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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疫情，讓大家發現原來本地遊都可以好好玩！

集最chill Glamping、生態農場、新手靚景行山路線於

一身的元朗，無論閨蜜小出走，抑或全家出動小旅行都

適合，加上有交通便利的大型商場YOHO MALL畀你

置裝補給，今個春天，一於來元朗郊遊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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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朗玩樂地圖

超實用！YOHO M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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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食買玩於一身的YOHO MALL
有分Ⅰ期及Ⅱ期，想點對點到達心水商
舖 ， 出 發 前 記
得 d o w n l o a d 定
YOHO MALL商
場導航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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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HO MALL玩樂攻略

https://staywithyohomall.hk/

http://staywithyohomall.hk/
http://www.yohomall.hk


踏入初春，天氣乍暖還寒，最好避

免太厚甸甸的服飾，不妨穿上影相

好sharp的碎花民族風長裙，再加

具備功能性的帽、背囊、小袋子

等配件，一身輕便旅遊look，無

論去Glamping、行山郊遊或去

農園摘果打卡，都是春日出門的最

佳配搭。

春日郊遊造型
Lookbook

回主頁004



印度手工Block Print連身裙 $689

雙面漁夫帽 $299

民族風側孭袋
$299

撞色花花襪 $50

T IT ICACA

花
布
少
女
風

來自日本的
TITICACA主打
南美及民族風

服飾。

十字繡牛仔襯衣 $499

條紋拼布裙 $599
回主頁005

打卡靚衫

Get !



Macrame
Bohemia

波希米亞風
長裙 $599

腰果花拼布長裙
$499

主打波希米
亞風格、以鮮艷
色彩拼湊不同

造型。
波
希
米
亞
風

回主頁

粉藍色花紋褲 $399民族圖騰連身裙 $699

手織金屬頸鏈 $299 印度風頸飾 $5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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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卡靚衫
Get !



BIGPACK

FLUID 10L背囊
$899

REACT HAWK
戶外鞋 $1,299

彈性耐磨尼龍Kevlar
行山褲 $769

功能強大山系
Look

德國品牌，
產品以超耐用

和強大功能 
見稱。

TITICACA
地址：L1 1096@YOHO MALL I
電話：3584 7933
網址：https://bit.ly/3qvVpca

Macrame Bohemia
地址：L1 A107@YOHO MALL II 
電話：2377 0027
網址：https://bit.ly/3JEs9an

BIGPACK
地址：L2 A203@YOHO MALL II
電話：2601 1069
網址：https://bit.ly/3iAiDtb

回主頁

AIGUILLE JKT II 
防水塗層輕量風褸 $769

打卡靚衫
Ge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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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bit.ly/3qvVpca
http://bit.ly/3JEs9an
http://bit.ly/3iAiDtb


元朗 有不少適 合 春日遊 的好 去 處，最啱閨

蜜一齊出走！出發Glamping或行山前，一於在 

YOHO MALL集合，一站式買打卡靚衫、

醫肚吃輕食、買齊物資再出發，炮製

完美的春日輕旅行。

閨蜜遊
行程提案

相即睇一click

新手行山打卡遊

設施超齊Glamping

回主頁

微醺酒類入貨點

人氣麵包店
IG-able咖啡輕食

008
日本酒店級甜品



酒類專門店ENOTECA以outlet
作主題，精選上千款紅白酒、香
檳、Rosé，更設$100/$200
專區讓你按budget入貨，
好貼心！女生們建議可選
清甜汽酒，易與燒烤食品
配搭；唔識揀的話，歡迎
向店員請教，右面就推介
幾款露營好酒。

大
手
掃
貨
美
酒O

u
tle

t

露營必須 酒，星空下飲 酒傾偈特別

chill~不想孭着重甸甸的物資四圍

去，一於去YOHO MALL入貨， 

買齊食材靚酒！

Wine Shop ENOTECA
地址：L1 1106@YOHO MALL I
電話：2754 4008
網址：https://bit.ly/3qx3flE

YOHO MALL
店以outlet為主
題，庫存酒量

過千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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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Lanson Le Rosé Brut Rosé Champagne NV $490
  擁有250年歷史的法國酒莊的Rosé香檳，主要用Pinot No i r和

