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菜（starters） 

蒜香夏巴塔面包（Vt）        8 

牛油果碎烤面包（Vt）      10 
自制烤面包片、本地牛油果、碎豌豆和毛豆、
柠檬橄榄油、莳萝、佩科里诺奶酪 

卡拉布里亚咸味嫩甜菜 
（GF, V, Vt, N）      16 
榛子、西瓜萝卜、腰果、赤霞珠红酒醋、林地
酢浆草 

鹰嘴豆泥（Vt, DF, N）      16 
烤花菜、石榴、自制埃及坚果香料、薄荷 

香脆椒盐鱿鱼（S）      16 
大蒜、辣椒、椒盐、香菜 

炸鸡         18 
香浓照烧汁、烤芝麻、烤海苔、丘比蛋黄酱 

爆竹虾塔可（S）      18 
烟味辣椒、牛油果、黄瓜和香菜沙拉 

腌三文鱼（S）       20 
袋鼠岛金汤力腌三文鱼、牛油果、天然酵母、
茴香、法式鲜奶油、萝卜、腌黄瓜 

超级美食（superfoods） 

蜂蜜烤南瓜（GF, Vt, N）     16 
烤南瓜、牛油果、腌红洋葱、松子、孜然酸
奶、扎塔尔香料 

波奇碗（GF, Vt, V, DF）     18 
糙米、牛油果、毛豆、柚子醋、芝麻裙带菜、
腌西瓜 
另加：金枪鱼刺身，三文鱼刺身或水煮鸡肉   
        6 

营养碗（Gf, Vt, DF, P, N）     20 
嫩甜菜、花菜、甘薯、鹰嘴豆泥、核桃、果
仁、水波蛋 

生绿蔬（GF, Vt, V, DF, P, N）     20 
混合蔬菜、葱、青豆、毛豆、藜麦、腰果、柑
橘醋汁 

水煮鸡肉&绿色女神（GF, N）     22 
水煮鸡胸肉、田园绿蔬、杏仁、嫩茴香、薄
荷、石榴、绿色女神酱汁 

脆皮猪五花&虾（DF, N, S）     23 
青芒果、黄瓜、薄荷、粉丝、腰果、辣椒、炸
馄饨皮、脆青葱、沾酱 

我们的炭烤系列（from our charcoal 
grill） 

配撒有迷迭香盐的“波浪薯条” 

