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顧客自帶酒水需酌收酒水服務費NT$500
The corkage charge per bottle at this restaurant is NT$500 for wine and spirits.



華國神戶霜降(雙人) NT$3,600

  神戶牛背肩

  開胃前菜三品(無限續點)

  但馬屋綜合蔬菜盤

  和牛丼飯、和牛烏龍麵(無限續點)

  主廚甜點

帝國黑毛和種三品(3~4人)  NT$4,000

  黑毛和牛肋眼/背肩上肉/赤身腿肉

  開胃前菜三品(無限續點)

  但馬屋綜合蔬菜盤

  和牛丼飯、和牛烏龍麵(無限續點)

  主廚甜點

但馬屋和牛三吃(4~6人) NT$6,800

(Shabu Shabu/Sukiyaki/火焰炙燒)

  黑毛和牛肋眼/背肩上肉/赤身腿肉/F1肋眼

  開胃前菜三品(無限續點)

  但馬屋綜合蔬菜盤

  和牛丼飯、和牛烏龍麵(無限續點)

  主廚甜點

˙以上價格需加收原價10% 服務費，並以新台幣計價
    All prices are subject to 10% service charge and Base on NTDollars

˙本餐廳牛肉使用美國肉品及日本肉品
    The beef that we use in our restaurant is imported from the US and Japan.

涮涮鍋湯底 四選一

日式昆布湯/壽喜涮湯/但馬黃金湯/藍帶主廚黑蒜雞湯
或關西壽喜燒

·每日限量20份·



單人套餐

小帝國黑毛和種三品 NT$1,688

黑毛和牛肋眼/肩上肉/赤身腿肉

  開胃前菜三品(無限續點)

  但馬屋綜合蔬菜盤1人份

  和牛丼飯、和牛烏龍麵(無限續點)

  主廚甜點

魚介鍋 NT$1,288

  時令現流魚片

  開胃前菜三品(無限續點)

  但馬屋綜合蔬菜盤1人份

  和牛丼飯、和牛烏龍麵(無限續點)

  主廚甜點

小華國神戶霜降  NT$888 

  神戶霜降

  開胃前菜三品(無限續點)

  但馬屋綜合蔬菜盤1人份

  和牛丼飯、和牛烏龍麵(無限續點)

  主廚甜點

˙本餐廳牛肉使用美國肉品及日本肉品
    The beef that we use in our restaurant is imported from the US and Japan.

˙以上價格需加收原價10% 服務費，並以新台幣計價
    All prices are subject to 10% service charge and Base on NTDollars

平日午餐限定
·限量30份·

涮涮鍋湯底 四選一

日式昆布湯/壽喜涮湯/但馬黃金湯/藍帶主廚黑蒜雞湯
或關西壽喜燒

·每日限量20份·



單點

  神戶霜降 120g NT$1,280

極上黑毛肋眼 120g NT$1,280

極上黑毛背肩 120g NT$780

極上黑毛赤身 120g NT$680

 單點附餐套餐  NT$500
  包含：開胃前菜三品(無限續點)、但馬屋綜合蔬菜盤    

  和牛丼飯、和牛烏龍麵(無限續點)、主廚甜點

  豬梅花/豬腹脅

產地：屏東 180g NT$300

 舒康雞腿肉

產地：南投 180g NT$300

  綜合菜盤 NT$300

  三品小菜 單人份 NT$150

  白飯 NT$30

  日式烏龍麵 NT$50

  和牛丼飯 NT$50

火焰炙燒

美國特級肋眼心牛排8OZ  NT$1,380

美國特級肋眼老饕牛排6OZ NT$1,980

美國特級肋眼牛排10OZ  NT$1,780

˙本餐廳牛肉使用美國肉品及日本肉品
    The beef that we use in our restaurant is imported from the US and Japan.

˙以上價格需加收原價10% 服務費，並以新台幣計價
    All prices are subject to 10% service charge and Base on NTDollars



軟性飲料 Soft Drink
  可樂   NT$120
     Coca Cola

  雪碧   NT$120
     Sprite

  蘇打水   NT$120
     Soda Water

  聖沛黎洛氣泡水(1L)   NT$180
     S.Pellegrino Sparkling

  巴娜天然礦泉水(1L)
     Acqua Panna Water   NT$180

咖啡 Coffee
  精選美式咖啡(熱/冰)
     Regular Coffee (Hot/Ice)  NT$140

  義式濃縮咖啡
     Espresso   NT$140

  卡布奇諾(熱/冰)
     Cappuccino (Hot/Ice)  NT$160

  拿鐵(熱/冰)
     Cafe Latte (Hot/Ice)  NT$180

˙以上價格需加收原價10% 服務費，並以新台幣計價
    All prices are subject to 10% service charge and Base on NTDollars



啤酒 Beer
  台灣生啤酒500cc NT$200
     Taiwan Classic Draft

  海尼根啤酒330cc NT$130
     Heineken Beer

  麒麟啤酒330cc NT$130
     Kirin Beer

白酒 White Wine
     Santa Helena Chardonnay 杯裝 瓶裝

  NT$300 NT$1,200

紅酒 Red Wine
     Chateau La Grande Metairle 杯裝 瓶裝

  NT$300 NT$1,500

日本酒
  奧之松 安達太良吟釀 300ml /瓶 720ml /瓶
  NT$1,200 NT$2,000

  獺祭 三割九分 300ml /瓶 720ml /瓶
  NT$1,800 NT$3,600

  人氣一 柚子酒 300ml /瓶
  NT$1,000

  加賀鶴 梅酒 300ml /瓶
  NT$1,000

˙以上價格需加收原價10% 服務費，並以新台幣計價
    All prices are subject to 10% service charge and Base on NTDollars

˙未成年請勿飲酒
    Please do not drink if you are a mino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