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栖息 

"在天空中用餐"

位于13层高的潘兴广场大楼顶部的“栖息”，是一个法国小酒馆的宝石，远
离历史广场的喧嚣。灿烂的户外设置突出了一对壁炉和火坑，让你在厨房里
存储的东西。厨师背后的鉴赏家，厨师肖恩·戴维斯（Shawn Davis）承诺将
他的用餐体验提升到一个不同的层次，提供他的招牌式的美味经典法国菜。
Ahi Tuna鞑靼和经典凯撒沙拉等常规法式美味佳肴散发着天赋，传统菜式如
法式海鲜汤（Bouillabaisse）和鸭肉馅饼（Duck Confit）也是如此。最后
，来自酒吧的一杯阿马尼亚克（Armagnac）或卡尔瓦多斯（Calvados）足以
让您享受美食体验。小酒馆也是在休息区放松身心的理想场所，您可以在这
里享受现场演出和歌舞表演。 Perch酒店的地理位置与市内最好的地点相匹
配，是您与亲人一起用餐的理想场所。打电话或访问他们的网站预订一张桌
子。

 +1 213 802 1770  perchla.com/  info@perchla.com  448 South Hill Street,
洛杉矶 CA

 by patikaipmuzi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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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39621900  offvine.com/  offvinerestaurant@sbcglo
bal.net

 6263 Leland Way, 洛杉矶 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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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城好莱坞 

"日本塔观景"

位于好莱坞酒店及公寓内的好莱坞山城好莱坞是周围最不寻常的餐馆之一，
可以让顾客同时享受正宗的日本料理，同时还能欣赏到城市的美景。专门供
应丰盛的亚洲风味美食，在当地人以及游客中颇受欢迎。你可以选择像三文
鱼和扇贝，松露Hamachi，亚洲烧烤婴儿背肋等美味佳肴，从广泛的菜单更多
。美味的食物也可以享用一杯葡萄酒，以平衡美味的口味。您也可以随时抽
出一些时间，漫步在酒吧正下方八英亩郁郁葱葱的绿色花园中，等待您的订
单到达。适合一个浪漫的约会，山城好莱坞肯定会在你在城市的时间尝试。

 +13234665125  yamashirohollywood.com  reception@yamashiroholly
wood.com

 1999 North Sycamore
Avenue, Hollywood Hotels &
Apartments, 洛杉矶 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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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ttle Door 小门餐厅 

"法式地中海餐厅"

在这家充满欧洲风格的餐厅中，你可以品尝到美味食物，还可以享受这里的
宁静氛围。而在可爱的室外餐厅就最适合不过了。这里全年都会用汽灯来照
明。来到这里，不妨试试这里的红酒，可以只点一杯浅尝，然后再开始品尝
这里的美味佳肴。像鸡肉和牛肉的经典法国菜、意大利粉和每晚的特色菜，
这里菜式多样，一定可以撩动你的味蕾。如果你想要跟情人到欧洲享受二人
世界的话，到这里来，就是美国风味最近的地方。这里的晚餐服务供应至夜
晚。

 +1 323 951 1210  thelittledoor.com/  office@thelittledoor.com  8164 West 3rd Street,
洛杉矶 CA

 by RitaE   

Il Cielo 餐厅 

"比华利山他斯卡尼式的浪漫"

这家餐厅是以其主人家庭在他斯卡尼的酒店为模型而建造的。很多洛杉矶居
民都在这里举行婚礼派对。而且这里更是求婚的热门首选。浪漫的餐室有两
个花园风格的庭院，还有一个有着白色粉饰的小房间。里面还有35尺的正方
形玻璃天花板。他斯卡尼海鲜美食包括龙虾馄饨和各种各样的海鲜意大利粉
。这里还每天供应新鲜鱼类，视乎当天市场情况而定。

 +1 310 276 9990  www.ilcielo.com/  info@ilcielo.com  9018 Burton Way, 洛杉矶 CA

 by Louis Hansel on 
Unsplash   

Mantee咖啡厅 

"浪漫＆可爱的餐厅"

Mantee从传统的美式菜肴中得名，这也正是这里的招牌菜之一。这家温馨的
餐厅拥有温馨的氛围，非常适合浪漫的用餐，在后面设有室内和花园用餐区
。菜单包括传统的Fattoush和亚美尼亚沙拉等松脆沙拉，以及Hummas和Souju
k和Kebbe Naye等冷开胃菜。选择从三到四个菜组成的各种午餐特别组合，使
一个完美的一餐。让他们迎合你的下一个派对，提前打电话了解更多细节。

 +1 818 761 6565  www.manteecafe.com/  info@manteecafe.com  10962 Ventura Boulevard,
洛杉矶 CA

 by Alessandro Alimonti on
Unsplash on Unsplash   

马球俱乐部 

"时髦酒吧"

位于比华利山酒店中，这里是90210区者最喜欢的酒吧（不是电视剧，就是城
市的人）。很多名人和富豪都喜欢到这里来享受这里的氛围，当然这里的价
格也不菲。这里的房间都非常可爱而且高品位。而外面的阳台则种满了树，
很多人都会到这里来吸烟。这里要求男士穿着夹克，并不欢迎穿T恤的人。

 +1 310 887 2777  www.dorchestercollection.com/en/
los-angeles/the-beverly-hills-hot
el/restaurants-bars/the-polo-
lounge/

 9641 Sunset Boulevard, The Beverly
Hills Hotel, Beverly Hills 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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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lisse 

"圣莫尼卡之星"

这家餐馆被认为是在洛杉矶品尝美国和法国美食的最佳场所。正宗的法国食
谱融合了现代美国的感性，产生了一些创新的菜肴。菜单是定期更新，并有
一些特色项目，你必须咬一口。甜点是简单的美味 - 尝试开心果CrèmeBrulé
e。如果你是一个热爱自然的人，你可能想坐在带有可伸缩玻璃屋顶的花园房
里。还有一个休息室，您可以在壁炉旁享受亲密的晚餐。

 +1 310 395 0881  www.citrinandmelisse.co
m/melissemenu

 info@citrinandmelisse.co
m

 1104 Wilshire Boulevard,
Santa Monica 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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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绞线的房子 

"高档餐厅"

Strand House酒店毗邻大海，享有令人惊叹的美景以及出色的美食。时尚的
现代装饰创造了一个优雅的用餐空间，虽然你应该确保你在窗边预订一张桌
子，这样你可以欣赏到海滩景色。菜单采用新鲜的当地食材烹制而成的当代
美式菜肴。从令人印象深刻的加利福尼亚葡萄酒中挑选一杯葡萄酒，恭维你
的美食。周末早午餐特别美味。

 +13105457470  www.thestrandhousemb.co
m/

 info@thestrandhousemb.co
m

 117 Manhattan Beach
Boulevard, Manhattan Beach
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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