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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 items are priced in AEDAll prices are inclusive of VAT

面包店
Le Restaurant du Boulan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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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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蛋饼
山羊奶酪西葫芦乳蛋饼 Goat cheese zucchini 

quiche 
山羊奶酪、西葫芦、茄子配奶油、鸡蛋和牛奶 41

三文鱼菠菜乳蛋饼 Salmon spinach quiche 
三文鱼和菠菜配奶油、鸡蛋和牛奶 41

汤类
传统洋葱汤 Traditional onion soup
洋葱、埃曼塔拉奶酪，盛放于我们的自制面包碗中 30
 
蘑菇汤 Mushroom soup
鲜蘑菇汤 Fresh mushroom creamy soup 27 
加鸡肉 Add chicken 6
 
主厨汤 Chef’s soup

每日例汤 29

传统洋葱汤

精心设计的PAUL烘焙店忠诚度计
划旨在让您享受一系列福利和
特权。

立即下载PAUL Arabia应用，了
解更多信息，现在就开始积分！

N
ovem

ber 2018

 海鲜     素食     严格素食     坚果     当地风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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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胃菜
鸡肉青酱泡芙 Chicken pesto puff   

烤千层饼夹奶油鸡肉青酱、松仁和炒鲜蘑菇 59

三文鱼块 Salmon bites  
香脆三文鱼块、奶油芝士、罗卡叶和灯笼椒酱 61

卡门贝奶酪火锅 Salmon bites  
融化的卡门贝尔奶酪、酥脆的帕玛森牛至面包、烘干的西红
柿和罗卡沙拉 49

松露帕玛森薯条 Truffle Parmesan fries 
法式炸薯条淋松露油、帕玛森奶酪、碎胡椒和油炸香草 23

红薯条 Sweet potato fries   19 

法式炸薯条 French fries  13

鸡肉青酱泡芙红薯条

三文鱼块 山羊奶酪西葫芦乳蛋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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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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拉
山羊奶酪和梨 Goat cheese and pears  

什锦蔬菜沙拉配梨片、甜菜根、芝麻菜和香醋汁浸泡的樱桃番
茄，配上酥软的香煎山羊奶酪和炒 6种谷物 64

藜麦柑橘 Quinoa citrus  
三种颜色的藜麦与石榴、毛豆、鳄梨和芒果混合，加入了柑橘
酱，淋料可选择： 
烟熏三文鱼 Smoked salmon 64 
鸡肉 Chicken 54 
白灼虾 Poached shrimp 56 

毛豆三文鱼尼斯 Edamame salmon Nicoise   

什锦生菜、青豆、小土豆、芝麻菜、樱桃番茄和橄榄，加柠檬
酱，上淋烟熏三文鱼、毛豆和水煮蛋 66

农场沙拉 Fermière 
农场沙拉，上淋腌制烤鸡、新鲜的绿苹果片、核桃、葡萄干、
埃曼塔奶酪屑和胡萝卜。 配芥末酱醋汁 57

蟹和三文鱼 Crab and salmon 
新鲜罗卡、什锦蔬菜、新鲜鳄梨和番茄片，配柠檬酱 62

覆盆子甘蓝藜麦 Raspberry kale-quinoa  

甘蓝叶、藜麦、樱桃番茄、新鲜的石榴和树莓，上佐新鲜的薄
荷，配柠檬酱 57

 迪拜市政府为符合营养标准的餐厅/食品颁发认证，您可以通过徽标辨识该认证。

 海鲜     素食     严格素食     坚果     当地风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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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撒 Caesar  
长叶莴笋、樱桃番茄、帕尔马奶酪和香草烤面包

配凯撒酱 41 
加烤鸡 Add grilled chicken 17 
加烤三文鱼 Add grilled salmon 26 
加烤虾 Add grilled shrimp 21 

Panachée 
新鲜的鳄梨片、棕榈嫩芽、芦笋、洋蓟心、樱桃番茄、黄
瓜、甜玉米和新鲜的蘑菇，配醋汁调味料 58

新鲜沙拉配牛油果 Avocado Fraicheur  

什锦蔬菜沙拉配鳄梨、罗卡、菠菜、红萝卜、西红柿、黄
瓜、鲜薄荷、烤杏仁、番茄干、葱和绿百里香，配香醋调味
汁 47

布拉塔芝士 Burrata  

奶油布拉塔芝士、3种颜色的樱桃番茄、烘干番茄，佐自制香
蒜酱、鲜罗勒和松仁屑，配小罗卡和香醋调味汁 65

芝士鸡肉鳄梨 Cheese chicken avocado
罗卡、鲜鳄梨、烤鸡肉、鹰嘴豆、青豆、黑橄榄，埃曼塔奶
酪和藜麦，配柠檬酱 62

沙拉配菜 Add ons:

