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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 items are priced in AEDAll prices are inclusive of VAT

早餐菜单
Petit-déjeuner



1889 年，当我曾祖父母的父母开始经营他们的第

一家面包店时，他们可能从没想过未来有一天，

他们对面包的热情会带着他们的子孙从法国不远

万里来到阿联酋并受到热烈欢迎！

从初创至今，PAUL走过了 125 年的岁月，并且已

在阿联酋经营了 13 年。我们真的很高兴能继续

与您分享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价值观——也就是

已经在五代人之间传承的家族价值观：

热爱面包、法国的“生活艺术”以及对产品质量

的持续关注……

我们的厨师巧妙地将传统和现代元素相结合，专

门为您研制出多款全新套餐：多种沙拉佐以最佳

酱料、传统菜肴与创意十足的麻花状面包搭配，

还有您最爱的美味法式糕点……坐下来，放松身

心，在这里开始一段法国美食之旅。

Bienvenue chez PAUL et… bon

appétit!

Maxime HOLDER

PAUL——天生烘焙家



饕享

在PAUL烘焙店，我们始终铭记烘焙师对至臻
品质的坚持。在这个大家庭中，我们珍视法国
美食的滋味，并懂得如何饕享生活的滋味。
我们臻选的最上乘食材始终来自最好的来源
地，符合我们坚持健康与新鲜的宗旨。

我们在菜单中推出了一系列严格素食和素食
选择，来满足客人的不同需求和饮食习惯。

PAUL烘焙店努力成为当地社区的一员。我们
使用新鲜的当地食材和调味品，创造出迎合
当地口味喜好的菜单。
 
我们所有的甜点都含有麸质（冰淇淋除外）
、牛奶和鸡蛋。

我们在厨房使用面筋、牛奶、鸡蛋、海鲜、
坚果、大豆、芝麻等等原料来创制美味。
 
我们还在菜单中突出显示全部主要过敏原。如
果您对任何膳食成分过敏，请告知服务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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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式甜面包
牛角面包 Croissant 10

奶酪牛角面包 Cheese croissant 12

百里香牛角面包 Thyme croissant  11 

杏仁牛角面包 Almond croissant  13

开心果牛角面包 Pistachio croissant   13

英式甜杏面包 Apricot Anglaise 18

蝴蝶酥 Palmier 12

巧克力蛋糕 Chocolate Gourmandise 13

巧克力面包 Pain au chocolat 11

葡萄干丹麦卷 Pain aux raisins 12

巧克力杏仁面包 Pain au chocolat et amandes  13

巧克力开心果面包 Pain au chocolat et pistaches 
  13

面包篮 Viennoiseries basket
1 牛角面包 + 1 巧克力面包 + 1 葡萄干丹麦卷 25

迷你面包篮 Mini viennoiseries basket
2 迷你牛角面包 + 2 迷你巧克力面包 + 2 迷你葡萄干丹麦
卷 17

奶酪格雷派饼 Cheese galette
Faluche 面包上铺菲达奶酪和埃曼塔奶酪 16

百里香格雷派饼 Thyme galette  

Faluche 面包上铺百里香和橄榄油 12

鼠尾草蛋清煎蛋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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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项目定价的单位均为迪拉姆（AED）所有价格均包含增值税

俱乐部煎蛋卷

法式煎蛋卷 
素蛋卷 Plain omelette 
配附餐沙拉和炸薯饼 36
另加 Add on:

埃曼塔奶酪 Emmental cheese 8   -  蔬菜 Vegetables 8   
-  牛肉培根 Beef bacon 8 
番茄 Tomatoes 5  -  熏三文鱼 Smoked salmon 20   -  
熏火鸡 Smoked turkey 16 - 法式煎蘑菇 Sautéed

