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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ncer Lam English Team
spencerlam.hk/blog/2022/08/26/親子餐廳

親子餐廳 推薦手冊

親子餐廳 好去處

開學後星期六日，有什麽親子餐廳值得一試呢？

的確！與小朋友建立關係，吃一頓飯是再好不過。

所以，今天小編爲大家準備了幾個推薦的親子餐廳。

免費試堂

荃灣區親子餐廳

馬灣 Cafe Roma

https://spencerlam.hk/blog/2022/08/26/%E8%A6%AA%E5%AD%90%E9%A4%90%E5%BB%B3/
https://wa.link/51wupm
http://www.caferoma.com.hk/menus/a-la-carte-men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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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編十分推薦大家要來馬灣東灣泳灘旁的唯一一家 親子餐廳 Cafe Roma，又可以吃東西又
可以玩沙玩水，很適合小朋友！

Cafe Roma座落在馬灣東灣沙灘旁邊，可看到青馬大橋和挪亞方舟美景。

餐廳以芬蘭為理念，讓小朋友自由自在地玩耍。

重點是餐廳相連著沙灘，小朋友走來走去！

爸爸媽媽可以邊嘆美食邊看小孩！

地址：馬灣珀麗灣沙灘商場1樓7-8號舖

開放時間：（每逢星期一休息）
 星期二至五：11:30 – 22:00

 星期六，日及公眾假期：11:00 – 22:00

查詢電話：3446 1226

免費試堂

荃灣 The Big Things Kitchen

https://wa.link/51wupm
https://www.thebigthings.com/en-us/h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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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蘭式室內遊樂場「The Big Things」位於荃灣南豐紗廠內的室內親子遊樂場。

遊樂場的設計係以大自然為主題，有好靚的叢林大自然景色，各種稀有動物及昆蟲圖案的
玩樂設施。

不少小朋友都喜歡自然景觀，絕對能吸引小朋友的目光。

遊樂場的玩樂設施都係由芬蘭松木所製，場內的遊具仲係喺芬蘭本土製作再運送到香港。

場內一共有18個遊戲區域，好多都需要小朋友運用全身去上上落落，放電一流！

小編認為父母能夠因此在家中有安靜的一晚，好好休息。

地址：荃灣白田壩街45號南豐紗廠2樓205-207號舖

查詢電話：6292 1910

免費試堂

沙田區親子餐廳

石門 Su Casa

https://wa.link/51wupm
https://zh-hk.facebook.com/sucas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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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田石門有一間親子友好嘅西餐廳SU CASA，好近馬鐵站，係京瑞廣場二期，即C出口直
行（唔駛過馬路）安群街轉右，大約2分鐘就到，非常方便推住嬰兒車過黎。入面環境較
大，坐位之間又唔迫，好適合帶小朋友嚟食飯。

而且餐單上也有不少可愛的公仔，絕對會引起小朋友興趣！

小編想提提大家，Su Casa近日更推出低碳少鹽少油健康餐單，給注重健康嘅朋友們。

 

地址：沙田石門安群街一號京瑞廣場二期地下G03號舖

開放時間：
 星期一至日：07:30 – 22:00

查詢電話：2882 5000

免費試堂

沙田 科學園 Food Lab

Food Lab雖然不時主打親子餐廳主題，但戶外有少量兒童遊樂設施提供。

餐點是以西式為主，是帶小朋友來科學園遊玩的時候一個不錯的用餐選擇。

小編推薦大家有空可以帶小人們來科學園用餐兼放電，也可以沿著吐露港的堤防散步或是
騎單車都很棒呢！

地址：沙田白石角香港科學園科技大道西12號12W大樓地下S067-S069舖

開放時間：

星期一至五
08:00 – 21:30

https://wa.link/51wupm
https://zh-hk.facebook.com/FoodLab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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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六
10:00 – 21:30

星期日
10:00 – 09:30

公眾假期
10:00 – 21:30

 

電話：2676 6900

免費試堂

葵青區親子餐廳

青衣 Hobby NaNa Café 親子餐廳

https://wa.link/51wupm
https://zh-hk.facebook.com/hobbynanaca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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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嶼幹線訪客中心有間火車Cafe鐵道模型店，有售唔同類型嘅火車，更展出多個火車模
型，火車鐵路迷千萬不要錯過。

