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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利普原件 

"如同L.A."

自1918年以来，这个地方一直服务于世界上最好的法国三明治。这似乎是合
乎逻辑的，因为是Philippe，The Original，他自称在100多年前发明了多汁
混合物。除了肉质嫩嫩之外，价格也没有太大变化，烤牛肉，猪肉，土耳其
，火腿或羊腿三明治将满足您的口味，并留下您的口袋没有凹痕！想要一杯
咖啡吗？走到这里来一杯热腾腾的杯子，让你一天感觉精力充沛。

 +1 213 628 3781  www.philippes.com  customerservice@philippe
s.com

 1001 North Alameda Street,
洛杉矶 CA

 by JorizDG   

Guisados 

"炸玉米饼就像你从来没有尝过"

当地人和游客都喜欢唱这个简单的小餐馆的赞美，而且是在洛杉矶最受欢迎
的墨西哥餐厅之一。在相信食物应该像以前一样的妈妈之后，Guisados设计
了一个简单而简洁的菜单，侧重于墨西哥美食的全部结束。塔科。从每天从
头开始做masa玉米饼，完美的红烧肉，如香肠，鸡肉，牛排，牧师，虾，鱼
和猪肉都经过调味和炖，新鲜的鳄梨，黑豆，红甜椒，红洋葱和更多创造您
将尝试的最佳的炸玉米饼。他们的牛排picado与培根和绿色塞拉诺智利是一
个强大的风味，将让你回来更多的当地最爱。除了炸玉米饼之外，最棒的是
价格是2.50美元的炸玉米饼，在Guisados的一顿美味不仅美味，而且经济实
惠。

 +1 323 264 7201  www.guisados.co/  2100 East Cesar Chavez Avenue,
洛杉矶 CA

 by arnold | inuya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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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jonathanvalencia5   

Torung 

"深夜在好莱坞泰国"

多年来值得信赖的午餐，晚餐和深夜便宜的餐饮场所;长久以来，Torung赢得
了当地的批准。尽管价格低廉，但Torung并不是一个油腻的汤匙快餐联合服
务堆积如山的goop。这里的食物很好吃，很好吃，很正宗，而且味道很好。
垫母羊，蟹炒饭，鸡肉沙爹和木瓜沙拉是一些最喜欢的。气氛和服务是友好
和欢迎。只收现金。

 +1 323 464 2750  www.torungrestaurant.com/  5659 Hollywood Boulevard, 洛杉矶 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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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neildodhia   

Al Wazir鸡 

"印章鸡"

而在大多数餐馆的情况下，“你得到你所支付的”这句古老的谚语是正确的
，谦虚的Al Wazir鸡是一个幸运的例外，能够惊喜的赞助人。这个联合会是
一个典型的带有两个食堂表的洞墙，而不是那种为了氛围而来的地方。但美
味的菜肴和低廉的价格已经吸引了很多年来的回头客。票价是传统的中东/黎
巴嫩，充满了柔软和美味的鸡肉菜肴和精致的边和酱汁。沙拉三明治同样非
常好，沙拉又清脆又新鲜。对于那些不愿意在简单的环境中进餐的客人，外
卖和送货都是简单方便的选择。 Al Wazir开放较晚，以快速交货而闻名。

 +1 323 856 0660  www.alwazirchicken.com/  order@alwazirchicken.com  6051 Hollywood Boulevard,
洛杉矶 CA

 by loustejskal.com   

800度那不勒斯比萨店 

"直接从意大利"

有了白色的地铁砖和一个大的砖炉，好莱坞的这家比萨饼店被吹捧为拥有一
些这个城市最好的那不勒斯比萨饼。尊重旧世界的传统，800度那不勒斯比萨
店采用当地最好的意大利原料奶酪和面粉。这种薄薄的面包简单而美味，只
有四种成分，面粉，盐，水和野生酵母。准备在两分钟之内，你离开柜台的
时候，你的披萨就准备好了！尝试经典的玛格丽塔，或选择像拿破仑与凤尾
鱼，虾，大蒜和刺山柑专业创作之一。

 +1 323 329 9656  800degrees.com/location
s/hollywood/

 info@800degreespizza.com  1521 North Vine Street,
洛杉矶 CA

 by Loren Javier   

101咖啡店 

"友好的咖啡店"

101咖啡厅是一个真正的复古魅力的餐厅。 101咖啡店位于富兰克林大街的延
伸处，位于繁忙的101号和田园诗般的比奇伍德大道之间，地理位置优越。在
这里，您可以享受经典的早餐，一杯咖啡，或定居到一个相当大的价格合理
的膳食，直到凌晨。毫不奇怪，这里的人群是悠闲的，而氛围却是随意的，
远离城市其他地区疯狂的喧嚣。

 +1 323 467 1175  www.101coffeeshop.com/  6145 Franklin Avenue, 洛杉矶 CA

 by edenpictures   

卡尼 

"狗和汉堡"

自1975年以来，卡尼已经满足了洛杉矶的辣椒薯条和汉堡的渴望，从20世纪2
0年代这款真正的老式黄色美铁列车车厢中提供了一个完美体验，作为内部的
经典餐车。而这还不是全部！他们有一个值得热狗和波兰香肠的阵容，作为
一些最好的城市，所有以最低的可想象的价格，特别是考虑到联合的对接场
地 - 日落大道的东端。汽车后面的私人车辆带走了在拉斯维加斯停车场的头
痛，而和蔼可亲的笑脸服务确保您来到正确的地方。如果你已经觉得这个地
方很便宜，可以在欢乐时光里试试！

