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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鎖快餐品牌的誕生

這篇章追溯「大家樂」連鎖快餐品牌的創建經過。
「大家樂」創辦人是來自廣東梅縣羅氏家族的成員，這個家族並非赫赫
有名的大家族，相反，家鄉是一條位處山區的貧窮客家村落，因不甘
窮困而離鄉背井，父祖輩到南洋謀生，為後代開創了在城市發展的機
緣。這群客家小子，由貧窮山區、漂泊南洋、接受教育、經歷戰亂，
以至追求事業發展，是一個以中國近代史為序幕，配合香港城市發展
下的奮鬥故事。
雖說「大家樂」由家族成員創辦，但卻不是常見的夫妻檔或父子檔等
核心家庭組合；雖然出身自山區的村落，但創辦人絕不是目不識丁之
輩，都曾接受過現代教育，於創辦「大家樂」之前有豐富的企業管理
經驗；雖說是白手興家，但又不是全無根基；既然有豐富企業經驗，
創業者肯定不是青年創業，最有創業決心的竟是差不多到了退休年齡
的羅騰祥；雖然年紀相當才立下創業之志，但卻又是餐飲業的門外漢。
究竟這個獨特的創業家族是一個怎樣的組合，家族成員是怎樣的人
物？憑什麼膽敢涉足全無經驗的餐飲業？又憑什麼可以做到 50 年來持
續發展，成為香港人所熟悉的香港品牌企業？

創業背景
故事的開端是幾個家族成員於 1968 年決心創業，成立了華路有限公司準備
一展身手，不過這個時候，快餐這事情還未是時候出場。讓我們先談談這幾
個家族成員，創業者包括羅階祥、羅騰祥、羅芳祥和羅開睦，四人的關係是

他奶餐卡」的食店，賣廉價食物和茶水。戰爭結束後，幾兄弟各
自返回香港，桂祥重整旗鼓，恢復生產「維他奶」，芳祥繼續在
公司效力。騰祥輾轉返回香港，做過飛機工程學校老師、汽車推
銷員等，直至 1950 年，受兄長所託，加入「維他奶」負責生產
技術和工程方面的工作。
羅開睦是桂祥的兒子，母親是自小嫁入羅家的童養媳，生了

兄弟和叔伯子侄，他們都與「維他奶」的創辦人羅桂祥有關。羅階祥、羅騰

兩個兒子，開敦和開睦，開睦是小兒子，與兄長和階祥的兒子開

祥和羅芳祥是羅桂祥的兄弟，階祥在家裡排行第六、桂祥排第七、騰祥排第

親，三個孩子一起在梅縣的鄉間長大、讀書，在祖父羅進興培育

八、芳祥排第九；而羅開睦則是桂祥的兒子，所以他稱階祥為「六伯」、騰祥

下成長，高中後考入廣州的嶺南大學，1949 年從廣州來香港加

為「八叔」、芳祥為「九叔」。

入父親主理的「維他奶」，由低做起，學習管理知識和累積實戰
的經驗。

創辦人的家族背景
羅氏家族成員的祖籍是廣東梅縣丙村鎮寨上村，這是一條位
處山區、非常貧瘠的客家村，男丁通常出埠謀生，婦女則留守家
園照顧老幼。羅氏兄弟的父親羅進興早已遠赴南洋謀生，1920
年兄弟們隨母親到南洋與父親團聚，桂祥和弟弟在馬來西亞求
學，兄長和母親等在橡膠園從事體力勞動的工作；1930 年代，
桂祥得父親的東家「余仁生」的老闆余東旋的賞識，獲資助到香
港大學求學，畢業後從商。1930 年代初，受到世界性經濟衰退
的影響，南洋橡膠業受到衝擊，階祥唯有陪同母親和妻子返回老
家梅縣，留下騰祥和芳祥在馬來西亞的芙蓉埠繼續讀書，由於
父親在城裡工作，兩小兄弟要自己照顧自己。1935 年，桂祥接
兩個弟弟到香港讀高中，1937 年，兩兄弟在英皇書院完成預科
畢業，這時日本侵華戰爭已爆發，烽火連天，中國人可謂民不聊

