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早餐 

服务时间为06:00 AM-11 AM 

 

全爱尔兰€30 

鲜榨果汁或蔬菜汁， 

两个大型自由放养的鸡蛋 

- 根据您的喜好煮熟（3） 

爱尔兰背火腿，猪肉香肠（1.7和10）， 

黑白布丁（1,7） 

烤蘑菇，番茄和土豆 

新鲜水果沙拉或水果酸奶（2） 

烤多谷物面包的选择，白色 

Pan＆Soda面包黄油和蜜饯（2） 

选择茶或咖啡 

 

大陆28欧元 

新鲜压制的水果或蔬菜汁，切片甜瓜和菠萝 

各式各样的丹麦糕点，松饼，羊角面包（1,2） 

烤多谷物面包，白锅和苏打面包的选择（1,2） 

黄油和蜜饯（2） 

选择茶或咖啡 

 

功率24欧元 

新鲜压制的水果或蔬菜汁 

燕麦片（1）含脱脂牛奶（2） 

时令水果，希腊酸奶和 麦片 

鲜果沙拉 

烤多谷物面包（3），黄油（2）和蜜饯 

选择茶或咖啡 

 
 

所有价格均为欧元，含增值税。 

 

7.50欧元的运费将添加到您的账单中。 

  



鸡蛋和特产免费范围鸡蛋 

阳光明媚的一面朝上，太简单，炒，水煮的，煮沸 GF 

配烤土豆和吐司选择（1） 

包括您选择的一侧1/3 

一个鸡蛋€7两个鸡蛋€10 

 

三个蛋煎蛋卷（1,2）€15 

马铃薯哈希，吐司选择火腿，切达干酪， 

番茄，芦笋，蘑菇，甜椒，葱， 

烟熏三文鱼，菠菜 

 

健康蛋白煎蛋（1,2,3）€15 

菠菜，番茄，花草香草意大利乳清干酪和素食香肠， 

选择火腿，切达干酪，番茄，吐司选择 

芦笋，蘑菇，甜椒，葱， 

烟熏三文鱼，菠菜 

 

班尼迪克蛋（1,2,3）15欧元 

爱尔兰金门，英式松饼和荷兰蛋糕 

 

鸡蛋佛罗伦萨（1,2,3）€15 

英式松饼，菠菜和荷兰蛋糕 

 

烟熏三文鱼本尼迪克特（1,2,3）€15 

烤洋葱面包圈和荷兰蛋糕 

 

美味的比利时华夫饼干（1,2）15欧元 

新鲜浆果，香草奶油和枫糖浆 

 

柠檬意大利乳清干酪煎饼（1,2,3）€12 

自制蓝莓果酱枫糖浆 

 

双方€6 

爱尔兰Rasher，酥脆美式培根火腿， 

猪肉香肠（1,7,10）素食香肠（1）焗豆， 

烤腌鱼（5），布丁（1,7）烤土豆 

  



燕麦片€6 

全脂牛奶（2），低脂肪（2），脱脂（2），大豆（7）， 

有机蜂蜜有机燕麦粥 
 

麦片（1,2）€9 

时令水果，希腊酸奶和蜂蜜 

 

糕点，面包，水果和谷类（1,2,3）€9 

糕点：黄油牛角面包，痛苦的巧克力，香蕉面包 
 

吐司（1）€5 

多粒棕色，白色平底锅，爱尔兰棕色苏打水，英式松饼 

烤百吉饼（1） 

 

普通，芝麻，洋葱，不含麸质€5 

奶油芝士（2）€7 

烟熏三文鱼7欧元 

 

谷物（1）€6 

水果和纤维，全麸皮原味，麸皮片，玉米片， 

脆米花，Frosties，Coco Pops，维他麦 ， 

牛奶什锦早餐，格兰诺拉麦片，全脂牛奶（2）低脂肪（2），脱脂（2）， 

豆浆（7），香蕉，草莓 

 

水果和浆果 

切片季节性水果和浆果GF€12 

 

混合浆果碗GF€11 

 

酸奶（2）GF€7 
 

国际美食 

粥8欧元 

洋葱，香菜，泡菜 
 

蒸或煎点心€9 
 

小麦面条€9 
 

如果您有饮食限制，请通知工作人员 

你的要求。含有麸质（1），含有乳制品（2）， 

包含鸡蛋（3），包含甲壳类（4），包含鱼（5），包含 

花生（6），含有大豆（7），含有坚果（8），含有芹菜（9）， 



包含芥末（10），含有亚硫酸盐（11），包含芝麻（12）， 

包含羽扇豆（13），包含贝类（14.） 

  



冷饮 

 

鲜榨果蔬汁6欧元 

橙，葡萄柚，每日果汁 
 

冷冻果汁（2）€6 

苹果，番茄，西梅，蔓越莓，菠萝，芒果 

冰沙，每日果汁（2） 
 

热饮料SML / L. 

