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果汁 

冲绳县产金桔 100%果汁 1,200 日元 

石垣岛产凤梨 100%果汁                                      1,200 日元 

石垣岛产百香果果汁 1,200 日元 

针叶樱桃 100%果汁 1,200 日元 

芒果汁 1,000 日元 

无盐全熟番茄汁 1,000 日元 

手工榨橙汁 100%果汁 1,600 日元 

 

 

水果&果醋饮品  

芒果&苹果醋饮料 1,000 日元  

葡萄&浆果醋饮料 1,000 日元 

苹果醋饮料 1,000 日元 

 

 

 

 

 

 

 

 

 



香槟&香槟鸡尾酒 

   

  Brut Premier/Louis Roederer 

路易王妃香槟 

 

以高级香槟酒“水晶香槟”闻名世界的著名造酒商“路易王妃”的 

标准型香槟。 

  富含果味及香气，酒体丰腴，口感层次丰富。 

               杯 2,000 日元/瓶(750ml) 12,000 日元 

 

 

Ponsardin brut/ Veuve clicquot 

法国凯歌皇牌特级香槟酒   

 

创立于 1772 年，品牌历史悠久。 

气泡细密、香气浓郁，口感饱满有力。 

                  瓶(750ml) 15,000 日元 

 

 

 

芒果 香槟鸡尾酒 2,000 日元 

金桔 香槟鸡尾酒 2,000 日元 

百香果 香槟鸡尾酒 2,000 日元 

针叶樱桃 香槟鸡尾酒 2,000 日元 

凤梨 香槟鸡尾酒                                             2,000 日元 

皇家基尔鸡尾酒                           2,000 日元              

 

 

上述金额是不含税价格，消费税另计。不收取服务费 

 



泡盛(琉球烧酒)  

 

本岛 北部                    一杯     一合  

本部町   KANEYAMA 15年古酒   43度    1,800 日元  5,000 日元 

恩纳村    万座   古酒        43 度    1,000 日元  12,500 日元 

金武町    松藤 限定古酒       043度       1,200 日元   3,000 日元 

 

本岛 中部 

北谷町    北谷长老 古酒     25 度      0 1,200日元  3,000 日元 

 

本岛 南部 

那霸市    海乃邦 10年古酒     043度           1,300 日元   3,500 日元 

那霸市  OMORO 21 年古酒   40度     1,800 日元     5,000 日元 

 

离岛 酿酒厂  

久米岛    球美 18年古酒          43度         1,500 日元   4,000 日元 

宫古岛  菊之露 V.I.P Gold     30 度        1,000 日元   2,500 日元 

石垣岛  OMOTO 古酒             43度        1,200 日元   3,000 日元 

波照间岛   泡波           30 度       2,000 日元        －    

 

泡盛（琉球烧酒）鸡尾酒 

用琉球烧酒、果汁或茶等混合制成的鸡尾酒。 

芒果&琉球烧酒 1,000 日元 

金桔&琉球烧酒  1,000 日元 

百香果&琉球烧酒 1,000 日元 

针叶樱桃&琉球烧酒 1,000 日元 

凤梨&琉球烧酒      1,000 日元 

香片茶&琉球烧酒     1,000 日元 

乌龙茶&琉球烧酒      1,000 日元 

姜黄茶&琉球烧酒       1,000 日元 

加冰琉球烧酒        1,000 日元 

 

 



日本烧酒  

芋焼酎                             一杯       一合 
富乃宝山       鹿児島 25 度 1,000 日元   2,500 日元 

 

麦焼酎 

吉四六          大分  25度              1,000 日元    2,500 日元 

 

米焼酎 

山
やま

翡翠
せ み

          宮崎  25度 1,000 日元    2,500 日元 

 

 

日本酒（清酒）  

出羽桜   雪漫々大吟醸     山形    ＊凉酒。  

 2,400 日元 

越乃寒梅  別撰本醸造      新泻  ＊凉酒、热酒均可。 

  1,800 日元 

 

 

梅酒 

梅屋梅酒               （杯） 1,000 日元 

柚子梅酒                 （杯） 1,000 日元 

金桔梅酒                      （杯）           1,000 日元 

 

啤酒  

Orion 啤酒 （小瓶）             900日元 

朝日超爽啤酒（小瓶）        900日元 

YEBISU 啤酒 （小瓶）          900日元 

麒麟无酒精啤酒（小瓶）                            900日元 

Premium malt’s 生啤 （杯）         1,000 日元 

 

*另准备有各类威士忌、白兰地。 

 



上述金额是不含税价，消费税另计。不收取服务费。 

红葡萄酒 

 

Le Maestrelle/ Santa Cristina Antinori  

安东尼世家圣克里斯蒂娜玛斯泰勒园干红葡萄酒 

 

偏深的红宝石色，浓郁丰富的香气，饱满的酒体，恰到好处的丹宁口感。 

                        杯 1,800日元/瓶(750ml) 10,000日元 

 

Gevrey chambertin/Rene Leclerc  

雷克勒酒庄（热夫雷-香贝丹村）红葡萄酒  

 

法国勃艮第产区代表性红葡萄酒。色调深沉，口感辛香、浓烈，令人迷

醉。是本店推荐的酒品之一。 

瓶(750ml) 15,000日元 

 

白葡萄酒 

 

Campogrande Orvieto Classico/Santa Cristina Ａｎｔｉｎｏｒｉ 

意大利坎普格兰欧维特经典白葡萄酒/安东尼世家酒庄 

 

其特点是色调明亮清澈、果香清新饱满。可与众多料理完美搭配的烈性

白葡萄酒。 

杯    1,800 日元/瓶(750ml) 10,000日元 

 

 

Puligny-Montrachet  1Cru /Olivie lefｌaive    

普利尼蒙哈榭一级园香甘干白葡萄酒/奥利弗拉弗拉维庄园 

 

有烈性白葡萄酒之王美誉的普利尼蒙哈榭。酒体呈现诱人的金黄色、口

感均衡，高贵雅致。 

瓶(750ml) 15,000日元 



*另准备有其他多种红酒。 

软饮料   

毕雷矿泉水 750ｍｌ （气泡水）   1,000 日元 

苏吉瓦矿泉水 750ｍｌ （天然） 1,000 日元            

可口可乐 500日元 

姜汁汽水                                                     500日元 

乌龙茶 500日元 

香片茶 500日元 

姜黄茶 500日元 

 

 

咖啡・红茶   

调和咖啡 800日元 

欧蕾咖啡 900日元      

卡布奇诺 900日元 

意式浓缩咖啡 800日元 

大吉岭红茶 800日元 

洛神花茶 900日元 

菊花茶 900日元 

 

上述金额是不含税价，消费税另计。不收取服务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