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矿泉水 ￥550

Drink

【以杜松子酒为基酒】

【以伏特加酒为基酒】

【以朗姆酒为基酒】

【以龙舌兰酒为基酒】

【以利口酒为基酒】

【以其他酒为基酒】

【红薯】

【大麦】

【大米】

【红葡萄酒】

【白葡萄酒】

【香槟】

【起泡酒】

奶酪拼盘 配水果干橄榄 ￥600

什锦干果 ￥700

爆米花 ￥700

巧克力 ￥800

柿子种饼干 ￥800

麒麟生啤“一番榨 PREMIUM” Glass ￥850
Pint ￥1,500

朝日生啤“SUPER DRY” Glass ￥750
Pint ￥1,400

札幌生啤“黑标签” Glass ￥750
Pint ￥1,400

健力士 生啤 Pint ￥1,000

无酒精啤酒 Pint ￥750

山崎梅酒 山崎蒸溜所贮藏

焙煎桶成熟

Glass ￥1,000

杯装葡萄酒（红 /白） Glass ￥950

麦卡伦 12 年 Glass ￥1,350

格兰菲迪 12 年 Glass ￥1,300

久保田（新潟县） Glass ￥1,200

作 惠乃智（三重县） Glass ￥900

长命泉（成田市） Glass ￥750

山崎 18 年 Glass ￥3,000

拉弗格 10 年 Glass ￥1,300

芝华士 12 年 Glass ￥1,200

杰克·丹尼 Glass ￥1,200

IW 哈珀金牌 Glass ￥1,150

梅酒 Glass ￥700

金汤力 ￥1,000

金青柠 ￥1,000

金霸克 ￥1,000

斗牛犬 ￥1,000

自由古巴 ￥1,000

龙舌兰日出 ￥1,000

金巴利苏打 ￥1,000

黑醋栗苏打 ￥1,000

黑醋栗橙子 ￥1,000

黑醋栗牛奶 ￥1,000

蒂她西柚 ￥1,000

￥1,000莫斯科骡子

血腥玛丽 ￥1,050

基尔酒 ￥1,050

红眼睛 ￥1,050

竹鹤 17 年 Glass ￥1,350

越百 Glass ￥1,100

一郎麦芽 “M.W.R” Glass ￥1,600

一郎“麦芽谷物” Glass ￥1,100

知多 Glass ￥1,000

轩尼诗 VSOP Glass ￥1,800

不二才

（鹿児岛）

Glass ￥600 / Bottle ￥6,500

泰明

（大分县）

Glass ￥600 / Bottle ￥6,500

中中

（宫崎县）

Glass ￥600 / Bottle ￥6,500

山猿

（福井县）

Glass ￥650 / Bottle ￥7,000

山翡翠

（福井县）

Glass ￥650 / Bottle ￥7,000

山猫

（福井县）

Glass ￥650 / Bottle ￥7,000

可乐 ￥650

姜汁苏打饮 ￥650

汤力水 ￥650

橙汁 ￥650

西柚汁 ￥650

菠萝汁 ￥650

番茄汁 ￥650

乌龙茶 ￥650

巴黎水 ￥850

奥希耶红葡萄酒

〔法国〕

￥5,000

尼德堡皮诺塔吉

〔南非〕

￥5,000

拉菲巴斯克干白葡萄酒

〔智利〕

￥5,000

作品一号

〔美国〕

￥80,000

巴巴莱斯科

〔意大利〕

Bottle ￥9,000 / half Bottle ￥5,500

经典巴洛罗基安蒂

〔意大利〕

Bottle ￥7,000 / half Bottle ￥4,000

雨果雷司令

〔法国〕

Bottle ￥7,000 / half Bottle ￥4,500

赛伦尼长相思干白葡萄酒

〔新西兰〕

Bottle ￥6,000 / half Bottle ￥4,000

路易亚都夏布利干白葡萄酒 

〔法国〕

Bottle ￥8,500 / half Bottle ￥4,000

酩悦特别酩悦香槟

〔法国〕

Bottle ￥15,000 / half Bottle ￥8,800

维达斯珍藏起泡酒

〔西班牙〕

Bottle ￥6,000 / half Bottle ￥3,500

Draft Beer Wine

日本酒

Plum Wine

Cocktails

Whisky

烧酒

Soft Drink

￥1,500

冷制零食

Food

干食品 /点心

※ 显示的价格和结账价格可能因消费税率变更而有所差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