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巴西烤肉的用餐方式

感謝您今日蒞臨本店

入座後請先依您個人需求隨意點飲料等 費用另計
接著便可自由拿取巴西自助餐美食

回到座位後 將放置於桌面上的YES/NO牌子翻向 黑色 那面
巴西烤肉專業服務人員 Churrasqueiro 便會當您的面現場分切肉片

敬請享用依序上桌的美味肉品

服務人員將大塊烤肉送至桌前時
請您用夾子夾住切下來的肉片 以防肉片掉落

肉品請沾巴西油醋醬 Molho 或牛排醬享用

吃飽後請將YES/NO牌子翻向 白色 那面 服務人員就會停止供應肉品

用餐最後請依個人需求選擇是否要品嚐甜點 咖啡等 費用另計

吃到飽時間限制

午餐時段90分鐘 11:00 15:00 受理至14:00

晚餐時段120分鐘 17:00 23:00 受理至21:00

服務人員將會在限制時間結束時通知您 屆時請您付款結帳

食物 飲料請在店內享用完畢

食物 飲料一律禁止打包外帶

敬請度過愉快美好的用餐時光

巴西烤肉的用餐方式

感谢您今天光临本店。

入座后请先依您个人需求随意点饮料等（费用另计），接着便可随意盛取巴西自助餐美食。

回到座位后，将放置于桌面上的YES/NO牌子翻向[黑色]那面，
巴西烤肉专业服务员（Churrasqueiro）便会为您现场分切肉片。

敬请享用依序端上来的美味烤肉。

服务员将大块烤肉送至桌前时，请您用夹子夹住切下来的肉片，以防肉片掉落。

烤肉请沾巴西油醋酱（Molho）或牛排酱享用。

吃饱后请将YES/NO牌子翻向[白色]那面，服务员就会停止提供烤肉。

用餐最后请依个人需求选择是否要品尝甜点、咖啡等（费用另计）。

吃到饱时间限制

午餐时段90分钟　11:00～15:00（最后受理时间14:00）

晚餐时段120分钟　17:00～23:00（最后受理时间21:00）

服务员将会在到了限制时间后通知您，届时请您付款结账。

食物、饮料仅限店内享用。

食物、饮料一律禁止外带。

祝您用餐愉快。

FOGO BRAZIL 福戈巴西
FOGO BRAZIL　福戈巴西



vv

晚餐菜單

"12種烤肉吃到飽　約25種巴西菜餚自助吃到飽"

FOGO BRAZIL Churrasco Course
福戈巴西烤肉套餐　3,680日圓+稅

福戈巴西烤肉套餐（6歲～12歲）　1,780日圓+稅

福戈巴西烤肉套餐（5歲以下）　免費

"FOGO BRAZIL Churrasco Course
福戈巴西烤肉套餐　3680日元+税"

福戈巴西烤肉套餐（6岁～12岁）　1780日元+税

福戈巴西烤肉套餐（5岁以下）　免费

巴西烤肉

晚餐菜单

“FOGO BRAZIL” 福戈巴西
“FOGO BRAZIL” 福戈巴西

"12种烤肉吃到饱　约25种巴西菜肴自助吃到饱"

巴西烤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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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烤肉

牛肉

"Picanha 牛臀蓋肉"

（牛肉）

豬肉 雞肉
（猪肉＆鸡肉）

其他
（其他）

巴西烤肉

"Picanha 牛后臀尖"

"Alcatra 牛臀肉"
"Alcatra 牛臀肉"

"Fraldinha 牛側腹橫肌"
"Fraldinha 牛侧腹横肌"

"Pepper Steak 臀肉黑胡椒牛排"
"Pepper Steak 臀肉黑胡椒牛排"

"Garlic Steak 臀肉蒜香牛排"
"Garlic Steak 臀肉蒜香牛排"

"Costela de Porco 豬排骨"
"Costela de Porco 猪排骨"

"Ombro de Porco 豬梅花肉"
"Ombro de Porco 猪梅花肉"

"Linguiça 豬肉香腸"
"Linguiça 猪肉香肠"

