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nstitute

While all of our dishes incorporate the OCTAVE values of sustainability, health,
and elevated consciousness by combining the best of East - West traditions,

each dish specifically emphasizes a few of those values. 

融合音昱可持续和健康养生理念 ,荟萃东西经典文化与智慧 ,打造正念饮食与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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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le all of our dishes incorporate the OCTAVE values of sustainability, health,
and elevated consciousness by combining the best of East - West traditions,

each dish specifically emphasizes a few of those values. 

融合音昱可持续和健康养生理念 ,荟萃东西经典文化与智慧 ,打造正念饮食与生活方式

Appetizers 前菜 : 

Total-mato 一颗番茄
Chongming Organic Beef Heart Tomato Tartar 
新鲜牛心西红柿
semi dried tomato, pickled tomato seed, 
tomato juice jelly on a crispy potato pancake 
半干蕃茄塔塔 , 酥脆土豆饼 , 腌渍西红柿籽

A Mindful Puzzle 正念小品
Sweet Pea Dumplings 甜豆萝卜饺子
Qingpu organic pea puree, pickled watermelon radish,
pickled pepper, kombu, pea shell jus
青浦有机甜豆泥，腌心里美，泡椒，昆布，甜豆壳汁  

Spectrum of Freshness 彩虹沙拉
Burrata on Beet Root Hummus Salad 
意大利黑醋云南无花果
with balsamic glazed Yunnan fig, plant-based bacon crisps, 
red wine vinegar dressing
植物基培根，红酒醋油醋汁，红菜头鹰嘴豆泥

Capellini Pasta topped with Roasted Eggplant
烤茄子天使意面
with ponzu cured egg yolk, sesame dressing, 
baby cilantro, red baby chard
with 3 sides: homemade chili powder, crispy garlic crumbs, 
roasted sesame seeds 
柚子醋腌蛋黄，芝麻酱，香草 
佐：自制辣椒粉，大蒜酥，烤芝麻

Vegan Option: + smoked homemade tofu 
marinated with daishi
纯素之选：烟熏自制豆腐

58 RMB
通过纯素小食开启您的正念饮食之旅 

正念饮食，纯素，低升糖指数 / 生酮饮食
蛋白质：15.2 克  脂肪：4.7 克  碳水化合物：21 克

纤维：1 克  植物营养素：14 种

88 RMB
我们不想浪费这颗美味番茄的任何部分，物尽其用。
可持续性，本地食材，纯素，低升糖指数 / 生酮饮食

蛋白质：3.7 克  脂肪：8.2 克  碳水化合物：11.9 克
纤维：10.9 克  植物营养素：11 种

88 RMB
兼具美味和营养的“彩虹”饮食 

营养价值高，本地食材，素食 
蛋白质：31 克  脂肪：27.4 克  碳水化合物：77.8 克

纤维：1.88 克  植物营养素：34 种

蛋白质：52.3 克  脂肪：32.6 克  碳水化合物：74.3 克
纤维：1.9 克  植物营养素：24 种

88 RMB
通过自主调味探索味蕾新世界 

正念饮食，中西融合，家常菜，素食
蛋白质：15.7 克  脂肪：7.1 克  碳水化合物：92.8 克

纤维：1 克  植物营养素：7 种

蛋白质：14.4 克  脂肪：5.1 克  碳水化合物：93.1 克
纤维：1.1 克  植物营养素：9 种

           

Vegan Option:  + organic white miso dressing
纯素之选：有机白味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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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le all of our dishes incorporate the OCTAVE values of sustainability, health,
and elevated consciousness by combining the best of East - West tradi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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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tizers 前菜 : 

Grilled Hainan Octopus Carpaccio 章鱼叉烧薄片
roasted beet, frisée salad, fermented wild garlic, bergamot 
海南章鱼，甜菜头 , 自制韭菜花酱，法式苦菊沙拉 , 西柚 , 佛手柑

“Shuan” Lamb Consommé 当归生姜羊肉汤
Chongming white lamb shoulder, angelica, ginger,
daikon ball, carrot ball
崇明白山羊肩 , 羊上脑，当归，生姜，青浦有机红白萝卜

Surf and Turf Tartare 小岛与大海
Tasmania Grass Fed Beef Tartare塔斯马尼亚草饲牛里脊塔塔
oyster, white miso mayonnaise, pistachio, crispy kale
with pommes frites
生蚝，白味增蛋黄酱，开心果，羽衣甘蓝
配炸薯块

