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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制早餐菜单 430

新鲜果汁之选                    

混合面包或土司切片

当季水果拼盘或燕麦片

茶或咖啡

自制薯片    300
芒果莎莎酱与辣鳄梨酱 
配椰子水或两杯 
本地啤酒

帕尔马火腿密瓜   340
火腿薄片 
甜瓜

炸土豆三角包   270
薄荷酸辣酱

传统凯撒沙拉  260
长叶莴苣，烤面包丁，

鳀鱼片，帕尔马干酪 

配鸡肉 160

配大虾 190

经典总会三明治  390
烤面包片，莴苣，培根，鸡蛋， 
番茄，鳄梨，生菜

迷你汉堡  260

神户牛肉汉堡，培根， 
烤洋葱

爆米花    90
热奶油爆米花

意式蕃茄沙拉     320
意式莫萨里拉奶酪，番茄，罗勒， 
橄榄油

生牛肉片  330
澳大利亚里脊肉，帕尔马干酪  
玉米片，芝麻菜 

面包沙拉   280
黑麦面包块，番茄，黑橄榄

黄瓜，烤灯笼椒，

酸豆， 陈年黑醋汁  

青少年美食

迷你玛格丽特披萨   110

鸡块  110
配沙茶酱*  

蔬菜沙拉    60

切达干酪三明治   90
搭烤面包片*  

 * 可选择搭配法式薯条或薯片

甜品 

花生巧克力蛋糕  200
轻薄花生巧克力慕丝

海绵蛋糕，果仁糖

克里奥香草焦奶油    200
焦糖波本香草

特制 
菜单 
25 分钟

早餐：上午6：00至11：00

全天：上午11：00至晚上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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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 
菜单

儿童早餐（6AM 至 11AM）

儿童特色菜 

华夫饼  100
配巧克力酱 

煎饼  100
配烩水果  

煎双蛋  110
可任意搭配 
鸡肉肠，培根或火腿

时令水果沙拉  65

谷物早餐 55
可可米，米花糖 
或玉米片  

乳制品 35
酸奶——原味，水果味或脱脂酸奶  

鲜榨果汁 60
橙汁，西瓜汁或菠萝汁  

儿童全日美食（11AM 至 11PM）

美味食物成分

番茄汤   70

鸡汤面  70

蔬菜沙拉    60

什锦蔬菜沙拉    60
拌千岛酱  

菠菜沙拉    60
拌蜂蜜和柠檬酱汁  

花生酱草莓酱三明治*    70

切达干酪三明治   90
搭烤白面包片*  

牛肉热狗  110
搭特大号三明治卷*  

迷你汉堡  120
配奶酪*

鸡块  110
配沙茶酱*  

意大利番茄牛肉面 110
混帕尔马干酪  

烤鸡块通心粉  110
配奶油酱  

迷你玛格丽特披萨   

* 可选择搭配法式薯条或薯片

大孩子美食

蒸鲜鱼   110
配四季豆  

烤鸡胸肉   110
配蒸红萝卜  

烤里脊肉   200
配黄油豌豆 

可选择搭配法式薯条或土豆泥 

甜食 

可丽饼   65 
可丽饼，马斯卡泊尼乳酪， 
新鲜水果，太妃糖浆 

巧克力慕斯   65 
巧克力小蛋糕和巧克力屑 

时令水果切片拼盘   65

两勺冰淇淋 65 
香草, 草莓

两勺冰沙 65 
雪葩: 椰味青柠， 百香果香蕉 ，

芒果

牛奶雪葩: 巧克力， 柠檬香菜 ，

酸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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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晨活力早餐