旁邊有一間Cafe，食完飯再睇火車又得，行完先醫肚亦得。

小編認為想貼近大自然的各位，不容錯過！

地址：青衣鑊底灣青嶼幹線訪客中心

開放時間：
 星期一至日：11:00 – 19:00

收費方式：只接受現金

查詢電話：9270 6377

免費試堂

https://wa.link/51wu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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葵涌 Green Impression Tea Bar

Green Impression Tea Bar 提供健康的輕食，其中 吸引當然是兩層Hi-Tea套餐。

另外亦有鴛鴦飲品杯，飲品可以於6款中選擇2款，每一款店主都標榜天然及低糖。

地址：葵涌葵昌路72至76號Life@KCC 1樓105號舖

開放時間：星期一至六 08:00 – 20:00；星期日及公眾假期 11:00 – 20:00

交通：港鐵葵興站 E 出口

免費試堂

西貢區親子餐廳

將軍澳 Tree Health & Sports

https://zh-hk.facebook.com/GreenImpressionTeaBar
https://wa.link/51wupm
https://www.facebook.com/treehealthandspo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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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ee Health & Sports地方雖然不算大，但麻雀雖小，五臟俱全，有小朋友 愛的瀡滑梯、
攀爬設施、氣墊球、煮飯仔、遊戲車等。

玩樂場地與用餐位置接近，爸媽可以隨時觀察孩子的情況，非常方便。

至於食物方面，餐廳主打日式美食，有日式丼飯、茶漬飯、烏冬、意粉等，更有不同款式
小食、甜品。

小編認為這間店的CP值很高，有機會的話可以一試。

地址：將軍澳唐賢街33號Capri Place地庫B03

營業時間：星期一、二、四：10:00-21:00；星期三：12:00-21:00；星期五至日：10:00-

22:00

親子餐廳收費：於餐廳內消費$200，1位小朋友即可玩1.5小時；消費滿$300，包2位小朋
友；消費滿$400，包3位小朋友，如此類推。高爾夫球電子球道體驗：$180/1小時（一位
小朋友）

查詢電話：2889 8331

免費試堂

西貢 KACHIMUSHI

https://wa.link/51wupm
https://www.instagram.com/kachimushi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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咖啡店的設計十分簡約清新，白色的外牆和木色大門已經是一個打卡位。

店內座位不多，價錢偏貴還可以接受，因為咖啡很有水準，而且有必點的招牌甜品 dutch

baby pancake。

小編私心推薦dirty，濃郁幼滑，值得一試。

地址：西貢市場街35號

開放時間：

星期六 08:30–18:00

星期日 08:30–18:00

星期一 08:30–18:00

星期二 08:30–18:00

星期三 08:30–18:00

星期四 08:30–18:00

星期五 08:30–18:00

電話：2721 0278

免費試堂

中西區親子餐廳

https://wa.link/51wu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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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環 Feather & Bone

品牌創立於2015年，集合肉店、雜貨店和英式餐飲三個元素，主張引入農場直送的優質食
材，更供應不含激素、抗生素和生長刺激劑的肉類。

小編看到食客對這裡肉類的評價都十分高，有興趣的可以一試！

地址：西環西營盤德輔道西321號瑧璈地下1號舖

開放時間：

星期一至五
07:00 – 22:00

星期六至日
08:00 – 22:00

 

電話：37050280

免費試堂

西環 La Paloma

https://featherandbone.com.hk/
https://wa.link/51wupm
https://lapaloma.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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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感十足，裝修色彩繽紛，主打西班牙Tapas，配合各地的高級食材，為傳統Tapas添上
創新的元素。

小編覺得喜歡西班牙食物文化的各位，一定要去一次！

地址：西環西營盤皇后大道西189號西浦1樓

開放時間：

星期一至日
12:00 – 15:00

18:00 – 22:30

 

電話：2291 6161

免費試堂

東區親子餐廳

銅鑼灣 喜喜冰室

https://wa.link/51wupm
http://www.cafematchbox.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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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紅van小巴做主題的茶餐廳「喜喜冰室」，藏身於銅鑼灣百德新街這區的巷弄裡，近年更
成為TVB熱門拍攝場地，除了可以坐上仿真度極高的紅van用餐外，還有小朋友玩意，親子
度非常高！

冰室除了有搶眼的紅van小巴造型包廂座位外，更以懷舊為主題，在這裡可以回顧老香港情
懷，跟人頭湧湧的銅鑼灣街頭感覺迴然不同！

想感受港式情懷的各位，小編認為你們一定不可以錯過 ！

地址：銅鑼灣Fashion Walk百德新街57號地下C&D舖

開放時間：
 星期一至日：08:00 – 23:00

查詢電話：2868 0363

免費試堂

https://wa.link/51wu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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鰂魚涌 Q Time Café