"Corações de Frango 雞心"
"Corações de Frango 鸡心"

"Coxa de Frango 雞腿肉"
"Coxa de Frango 鸡腿肉"

"Abacaxi 鳳梨"
"Abacaxi 菠萝"

"Pão de Queijo 起司麵包"
"Pão de Queijo 奶酪面包"

※福戈巴西烤肉套餐为120分钟的吃到饱。（最后点餐时间为结束前30分钟）
福戈巴西烤肉套餐為120分鐘的吃到飽 最後點餐時間為結束前30分鐘

※菜单可能会变动。
菜單可能會更動

※若没有吃完，则可能酌情另外收取费用。
若用餐後食物剩餘過多 則將另外酌收費用

※每位成人可免去可带一位5岁以下儿童免费，从第二位儿童起收取费用。
1位大人點吃到飽套餐 可免去1位5歲以下兒童的費用 第2位兒童開始收取餐點費用



午餐菜單
午餐菜单

巴西烤肉

“FOGO” 福戈

FOGO Churrasco Course
福戈烤肉套餐 2,980日圓+稅

巴西烤肉

“FOGO” 福戈

福戈烤肉套餐　2,980日元+税

福戈烤肉套餐 6歲 12歲 1,580日圓+稅
福戈烤肉套餐（6岁～12岁）1,580日元+税

福戈烤肉套餐 5歲以下 免費
福戈烤肉套餐（5岁以下）免费

午餐：11:00～15:00（最后受理时间 14:00）

"9种烤肉吃到饱　约20种巴西菜肴自助吃到饱"

"9種烤肉吃到飽 約20種巴西菜餚自助吃到飽"

午餐 11:00 15:00 受理至 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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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烤肉
巴西烤肉

牛肉

"Picanha 牛臀蓋肉"

（牛肉）

豬肉 雞肉
（猪肉＆鸡肉）

其他
（其他）

"Picanha 牛后臀尖"

"Alcatra 牛臀肉"
"Alcatra 牛臀肉"

"Pepper Steak 臀肉黑胡椒牛排"
"Pepper Steak 臀肉黑胡椒牛排"

"Garlic Steak 臀肉蒜香牛排"
"Garlic Steak 臀肉蒜香牛排"

"Ombro de Porco 豬梅花肉"
"Ombro de Porco 猪梅花肉"

"Linguiça 豬肉香腸"
"Linguiça 猪肉香肠"

"Corações de Frango 雞心"
"Corações de Frango 鸡心"

"Coxa de Frango 雞腿肉"
"Coxa de Frango 鸡腿肉"

"Abacaxi 鳳梨"
"Abacaxi 菠萝"

※福戈烤肉套餐为90分钟的吃到饱。（最后点餐时间为结束前30分钟）
福戈烤肉套餐為90分鐘的吃到飽 最後點餐時間為結束前30分鐘

※菜单可能会变动。
菜單可能會更動

※若没有吃完，则可能酌情另外收取费用。
若用餐後食物剩餘過多 則將另外酌收費用

※每位成人可免去可带一位5岁以下儿童免费，从第二位儿童起收取费用。
1位大人點吃到飽套餐 可免去1位5歲以下兒童的費用 第2位兒童開始收取餐點費用



迷你烤肉

Mini Churrasco
迷你烤肉

带巴西菜肴自助餐的迷你烤肉
附巴西菜餚自助餐的迷你烤肉套餐

迷你烤肉套餐　1790日元+税

Mini Churrasco Course
迷你烤肉套餐 1,790日圓+稅

迷你烤肉套餐（6岁～12岁）　1,280日元+税

Mini Churrasco Course Age 6~12
迷你烤肉套餐 6歲 12歲 1,280日圓+稅

"Alcatra 牛臀肉"

迷你烤肉套餐（5岁以下）免费

Mini Churrasco Course Under 5 Years old
迷你烤肉套餐 5歲以下 免費

RUMP STEAK
"Alcatra 牛臀肉"

"Ombro de Porco 猪梅花肉"
"Ombro de Porco 豬梅花肉"

