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咖啡 | 茶  –  热/冷

	 小	 大

滴滤咖啡	 $5.50	 $6

冰滴咖啡	 $6	 $6.50

浓缩咖啡	 $4	 $4.80

美式咖啡	 $5	 $5.50

拿铁咖啡	 $6.50	 $7

平白咖啡	 $6.50	 $7

卡布奇诺	 $6.50	 $7

摩卡	 $6.50	 $7

绿茶拿铁	 $9	 $9.50

印度风味特色拿铁	 $8	 $8.50

印度奶茶	 $7	 $7.50

焦糖玛奇朵	 $6.50	 $7

马萨克朗（冰饮）	 $6.50	 $7	
浓缩咖啡	|	柠檬汁	|	冰	

Origin + Bloom 马萨克朗（冰饮）	 $6	 $6.50	
冰滴咖啡	|	柠檬汁	|	冰	

浓缩汤力（冰饮）	 $6	 $6.50	
浓缩咖啡	|	汤力水	

茶 $5	
香兰伯爵	|	英式红茶	|	母老虎薄荷	|		
洋甘菊薰衣草	|	日本煎茶	|	铁观音	

热巧克力	 $6.50	 $7.50

咖啡综合饮料

	 小	 大

咖啡	 $6	 $7

摩卡	 $6	 $7

焦糖	 $6	 $7

新鲜芭菲及木斯里

芭菲及木斯里	 	 $9

Killowen酸奶	 	 $7

新鲜水果及果汁

切片水果	 	 $9

果汁	 	 $7

新鲜水果	 	 $2

冷饮

Remedy原味康普茶	 $9

Remedy Switchel血橙味	 $9

Remedy Switchel热带风味	 $9

Remedy纯椰子水克非尔	 $9

冷压果汁 $7	
光泽	|	净化	|	ABC	

Gusto Organic有机可乐	 $7

斐济水	 $5

圣培露气泡矿泉水	 $5

可乐	 $3.50

健怡可乐	 $3.50

零度可乐	 $3.50

雪碧	 $3.50

虎牌啤酒	 $12

迷失海岸大白鲨小麦白啤酒	 $15

非乳制牛奶替代品（豆奶、杏仁奶、椰奶、无乳糖奶）加$1	
焦糖	|	榛果	|	香草	加$0.70

非乳制牛奶替代品（豆奶、杏仁奶、椰奶、无乳糖奶）加$1	
焦糖	|	榛果	|	香草	加$0.70

碗沙拉

尼斯吞拿鱼沙拉 $12	
樱桃番茄、马铃薯、肯亚豆、鹌鹑蛋、银鱼、萝蔓莴苣、	
意大利黑醋汁	

科布沙拉 $12	
梅斯克伦沙拉、鸡肉、培根、红洋葱、水煮蛋、肯亚豆、	
番茄、蓝纹奶酪沙拉酱	

凯撒沙拉 $12	
萝蔓莴苣、鸡肉、培根、番茄、炸面包丁、凯撒调味酱	

希腊沙拉 $12	
菲达奶酪、灯笼椒、红洋葱、黄瓜、萝蔓莴苣、希腊油醋汁	

三明治

巴黎三明治 $14	
法式火腿、诺曼底黄油、法式长棍面包	

巴黎奶酪三明治 $14	
法式火腿及格吕耶尔奶酪、法式长棍面包	

65号 $14	
白切鸡、姜、葱、芫荽、法式长棍面包	

会长 $14	
烟熏三文鱼、奶油奶酪、莳萝、刺山柑、红洋葱、贝果	

整整9码 
4厘米| 8厘米| 整个	 $16	|	$29	|	$85	
意式猪肉肠、西班牙香肠、Jésus香肠、	
金门火腿、法国干香肠、腌蔬菜、天然酸酵母面包

