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悬崖边缘 

"宏伟的地中海"

Cliff's Edge是一家受当地人欢迎的美丽餐厅。它拥有一个壮观的庭院，由
精心装饰的巨大的树和仙境灯，提供了一个在仙境用餐的感觉。这是享受浪
漫约会的好地方。食物由季节性，当地配料驱动的菜肴，与房子鸡尾酒完美
补充。

 +1 323 666 6116  www.cliffsedgecafe.com/  info@cliffsedgecafe.com  3626 Sunset Boulevard,
洛杉矶 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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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qirl 

"美味的果酱和更多"

虽然Sirl的迷人时髦别致的装饰一定会吸引你的眼球，但热衷于顾客的蜿蜒
曲折的线路，从门口溢出，走到侧面走路，根本不可能错过。咖啡厅以其美
味的有机果酱而闻名，采用从当地小型农场采购的新鲜水果烹制而成。排队
等候可能令人沮丧，特别是当你闻到从里面飘来的美味的香味时，等待肯定
是值得的，让你有机会检查黑板菜单。糙米饭，乳蛋饼和奶油蛋卷三明治特
别受欢迎，但是这里的饭菜简直是不完整的，没有糕点和一些惊人的果酱。

 +1 323 284 8147  sqirlla.com/  info@sqirlla.com  720 North Virgil Avenue,
Suite 4, 洛杉矶 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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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场一餐 

"当地早餐和午餐"

Square One Dining酒店坐落在一个艺术气息浓厚的社区，提供美味的早餐和
午餐，营造了明亮而愉快的氛围。柔和的黄色内饰点缀着艺术作品，而民俗
摇滚乐的低度风情则偏离了微风轻拂的天井。客人在丰盛的燕麦早餐，煎饼
，水果，鸡蛋本尼迪克特，煎蛋卷和全麦面包烤熏肉盛宴。健康的午餐就是
午餐，在那里可以找到俱乐部三明治，汉堡，汤，沙拉和Cobbs。侍应生和孩
子们在一起很愉快，每张桌子都配有蜡笔，让小孩们忙着吃，直到食物到达
。

 +1 323 661 1109  www.squareonedining.com/  4854 Fountain Avenue, 洛杉矶 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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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吉 

"融合香料在卷"

受欢迎的洛杉矶食品卡车Kogi，因为推出了第一辆卡车而获得了很多知名度
。有五辆Kogi卡车在洛杉矶附近驾驶。这种融合食物卡车巧妙地融合韩国和
墨西哥风味。厨师以其炸玉米饼和流行的泡菜油炸玉米饼而闻名，厨师们不
断提供美味的食物，让您想回来。由马克·曼格拉（Mark
Manguera）和卡罗琳·申（Caroline Shin）共同拥有，这种食品卡车是洛杉
矶的最爱之一。您可以查看他们的网站或Twitter上的时间表，因为每辆卡车
的时间不同。

 +1 323 315 0253  www.kogibbq.com/  4372 Eagle Rock Boulevard, 洛杉矶
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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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藤餐厅 

"质朴的类"

作为好莱坞最好保守的秘密之一，餐厅欢迎顾客来到一个可爱的黄色房子 -
一个经过改建的住宅 - 在一个安静的街道上，距离好莱坞和藤几步之遥。与
当地许多时尚餐厅截然不同，Off-Vine的特点是具有乡村魅力和田园风味的
几乎可感知的氛围，让人想起法国普罗旺斯的乡村小餐馆。非常符合气氛，
这里的菜单包括简单的家庭式食谱，多汁和可口，从最新鲜的当地市场成份
津津有味。有一个很好的选择，以提高每道菜的葡萄酒。经常光顾的地方倾
向于成熟，但各个年龄段都受到欢迎。请预订，以确保可爱的前台阳台，总
是高度需求的运动。

 +1 323 962 1900  www.offvine.com/  6263 Leland Way, 洛杉矶 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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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y 餐厅 

"为有钱人和名人所设"

这里是名人的聚脚点，多年来，很多名人都来过，而且现在仍然是络绎不绝
。但是如果你没有预订或者没有与工电影作室约定的话，那你就不能进来了
。这里的装饰很简约，将你的注意力集中在其他的顾客和菜单上，这两者都
是闻名于世的。这里的螃蟹蛋糕尤为出名，还有炸鸡也非常出色。如果你付
得起的话，不妨在这里喝上两杯美酒。如果你付不起的话，也没关系，你可
以在酒吧点一杯饮料。但一定要提前订座！

 +1 310 274 8303  www.theivyrestaurants.c
om/

 nfo@theivyrestaurants.co
m

 113 North Robertson
Boulevard, 洛杉矶 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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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eleigh 

"美国和欧洲的经典"

位于西日落大道，Eveleigh是一个华丽而质朴，但舒适的餐馆，提供丰盛的
美国和欧洲菜肴。 Eveleigh从悉尼的一个郊区得到名字，Eveleigh在那里开
始了。感受悠然自得的木制家具，享受令人惊叹的欧式风味菜肴和美国美食
，并将他们广泛的名单中的葡萄酒，这将带你通过晚上。

 +1 424 239 1630  www.theeveleigh.com/  reservations@theeveleigh
.com

 8752 West Sunset
Boulevard, 洛杉矶 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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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go 餐厅 

"沃尔夫冈冰球 之中最好的餐厅！"

比华利山沃尔夫冈冰球(Wolfgang Puck)是你一定要去看看的地方。像很多其
他沃尔夫冈冰球创造的地方一样，这里的装饰都向你展现着一个概念，享用
美食也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像蔬菜炖肉和红烩牛膝都是不容错过的。这
里还有极具创意而又传统的奥地利糕点，像焦糖草莓疏忽薄饼。这里酒单上
的品种也非常多，价钱也合理。如果你想要试试真正的沃尔夫冈冰球体验的
话，那不妨试试主厨试食菜单。这样，你就可以尝尽餐厅的众多美食了。

 +1 310 385 0880  www.wolfgangpuck.com/restaurants
/fine-dining/3635

 176 North Canon Drive, Beverly
Hills 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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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海滩 

"全日餐厅"

26海滩在午餐和晚餐提供各种不同的美食，以及丰富的早餐菜单。对于初学
者，26海滩提供特殊的Nu'Awlins鸡浓汤和Coctel de Ceviche。从“东方面
条沙拉”到“大蒜虾恺撒”，有一个专门的菜单“奇妙主菜沙拉”。晚餐时
，享用N.Y.的牛排或羊肉串（Mary's Rack）。 26海滩还以其新鲜出炉的面
包（小麦或奶油蛋卷）供应的巨大汉堡包而闻名。坐在露台外面晒太阳，并
与当地人交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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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310 823 7526  www.26beach.com/  3100 Washington Boulevard, 洛杉矶
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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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jelina 

"创新的当地美食，配料"

选择在Gjelina愉快的户外庭院座位了解为什么当地人喜欢这家餐馆。无论是
熟食，牡蛎还是主菜，菜单上的每一道菜都充满了味道，随时可供饥饿的食
客品尝。午餐时间，阳光灿烂，葱郁的绿色和清新的微风增添了当代特色美
食的体验。还有一个火坑也是为了预热夜晚。看一看全面的葡萄酒清单，以
取样一些有趣的品种。

 +1 310 450 1429  www.gjelina.com/  1429 Abbot Kinney Boulevard, 洛杉矶
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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