Q Time Café位於鰂魚涌地鐵站A出口附近的商業大廈，面積不算好大，環境光猛潔淨，但
就勝在有個小小的play area 專為3歲以下嬰幼兒和父母而設。

所以場內有好多嬰兒用品免費提供使用，遊戲區方面較小， 多只可供五位小朋友玩，而
且適合3歲以下嬰幼兒玩。

地址：香港鰂魚涌英皇道1001號12樓01室 香港鰂魚涌

開放時間：
 星期二至五 11am – 10pm

 星期六及日 9:30am – 10pm

 
*逢星期一休息

 

查詢電話：2383 3322

 預約電話：9092 6580

免費試堂

南區親子餐廳

鴨脷洲 TREE Cafe

https://www.facebook.com/QTimeCafeHK/
https://wa.link/51wupm
https://tree.com.hk/about/tree-ca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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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EE Ｃafé位於港島區的鴨脷洲.

這間充滿北歐風格的Café裏窩藏了一個休閒的小空間，Café結合環保概念形成自家風格，
而且還特設一個小小的kids corner ，可讓大人們看完傢俬後，來到這間角落裏的咖啡室稍
作休息.

而小孩們亦有活動的空間，很hea也很有feel。

小編認為家長亦可趁這機會享受一下片刻的寧靜。

地址：鴨脷洲利榮街2號新海怡廣場28樓

開放時間：
 星期一至日 10:00 – 19:00

查詢電話：2870 1586

免費試堂

灣仔區親子餐廳

灣仔 Frites

https://wa.link/51wupm
https://www.frites.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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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出生後，爸媽的私人時間愈變愈少，假如偶爾可以外出小酌一杯，的確是一生樂事。

小編想特別一提的是，這幾間餐廳酒吧特意設立了一個小朋友的玩樂區，讓爸媽可以暫時
放鬆一下。

 

地址：灣仔港灣道28號Brim 28灣景中心1樓6號舖

營業時間：11:45-00:00

電話：2877-2422 營業時間：11:45-00:00

 

免費試堂

銅鑼灣 Rabbitland Café

https://wa.link/51wupm
https://www.facebook.com/rabbitlandca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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貓狗cafe大家聽過不少，但你們又有沒有去過兔仔主題的cafe呢？

這間全港首間兔仔主題的Rabbitland Cafe 位於銅鑼灣，由愛兔之人的店長創辦。

店內設 低消費，但價位親民，是個好選擇。

另外，兔 餐廳 有守則要遵守，定立原因是想保護兔仔。因為兔仔本身比較膽小，所以小朋
友必須要控制情緒，不要在場內尖叫、大叫以及追逐兔仔，因為這樣會令到兔仔受驚。

喜歡兔仔的各位（包括小編我自己）一定一定一定要去一次！！！

地址：銅鑼灣謝斐道530號3樓
 

開放時間：
 星期一至日：13:00 – 21:30

年齡限制：4歲以下小童恕不招待 (每位4-8歲小朋友必須由一位成年人陪同)

查詢電話：5281 0280

免費試堂

九龍城區親子餐廳

紅磡 唐人坊咖啡 餐廳

https://wa.link/51wupm
https://zh-hk.facebook.com/people/%E5%94%90%E4%BA%BA%E5%9D%8A/100063919629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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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家出前一丁主題茶餐廳 – 唐人坊咖啡 餐廳 雖然不是官方店，但卻是由出前一丁超級粉絲
的老板用心打造。

茶餐廳內鋪天蓋地都是出前一丁主題佈置，入面更有無數件老板私人珍藏精品，根本就是
一家出前一丁博物館無誤！

出前一丁的狂熱者們，小編覺得你們一定要去一次！

地址：九龍紅磡崇潔街43-44a 45號地下

開放時間：
 星期一至六：08:00 – 18:00

 星期日：12:00 – 18:00

查詢電話：2330 0299

免費試堂

黃埔 KidzTech

https://wa.link/51wupm
https://www.facebook.com/kidztech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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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dzTech佔地56,000尺親子共融空間，整個場地都對著大海景，有自然光。

