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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00   /720ml

新政 秋櫻 
如烤香蕉般的華麗香甜香氣，入口後高雅的甜味與溫柔的

酸度，再加上木桶的香氣相互調和，適合搭配燒肉料理。

4

$2900   /720ml

新政 天鵞絨
使用秋田縣產的高級酒米，並於木桶中釀造而成，此款是

Color系列中最具渾厚餘韻的酒款。

3

$1800   /720ml

新政 琉璃
融合清爽的柑橘與葡萄甜美香氣，在嘴中留下美山錦的簡

單清透的印象，能感受到柔軟豐富的旨味與甜味散發於口

中。

2

$1450  /720ml

新政 生成 
來自米的甜味，自然順口又輕盈,清爽微酸並挾帶特有的微

氣泡為您的舌頭帶來舒服的刺激感。

1

$3900 /720ml

獺祭精碾二割三分
獺祭釀造的最高級，一整顆山田錦米使用最中心、最

精華的23%，釀造出細緻無比的風味，這種渾然天成

的平衡感在滑進喉嚨後會散發出清爽的口感。

7

$1800   /720ml

釀人九平次希望之水
入口時可以感受到酵母獨特的微微酸味，又帶點柔順的熱

帶水果香氣，彷彿有品嚐白葡萄酒般的感覺，是一款甜度

適中不膩的酒。

11

$1080/瓶 $150/杯

山崎焙煎樽梅酒
山崎梅酒陳放於美國白橡木桶中三年成為梅酒風味，讓香

濃的梅酒之中，飄著淡雅的梅子香氣，還有些微的梅子甜

味口感，配上麥芽的香甜。

6

$1500   /720ml

道灌 渡船六號
味道屬於濃厚甘醇，入口後，味道會強而有力的瞬間在口

中散發，稍微回溫後，會帶有點蜂蜜香，非常適合推薦給

平常喜歡渾厚酒感的朋友們。

10

$380   /300ml

日本Mio澪氣泡酒
以5~10℃的低溫鎖住酒的米香，同時保留尾韻的果香，

酒精度5%的易親近優勢，在日本粉領族社交圈中頗受好

8

$1450  /720ml

日本會津譽 純米大吟釀
水果酸香飽滿，入口初段酸味明顯，尾韻突然而來的甜味

為會津譽酒造獨一無二的特色。

13

$1180

香桐粉紅氣泡酒 
新鮮成熟的黑櫻桃、甘橘，以及酵母陳年所帶來的烤派皮

芬芳風味，口感散發草莓與香草冰淇淋的奶油般觸感，溫

和柑橘氣息帶給味蕾清爽與平衡感。

12

$1080   

香桐氣泡酒 
嗅覺上充滿清新、優雅的果香，優雅牛軋糖與烘烤和果的

風味，以夏多內葡萄為主軸，增添多層次風貌與口感。

9

$680   /300ml

鈴鹿川純米吟釀
如果實般的香氣、穩重且優雅，酒質呈現紮實與絕妙的平

衡感，建議以低溫品飲。

14

$2380 

法國酩悅香檳 
口味清冽不甜，清新爽口，酒香中夾雜白檸檬和葡萄花蕾

芳香，飲後仍留存若有似無的花果香。

16

$3500

法國酩悅 2002 年份香檳
使用夏多內、黑皮諾、莫尼耶皮諾等 3 種葡萄品種，以此

帶來風味層次多變、細膩、成熟、充滿獨特個性的陳年香

檳。

15

$3080

法國酩悅粉紅香檳
浪漫的粉紅色酒汁，擁有萊姆和山楂花清雅的芳香及隱約

的黑醋栗味，口感紮實並帶著上好野莓果香。

梅酒 PLUM WINE 

清酒 SAKE  

氣泡酒 SPRKLING WINES

香檳酒 CHAMPAGNE 

17

$3300

法國凱歌皇牌香檳
馥郁果香混合著香草、奶油蛋捲的氣味，口感濃醇、泡沫

細緻，有著來自多種葡萄間的清新。

25

$1180

義大利羅密歐紅葡萄酒
深沈濃郁的色澤，傳出陣陣濃郁的紅色漿果與香草氣息，

風味均衡、單寧柔順，餘韻柔軟而圓潤。

19

$7800

法國皮耶爵花漾年華 2008年份香檳
淡雅的香氣蘊含檸檬、白桃、西洋梨和淡淡的鳳梨與花卉

香氣，口感細緻、圓潤，尾韻帶有堅果和水果的風味，絲

滑的氣泡呈現悠長柔細的餘韻。

27

$600

智利老樹藤雪多利特級白葡萄酒
閃耀著綠色光澤的亮黃色，水蜜桃、杏桃和梨子的成熟甜

味香氣，並帶有柑橘的調性，迷人的酸度提供了均衡細緻

的特性和優雅的餘韻。

18

$2700

法國皮耶爵特級香檳
撲鼻而來的是成熟的醇香，帶有辛辣與芳香特色和核果類

水果與鳳梨、蜂蜜、花朵的香氣，口感滑順、原潤爽口。

26

$1600

西班牙沛瑞拉達酒莊皇家婚宴頂級紅葡萄酒  
成熟的果香，帶些烘烤的香氣果仁與可可、咖啡的香氣，

在口中可以感覺到酒體平衡的良好結構，單寧圓潤，並且

帶有非常好的酸度。這酒款的個性鮮明，並且尾韻悠長。

21

$9750

法國香檳王 2002 年份香檳