Chardonnay釀製，入口帶點dry，集優雅花香和Fruity果香於一身。
02. Casa Rojo Macho Man Monastrell Jumilla 2019 $300
  花名「大隻佬」，這支西班牙紅酒以厚重飽滿見稱，唞氣半小時喝， 

會帶黑朱古力和黑加侖子的果味。
03. Saracco Sakura Limited Selection Moscatod'Asti 2021 $200
  意大利的Moscato汽酒，酒精度不高，微甜且帶蜜糖香，易入口之選，

除了靚靚的櫻花版，也有普通版。
回主頁

Wine Shop 

ENOTE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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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營好酒
Get !

http://bit.ly/3qx3flE


未夠鐘出發去Glamping，

一於先來一頓高質又IG-able的

All Day Breakfast或輕食！

餐廳光線充足，氣氛悠閒舒適，坐在
窗邊更可觀賞園林景色。

HABITŪ caffè
地址：L1 1075@YOHO MALL I
電話：2557 7788
網址：https://bit.ly/3IO97xn

HABITU caffe

鳥籠卡位夠晒IG-able，全
店只有兩組，記得向店員提
出，看能否安排座位。

All Day Breakfast 
全日早餐 $128
豐盛的全日早餐跟足英式口味，
雜菌炒蛋香口嫩滑，另可選擇素
菜版本。

鳥
籠
裡
的
悠
閒
咖
啡
時
光

Artisan Cake $48 
不同款式的蛋糕每日輪流上場，即使
意式咖啡也有兩款自家烘焙咖啡豆可
選，果酸Fruity香甜Nutty任君選擇。

回主頁010

出遊輕食

Get !

HABITŪ caffè擁有落地大玻璃靚
景，陽光滲進餐廳每個角落，加上專為IG
打卡而設的鳥籠座位，可以在悠閒氛圍中
慢慢品嚐美食和自家烘焙
咖啡，配上每日不同款式的
精品蛋糕，打完卡醫好肚才
出發閨蜜遊，極致享受。

http://bit.ly/3IO97xn


想食正宗日系甜品，一於到Cocolo，

日系簡潔裝潢加上賣相和味道均滿分的甜品，

十足置身日本！

Cocolo來自東京池袋，
主打各式甜品蛋糕，招牌蘋
果批以高品質的青森蘋果足
料炮製，規定每粒蘋果肉都
要切成2cm立方體size，以
確保蘋果批內有約30克蘋果
肉，大受歡迎得連日本大型
酒店及餐廳都要爭相引入！

Cake Factory

日本過江龍

青森蘋果批
店內招牌，新鮮出爐

外皮超酥脆，一口咬開
即吃到足料蘋果粒粒

和細滑吉士醬， 
酸甜不膩。

Cocolo Tokyo

如想坐低慢慢傾，必選以淺色
木拼砌成富士山形狀特色牆
的座位，最IG-able！

回主頁

青森蘋果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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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遊輕食
Get !



店舖其餘甜品也多採
用100%日本食材製作，
比如和歌山的雞蛋、北海
道的鮮奶芝士等，非常講
究，當中王牌芝士蛋糕更
由兩層北海道鮮奶芝士
組成，口感一軟一滑！為
了讓香港人嚐到100%日
本風甜品，Cocolo會先在
日本工場製作蘋果批及
王牌蛋糕，再新鮮空運到
港，讓顧客品嚐原汁原味
的日本味道。

Cocolo Tokyo Cake Factory
地址：L1 1087@YOHO MALL I
電話：2638 1611
網址：https://bit.ly/3Dfycjy