羅家於梅縣的舊屋

生。1940 年桂祥創辦「香港荳品有限公司」，生產命名為「維
他奶」的用黃豆做的奶品，使貧窮階層得以吸收營養，芳祥亦加

羅騰祥、芳祥和開睦都曾經在「維他奶」打工，既是親人，

入荳品公司輔助兄長；騰祥則考入遠東航空學校接受工程訓練。

亦在同一間公司做事，話題自然多，感情特別親厚，而且還住在

1941至1945年太平洋戰爭期間，騰祥投身中國空軍參與戰事，

同一處地方，是樓上樓下的街坊，晚飯後總愛天南地北的聊，鄉

桂祥和芳祥攜著家眷在廣東連縣逃難，兩兄弟開了一個叫做「維

間親人、公司雜事都是三個人熱衷的話題。1968 年，三人談到

32

連鎖快 餐品牌的誕生

創業背景

33

何不一起創業？試試看憑著幾個人的一身本領，是否可以幹出一

街上人流驟增，門口煎牛肉餅的香氣可以吸引行人朝「大家樂」

番事業來？於是騰祥和開睦兩叔侄最先離開兄長的公司，踏上創

這方向走過來。雖然只是賣漢堡包、三文治和粉麵這些普通食

業之路。

物，可生意不俗。

用來創業的資金是由四房人合資的，除了八叔、九叔、羅開

那邊廂，騰祥和開睦一心在製造業大展拳腳，引入創意開發

睦本人，還有開睦的六伯羅階祥，即騰祥、桂祥和芳祥的兄長。

了纖維假髮，豈料不受市場歡迎，唯有將纖維材料改做洋娃娃頭

羅階祥是長兄，自小承擔了照顧家庭的責任，沒有如弟弟般接受

髮，但一時忙於解決勞工短缺的問題，一時為追收爛帳而頭痛，

教育的機會，1950 年代從鄉間來港，一直在銅鑼灣獨自經營一

生意不佳、周轉不靈，迫於無奈唯有結束髮廠，痛定思痛下決定

間叫「蘭生士多」的小生意，弟弟們發起創業大計，這位哥哥也

重新起步，開設自己的餐廳。

有一份。階祥兒子開親於 1961 年來港，開親本來在廣州師範大
學讀書，中途輟學與父親團聚，日間在桂祥創辦的「維他奶」公
司做事，晚上幫忙父親打理士多的生意。

家族成員集體創業
這份創業資金是這個家族成員集體創業的標記。開始時，尚

1968 年，銅鑼灣怡和街。右邊是豪
華戲院，正放映由尚保羅貝蒙多、烏

未有創辦快餐集團的概念，這是後來從經驗發展出來的事業。當

蘇拉安德絲主演的法國電影《烏龍王

時各家族成員可說是兵分幾路，階祥選擇維持「蘭生士多」，將

大鬧香港》；對面是樂聲戲院。兩間

士多變成小食店，由半個舖位擴張至一個舖頭，賣紅豆冰、蘿蔔

戲院的人流，是糖街「大家樂」的重
要客源。（政府新聞處提供）

糕、粉麵、漢堡包等小食。騰祥是飛機工程師出身，對工業比較

1

有興趣，開睦支持八叔的決定，1969 年兩人在黃竹坑開辦華路

1972 年，羅騰祥在佐敦道 51 號開設同樣以「大家樂」命

假髮廠，一心乘著香港製造業蓬勃的大勢，把工廠做出成績來。

名的餐廳，這是「大家樂」人經常引述的「母店」，由於糖街店

芳祥和太太對烹飪較有興趣，於是在銅鑼灣糖街開了一間餐廳，

因拆樓已結業，「大家樂」連鎖集團是由佐敦道 51 號店開始的

店名「大家樂」，自己繼續在兄長的公司上班，餐廳交兒子開福

（簡稱 51 分店）。這個時候，幾個創辦人各懷心事，尚未形成一

和太太打理。假髮廠和「大家樂」餐廳都是家族生意，所以騰祥

股集中的力量。騰祥年紀最大，但創業心最強，正打算全力投身

和二女兒碧靈，有空時都會過來幫忙。

餐飲業；芳祥仍然在兄長的公司打工，兒子開福則另謀地方再開

糖街餐廳的面積約 1,000 平方呎，不大不小，跟普通餐廳一

食店，後來發展成「大快活」集團；開睦對電影業產生了興趣，

樣賣些三文治、粉麵等簡單食物。特別的是，餐

與黃霑、胡樹儒等傳媒人合作製作電影和廣告，未能全時間投入

廳門口設有煎爐造漢堡包外賣，這是騰祥想出來

佐敦道的餐廳業務。

樂聲戲院位於怡和街及糖街交界，1949 年開幕，
後拆卸重建為樂聲大廈；豪華戲院原位於邊寧頓
街及怡和街交界，1954 年開幕，已拆卸重建，現
為百利保廣場，旁為富豪香港酒店。網上資料：
〈香港已結業戲院列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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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整合