 

咖啡选择€6 /€10 

过滤咖啡 - 酿造，定期或脱咖啡因 

卡布奇诺咖啡，拿铁咖啡，浓咖啡，美式咖啡 

 

红茶选择€6 /€10 

爱尔兰早餐，伯爵茶，英式早餐， 

Lapsang Souchong，Masala Chai，大吉岭， 

英式早餐Decaf 
 

绿茶选择€6 /€10 

Genmaicha，Jasmine Pearls，火药， 

摩洛哥薄荷 
 

凉茶选择€6 /€10 

芦荟马鞭草，柠檬草和生姜，Rooibos， 

薄荷，洋甘菊 
 

热巧克力（2,7）€6 

  



服务时间为上午11点至晚上11点 

小吃开始 
 

烧烤鸡翅（1,7,12）€10 

萝卜和春天洋葱沙拉 

 

牛肉滑块（1,2,3）11欧元 

布里干酪，松露蛋黄酱 

 

肋骨和翅膀（1,7）€11 

鸡翅，烟熏婴儿排骨，酸菜白菜 

 

汤和沙拉 

 

慢烤番茄汤€10 

大蒜 Crouton GF 
 

鸡肉面条汤（1）10欧元 

蔬菜，天使头发面食 

 

每日汤10欧元 

 

凯撒沙拉（1,3） 

莴苣，培根，油煎面包块，巴马 €12 

 

菠菜和蓝莓（8,11）€12 

菠菜叶，牛油果，橙色部分，藜麦，蓝莓， 

向日葵和南瓜种子，核桃 
 

烟熏三文鱼（1,5）€13 

爱尔兰苏打面包，火箭沙拉，柠檬 

冷冻虾鸡尾酒 

 

鳄梨，玛丽玫瑰，柠檬18欧元 

 

所有价格均为欧元，含增值税。 

 

7.50欧元的运费将添加到您的账单中。 

  



电源 

 

鱼和薯条（1,2,5）€18 

黑线鳕，糊状豌豆，鞑靼酱 

 

每日意大利面17欧元 
 

爱尔兰牛肉汉堡（1,2）€20 

6盎司爱尔兰牛肉，松露焦糖洋葱，都柏林奶酪， 

辣椒津津有味，培根，奶油蛋卷面包，瘦薯条 
 

从烧烤 

 

市场捕获 

根据鱼类供应情况每日特价。 （市场价） 

 

10盎司爱尔兰烤Striploin（2,9,11）€26 

大蒜土豆，炒蘑菇，焦糖洋葱， 

胡椒酱 

 

6盎司爱尔兰牛肉片（2,3,11）€34 

烤婴儿土豆，烤根菜类，Béarnaise酱 

 

玉米鸡（1,2）18欧元 

香肠和羊乳酪烤红薯，辣豆 

 

有机爱尔兰三文鱼（1,7）€19 

蔬菜炒菜，橙姜汁 
 

比萨（1,2）€16 

火腿，洋葱，蘑菇，鸡肉，辣椒，辣椒， 

意大利辣香肠，菠萝马苏里拉奶酪，甜玉米 

 

国际美食 

 

五香扁豆汤€10 

 

皮塔，鹰嘴豆泥和沙拉三明治14欧元 

 
Nasi Goreng€18 
 

Pad泰国€18 



 

Tikka Masala Curry（1）€18 

香米，Poppadom，香辣泡菜，Raita 
  



三明治 
 

都柏林人（1,2,10）€14 

奶油蛋卷面包，都柏林奶酪，烤火腿， 

全麦芥末酱，瘦薯条 

 

鸡肉，培根和布里（1,2,13）€14 

红洋葱 ，卡真鸡，培根，布里干酪， 

恰巴塔面包，紧身火 

 

鸡俱乐部（1,3）18欧元 

生菜，鸡肉，番茄，鸡蛋，碎鳄梨， 

脆皮培根，瘦薯条 
 

双方€5 
 

烤红薯（1,2,11） 

 

花园沙拉（10） 

谷物芥末酱 

 