农场风味烧烤  480
可选择鲜榨果汁

煎鸡蛋配香肠，香脆培根， 
炸土豆饼，烤火腿，烘豆

可选择烤面包

茶或咖啡

欧式美食 430
可选择鲜榨果汁

面包篮或烤面包片

时令水果盘或谷物

茶或咖啡

贝拉扎尔风味美食 520
可选择鲜榨果汁

炸香蕉配蜂蜜和水果片

蟹肉煎蛋卷

原味或水果酸奶

各式面包或烤面包片

茶或咖啡

健康饮食选择  480
排毒果汁-新鲜红萝卜，芹菜 
和姜 

菜肉馅煎蛋饼-可选番茄，洋葱，
蘑菇，风味辣椒涂酱

多谷物或全麦面包

时令水果切片拼盘

洋甘菊或新鲜薄荷茶

煎双蛋 280
可任意选择搭配

蘑菇，番茄，洋葱， 
灯笼椒，菠菜

三文鱼，猪肉火腿，培根， 
火鸡火腿，鸡肉火腿

鸡肉或牛肉香肠

百搭风味班尼迪克蛋堡

原味 190

配培根 280

配三文鱼 340

配菠菜 220

克里奥尔蟹肉班尼迪克蛋堡 340
新鲜蟹肉，咖喱和 
荷兰辣酱

当地秘制酱虾 340
香辣茄酱炒蛋和虾 

法式吐司 280
肉桂糖，枫糖浆 
和草莓酱

美式薄煎饼 280
可选择原味，巧克力味， 
蓝莓味或香蕉味

烩水果和枫糖浆

烟熏三文鱼 340
烤面包圈和传统佐料

面包篮 160
白面包、小麦面包或 7 种谷物面包

牛角包，巧克力面包，松饼， 
丹麦糕饼

谷物营养美食 

玉米片，可可米， 

米花糖，全麦维，全麦食物 90

燕麦片 110

什锦果麦 110

有机自制经典或坚果味 
什锦果麦，可选择 

原味或低脂酸奶 90

自制酸奶 65
原味，水果味或低脂酸奶

果汁 120
鲜榨果汁-我们每天准备了 
新鲜果汁，请向订餐员 
订每天的果汁 

冰冻果汁-蔓越莓汁， 
番茄汁，苹果汁

热饮 85
现磨咖啡或低咖啡因咖啡

拿铁，摩卡，热巧克力或卡布奇诺

可选择茶品：英式早餐，洋甘菊茶，
茉莉清茶，伯爵茶，香草波旁蔷薇，
摩洛哥薄荷，大吉岭茶

早餐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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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

黄扁豆汤   280
黎巴嫩扁豆，柠檬，小茴香， 
酥脆阿拉伯面包

经典鸡汤面  290
鸡汤，黄面条， 
香脆蔬菜

烤番茄汤   280
烤番茄，大蒜，香草， 
烤面包丁

意大利热那亚蔬菜 
通心粉汤     280
四季豆，罗勒香蒜酱

西班牙番茄冷汤  350
新鲜时蔬小丁，菲达奶酪

沙拉

定制您的专属沙拉

什锦蔬菜沙拉 270
可选择五种食材和 
一种酱料 

佐料

番茄，黄瓜，牛油果， 洋葱片，茴香，
煮土豆，芦笋片，煮鸡蛋，香脆培根，
菲达奶酪，帕马臣干酪，橄榄，咸青瓜，
烤面包丁，酸豆

高蛋白美食

烤鸡肉 160

烤柠檬大虾 190

牛肉条 170

烤豆腐 120

酱料

香油，干制番茄香醋， 
柠檬香醋，百香果香醋

意式蕃茄沙拉    320
马苏里拉奶酪，番茄，

罗勒松仁酱

生牛肉片 330
新鲜澳洲牛柳，帕马臣碎，

芝麻菜

传统恺撒沙拉   260
生菜，小面包块，凤尾鱼，

帕马臣芝士 

配鸡肉 160

配虾  190

面包沙拉   280
黑麦面包块，番茄，黑橄榄， 
黄瓜，烤灯笼椒，酸豆，香醇橄榄油， 
陈年黑醋汁

藜麦沙拉   280
热带水果，水煮鲷鱼片 
淡咖喱奶油，石榴

全日 
美食 
（11AM 至 11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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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胃菜

阿拉伯风味冷盘

鹰嘴豆泥    180
鹰嘴豆，芝麻酱，柠檬汁

茄子泥    180
茄子，芝麻酱，柠檬汁

苏梅沙拉   180
长叶莴苣和芝麻菜叶，黄瓜， 
灯笼椒，洋葱，盐肤木香料，薄荷， 
酥脆皮塔饼

阿拉伯风味热前菜

脆皮奶酪卷   180
奶酪混洋葱和荷兰香芹

油炸肉饼   220
牛肉馅，洋葱，松仁

法拉费（中东炸丸子）   180
炸鹰嘴豆丸子，芝麻酱，

混合腌菜

意大利餐前小吃 （可分享） 390
优质意式什锦冷盘，烤时蔬

芝士拼盘  370
什锦芝士拼盘，自制面包，

水果干配坚果蔬

烟熏三文鱼拼盘      350
烟熏三文鱼，酸豆，洋葱，

煮蛋，鲜奶油，

酸奶油，新鲜香草

特色三明治

经典总会三明治  390
烤面包片，莴苣，培根，鸡蛋， 
番茄，鳄梨，生菜

牛肉汉堡  420
200 克神户牛肉汉堡，芝麻粒， 
生菜，番茄，洋葱，咸青瓜 
可选择切达干酪或瑞士奶酪

香酥玉米鸡肉堡   390
脆皮鸡，芝麻粒，莴苣，番茄， 
小黄瓜，洋葱

当地特色鲜鱼三明治   425
炸鱼柳，柠檬蛋黄酱，生菜，

烤西葫芦，腌制洋葱，克里奥酱汁

烤蔬菜帕尼尼    360
辣椒，西葫芦，茄子，绿芦笋， 
罗勒香蒜酱，意式莫萨里拉奶酪 

可配选薯条或红薯条或绿色沙拉

全日美食 
（11AM 至 11PM）

分享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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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日美食 
（11AM 至 11PM）