幾年下來，這個家族創業集團發生了不少變化。羅騰祥專心
致志，以他一貫對環境的觸覺、對冒險創業的決心，加上管理組

幾位創辦人都是有獨立能力的人，騰祥和芳祥自小在南洋長

織的能力，正不斷累積經營餐廳和自助快餐的實戰經驗；佐敦道

大、經歷過戰爭的艱難歲月，是香港戰後第一代移民；雖然開睦

51 號「母店」的經驗帶出不少課題，啟發幾個創辦人產生了新

是晚輩，也是經過戰爭洗禮的戰後第一代移民，幾個創辦人都擁

的思維，逐步凝聚成「快餐」的構思；1974 年，「大家樂」在

有這一代人特有的刻苦耐力。加上他們都受過教育，亦曾經在荳

旺角通菜街 77 號的舖位開設第二間分店（簡稱 77 分店），營運

品公司擔當重要職位，各懷本領：騰祥主理工場，既要有技術知

操作引入自助快餐的模式；因效果不俗，幾個創辦人以這種自助

識，又要懂得管理人事；芳祥和開睦分別打理香港區和九龍區的

快餐模式繼續開設分店，至 1970 年代末，「大家樂」分店共有

銷售網，管人管事都有多年經驗。雖然幾個創辦人都並非來自餐

十間。1986 年 7 月 16 日，「大家樂」在剛成立的香港聯合交易

飲業，但憑著智慧和機靈，知識和經驗是可以轉化的，成長背景

所上市，向社會集資，當時有 32 間分店，無論在快餐的前線營

所養成的精神意志，加上智慧、意志和深厚的家族情誼，成為創

運、後防建設和組織制度等，已形成一個較成熟的系統，可算是

業的重要文化資本。

完成創業的階段。
在連鎖店持續擴充的過程中，創辦人的組合亦發生了變化。
開睦被推舉為統籌，擔任總經理之職；騰祥已達退休之年，出任
董事長，主要與開睦一起研究發展方向和做他的後盾支援。芳祥
則逐漸從「大家樂」淡出，事緣兒子開福在糖街店結束後，另行
創立「大快活」，幾年後亦慢慢步向連鎖集團化，至1986年「大
家樂」上市時，「大快活」已有一定規模，可說是「大家樂」的
主要競爭者之一，為免利益衝突，芳祥退出「大家樂」董事局，
當年的家族創業團隊，變成由三房成員組成。騰祥一房，1980
年代有女兒碧靈和兒子開光加入；開睦一房，1990 年代由兒子
德承接棒；階祥一房，1970 年代中有兒子開親加入，2000 年
由孫兒名承繼承。
「大家樂」與「大快活」之間，從家族成員變成生意上的競
爭對手，當事人不諱言曾有過不愉快的觀感，但感性過後，理性
抬頭，競爭是市場經濟發展的必然現象。這種以「退一步海闊
天空」的方法來處理家族內部分歧，從實效而言，可說是明智之
舉。聽過創辦人的故事後，讓我們追溯「大家樂」第一代快餐模
型的誕生、創業團隊的擴張、企業組織和品牌形象的開拓和建立。

1935 年，羅氏兄弟合照。
（左起）羅桂祥、羅騰祥、羅芳祥、羅階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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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騰祥
大家樂創辦人之一

創業者故事

1915 年在梅縣出生，幼時隨父親在南洋生
活，15 歲來香港，在英皇書院預科畢業。年輕
時是飛機維修工程師，日本侵華時加入中國空軍
參與抗戰。戰後返回香港，1950 至 1969 年間
加入「維他奶」公司擔任廠長；1969 年創業，
1972 年開始發展「大家樂」快餐，直至 70 歲
退休。訪談前兩個月，羅騰祥剛度過 100 歲壽
辰，這位百歲長者，精神矍鑠、腦筋清晰、記憶
力非常好，而且風趣幽默，分享了 100 年的人
生歷程、創業經過，以及作為中式快餐創辦人的
理念和創意。