 +1 323 654 8300  www.carneytrain.com/  bill@carneytrain.com  8351 West Sunset
Boulevard, 洛杉矶 CA

 by divya_   

In-N-Out汉堡 

"汉堡酒店"

In-N-Out汉堡是一个传奇和心爱的快餐连锁店，始于南加州。他们的西洛杉
矶位置带来了同样的新鲜感和质量，这个连锁店如此受欢迎。除了常规的汉
堡包之外，这个休闲的餐厅还供应法式炸薯条，奶昔和软饮料。他们有一个
有限的菜单，但都值得品尝，如果你知道秘密菜单项，它会变得更大一点。
干净的环境和友善的服务营造了氛围，总之，这是一个愉快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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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800 786 1000  www.in-n-out.com/  9245 West Venice Boulevard, 洛杉矶
CA

 by samuelfernandezrivera 

凯莱的咖啡厅 

"美味的傀儡"

Gloria's Cafe是一家迷人且价格实惠的餐馆，供应墨西哥和萨尔瓦多风味的
混合菜肴。它欢迎与一个愉快地被点燃的，五颜六色的内部，极端友好的服
务和 - 根据许多 - 一些最好pupusas镇。其他“必须尝试”是carne adobad
a和大蕉。菜单上有许多海鲜选择，包括令人印象深刻的七海汤，鱼，蟹，虾
，鱿鱼，章鱼和扇贝。

 +1 310 838 0963  www.gloriascafe.org/  gloriascafe@hotmail.com  10227 Venice Boulevard,
洛杉矶 CA

 by Pille-Riin Priske on 
Unsplash   

ank口鸡 

"Zesty中东"

Z口鸡快速提供便宜的美味食品。这是一个完美的餐厅，可以在一个酒吧跳一
晚，或者在一个方便的外卖选项上和几个朋友一起外出。这些部分比慷慨大
方 - 一路到史诗般的整只鸡，强健而美味 - 伴随着所有传统的中东地区，
包括沙拉三明治，腌萝卜，鹰嘴豆泥和芝麻酱。这个地方非常实惠，这是当
地人喜欢和利用的特质。 “速度，质量，价值”始终是Z口的座右铭。

 +1 818 655 0469  zankouchicken.com/n-
hollywood/

 dikraniskenderian@gmail.
com

 10760 Riverside Drive,
North Hollywood CA

 by Public Domain   

铁托的炸玉米饼 

"唯一的更好的是两个"

这个传奇的洛杉矶塔科站（1959年）拥有长长的当地人在一天中的任何时间
寻求新鲜的牛肉和原子橙切达美味的混合物，但不要被吓倒。排队等候（从
抵达到高峰时间离开20-25分钟）是体验的一部分，座位内外均可用。混合沙
拉带来清爽的一脚，薯片和鳄梨调味酱与您的主菜完美搭配。炸玉米饼是明
星，但其他传统的菜肴，如鼹鼠酱牛肉或鸡肉玉米粽子或素食炸玉米粉圆饼
是优秀的。请注意，在你去之前，饮料仅限于苏打水（百事可乐产品）和水
。

 +1 310 391 5780  www.titostacos.com  11222 Washington Place, Culver City
CA

 by Public Domain   

比尔的汉堡 

"老式的汉堡联合"

隐藏在Sherman Oaks与Van Nuys会面的工业区，Bill's
Burgers是一个梦幻般的悠久的山谷宝石。
50年前的二战退伍老兵比尔·埃尔维尔（Bill Elwell）在他的10英尺20英尺
油腻的汉堡包里翻出了汉堡，并在20世纪20年代的同样的铸铁烤架上烹饪。
这里没有什么奇特的装饰，汉堡还有三明治，辣椒狗和两边。只有现金，菜
单上的所有东西都在5美元以下，部分原因是Elwell的旧学校收银机无法计算
超过5.99美元的任何东西！尝试双层奶酪汉堡与培根和一包芯片，你不会失
望。

 +1 818 785 4086  billshamburgersvannuys.mybistro.
online/

 14742 Oxnard Street, Van Nuys,
洛杉矶 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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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CITYSEEKER

Powered by TCPDF (www.tcpdf.org)

https://pixabay.com/photos/mexican-food-burrito-mexican-food-2456038/
https://pixabay.com/service/license/
https://cityseeker.com/zh/los-angeles/684875-凯莱的咖啡厅
https://unsplash.com/@pillepriske?utm_source=eventseeker&utm_medium=referral
https://unsplash.com/?utm_source=eventseeker&utm_medium=referral
https://unsplash.com/license
https://cityseeker.com/zh/los-angeles/684164-ank口鸡
https://pixabay.com/photos/tacos-mexican-food-seafood-fresh-1904921/
https://creativecommons.org/publicdomain/zero/1.0/deed.en
https://cityseeker.com/zh/los-angeles/349687-铁托的炸玉米饼
https://pixabay.com/photos/burger-hamburger-bbq-cheeseburger-3962996/
https://creativecommons.org/publicdomain/zero/1.0/deed.en
https://cityseeker.com/zh/los-angeles/891381-比尔的汉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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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