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吃
所有酱料均置一旁

奶酪与玉米片 | 11
美味奶酪酱搭配温热玉米片

加牛肉辣酱 $2  酸奶油酱 $2

牛油果酱与玉米片 | 11
碎牛油果、萨尔萨酱、香菜、 
粘果酸浆酱搭配温热玉米片

炸马苏里拉奶酪 | 14
烟熏辣椒番茄酱

牛肉辣酱与玉米片 | 12
萨尔萨酱、奶油搭配温热玉米片

加奶酪 $2 

酪乳炸鸡 | 15
佐以自制酪乳莳萝酱、韩式烧烤和
青柠蜂蜜芥末酱

爽脆孢子甘蓝 | 14
芝麻酱

炸腌菜 | 11 

佐以自制酪乳莳萝酱

炸鸡翅 10只 | 15  加薯条 $7

韩式烧烤
甜辣烧烤酱、葱、芝麻籽、青柠，佐以自制酪乳莳萝酱

卡罗莱纳式烧烤
烟熏甜烧烤酱、香草，佐以自制酪乳莳萝酱

德州式烧烤
甜味烧烤、葱，佐以自制酪乳莳萝酱

墨西哥式辣酱
酸辣酱、蓝纹奶酪碎、葱，佐以蓝纹奶酪酱

三明治
香脆鸡肉三明治 | 23

香脆鸡肉、酪乳生菜丝、香菜、青柠、辣蛋黄酱、韩式烧烤酱

下加州式烤鸡肉三明治 | 23
卡真烤鸡胸、牛油果、粘果酸浆酱、培根、灯笼椒杰克芝士、香菜、青柠、 

萨尔萨酱、辣椒蛋黄酱

蓝带啤酒炸长尾鳕三明治 | 23
蓝带啤酒炸长尾鳕、柠檬胡椒大蒜蛋黄酱、酪乳生菜丝、香芹、柠檬

纯素纳什维尔三明治 | 21
炸波托贝洛蘑菇、纳什维尔辣酱、纯素生菜丝、腌菜、纯素面包 

炸薯条与 
洋葱圈

搭配您选择的自制调味酱

爱达荷州薯条 | 11
地瓜薯条 | 12

自制洋葱圈 | 11

自制酱料 | 2
特制酱  松露蛋黄酱

辣椒蛋黄酱  自制酪乳莳萝酱

德州式烧烤酱  韩式烧烤酱  

奶油辣根酱  蓝纹奶酪酱

粘果酸浆酱

配菜
自制沙拉 | 8

生菜、番茄、黄瓜、腌洋葱、自制醋汁

照烧西兰花 | 13
姜、大蒜、芝麻、葱

酪乳生菜丝 | 8
搭配洁食莳萝腌菜

凯撒沙拉 | 10
生菜、帕尔玛芝士丝、面包丁、凯撒酱

希腊沙拉 | 10
番茄、黄瓜、腌洋葱、橄榄、 

菲达芝士、柠檬酱

手工汉堡沙拉
BLACK TAP 汉堡沙拉 23
极佳级牛肉汉堡、美国芝士、培根、生菜、番茄、黄瓜、腌菜、葱、 
腌洋葱、特制酱

火鸡汉堡沙拉 24
全天然火鸡汉堡、羽衣甘蓝、苹果、蓝纹奶酪碎、牛油果、蔓越莓干、 
自制酪乳莳萝酱

希腊羊肉汉堡沙拉 24
草食羊肉汉堡、菲达芝士、番茄、黄瓜、橄榄、腌洋葱、柠檬酱

纯素菠菜沙拉 21
嫩菠菜、藜麦、石榴、牛油果、苹果、葱、香菜、五香碧根果、柠檬味噌醋汁

加“不可能”肉饼 $8

和牛沙拉 27
和牛、奶油生菜、番茄、黄瓜、培根、蓝纹奶酪碎、葱、自制酪乳莳萝酱

香脆鸡肉凯撒沙拉 23
香脆鸡肉、生菜、烤番茄、摩洛哥香料、帕尔玛芝士丝、炸面包丁、凯撒调味酱

自制法拉费汉堡沙拉 21
法拉费饼、生菜、黄瓜、番茄、橄榄、鹰嘴豆泥、希腊菲达芝士、腌洋葱、芝麻酱

科布沙拉 18
生菜、牛油果、番茄、腌洋葱、水煮蛋、橄榄、黄瓜、培根、蓝纹奶酪碎、葱、 
自制酪乳莳萝酱

加：香脆鸡肉饼 $6  极佳级牛肉饼 $8  火鸡肉饼 $6  和牛肉饼 $13

2 BAYFRONT AVE, SINGAPORE 018972

65 6688 9957    @BLACKTAPSG

可外带

所有价格需附加10%服务费及现行消费税。
点菜前，如有食物过敏者，请通知您的服务人员。进食生和未熟的肉类、家禽、海鲜、贝类、或蛋类，可能会增加患食源性疾病的风险。