39

「維他奶」員工是 55 歲退休的，當時我已

歷程。我開始創業時是做假髮的，結果失敗了，

經 53 歲了，想到自己餘下的人生：退休後，沒

香港假髮業蓬勃過一段時間後就沉寂了；我轉做

然 後， 我 們 發 現 有 新 問 題， 你 有 一 套 行

丸一起炸，當時我們還為這個菜式起了一個名

錯，手上的公積金和股票可以養到家，閒時穿著

洋娃娃頭髮，工作辛苦我可以承受，但是經常向

政，他有另一套行政，三個人之間沒有統籌，若

稱，非常受歡迎。「大家樂」的創意就是這樣，

拖鞋四處遊逛，生活優哉游哉；但是，再過五、

賒數客戶追收欠款實在是很為難的事，我唯有放

果要擴展規模、多開幾間分店的話，必須統一管

六年，一個 60 歲的長者拿著柺杖，若果就這樣

棄這間工廠。幸好牛肉包的銷路不錯，當時香港

理模式。我們三個人和大哥羅階祥，四個人開會

許多人做生意，總是想將來由自己的孩子

走完人生路，我心裡覺得不舒坦。所以，一個

還未有賣漢堡包的快餐店，於是我決定專心做飲

決定由一個人負責統籌，不要搞「三國主義」。

繼承，但是，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影子，每個孩子

53 歲快將退休的人不願意退休，跟侄兒一起計

食生意。

羅芳祥不同意：「喂！如果由一個人統籌，豈非

都有自己的思想和興趣，無可能代代相傳都有人

我自己是在佐敦道分店做起的，樓下是外

另外兩個人要隸屬於他？」於是大家投票決定，

接棒。我們搞上市就為了這個原因，希望可以吸

很多時候，一個聯想，就變成一個機會。

賣，樓上做餐廳，慢慢地，我要求有所改進。第

結果由羅開睦做統籌，羅芳祥由那時開始疏遠

引家族以外的人才。你是家族生意，人家知道最

嗱，我做快餐呢 ……，因為我去過美國受訓，

一，不應只賣西餐，這是中國人的社會，為何不

了，並且創立了「大快活」。

高那個位置一定由家族成員出任，試問外邊的專

我跟一個美國小兵做朋友，他帶我去吃東西，他

做中國人的飯餐？漸漸地我們加上中式食物；另

兩個集團互相競爭，大家當然有不高興的

叫那個做 hamburger，我問什麼是 hamburg-

外，樓面的人事一直有問題，加上勞工短缺，我

地方，最麻煩是搶舖位，今次有人用高價投標一

er 呀？ 他 說：You come, you come. I show

們決定取消侍應捧餐形式，改行自助形式，省下

個舖位，下次大家爭另一個舖位時再將投標價推

不 過， 家 族 企 業 有 個 優 點， 它 有 一 個 中

you（過來、過來，我帶你去看看）。我傻裡傻

來的人手開支，可以花在食材方面，顧客覺得抵

高，雙方都有損失。後來我想通了，這是一個良

心，家族通常是大股東，他必定顧及企業的整體

氣地跟著他走，那是在路邊的一架手推車，那人

食呀，那時一個大腩肉飯，好好賣的。

好的競爭，沒有人願意被比下去的，對不對呀？

利益；專業經理的利益是薪酬和花紅，有時專業

劃搞生意，希望人生可以獲得一些成就感。

我們三個人各人打理一間。

果將麵包皮切碎再烘乾，可以做成麵包糠與牛肉

「摸著石頭過河」。

才怎會願意加入這種企業呢？上市的話，如果家
族沒有適合的人才，便由外邊的專才來做。

用一個火爐明火燒牛肉餅，嘩！氣味好香啊，夾

當時推出自助服務模式遇上不少困難。大

好像球隊一樣，有兩個球隊爭先，你勤力練習所

經理太過追求個人的眼前利益，可能會忽略了企

兩片麵包連芥末醬、青瓜，一口咬下去，香噴噴

家對自助式快餐不熟悉，有些客人大表不滿，其

以比賽時贏了，我輸得心服口服。市場這東西，

業的長遠發展。如果家族中有能幹之士，最好由

的，好爽呀！現在大家叫這個做漢堡包，當時我

實吃西式自助餐一樣要自己捧著一隻碟取食物，

未開發前，你以為市場有限，利益會被人攤薄，

家族成員出任最高領導，家族人比較肯用心，不

們叫牛肉包。

可能普羅大眾沒有這種經驗，把自助方式叫做乞

市場開發出來了，原來可以容納更多競爭者。

是計較金錢回報，而是為了企業的自豪感和成就

我在糖街店舖前面，加設了一個煎牛扒的

丐餐。我們要解決問題，於是安排服務員協助客

我和羅開睦兩個人合力做好「大家樂」，我

鑊，請一個師傅做牛肉餅，放在鑊上加上洋葱一

人，若果有客人不願意自取，服務員可以幫忙，

們有商有量、一起做決定，他專長於組織和推

我有什麼企業家特質？我是客家人，吃得

起煎，上面裝一個抽氣扇，那些香氣吹出來，你

慢慢地自助方式被接受了。這就是我們的人生

廣，我專門研究食材加工方法。開始時只是一個

苦，我的特質跟蘇格蘭人很相似，哈哈哈哈哈，

在那邊路過聞到，「嘩，好香啊！」便會走到這

呀，遇到困難時，就要尋求解決方法，不要輕率

小工場，我們將免治牛肉和蒜蓉混和後，用手搓

蘇格蘭人常被英國人揾笨（欺負），結果反而鍛

邊來買牛肉包。就這樣，餐廳一路路有生意，效

地說：
「不行呀、做不來呀！」凡事總有解決辦

成牛肉丸，放入小鍋內炸，做出一個新菜式；這

煉到實力。我自少已經培養出解決問題的能力，

果不錯喎！今次我可以安安樂樂睡一覺喇。哈哈

法的。

樣又搓又炸，整天只夠一個店的份量，於是我想