凍抹茶鮮奶紅豆
甜品蛋糕配抹茶特飲，最高享受！
上等抹茶粉加上軟綿綿的紅豆，和
香濃細滑的鮮奶是完美配搭。

特濃雙層
朱古力蛋糕﹙4.5cm﹚

朱古力控必食！以北海道
朱古力製作，香醇微甘的 
特濃朱古力配上香滑奶味

的牛奶朱古力，表層 
再蘸上朱古力醬，

多重享受。 

熔岩朱古力香橙蛋糕
鬆軟的白朱古力雞蛋海綿蛋糕內，
是混入了香橙的流心朱古力，溫熱
的流心朱古力滲着清新的橙香，平
衡了朱古力的甜。 

芝士三重奏蒙布朗蛋糕
以三種芝士打成的忌廉內，是由 
草莓、桑莓及藍莓製成的莓果醬，
最後灑上白朱古力粉，配士多啤梨
餅底，酸甜香濃。

回主頁012

http://bit.ly/3Dfycjy


去年10月進駐YOHO MALL
後即成人氣店之一，最受歡迎
的首推各款牛角包及得獎法式
長棍麵包，想買點行山小食或
Glamping小甜點，可選馬德蓮蛋
糕、曲奇或司康鬆餅等。

人氣烘焙精緻包點

LY Bakery
要做出精緻包點，不單止需要鑽研技巧， 

連選用的牛油也要特別講究！

店舖有數十款
麵包不斷出爐，
還有貝果、方包

等也是必買 
之選。

法國LESCURE明太子牛角 $20
選用法國AOP認證發酵牛油做的
牛角包，牛油味極香，加上惹味
明太子，人間美味。

法國LESCURE草莓酥、
黃桃酥 $22/個
酥脆香口的酥餅上鋪滿生果，
賣相吸引、鮮甜清新。

紅莓合桃、抹茶、
蜜糖提子司康鬆餅 $16/個
單是司康鬆餅就有5款口味，鬆
化得來口感又飽滿。

抹茶奶油卷 $18
脹卜卜的奶油卷填滿抹茶忌廉，
再配上大大粒紅豆，味道甜美。

享樂烘焙LY Bakery
地址：L1 1097@YOHO MALL I
電話：2696 2122
網址：https://bit.ly/3tCdNSE

回主頁

享樂烘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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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遊輕食

Get !

http://bit.ly/3tCdNSE


生 活 就 要 有儀 式
感，去年翻新重開的白
泥部落，以超IG-able
營帳裝飾為賣點，on 
top有埋媲美酒店的設
備服務，每個營舍還有
獨立洗手間、冷熱水淋
浴，更有冷氣暖風機，
將Glamping文化發揮
到極緻！

和閨蜜去露營當然要盡情relax，不想

揹住笨重的大背囊、帶上半間房的家當

出門，識揀梗係揀Glamping！

Pastoral Glamping

房內設施一應俱全，私人戶外空間仲
有吊椅，媲美酒店Staycation。

白泥部落

儀
式
感G

la
m

p
in

g

回主頁

部落營以民族
風設計，地毯坐墊
甚至馬賽克燈都有

異地Fe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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佔地超過9萬呎的白泥部落，設有 
多款營帳選擇：小清新帆船營、民族
風部落營同透明天幕星空營， 
最小的部落營面積也有300平
方呎，帳蓬前更有戶外空間和
藤椅吊椅等，加上場地已作滅
蚊滅蟲防疫消毒，可放心同sis
在星空下慢慢傾通宵！

白泥部落Pastoral Glamping
地址：元朗錦田八鄉石崗機場路水流田村
電話：5245 5391﹙WhatsApp﹚
網址：https://pastoralglamping.com/
交通： YOHO MALL乘64K巴士至水流田村站，步行經

過水流田村，約10分鐘即達；或由YOHO MALL
乘的士約10分鐘直達

拱 型 帆 船 營
可容納最多6人，
空間有成500平

方呎！

星空營設有天幕，可以瞓在床上睇星！

回主頁

營地已進
行杜絕蚊蟲工
程，可放心坐
在戶外慢慢

ch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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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pastoralglamping.com/


