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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膳醉雞鍋招牌牛精鍋 泰式冬蔭功鍋清潤雪耳海底椰豬肺鍋

牛精皇特式湯底

L01 招牌牛精鍋(金錢牛肚,牛肺,牛尾,牛腩,牛孖筋,牛膀) $198 

L02 野生松茸豬肚雞鍋 $198 

L03 蕃茄海鮮蟹鍋 $188 

L04 豆腐鮮魚湯鍋 $168 

L05 藥膳醉雞鍋 $168 

L06 清潤雪耳海底椰豬肺鍋 $148 

L07 意式蕃茄牛尾鍋 $148 

L08 泰式冬蔭功鍋 $108 

L09 潮州咸菜胡椒豬肚鍋 $108 

L10 瑤柱上湯冬瓜鍋 $108 

L11 成都麻辣鍋 $98 

鴛鴦另加

L12 傳統蕃茄薯仔鍋 $78 $40

L13 沙爹鍋 $78 $40 

L14 清湯鍋 $78 $40

L15 莞茜馬蹄皮蛋鍋 $78 $40

日本清酒(Sake)

180ml 300ml 500ml 720ml 1.8L

八海山 $168 $238 $468 

獺祭純米大吟釀 $168 $368 $668 

上善如水純米大吟釀 $368 $668 

南部美人純米大吟釀 $398 

久保田紅壽 $738 

熊本神力吟釀 $168 $428 $768 

萬坊純米吟釀 $198 $428 $768 

翠水純米吟釀 $168 $398 $668 

颯純米大吟釀 $178 $428 $768 

紫蘇梅酒 $178 $368 

初戀 - 甘夏蜜柑酒 $268 



酒類(Beer & Wine)

藍妹啤酒
Blue Girl Beer

$34 黑啤
Stout Beer

$36

嘉士伯啤酒
Carlsberg Beer

$29 生力清啤酒
San Miguel Light

$25

朝日啤酒
Asahi Beer

$29 雪花啤酒
Snow Beer

$13

青島啤酒
Tsing Tao Beer

$28 蘋果酒
Somersby Apple Cider

$23

麥啤(黑/白)
Wheat Beer

$30 紅/白酒
Red/ White wine

$228up

C10 刺身盛盒

大$588 / 細$294

時令刺身六款
海膽

珍寶帶子
大甘蝦
北寄貝
螺片
三文魚



飲品

K01 可口可樂 $15 

K02 雪碧 $15 

K03 忌廉 $15 

K04 芬達橙汁 $15 

K05 王老吉(加多宝) $15 

K06 烏龍茶 $18 

K07 綠茶 $18 

K08 梳打水 $18 

K09 竹蔗茅根水(一揸) $38 

K10 咸檸七(一揸) $48 

K11 烏梅汁(一揸) $48 

K12 蒸餾水 $10 

K13 檸檬果汁汽水 $18 

K14 青蘋果汁汽水 $18 

K15 天地壹號 $10 

B21 海鮮盛盒

大$588 /  細$294

時令海鮮六款
活象拔蚌仔
活鮑魚
廣島蠔

紐西蘭蟶子皇
大沙白
游水海蝦
貴妃蚌
元貝



酸薑皮蛋 炸台式花枝丸 越式粉絲皮春卷 紅油皮蛋

餐前小食

E01 酸薑皮蛋 $38 

E02 紅油皮蛋 $38 

E03 越式粉絲皮春卷 $42 

E04 炸菜肉餃子 $48 

E05 口水雞中翼 $48 

E06 日式芝士丸子 $48 

E07 炸台式花枝丸 $48 

E08 炸魚片頭 $58 

E09 蜆芥鯪魚球 $68 

E10 炸墨魚餅 $88 

E11 椒鹽脆骨腩 $88 

E12 椒鹽泥鯭 $88 

廚師推介

M01 Gillardaeu(買5送1) $45 

M02 是日生蠔 時價

M03 聖子皇每隻(兩隻起) $38

M04 活魚刺身 時價

M05 花竹蝦 時價

M06 水晶蟹 時價(需預定)