披萨

定制您的专属披萨 260
您可选择五种食材，番茄酱，

马苏里拉芝士为基底，选5种配料

佐料

蘑菇，芦笋，凤尾鱼，甜椒，洋葱，
橄榄，芝麻菜，帕马臣芝士

加蒜味腊肠/火腿 160
烤明虾 190
烤鸡肉 160
加牛肉条 170

意式披萨  330
番茄，意式莫萨里拉奶酪，辣腊肠

比安科风味披萨   390
意式莫萨里拉奶酪，芝麻菜，甜梨， 
波河干奶酪

海鲜意式披萨 470
新鲜海鲜披萨，番茄， 
意式莫萨里拉奶酪，罗勒

玛格丽塔披萨   320
番茄，奶酪，牛至

意大利面

意大利番茄牛肉面 320
经典意大利面条， 
神户牛肉碎

海鲜扁面条 450
罗勒，大蒜，番茄，海鲜

香辣茄酱通心粉   290
通心粉，番茄酱，辣椒

街头风味美食

泰国绿咖喱鸡 390
菠萝炒饭

印度咖喱鸡 390
米饭，印度酸辣酱，印度飞饼 

糖醋鱼 390
中国糖醋汁，辣椒，菠萝

印尼鸡肉沙爹  290
烤鸡肉沙爹，花生酱， 
龙虾片

烧烤美食

陆地食材

半只农场烤鸡   420 
泥炉香料烤鸡

谷饲牛脊肉   730
优质澳洲牛肉

谷饲牛里脊   850
优质澳洲牛肉

海洋食材

黄鳍金枪鱼排   490
印度洋金枪鱼排， 
干制樱桃番茄

烤鲷鱼   490
当地现捕新鲜鱼片

烤虎虾   690
大蒜黄油烤大虾

500 克龙虾   1150
可选择烤或水煮龙虾

配菜 90
法式薯条，蒸饭，蒸蔬菜，烤蔬菜，
土豆泥，蒸椰菜，蔬菜沙拉，烤土豆 

酱汁：大蒜黄油酱，蛋黄酱，黑胡椒酱，
红酒汁，克里奥尔特色酱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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甜点

 含坚果   素食  

 不含麸质   有猪肉 

 以上为塞舌尔卢比价格，不包含增值税和服务费

芒果奶酪蛋糕  200 
芒果酱，新鲜芒果， 
脆布列塔尼酥饼 

肉桂苹果派   200 
焦糖苹果，葡萄干， 
搭五香肉桂，装饰配料

花生酱巧克力蛋糕   200 
清淡花生酱巧克力慕斯， 
松糕，脆酥果仁

克里奥尔香草焦糖蛋奶冻   200 
加糖波旁香草 

冰淇淋和冰沙（单位勺） 55 

雪葩  

椰味青柠

百香果香蕉

芒果

牛奶雪葩

巧克力

柠檬香菜

酸奶

冰淇淋

香草

草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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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极 
餐饮体验 
1990（按每人计算）

在私人豪华别墅内选择精选且专门烹制供应的菜肴，两人亲密用餐，享受精致浪漫之夜，创造永恒记忆。

三道菜赠送一杯香槟。请提前一小时联系“别墅内餐饮”团队进行预订。

或 或 或

鹅肝

南瓜奶油，香草油

吞拿红鲷生鱼片

豌豆泥，杏仁碎

龙虾意米

糖渍番茄，墨汁面包块酒

羊柳肉

香蒜缇鱼酱，姜味南瓜

当地朗姆酒粑粑 

配热带水果 

椰子朗姆蛋糕

当地朗姆酒粑粑配热带水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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宾客最爱佳肴