而且有室內大型遊樂場、還有Fill in餐廳、廚藝教室、多用途派對場所、教育中心、共享工
作空間。

這裡有巨型七彩繽紛的繩網陣，還有幼兒玩具小馬等。

小編想特別提提各位，這裡還有育嬰室及母乳餵哺乳室，而男、女洗手間內亦設有兒童廁
所。

地址：黃埔環海街11號海名軒5樓

開放時間：
 星期一至五：10:00 – 18:00

 星期六至日：09:00 – 20:00

查詢電話：3168 6809

免費試堂

觀塘區親子餐廳

觀塘 炑八韓烤親子餐廳

https://wa.link/51wu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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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炑八韓烤親子餐廳」有別一般親子餐廳，入面可以帶小朋友試著韓服之餘，還可以在韓
國傳統文化的裝潢中大歎韓國BBQ，令你們一家一秒去到韓國。

除了吃之外，場內更有波波池、玩具車等玩具，吃喝玩樂全都滿足得到。放假不需要再想
去哪兒了。

小編認為這個地方適合想出走但因疫情而落空的各位，在香港也可以止止旅遊癮！
 

 

 

免費試堂

九龍灣 紙飛機親子餐廳 Origami Kids Café

郵輪碼頭的Origami Kids Cafe設計走簡約
自然的木系風.

雖然地方不算大，但勝在玩具種類多元
化，採用的全是高品質品牌的木製玩具，
安全又耐玩！

地址：九龍灣承豐道33號啟德郵輪碼頭平
台N305鋪

開放時間：
 平日 ：11:15 – 20:00 

 假日 ：10:00 – 21:00

查詢電話：6063 7470a

免費試堂

https://wa.link/51wupm
https://app.tablein.com/node/1650003
https://wa.link/51wupm


20/33

深水埗區親子餐廳

荔枝角 荔園 餐廳

荔園餐廳在荔園發源地荔枝角D2 Place 2 再出發，許多經典場景通通再次呈現。

餐廳不論是經典場景裝飾、潮語打卡位、食物質素都非常不錯，價格也合理，挺適合一家
大小或是一大班朋友來用餐。

而且餐廳提供兒童椅、兒童餐具，還要是非常有質感的大象造型，非常適合帶小朋友前往
用餐。

小編覺得這間店是CP值中的佼佼者，大家不妨一試！

地址：荔枝角長順街15號D2 Place 二期2樓211-216鋪

開放時間：
 星期一至日：11:30 – 20:30

查詢電話：3619 1128

免費試堂

荔枝角 大樹先生的家香港一號店

https://www.laiyuenrestaurants.com/
https://wa.link/51wupm
https://zh-hk.facebook.com/Mr.Tree38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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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編相信大家都聽過大樹先生的家吧！大樹先生的家的堪稱台灣親子餐廳始祖，玩樂區豐
富的程度絕對令小朋友忙到停不下來！

想當初大樹先生的家剛來香港開分店，造成親子界一陣朝聖的風潮，絕對是香港史無前例
的「專業」親子餐廳！

地址：荔枝角長順街15號D2 Place Two 1樓

開放時間：
 （荔枝角店每逢星期二清潔日公休）

 中午場：12:00－15:00

 下午茶：15:30－18:00

 晚餐場：18:30－21:30

年齡限制：學齡前/ 6歲以下幼童方可進入遊戲區 ; 7歲或以上孩童可以用餐，但將不得進入
遊戲區。

收費：7歲或以上每位 低消費 $120+10%服務費；0-6歲小孩進入遊戲區需付清潔費（周
間：$79；週末及假日$109）

查詢電話：3184-0033

免費試堂

黃大仙區親子餐廳

樂富 滿屋廚房 Fullhouse Kitchen

https://wa.link/51wupm
https://www.facebook.com/fullhousekitc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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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內親子樂園100 FUN 樂滿紛，場地佔地7000呎，樓底高，環境開揚！

玩完放完電，肚子餓，可以到旁邊的Fullhouse Kitchen 滿屋廚房吃飯。 設計以「家」為概
念，配以柔和色調，帶出溫馨舒適的感覺。

地址：樂富聯合道198號樂富廣場3樓3203-3204號舖

開放時間：
 星期一至日：11:30 – 20:00

查詢電話：3615 0156

免費試堂

新蒲崗 playhouse

https://wa.link/51wu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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説到「playhouse」，小編想應該許多喜歡帶小孩到處玩的爸媽都不陌生吧！

這間新開幕的親子餐廳是「playhouse」集團的旗下，聽説元朗和上水的playhouse結業
後，便來到了位於新蒲崗mikiki商場內營運了親子餐廳。

這間playhouse以平價的收費，提供許多好玩又有趣的親子設施，而且分店也有好幾間，自
開幕以來一直深受許多親子家庭的喜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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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餐廳大門，入場費用會員價是$160，可低消$100以下的餐飲。 職員姐姐還會替你套上
手帶，方便自由進出餐廳。