"Coxa de Frango 鸡腿肉"
"Coxa de Frango 雞腿肉"

※迷你烤肉套餐为90分钟的吃到饱。（最后点餐时间为结束前30分钟）

迷你烤肉套餐為90分鐘的吃到飽 最後點餐時間為結束前30分鐘

※若没有吃完，则可能酌情另外收取费用。

若用餐後食物剩餘過多 則將另外酌收費用

※每位成人可免去可带一位5岁以下儿童免费，从第二位儿童起收取费用。

1位大人點吃到飽套餐 可免去1位5歲以下兒童的費用 第2位兒童開始收取餐點費用

"Abacaxi 菠萝"
"Abacaxi 鳳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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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菜肴自助餐

约20种巴西菜肴自助吃到饱

巴西菜餚自助餐

1,280日元+税
1,280日圓+稅

約20種巴西菜餚自助吃到飽

※巴西菜肴自助餐为90分钟的吃到饱。
巴西菜餚自助餐為90分鐘的吃到飽

※菜单可能会变动。

菜單可能會更動

※若没有吃完，则可能酌情另外收取费用。

若用餐後食物剩餘過多 則將另外酌收費用



饮料菜单
飲料菜單

¥500 + tax
"FOGO House Wine Red 本店精选红葡萄酒"
"FOGO House Wine Red 本店精選紅葡萄酒"

¥3,500 + tax
"Aurora Varietal Cabernet Sauvignon Aurora 赤霞珠品种红葡萄酒"

巴西产　750毫升　干型　12.5％　清爽不甜腻的红葡萄酒，余韵绵绵，与瘦肉极搭。

"Aurora Varietal Cabernet Sauvignon Aurora 卡本內蘇維翁品種紅葡萄酒"

巴西產 750毫升 乾型 12.5 清爽不甜膩的紅葡萄酒，餘韻和諧綿延，與瘦肉極搭。

阿根廷产　750毫升　干型　14％　专门用来搭配肉餐的葡萄酒款，深受葡萄酒品酒家、好莱坞名流瞩目。
阿根廷產 750毫升 乾型 14 專門用來搭配肉品的葡萄酒款，深受葡萄酒品酒家 好萊塢名流矚目。

¥3,500 + tax
"El Esteco Don David Malbec Reserve 艾斯德科 唐戴维精酿马尔贝克红葡萄酒"
"El Esteco Don David Malbec Reserve 艾斯德科 唐大衛精釀馬爾貝克紅葡萄酒"

美国产　750毫升　干型　14.5％　为无肉不欢的食客们所酿造的“品肉专用黑葡萄酒”。
美國產 750毫升 乾型 14.5 為無肉不歡的饕客們所釀造的 品肉專用黑葡萄酒 。

¥4,000 + tax
"Carnivor Zinfandel Carnivor 仙粉黛红葡萄酒"
"Carnivor Zinfandel Carnivor 金粉黛紅葡萄酒"

法国产　750毫升　半干型　13％　勃艮第产葡萄酒，香气奔放充满活力，优雅清新的口感迷人至极。
法國產 750毫升 半乾型 13 勃艮第產葡萄酒，香氣奔放充滿活力，優雅清新的口感迷人至極。

¥4,500 + tax
"Matthieu Roux Bourgogne Pinot Noir Matthieu Roux 勃艮第黑皮诺"
"Matthieu Roux Bourgogne Pinot Noir Matthieu Roux 勃艮第黑皮諾"

¥5,000 + tax

智利产　750毫升　干型　13.5％　更高品质的葡萄酒。雅致的黑色果实、
香草香及杉木香揉合出层次感丰富令人陶醉的酒香。此款葡萄酒不仅富含迷人的果实味，
酒体与上等酒质亦达到了绝妙平衡。

智利產 750毫升 乾型 13.5 超高水準的優質葡萄酒。雅致的黑色果實，
香草香及杉木香揉合出層次感豐富令人陶醉的酒香。此款葡萄酒不僅富含迷人的果實味，
酒體與上等酒質亦達到了絕妙平衡。