Shanghaiese in Paris 上海人在巴黎
Pork Belly Confit with Crispy Skin油封脆皮五花肉
fermented red cabbage, confit shallot 
and homemade Yunnan plum glaze 
自制发酵紫甘蓝，小干葱，云南青梅酱

98 RMB
用中式烹饪方式处理展现西餐佳肴

中西合璧，高营养价值（锌），生酮饮食
蛋白质：28.9 克  脂肪：8.4 克  碳水化合物：45.7 克

纤维：17.6 克  植物营养素：21 种

 68 RMB
结合传统药膳开发出的美味古方

药膳，家常菜，节气
蛋白质：10.2 克  脂肪：6 克  碳水化合物：3.2 克

纤维：0.9 克  植物营养素：11 种

 188 RMB
我们特别选择了来自塔斯马尼亚以人道

可持续性方式饲养的安格斯黑牛
可持续性，人道食材，东西合璧

蛋白质：23.7 克  脂肪：21.5 克  碳水化合物：4.9 克
纤维：1.7 克  植物营养素：13 种

 128 RMB
结合中法料理，对五花肉进行全新的诠释 东西融合

“家常菜”, 人道食材，发酵食品
蛋白质：23.2 克  脂肪：50.6 克  碳水化合物：19.2 克

纤维：3 克  植物营养素：9 种

Carrot “Baumkuchen” 胡萝卜年轮
Qingpu organic carrot, mustard, passion fruit glaze, burnt 
onion ashes, pickled carrots, hazelnut foam 
青浦有机胡萝卜，芥末酱，百香果酱
焦洋葱粉，榛子泡沫

88 RMB
用当季优质的胡萝卜制作出纯素美食

节气，纯素，无浪费
蛋白质：0.7 克  脂肪：0.4 克  碳水化合物：11.9 克

纤维：3.7 克  植物营养素：17 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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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to Lasagna —道健康的意大利菜
Vegetable & Mixed Mushroom Bolognese Lasagna
蔬菜蘑菇千层“面”
celeriac sheets, cauliflower, bechamel sauce with a side
of basil puree on a layer of new potato
根芹，花菜，新土豆，罗勒青酱

Barcelona Tofu 巴塞罗那豆腐
Braised Homemade Tofu & Iberian Chorizo
西班牙辣香肠绘豆腐
Fujian baby squid, Yunnan porcini, Chinese celery 
in a clay pot with five grains rice
福建小鱿鱼，云南牛肝菌，本地芹菜，五谷米

Seared New Zealand Salmon 可持续的优质蛋白
marinated with Japanese light organic soy sauce 
and cilantro on orzo pasta with piperade sauce
香煎酱渍三文鱼，米型意面，番茄甜椒酱

Keto Risotto 正念庄园绘饭
Shangri-La Organic Barley “Risotto”
香格里拉麦仁绘饭
tiger prawn, seafood broth, local pumpkin
topped with clam confit and pea shoots
虎虾，海鲜汤，本地南瓜，蒜油蛤蜊，豆苗

128 RMB
对意大利经典菜的另一种呈现 

素食，低升糖指数 / 生酮，“家常菜”
蛋白质：9.6 克  脂肪：13.2 克  碳水化合物：14.1 克

纤维：7.2 克  植物营养素：34 种

188 RMB
结合西班牙餐与中餐，对麻婆豆腐进行全新的诠释

融合，“家常菜”, 人道食材
蛋白质：130.6 克  脂肪：56.1 克  碳水化合物：51.8 克

纤维：11.7 克  植物营养素：17 种

188 RMB
三文鱼是最不破坏环境的蛋白质来源之一

融合，人道食材，高营养价值
蛋白质：35.6 克  脂肪：12.7 克  碳水化合物：42.3 克

纤维：2.8 克  植物营养素：13 种

128 RMB
对意大利经典菜的另一种呈现 

复合型碳水化合物，节气，本地食材
蛋白质：14.6 克  脂肪：21.8 克  碳水化合物：39.1 克

纤维：5.8 克  植物营养素：17 种

While all of our dishes incorporate the OCTAVE values of sustainability, health, 
and elevated consciousness by combining the best of East – West traditions,

 each dish specifically emphasizes a few of those val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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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itute

Main Course 主菜：

Keto Lasagna 一道健康的意大利菜
Vegetable & Mixed Mushroom Bolognese Lasagna
蔬菜蘑菇千层“面”
celeriac sheets, cauliflower, béchamel sauce with a side 
of basil puree on a layer of new potato 
根芹，花菜，新土豆，罗勒青酱
          Vegan Option: + Oatley béchamel with vegan cheese 
           纯素之选：燕麦奶白汁配素芝士

