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嚐全世界 帶我回家吧
TASTE THE WHOLE WORLD TAKE ME HOME

人氣王

台灣
豬肉

蜜汁叉燒

Barbecued pork with rice

經典燒臘三寶

台灣
豬肉

Barbecued combo with 3 items

NT$180

糖醋咕咾肉

台灣
豬肉

X.O. 醬雞球
Wok fried chicken with
X.O. sauce

Sweet & sour pork with rice

NT$240

NT$200

NT$240
人氣王

鹹魚雞粒炒飯

瑶柱福建燴飯

配豉油雞、時蔬

Fried rice with minced chicken and salted ﬁsh,
marinated soy sauce chicken, vegetable

NT$280

NT$280
人氣王

人氣王

沙茶海鮮公仔麵

廣東炒麵

配黃金泡菜

Stir fried instant noodles and
seafood with barbecue sauce,
homemade kimchi

脆皮燒鵝 配梅子醬

配黃金泡菜

Cantonese style stir fried noodles,
homemade kimchi

Roasted crispy goose with plum sauce

NT$650

NT$280

NT$280
風味點心

經典點心

附贈港式甜湯

附贈港式甜湯

Tasty Dim Sum

Classic Dim Sum

NT$280

NT$280

內容 西班牙火腿墨魚卷、腐竹牛肉球、豉汁蒸排骨、金牌流沙包
臘味蘿蔔糕、魚子蒸燒賣、鮮蝦腐皮卷、錦繡雞冠餃、蠔汁蒸鳳爪

配豉油雞、時蔬

Stir fried noodles with soy sauce,
marinated soy sauce chicken, vegetable

NT$280

人氣王

豉油皇雞絲炒麵

Fried rice topped with
stewed dried scallop and vegetables

經典點心Ｘ風味點心

內容 家鄉鹹水餃、韭菜鮮蝦餅、酥皮雞蛋塔、蘑菇奶皇包、
鮑魚珍珠雞、蠔皇叉燒包、咖喱鮮蝦餃、紫米珍珠丸、蝦仁燒賣皇

高雄萬豪酒店 訂購專線：07 559 6930，詳情請見官網 www.khhmarriott.com
•取餐地點：高雄萬豪酒店 - 1F 大廳櫃台
•20 個以上請提前一天訂購 ，餐盒均附主廚例湯
•外送服務：於官網結帳，加價 NT$50，可外送。
消費金額滿千元以上，享免費外送。外送地點須
在酒店周邊 5 公里內（適用於 6/28 起，運費及實
際外送範圍依系統判定為主）

訂購
時間

上午 10:30 前
下午 16:30 前

取餐
時間

上午 11:30 -12:30
下午 17:30 -18:30

804 高雄市鼓山區龍德新路222號
No. 222, Longdesin Rd., Gushan Dist., Kaohsiung City 804, Taiwan
khhmarriott.com

線上訂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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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氣王

日式豬五花丼飯

台灣
豬肉

人氣王

紅酒時蔬燉牛肉

印度坦都里烤雞

Japanese pork belly stewed

Indian Tandoori grilled chicken

NT$240

NT$240

泰式鳳梨蝦仁炒飯配
綠咖哩豬肉片

台灣
豬肉

Thai pineapple and shrimps fried rice
green curry pork, daily vegetables

NT$250

乾炒海鮮河粉

美國
牛肉

Braised US beef with red wine

NT$240

台灣
豬肉

Seafood fried rice noodles
kimchi pork, daily vegetables

NT$260

碳烤鮭魚佐松露奶油醬
Grilled salmon medallion
truﬄe butter sauce,
penne paste in cream sauce

NT$300

人氣王

澳洲
牛肉

醬燒猴頭菇拼腐皮千絲卷(素)