"Casillero del Diablo Reserva Privada Cabernet Sauvignon 
 红魔鬼私人珍藏版赤霞珠红葡萄酒"

"Casillero del Diablo Reserva Privada Cabernet Sauvignon 
 紅魔鬼私人珍藏版卡本內蘇維翁紅葡萄酒"

红葡萄酒紅葡萄酒

白葡萄酒白葡萄酒

¥500 + tax
"FOGO House Wine White 本店精选白葡萄酒"
"FOGO House Wine White 本店精選白葡萄酒"

¥3,500 + tax
"Aurora Varietal Chardonnay Aurora 霞多丽品种白葡萄酒"

巴西产　750毫升　干型　13％　巴西烤肉最合拍的低糖白葡萄酒，入喉后馥郁的果香四溢，余韵柔和，美好滋味让人回味无穷。

"Aurora Varietal Chardonnay Aurora 夏多內品種白葡萄酒"

巴西產 750毫升 乾型 13 巴西烤肉最合拍的低糖白葡萄酒，入喉後馥郁的果香四溢，餘韻柔和，美好滋味讓人回味無窮。

¥3,500 + tax
"Roche Mazet Chardonnay 玛茜霞多丽白葡萄酒"

法国产　750毫升　干型　12％　西洋梨和新鲜杏仁的芳香让人印象深刻，含入口中就会感受到酒桶橡木香和香草的韵味，
口感非常醇厚的葡萄酒。

"Roche Mazet Chardonnay 瑪茜夏多內白葡萄酒"

法國產 750毫升 乾型 12 西洋梨融合新鮮扁桃的香氣給人留下深刻印象，將酒含在口中，
能夠感受到酒桶的橡木香與香草香的細緻風味，是一款圓潤柔和十分順口的葡萄酒。

¥4,000 + tax
"Casillero del Diablo Devil's Collection Reserva White 红魔鬼魔鬼珍藏白葡萄酒"

智利产　750毫升　干型　13％　更高品质的混合葡萄酒。柑橘系水果香，热带水果香，矿物香交织成复杂多变的酒香，
为口感清新富有活力的低糖白葡萄酒。

"Casillero del Diablo Devil's Collection Reserva White 紅魔鬼魔鬼珍藏白葡萄酒"

智利產 750毫升 乾型 13 達到水準之上的混合葡萄酒。柑橘系水果香，熱帶水果香，礦物香交織成複雜多變的酒香，
為口感清新富有活力的低糖白葡萄酒。



饮料菜单
粉紅葡萄酒

香槟
香檳

¥3,500 + tax
"Casillero del Diablo Reserva Rosé 红魔鬼珍藏粉红葡萄酒"

智利产　750毫升　干型　13％　口感上让人联想到树莓和草莓的新鲜水果。
直到最后一口还保留着新鲜酸爽感的一款低糖粉红葡萄酒。

"Casillero del Diablo Reserva Rosé 紅魔鬼珍藏粉紅葡萄酒"

智利產　750毫升　乾型　13％　低糖粉紅葡萄酒，入口盡是水果鮮香，讓人不禁聯想到樹莓及草莓。清爽的酸味四溢。
直到最後一刻都可口宜人。

¥10,000 + tax
"Moët & Chandon 酩悦香槟"

法国产　750毫升　干型　12％　达到完美平衡的香槟拥有细致优雅的风味，从前菜，主菜到甜点，
与所有美食都极为对味。

"Moët & Chandon 酩悅香檳"

法國產　750毫升　乾型　12％　達到完美平衡的香檳擁有細緻優雅的風味，從前菜，主菜到甜點，
與所有美食都極為對味。

¥13,000 + tax
"Moët & Chandon Rosé Impérial 酩悦粉红香槟"

法国产　750毫升　干型　12％　诱人的魅惑香槟。 果味浓郁野莓酒香郁郁，新鲜清新的果味盈满味蕾，
口感也很柔和。

"Moët & Chandon Rosé Impérial 酩悅粉紅香檳"