Keto Risotto 正念庄园烩饭
Shangri-La Organic Barley “Risotto” 
香格里拉麦仁烩饭
seasonal bean mix, parmesan cheese sauce
topped with Dalian brown clam confit and pea shoots
蒜味油浸大连黄蚬，时令豆子，帕玛森芝士，豆苗
          Vegan Option: +  fennel compote, vegan cheese 
          and Tibetan quinoa 
           纯素之选：茴香酱，素芝士，西藏藜麦

对意大利经典菜的另一种呈现
素食，低升糖指数 / 生酮，“家常菜”

蛋白质：9.6 克  脂肪：13.2 克  碳水化合物：14.1 克
纤维：7.2 克  植物营养素：34 种

蛋白质：7 克  脂肪：12.7 克  碳水化合物：15.6 克
纤维：7.2 克  植物营养素：34 种

对意大利经典菜的另一种呈现
复合型碳水化合物，节气，本地食材

蛋白质：14.6 克  脂肪：21.8 克   碳水化合物：39.1 克 
纤维：5.8 克  植物营养素：17 种

蛋白质：10.4 克  脂肪：19.2 克   碳水化合物：44.6 克 
纤维：7.8 克  植物营养素：19 种

128 RMB

128 RMB

188 RMB

188 RMB

Omakase Seasonal Vegetables with Dips (Included with every main course)
Each day, our Executive Chef discovers the best in local organic produce aligned with 24 solar terms, 

and makes special preparations for sharing at your table 

主厨根据节气精选在地食材和有机产品，让您享用正念、绿色、健康的餐饮。

Barcelona Tofu 巴塞罗那豆腐
Braised Homemade Tofu & Iberian Chorizo 
西班牙辣香肠烩豆腐
Fujian baby squid, Yunnan porcini, Chinese celery 
in a clay pot with five grains rice
福建小鱿鱼，云南牛肝菌，本地芹菜，五谷米
         Vegan Option：+ fresh porcini, chili sauce, 
          plant-based pork with smoked paprika
          纯素之选：新鲜牛肝菌，植物基猪肉，烟熏辣椒粉

The Sustainable Omnivore 可持续的优质蛋白
New Zealand Seared Salmon  香煎酱渍三文鱼
marinated with Japanese light organic soy sauce and 
cilantro on orzo pasta with piperade sauce
米型意面，番茄甜椒酱

结合西班牙餐与中餐，对麻婆豆腐进行全新的诠释
东西融合，“家常菜”，人道食材

蛋白质：130.6 克  脂肪：56.1 克   碳水化合物：51.8 克
纤维：11.7 克  植物营养素：17 种

蛋白质：115 克  脂肪：36.1 克   碳水化合物：54.9 克
纤维：18.5 克  植物营养素：17 种

三文鱼是最不破坏环境的蛋白质来源之一
可持续性，东西融合，人道食材，高营养价值

蛋白质：35.6 克  脂肪：12.7 克   碳水化合物：42.3 克
纤维：2.8 克  植物营养素：13 种

Main Course 主菜 : 

Vegan Option:  + Oatley bechamel with vegan cheese
纯素之选：燕麦奶白汁配素芝士           

Vegan Option:   + fresh porcini, chili sauce, 
plant-based pork with smoked paprika
纯素之选：新鲜牛肝菌，植物基猪肉，烟熏辣椒粉

           

Vegan Option:  + fennel compote, vegan cheese 
and Tibetan quinoa
纯素之选：茴香酱，素芝士，西藏藜麦

           

蛋白质：7 克  脂肪：12.7 克  碳水化合物：15.6 克
纤维：7.2 克  植物营养素：34 种

蛋白质：115 克  脂肪：36.1 克  碳水化合物：54.9 克
纤维：18.5 克  植物营养素：34 种

蛋白质：10.4 克  脂肪：19.2 克  碳水化合物：44.6 克
纤维：7.8 克  植物营养素：19 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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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shroom “Steak” 炙烤蘑菇“牛排”
Grilled Qingpu Oyster Mushroom with Smokey BBQ Sauce
烟熏美式烧烤酱烤青浦平菇
roasted cherry tomato, asparagus, fermented wild garlic,
roasted sweet potato
烤串番茄，芦笋，发酵韭菜酱，烘山芋

