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Hot Pot  

   開運昆布鍋                    韓味起司泡菜鍋 

  金黃魚排   NT.280             金黃魚排   NT.310 

  厚切豬排   NT.290             厚切豬排   NT.320    

  激厚雞腿   NT.330             激厚雞腿   NT.360    

                                 ※加點王子麵 20 元 

    Curry                          

   日式咖哩                   泰式綠咖哩    

金黃魚排   NT.200            金黃魚排    NT.210 

厚切豬排   NT.210             厚切豬排    NT.220    

  激厚雞腿   NT.230            激厚雞腿    NT.240    

   Rice  

原味骰子牛   NT.210     照燒豬肉丼           NT.160 

花雕雞肉飯   NT.210     (素)麻油猴頭菇 麵/飯  NT.180 

    Pasta                        Kid 

青醬雞肉義大利麵 NT.190      歡樂兒童餐       NT.120 

奶油燻雞義大利麵 NT.190     

  蕃茄肉醬義大利麵 NT.190 

 

 

(含奶油義大利麵、雞塊、薯條、水果、果汁) 

A.餐點+90 元   升級 120 元飲料一杯 

    B.餐點+140 元  升級 120 元飲料及限量手作甜點 

新上市
 

新上市
 

新上市
 

新上市
 

～午、晚餐時段，每人用餐時間為 2 小時，敬請見諒～ 

好。食 



炸。物 
                        

  轟炸雞翅     NT.120          金黃炸魚排     NT.120 

  打氣洋蔥圈   NT.90           陽光薯餅       NT.90    

  正能量雞塊   NT.90           拔絲起司薯條   NT.90 

  

 悠逸雙人炸物拼盤  NT.210 

 (含薯條、雞翅、魚排、雞塊、

洋蔥圈) 

                          

     

 

單。點 
                        

  開運昆布鍋       NT.170     韓味起司泡菜鍋   NT.210          

  厚切豬排         NT.130     激厚雞腿         NT.160         

墨西哥雞肉烤餅   NT.120 

 

※低消為每人一份餐點 OR 飲品 

新上市 



義式。咖啡 
                         

濃縮咖啡(冰/熱)  NT.80     咖啡冰沙(冰)    NT.130 

美式咖啡(冰/熱)  NT.80     (摩卡/焦糖/榛果) 

肉桂奶油卡布(熱) NT.120    冰釀氣泡咖啡(冰) NT.120 

冰搖香檸卡布(冰) NT.120 新上市 漂浮冰咖啡(冰)  NT.130 新上市

經典拿鐵(冰/熱)  NT.120    冷萃咖啡(冰)   NT.120 

風味拿鐵(冰/熱)  NT.140    冰滴咖啡(冰)   NT.140 

(香草/焦糖/榛果/玫瑰)        

黑糖虎斑拿鐵(冰)  NT.140 新上市 

焦糖瑪奇朵(冰/熱) NT.150 

 

阿芙佳朵     NT. 140 

(濃縮咖啡 x 香草冰淇淋) 

 

 

 

 

 

※低消為每人一份餐點 OR 飲品 



茶。飲 
 英式紅茶(熱壺)  NT.120   康福舒緩茶(熱壺)  NT.120 

水果茶(熱壺)    NT.160   桂圓紅棗茶(熱壺)  NT.160 

 抹茶奶茶       NT.120   經典鮮奶茶      NT.120 

 巧克力奶茶     NT.120   抹茶飄浮        NT.130 新上市 

          

   

  果。汁                         
   

雙莓綜合汁  NT.130        奇異果美人  NT.130 

(藍莓/覆盆子/鳳梨/香蕉)       (奇異果/鳳梨/柳橙)       

  熱帶雨林島  NT.130        草莓優酪飲  NT.130 新上市  

  (鳳梨/蘋果/柳橙)              藍莓優酪飲  NT.130 新上市 

                             蘋果優酪飲  NT.130 新上市 

 

 

※低消為每人一份餐點 OR 飲品 

 



氣泡。飲                         
   

  可口可樂  NT.90          柳橙氣泡飲   NT.120 

  泌涼雪碧  NT.90          芒果氣泡飲   NT.120 

                            冰淇淋氣泡飲 NT.130 新上市 

 

 

 

米。魯                         
   

  台灣金牌啤酒     NT.90   百威啤酒        NT.90 

  果微醺鳳梨啤酒   NT.90   果微醺葡萄啤酒  NT.90 

 

 

  ※18 歲以下禁止飲酒。酒後嚴禁開車。 

 

 

            ※低消為每人一份餐點 OR 飲品 



        甜。點 
  Handmade Cake              Waffle  鬆餅        

冰淇淋布朗尼   NT.120   經典原味           NT.140  

英國紅茶磅蛋糕 NT.100   季節水果冰淇淋     NT.180 

巧克力冰淇淋布朗尼 NT.180 

                          

   ※甜點 or 輕食+ 90 即可任選一杯原價 120 元咖啡 
 

               Uinn 經典下午茶組合 

   

 

上層：冰淇淋、瑪德蓮、戚風蛋糕、手工餅乾、 

      布朗尼蛋糕 

下層：現作田園鮪魚三明治 

 

    單點：399 元 

 

    套餐：499 元 

    (可任選 2 杯飲料) 

新上市
 



   手沖莊園。咖啡 

 蘇門答臘   琳東區 藍湖曼特寧  NT.150 
潑溼式    中烘焙 

醇厚度★★★★    花香★       甜度★★    豐富度★★     

風味~厚實滑潤,甘甜味重,黑巧克力/甘草香氣明顯,草本植物清香為主調,低酸,餘韻悠長,不喜酸味

者優先選擇的品項   

 

 新幾內亞  西格里莊園  NT.150 

天堂鳥圓豆 水洗   淺焙 

醇厚度★★★   酸質★   花香★★  甜度★★    豐富度★★★    

風味~甘蔗甜味明顯,花香/木質香氣,尾韻帶出茶香,層次鮮明,味譜豐富,圓豆甜度高,風味較強烈,適

合嚐鮮者可品嘗    

 

祕魯  太陽與咖啡合作社 NT.150 
淺中烘焙  (有機/公平交易豆) 

醇厚度★★  酸質★★ 花香★★★ 甜度★    豐富度★★  

風味~橘子,萊姆,柚子與蜂蜜,伴隨著清新的綠茶氣息,口感柔和滑順,風味香甜宜人,有機栽種,公平

交易,友善大地與農民,行政院有機農糧入第 106-156200003 號有機標示許可     

 

 

 

 



手沖莊園。咖啡 

 瓜地馬拉 法拉漢尼斯   NT.150 
米拉夢朵莊園 水洗  淺中烘焙 

醇厚度★  酸質★★★ 花香★★★  甜度★★  豐富度★★★  

風味~如果你喜歡平衡感佳,不偏重某一特色,卻喝得到所有的咖啡風味,應該試試這杯,整杯咖啡均衡

感/完整度十足,新鮮烘焙明亮撲香,值得推薦                                      

 

 衣索比亞   耶加雪菲   NT.150 

托瑞處理廠  G1 水洗    淺焙 

醇厚度★ 酸質★★★  花香★★★★★甜度★★ 豐富度★★★★ 

風味~茉莉花香,柑橘類水果風味,蜂蜜甜感十足,尾韻散發紅茶茶味,溫降時,柑橘酸甜味明顯 ,彷若

品嘗花茶,水果茶般享受,在國內備受女性喜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