做生意也好，做什麼也好，人生總要解決問題，

羅芳祥從「維他奶」退休出來後，負責打

到做一個模，放免治牛肉到鐵模上一撥，一下子

你遇上人生中一件要緊的事，碰到問題和困難，

我盲摸摸地四處碰碰撞撞，希望碰上一個

理駱克道分店；然後中環雪廠街有個舖位，朋友

就有十個牛肉丸，但牛肉丸總是黏著鐵模，要完

你怎樣做？你要盡全力解決問題。最好小孩時便

好機會嚐嚐成功的滋味。我們看見別人闖出了一

介紹我去看看，附近有寫字樓，我跟羅開睦講：

整取出有點難度，我們試過塗一層油、又試過用

練習解決難題的能力，將來他做人做事，包括創

個名堂，便會羨慕，嘩！很厲害喎！那些失敗

「你不要搞電影喇，我們到中環開分店，由你去

透明膠紙，卒之把問題解決了，又快又好。然後

業、做生意，這個能力對他一定有很大的幫助。

了、沒能冒出頭來的，大家不知道他們也有一個

做啦。」於是雪廠街、佐敦道、駱克道三間舖，

又發現，因為做三文治是要先把麵包切皮的，若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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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這樣就最理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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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業沒有必然成功的金科玉律，但汲取經驗、敢於嘗試是不可或缺的條件，
用羅騰祥的說話就是：「創業不一定成功，但若不創呢，就永遠不會成功。」
縱使有創業的決心，但也要有「意念」，羅騰祥的一個記憶、一種滋味，令
他選擇了以賣漢堡包為生意點子，最先放在糖街餐廳做外賣。

住戶開支中，只有 5 角用於買報紙、2 角用於繳付收費電視 5 及
收音機的租金、1 角用於購買書刊。如何成功吸納戲院觀眾的生
意？「大家樂」在門前煎牛肉餅，賣漢堡包。
賣漢堡包並不是故事的重點，重點是賣包背後的創業精神。
若說這是窺準商機，似乎有點言過其實，正如羅騰祥所講，他是
亂碰亂撞，找尋機會。若以敏銳的觀察力、配合環境特色、靈活
變通，將一個食物的記憶化為創業的意念來說明故事背後的創業
精神，相信更為貼切。這種創業精神，在其後 50 年裡，由後來

漢堡包的啟示
當時香港餐廳也有售賣 hamburger（有餐廳稱為「牛肉

的「大家樂」人繼承並發揚光大。

港式創意

包」），但價格偏高，《南華早報》早年一篇讀者來函正好說明這

2

現象。1966 年 7 月 26 日，一名從美國來港的遊客投訴香港的

賣漢堡包絕不是羅氏兄弟叔侄的創業原意，既然投身餐飲

hamburger 售價太貴了，有失香港購物天堂的美譽。這位美國

業，當然要從香港人的吃飯問題入手。羅騰祥談到一個社會現

遊客指出 hamburger 在美國的售價大約4美仙（即港幣2毫）2；

象，他早已察覺到「包伙食」制度會逐漸被淘汰的可能，打工仔

在香港，售價低於 7 美仙（即港幣 3 毫半）的 hamburger 可說

的午膳問題有待解決 6。事實證明羅騰祥的社會觸覺相當敏銳，

是絕無僅有 3。

那個時候，市政局尚未明確訂出取締包伙食的政策，1966 年 10

於是，羅騰祥另闢市場空間，走大眾化路線。據他記憶，糖

月期間，市政局開始拒絕向包伙食商發牌。直至 1973 年，市政

街賣的漢堡包大約是 3 毫半，屬於美國遊客所講的廉價水平。同

局對取締包伙食商的爭論才開始白熱化，最終決定分階段取締包

時，他又搞搞新意思，稱 hamburger 為「漢堡包」而不是常見

伙食這種商業活動 7。這時候，羅騰祥已經著手搞「大家樂」第

的「牛肉包」，作為號召。

二間分店了。

1969 年選址銅鑼灣糖街的「大家樂」，附近有兩間戲院，

1972 年 2 月，佐敦道 51 號的「大家樂」開業，維港對岸的

這似乎找對了商機，1950 至 1960 年代，觀賞電影是本地市民

銅鑼灣糖街舊店已經結業了。跟糖街的餐廳不同，這間店位於剛

一種主要娛樂，這可以從消費物價指數中的文

落成的商業大廈地下、閣樓、一樓及二樓單位，地下面積較小，

化娛樂消費得以引證。1967 年的消費物價指數

可容納約 20 個座位，閣樓有雜物室和接上一樓

顯示 4，市民花在戲院娛樂的消費，佔消費物價

餐廳的通道，一樓面積約 1,800 平方呎，佈置成

指數 1.1%，換言之，一個住戶每 100 元開支之

餐廳的格局，靠牆一邊是沙發座椅，每四個人一

中，有 1.1 元是花在觀賞電影的。這看似是一

張餐桌，二樓是寫字樓和倉庫。地下至一樓餐廳

個很小的數目，但相對於其他類型的文化娛樂

之間由一部小型升降機運送食物。

Denman, Jul 26 , 1966 ,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 p.13.
3