古法式汉堡 | 24
极佳级牛肉汉堡、香菇、瑞士芝士、 

焦糖洋葱、辣根酱

德州式汉堡 | 26
极佳级牛肉汉堡、熟成切达芝士、香脆洋葱圈、 

培根、美式烧烤酱、蛋黄酱

全美式“不可能”汉堡 | 29
“不可能”汉堡、美国芝士、特制酱

法拉费汉堡 | 21
法拉费饼、芝麻酱、腌洋葱、希腊菲达芝士、 

鹰嘴豆泥

全美式汉堡 | 23
极佳级牛肉汉堡、美国芝士、特制酱

卡罗莱纳式汉堡 | 26
极佳级牛肉汉堡、美国芝士、手撕烟熏猪肉、 

酪乳生菜丝、特制酱、卡罗莱纳式烧烤酱

墨西哥式汉堡 | 25
极佳级牛肉汉堡、灯笼椒杰克芝士、 

香脆洋葱圈、腌制墨西哥辣椒、辣椒蛋黄酱

比萨汉堡 | 24
极佳级牛肉汉堡、意式番茄酱、 
炸马苏里拉奶酪、帕尔玛芝士丝

辣牛肉芝士汉堡 | 25
极佳级牛肉汉堡、牛肉辣酱、美国芝士、松脆洋葱、 

美味奶酪酱

加利福尼亚式汉堡 | 24
全天然火鸡汉堡、碎牛油果、瑞士芝士、松露蛋黄酱

羊肉汉堡 | 24
草食羊肉汉堡、腌菜、腌洋葱、瑞士芝士、 

自制酪乳莳萝酱

格雷格·诺曼汉堡 | 27
220克和牛汉堡、自制酪乳莳萝酱、蓝纹芝士、芝麻菜

三度荣获纽约红酒美食节汉堡单元的“人民选择奖”

可另加于汉堡、沙拉和三明治的配料

煎蛋 $2   培根 $3   牛油果 $3   芝士 $2   自制酱料 $2   炒香菇 $3   焦糖洋葱 $2   生洋葱 $2   牛肉饼 $8   火鸡肉饼 $6   香脆鸡肉饼 $6    
和牛肉饼 $13   烤鸡肉饼 $6   羊肉肉饼 $8   法拉费 $6   “不可能”肉饼 $13   手撕猪肉饼 $4  

手工汉堡
所有汉堡均搭配 生菜、番茄、腌菜和薯条/替换洋葱圈、地瓜薯条、自制沙拉或任何配菜 $3

利用“不可能”食材制作以上任何汉堡另加$8 / 所有汉堡皆煮至中温 / 无麸质面包 $3 / 纯素面包 $3



可外带
所有价格需附加10%服务费及现行消费税。

点菜前，如有食物过敏者，请通知您的服务人员。进食生和未熟的肉类、家禽、海鲜、贝类、或蛋类，可能会增加患食源性疾病的风险。

经典奶昔 | 12  巧克力  香草  咖啡  黑樱桃  草莓  焦糖  榛果巧克力酱  花生酱  奥利奥曲奇奶油

鸡尾酒 | 21
东京柠檬

柑橘清酒、香橙、柠檬

BLACK TAP之驴
伏特加、姜、黄瓜、青柠、苏打水

草莓碎
银朗姆酒、薄荷、青柠、草莓

教父第二部
(古法风格) 