前味優美一如輕盈的花束，之後轉變為深邃的糖漬水果與

烘烤的味道，隱約帶著一絲甘香，最後化作帶有海鹽風味

的微苦作收。

29

$1280

義大利茱麗葉白葡萄酒
開瓶後陣陣濃郁的溫帶果香，如柑桔、水蜜桃、杏桃與杏

仁等香氣便撲鼻而來，待葡萄酒稍稍回溫後，轉為更加熟

成而奔放的熱帶水果風味，風格清新卻顯得強勁。

20

$7500

法國庫克陳年香檳
濃郁的柑橘香氣與奶油香味，充斥著堅果仁、烤土司風味

的餘味綿密悠長，最後在清新的花香中結束，令人心神嚮

往。

28

$980

阿根廷卡帝那沙巴達艾拉蒙斯夏多娜白葡萄酒
散發成熟蘋果，杏桃及桃子的風味，帶有熱帶水果的層次

，來自橡木桶熟成的棕色辛香料和奶油糖的額外風味及香

氣讓此款均衡的夏多娜白酒更形圓潤。

23

$18800

法國黑桃 A 璀璨金手工香檳
嗅覺上，帶有蜜桃、梨子等果香及花香，酒體呈現清亮的

黃檸檬色澤，口感極度綿密可口，混然天成的美味果香與

些微奶油蛋捲香味，並有著絲綢般悠長的餘韻。

22

$20000

法國粉紅香檳王 2000 年份香檳 
有著黑櫻桃與糖漬橘皮氣味，緊跟著是可可、荳蔻與煙燻

的香氣，滑順的水果風味，透著精細微妙的甜味與粉紅葡

萄柚的沁酸調性。

30

$2800

噶瑪蘭經典 單一麥芽威士忌
以絕佳比例調配，經由台灣獨特的亞熱帶氣候淬鍊，於短

時間達到熟成、呈現香醇平衡的風味，亦為經典的入門酒

款。

24

$850/瓶 $180/杯

智利老樹藤卡貝納特級陳年紅葡萄酒
明亮的紅寶石色，藍莓、黑李和黑醋栗的水果香氣，混合

摩卡咖啡和太妃糖的氣息。

紅酒 RED WINE

白酒 WHITE WINE

威士忌 WHISKEY

※自帶酒類飲用不另收開瓶費，需酌收酒杯清潔費120元/個，損壞需照價賠償。
※酒櫃另有精選特級紅白酒、清酒、精釀啤酒，可另洽服務人員選購。



35

$150  /300ml

比利時康尼森櫻桃啤酒 
清爽、櫻桃微酸口感，而康尼森以自家白啤酒為基底

，加入天然櫻桃果汁，依造傳統古法釀製。 

37

$150   /330ml

德國科隆檸檬啤酒
原味啤酒和檸檬汁以1:1檸檬天然香氣，絕非市面上調味

水果啤酒可比美。

36

$150   /300ml

德國科隆原味啤酒
德國Laboratus實驗室檢驗報告「完全符合德國健康法規

」成分只含：水、麥芽、啤酒花，未添加任何防腐劑及化

學成分。

34

$150  /330ml

比利時康尼森萊姆白啤酒  
清爽口感尾韻稍甜，小麥白啤酒為基底，添加新鮮的萊姆

原汁釀製而成，麥味與萊姆完美融合互不搶味。

39 有機草莓啤酒
草莓特有柔軟和細膩的口味使該啤酒帶有高複雜性和完美

性。柔滑的麥芽味和草莓的香氣美妙的結合，釋放著清新

、熟成的草莓味。

$280   /550ml

33

$240   /330ml

比利時豪格 IPA
口感回甘，麥芽淡淡的甜味伴隨著熱帶水果的香氣，尾韻

有些柑橘的香味。

38 杏桃味啤酒
杏桃啤酒色澤明亮帶朦朧橘子顏色，口感豐富及濃鬱

，成熟的杏桃花香氣味賦予該啤酒一清甜而帶核果酸

味的夏天味道。

$280   /550ml

40

$280   /550ml

有機覆盆子啤酒
帶有一種來自有機覆盆子的天然酸性所誘發的強烈、令人

唾涎的水果風味。緩慢、複雜的發酵過程覆於該特殊水果

啤酒結構和深度。

水果啤酒 FRUIT BEER

32

$240   /500ml

日本惠比壽啤酒 
100％精選優質麥芽和啤酒花，奶油濃厚的麥芽味道是其

他啤酒無法比擬的。

31

$150   /400ml

日本三得利頂級Premium生啤酒
用世界稀有的鑽石麥芽為原料，嚴選歐洲產的頂級啤酒花

，實現華麗的香氣和甘醇濃厚的口感。

啤酒 BEER

無酒精飲品 DRINK

$60可口可樂

$60雪碧

$60綠茶

$90可爾必思

$60紅茶

$90日本元祖彈珠汽水

$100木村櫻花風味可樂

$120木村信州白葡萄汽水

$120木村完熟白桃汽水

$190長野富士蘋果汁 /200ml

$220長野水蜜桃汁 /200ml

喝不醉特調 SPECIAL DRINK

威士忌特調 WHISKY BARTENDING

$150完熟梅酒氣泡

$150粉紅櫻花氣泡

$150角嗨

$150紅粉玫瑰氣泡

$180柚香角嗨

$150可爾必斯氣泡

$180梅香角嗨

$150聖沛黎洛氣泡水
St.Pellegrino

$150巴娜義大利礦泉水
Acqua Panna Water

DRINKS

酒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