事 隔 數 天， 有 讀 者 寫 信 反 駁， 指 在 九 龍 餐 廳
（Kowloon Restaurant）的漢堡包售價，只是 2.6
美 仙（約 為 港 幣 1 毫 3 仙）。 資 料 來 源：Hongkong Burger, Jul 30, 1966, South China Morn-

ing Post , p.13.
4

Hong Kong statistics : 1947 -1967 , 1969 , p.143 ,
Table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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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這個比例是最高的了，例如，每 100 元

連鎖快 餐品牌的誕生

羅騰祥的意念是要開設一間設備完整的餐

第一代中式快餐模型的誕生

5

統計報告所指的收費電視是麗的電視，觀眾繳付
的費用包括租用電視機和電視頻道的租金。資料
來源：同註 4。

6

蔡利民、江瓊珠，2008，頁 20-22。

7

香 港 歷 史 檔 案 館 資 料，Press statement on urban council’s decision to illegal food caterers
(issued on 16/1/73)”
。 檔 案 編 號：HKRS70-66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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廳，這時候的「大家樂」尚未有快餐的元素。早期的餐單上有沙

1955 年 5 月 24 日的《工商日報》及《華僑日報》10，這兩份報

律、紅豆冰、奶茶、咖啡、檸檬茶、三文治、豬扒、牛扒、雜

章分別報道了馬來西亞餐室為適應潮流，以茶餐廳名稱取代餐

扒、焗豬扒飯、焗肉醬意粉等；此外，有由中式麵家師傅烹製的

室。頗有名氣的蘭香室茶餐廳，於 1959 年刊登的廣告中，列明

雲吞麵、牛腩粉。廚房是依顧客點餐逐個烹調，有侍應負責「落

中式食品包括粥品、雲吞水餃 11；它於 1967 年刊登的另一則廣

單」（點菜）、傳菜和結帳。

告，食品包括燻香牛雜、三及第粥、淮杞牛鞭、咖喱牛腩 12，
明顯中西混雜兼備。

佐敦道 51 號分店
於 1972 年 11 月開業。
開業初期，

這張餐單完全反映香港中西文化薈萃的特色。從餐單所見，

51 分店樓上是餐廳雅座。

食物款式是中西兼備的。這類混雜的餐單，全為了吸引顧客而
8

1922 年《華字日報》上有一則廣告，宣傳安樂園
冰室提供冷飲及熱飲。十年後，該冰室於《華字日
報》再次宣傳其六間分店在夏天提供冷飲，冬天時
則提供朱古力、咖啡、奶粉、牛肉汁等熱飲暖身。

9

1920 年《華字日報》刊登了太平洋飲冰室在新世
界戲院附近開幕的消息，並註明冰室聘請名廚提
供雲吞麵與粥品。郁琅（1931）一文對冰室有這
樣的描述：
「飲冰室的興起，是當時酒菜館山窮水
盡中所發現的『又一村』，初起時，因為『經濟』
生意是不錯的，後來開設得多了，沒有增加的顧
客，數目便給大家分散了。所謂飲冰室，並非是
只 賣 冰 淇 淋 和 汽 水 而 已。 原 來 是 鮑、 參、 翅、
肚、海鮮炒賣、粥粉飯麵、牛扒、咖啡、牛奶無
所 不 包 的 食 物 店， 因 為 這 種 飲 冰 室 不 像 酒 家 有
茶，但是價錢卻很經濟，一塊幾角錢便可以吃一
頓飽，所以顧客很多，符合『薄利多銷』的生意
經。」
（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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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生意人互相抄襲、改頭換面、去蕪存菁，