地址： 九龍太子道638號新蒲崗譽港灣1樓119舖

營業時段：

上午10-12:30，中午12:45-3:15，下午3:30-6:00，晚上6:15-8:45，每個場次2.5小時

電話: 2151 9611

免費試堂

油尖旺區親子餐廳

尖沙咀 Donut Café

Donut Café本有兩間分店，一間位於愉景新城，
一間在尖沙咀，不過位於愉景新城的分店已結
業，而尖沙咀分店仍有營業。

Donut Café以售賣DONUT、雪糕同飲品為主。

而Donut Playhouse則有一站式親子主題娛樂體
驗館、數碼互動遊戲、更有全港首個貫通室內三
層巨型人物造型滑梯，十分適合小朋友去放電！

地址：香港九龍尖沙咀梳士巴利道18號K11

MUSEA地下G050號鋪
 

開放時間：

星期一至日及公眾假期：11:00 – 19:00（每節時間為40分鐘）
 

*大家去之前記得要先在網上預約

查詢電話：9187 9792

免費試堂

旺角 Subtle Island

https://wa.link/51wupm
https://www.donutandahmeow.com/%E8%A6%AA%E5%AD%90%E9%A4%90%E5%BB%B3-k11-musea-%E5%BA%97/
https://wa.link/51wupm
https://inline.app/booking/-MpoBe9z2E2cJZXuR9y9:inline-live-2/-MpoBeLZgnuG4zxY6nYm?language=zh-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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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旺角的Subtle Island是行摩洛哥風的cafe，餐廳每個位置都有打卡位，有戶外亦有戶內
座位，餐廳內更有人造沙灘，小朋友不用到沙灘都可以玩到沙，又可以玩，又可以打卡！

這間店也是小編的口袋名單之一！

地址：旺角西洋菜南街51號友誠商業中心4樓

查詢電話：53481417

免費試堂

離島區親子餐廳

長洲平記

https://wa.link/51wu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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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到長洲一定要食芒果糯米糍！大家可能會問：「芒果糯米糍長洲一街都係啦，有咩咁特
別呀？」

小編想話你知，長洲平記會用半隻芒果分量去製成的加料版，平時食開的只用四分一隻芒
果。皮薄餡多，半隻手掌咁大，識食嘅長洲人個個都食緊，愛芒之人更必定為之瘋狂！

電話：

34802771

地址：

長洲北社海傍路19A號地舖
開放時間：

星期一 至日： 10:00– 22:00

 

 

免費試堂

大嶼山 The Gallery Bar & Restaurant

https://wa.link/51wupm
https://www.tongfukgaller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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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一天艱難的徒步大嶼山旅程,在回梅窩的路上，可以選擇停留在這裡，享用一頓豐富的
晚餐。

廚房很迷你，但做出來的食物很美味。 

餐廳的廚房靠近門口,當你站在門外的時候,就能聞到烹調肉的香味,聞起來很棒。牛排很大,

多汁,非常美味。另外還有配菜,包括土豆,蔬菜或者沙拉,每一樣都很新鮮。

地址：香港 大嶼山塘福村26號

電話：2980 2582

 

免費試堂

北區親子餐廳

粉嶺 雅士餐廳

https://wa.link/51wupm
https://www.seewide.com/mobile/%E9%A3%B2%E9%A3%9F-%E9%9B%85%E5%A3%AB%E9%A4%90%E5%BB%B3-Deluxe-Restaurant-%E6%96%B0%E7%95%8C-2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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侍應態度很好，環境亦都偏懷舊風，但都已經翻新過。

餐牌的選擇不太多，有基本的雜扒，牛扒，豬扒，雞扒和大虎蝦，配菜可以選擇薯菜飯或
意粉，基本上都是不過不失。

地址：粉嶺聯和墟和豐街23號龍景樓地下 (近聯興街)

電話：

26757861

26756656

免費試堂

上水 潮江春

https://wa.link/51wupm
https://www.maximschinese.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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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種 散點菜式,份量正常, 味道也不錯,，因為以清淡為主，很適合小朋友進食。