又名「千島湖」的大欖涌水塘，

出名簡單易行景色又靚，

一般路線是從屯門掃管笏村原路上落，

但沿路景色相對沉悶，今次介紹另一路線，

難度加1星，但有更多打卡位！

香港群山環繞
而且山勢不高，
輕輕鬆鬆已可賞

靚景！

大欖涌水塘的
山谷有不少小丘，
灌水後彷如多個水
上小綠洲，成了千

島湖絕景！

千島湖清景台

Viewpoint
Reservoir Islands

★★☆☆☆難度  

回主頁016



從大棠巴士站起步，沿水道往山的
方向走，途中會看見不少寫上「千島湖 
清景台」的指示，不到10分鐘，就來到楊
家村，別看村子小巧古樸，村內的客家建
築「適廬」是二級歷史建築啊！

今次路線
由 元 朗 大 棠
出發，走過楊
家村的古蹟，
再到隱秘的翠綠黃
泥墩水塘，及後直上千島
湖觀景台，適合同閨蜜
邊行邊傾影靚相！

YOHO MALL往大棠 ﹙巴士50分鐘；的士10分鐘﹚
大棠黃泥墩村巴士站 ﹙10分鐘﹚  大棠楊家村 ﹙5分鐘﹚

 山徑入口 ﹙30分鐘﹚  黃泥墩水塘 ﹙40分鐘﹚
 千島湖清景台 ﹙1小時﹚  掃管笏村小巴站

路
線

山路鋪設完
整，即使泥路
路況也相當 

清晰。

回主頁

楊家村到處是翠綠農田，後方就是
「適廬」。

建於 
1933年「適

廬」是活古蹟，
至今依然有人

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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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島湖」大欖涌水塘是香港儲水量第

