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您對任何食物有過敏反應，請向我們的服務員聯絡。

西 式 之 選 WESTERN SELETION

燒美國安格斯肉眼扒(10oz) 298
燒汁

燒美國安格斯西冷扒(8oz) 198
燒汁 

香煎黑豚豬鞍扒, 158
芥末籽蘑菇燒汁

法式香草烤原隻春雞 148

英式脆炸魚配薯條, 他他醬 118

西班牙海鮮焗飯 128

香煎盲鰽魚柳, 蕃茄莎莎 118

香草蕃茄鮮蝦天使麵 118

蒜香白酒蜆肉意粉 112

北海道溫泉蛋卡邦尼 118
煙肉意粉

三重芝士焗肉醬意粉 108

黑松露野菌忌廉意粉 98

亞 洲 風 味 ASIAN DELIGHTS

泰式靑咖喱雞配薄餅 98

泰式香葉肉碎生菜包 82

秘製泰式檸檬燒安格斯牛肉 188

招牌無骨海南雞 168/268

檳城椰香海鮮喇沙湯麵 98

印尼馬拉盞鳯尾蝦炒飯 98

蕃茄芝士焗厚切黑豚豬扒飯 108

黑松露野菌炒飯 98

泰式香葉肉碎煎蛋炒飯 98

黑松露蘑菇湯 58

法式龍蝦濃湯 68

凱撒沙律 88

黑胡椒吞拿魚牛油果沙律碗 122
(吞拿魚、牛油果、雞蛋、車厘茄、
羽衣甘藍 、藜麥，和風柚子醋)

高纖沙律碗 108
(流心蛋、南瓜、車厘茄、
羅馬生菜、羽衣甘藍、牛油果及藜麥)

炸物拼盤 148
(飛魚子蝦多士、炸魚手指、
唐揚炸雞、脆炸春卷)

飛魚子蝦多士 58

印度香脆芝士烤餅 72

泰式炭燒豬頸肉 88
秘製酸辣汁                       

三重芝士肉醬焗大啡菇 72

吉列炸蠔(4件) 58

吉列魚手指(4件) 38

唐揚炸雞(5件) 48

脆炸米網蝦春卷(4件) 42

黑松露脆炸薯條 68

香辣脆炸薯條 68

蒜蓉牛油法包 32

小 食 SNACKS

廚 師 推 介  CHEF’S  RECOMMENDATION

招牌無骨海南雞
中式老火湯,油飯及時令蔬菜,
薑茸,自家酸辣醬及黑醬油

108

全 日 早 餐
脆香煙燻培根、德國紐倫堡腸、意式有機番茄、
英倫茄汁焗豆、北海道牛乳炒蛋、有機磨菇、
香脆薯餅及牛油多士

118

日本飛驒和牛熔岩芝士漢堡
配松露薯條
採用日本上品飛驒和牛製作漢堡扒，配上爽
脆酸瓜片、洋蔥與惹味醬汁，淋上澎湃的熔
岩芝士, 芝味大滿足！

148

蟹肉蟹籽蟹膏卡邦尼意粉
148

湯  沙 律  SOUP   SALAD  

(半）   （壹)

所有價目以港幣計算及另加一服務費廚師推介



如您對任何食物有過敏反應，請向我們的服務員聯絡。

特 色 飲 品  SPECIAL DRINKS

棉花糖
榛子朱古力  48

海鹽焦糖
鮮奶咖啡  48

焦糖爆谷朱古力  48
蘋果柚子茶  42
養顏嫩膚•淸熱潤肺

檸檬生薑茶  42
驅寒暖胃•美白排毒百香果檸檬茶  42

養顏嫩膚•生津健胃

OREO 曲奇棉花糖朱古力（凍/熱）                     48 

水蜜桃荔枝紅茶                                                   42

巨峰提子氣泡水                                                                       42

百香果檸檬氣泡水                                                                   42

奶茶 | 咖啡 | 檸檬茶 | 中國茗茶 32

薄荷茶 | 洋甘菊花茶 | 蜂蜜生薑茶 |  32
檸檬柚子蜜 | 蜂蜜紅棗茶 | 黑糖薑蜜

可樂 32

樽裝啤酒 58

紅酒 

Luis Felipe Edwards Classic Merlot Chile 68|杯  320|枝

J.Moreau & Fils  Merlot Cabernet Sauvignon,  72|杯  380|枝
France

白酒 

Vina Maipo Sauvignon Blanc Chardonnay Chile 68|杯  320|枝

J.Moreau & Fils Chardonnay,France 72|杯  380|枝

經 典 之 選  CLASSIC SELECTION

特濃咖啡 30

美式咖啡 | 咖啡 34

泡沫咖啡 | 朱古力鮮奶咖啡 |  38
鮮奶濃縮咖啡 | 鮮奶咖啡 

（+$4 可選配 焦糖 | 榛子 | 雲呢拿)

EXTRA CREAM BEANS 
strikes a perfect balance
between sweetness and acidity

天然礦泉水 | 有氣礦泉水                                  32

所有價目以港幣計算及另加一服務費廚師推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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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三文治 72

黑松露滑蛋牛油果厚多士 62

Nutella榛子朱古力一口多士 58

加雪糕 +8

三 文 治  |  厚 多 士  SANDWICH | TOAST  

*原味疏乎厘    78

*香濃朱古力疏乎厘    98 
*需時15分鐘

甜 品  DESSERT (All dessert are freshly made)

法式焦糖燉蛋 
自家香焗蘋果金寶批  68

加雪糕                                          +8

自家蛋糕 58

特濃朱古力慕絲蛋糕 58

雪糕二重奏 42
(朱古力及椰子)58

原味疏乎厘公司三文治 Nutella榛子朱古力一口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