The Happy Chicken 快乐的鸡
Roast “Longgang” Foshan Free Range Chicken
佛山龙岗烤鸡 (半只 )
chicken wing and feet jus, 
chicken fat roasted Jieqi vegetables (half chicken)
浓郁鸡汁，鸡油烤时蔬

Seared Tooth Fish 香煎银鳕鱼
Xinhui 10-year-old dry aged orange skin, fish fumet, 
Qingpu celery, puffed fish skin
陈新会陈皮，海鲜汤，香脆鳕鱼皮，青浦有机芹菜

Roasted Whole Head of Cauliflower 烤四川有机花菜
with black garlic, white miso, shawarma spices, 
fermented purple cabbage, coriander on a purée of 
Qingpu kohlrabi and Taiwanese 35-year dry aged radish 
有机黑蒜，白味增，沙瓦玛香料，发酵紫甘蓝，香菜
青浦芥菜头，台湾 35 年陈年菜脯酱

108 RMB
用素食做出美味的“牛排”料理

纯素，发酵食品，生酮
蛋白质：29 克  脂肪：20.3 克  碳水化合物：19.2 克

纤维：9.3 克  植物营养素：20 种

228 RMB
这是一只无激素人道养殖的鸡

人道食材，本地食材，可持续性
蛋白质：275.4 克  脂肪：157.8 克  碳水化合物：25.7 克

纤维：6.8 克  植物营养素：14 种

238 RMB
把美味应季的陈皮融合到西餐中去

可持续性，人道食材，中西合璧
蛋白质：52.6 克  脂肪：31.8 克  碳水化合物：28.2 克

纤维：4.9 克  植物营养素：15 种

128 RMB
我们想做出更多可以分享的美味素食 

纯素，分享，生酮
蛋白质：27.2 克  脂肪：2.2 克  碳水化合物：19.1 克

纤维：8.7 克  植物营养素：13 种

While all of our dishes incorporate the OCTAVE values of sustainability, health, 
and elevated consciousness by combining the best of East – West traditions,

 each dish specifically emphasizes a few of those values.

融合音昱可持续和健康养生理念，荟萃东西经典文化与智慧，打造正念饮食与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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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in Course 主菜：

Keto Lasagna 一道健康的意大利菜
Vegetable & Mixed Mushroom Bolognese Lasagna
蔬菜蘑菇千层“面”
celeriac sheets, cauliflower, béchamel sauce with a side 
of basil puree on a layer of new potato 
根芹，花菜，新土豆，罗勒青酱
          Vegan Option: + Oatley béchamel with vegan cheese 
           纯素之选：燕麦奶白汁配素芝士

Keto Risotto 正念庄园烩饭
Shangri-La Organic Barley “Risotto” 
香格里拉麦仁烩饭
seasonal bean mix, parmesan cheese sauce
topped with Dalian brown clam confit and pea shoots
蒜味油浸大连黄蚬，时令豆子，帕玛森芝士，豆苗
          Vegan Option: +  fennel compote, vegan cheese 
          and Tibetan quinoa 
           纯素之选：茴香酱，素芝士，西藏藜麦

对意大利经典菜的另一种呈现
素食，低升糖指数 / 生酮，“家常菜”

蛋白质：9.6 克  脂肪：13.2 克  碳水化合物：14.1 克
纤维：7.2 克  植物营养素：34 种

蛋白质：7 克  脂肪：12.7 克  碳水化合物：15.6 克
纤维：7.2 克  植物营养素：34 种

对意大利经典菜的另一种呈现
复合型碳水化合物，节气，本地食材

蛋白质：14.6 克  脂肪：21.8 克   碳水化合物：39.1 克 
纤维：5.8 克  植物营养素：17 种

蛋白质：10.4 克  脂肪：19.2 克   碳水化合物：44.6 克 
纤维：7.8 克  植物营养素：19 种

128 RMB

128 RMB

188 RMB

188 RMB

Omakase Seasonal Vegetables with Dips (Included with every main course)
Each day, our Executive Chef discovers the best in local organic produce aligned with 24 solar terms, 

and makes special preparations for sharing at your table 

主厨根据节气精选在地食材和有机产品，让您享用正念、绿色、健康的餐饮。

Barcelona Tofu 巴塞罗那豆腐
Braised Homemade Tofu & Iberian Chorizo 
西班牙辣香肠烩豆腐
Fujian baby squid, Yunnan porcini, Chinese celery 
in a clay pot with five grains rice
福建小鱿鱼，云南牛肝菌，本地芹菜，五谷米
         Vegan Option：+ fresh porcini, chili sauce, 
          plant-based pork with smoked paprika
          纯素之选：新鲜牛肝菌，植物基猪肉，烟熏辣椒粉

