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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by的咖啡厅 

"下到地下"

这个小小的咖啡厅散发着内陆的简单魅力。空间配有野餐桌，砖墙和一些有
趣的艺术作品。然而，这里的主要亮点是菜单，提供完美的美味和便餐，迎
合早餐，午餐和晚餐的渴望。早餐供应至1点，提供齐帕塔吐司，蛋盘和水果
沙拉等主食。如需更多午餐或晚餐，顾客可以选择澳大利亚主题的汉堡和鸡
肉三明治。他们的帕尼尼和意大利面是常客的最爱;尝试带辣椒油，酸橙，西
红柿和芝麻菜的火腿和牛油果，以及用虾酱，辣椒油，石灰，西红柿和芝麻
酱制成的“辣妹BLT”。用强劲的咖啡或啤酒把它全部洗净。这是当地的澳大
利亚人的打击。

 +1 212 925 5755  www.rubyscafe.com/  soho@rubyscafe.com  219 Mulberry Street, 纽约
NY

 by Resy 

Minetta小酒馆 

"沿着Minetta Brook"

这家小酒馆/餐厅创建于1937年，以从北部的Collect Pond流经曼哈顿的小溪
命名。步入里面，你立即被运送到后抑郁纽约，虽然有一个更新的菜单。今
天，Minetta酒馆由Pastis和Balthazar背后的人Keith McNally经营。晚餐菜
单以牛肉切片为特色，例如供应两杯牛奶的干红葡萄酒和纽约的骨头牛排。
菜单是季节性和不断变化的，虽然你总是可以有像牛排炸薯条和汉堡传统的
最爱。

 +1 212 475 3850  www.minettatavernny.com
/

 info@minettatavernny.com  113 MacDougal Street, At
the corner of Minetta lane,
纽约 NY

 by Eaters Collective on
Unsplash on Unsplash   

惠特曼 

"纽约的多汁的露西"

惠特曼在东村是舒适的美食爱好者的目的地。他们的招牌菜是用两个牛肉饼
和多香果切达干酪包裹的Juicy Lucy。他们的烤汉堡和油炸咸菜一直都很好
，一些食客把这个地方当作他们最喜欢的汉堡包。这家餐厅是一个双层餐厅
，有两层白色的瓷砖墙壁，温暖舒适的氛围。惠特曼是一个与朋友和家人一
起吃饭的好地方，是纽约的汉堡天堂。

 +1 917 261 2858  whitmansnyc.com/  info@whitmansnyc.com  406 East 9th Street, At
1st Avenue, 纽约 NY

 by  anjeeta nayar 

角小餐馆 

"汉堡，啤酒和魅力"

这家休闲美式酒吧和餐厅坐落在西村（West Village）的中心地带，营业至
深夜（通常为4点半），供应便宜的休闲食品。油腻而美味的汉堡和薯条是什
么使这个地方流行。一个友好的地方，角小餐馆迎合了市中心居民的各种人
群，以及在布利克街上派对的学院类型。这只是一个现金联合，但在这些价
格，你应该没有问题付账。

 +1 212 242 9502  cornerbistrony.com/  331 West 4th Street, 纽约 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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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maveric2003   

奶昔小站Shake Shack 

"快餐美食"

汉堡、奶昔、苏打水和几乎所有典型的快餐主食都可以在这家汉堡店位于
麦迪逊广场公园 
找到。除了美味的汉堡和奶昔,这家小店为其顾客提供的户外环境一览城市风
光。让人惊奇的是,他们提供酒水;从啤酒,还有红酒和白葡萄酒,还有瓶装销
售，不妨买上一瓶酒在草地上享受美酒佳肴。更重要的是,您还可以携带狗到
餐厅里，菜单还有狗菜单。在春季和夏季,店外通常大排长龙，然而这家店在
曼哈顿有其他分店，也只有一个车程便能到达。

 +1 212 889 6600  www.shakeshack.com/location/madi
son-square-park/

 Madison Avenue and East 23rd
Street, Madison Square Park, 纽约 NY

 by Fclaria   

杰克逊霍尔 

"典型的美国联合"