值得注意的是，「大家樂」的店名沒有冰室、冰廳、茶餐廳

只要符合大眾口味，管它是中式抑或西式，甚至

等字眼，相信這是創辦人的心思，不會為「大家樂」定形，所謂

是混合式一樣上場，例如焗豬扒飯，肯定是港式

市場定位，就是為一般階層的市民供應符合口味

創意的典範。佐敦道 51 號這家餐廳，相信跟市

和需要的餐飲，憑著靈活變通、不斷蛻變的經營

面上的冰室、冰廳、茶餐廳一樣，沒有定型的餐

文化，便產生了由餐廳轉型至快餐的結果。

變身第一步——樓下改做外賣快餐

水的地方，隨著外出飲食的消費愈來愈普及，
為提高競爭力，冰室亦提供熱飲 8 和中西式食品
9。至於茶餐廳，相信這名稱是取自中式「茶室」

下有一間茶餐廳，名為金門茶餐廳；1956 年的記
及榮風。
11 《茶點》
（1959）
，新年特大號。
12 《香港電話號碼簿 1967 年》
，頁 253。
13 佐敦道碼頭於 1933 年 3 月 6 日啟用，同時發展

因應地理環境的特色和需要，51 分店地下
一層改裝為出售外賣快餐。

的「茶」與西式「餐廳」二字，可說是「名」正

51 分店位於九龍區最繁忙的交通樞紐，與

言順的中西合璧。「茶餐廳」三字最早出現於

渡船街一街之隔是佐敦道碼頭和巴士總站 13，

連鎖快 餐品牌的誕生

是在 1950 年代中興起的。1955 年之前西餐室這
類目下沒有「茶餐廳」的記錄，1955 年，這類目
錄中有五間茶餐廳：蘭香閣、蕙園、沙龍、金門

單，只要有需要便有供應。
冰室本來是吃冰淇淋、紅豆冰、喝冰凍汽

10 參閱《香港年鑑》所載的〈工商名錄〉，估計茶餐廳

第一代中式快餐模型的誕生

汽車渡輪，渡輪採用雙層船，上層載人，下層載
車，往來中環統一碼頭。碼頭旁是巴士總站，以
「佐敦道碼頭」命名，來往九龍新界各區有幾十
條巴士線。以前市民乘巴士轉渡輪，或乘巴士轉
車，是慣常的做法。資料來源：蕭國健，2000，
頁 102-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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碼頭有兩條分別前往中環與灣仔的航線，巴士總站有十多條路線
前往九龍和新界各區，每日都有大量迅速流動的乘客從餐廳門前
路過 14，在這裡設餐廳擁有絕對地理優勢。但羅騰祥對人流的
看法有獨特的見解，他認為人流未必對餐廳有直接的效用，行人
為趕車趕船匆匆而過，哪有時間靜心享用餐廳服務 15？於是，
他想到用外賣快餐去吸引趕時間的行人，讓顧客拿著「大家樂」
的外賣包在車上、船上慢慢享用，完全符合香港人生活節奏急速
的要求。
51 分店地下那 610 平方呎空間，便被改裝為外賣部，有扒
爐煎牛肉餅，小食櫃裡陳列著炸雞髀、金沙骨、咖喱角、漢堡
包、熱狗等小食類的食物。這些食物全部可以預先製造，顧客先
到收銀機前買票，然後到外賣水吧領取食物，快捷方便，水吧旁
有幾個座位，但絕大部份顧客都是買完即走的。結果反應非常理
想，生意額翻倍。
這可說是「大家樂」快餐的前身。跟普通外賣的分別是，樓
下外賣部的餐單和流程是經過細心構思的。為吸納門前高流量的
人流，食物要預先大量製作，為了保持高效率，餐單必須簡單，
食物要易於製作，炸雞髀、金沙骨、咖喱角、漢堡包、熱狗等小
食類的款式，正好符合易製的要求。當時的外賣水吧安裝了炸爐
14 1975 年渡船街完成填海，貫通旺角、油麻地至尖
沙咀，並於文華新邨與僑聯大廈之間的渡船街設
行人天橋，連接碼頭至佐敦道之間，天橋的上落
位置正好在「大家樂」於佐敦道 51 號分店門前。
作者參考《香港年鑑》所載的地圖，將 1975 年版
與之前的版本作出比較，得出這發現。
15 蔡利民、江瓊珠，2008，頁 45。
16 根據香港市政局電子報章資料庫，輸入「快餐」
檢索詞，在 1950 至 1959 年之間，並沒有任何結
果。直至 1960 年，才開始出現一些有關快餐的報
道，主要是介紹快餐店在英國、法國流行的情況。
右