大师 $15	
帕尔玛火腿、马苏里拉奶酪、榅桲、芝麻菜、	
天然酵母面包	

经典 $15	
烟熏牛肉、瑞士奶酪、德式酸菜、天然酵母面包	

苗条优雅 $15	
烤灯笼椒、茄子、夏南瓜、鹰嘴豆泥、无面粉面包	

热度 $15	
唐杜里鸡、雷塔、青柠蒜泥蛋黄酱、菠菜卷	

所有价格包括7%消费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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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价格包括7%消费税。

糕点

芒果 $10	
巧克力壳、水仙芒慕斯、百香果荔枝果冻、砂拉越胡椒	

黑色交响曲 $10	
碧根果布朗尼蛋糕、咸焦糖、可可碎粒	

奶酪蛋糕 $9	
阿萨伊果冻、青柠糕点奶油、布列塔尼饼干	

夏洛特蛋糕 $9	
意大利海绵蛋糕、混合莓果、西西里开心果慕斯琳	

咖啡挞 $9	
白巧克力、奶油、咖啡豆	

开心果草莓挞 $9	
杏仁粉、开心果、草莓精华	

玫瑰 $9	
尚博尔（酒精）、覆盆子果泥、白巧克力、	
马斯卡彭奶酪、荔枝利口酒、鲜覆盆子	

苹果挞 $9	
卡尔瓦多斯慕斯、焦糖肉桂苹果、香草釉	

蒙布朗 $9	
甜面团挞皮、栗子酱、杏仁奶油、蔓越莓果泥	

柑橘水果挞 $9	
杏仁、鲜橙、鲜葡萄柚、鲜血橙、薄荷叶、柠檬、奶黄	

招牌巧克力

单品皮埃蒙特榛果糖马卡埃巧克力块 $15	
单品巴西马卡埃巧克力、蔗糖、烤皮埃蒙特榛果、	
牛奶巧克力、可可脂、杏仁碎粒	

单品马尔科纳杏仁果仁糖Illanka黑巧克力块 $15	
单品秘鲁“Illanka”黑巧克力、烤马尔科纳杏仁、	
蔗糖、牛奶巧克力、可可脂、杏仁碎粒	

单品西西里开心果果仁糖巴厘岛巧克力块 $15	
单品印尼巴厘岛巧克力、烤西西里开心果、蔗糖、	
牛奶巧克力、小麦粉、可可脂	

橙味巧克力夏威夷果 $19	
烤夏威夷果、牛奶巧克力、可可粉、糖粉、橙皮屑	

柠檬味巧克力榛果 $19	
意大利焦糖榛果、黑巧克力、柠檬皮屑、可可粉	

草莓味巧克力杏仁 $19	
焦糖马尔科纳杏仁、草莓味巧克力、糖粉	

焦糖巧克力开心果 $19	
烤西西里开心果、焦糖巧克力、糖粉	

每日新鲜出炉烤面包

香蕉核桃 $9	
黑糖、焦糖香蕉、烤核桃、天然酵母	

天然酵母面包 $9	
经典面包（发酵16小时）	

碧根果葡萄干 $9	
烤碧根果、加州葡萄干配枫糖浆、天然酵母	

红酒果干面包	 $9	
蔓越莓干、加州葡萄干、红酒、天然酵母	

木斯里 $9	
五谷杂粮种子面包、天然酵母	

法式长棍 $4	
传统法式长棍面包、天然酵母	

摩登法式巧克力面包	 $7

手工蛋糕

开心果及樱桃 350克	 $22

柠檬 350克	 $22

盐渍香橙巧克力 350克	 $22

法式甜点

巧克力面包	 $4

牛油牛角面包	 $3.50

彩虹牛角面包	 $4

奶酪火腿牛角面包	 $5.50

乌打牛角面包	 $5.50

松糕	 $4

凤梨丹麦酥	 $4

碧根果丹麦酥	 $4

草莓丹麦酥	 $4.50

曲奇	 $3.50

玛德莲蛋糕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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