忘记快餐汉堡，而是访问这个汉堡天堂。杰克逊·霍尔（Jackson
Hole）因提供大而sl seven的七盎司汉堡而闻名。芝士汉堡，比萨饼汉堡 -
你的名字，加上炸薯条和洋葱圈。尽管拥挤的人群和噪音，服务是足够的。

 +1 212 679 3264  jacksonholeburgers.com/
35th/

 info@jacksonhole35th.com  521 3rd Avenue & 35th
Street, 纽约 NY

 by Jim.henderson   

J.G.Monon 

"大多汁的汉堡"

自1972年以来，J.G.Gelon一直为伟大的汉堡提供感恩的上东区。如果一个美
味的，简单的汉堡，也许一些薯条是你的天堂的想法，那么这是你的正确的
地方。他们挑选的啤酒与那些汉堡相得益彰，如果你想在酒吧用餐，那里的
食物一直供应到深夜。还有很好的沙拉和辣椒。只收现金。

 +1 212 744 0585  jgmelon-nyc.com/  1291 3rd Avenue, 纽约 NY

 by Fotorech   

5餐巾汉堡 

"抓住你的乐趣"

在美国汉堡联合餐厅的5号餐巾汉堡（Burkin Burger）里用汉堡疯狂起来。
基本上是一个友好的地方与朋友出去玩，或对待自己精心准备的汉堡，5餐巾
汉堡是一个有趣的场地。它一直营业至午夜，让人有机会通过诱人的汉堡来
平息饥饿感。里面的肉馅饼是美味的汉堡的真正的本质。尝试原始5餐巾汉堡
或另类的Ahi金枪鱼汉堡。除汉堡外，还有寿司卷，三明治和全套儿童餐。拥
有100个葡萄酒，50个啤酒和10个鸡尾酒，这个场地是一个充满乐趣和激动人
心的一揽子交易。

 +1 212 333 4488  5napkinburger.com/locat
ions/upper-west-side/

 info@5napkinburger.com  2315 Broadway, 纽约 NY

 by Eaters Collective on
Unsplash on Unsplash   

多诺万的酒吧 

"典型的美国酒吧"

多诺万的酒吧供应令人惊叹的汉堡和烈性酒。它位于纽约市皇后区，这个小
地方对美食家和爱喝酒的人来说是非常出名的。这是一家可以携带儿童的地
方，多诺万的酒吧向大家提供了人见人爱的经典汉堡。多诺万、H因子、桑托
和塞巴斯蒂安都是一些老顾客所喜爱的特色汉堡上。简单而友好的氛围，这
个酒吧是大家周末的好去处，在这里顾客可以进行家庭午餐。

 +1 718 429 9339  donovansny.com/  info@donovansny.com  57-24 Roosevelt Avenue,
Woodside, 纽约 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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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Fotorech   

快乐汉堡酒吧 

"这一切都在酱"

这个位于上东区的汉堡包是纽约最好的地方之一，享受美国人最喜欢的三明
治，主要是因为他们使用炭火烧烤，就好像你在后院制作的一样。在这个地
方的诀窍是酱汁，有不同的选择，如大蒜和辣梅奥阿根廷chimichurri，你一
定可以旋转在传统的汉堡。市中心还有另外一个地方，另外一个很酷的事实
是，如果你不喜欢吃牛肉的话，他们还会供应火鸡汉堡包。

 +1 212 289 6222  www.joyburgerbar.com/  joyburgerbar1@gmail.com  1567 Lexington Avenue,
Manhattan, 纽约 NY

加入我们:

cityseeker.com

条款及条件  |   隐私政策  |   应用程序接口  |   联系我们  |   版权 2022 CITYSEEKER

Powered by TCPDF (www.tcpdf.org)

https://pixabay.com/photos/burger-snack-crisp-brown-fast-food-3483290/
https://pixabay.com/service/license/
https://cityseeker.com/zh/new-york/777335-快乐汉堡酒吧
http://cityseeker.com
https://cityseeker.com/doc/wCities - Terms of Service 2012.doc
https://cityseeker.com/doc/wCities-Privacy_Policy.doc
http://wcities.com/
https://cityseeker.com/san-francisco/about-us
http://www.tcpdf.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