鳄梨 / 半个 Avocado / half pcs 12 

烤哈罗米芝士 Grilled Halloumi 12 

加鸡肉 Grilled chicken 17

烟熏三文鱼 Smoked salmon 24 

烤三文鱼 Fresh salmon 26 

布拉塔芝士 Burrata cheese 30 

藜麦 Quinoa 11 

罐装金枪鱼 Canned tuna 11 

白灼虾或烤虾 Poached or 

grilled shrimp 21 

山羊奶酪和梨 Sweet potato fries毛豆三文鱼尼斯

藜麦柑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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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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鲈或三文鱼毛豆萨尔萨辣酱 Seabass or 
Salmon edamame salsa   

任选烤鲈鱼或烤三文鱼排、白米饭，配炒荷兰豆和胡萝卜，
配毛豆萨尔萨辣酱 99
加鸡肉 Chicken edamame salsa 79

茴香烤三文鱼 Grilled salmon with fennel    
烤三文鱼、小洋蓟，鲜茴香、酸豆、洋葱切片、橄榄、樱桃
番茄，任选祖母土豆泥或炖扁豆，另配奶油沙司 99 

酱汁选择 Choice Of Sauces: 

蘑菇 Mushroom – 胡椒 Pepper – 松露蘑菇 Truffle mushroom –  

芥末 蛋黄酱 Meaux mustard 毛豆萨尔萨辣酱 Edamame salsa  - 
奶油葱酱 Creamy shallots sauce 

配菜 Sides: 

土豆泥 Mashed potato 9        白米饭 White rice 7 

炖扁豆 Braised lentil 14  

松露土豆泥 Truffle mashed potato 16  

甜薯条 Sweet French fries 12    烤蔬菜 Grilled vegetables 16          
松露薯条 Truffle fries 14 

黑鲈或三文鱼毛豆萨尔萨辣酱

 海鲜     素食     严格素食     坚果     当地风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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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带法式鸡肉卷 Chicken cordon bleu  

炸鸡胸肉，内塞火鸡、百里香和三种奶酪，配炒菜和土豆
泥，可任选自制酱汁 89

鸡肉片 Chicken escalope  
帕玛森酥皮鸡肉片配意大利扁面条，任选番茄或奶油酱 84

健康烤鸡肉 Healthy grilled chicken  
香草腌制鸡胸肉配上我们自制的酱汁。烤蔬菜或蔬菜藜麦佐
浓缩醋 83 

素食咖喱 Vegetarian curry     

鲜蘑菇、青豆、红辣椒、青椒、茄子和西兰花佐少许咖喱椰
汁和杏仁清炒，另配白米饭 46
加鸡肉 Add chicken 17   加虾 Add shrimps 21 

蘑菇酥皮牛柳 Mushroom crusted beef filet 
烤牛柳，上浇酥皮奶油烤蘑菇、炒过的蔬菜，配炸红薯条，
任选自制酱汁  104

里脊松露土豆泥 Tenderloin truffle potato mash 
 

牛柳、奶油松露泥、豆子、番茄干，佐手切薯条，可任选自
制酱汁 109

蘑菇酥皮牛柳

Sweet potato fries

蓝带法式鸡肉卷

素食咖喱 健康烤鸡肉 

敬请注意： 
食用生、熟或半熟肉类、禽肉、海鲜、贝类或蛋类可能会增加食
源性疾病的风险，尤其是在您患有某些疾病的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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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迪拜市政府为符合营养标准的餐厅/食品颁发认证，您可以通过徽标辨识该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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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食

冷三明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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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烟熏火鸡 Smoked turkey
波尔卡面包夹烟熏火鸡涂抹芥末酱和蛋黄酱、酸黄瓜、新鲜
番茄和莴笋，另配附餐沙拉 41  添加布拉塔芝士  8

