特色冷盤

小食B

越南蔗蝦 (12件)

一口蝦多士 (12件)

美式炸薯角 配蜜糖芥末醬 (2磅)

脆炸黃金魷魚圈 (12件)

桂花雞翼 (12件)

水牛城雞翼 (12件)

(六選四)

小食A

脆炸芝士球 (24粒)

粒粒粟米薯餅 (12件)

甜品

紅豆和菓子 (18件)

氣泡酒

星堤酒莊氣泡酒*
Moscato Spumante (1瓶)

串燒 

沙嗲豬肉串 

沙嗲雞肉串 

(18串) (二選一)

(2磅) (二選一)小菜B

椒鹽魚塊 

椒鹽豬扒

小食B

粒粒粟米薯餅

紫心脆薯餅

主食

乾炒牛河 

XO醬海鮮炒飯

(3磅) (二選一)

熱盤

慢烤原隻脆皮火雞 (10-12磅)

柱侯蘿蔔牛腩 (2磅)

(二選一)

小菜A

小食A

台灣烤香腸 (18條)

一口蝦多士 (18件)

(18件) (二選一)

小食A

台灣烤香腸 (18條)

一口蝦多士 (18件)

山楂菠蘿咕嚕肉 

上湯杞子浸娃娃菜

(各2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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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食

黑椒蒜香雞鎚 (12件)

芝士蘑菇釀雞翼 (12件)

芝士忌廉燴雜菜 (2磅)

蕃茄手工肉丸 (24粒)

(四選二)

主食

美式醬燒豬肋骨 (12支骨)

加州田園雞扒 (2磅)

慢烤原隻脆皮火雞 (10-12磅)

(三選一)

+$250

意粉/飯 (四選一)

香草忌廉煙三文魚長通粉

帶子卡邦尼長通粉

黑松露野菌飯

香辣蕃茄海鮮飯

(3磅)

甜品 (12件) (二選一)

朱古力布朗尼 

雲呢嗱泡芙

冷盤

小意大利特色冷盤 
巴馬火腿6片、煙三文魚6片、沙樂美腸6片、
欖12粒、芝士12粒、餅乾

拼盤

狂炸拼盤
炸芝士球12件、魷魚圈6件、
雞翼6件、黃金雞塊6件、薯條半磅

野火串燒拼盤
沙嗲豬肉串6串、沙嗲雞肉串6串

沙律 (二選一)

+$250

科布烤雞沙律 (2磅)

深海鮮蝦凱撒沙律 (2磅)

聖誕限定

慢烤原隻脆皮火雞 (10-12磅)

+$588

買一送一聖誕優惠! 
意大利陳釀氣泡酒
Troque Lessini Durello DOC 

+$499

(原價每支 $560)

五星酒店專用 
Lucaris 尊貴紅酒杯套裝 (2隻)
Bordeaux Glass

+$100

加購聖誕派對必備: 

(原價 $260)

 +852 2185 7373       WhatsApp: +852 6334 6611

8-10人 10-12人 12-15人

*買家及收貨人需年滿18歲方可獲贈氣泡酒

套餐附送神秘聖誕禮物
Christmas Catering

聖誕派對套餐
 (由12月1日起供應)



香港荃灣青山公路459-469號華力工業中心5字樓R室

聖誕派對盛宴 聖誕聯歡套餐 奢華狂歡套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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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烤原隻脆皮火雞 (10-12磅)

+$588

買一送一聖誕優惠! 
意大利陳釀氣泡酒
Troque Lessini Durello DOC 

+$499

(原價每支 $560)

五星酒店專用 
Lucaris 尊貴紅酒杯套裝 (2隻)
Bordeaux Glass

+$100

加購聖誕派對必備: 

(原價 $260)

15-20人 25-30人 40-50人

星堤酒莊氣泡酒*
Moscato Spumante (2瓶)

Lucaris 尊貴紅酒杯套裝 
Bordeaux Glass (2pcs)

小食A
粒粒粟米薯餅 / 紫心脆薯餅

台灣烤香腸

(24件) (三選一)

黑椒蒜香雞鎚 (12件)

芝士蘑菇釀雞翼 (12件)

芝士忌廉燴雜菜 (2磅)

意粉/飯 (三選一)

黑松露雜菌扁意粉

帶子卡邦尼長通粉

香辣蕃茄海鮮飯

(3磅)

沙律

三文治 (24件) (二選一)

(三選二)

碎蛋沙律三文治 

吞拿魚沙律三文治

野火串燒拼盤 

泰式香葉包雞 (24件)

香草蕃茄醬燴雜腸 (2磅)

蕃茄手工肉丸 (48粒)

小食B (四選二)

沙嗲豬肉串12串、沙嗲雞肉串12串

小菜
椒鹽豬扒 / 椒鹽魚塊

甜椒爆炒牛肚 / 西蘭花炒雞柳

(2磅) (四選一)

