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nu
每日 2 pm – 9pm . 请至柜台点餐 谢谢

轻食 和 分享拼盘
蒜蓉面包 6.9

鸡肉拼盘

面包和酱料

茄子片配甜辣蒜蓉酱 (v)14.9

炸鸡柳条,脆鸡翅,春卷,卡
门泊乳酪,酪梨, 蒜蓉面
包 30.9

烧烤西伯塔面包和土儿其面
包,总和各式坚果酱,橄榄油,橄

蒜泥,洋葱,巴马干酪,奶油酱配烧

海鲜杂烩农汤

辣酱,卡门乳酪和酪梨.

烤恰巴塔面包 18.9

配新鲜面包 16.9

2 人份 30.9

奶油蘑菇 (v)

榄, 鹰嘴豆泥, 番茄干,梨枣酸

主菜单
南瓜烩意大利饭 (v, rsf)
烤松子,鼠尾草,带盐乳清
干酪柠檬意大利饭 23.9

鸡肉，蘑菇和培根意大利
宽面条
有机自由放养的鸡肉，奶
油酱，巴马干酪 25.9

烧烤脆丝鸡肉汉堡
凉拌卷心菜，鳄梨，番茄，
生菜配迷迭香土豆 23.9

惠灵顿牛排
(rsf)
片状糕点皮包裹苏格
兰牛排厚片配制，
松露，西兰花，蘑
菇，蓝芝士酱 32.9

鸡肉 帕尔马干酪
鸡胸肉包裹火腿，
巴马干酪，拿坡里
酱，迷迭香土豆，
凉拌卷心菜 26.9

五香扁豆
(veo, gf, rsf)
烤法露米羊干酪，藤熟番茄,
拉巴那酱,维徳香草酱 22.9

脆粉石首鱼
青芥辣根奶油，甜菜根沙拉，
苹果莎莎，微水芹菜 25.9

羊臀肉沙拉 (gf)
新鲜的绿色沙拉配上羊臀肉，
花椰菜和巴西坚果酱 26.9

我们所有的鸡肉菜肴都是使用有机自由放养的Bostocks 鸡。
请参阅我们的橱柜，有多样化的各种沙拉和主餐

请询问我们的工作人员或查看我们的今日特色菜单参考今天的招牌素菜

甜点
我们的甜点柜有 什锦蛋糕，蛋
挞，甜片
+ 卡皮蒂香草豆冰淇淋 3.5

阿芙佳朵

热咖啡，卡皮蒂香草豆冰淇淋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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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f) 无麸质 (df) 无乳制品 (v) 素食 (ve) 纯素食 (veo) 纯素食选择 (rsf) 精制无糖

breakfast
每天上午7点至下午2点供应。请至柜台订购 谢谢您

桃子和杏子法式吐司
配肉桂糖酱，椰子酸
奶，柠檬酱，培根，
有机枫糖浆 18.9

香蕉烤肉桂面包圈 (v)
新鲜香蕉，草莓马
斯卡彭，核桃，南
瓜子，葵花籽 13.9

烤芝麻百吉饼圈
(gf option)
巧匠百吉饼，奶油
芝士，红洋葱，刺
山柑，熏三文鱼或
火腿和番茄 16.9

培根和鸡蛋面包

巧匠百吉饼，培根，
奶油，奶酪，红洋
葱，刺山柑，炒放养
的鸡蛋和番茄 17.9

鸡蛋吐司 (v, rsf)

水煮蛋，炒蛋或煎
放养的鸡蛋配杂粮,
可选西伯挞面包或
无麸质面包 13.9

五香扁豆和番茄 (v)
香菜，姜黄，小茴香，小扁豆，水
煮放养的鸡蛋，土耳其面包 17.9

营养早餐 (veo, gf, rsf, df)
混合杏仁，腰果，蓝莓，
纯枫糖浆，纯椰子蜂蜜
酸奶，杏仁奶 15.9

杏仁和蔓越莓格兰诺拉
麦片 (v, gf, rsf, df)

夏季蔬菜 (df,ve,v)
西伯挞面包，菠菜，碎
甜菜根，碎胡萝卜，
番茄，鳄梨，朝鲜蓟
与姜黄炒豆腐 19.9

烤荞麦，坚果，嘉种子，
莓浆果，纯枫糖浆，椰子
蜂蜜酸奶，杏仁奶 15.9

capers 煎饼

儿童早餐

水果，迷你香肠，烧
烤土豆饼，炒放养的
鸡蛋，烤面包 14.9

请看主厨当日的推荐 18.9

综合燕麦杂粮配阿萨伊棕榈
子

capers 特餐

燕麦片，碎苹果，阿萨伊棕榈子，
时令水果，椰子酸奶，杏仁奶 15.9

培根，可任选任何风味的
放养鸡蛋煮法，多味腊
肠，土豆煎饼，蘑菇，
西红柿，烤面包 23.9

奶油蘑菇 (v)
西伯塔面包，大蒜，洋
葱，干酪，奶油酱 18.9

欧式水煮蛋面包餐

五花肉，
三个水煮放养的鸡蛋，西伯
挞面包，土豆煎饼，
荷兰酱 22.90 ;
五花肉换培根或鲑鱼 22.90 ;
换牛油果(鳄梨)和菠菜 21.9

朝洋 蛋煎饼 (gf)
菠菜，嫩芽蔬菜，土豆煎饼，番茄
辣椒，香菜莎莎，鳄梨 20.90 ;
鲑鱼 21.9

面包或百吉饼可以换无麸质的选项代替- 请明确说明换什么
我们只使用来自散养的快乐母鸡鸡蛋

儿童全天菜单
炸鸡肉排

香脆野餐盘

ham and cheese
macaroni (rsf) 10.9

小面包，火腿三明治，蔬菜棒，
新鲜水果，果冻锅，鸡块，果汁
罐 15.9

配薯条和沙拉 14.9

自制牛肉汉堡 (rsf, gf

option)
蒜泥蛋黄酱，生菜，番茄，配
薯条 14.9

(gf) 无麸质 (df) 无乳制品 (v) 素食 (ve) 纯素食 (veo) 纯素食选择 (rsf) 精制无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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