金枪鱼三明治 Tuna dieppois 
保罗面包夹金枪鱼、蛋黄酱、生菜和新鲜番茄，配附餐沙拉 
41

哈罗米芝士 Halloumi    

牛至橄榄长棍面包夹烤哈罗米芝士、鲜番茄片、黄瓜、鲜罗
卡、薄荷蛋黄酱，配附餐沙拉 44

烟熏三文鱼 Smoked salmon  
杂粮面包夹奶油芝士、洋葱圈、罗卡和酸豆，配什锦蔬菜沙
拉 59

为您的三明治搭配薯条 

甜薯条 Sweet potato fries 9  
松露薯条 Truffle fries 9 

 海鲜     素食     严格素食     坚果     当地风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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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三明治
牛排三明治 Steak sandwich 
芝麻软面包夹鲜蘑菇、青椒、洋葱佐牛排汁香煎牛柳，淋生
菜、埃曼塔奶酪 鳄梨 蛋黄酱  酱，配附餐沙拉和薯条 58

鸡肉鳄梨 Chicken avocado 
软面包夹盘烤鸡肉上淋埃曼塔奶酪、鲜鳄梨和番茄佐大蒜蛋
黄酱，配附餐沙拉和薯条 46

汉堡 Beef burger   
自制牛肉饼、肉汁蘑菇、埃曼塔奶酪、炸酱、西红柿、酸黄
瓜  和什锦蔬菜沙拉，任选白面包或杂粮面包，配附餐沙拉
和炸薯条  57

鸡肉配贝雷帽面包三明治 Chicken faluche
烤鸡肉条佐以蛋黄酱、新鲜番茄和什锦蔬菜，搭配芝麻贝雷

帽面包 48

鸡肉汇 Chicken club
白面包夹烤鸡肉、芥末、蛋黄酱、生菜、腌制小黄瓜  鲜鳄
梨 和番茄片，配附餐沙拉和炸薯条  48

乡村烤牛肉 Rustic roast beef  
埃曼塔波尔卡面包夹烤牛肉、埃曼塔芝士、乡村蛋黄酱、罗
卡，番茄片和鲜薄荷，配附餐沙拉和炸薯条 51

奶油果酱面包片
脆夫人 Croque madame
返璞归真；烟熏火鸡、埃曼塔芝士，上淋太阳蛋、黑醋罗
卡帕玛森沙拉，配炸薯条 46

鸡肉鳄梨 Chicken avocado
鸡肉蛋黄酱三明治，佐鳄梨、鲜菠菜和番茄干，配什锦蔬
菜沙拉 46

虾鳄梨 Shrimp avocado  

招牌面包片，鳄梨萨尔萨辣酱、白灼虾佐奶油岛酱、水煮
蛋层层包裹，配什锦蔬菜沙拉 49

鸡肉鳄梨 牛排三明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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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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油烤菜
蘑菇和鸡肉 Mushroom and chicken
烤鸡肉、蘑菇和通心粉，上淋 酱汁、面包屑和埃曼塔芝士
屑，配什锦蔬菜沙拉 46

森林奶油烤菜 Forest gratin
鸡胸肉片、炒蘑菇、土豆圈和洋葱，上淋 酱汁，埃曼塔芝士
屑和马苏里拉奶酪，配什锦蔬菜沙拉 51

牛肉和番茄奶油烤菜 Beef and tomato gratin  
碎牛肉佐番茄汁和通心粉和 酱汁，上淋帕玛森奶酪屑、马苏
里拉和埃曼塔芝士，配什锦蔬菜沙拉 46

森林奶油烤菜

 海鲜     素食     严格素食     坚果     当地风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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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式面食
鸡肉意式干面 Chicken tagliatelle  
鲜奶油、炒鸡肉、松子和番茄干煮肉意式干面，上淋帕玛森
奶酪和鲜迷迭香 59

肉酱海鲜汇 Bolognese with a seafood twist  

番茄肉酱意式扁面，上淋虾和贻贝，佐帕玛森奶酪屑 71

素食藜麦意面 Vegetarian quinoa pasta  
藜麦意面配茄子、芦笋、番茄干、蘑菇、西兰花、黑橄榄、
西葫芦番茄汁上淋帕玛森奶酪 49
有素食版本可选 Vegan option available 

肉酱海鲜汇

Sweet potato fries

鸡肉意式干面 

素食藜麦意面 

法国也以意式面食而著称！

法国的意面传统始于18世纪初毗邻意大利的法国南部
地区。意面随后风靡全国，倍受人们喜爱。到20世纪
时，制作细面条、通心粉和千层面的意面店在巴黎随
处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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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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陈列区
 