The Sustainable Omnivore 可持续的优质蛋白
New Zealand Seared Salmon  香煎酱渍三文鱼
marinated with Japanese light organic soy sauce and 
cilantro on orzo pasta with piperade sauce
米型意面，番茄甜椒酱

结合西班牙餐与中餐，对麻婆豆腐进行全新的诠释
东西融合，“家常菜”，人道食材

蛋白质：130.6 克  脂肪：56.1 克   碳水化合物：51.8 克
纤维：11.7 克  植物营养素：17 种

蛋白质：115 克  脂肪：36.1 克   碳水化合物：54.9 克
纤维：18.5 克  植物营养素：17 种

三文鱼是最不破坏环境的蛋白质来源之一
可持续性，东西融合，人道食材，高营养价值

蛋白质：35.6 克  脂肪：12.7 克   碳水化合物：42.3 克
纤维：2.8 克  植物营养素：13 种

Main Course 主菜 : 



Institute

While all of our dishes incorporate the OCTAVE values of sustainability, health,
and elevated consciousness by combining the best of East - West traditions,

each dish specifically emphasizes a few of those values. 

融合音昱可持续和健康养生理念 ,荟萃东西经典文化与智慧 ,打造正念饮食与生活方式

Mrs. TCM 当归和乌骨鸡
Xuan Cheng Free-Range Black Chicken
慢煮安徽有机竹林乌鸡胸
Poached breast & seared thigh, oganic Qingpu yam, 
crispy Sichuan angelica, wolfberry, pearl barley TCM 
jus served with a side of black chicken consomme
香煎乌鸡腿，山药，香脆鲜当归，黑，红枸杞， 
慧仁当归鸡汁，配乌鸡清汤

Mr. TCM 五味子和鹿肉
Seared New Zealand Venison Tenderloin
香料香煎新西兰鹿里脊
Qingpu organic sweet potato with miso butter
venison ragu, brussels sprouts, smokey chestnut 
puree "TCM five flavors berry" venison jus
本地有机地瓜千层酥，培根鹿肉酱炒抱子甘蓝，
烟熏栗子泥 , 五味子鹿肉红酒汁 

The Happy Cow 快乐的牛
Tasmania Grass Fed Beef Ribeye Steak（150g）
烤塔斯马尼亚草饲牛眼肉牛排
grilled Jieqi vegetables, black pepper & port wine sauce
节气蔬菜，黑胡椒波特酒汁

188 RMB
用西餐的形式来呈现中国药膳食材 

人道食材，中医药膳，节气
蛋白质：101 克  脂肪：26 克  碳水化合物：114 克

纤维：1.7 克  植物营养素：22 种

298 RMB
用西餐的形式来呈现中国药膳食材 

人道食材，中医药膳，节气
蛋白质：30.1 克  脂肪：8.3 克  碳水化合物：32 克

纤维：3.6 克  植物营养素：23 种

268 RMB
让人们享受牛排的同时我们也关注对大自然索取有度

可持续性，人道食材，生酮饮食
蛋白质：123.7 克  脂肪：21.5 克  碳水化合物：4.9 克

纤维：1.7 克  植物营养素：13 种

While all of our dishes incorporate the OCTAVE values of sustainability, health, 
and elevated consciousness by combining the best of East – West traditions,

 each dish specifically emphasizes a few of those values.

融合音昱可持续和健康养生理念，荟萃东西经典文化与智慧，打造正念饮食与生活方式

Institute

Main Course 主菜：

Keto Lasagna 一道健康的意大利菜
Vegetable & Mixed Mushroom Bolognese Lasagna
蔬菜蘑菇千层“面”
celeriac sheets, cauliflower, béchamel sauce with a side 
of basil puree on a layer of new potato 
根芹，花菜，新土豆，罗勒青酱
          Vegan Option: + Oatley béchamel with vegan cheese 
           纯素之选：燕麦奶白汁配素芝士

Keto Risotto 正念庄园烩饭
Shangri-La Organic Barley “Risotto” 
香格里拉麦仁烩饭
seasonal bean mix, parmesan cheese sauce
topped with Dalian brown clam confit and pea shoots
蒜味油浸大连黄蚬，时令豆子，帕玛森芝士，豆苗
          Vegan Option: +  fennel compote, vegan cheese 
          and Tibetan quinoa 
           纯素之选：茴香酱，素芝士，西藏藜麦