炭烤半只嫩鸡（GF）      33 
甜玉米、昆布黄油、羽衣红芥菜 

脆皮三文鱼排（GF, S）      34 
希腊蒜泥、焦化洋葱、茴香 

180克菲力牛排（GF, DF）     36 
草饲，瑞沃琳纳，新南威尔士州 

300克纽约西冷牛排（GF, DF）     38 
mbs2+，瑞沃琳纳，新南威尔士州 

300克肋眼牛排（GF, DF）     41 
mbs2+，瑞沃琳纳，纳拉库特，南澳大利亚州 

骨头上有350克肋眼（GF, DF）     49 
认证42天干式熟成，瑞沃琳纳，新南威尔士
州 

经典（classic） 

小管型意面＆花椰菜苗（Vt, N）     26 
嫩菠菜、松子、格拉纳-帕达诺奶酪 

炸鱼薯条（S）       26 
“库伯斯”啤酒面糊炸当日鲜鱼、薯条、熟蛋黄
酱、麦芽醋 

奶酪焗鸡肉        28 
波罗伏洛干酪、番茄肉酱、罗勒，配薯条 

传统烤千层面        28 
新鲜千层意面、炖小牛肉、新鲜豌豆、佩科里
诺和马苏里拉奶酪、烤蒜香面包片 

五花肉         33 
黑猪五花回锅肉、香脆猪皮、希腊蒜泥、腌梨 

大虾意面（S）       35 
大虾、油封辣椒油、欧芹、圣女果、罗勒、烤
面包屑 

配菜（sides） 

蒸本地时蔬（Vt, V, GF, DF, N）9 
烤杏仁、蒜油、腌柠檬 

简单绿蔬沙拉（Vt, GF）9 
卷心莴苣、茴香、大葱、薄荷、石榴、绿色女
神调味汁 

波浪薯条（GF, Vt, V）10 
穆理河盐、熏蒜蓉蛋黄酱 

蔬菜薯条（GF, Vt, V）10 
甜菜根、欧洲防风草、本地胡萝卜、孜然盐，
鹰嘴豆泥 

洋葱圈（Vt）       11 
烟味辣椒蛋黄酱 

炭烤南瓜（Vt, N）      12 
孜然酸奶、蜂蜜、开心果、埃及坚果香料 

意式面包沙拉（Vt）      12 
本地番茄、罗勒、葡萄酒醋、蒜香夏巴塔面包
屑 

披萨（pizza） 

手工制作，那不勒斯风格，配上圣玛扎诺
番茄，马苏里拉奶酪和特级初榨橄榄油 

玛格丽特披萨（Vt）      20 
马苏里拉奶酪、罗勒、圣玛扎诺番茄 

纽约客披萨        21 
意大利辣香肠、奶酪…… 经典搭配 

h＆p2         21 
经典中带点新意…… 帕尔马火腿、新鲜菠
萝、圣玛扎诺番茄、马苏里拉奶酪 

肉酱披萨        23 
意大利椒盐蒜香干肠、意大利猪肉茴香香肠、
烟熏肥肉、意大利辣香肠 

四种奶酪披萨（Vt）      23 
马苏里拉奶酪、佩科里诺奶酪、艾斯阿格奶
酪、波罗伏洛干酪、油封蒜油 

大虾披萨        24 
圣女果、罗勒、大虾、新鲜西葫芦、大蒜、青
酱 

帕尔玛火腿披萨       24 
马苏里拉奶酪、圣玛扎诺番茄、24个月的帕
尔玛干火腿、胡椒芝麻菜 

汉堡（burgers） 
¹  

均搭配我们的招牌黄金波浪薯条 
我们的牛肉是新鲜的澳大利亚安格斯牛肉 

我们的面包和酱是独家秘方 

哈罗米奶酪（Vt）      16 
烤哈罗米奶酪、孟加拉辣番茄酱、芝麻菜、烤
蒜蓉蛋黄酱 

芝士汉堡        18 
烤上等Rangers Valley牛肉、双份美国奶酪、
番茄酱和黄芥末酱、洋葱和酸黄瓜 

炸鸡         20 
美式南部辣味炸鸡胸、美国奶酪、卷心菜沙
拉、酸黄瓜、辣味蛋黄酱 

手撕猪肉        21 
慢熏猪肩肉、胡桃木烟熏味烧烤酱、卷心菜沙
拉、烟味辣椒蛋黄酱、酸黄瓜 

经典         22 
烤上等Rangers Valley牛肉、美国奶酪、香脆
五花培根、蔬菜、番茄、秘制酱料、洋葱和酸
黄瓜 

甜品（to finish） 

巧克力布朗尼（N）         15 
覆盆子冰沙、诱人的巧克力酱、香脆巧克力米
花 

香草芝士蛋糕           15 
大溪地香草冰淇淋糖霜、草莓大黄糖水 

甜蜜约会（N）           15 
香浓焦糖太妃酱、香草豆冰淇淋、开心果太
妃糖 

素食布朗尼（N）          15 
椰子巧克力酱，蜂窝，椰子冰淇淋 

冰淇淋圣代（N）          16 
咸焦糖软糖、流心巧克力冰淇淋、香草冰淇
淋、蜂巢、蛋白酥、花生糖 

奶酪盘（N）           24 
精选南澳大利亚奶酪、亚美尼亚脆饼、水果面
包、本地苹果、蜂胶和麦姬 · 比尔榅桲果酱 

液态甜品 

blk mkt 咖啡            3.50 / 4.50 

瓦德比诺酒庄“佩德罗希梅内斯”西班牙黑
雪莉酒                          10 

高威派普12年茶色波特加强酒           14 

意式浓缩马天尼            19 
深蓝伏特加、甘露咖啡利口酒、新鲜意式浓缩
咖啡、香草 

黑氏巧克力鸡尾酒            19 
百利甜酒、甘露咖啡利口酒、弗朗哥里科鸡尾
酒、黑氏巧克力 

奔富祖父精选茶色波特风格加强酒       22 
GF - 无麸质 
Vt - 素食 
V - 严格素食 
N - 含坚果 
DF - 无乳制品 
P - 原始人饮食法友好 
S - 含海鲜 

杯装葡萄酒（wine by the glass） 
!  

起泡酒（bubbles） 
!  
2017达尔佐都酒庄 
普罗塞克，国王谷        10 

无年份玛姆酒庄“红带”        19 
香槟 
!  

白葡萄酒 
!  
2017御兰堡克里斯特贝尔 
莫斯卡托，伊甸谷         9 

2017潘尼斯山酒庄“约定” 
长相思，阿德莱德山       10 

2017达尔佐都酒庄                  10 
普罗塞克，国王谷    

2017另一间酒厂       11 
灰皮诺，阿德莱德山 

2017巴利石酒庄      11 
霞多丽，麦拿伦谷 

2016面具        11 
维蒙蒂诺，石灰岩海岸 

2017奥利里沃克酒庄      12 
雷司令，嘉利谷 

2018年白诗南       14 
芭萝莎谷 
!  

桃红葡萄酒 
!  
2018 紫北塞 
罗克福德，芭萝莎谷        12 
!  

红葡萄酒 
!  
2016奔牛酒庄 
丹魄，芭萝莎谷              10 

2016巴利兄弟酒庄       10 
赤霞珠，嘉利谷 

2016宝仕德酒庄“第二局”      11 
马尔贝克，兰汉溪 

2017蛋糕酒厂        11 
黑皮诺，阿德莱德山 

2016扬茨酒庄        12 
gsm（歌海娜、西拉/慕合怀特），麦拿伦谷  

2016奥利弗·塔朗加酒庄“科里纳”       9 
西拉赤霞珠，麦拿伦谷 

2016蓝迈庄园“上品”      13 
西拉，芭萝莎谷 

2015棒和刺            16 
西拉赤霞珠，塔伦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