蒸婴儿土豆（2） 

韭菜和黄油 
 

奶油土豆泥（2） 
 

科尔坎农（2） 

白菜，春葱GF 
 

瘦薯条 
 

时令蔬菜 

 

五香青豆（2） 

Sambal辣椒，黄油 

  



甜点 
 

季节性水果碎（1,2,8）€8 

香草冰淇淋 
 

切片季节性水果和浆果€7 

 

手工奶酪（1,2）12欧元 

无籽葡萄，薄脆饼干 

 

温暖的巧克力蛋挞（1,2,8）€7 

香草冰淇淋 
 

琐事（1,2,3,7）€7 

海绵，浆果果酱，尚蒂伊 

 

冰淇淋和冰糕的选择（2,3）€6 

每日选择 

向您的服务器询问可用的口味 

 

美味的圣代（1,2,3,7）€7 
 

奶昔- 经典（2）€5 

巧克力，草莓，香草 

  



服务时间为上午11:00至凌晨06:00 

 

凯撒沙拉（1,3） 

油煎面包块，陈年巴马干酪，莴苣，培根€14 

+腌制虎虾（14） 

 

菠菜和蓝莓（8,11）12欧元 

菠菜叶，牛油果，橙色部分，藜麦， 

蓝莓，向日葵和南瓜种子，核桃 

 

烟熏三文鱼（1,5）€13 

爱尔兰苏打面包，火箭沙拉，柠檬 

 

三明治 
 

都柏林人（1,2,10）€14 

奶油蛋卷面包，都柏林奶酪，烤火腿， 

全麦芥末酱，瘦薯条 

 

鸡肉，培根和布里（1,2,13）€14 

红洋葱 ，卡真鸡，培根，布里干酪， 

恰巴塔面包，紧身火 

 

甜点 
 

冰淇淋和冰糕（2,3）9欧元 

每日选择 

 

切片季节性水果和浆果（1,2,3,7）€12 

 

爱尔兰奶酪（1,2）12欧元 

无籽葡萄，薄脆饼干 

 

所有价格均为欧元，含增值税。 

 

7.50欧元的运费将添加到您的账单中。 

  



饮料清单 

 

香槟GLS / BTL 

香槟香槟125ml / 750ml 

Perrier-JouëtGrandBrut，NV€20 /€95 

内华达州布鲁特的Laurent-Perrier - / 105欧元 

Taittinger Brut，Reserve，NV - /€120 

内华达州Deutz Brut - /€130 

内华达州BollingerSpecialCuvée - /€160 

Ruinart，Blanc de Blancs - /€175 
 

RoséBrut香槟 

Perrier-JouëtBlasonRosé，NV€23 /€110 

Ruinart，RoséNV - / 135欧元 
TaittingerPrestigeRoséNV - /€15 

Laurent-PerrierCuvéeRoséNV - / 180欧元 
 

复古香槟 

Perrier-JouëtBelleEpoque 2008 - /€175 
BollingerGrandeAnnée2005 - /€175 

Dom Perignon 2009 - / 335欧元 
Louis Roederer Cristal 2009 - /€395 

2006年Taittinger Comtes de Champagne Blanc de Blancs - /€420 
DomPérignonRosé2004 - /€595 
 

起泡酒 

Valdobbiadene，Prosecco Superiore，Jeio Brut€14 /€65 

Valdobbiadene，JeioCuvée，RoséBrut€15 /€70 
 

白葡萄酒GLS / BTL 

175毫升/750毫升 

Picpoul de Pinet，Domaine Delsol€9 /€36 

Delle Venezie，Pinot Grigio€10 /€40 

Aotea，Sauvignon Blanc，Seifried Family€12 /€48 

Chablis，ChâteaudeViviers，Lupé-Cholet€13 /€52 
Sancerre'Les Pierres Blanches'Famille Bougrier€14 /€56 
 

玫瑰红葡萄酒GLS / BTL 

175毫升/750毫升 
Domaine de l'Abbaye Saint-Hillaire€10 /€40 
 

红酒 

Alandra，Esporão€9 /€36 

Don David，Malbec Reserve€10 /€40 

Torreon，Cabernet Sauvignon Rerserva€11 /€44 

Rioja Crianza，La Montesa€12 /€48 



Médoc，ChâteauLacombeNoaillac，Cru Bourgeois€14 /€56 
 

甜点葡萄酒GLS 

75毫升 

Banyuls'Mademoiselle O'Dom。 Pietri-Geraud Roussillon，2013€14 

Jurançon'ClosUroulat'Charles Hours，South West，2014€15 

Casta Diva，Moscatel，LaBáscula，2013 
 

爱尔兰威士忌 

詹姆森6.5欧元 

为金标提供6.5欧元的权力 

Bushmills Black Bush€7 

绿点€11 

黄点€14 

Redbreast 12岁13欧元 

米德尔顿非常罕见2017€34 

 