对意大利经典菜的另一种呈现
素食，低升糖指数 / 生酮，“家常菜”

蛋白质：9.6 克  脂肪：13.2 克  碳水化合物：14.1 克
纤维：7.2 克  植物营养素：34 种

蛋白质：7 克  脂肪：12.7 克  碳水化合物：15.6 克
纤维：7.2 克  植物营养素：34 种

对意大利经典菜的另一种呈现
复合型碳水化合物，节气，本地食材

蛋白质：14.6 克  脂肪：21.8 克   碳水化合物：39.1 克 
纤维：5.8 克  植物营养素：17 种

蛋白质：10.4 克  脂肪：19.2 克   碳水化合物：44.6 克 
纤维：7.8 克  植物营养素：19 种

128 RMB

128 RMB

188 RMB

188 RMB

Omakase Seasonal Vegetables with Dips (Included with every main course)
Each day, our Executive Chef discovers the best in local organic produce aligned with 24 solar terms, 

and makes special preparations for sharing at your table 

主厨根据节气精选在地食材和有机产品，让您享用正念、绿色、健康的餐饮。

Barcelona Tofu 巴塞罗那豆腐
Braised Homemade Tofu & Iberian Chorizo 
西班牙辣香肠烩豆腐
Fujian baby squid, Yunnan porcini, Chinese celery 
in a clay pot with five grains rice
福建小鱿鱼，云南牛肝菌，本地芹菜，五谷米
         Vegan Option：+ fresh porcini, chili sauce, 
          plant-based pork with smoked paprika
          纯素之选：新鲜牛肝菌，植物基猪肉，烟熏辣椒粉

The Sustainable Omnivore 可持续的优质蛋白
New Zealand Seared Salmon  香煎酱渍三文鱼
marinated with Japanese light organic soy sauce and 
cilantro on orzo pasta with piperade sauce
米型意面，番茄甜椒酱

结合西班牙餐与中餐，对麻婆豆腐进行全新的诠释
东西融合，“家常菜”，人道食材

蛋白质：130.6 克  脂肪：56.1 克   碳水化合物：51.8 克
纤维：11.7 克  植物营养素：17 种

蛋白质：115 克  脂肪：36.1 克   碳水化合物：54.9 克
纤维：18.5 克  植物营养素：17 种

三文鱼是最不破坏环境的蛋白质来源之一
可持续性，东西融合，人道食材，高营养价值

蛋白质：35.6 克  脂肪：12.7 克   碳水化合物：42.3 克
纤维：2.8 克  植物营养素：13 种

Main Course 主菜 : 



Institute

While all of our dishes incorporate the OCTAVE values of sustainability, health,
and elevated consciousness by combining the best of East - West traditions,

each dish specifically emphasizes a few of those values. 

融合音昱可持续和健康养生理念 ,荟萃东西经典文化与智慧 ,打造正念饮食与生活方式

Dessert 甜品 : 

Tie Guanyin Kidney Bean 铁观音芸豆糕
Dark rum poached Xinjiang white apricot 
黑朗姆新疆小白杏

Steamed Pear 川贝糯米炖梨
Sticky rice, chuanbei powder, pear juice 
糯米，雷允上川贝粉 , 雪梨汁

Chocolate Dipped Fruit Platter 巧克力脆皮水果拼盘
Valrhona chocolate, kumquat, strawberry, cherry 
法芙娜巧克力，金桔，草莓，樱桃

Jiangnan Traditional Rice Pudding 桂花糕
Sweet fermented rice cream, 
osmanthus fragrans syrup, rice wine 
酒酿奶酱，糖桂花，米酒

Buckwheat Rice Pudding 养麦米布丁
Roasted barley tea ice cream, with mint gel
大麦茶慕斯，薄荷嗜嘔

35 RMB

68 RMB

68 RMB

 25 RMB

 68 RMB

“AiTsao” Sticky Rice Dumpling 艾草团子
Brown sugar taro, dried cornflower 
黑糖芋头，矢车菊

Pumpkin Pie 南瓜派
Local organic pumpkin, mixed spices, 
hazelnut crust, vanilla cream 
本地有机南瓜，混合香料，榛子派皮，香草奶油

30 RMB

68 RMB



Institute

While all of our dishes incorporate the OCTAVE values of sustainability, health,
and elevated consciousness by combining the best of East - West traditions,

each dish specifically emphasizes a few of those values. 

融合音昱可持续和健康养生理念 ,荟萃东西经典文化与智慧 ,打造正念饮食与生活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