请询问服务员，了解我们陈列区的更多选项

芝士蛋糕 Cheesecake
芒果 Mango, 草莓 Strawberry 21

巧克力三重奏 Chocolate trio 20

Mousse Fleur de lys  23

巧克力二重奏 Duo au chocolat 21

法式草莓布丁 Strawberry charlotte 20

马卡龙 Macaroon 
巧克力 Chocolate、香草 vanilla、开心果 pistacho、树莓 
raspberry 20

迷你马卡龙 Mini macaroons 
(6个) 26 (12个) 51

法式千层糕 Millefeuille
香草 Plain 19, 草莓 Strawberry 20, 巧克力 Chocolate 20,
山核桃 Pecan nuts  20, 芒果 椰子 Mango coconut 20

果挞 Tartlets
草莓 Strawberry 19, 什锦水果 Fruits 18, 树莓 Raspberry 20, 
什锦浆果 Very berry 20, 柠檬 Lemon 18, 巧克力 Chocolate 
19, 巧克力和新鲜树莓 Chocolate and fresh raspberry 20
巧克力和香蕉 Chocolate and banana 21

闪电泡芙 Éclairs
咖啡 Coffee 15, 巧克力 Chocolate 15, 草莓 Strawberry 16, 
山核桃 Pecan nuts  15, 香蕉 Banana 16

法式可丽饼 Crêpes 
巧克力 Chocolate 24
美味 Delicious 25

冰淇淋
列日咖啡 Chocolat Liégeois 
两勺巧克力冰淇淋、巧克力酱、香绨丽鲜奶油和巧克力片 25

布兰奇克爵士 Dame blanche 
两勺香草冰淇淋、杏仁片、香绨丽鲜奶油和巧克力酱 25

美丽的海伦 Belle Hélène
香草冰淇淋、草莓冰淇淋、草莓顶料和香绨丽鲜奶油 25

草莓莓乐芭 Fraise Melba 
两勺草莓冰淇淋、新鲜草莓、杏仁片、香绨丽鲜奶油和草莓
顶料 30

冰淇淋 Scoop (1) 14  (2) 24  (3) 35

 海鲜     素食     严格素食     坚果     当地风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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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餐  
奇异籽布丁 Chia seeds pudding   

奇异籽椰奶，任选红色水果或芒果 36

榛子巧克力草莓甜筒 Chocolate hazelnut and 

strawberry cones  

招牌酥皮蛋卷，奶油上淋 PAUL 特制榛子巧克力酱和草莓 31

草莓香草可丽饼 Strawberry and
vanilla crêpe   

夹 Tropizienne 奶油和鲜草莓的可丽饼，上淋白巧克力片 
39

熔岩巧克力和草莓 Moelleux chocolate and 

strawberry   

巧克力熔岩，上淋 PAUL 特制的榛子巧克力酱、鲜草莓和融
化的棉花糖 31

豪华法式吐司 Loaded French toast 
招牌法式吐司，夹黑巧克力和鲜草莓，配焦糖香蕉 31

焦糖巧克力挞 Chocolate tart surprise with 

caramel sauce   

巧克力挞，任选覆盆子或榛子巧克力，上淋香草冰淇淋和焦

糖汁。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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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莓香草可丽饼 Sweet potato fries

焦糖巧克力挞 豪华法式吐司 

熔岩巧克力和草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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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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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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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味水
柠檬薄荷调味水 Lemon-mint flavoured water
加柠檬和新鲜薄荷的调味水 20

香橙草莓调味水 Orange-strawberry flavoured 

water

加新鲜草莓、香橙和薄荷的调味水 20

冰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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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罗奶昔

巧克力 Chocolate、香草或草莓 Vanilla or 
Strawberry 26

软饮

软饮 Soft drinks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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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吉托鸡尾酒
黑莓莫吉托 Blackberry mojito
新鲜黑莓、黑莓糖浆、新鲜薄荷叶、薄荷糖浆、苏打、青柠
角 24

青苹果莫吉托 Green apple mojito
新鲜苹果片、青苹果糖浆、新鲜薄荷叶、野生薄荷糖浆、苏
打、青柠角 24

百香果莫吉托 Passion fruit mojito
新鲜百香果、百香果泥、新鲜薄荷叶、野生薄荷糖浆、青柠
角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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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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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