法國產　750毫升　乾型　12％　充滿誘人魅力的魅惑香檳。宛如水果混合野莓的酒香郁郁，撲鼻而來。
活力四射的新鮮果實風味盈滿味蕾，清柔地順著喉嚨流入腹中。

¥13,000 + tax
"Veuve Clicquot Ponsardin Rosé 凯歌粉红香槟"

法国产　750毫升　干型　12.5％　呈现优美典雅的玫瑰色泽，能够轻松感受凯歌酒庄风格的粉红香槟。
芳醇丰润带有熟透果香的口感极具魅力。

"Veuve Clicquot Ponsardin Rosé 凱歌粉紅香檳"

法國產　750毫升　乾型　12.5％　呈現優美典雅的玫瑰色澤，能夠輕鬆感受凱歌酒莊風格的粉紅香檳。
芳醇豐潤帶有熟透果香的口感極具魅力。

¥30,000 + tax
"Dom Pérignon 唐培里侬香槟王"

法国产　750毫升　干型　12.5％　全世界最受爱戴的香槟。优雅的余韵细致深长，停留在口中久久不散。
深获众人认可的唐培里侬香槟王，只在丰收佳年才酿造顶级年份香槟。

"Dom Pérignon 唐培里儂香檳王"

法國產　750毫升　乾型　12.5％　全世界最受愛戴的香檳。優雅的餘韻細緻深長，停留在口中久久不散。
深獲眾人認可的唐培里儂香檳王，只在豐收佳年才釀造頂級年份香檳。

¥10,000 + tax
"Veuve Clicquot Ponsardin 凯歌香槟"

法国产　750毫升　干型　12％　凯歌酒庄最具代表性的清爽型低糖香槟。舒心鲜爽且果香很诱人。

"Veuve Clicquot Ponsardin 凱歌香檳"

法國產　750毫升　乾型　12％　凱歌酒莊最具代表性的清爽型低糖香檳。清順爽口且果香濃郁，特色顯著。



¥800 + tax

福戈巴西特调凯匹林纳福戈巴西特調卡琵莉亞

特调凯匹林纳可自选基底饮料。特調卡琵莉亞可自選基底飲料

巴西甘蔗酒、伏特加、日本酒（獭祭）＋300日圆、无酒精饮料
巴西甘蔗酒 伏特加 日本酒 獺祭 300日圓 無酒精飲料

巴西鸡尾酒巴西雞尾酒

Traditional Caipirinha
傳統卡琵莉亞 传统凯匹林纳

¥900 + tax

FOGO Special Caipirinha
福戈特調卡琵莉亞

草莓 樹莓 藍莓 薄荷
福戈特调凯匹林纳

草莓 树莓 蓝莓 薄荷

¥900 + tax

Passionfruit Special Caipirinha
百香果特調卡琵莉亞
百香果 萊姆 蜂蜜
百香果特调凯匹林纳
百香果 莱姆 蜂蜜

¥900 + tax

Passionfruit Special Caipirinha
百香果特調卡琵莉亞
百香果 萊姆 蜂蜜
百香果特调凯匹林纳
百香果 莱姆 蜂蜜

¥900 + tax

Lime Special Caipirinha
萊姆特調卡琵莉亞
萊姆 薑 紅糖
莱姆特调凯匹林纳
莱姆 姜 红糖

¥900 + tax

Pineapple Special Caipirinha
鳳梨特調卡琵莉亞
鳳梨 薄荷 蜂蜜
菠萝特调凯匹林纳
菠萝 薄荷 蜂蜜

¥800 + tax

Strawberry Caipirinha
草莓卡琵莉亞 草莓凯匹林纳"