青檸大蝦球拼酒釀魚球

怡香茄子伊麵拼紅燒牛頰

Braised hericium mushroom with
tofu skin thousand silk rolls

Lime shrimps balls and
ﬁsh balls with wine

Eggplant and Yi noodles with
braised beef cheeks

NT$ 280

NT$ 280

NT$ 200

高雄萬豪酒店 訂購專線：07 559 6930，詳情請見官網 www.khhmarriott.com
訂購
時間

上午 10:30 前
下午 16:30 前

取餐
時間

上午 11:30 -12:30
下午 17:30 -18:30

•取餐地點：高雄萬豪酒店 - 1F 大廳櫃台
•20 個以上請提前一天訂購 ，餐盒均附主廚例湯
•外送服務：於官網結帳，加價 NT$50，可外送。消費金額滿千元以上，
享免費外送。外送地點須在酒店周邊 5 公里內（6/28 起 適用）

804 高雄市鼓山區龍德新路222號
No. 222, Longdesin Rd., Gushan Dist., Kaohsiung City 804, Taiwan
khhmarriott.com

線上訂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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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陸大餐 - 碳烤美國頂級菲力 180g、龍蝦250g
Grilled USDA prime tenderloin 180g,
baby lobster 250g
•牛排皆以 5 分熟出餐，如需調整請提前告知

松露油封鴨腿義大利麵，珍珠季節時蔬，每日例湯，沙拉，甜點

Truﬄe duck conﬁt pasta, mash,
seasonal vegetables, soup, salad, dessert
人氣王

NT$980

A4 日本和牛肋眼 150g

Grilled Japanese ribeye wagyu beef 150g
•牛排皆以 5 分熟出餐，如需調整請提前告知

松露油封鴨腿義大利麵，馬鈴薯泥
珍珠季節時蔬，每日例湯，沙拉，甜點

NT$480

皇饕風味春雞

Grilled US spring chicken

Truﬄe duck conﬁt pasta, mash
seasonal vegetables, soup, salad
dessert

NT$1,480

蒜香墨魚義大利麵，季節時蔬，每日例湯，沙拉，甜點

black pasta, seasonal vegetables, soup, salad, dessert

人氣王

碳烤美國 PRIME 熟成紐約客
Grilled USDA prime beef sirloin 150g
•牛排皆以 5 分熟出餐，如需調整請提前告知

皇 饕海鮮佐龍蝦醬汁

附餐

義大利麵佐松露奶油醬汁，
季節蔬菜，沙拉，甜點

Assorted grilled seafood
with lobster sauce

NT$520

Pasta with truﬄe mushroom sauce
Seasonal vegetables, salad, dessert

季節鮮魚，鮮蝦，淡菜，扇貝，亞洲香料飯，
番茄燴蔬菜，沙拉，甜點

NT$500

Fresh ﬁsh, prawns, mussel, scallop,
rice pilaf, ratatouille, salad, desse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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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個以上請提前一天訂購 ，餐盒均附主廚例湯
•外送服務：於官網結帳，加價 NT$50，可外送。
消費金額滿千元以上，享免費外送。外送地點須
在酒店周邊 5 公里內（適用於 6/28 起，運費及實
際外送範圍依系統判定為主）

訂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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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人套餐

