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菜单



開胃菜 
蒜味乳酪佛卡夏 $9
店內自製香料蒜味佛卡夏, 腰果莫札瑞拉, 荷蘭芹, 
土耳其烤肉醬

大蒜扭結麵包捲 $10
主廚特製辣味麵包捲, 辣椒薄片, 帕馬森起司, 香芹, 
佐田園蒜味沾醬

起司通心麵 $13
通心麵, 培根, 帕馬森起司, 香芹搭配香濃腰果起司醬

經典奶油培根義大利麵 $14
螺旋狀義大利麵, 培根, 蘑菇製醃肉塊, 帕馬森起司, 
黑胡椒, 青蔥

沙拉
羽衣甘藍凱薩沙拉
配菜$6 | 主菜 $11
羽衣甘藍絲, 帕馬森起司, 蒜味麵包塊,培根, 
配以中東芝麻凱薩風味醬

摩洛搖滾沙拉 $13
摩洛哥鷹嘴豆, 羽衣甘藍, 蒔蘿, 香菜, 薄荷, 香芹, 小黃瓜, 
葡萄番茄, 口袋麵包脆餅, 豆腐斐達起司, 漆樹漿果沙拉醬

披薩
瑪格麗塔 $16
聖馬札諾番茄, 腰果莫札瑞拉, 初榨橄欖油, 帕瑪森, 羅勒

希臘閃電 $17
香料薯泥, 希臘菠菜派, 焦糖洋蔥, 豆腐斐達起司

義式臘腸士官長 $18
聖馬札諾番茄醬, 自製義式臘腸, 腰果莫札瑞拉, 綜合香料, 
辣味蜂蜜, 帕瑪森, 芝麻葉

紫外線 $18
核桃芝麻葉青醬, 爐烤番茄, 羽衣甘藍, 焦糖洋蔥, 腰果莫札瑞
拉, 松子

怪味雞翼 $19
花菜白醬, 辣雞翅味白花椰, 酥炸紅蔥, 藍紋起司碎, 青蔥

超級蘑菇 $19
香料馬鈴薯泥, 蘑菇, 腰果莫札瑞拉, 松露杏仁里科塔奶酪, 芝
麻葉

韓式烤肉 $19
聖馬札諾番茄, 辣味韓式烤肉塊, 腰果莫札瑞拉,, 辣味黃瓜, 
醃漬紅蘿蔔+紅洋蔥, 韓式辣椒醬蒜味美乃滋, 芝麻粒

再見豬排 $19
日式咖哩醬, 豆腐咖哩, 腰果莫札瑞拉, 炸豬排醬, 香酥油蔥, 
醃漬紅蘿蔔+紅洋蔥

波蘭派餅 $19
香料馬鈴薯泥, 烤馬鈴薯, 焦糖洋蔥, 培根, 腰果莫札瑞拉, 
豆腐切達起司, 腰果第戎酸奶油, 青蔥

無麩質餅皮 +$3

外帶杏仁帕馬森起司 +$1

自製比薩
額外加點配料 +$1-$3

店內自製沾醬 $1.50

藍紋起司, 蒜香田園沙拉醬, 
聖馬札諾番茄醬



飲品
無酒精飲料

店內特調檸檬水 $4
氣泡檸檬水, 薰衣草洋甘菊檸檬水, 酸櫻桃檸檬水, 
薑汁檸檬水
店內特調蘇打 $4
覆盆子萊姆蘇打, 鳳梨蘇打
蔗糖可樂
Hoochy Booch 康普茶/紅茶菌飲 $7 
不定期更換口味
2% Jazz Hudson咖啡 $3.50
燕麥奶, 蔗糖
茶 $2
冷萃咖啡 $6
蔗糖糖漿, 香草糖漿

含酒精飲料

啤酒及蘋果酒
Vitruous 拉格啤酒, 
不定期更換口味酸啤酒
不定期更換口味季節啤酒
無麩質 473ml罐裝
紅白酒
桶裝白酒 | 6盎司 $9.50
    Desert Hill Cactus White
桶裝紅酒 | 6盎司 $13.50
   Desert Hill Estate Syrah
義大利氣泡酒 | 6盎司 $12 | 750ml 瓶
   米納多

調酒

經典調酒 $14
瑪格麗塔  | 2 盎司
古典雞尾酒 | 2 盎司
內格羅尼 | 3 盎司
莫吉托 | 2 盎司
阿佩羅氣泡雞尾酒 | 2 盎司
曼哈頓 | 3 盎司
威士忌酸酒 | 2 盎司 
紙飛機 | 3 盎司

店內特調

狂歡吧!
單份 $10 | 雙份 $13
自選店內特調檸檬水或蘇打搭配琴酒, 波本威士忌, 伏特加, 
蘭姆酒或龍舌蘭
及時行樂
單份 $10 | 雙份 $12
店內自製凱撒醬, 絕對伏特加, 以醃芹點綴, 鹽口杯