¥800 + tax

Kiwi Caipirinha
奇異果卡琵莉亞 奇异果凯匹林纳

¥800 + tax

Passionfruit Caipirinha
百香果卡琵莉亞 百香果凯匹林纳

¥800 + tax

Pineapple Caipirinha
鳳梨卡琵莉亞 菠萝凯匹林纳



¥4,000 + tax

¥500 + tax

泡盛

北谷长老 瓶装

泡盛
・Chatan Choro - Bottle　北谷長老 瓶裝

北谷长老 单杯
・Chatan Choro - Glass　北谷長老 單杯

¥6,000 + tax

¥700 + tax

日本酒

獭祭 瓶装

日本酒
・Dassai - Bottle　獺祭 瓶裝

獭祭 单杯
・Dassai - Glass　獺祭 單杯

¥500 + tax

¥500 + tax

¥700 + tax

¥700 + tax

啤酒

奥利恩

啤酒
・Orion　奧利恩

朝日・Asahi　朝日

科罗娜・Corona　可樂娜

健力士・Guinness　健力士

¥700 + tax

¥700 + tax

¥700 + tax

¥700 + tax

¥700 + tax

¥700 + tax

¥700 + tax

¥700 + tax

¥700 + tax

其他

星钻鸡尾酒（蔓越莓伏特加）

其他
・Vodka Cranberry　星鑽雞尾酒

金巴利柳橙・Campari and Orange　金巴利柳橙

高球鸡尾酒（威士忌苏打）・Highball　威士忌蘇打

琴通宁・Gin and Tonic　琴通寧

莫斯科骡子・Moscow Mule　莫斯科騾子

自由古巴・Cuba Libre　自由古巴

黑醋栗柳橙（柳橙黑加仑）・Cassis and Orange　黑醋栗柳橙

莫吉托・Mojito　莫吉托

椰林飘香（菠萝可乐达）・Pina Colada　鳳梨可樂達



¥500 + tax
¥500 + tax

¥500 + tax
¥500 + tax

¥500 + tax

¥500 + tax

¥500 + tax

¥500 + tax

¥500 + tax

百香果汁

巴西果汁
・Passionfruit　百香果汁

菠萝汁・Pineapple　鳳梨汁

番石榴汁・Guava　芭樂汁

芒果汁・Mango　芒果汁

腰果汁・Caju　腰果汁

古布阿苏果汁・Cupuaçu　古布阿蘇果汁

西印度樱桃汁・Acerola　西印度櫻桃汁

巴西苺汁・Açaí　巴西苺汁

菠萝薄荷汁・Pineapple and Mint　鳳梨薄荷汁

¥350 + tax
¥350 + tax

¥350 + tax

¥350 + tax

¥350 + tax

¥350 + tax
¥350 + tax

¥350 + tax
¥350 + tax

¥350 + tax

¥380 + tax

¥500 + tax

瓜拿纳・Guaraná　瓜拿納

可口可乐・Coca-Cola　可口可樂

雪碧・Sprite　雪碧

姜汁汽水・Ginger Ale　薑汁汽水

通宁水・Tonic Water　通寧水

柳橙汁・Orange　柳橙汁

马黛茶（热/冰）・Mate Tea　瑪黛茶（熱/冰）

冰红茶・Iced Tea　冰紅茶

抹茶・Matcha Tea　抹茶

乌龙茶・Oolong Tea　烏龍茶

沛绿雅气泡天然矿泉水・Perrier　沛綠雅氣泡天然礦泉水

红牛能量饮料・Red Bull　紅牛能量飲料

巴西咖啡 Pilao（热/冰）

在巴西最受欢迎的咖啡，醇厚浓郁的味道。

・Café do Brasil - Pilao　巴西咖啡 Pilao（熱/冰）
巴西最受愛戴的咖啡，滋味醇厚富有深度。

巴西果汁

无酒精饮料
無酒精飲料



甜點菜單

今日甜點 500日圓+稅

巴西布丁 500日圓+稅

巴西慕斯蛋糕 500日圓+稅　※每日更換口味。

甜点菜单

巴西莓碗 800日圓+稅（蜂蜜/煉乳）

香草冰淇淋（配料）100日圓+稅

巴西莓碗 800日元+税（蜂蜜/炼乳）

香草冰淇淋（搭配）100日元+税

今日甜点 500日元+税

巴西布丁 500日元+税

巴西慕斯蛋糕 500日元+税　※每天更换口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