苏格兰威士忌 

芝华士富豪12岁8欧元 

尊尼获加黑标8.5欧元 

Glenlivet创始人储备9欧元 

Glenmorangie 10年旧款€28 

麦卡伦21年精品橡木€62 

 

美国和加拿大威士忌 

杰克丹尼尔6.5欧元 
Bulleit€7.5 

伍德福德保护区€8 

 

杜松子酒 
Beefeater€6.5 

孟买蓝宝石€7 

Gunpowder Drumshambo爱尔兰杜松子酒€8.5 

亨德里克的8欧元 
Tanqueray No. Ten€8.5 

猴子47€12 

丁格尔€7 
Jawbox€11.5 
 

伏特加 
Absolut Blue€6.5 
Grey Goose€9.5 
Belvedere€9.5 

丁格尔€7 



 

朗姆酒 

哈瓦那俱乐部3Yr Old Rum€6.5 

哈瓦那俱乐部7岁的朗姆酒8欧元 

Ron Zacapa Centenario，Sistema Solera 23€13.5 
 

龙舌兰酒 

Olmeca Altos Blanco€8 
Olmeca Altos Reposado€9 
Don Julio Blanco€10.5 
 

科涅克白兰地 

轩尼诗VS€7.5 

Courvoisier VS€7.5 

轩尼诗VSOP 12欧元 

 

港口和雪利酒 

Sherry'Fibo'La Ina，Lustau€7 

雪利酒'稀有奶油'Lustau€8 

Port'Tawny'Otima 10，Warre的€13 
 

请注意，我们的标准措施是35毫升，精神是 

也可根据要求提供25ml的措施。 港口，雪利酒和 

苦艾酒是70毫升 
 

开胃酒和Digestif 
Campari€6.5 
Grand Marnier€8 

本笃会8欧元 

Drambuie€7 
 

利口酒 
Baileys€6.5 
Sambuca Ramazzotti€6.5 
Disaronno Amaretto€6.5 

君度欧元6.5欧元 
Pimms No.1€6.5 
 

瓶装啤酒 
Coors Light€6.3 
Corona€6.3 

喜力€6.3 
Bulmers€6.5 
Bulmers Light€6.5 
Peroni€6.4 
Erdinger Non-Alcoholic€6.3 
 



工艺瓶装啤酒 

O'Hara's Stout€8 

奥哈拉的红啤酒8欧元 

Kinsale Irish Pale Ale€8 
Poachers Grand Soft Day IPA€8 
Kinsale Black Ale€8 
Bru Ri IPA€8 

Stonewell中型苹果酒€8.5 

Fulcrum小麦啤酒€8.5 
 

生啤酒GLS / PINT 

吉尼斯€3.4 /€6.2 

史密斯威克的€3.4 /€6.2 
Rockshore€3.5 /€6.3 

喜力€3.5 /€6.3 
 

软饮料 

可乐3.5欧元 

健怡可乐3.5欧元 

可口可乐零售价3.5欧元 

Sprite Zero€3.5 

芬达橙€3.5 

芬达柠檬€3.5 

红牛5欧元 

 

汤力水 

1783酥脆滋补水€4 

1783 Light Tonic Water€4 

Fever-Tree Indian，Fever-Tree Naturally Light€4 
Thomas Henry Elderflower€4 

Thomas Henry葡萄柚4欧元 
1724 Tonic€5 
Poacher's Well Irish€4.5 

芬蒂曼的植物园4.5欧元 
Merchant's Heart Hibiscus€4.5 
 

搅拌机 

发烧树柠檬水€4 

发烧树苏打水€4 

发烧树姜汁啤酒4欧元 

发烧树生姜啤酒€4 

 

矿泉水 

River Rock Still（330ml）€3 



River Rock Sparkling（330ml）€3 

San Pellegrino（750毫升）€5 

Acqua Panna（750ml）€5 

斐济（500毫升）5欧元 

 

所有价格均为欧元，含增值税。 

7.50欧元的运费将添加到您的账单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