經典咖啡調酒 $11
絕對伏特加, 墨西哥咖啡酒, 2%Jazz冰萃咖啡, 店內自製西班
牙歐洽塔飲品

麥根咖啡調酒 $11
麥根沙士利口酒, 伊凡威廉波本威士忌, 店內自製西班牙歐洽塔飲
品

內港可樂達 $13
百加得四年蘭姆酒, 鳳梨汁, 椰奶, 烤椰絲, 鹽口杯

栗喉蜂虎鳥 $13
蘇活荔枝利口酒, 添加利琴酒, 藍柑橘酒, 檸檬, 薰衣草洋甘菊糖漿

激情的痛苦 $14
百香果利口酒, 絕對伏特加, 店內自製萊姆糖漿, 檸檬, 細緻泡
沫, 漆樹漿果奇異果比特苦酒

回歸飛行 $14.50
添加利琴酒, 瑪拉斯奇諾櫻桃酒, 聖杰曼接骨木花酒, 檸檬, 黑
醋栗糖漿, 以琴酒浸泡的櫻桃

喔親愛的 $13
聖雷米白蘭地, 櫻桃糖漿, 柳橙汁



甜點
冰淇淋
  -1 球 $5
  -2球 $8
巧克力
香草莢 
黑森林 
草莓果醬餅乾
鳳梨可樂達
奶油爆米花
越南咖啡 
店內自製無麩質華夫餅 +$3

冰淇淋航班 $8
自選三種店內冰淇淋口味

餅乾 $2.50
店內自製餅乾. 請詢問我們的今日精選!

冰淇淋三明治 $8
兩片自製無麩質餅乾和自選冰淇淋夾心

肉桂枕 $7
蓬鬆麵團, 奶油, 肉桂糖, 香草霜, 薄荷

甜餡煎餅捲 $9
無麩質煎餅捲, 腰果起司餡, 碎堅果, 糖粉, 巧克力

煎鍋烤餅乾 $12
大餅乾. 草莓醬, 香草冰淇淋, 糖粉, 薄荷

小份冰淇淋 $12
巧克力
香草莢 
黑森林 
草莓果醬餅乾
鳳梨可樂達
奶油爆米花
越南咖啡

歡樂時光
主廚特調檸檬水或蘇打氣泡飲 $2
蔓越莓氣泡水, 經典檸檬風味, 薰衣草雛菊檸檬水

狂歡吧!
單份 $8 | 雙份 $11
自選店內自製檸檬水或蘇打混以伏特加, 蘭姆酒或龍舌蘭

冰淇淋三明治 $5
兩片自製無麩質餅乾和自選冰淇淋夾心

煎鍋起司通心麵 $10
通心麵, 培根, 帕馬森起司, 香芹搭配香濃腰果起司醬

經典派 $10
瑪格麗塔披薩, 白披薩, 義式臘腸披薩
腰果莫札瑞拉起司, 豆腐斐達起司, 白醬, 香料(含有大豆, 
堅果, 無麩質配料)

Vitruous 拉格啤酒 $5

VP咖啡調酒 $8
絕對伏特加, 卡魯哇咖啡酒, 2%Jazz冰萃咖啡, 店內自製西
班牙歐洽塔飲品



周末早午餐
大蒜扭結麵包捲 $8
主廚特製辣味麵包捲, 辣椒薄片, 帕馬森起司, 香芹,
佐田園蒜味沾醬

煎鍋烤餅乾 $12
大餅乾. 草莓醬, 香草冰淇淋, 糖粉, 薄荷

臘腸蛋披薩 $16
香料薯泥, 義式臘腸, 炒豆腐, 烤馬鈴薯, 培根, 香料羽衣甘
藍, 腰果荷蘭醬

義式臘腸早餐三明治 $16.50
布里歐小餐包, 義大利臘腸肉餅, 雞蛋豆腐, 豆腐切達起司, 
芝麻葉, 爐烤乾燥番茄果醬, 腰果荷蘭醬。自選蒜香炸薯塊或
羽衣甘藍+芝麻葉沙拉

療癒的一碗 $16.50
香料羽衣甘藍, 野生蘑菇, 義式臘腸, 炒豆腐, 炸薯塊, 腰果荷
蘭醬, 青蔥, 煙燻紅甜椒

超級蘑菇班尼迪克蛋 $18
+$2 加義大利臘腸肉餅 英式瑪芬, 烤蘑菇, 雞蛋豆腐, 芝麻
葉, 松露杏仁里科塔, 腰果荷蘭醬。自選蒜香炸薯塊或羽衣甘
藍+芝麻葉沙拉
無麩質餅皮 $3

店內自製沾醬 $1.50

藍紋起司
蒜香田園沙拉醬

腰果荷蘭醬

店內自製餅乾 $2.50

炒豆腐 $5

羽衣甘藍+芝麻葉沙拉佐蒜味第戎芥末沙拉醬 $5

蒜香炸薯塊 $5.50

羽衣甘藍+芝麻葉沙拉佐蒜味第戎芥末沙拉醬 $5

蒜香炸薯塊 $5.50

周末早午餐 
飲料
VP咖啡調酒 $11
絕對伏特加, 墨西哥咖啡酒, 2%Jazz冰萃咖啡, 
店內自製西班牙歐洽塔飲品

青春草莓含羞草 $13
蘇活荔枝利口酒, 米納多氣泡酒, 鳳梨汁, 草莓果泥

充滿活力的含羞草 $14
狩獵者龍舌蘭酒, 君度橙酒, 米納多氣泡酒, 
柳橙, 葡萄柚, 檸檬, 萊姆, 單糖漿

可人甜心 $14
桃子利口酒, 米納多氣泡酒, 覆盆子糖漿, 檸檬

經典含羞草 $13
米納多氣泡酒, 柳橙汁

2% Jazz 咖啡 $3
燕麥奶, 蔗糖

冰抹茶奶茶 $4.50

2% Jazz 冰萃咖啡 $6
佐店內自製西班牙歐洽塔飲品或蔗糖漿

店內自製氣泡檸檬水 $4
自選口味: 經典檸檬, 薰衣草洋甘菊, 酸櫻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