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Village Grocer 於1986年開業，最初只是地處萬錦市舊區
的一間小型家庭式雜貨店，以售賣自家烹製食品及代售
一些優質貨品作招徠，加上其親善服務態度，深受顧客
歡迎。現今，Village Grocer 已遷往於仁村，並擴展為一
中型高級雜貨店，除自家製品外，亦代售更多有別於一
般超市的優質貨品，口碑載道之餘，顧客亦相繼增加。
為了使更多華人認識本店，Village Grocer 將把每星期的
“週末精選”刊登於星期四出版的明報，敬請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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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末精選

燒牛肉 (Roast Beef)
全加拿大的凍肉店都售責燒牛肉(Roast Beef)，但絕少可與
本店媲美。猶記得每當燒牛肉特價的時候，凍肉部前的人
龍總是排得長長的。Village Grocer 的燒牛肉有何過人之
處呢？首先，我們選取特級靚牛肉，再仔細修切，去除肥
油，用獨家調配的香草醃好，以極慢火烤焗至半生熟。由
於牛肉外層已被混合香草裹着，肉汁不致流失，所以製
成的燒牛肉，確保原汁原味。顧客可因個人喜愛的厚度購
買，薄切可用作三文治，厚片配合牛肉濃汁(Beef Gravy)，
伴以薯蓉，便成一頓美味晚餐。

原價: $4.99/100克                                                   現75折

烤時蔬意大利薄餅 (Roasted Vegetables Pizza)
以多種蔬菜為材料的一款素食意大利薄餅，除茄子、意
大利青瓜、甜椒、爆炒洋葱絲及羊奶芝士，配上意大利蕃
茄醬。

現售: $3.99/件

雞胸煙肉蜜桃薄餅卷
 (Chicken Bacon Peach Wrap)
咖啡閣的同事將以烤雞胸和本店自家煙燻的煙肉，配以
安省出產的蜜桃，再加上蛋黃醬和羊奶芝士製成薄餅卷。
惹味的雞胸配上香口的煙肉，箇中產生的化學作用，你
的味蕾會給你答案。

現售: $7.99/份

西點部 (Bakery) 以現時盛產的蜜桃烘焗出吉士蛋糕、
芝士派、慕絲蛋糕和焗脆脆，皆以75折出售。

籃裝安省蜜桃 
(Red Haven Basket Peaches)
這批來自尼亞加拉地區蜜桃，香甜多汁，非常可口。

現售: $4.99/籃

香辣德州香腸 (Spicy Texas Sausages)
如有燒烤聚會，極力推介此款香腸，它用粗粒鮮豬肉，配合多
種香料，加上適中的辛辣香料而成。經燒烤後，配麵包同吃，
味道特佳。當然，也可伴以意粉，適隨尊便。

原價: $6.99/磅                          現75折

豬肉串燒 (Pork Souvlaki)
以串燒用作燒烤，不失為一好主意。鮮肉部的同事以蒜茸、鮮檸
汁、海鹽、黑胡椒、菜籽油(canola oil)及牛至香草(oregano)調味
的豬肉方塊，將以$6.99/磅出售，幾乎相等於平時的2/3價錢。

現售: $6.99/磅

鯕鰍魚扒 (Mahi Mahi)
也稱為劍魚，屬温水魚，肉質緊實，味鮮甜，最宜作煎烤之
用。以夏威夷出產的品種為上佳之選，極力推介大家試試。

現售: $19.99/磅

新鮮粟米周打湯 (Fresh Corn Chowder)
這湯用料豐富，先以清雞湯為湯底，加入新鮮粟米粒、紅蘿
蔔、洋葱粒、西芹粒、鮮忌廉及香草。令味道更鮮甜濃郁，
只需翻熱，便可享用，簡單快捷。

原價: $8.99/盒                     現75折

甘藍雞碗豆沙津 (Kale Chickpea Salad)
這是一款非常健康的沙津，主要材料：含豐富蛋白質的雞碗
豆、甘藍、紅洋蔥粒、蕃茄粒、甜椒粒、橄欖及費達芝士，
再以鮮檸汁、米醋、黑胡椒及海鹽調配的醬汁伴食。

原價: $1.99/100克                 現75折

酸辣三鮮伴白飯 (Jambalaya over Rice)
這菜名看似中菜，但事實卻跟中菜扯不上任何關係，但另一
方面，又頗有異曲同功之妙，大厨 Kulam 爆香雞球、蝦仁和
煙燻香辣肉腸粒，加入甜椒粒及洋葱粒，再以香辣蕃茄醬同
煮，極適合伴以白飯同食。

原價: $14.99/盒              現75折

湯臣無核青提 
(Thompson Green Grapes)
這批無核青提來自加
州，粒粒圓渾，清甜
多汁。尤記得媽媽常
說：無核葡葡是“懶人水果”，處理簡單，食用方便，
乾淨快捷，加上補血有益，那有不喜歡的道理！你
又可會同意？

現售: $2.99/磅

安省野生藍莓 (Local Wild Blueberries)
容我推介另一更佳的品種 - 安省野生藍莓。這品種
體型較細小，味道卻異常香甜，顧客們大多喜歡用
以製成果醬，留作送禮或自用。

現售: $100/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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