波本威士忌、阿玛雷托、比特酒、橙皮卷 

水上烟雾
伏特加、西瓜、青柠、龙舌兰、烟熏盐

阿佩罗开胃鸡尾酒
阿佩罗、普罗塞克、苏打水

经典尼格罗尼
金酒、金巴利、甜香艾酒、橙皮卷

麦叔甘蔗
黑朗姆酒、百香果、罗勒、姜

格雷伯爵沙瓦
波本威士忌、格雷伯爵茶、柠檬、蛋清

雷士德之子
特其拉酒、金巴利、橙、柠檬

无酒精鸡尾酒 | 12
凤梨姜啤酒
凤梨、姜和青柠

莓蜂蜜霍奇
覆盆子、青柠和蜂蜜

冰沙 | 20
请向您的服务人员询问当日特饮

冰茶与柠檬水 | 7
冰茶   柠檬水    百香果柠檬水   草莓柠檬水

苏打水 | 6
可口可乐  零度可口可乐  
雪碧  葡萄味芬达汽水

墨西哥苏打水 | 11
芒果   可乐   番石榴   柳橙   青柠

招牌酒 杯 | 16  瓶 | 68

白酒 圣海伦娜 夏多娜 智利

 依拉苏，长相思 智利

红酒 翠帝 马尔贝克 阿根廷

 洛神酒庄，西拉赤霞珠 澳大利亚

桃红酒  JAS DES VIGNES桃红2018年 法国

甜酒  宝仙露酒庄莫斯卡托迪阿斯蒂 意大利

桶装手工啤酒 | 17
布鲁克林拉格  布鲁克林，美国 5.2 ABV 
科纳朗伯岛拉格  夏威夷，美国 4.6 ABV
迷失海岸IPA  加州，美国 7.0 ABV
内华达山脉淡色艾尔  加州，美国 5.6 ABV 

新加坡黄金艾尔  新加坡 4.5 ABV
迷失海岸花生酱巧克力牛奶世涛  加州，美国 5.6 ABV
甜水420淡色艾尔  乔治亚，美国 5.7 ABV 
四松太平洋艾尔  澳大利亚 3.5 ABV 

甜水碎酒花IPA  乔治亚，美国 4.2 ABV 
科纳碧浪金色艾尔  夏威夷，美国 4.4 ABV 

迷失海岸大鲨鱼小麦 加州，美国 4.8 ABV
北岸旧拉斯普金帝王世涛  加州，美国 9.0 ABV

手工瓶装啤酒 | 14
北岸贝雕皮尔森  加州，美国 4.7 ABV 

STONE AND WOOD 太平洋艾尔  澳大利亚 4.4 ABV
派对狗火枪手XPA  惠灵顿，美国 4.5 ABV 
桥路比奇夏季艾尔  澳大利亚 4.4 ABV 

迷失海岸黑八世涛  加州，美国 5.8 ABV
猫头鹰苹果气泡酒   法国 4.5 ABV 

加州公鸭酵母麦啤  加州，美国 4.9 ABV

老派与墨西哥啤酒 | 12
百威    科罗娜    喜力    蓝带

水 | 11  芙丝   圣培露气泡矿泉水

曲奇奶油至尊 | 22
奥利奥奶昔

香草霜圈配奥利奥碎，上层放“曲奇奶油”三明治、 
碎奥利奥、奶油和巧克力酱

BAM BAM奶昔 | 20
果味麦片奶昔

香草霜圈配果味麦片，上层放果味麦片 
棉花糖米通、草莓味塔塔饼、拉菲太妃软糖、 

奶油和樱桃

纯素黑白蛋糕奶昔 | 25
巧克力奶昔

香草霜圈配迷你巧克力片， 
上层放黑白蛋糕切块、奶油和巧克力酱

棉花糖 | 24
草莓奶昔

香草霜圈配蓝、粉红和珍珠巧克力， 
上层放粉红棒棒糖、碎石糖、奶油和棉花糖

蛋糕奶昔 | 22
蛋糕糊奶昔

香草霜圈配彩虹米，上层放Funfetti 
蛋糕切块、奶油、彩虹米和一颗樱桃

曲奇奶昔 | 21
香草曲奇奶昔

香草霜圈配曲奇饼碎，上层放 
“曲奇三明治”、碎曲奇饼、巧克力片、 

奶油和巧克力酱

甜与咸 | 22
花生酱奶昔

巧克力霜圈配巧克力宝石糖，花生酱杯上层放 
焦糖棒棒糖、椒盐脆饼条、巧克力脆饼条、 

奶油和巧克力酱

布鲁克林大停电 | 20
巧克力奶昔

巧克力霜圈配迷你巧克力片，上层放 
巧克力布朗尼、奶油和巧克力酱

吉事果巧克力卷饼 | 24
肉桂谷物片奶昔

香草霜圈配肉桂谷物片，上层放巧克力卷饼、 
两条吉事果、奶油和焦糖牛奶酱

CRAZYSHAKE®

奶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