4 人套餐

6 人套餐

三菜一湯
NT$980

五菜一湯
NT$1,680

七菜一湯
NT$2,380

請選擇下列菜色
人氣王

人氣王

燒味三拼

Tri-Chinese barbecued combo

人氣王

豉汁蒸魚捲

金沙松阪豬

Braised ﬁsh roll
with black bean sauce

Stir-fried pork cheek
with salted egg yolk

人氣王

X.O. 醬炒雞球

Wok fried chicken with X.O. sauce

人氣王

梅林蒜香牛小排

Garlic beef short ribs

人氣王

咖哩牛腩煲

鹹魚雞粒豆腐煲

蟹粉海皇豆腐煲

Braised curry US beef brisket

Tofu with salted ﬁsh
and diced chicken

Braised seafood with tofu
and crab roe

人氣王

韭蔥蝦仁炒蛋

椒鹽排骨

Stir-fried egg
with shrimp and leek

Crispy pork ribs with salt
and pepper

上湯杞子娃娃菜（素）
Stewed baby Chinese cabbage
and wolfberry

金銀蛋莧菜（蛋奶素）
Amaranth with salted egg
and century egg

注意事項

人氣王

主廚例湯

雞蓉栗米羹

Chef’s daily soup

Sweet corn
and minced chicken soup

訂購時間：上午 10:30 前 下午 16:30 前
取餐時間：上午 11:30 -12:30 下午 17:30 -18:30
取餐地點：高雄萬豪酒店 1F 大廳櫃台
餐點均附贈白飯，菜色份量依所選人數調整提供
肉類來源均為美國牛肉、台灣豬肉
以上圖片僅供參考。

The above picture is for reference on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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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種點心

一款 NT$120 / 三款 NT$330 / 五款 NT$550

•鮑魚珍珠雞（2 個）

•蠔皇叉燒包（3 個）

Glutinous rice with abalone and chicken
wrapped in lotus leaf (2 pieces)

Steamed barbeque pork bun (3 pieces)

•腐竹牛肉丸（3 個）

•魚子燒賣皇（4 個）
人氣王

Steamed U.S beef ball with bean curd sheet (3 pieces)

Steamed shumai with ﬁsh roe (4 pieces)

•紫米珍珠丸（3 個）

•西班牙火腿墨魚捲（3個）

Steamed minced pork with pulut rice ball (3 pieces)

Spanish ham with cuttleﬁsh, shrimp paste rolls (3 pieces)

•錦繡雞冠餃（3 個）
Steamed minced pork and shrimp dumpling (3 pieces)

•鮮蝦咖哩餃（3 個）

•臘味蘿蔔糕（3 片）
人氣王

•豉汁蒸排骨（1 份）
人氣王

Steamed shrimp dumplings with curry(3 pieces)

Steamed pork ribs with black bean sauce

•蠔汁蒸鳳爪（1 份）

•蘑菇奶皇包（2 個）
人氣王

Pan fried radish cakes and preserved sausage (3 pieces)

Steamed chicken feet with oyster sauce

Mushroom model creamy custard buns (2 pie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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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式辣麵沙拉配每日例湯

希臘雅典娜沙拉配每日例湯

輕泰式鮮蝦沙拉配每日例湯

Spiced Korean noodle salad and daily soup

Salad Shirazi and daily soup

Thai Prawn salad and daily soup

NT$ 160

NT$ 160

NT$ 160

印度瑪莎拉蔬菜咖哩飯

日式東京捲壽司

Channa Masala with rice

Kyo Kyo maki-sushi

NT$ 180

NT$ 180

紐奧良肯瓊香料鱸魚飯

義式芝士雞排佐番茄義大利麵

日式鐵板炒烏龍佐海味什錦

Cajun spiced Sea Bass rice

Chicken Parmigiana

Teppanyaki fried seafood udon noodle

NT$ 180

NT$ 180

NT$ 180

照燒醬牛肉 蘑菇香米

美國
牛肉

香炸豬排佐日式時蔬咖哩飯

台灣
豬肉

Teriyaki beef with mushroom rice

Crispy fried pork with vegetables curry rice

NT$ 180

NT$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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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ppanyaki 鐵板燒
Starter 前菜