经典鸡汤面 290
鸡汤，黄面条， 
香脆蔬菜

传统凯撒沙拉   260
长叶莴苣，烤面包丁，

鳀鱼片，帕尔马干酪 

配鸡肉 160

配大虾 190

经典总会三明治  390
烤面包片，莴苣，培根， 
鸡蛋，番茄，鳄梨，生菜

牛肉汉堡  420
200 克神户牛肉汉堡，芝麻粒， 
莴苣，番茄，小黄瓜

可选择切达干酪或瑞士奶酪

披萨

海鲜披萨 470
海鲜披萨，番茄，意式莫萨里拉奶酪， 
罗勒

玛格丽塔披萨   320
番茄，奶酪，牛至

阿拉伯风味冷盘

鹰嘴豆泥    180
鹰嘴豆，芝麻酱， 
柠檬汁

茄子泥    180
茄子，芝麻酱，柠檬汁

苏梅沙拉   180
长叶莴苣和芝麻菜叶， 
黄瓜，灯笼椒，洋葱， 
盐肤木香料，薄荷，酥脆皮塔饼

甜点

肉桂苹果派   200 
焦糖苹果，葡萄干， 
搭五香肉桂，装饰配料 

花生酱巧克力蛋糕   200 
清淡花生酱巧克力慕斯，松糕， 
脆酥果仁 

克里奥尔香草焦糖蛋奶冻    200 
加糖波旁香草 

夜间美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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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槟

低糖酒

Veuve Clicquot Ponsardin 2,010 

Billecart Salmon Reserve 2,170

Moët & Chandon，Nectar Demi Sec 2,650

Ruinart Blanc de Blancs 3,670

Dom Perignon 7,415

Deutz Blanc de Blancs 4,050

Laurent Perrier 2,250

Moët & Chandon 2,010

Dom Perignon，低糖酒 7,415

玫瑰葡萄酒 

Krug  15,260 

Laurent Perrier  4,020 

Billecart Salmon Rose 3,330

Moët & Chandon 2,300 

Dom Perignon 15,450 

Bollinger Rose 3,930 

Billecart Cuvée Elizabeth Rose 7,820

白葡萄酒

Meursault Narvaux，Vincent  
Girardin，法国 2,020

Pouilly fuisse，Marie Antoinette  
“Chateau Fuisse，法国 1,360

Sancerre Les Romains，Domaine  
Vacheron，法国 1,795

Terrasses du Palat，François Villard， 
法国 2,110

Gavi，Teniment Ca Bianca， 
意大利 710

Cape Point，Sauvignon Blanc， 
南非 1,100

Restless River Chardonnay， 
南非 1,935

Cape Mentelle，Sémillon-Sauvignon， 
澳大利亚 1,310

Cloudy Bay，Chardonnay， 
新西兰 1,990

Serezin，Sauvignon Blanc， 
新西兰 1,330 

玫瑰葡萄酒

Circumstance Cape Coral， 
Mourvèdre，南非 920

Brampton，Merlot，南非 810

Whispering Angel，Château  
d'Esclans，法国 1,210

Les Clans，Château d'Esclans， 
法国 2,550

Cuvée Prestige Rose， 

Château Minuty，法国 1,295

红葡萄酒

Savigny Les Beaune，Domaine  
D'Ardhuy，法国 1,370

Volnay，Domaine De La Vougeraie， 
法国 2,965

Saint-Nicolas de Bourgueil  
‘Les Roulieres’，法国 920

Vieux Télégraphe，Brunier， 
法国 3,490

Château Grand Corbin，St Emilion， 
Bordeaux，法国 1,810

Amarone Della Valpolicella， 
Bolla Reserva，意大利 2,075

Rioja Crianza Inedito 3/3， 
西班牙 925

Reyneke，Pinotage， 
南非 930

Boekenhouskloof，Syrah， 
南非  1,990

Bouchard Hannibal，Pinot Noir， 
南非  1,640

Rust En Verde，Blend， 
南非 2,420 

酒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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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里斯坦·亚当斯作品

阿莉莎·亚当斯作品

特里斯坦·亚当斯作品

特里斯坦 
亚当斯
特里斯坦·亚当斯在 2007 年受到父亲

迈克尔·亚当斯和姐姐阿莉莎·亚当斯

的作品的启发下开始绘画，他现在作为

专职艺术家长期住在塞舌尔。特里斯坦

出生在塞舌尔，他的作品反映了他对这

里岛屿的热爱和自然的动感之美。

他每天都努力创作，大部分时间在他父

亲的画廊工作，他和姐姐阿莉莎·亚当

斯共用这里的工作室。您可以在逗留期

间参观他们的画廊，画廊离度假村仅很

短的车程。 

迈克尔·亚当斯艺术画廊

Anse Aux Poules Bleues
电话： +248 4361006
手机： +248 2523153
电子邮件地址：adams@seychelles.net

开放时间： 

周一至周五 10 – 4pm 

周六 10 – 12pm 周日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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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cebook.com/FourSeasonsResortSeychelles   twitter.com/FSSeychelles   instagram.com/FSSeychell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