四的水塘，以往要看廣闊全景，就要手腳並

用攀上山坡，至2019年清景台正式開放，終

於可輕鬆安全登上最靚位置，慢慢打卡！

「千島湖」大大小小的綠洲，形狀不一，有的像英

文字母E字，有的像鱷魚，你又看到幾多？

想看一片碧綠
的千島湖景色，4

月至7月會是最佳季
節，不過天氣熱，

記得補充足夠 
水份！

觀景台面積夠大夠廣闊，不難發掘靚

景角度。陽光照射下的黃泥墩水塘，波

光粼粼。

回主頁

千島湖清景台
路線：大棠黃泥墩村巴士站至屯門掃管笏村
時間：約2.5至3小時
難度：★★☆☆☆
交通： 由YOHO MALL乘港鐵到朗屏站，再

於屏昌徑巴士站乘K66至大棠黃泥墩
村；若於YOHO MALL乘的士前往，
車程約10分鐘

往掃管笏村
的路上，會經
過養山羊的小

牧場。

從「適廬」右邊的小路走，很快就來到登山口，上

山約15分鐘即可從山腰俯瞰大棠全景，再前行不久就

會來到隱秘的黃泥墩水塘；這個小水庫專為元朗農民

提供灌溉用水，遊客不多，很有山谷秘景Feel！影完靚

相再沿水塘向黃金海岸方向走，終於來到主角景點：千

島湖清景台！

清景台天梯的指示牌由大棠

的技工雕刻而成。
018



元朗郊遊遊，怎少得家人的份？係時候帶同

一家大細走出屋企冷氣房，出外曬太陽遊農場親

親動物，再在YOHO MALL做小手作兼到餐廳開

懷大吃，製造回憶滿滿的元朗家庭遊！

相即睇一click

全家出動  
行程提案

019 回主頁
牛魔王必到岩石燒肉

簡易童趣動手做手作沖繩蛋の料理

即摘即食日本種草莓

菠蘿園探草泥馬

水塘靚景親子步道

星空帳幕七彩小屋宿營



晴空之下，吃一口鮮甜的士多啤梨，

感覺幸福！想吃最新鮮的紅卜卜草

莓，來元朗大棠就對了，佔地逾20萬

呎的農園，內有9個品種士多啤梨讓

你即摘即食，毋須入場費，只需按採

摘重量付費！

朗屏士多啤梨園
士多啤梨園內可以即摘即食，不過建議先沖洗及

秤重後才享用啊！

即
摘
即
食
日
本
草
莓

避 免用手拿 取士多啤
梨，最好用剪刀在椗上
2-3厘米剪下。

士多啤梨通常
一串串成長，當
中先變紅的代表

已經成熟。

採摘完畢，
即可按重量

付費。

Long Ping
Strawberry Farm

020 回主頁



農場
每天都會採摘

一些士多啤梨現
成發售，都是較
大粒及飽滿的

上品。

9個草莓品種包括人氣的日本紅臉頰、牛奶草
莓、紅寶石等，近年還加入大熱的粉紅色淡雪，果香
特別清甜，非常受歡迎！不想在採摘時整爛士多啤
梨？負責人教路，最好在士多啤梨椗上2、3厘米剪
下，放入籃子後不要搖擺以免漏汁；若要帶一些回家
品嚐，可揀一些未完全熟透的，就可多放數天。

農園還有其他果菜如西瓜、車厘茄及甘蔗，還有
粒粒飽滿的香印提子，5月開始收成，更不時舉辦工
作坊如士多啤梨紮花班，適合一家大細來共享天倫！

朗屏士多啤梨園
地址：元朗大棠路大棠村（牌坊後球場側）
電話：9251 8926
開放時間：8am至傍晚
網址：www.yl.hk/lpsb/
交通：由YOHO MALL乘港鐵到朗屏站，再於屏昌徑巴士站
乘K66至大棠黃泥墩村，步行穿過大棠村口牌坊，農園位於
球場側；若於YOHO MALL乘的士前往，車程約10分鐘

農園內有數頭山
羊，可以一試餵
飼的樂趣。

早玉女 淡雪 牛奶草莓

*註：資料由農園提供，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久久香

品種一覽*

回主頁021

http://www.yl.hk/lpsb/


元朗地大物博，連羊駝「草泥馬」都有！

就像這個10萬呎的休閒農莊，

原本以菠蘿田為主題，

前年從澳洲引入4隻羊駝後，

即成了農莊明星！

有機薈低碳農莊 
於羊駝區除了拍照摸摸，更可以專用飼料一試餵食草泥馬，體驗難忘！

十
萬
呎
草
泥
馬
菠
蘿
園

天生擁有粗粗
眼線的靚女名叫
棉花糖，摸起來

軟綿綿。

Go Green
Organic Farm

羊駝除了毛茸
茸的可愛冬季造

型，夏天時農莊會
替羊駝剪毛散熱，
變成瘦瘦的夏日

L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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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內有大量
打卡裝置，幫
大家締造美好

回憶！

有機薈低碳農莊 
地址：元朗錦田四排石村
電話：5579 2178（WhatsApp）
農莊遊套票收費： 成人 $150、小童 $100；另設多款套票、

活動及工作坊，收費詳情請參考網站。
網址：www.gogreenlife.com.hk/
交通： YOHO MALL乘港鐵或巴士64K、77K至錦上路站，

再步行約5分鐘。

珍珠雪糕菠蘿包連
菠蘿飲品 $60
多 款 菠 蘿 主 題 小 食
中，最人氣的是夾着
菠蘿片和菠蘿雪糕
的珍珠包，好味又
打卡一流！農莊會不定期翻新，最新加入的有多肉植