Main Set 主菜套餐

Steamed abalone
鮮嫩鮑魚搭配山椒汁

Spanish Iberian pork ribeye
舒肥伊比利豬肋眼 120g

單點 NT$580

單點 NT$780 / 套餐 NT$1,860

Soup 湯

USDA Prime beef ribeye
Prime 美國肋眼牛排 120g

Lobster bisque
義式龍蝦湯

西班牙
豬肉

單點 NT$980 / 套餐 NT$2,060
•牛排皆以 5 分熟出餐，如需調整請提前告知

單點 NT$680
Seasonal vegetable
季節時蔬

單點主餐附贈
炒飯、季節時蔬、手作甜點

Fried rice with mullet roe
鐵板烏魚子炒飯

套餐主餐附贈
前菜、湯、炒飯、季節時蔬、手作甜點

Red bean dorayaki
紅豆銅鑼燒

M-Chef

牛排館

M-Chef 14 days aged duck confit
and slow-cooked duck breast
皇饕 14 天熟成油封鴨腿、舒肥嫩鴨胸
單點 NT$980 / 套餐 NT$1,360
21 days aged cured Taiwan pork chop
皇饕 21 天台灣噶瑪蘭帶骨豬排 12oz
單點 NT$980 / 套餐 NT$1,360

Surf and turf (for 2 persons)
Prime 21 days aged rib eye 30oz
and Boston lobster
皇饕海陸套餐 (2 人份)
美國 Prime 頂級 21 天熟成肋眼牛排 30oz
波士頓龍蝦 1 隻
單點 NT$5,200 / 套餐 NT$6,000
Above set menu includes 此套餐含

Prime 21 days aged rib eye 10oz
美國 Prime 頂級 21 天熟成肋眼牛排 10oz

Bacon pumpkin soup
培根南瓜湯

單點 NT$1,350 / 套餐 NT$1,730

Smoked salmon salad
燻鮭魚沙拉

Above set menu includes 此套餐含

Handmade macaron
手工馬卡龍

Bacon pumpkin soup
培根南瓜湯

Caramel honey pumpkin pudding
焦糖蜂蜜烤南瓜布丁

Smoked salmon salad
燻鮭魚沙拉

•牛排皆以 5 分熟出餐，如需調整請提前告知

Handmade macaron
手工馬卡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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奢華系列

A.

B.

A.

楽 寿司

B.

鰻魚飯

C.

御見 元気弁当

D.

京 寿司

C. D.

商業便當系列
桂丁雞腿三吃

Deep fried chicken,minced
chicken rice ( 1 stick teriyaki )

NT$320

雙拼西京味噌燒魚

380

碳烤和牛舌拚醬燒伊比利豬

480

Two kinds fish with miso

NT$680

Assorted sushi bento

680

Unagi rice bento

Kaiseki Bento

台灣
豬肉

980
1,380

Premium sushi platter
(2~3 person)

Wagyu ox tongue and Iberia 澳 洲 西 班 牙
porkcharcoal australian
豬肉
牛肉

雙人火鍋系列

需前一天預定

伊比利豬火鍋套餐

NT$2,280

日本和牛火鍋套餐

3,980

Iberian pork butt set menu 西 班 牙
(2 person)
豬肉
Japanese wagyu set menu
(2 per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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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 食 美 宴

Cherry tomato salad with poached lobster
龍蝦，蕃茄沙拉

MAJESTY AT HOME

A la carte 單點
NT$780
680

White asparagus soup with Majesty sourdough
白蘆筍湯配美享地酸種麵包

580

Seafood medley with fregola in tomato sauce
精選海鮮配蕃茄珍珠麵

980

Ox tongue with whole grain mustard and potato gratin
香煎牛舌配芥末籽醬及馬鈴薯千層

880

Confit duck leg with roasted bamboo shoot
and sweet potato mash
油封鴨腿配烤竹筍及地瓜泥

840

Seasonal fruit tart
時令水果塔

280

Majesty pastry selection
精選美享地小點

250

觸 手 可 及

White asparagus with onsen egg and chive hollandaise
白蘆筍，溫泉蛋，蝦夷蔥荷蘭醬

Set menu 套餐
Cherry tomato salad with poached lobster
龍蝦，蕃茄沙拉
White asparagus soup with onsen egg
白蘆筍湯配溫泉蛋
Majesty sourdough with kombu butter
美享地酸種麵包配昆布奶油
Seafood medley with fregola in tomato sauce
精選海鮮配蕃茄珍珠麵