mushrooms 8 

马赛煎蛋卷 Omelette of Marseille 
辣椒、番茄、洋葱、蘑菇配附餐沙拉和炸薯饼 41

俱乐部煎蛋卷 Omelette club
素蛋卷、牛肉培根、烤鲜蘑菇和奶酪多层堆叠，佐普罗旺斯
番茄，配附餐沙拉和炸薯饼 49

鼠尾草蛋清煎蛋卷 Chia egg white omelette  
您可自选整蛋或蛋白混合鼠尾草籽、自制番茄干、新鲜菠菜
和帕玛森奶酪，上铺附餐沙拉 41

法式早餐 
巴黎风味 PARISIAN

1 热饮

 + 1 自选法式甜面包

+ ½ 老式长管面包、黄油

及果酱（甜杏和 草莓） 
41

欧陆风味 CONTINENTAL
1 热饮

 + 1 鲜榨橙汁

 + 1 自选法式甜面包

 + ½ 老式长管面包、黄油

及果酱（甜杏和 草莓）

51

综合风味 COMPLET
1 热饮

 + 1 鲜榨橙汁

 + 1 自选法式甜面包

 + ½ 老式长管面包、黄油

及果酱（甜杏和草莓）和素蛋卷

61

千层牛角面包
鳄梨三文鱼牛角面包 Croissalmon avocado 
现烤牛角面包内填什锦沙拉、炒鸡蛋、熏三文鱼、新鲜鳄
梨，配附餐沙拉 41

火鸡和卡蒙贝尔奶酪 Turkey and Camembert cheese
牛角包内填熏火鸡、卡蒙贝尔奶酪、焦糖洋葱和新鲜番茄 26

烤哈罗米奶酪 Grilled Halloumi  

牛角包内填哈罗米奶酪、新鲜番茄、黑橄榄和洛卡奶酪，上
撒橄榄油和新鲜罗勒 21

鳄梨三文鱼牛角面包

配菜 Sides：

烤哈罗米奶酪 Grilled Halloumi 12 
罐头金枪鱼 Canned tuna 11 
鸡肉 Chicken 17
藜麦 Quinoa 10 
鳄梨 Avocado 12 
烟熏三文鱼 Smoked salmon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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炒鸡蛋奶油酥盒

鸡蛋
炒鸡蛋奶油酥盒 Scrambled eggs vol-au-vent
烤油酥皮内填帕玛森奶酪炒蛋，配附餐沙拉 44

3 个鸡蛋按您自选方式烹饪（配附餐沙拉） 
3 Eggs your way 
炒 Scrambled 36
煎 Fried 36
煎单面 Sunny Side Up 36

法式乳蛋饼和水波蛋
山羊奶酪、西葫芦和水波蛋 Goat cheese 

zucchini and poached egg 

水波蛋摊在山羊奶酪西葫芦乳蛋饼上，上撒芦笋和荷兰酱，
配附餐沙拉 44

三文鱼和菠菜配水波蛋 Salmon & spinach with 

poached egg  

水波蛋摊在三文鱼和菠菜乳蛋饼上，上撒芦笋和荷兰酱，配附
餐沙拉 44

另加 Add ons:

半个鳄梨 Half pcs avocado 12 
烤哈罗米奶酪 Grilled Halloumi 12 
熏三文鱼 Smoked Salmon 20 
布拉塔奶酪 Burrata Cheese 30 

 海鲜     素食     严格素食     坚果     当地风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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鳄梨水波蛋

哈罗米奶酪煎饼

特别简餐
哈罗米奶酪煎饼 Halloumi pancake    

可口哈罗米奶酪煎饼、单面煎蛋，上撒杏仁、番茄干、沙沙
酱，旁边配荷兰酱 41

面包碗 Breakfast bowl  

我们的传统面包碗，内装自制番茄酱、青椒和洋葱、芝麻，
上铺单面煎蛋，旁边配炒小土豆 41

鳄梨水波蛋 Avocado poached eggs 
2 个水波蛋配鳄梨、烤布里欧吐司面包配奶油乳酪和莳萝、
嫩菠菜，上撒荷兰酱，配附餐沙拉和炸薯饼 46

班尼迪克蛋 Eggs benedict
2 个水波蛋，配荷兰酱、附餐沙拉和炸薯饼以及您自选

配培根 Bacon benedict 44
配三文鱼 Salmon benedict 49 

活力鳄梨鸡蛋 Egg avo energy  
2 个水煮蛋、新鲜鳄梨和谷粒，配附餐沙拉 39

法式夫人三明治 Croque madame
回归本真；熏火鸡，埃曼塔奶酪上铺单面煎蛋、意大利黑
醋、洛卡 、 帕玛森奶酪沙拉，配法式炸薯条 46

面包碗

所有项目定价的单位均为迪拉姆（AED）所有价格均包含增值税

另加：

半个鳄梨 12 
烤哈罗米奶酪 12 
熏三文鱼 20 
布拉塔奶酪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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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明治
素食 Vegetarian   

烤茄子、红辣椒、鹰嘴豆酱炒菜花，上淋番茄干、香蒜酱、
芝麻菜和鲜薄荷，配附餐沙拉和炸薯条

可选择：

软面包 soft bread  39
素食面包 vegan bread  39 

餐后酸奶 Labneh  

新鲜奶油酸奶、黑橄榄、新鲜薄荷、黄瓜、番茄片填在牛至-
橄榄长棍面包中，配附餐沙拉 36

熏火鸡 Smoked turkey
熏火鸡三明治上抹芥末和蛋黄酱，酸黄瓜、新鲜番茄和生菜
填在波尔卡面包内，配附餐沙拉 41  加埃曼塔奶酪 8

哈罗米奶酪 Halloumi  

哈罗米奶酪、新鲜番茄片、黄瓜、新鲜洛卡奶酪、薄荷蛋黄
酱填在牛至-橄榄长棍面包中， 配附餐沙拉 43

素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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甜品和水果 
水果穆兹利酸奶杯 Fruit muesli yogurt bowl 
希腊酸奶和马斯卡彭奶酪混合加蜂蜜，穆兹利，上撒香蕉、
草莓、芒果和猕猴桃 41