物區，肥嘟嘟的多肉植物，好cute！

菠蘿一般會在7月開始收成，
到時可付費摘走帶回家！

場內更可DIY羊駝壓印鎖匙
扣，讓你自製獨一無二的紀
念品。

回主頁

4隻羊駝分別為兩男兩女，
相當為食且不怕人，見到食物立
即熱情主動上前親親遊客，引
得在場小孩大人又驚又喜！除
了明星，農莊內還有小型動物
園和其他玩樂園區：夏天收成
的有機菠蘿田、最新增設的多
肉植物區、微型花海，當然不少
得多個打卡景區和兒童遊樂設
施；園內還有不少DIY工作坊，
一家大細玩上數小時無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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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別濕冷的冬天，最適合出外走走曬太陽！

這條適合新手的1星合家歡路線，帶你走入

山林，尋找隱秘的清潭水塘，若想

增加丁點難度，可繞着河背水塘

走一圈，在竹林和綠草之間，

感受自然之美。

河背+清潭水塘

YOHO MALL往河背村  河背村小巴站 ﹙20分鐘﹚  河背營地 
 ﹙10分鐘﹚  河背水塘 ﹙45分鐘﹚  河背水塘繞圈 

﹙10分鐘﹚  河背營地 ﹙40分鐘﹚
 下清潭水塘 ﹙15分鐘﹚  上清潭水塘

 ﹙1小時﹚  鮮奶農場 ﹙15分鐘﹚  雷公田

路
線

超easy合家歡路線  

Tsing Tam Reservoir
Ho Pui Reservoir

尾段經過鮮奶農場，可品嚐本地品牌

鮮奶和燉奶等，只在星期六及日營業。

（或因應疫情關係而暫停營業，請向

農場查詢有關開放時間。）

河背水塘S型堤壩步道極有特色，於1998年曾獲

漁農自然護理處選為「全港十大景觀」。

從河背村出
發，要沿車路攀

升約100米至河背營
地，會比雷公田出

發增加0.5星 
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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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河背水塘步行時，會走過另一秘景

打卡位小竹林隧道！

隱秘的清潭水塘，水面平靜，

有時還可看到野鴨暢泳！

政府在錦田河修建了清潭水塘和
河背水塘等灌溉水塘，供附近的農民
使用，雖然儲水量較小，不過大多隱
身於山林之間，很有尋幽探秘之感！

清潭水塘路段平坦寬闊，加上
沿途不少林蔭遮蔽，是附近居民
的放狗踩單車路線；若有足夠時
間及體力，非常建議繞着河背水塘
走一圈，欣賞竹林和曾獲選為「全港

十大景觀」的S型水壩！

沿途
可見元朗十八

鄉平原和雞公嶺，
配上無敵青空，景
色美得如像電影海

報取景地。

從上清潭水
塘回望下清潭水
塘，更覺其隱

秘清幽。

平坦
路段加上有樹

蔭和休憩涼亭，
適合一家大細
來此散步。 河背水塘、清潭水塘

路線：元朗河背村小巴站至元朗雷公田村
時間：約2.5小時﹙若繞河背水塘一圈全程需3.5小時﹚
難度：★★☆☆☆﹙若從雷公田出發為★☆星﹚
交通： 由YOHO MALL步行約12分鐘至東成里或元朗泰衡

街小巴站乘71號至河背村；若於YOHO MALL乘的
士前往則約15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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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開幕的農樂營位於攸
潭美，綠林山嶺包圍、貼近自
然，設有10間不同主題的小木
屋供留宿，主題包括城堡、跑
車、太空、波希米亞等，男孩
女孩都能樂在其中，當中6間更
特別在天台設星空透明帳幕，
入夜後可以仰望廣闊星空， 
最有從都市中出走之感覺。

波希米亞主
題房的一幅花畫
牆，配上木架 

床最有異國 
風情。

NASA宇宙太空主題房
的床均是太空船，非常
貼題。

場內唯一一架露營車住
宿，由一輛真Campervan
改裝而成。

與其一家人去staycation分

房瞓，不如揀同大自然為伴?