1,800

Ox tongue with whole grain mustard and potato gratin
洲
香煎牛舌配芥末籽醬及馬鈴薯千層 澳
牛肉

1,600

Confit duck leg with roasted bamboo shoot
and sweet potato mash
油封鴨腿配烤竹筍及地瓜泥

1,500

Majesty pastry selection with iced golden buckwheat tea
精選美享地小點配冷日本黃金蕎麥茶
訂購專線 07 559 6930 詳情請見官網 www.khhmarriott.com
•
•
•
•
•

每日限量販售
訂購時間：午餐｜當日 上午 10:30 前，晚餐｜當日 下午 16:00 前
取餐時間：午餐 上午 12:00 -12:30，晚餐 下午 17:30-18:30
取餐地點：高雄萬豪酒店 -1F 大廳櫃台
外送服務：於官網結帳，加價 NT$50，可外送。消費金額滿千元以上，享免費外送。外送
範圍依系統判定為主）

KAOHSIUNG MARRIOTT HOTEL 高雄萬豪酒店
804 高雄市鼓山區龍德新路 222 號
No. 222, Longdesin Rd., Gushan Dist., Kaohsiung City 804, Taiwan
www.khhmarriott.com

線上訂購

LIGHTMEAL




.松露蛋小黃瓜三明治





.煙燻火雞拖鞋麵包三明治



.煙燻鮭魚可頌






     
    

.蘋果核桃沙拉



.經典凱薩沙拉

.油封鮪魚沙拉

     

     

       

附餐 法式麵包、蜂蜜美乃滋

附餐 法式麵包、凱薩醬

附餐 法式麵包、義大利油醋醬







高雄萬豪酒店 訂購專線：07 559 6930，詳情請見官網 www.khhmarriott.com

•取餐地點：高雄萬豪酒店 -1F 大廳櫃台
•外送服務：於官網結帳，加價 NT$50，可外送。消費
金額滿千元以上，享免費外送。外送地點須在酒店周
邊 5 公里內，適用於 6/28 起，運費及實際外送範圍依
系統判定為主）

訂購
時間

上午 10:30 前
下午 16:30 前

取餐
時間

上午 11:30 -12:30
下午 17:30 -18:30

804 高雄市鼓山區龍德新路222號
No. 222, Longdesin Rd., Gushan Dist.,Kaohsiung City 804, Taiwan
www.khhmarriott.com

線上訂購

COFFEE
百香雙韻

豪旺咖啡

Pineapple coffee

冰磚拿鐵

Passion fruit coffee

Coffee cube with milk

苺你不行

每杯售價均為

粉漾蜜桃

Sparkling coffe
with berry syrup

NT$120

Peach iced tea

COCKTAIL

桑格利亞
Sangria

性感海灘

Sex on the beach

莓果琴費士

Berry gin fizz

每杯售價均為

NT$280

邁泰

莫希托

Mai tai

Mojito

高雄萬豪酒店 訂購專線：07 559 6930，詳情請見官網 www.khhmarriott.com
•未滿 18 歲請勿飲酒
•酒精飲料須前一天預訂且無配合外送服務須現場自取
•取餐地點：高雄萬豪酒店 -1F 大廳櫃台
•外送服務：於官網結帳，加價 NT$50，可外送。消費
金額滿千元以上，享免費外送。外送地點須在酒店周
邊 5 公里內，適用於 6/28 起，運費及實際外送範圍依
系統判定為主）

禁止酒駕

訂購
時間

上午 10:30 前
下午 16:30 前

取餐
時間

上午 11:30 -12:30
下午 17:30 -18:30

804 高雄市鼓山區龍德新路222號
No. 222, Longdesin Rd., Gushan Dist.,Kaohsiung City 804, Taiwan
www.khhmarriott.com

線上訂購

酒後不開車 安全有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