M07 加拿大象拔蚌 時價

A01 極上牛肉刺身 $428 

B01 本地泥鯭 $98 

G02 即炸紫菜響鈴 $58 



海鮮五層塔

四人份量 $998

紐西蘭蟶子
原隻鮑魚
等大元貝
游水海中蝦
活花甲

紐西蘭青口
鮮蟹豬骨湯粥

以當日時令海鮮為準
請於當日下午1:00前預訂

海鮮刺身

C01 三文魚 $178

C02 三文魚腩 $128

C03 珍寶帶子 $108

C04 北寄貝 $68

C05 甘蝦 $78

C06 紋甲魷魚 $78

C07 泰式海中蝦 $138

C08 象拔蚌刺身 時價

C09 翡翠螺 $68 

C10 刺身盛盒 $536

A01 極上牛肉刺身 $428 



餐前小食: 炸魚片頭及炸春卷

新鮮刺身(3選2):
原條活魚刺身/ 加拿大象拔蚌/ 南非鮑魚5隻

牛皇拼盤
頂級手切牛肉
韓國黑豚肉
鮮雞件半隻
廣島蠔
手打蝦丸
手打墨魚丸
自製鮮蝦雲吞
鳳城水餃

雜菜籃及時菜
雜菌籃
即炸響鈴

手打稻庭烏冬
出前一丁

任選兩款湯底

六-八人餐 ($2,998)A01 極上牛肉刺身 $428

A02 本地手切肥牛(頸脊) $328

A03 本地手切肥牛(肉眼/ 肉眼邊) $288

A04 本地手切肥牛(抓邊) $368

A05 本地手切肥牛雙拼(頸脊+肉眼邊) $298

A06 本地頂級手切雪花肥牛 $528

A07 酒香花雕玫瑰牛肉 $208

A08 頂級手切安格斯牛肉 $238 

A09 美國特級肥牛卷 $118

A10 牛皇拼盤 $488
(牛舌,牛白肉,安格斯牛肉粒,
金錢牛𦟌,本地肥牛,頂級牛肉)

A11 牛精皇 $138
(牛膀,牛尾,牛腩,牛肚,牛肺,牛筋)

A12 極品安格斯牛肉粒 $198

A13 本地牛坑腩 $88

A14 特選牛脷 $98
A

A15 精選牛孖筋 $88

A16 黑牛柏葉 $78
A

A17 白牛柏葉 $48

A18 金錢牛𦟌 $98

A19 牛骨髓 $78

A20 金錢牛肚 $78

A21 頂級牛膀 $48

A22 牛白肉 $128

A23 頂級牛肺 $58

A24 精選牛尾 $78

頂級手切安格斯牛肉

本地手切肥牛(頸脊)

牛白肉

牛皇拼盤



四人餐 ($1,588)

新鮮刺身:
加拿大象拔蚌

美國特級肥牛卷
韓國黑豚肉
鮮雞件半隻
即炸響鈴
生根

手打三寶丸
四式餃子盛
午餐肉
雜菜籃
炸魚皮

手打稻庭烏冬
出前一丁

套餐可自選以下湯底(4選1)或可補差價選配其他湯底
傳統蕃茄薯仔鍋/ 沙嗲鍋/ 清湯鍋/ 芫茜馬蹄皮蛋鍋

優惠二人餐 ($398) 精選二人餐 ($548)

美國特級肥牛卷
鮮雞件半隻
即炸響鈴4件

蔬菜籃
滑豆腐

手打稻庭烏冬
或

出前一丁

頂級手切牛肉
極品安格斯牛肉粒

牛白肉
手打蝦丸
手打墨魚丸
青口x2 
聖子x2

自製鮮蝦雲吞
鳳城水餃
自製韮菜餃
自製魚皮餃
雜菜籃

手打稻庭烏冬
或

出前一丁

套餐可自選以下湯底(4選1)或可補差價選配其他湯底
傳統蕃茄薯仔鍋/ 沙嗲鍋/ 清湯鍋/ 芫茜馬蹄皮蛋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