農樂營

YTM 

主題小屋連私人花
園，部分連天台觀
星圓拱帳篷。

農樂營佔地達14萬平方米，
活動空間夠多，亦有不少 
打卡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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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小屋星空Glamping

Holiday Ca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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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都府宿營小屋設計成居
酒屋模樣，可以開餐同時
耍樂一番。

營舍均設獨立洗手間，也有冷
熱水沐浴裝置、冷氣、熱水煲等，
加上設施非常豐富，除卡拉OK、
麻雀供耍樂之外，還有迷你電動車
賽道、室內小童嬉戲室，只需帶少
量裝備即可出發！

農樂營
地址：元朗牛潭尾路攸潭尾村（攸潭美村公所附近）
電話：6606 1660
網址：https://www.wemomenthk.com
交通： 於YOHO MALL旁邊的元朗站乘37號小巴至攸潭尾

村公所站，再步行約3分鐘。

為小朋友而設的玩樂
空間，跑跳耍樂盡情
放電。

愛丁堡主題房內設有
城堡床，小公主們一
定好開心！

設有小型賽車
供你任玩馳騁，
大人細路放電

一流！

飲食安排除一般Glamping
必備的燒烤，更有設備齊全的
專業廚房，可安排駐場廚師炮
製私房盛宴，晚上在復古英倫
酒吧暢飲，又或吃自家漁塘飼
養的燒魚，另還有士多啤梨園
及水療設施，選擇超豐富！即
使不留宿也可包場Day Camp
玩樂，與親朋好友躲在山林裡
玩足兩日一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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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遊當然要玩！在農園跑了半天，

不如來點較「靜態」的活動，

到YOHO MALL參加創意藝術手工班，

說不定可擴闊小孩和自己的視藝眼界！

by Rainbow Creative Arts

Master Art by Rainbow Creative Arts
地址：L2 2025@YOHO MALL I
電話：2668 9360
WhatsApp : 5366 1815
網址：https://bit.ly/3Nb8jpD

中心會按節日制定不同
課程，為小朋友開拓更
多創作靈感。

教室內可見小朋友創
意無窮的作品。

藝術課程不一定要花幾個月上
證書班，Rainbow Creative Arts也有
體驗為主的入門課程，讓小孩學習基
礎的藝術知識，發掘創意天份！就如
這個「  北海道花海安靜瓶」工作坊，
以輕黏土作素材為主，2小時內就可
學習混調黏土顏色，以雙手塑型製
作花海星空瓶子，有趣又有滿足感！

2小時創意手工班

Master Art

小班教學二人成堂，最適合親子一起動手做手作。

以輕黏土做成
花海後，再製出
安靜瓶內的星海

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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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大朋友、小朋友醫肚最適合

就是食烤得香噴噴的燒肉！要

食高品質燒肉就要試一下位於

YOHO MALL的神石燒！

足500克燒肉
盛合只要$398，即
可享用5款高質靚燒
肉如黑安格斯牛膈
肌、鹿兒島A5和

牛等。

日
韓
澳
美
靚
牛
岩
石
燒
肉

神石燒

神石燒一向是食肉獸的
朝聖地，以優惠價錢就可以吃
到高級質素的燒肉，性價比
極高，當中包括多款日本、韓
國、澳洲或美國極品靚牛肉，
如日本A5級鹿兒島黑毛和
牛、美國極級黑安格斯、美國
USDA Prime牛扒、澳洲M8
黑毛和牛等，雪花分佈均勻又
明顯，另亦有西班牙豚肉、美
國天然雞肉等，全家人的口
味都照顧周到。

以熱石燒
成的肉帶有
焦香，特別

惹味。

きビーフステーキ專門店

回主頁

神石燒的高溫熱石燒肉深
受食客歡迎，肉類高質價
錢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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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助吧枱可任意取白飯、麵豉湯及
沙律，沙律更可配多款醬汁。

點選了想吃的肉類，
店 家 會 端 上 高 溫 熱 石
板，隨即可以把肉片放
在石上燒至合適的生熟
程度，肉質之高不用太
多的醬料或調味，簡單
灑上岩鹽或黑胡椒就可
以好好品嚐精美燒肉。