且餐廳內環境寬裕，是親子一同吃飯的不二之選。

地址： 上水龍琛路48號上水匯6樓601號舖

電話：2788 3889

免費試堂

大埔區親子餐廳

大埔 綠匯學苑 慧食堂

慧食堂位於綠匯學苑，是一間素食餐廳，由嘉道理
農場管理。

雖然沒有美輪美奐的兒童餐，但所有食物都勝在用
新鮮、 天然的材料炮製而成，就算是年紀不大

的孩子都啱適合吃！

不少素食者都給予這間店很高的評價，各位還沒有
試過這間店的素食者們不妨一試！

地址：香港大埔運頭角里11號

開放時間：(逢星期二休館)

 星期一至日：10:00 – 17:00

查詢電話：2996 2800

https://wa.link/51wupm
https://www.greenhub.hk/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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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費試堂

大埔 鴻運燒烤煌

這間燒烤場剛開張不久，環境優美，地方非常闊落， 活動空間充足！

這裏不單單是燒烤場，還有其他設施，兒童遊樂區，包房區及靚靚打咭位， 真是可以滿足
不同人士嘅需要。

這日假期每位消費也只是$180元， 任燒5小時，長者小童同價，除了好友共聚，也很適合
一家大小聚天倫之樂！

地址：大埔汀角路202號地下

開放時間：

星期一至四 (上午11時-下午11時 )

星期五、六、日及公眾假期 (上午11時-下午10時)

電話：9448 7890

免費試堂

屯門區親子餐廳

屯門 First Stage Cafe

https://wa.link/51wupm
https://www.hkhungwan.com/
https://wa.link/51wupm
https://www.instagram.com/first_stage_ca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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屯門良德街新樓盤珀御樓下有多間食肆，而 First Stage Cafe 被稱為隱世咖啡店，主打簡約
純白風，有落地大玻璃窗。

大家先在前台落單，飲品價格相宜。拿飲品後可以選擇位置，室內位置不算太多，而室外
則有少量打卡位，也有不少人帶着寵物。

小編覺得這間高質素的小店需要得到更多人的認識，來到附近各位不妨入內支持一下！

地址：屯門良德街8號珀御坊地下G07號舖

營業時間：星期一至日 0900-1930

免費試堂

屯門 BYOB Coffee Roaster

BYOB Coffee Roaster 同樣位於珀御樓下，行小清
新風格，環境寬敞。

BYOB Coffee Roaster 是行半自助式點餐，大家要
先到櫃台下單付錢，隨後店員就會遞菜。

餐廳有沙律、全日早餐、意粉等，飲品以咖啡為
主。

地址：屯門良德街8號珀御G06

 

營業時間：09:30-19:30 (逢星期三定休)

免費試堂

元朗區親子餐廳

https://wa.link/51wupm
https://m.facebook.com/byobcoffeeroaster/
https://wa.link/51wu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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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朗 唐 Tong’s Road House

位於元朗的Tong’s Road House空間寬闊，其室外玩樂區有鞦韆、敲擊樂器等玩意，小朋友
更可在場做DIY小手工。

Tong’s Road House開業已有數年了，是香港早期的親子餐廳，由九龍坐西鐵前來元朗站轉
乘輕鐵於屏山站下車，步行約5分鐘就到。

Tong’s Road House有一個私家戶外遊樂場，陽光直接灑進餐廳內，讓小朋友可以多些接觸
陽光。

地址：元朗屏山唐人新村路1號地舖
 開放時間：

星期一至四：12:00 pm – 12:00 mn

 星期五：12:00pm – 1:00 am

 星期六：5:30 pm – 1:00 am

 星期日：11:00 am – 12:00 mn

電話：3521 0144

免費試堂

元朗 開心花園農莊 Happy Garden Farm

遊農莊收費更非常相宜! 入場費$35便可以全日任
玩草地上所有遊樂設施 (充氣彈床額外收費, 費用
也很相宜!) 以及可以購買任食燒烤套餐, 有得食有
得玩!

來到這，還有一件事小編肯定也會讓小朋友很開
心，那便是餵羊了～

地址：元朗大棠山路15號

開放時間：11:30-22:00(自選四小時) 

電話：6018 8755

https://zh-hk.facebook.com/tongsroadhouse/
https://wa.link/51wupm
https://zh-hk.facebook.com/happygardenfa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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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費試堂

更多親子免費資訊

親子好去處

親子酒店

免費試堂
 

 

https://wa.link/51wupm
https://spencerlam.hk/blog/2022/08/15/%e8%a6%aa%e5%ad%90%e5%a5%bd%e5%8e%bb%e8%99%95/
https://spencerlam.hk/blog/2022/08/27/%e8%a6%aa%e5%ad%90%e9%85%92%e5%ba%97/
https://wa.link/51wup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