蓝莓和覆盆子 Blueberry and raspberry parfait 
 

新鲜蓝莓和覆盆子与酸奶、烤亚麻籽、南瓜子、核桃和杏仁
片层层堆叠。上淋蜂蜜 39

草莓 Strawberry parfait  
新鲜草莓与草莓酸奶、烤亚麻籽、南瓜子、核桃和杏仁麦片
层层堆叠。上淋蜂蜜 39

鼠尾草籽布丁 Chia seeds pudding   
鼠尾草籽椰奶，配自选红色水果或芒果 36

水果沙拉 Fruit salad 
时令鲜果拼盘 23

红色水果和浆果沙拉 
Red fruits and berries salad 
精选新鲜浆果和红色水果 37

水果穆兹利酸奶杯

所有项目定价的单位均为迪拉姆（AED）所有价格均包含增值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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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饮
意式浓缩咖啡 Espresso 14 
双份特浓咖啡 Double espresso 19
去咖啡因意式浓缩咖啡 Espresso
decaffeinated 14
法式牛奶咖啡 Café crème 20
美式咖啡 American coffee 19
卡布奇诺 Cappuccino 21
维也纳咖啡 Café viennois 21
PAUL 热巧克力 PAUL hot chocolate 21
浓缩玛奇朵 Espresso macchiato 17
平白咖啡 Flat white 20
摩洛哥咖啡 Marocchino 21

肉桂香草拿铁 Cinnamon vanilla latté
拿铁咖啡加香草糖浆和肉桂粉 21

焦糖浓摩卡 Caramel sticky mocha
巧克力冻饮、焦糖浆，加新鲜牛奶和浓缩咖啡 21

PAUL 茶饮 PAUL tea
伯爵茶、洋甘菊、薄荷茶、英式早餐或

PAUL 特别混饮 18

咖啡甜点套餐 Café gourmand 
咖啡配 3 个迷你马卡龙 27

茶饮甜点套餐 Tea gourmand 
茶饮配 3 个迷你马卡龙 27

鲜榨果汁
橙汁 Orange 24
橙子和胡萝卜汁 Orange and carrot 24
猕猴桃汁 Kiwi 25
胡萝卜汁 Carrot 24
芒果汁 Mango 25
柠檬水 Lemonade 24
薄荷柠檬水 Mint lemonade 25
草莓汁 Strawberry 31 

生态善举！

与我们一起努力减少塑料垃圾，贡
献环保力量。

请在真正需要时索要吸管。

#strawless

 海鲜     素食     严格素食     坚果     当地风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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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UL 鸡尾酒
PAUL 混饮 PAUL mix
鲜榨草莓、猕猴桃和芒果汁 29

奇亚甘蓝奶昔 Chia kale   

奇亚籽、新鲜羽衣甘蓝、希腊酸奶、芒果和百香果 29

巧克力熔岩蛋糕 Le Moelleux  
熔岩蛋糕、巧克力冰淇淋、牛奶、浓缩咖啡和打发奶油 29

素食选择 Vegan    

杏仁奶、椰奶、香蕉、椰枣和香草  29

苹果冰饮 Apple cooler 
新鲜苹果和草莓混合鲜榨橙汁 29

姜荔枝梦幻饮 Lychee ginger fantasy 
新鲜酸奶、新鲜姜、荔枝糖浆，上淋荔枝果肉混合冰块 29

百香果芒果冰沙 Passion mango smoothie  

芒果汁、百香果和新鲜薄荷叶  29

杏仁椰枣饮 Almond date    

杏仁奶、椰枣、肉桂、杏仁粉和杏仁片  29

冷饮
冰拿铁 Iced latté 19

冰摩卡 Iced mocha 21

冰茶 Iced tea
柠檬或蜜桃口味 20

水
依云 Evian
(小瓶) 12  (大瓶) 21

波多气泡水 Badoit 
(330 ml) 19  (750 ml) 28

所有项目定价的单位均为迪拉姆（AED）所有价格均包含增值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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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刻下载应用，获得奖励！

送餐上门 

我们能将美食外送至您家中或办公地

承办餐饮

我们可随时为您和客人筹备特别的法式餐饮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