1963 年，佐敦道碼頭和巴士總站。右邊的金字
頂 小 屋， 是 於 1971 年 落 成 的 佐 敦 道 51 號 利 僑
大廈所在，即「大家樂」佐敦道分店的位置。興
建 中 的 文 華 新 邨 於 1964 至 1970 年 落 成， 是 當
時 油 麻 地 區 最 大 型 的 屋 苑。（政府新聞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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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扒爐，炸爐每次可以炸 20 多隻雞髀，同樣，
扒爐可以同時煎多個牛肉餅；這跟做雲吞麵不一
樣，師傅要逐個麵煮出來，費時失事。因為餐單
只包括有限的款式選擇，工作人員可集中製作，
做到最高的出餐率。
這幾個要點便是快餐的基本理念。相信當時
羅騰祥未必有一套清晰的快餐理念，但他將香港
市民急速的生活步伐、外出進食的需要，早已看
在眼裡並轉化為商機。其實「外賣快餐」在當時
香港已經有跡可尋 16，如 1965 年 7 月 25 日《工
商晚報》報道：「為解決中區午膳擠迫，嘉頓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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樓在大會堂供應盒裝快餐，只限外賣。」另 1966 年的《華僑日

辦人決定在旺角通菜街 77 號的新舖，嘗試創建中式快餐店的模

報》一則廣告，推銷「冠華餐廳特價快餐，為鄰近學校及寫字樓

式，以大量預製食物、高效率的餐單和自助的服務流程，營運新

提供特價快餐」。顯然，外賣和快餐是配合商業區上班族和學生

的餐廳。羅騰祥和羅開睦專程邀請曾經合作過的舊員工侯湘擔任

午膳的新產物，這兩個群組也是「大家樂」日後發展特別針對的

分店經理，開發新的中式快餐模型。侯湘並無餐飲業經驗，憑的

對象。

是一股拚搏精神和幹勁，從無到有地創立了「大家樂」第一間快
餐店。

變身第二步——「反轉」傳統餐廳的模型

77分店的位置正好在靠近亞皆老街一方的「女人街」19上，
1974 年通菜街還未被劃為小販管制區，附近有百貨公司、各類

51 分店樓下賣外賣、樓上做餐廳，但仍未算是一間快餐

商店、小巴站、火車站、學校、銀行等，全日交通和人流暢旺。

店，當中還需要一個更激烈的變身行動，就是取締侍應服務，引

這個單位面積只有 835 平方呎，相比 51 分店一樓的餐廳不及一

入自助服務模式。以麥當勞為例，這個變身不是自然而然的過

半，近門口一部收銀機，店內座位不足 50 個，有一個水吧湯池

程，而是由企業家為解決問題引發出的創新思維所達致。1937

和最入面一個狹小的廚房。

年麥氏兄弟開始經營汽車餐館，這是一間售賣熱狗和奶昔等簡單
食品的小店，有侍應在路邊向駕駛汽車的顧客落單，由侍應收錢
和傳遞食物，生意很快到達樽頸位，汽車經常要排長龍等待侍應
送上食物。麥氏兄弟採取創新的方法，將超級市場的自助服務借
用過來，顧客在餐廳內以自助方式完成付款、領取食物和餐具等
步驟，效率提高，食物價錢亦可調低，大受年輕人和趕時間的上
班族歡迎 17。
這邊廂，51 分店一樓餐廳本身亦正面對樓面侍應的問題。
傳統餐廳流行領班制，即樓面領班通常有一個班底，「兄弟班」
共同進退，以領班為帶頭人，即使僱主對個別員工有意見，若領

19 《小販（認可區）宣布》
［第 132 章第 83B（4）條］，

班要保護下屬，僱主擔心領班拉隊走人，唯有忍氣吞聲。於是，

定正確界線的街道，其範圍由附表 2 第 2 欄［及第

小販認可區，附表 2 第 1 欄所指明並以道路標記劃

羅氏兄弟叔侄決定引入自助模式，徹底改變傳統食肆的侍應服

3 欄（凡適用時）］內與該等街道對列之處所指明

務。創辦人是否效法麥當勞或其他美式快餐店的模型？今天已不

列出通菜街乃小販認可區，由亞皆老街與其交界

者，均撥作販賣用途的認可區。附表2 九龍部份，
的南面路口起，至奶路臣街與其交界的北面路口

得而知，但他們對美式快餐的發展很是留意，對
17 Love, 1995, pp.9-29.
18 根據李偉基 2017 年 12 月 2 日訪談記錄。李偉基
於 1977 年調升分店經理，曾經與羅騰祥和羅開睦
兩位創辦人開會，他記得開睦引述美國快餐的數
字，比較香港的狀況，深信快餐在香港有很大發
展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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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的一段；由奶路臣街與其交界的南面路口起，

自助式快餐業抱樂觀態度，認為這行業在香港有

至山東街與其交界的北面路口止的一段；由山東
街與其交界的北面路口起的一段；由山東街與其

很大發展空間 18。

交界的南面路口起，至豉油街與其交界的北面路
口止的一段；及由豉油街與其交界的南面路口起，

但美式快餐的模型不能自動套用於賣中國

至登打士街與其交界的北面路口止的一段。資料

人飯食的快餐模型中。1974 年，「大家樂」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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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1975 年第 70 號法律公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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