YOHO MALL店還有
限定Menu，當中不乏適
合小朋友享用的吉列串及
無 激 素 雞 肉 ， 一 家 人 開
懷歎燒肉必選！想在家燒
肉？餐廳更提供多款價錢
優惠的肉類，可供大家帶回
家慢慢燒！

本地精釀的蜂蜜味道手工啤酒，
是燒肉的最好搭配；至於小朋友
也有多款日本果汁可選。

美國極級黑
安格斯牛膈肌

肉質夠厚，啖啖
肉汁四射。

神石燒きビーフステーキ專門店
地址：L3 A303@YOHO MALL II
電話：8481 5494
網址：https://bit.ly/3D6FTrY

西班牙極級豚肉雪花均勻又富 
肉味。

美國極級黑
安格斯牛頸脊
肉味夠濃，油
香送飯一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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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mago-ENたまご園
地址：L2 2060@YOHO MALL I
電話：2640 2488
網址：https://bit.ly/3www9WK

日本雞蛋近年在港非常流行，來自不同地

方、農場的鮮雞蛋選擇超多，但主打沖繩蛋

料理的專門店就只有Tamago-EN。

全
港
唯
一
沖
繩
靚
蛋
料
理 

 Tamago-EN

03

01. Tamago-EN特製5款玉子串燒 $78
  帶甜的玉子燒上加上番茄仔、海藻

醬、親子三文魚、明太子沙律及蟹
肉，每件都相當美味。

02. 海鮮蕃茄忌廉蛋包飯 $108
  蛋包飯呈流心狀態上枱，飯粒吸盡蛋

汁，極度邪惡美味！
03. 芝士明太子筷子捲 $38
  筷子捲是關西節慶食物，將大阪燒改製

成串狀，加上香滑煎蛋，滑溜無比。

店舖的天花板也是一隻雞蛋，非常符合雞蛋料理

店主題。

02

白桃梳乎厘
班戟 $78

蛋香濃郁又夠鬆
軟，製作需時也

值得等待。

店家採用來自沖繩直送的最新鮮雞蛋，而且由農場
特別為店家飼養，所出的蛋黃顏色特別鮮黃香濃，超市
也買不到。餐牌上幾乎全部菜式都用上雞蛋炮製，蛋包
飯、親子丼、玉子串燒、明太子筷子捲之外，連甜品梳乎
厘班戟都用上沖繩靚蛋，蛋香味濃，賣相精緻，味道亦相
當有水準，愛吃雞蛋的蛋控必定一試。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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たまご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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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朗景點多以單車徑相連，想更有郊遊氣氛

兼方便穿梭各景點，踩單車最好不過！

元朗不少地段都非常biker-friendly，YOHO MALL
就設有Bike Park及供應泵氣及維修工具等，只需自備
單車鎖便可以泊好單車慢慢逛！

元朗單車匯合中心（龍記單車）
地址： 元朗朗和路（Google地圖可

搜尋「黃屋村公廁」）
營業時間：9:30am-7:30pm
電話：5404 3444

回主頁032

從YOHO MALL步行約5分鐘就是龍
記單車，有多款單人車、雙人車及
家庭車可供選擇，最適合約齊朋友
於YOHO MALL一齊出發！

超方便！租單車之選

鄰近交通交匯處的YOHO 

MALL入口有室內Bike 

Park可供停泊。

另一Bike Park位於園林 

一眾餐廳旁。

Biker Friendly!

YOHO MALL單車設施齊全，

多間餐廳均設有單車停泊區，

方便大家搵食兼掃貨。

泊車Tips：

YOHO 
MALL外面

是單車徑，踩
得安心。

實用資料

單車遊元朗      

位
於
地
下
園
林
維
修
站
，
可
替
車
輪
充

氣
或
簡
單
維
修
，
更
可
替
手
機
充
電
，

絕
對
是
一
個
極
方
便
的
休
息
點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