主菜
慢烤原隻脆皮火雞 (10-12磅)

美式醬燒豬肋骨 (24支骨)

野菌牛柳粒 (2磅)

炒飯 (二選一)

生炒牛肉飯 / XO醬海鮮炒飯
(3磅)

甜品
朱古力布朗尼 + 雲呢嗱泡芙

(各12件)

葡萄酒套裝

蒜蓉牛油多士 (36件)

美式炸薯角 配蜜糖芥末醬 (4磅)

脆炸芝士球 (48粒)

野菌牛柳粒 (4磅)

野火串燒拼盤
沙嗲豬肉串18串、沙嗲雞肉串18串

小食A

冷盤
深海鮮蝦凱撒沙律 (4磅)

小意大利特色冷盤
巴馬火腿12片、煙三文魚12片、欖24粒、
沙樂美腸12片、芝士24粒、餅乾

小食B
黑椒蒜香雞鎚 / 芝士蘑菇釀雞翼

(36件) (二選一)

小食C
泰式香葉包雞 / 越南蔗蝦

(36件) (二選一)

主菜
慢烤原隻脆皮火雞 (10-12磅)

美式醬燒豬肋骨 (24支骨)

意粉A (二選一)

蕃茄肉丸長通粉

意大利香草魚柳扁意粉

(6磅)

意粉B (二選一)

黑松露雜菌扁意粉

帶子卡邦尼長通粉

(6磅)

飯 (二選一)

香辣蕃茄海鮮飯

黑松露牛柳粒飯

(6磅)

甜品
朱古力閃電泡芙 + 雲呢嗱泡芙

+ 朱古力布朗尼

(各24件)

星堤酒莊氣泡酒*
Moscato Spumante (2瓶)

Lucaris 尊貴紅酒杯套裝 
Bordeaux Glass (2pcs)

葡萄酒套裝

冷盤
煙三文魚蜂蜜醋沙律 (4磅)

科布烤雞沙律 (4磅)

小意大利特色冷盤
巴馬火腿12片、煙三文魚12片、欖24粒、
沙樂美腸12片、芝士24粒、餅乾

小食A
美式炸薯角 配蜜糖芥末醬 (6磅)

脆炸芝士球 (72粒)

芝士蘑菇釀雞翼 (36件)

黑椒蒜香雞鎚 (36件)

蕃茄手工肉丸 (48粒)

台灣烤香腸 (60條)

滷水豬手件 (48件)

野菌牛柳粒 (6磅)

野火串燒拼盤
沙嗲豬肉串30串、沙嗲雞肉串30串

小食B
粒粒粟米薯餅 / 紫心脆薯餅

(48件) (二選一)

小食C
椒鹽豬扒 / 椒鹽魚塊

(6磅) (二選一)

主菜
慢烤原隻脆皮火雞 (10-12磅x2隻)

意粉A (二選一)

香辣蕃茄雞肉扁意粉

意大利香草魚柳扁意粉 

(6磅)

意粉B (二選一)

黑松露雜菌扁意粉

帶子卡邦尼長通粉

(6磅)

飯 (二選一)

XO醬海鮮炒飯 / 黑松露野菌飯
(6磅)

甜品
紅豆和菓子 + 朱古力閃電泡芙

+ 雲呢嗱泡芙

(各48件)

星堤酒莊氣泡酒*
Moscato Spumante (3瓶)

Lucaris 尊貴紅酒杯套裝 
Bordeaux Glass (2pcs*2盒)

葡萄酒套裝

套餐附送神秘聖誕禮物

聖誕限定 +852 2185 7373       WhatsApp: +852 6334 6611 *買家及收貨人需年滿18歲方可獲贈氣泡酒

CATERING

Christmas Catering
聖誕派對套餐
 (由12月1日起供應)



Christmas Catering
聖誕期間優惠

美酒佳餚．快樂派對

意大利迷人氣泡酒2瓶
Prosecco DOC 200ml x 2

意大利陳釀氣泡酒1瓶
Troque Lessini Durello DOC

*數量有限，送完即止

���折扣

凡消費滿 $2,000

�
XMAS200

輸入優惠碼
Enter Promo Code

早鳥優惠碼

*12月18日或之前下單可享優惠

香港荃灣青山公路459-469號華力工業中心5字樓R室

 +852 2185 7373       WhatsApp: +852 6334 6611

CATERING

下單網站: www.foodchannels-catering.com

持牌食物製造廠牌照號碼 2992808004

訂購滿 HK$ 2800 或以上可享 免費送貨

尚有更多
派對套餐選擇
  立即查看

地面交收收費

新界區 HK$50

九龍區 HK$50

港島區 HK$100

送貨上門收費

新界區 HK$250

九龍區 HK$250

港島區 HK$3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