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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ouch餐厅 

"中东特产"

藏在一个不起眼的地带商场，这个中东餐厅真的是一个伟大的洛杉矶发现。 
Marouch餐厅赢得了很多的好评，并多次被评为最好的类别，由于这个加州大
都会的居民的居民。 Marouch擅长亚美尼亚和黎巴嫩菜肴，从头开始烘焙自
己的皮塔面包，提供组合盘子和每日特价。所有主菜都配上米饭，腌菜和皮
塔面包，做一顿馅。从shawarma，kabobs，沙拉三明治，tabbouleh和meza开
胃菜，Marouch有美味的选择。

 +1 323 662 9325  www.hollywoodmarouch.co
m/

 hollywoodmarouch@gmail.c
om

 4905 Santa Monica
Boulevard, 洛杉矶 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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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盘传送带 

"家庭式的亚美尼亚美食"

好莱坞的家庭风格的旋转木马在整个城市都有一些最好的亚美尼亚美食。选
择是多样的，工作人员是友好和周到。亚美尼亚当地社区中的许多人定期下
台，这突出表明了食品的质量和真实性。菜单包括各种开胃菜，包括鹰嘴豆
泥，tabouli，自制香肠和其他传统美食。最喜欢的主菜是烤羊肉串，以牛排
，羊肉，猪肉，肝脏和任何人类已知的其他肉类的形式出现。葡萄酒和进口
啤酒名单也非常多样化。

 +1 323 660 8060  www.carouselrestaurant.
com/

 info@carouselrestaurant.
com

 5112 Hollywood Boulevard,
洛杉矶 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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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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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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密餐厅和水烟酒廊 

"甜蜜的放纵"

藏在历史悠久的简氏之家庭院后面的好莱坞大道喧闹的喧嚣中，这个恰如其
分的建筑物吸引了林荫大道上的人们，喝着各式各样的低价饮料和高档的水
烟壶。室内设有充足的座位，天井是受欢迎的选择，其宜人的氛围和高质量
的人们观看。除了大量的饮料之外，这里的食物也非常美味，并且有大量的
食物。菜单主要是地中海菜，还有一些基本的主食，如翅膀和薯条。每周有
几个晚上，客户们会欣赏到一个放映在墙上的电影或现场音乐表演。伟大的
价值和友好的气氛使这个联合成为一个真正的隐藏宝石。

 +1 323 463 5156  albert@secretathollywood.com  6541 Hollywood Boulevard, 洛杉矶 CA

https://pixabay.com/photos/kebob-food-greek-grill-meat-3682282/
https://creativecommons.org/publicdomain/zero/1.0/deed.en
https://cityseeker.com/zh/los-angeles/893980-marouch餐厅
https://www.flickr.com/photos/68147320@N02/33084714564/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2.0/
https://cityseeker.com/zh/los-angeles/61924-圆盘传送带
https://pixabay.com/photos/food-lebanese-chicken-kebab-meat-1198204/
https://pixabay.com/service/license/
https://cityseeker.com/zh/los-angeles/684153-al-wazir鸡
https://unsplash.com/@awesomesauce_creative?utm_source=eventseeker&utm_medium=referral
https://unsplash.com/@awesomesauce_creativ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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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9957-秘密餐厅和水烟酒廊


 by vmiramontes   

拉菲的地方 

"伟大的食物，很好的氛围"

任何时候任何人都提到中东的食物，特别是在格伦代尔的烤羊肉串，Raffi的
出现。这个地方是一个美好的发现。与串烧菲力牛排，碎牛肉，鸡肉，鸡肉
，羊肉，甚至mahi mahi，你不能错误的选择你做的任何烤肉串。每道菜的米
饭都是蓬松而芳香的。部分非常慷慨，鼓励家庭式的饮食。 Raffi也提供沙
拉，开胃菜和甜点的一个公平的选择。不要错过订购一些腌菜或鹰嘴豆泥。
大部分餐厅的座位是在庭院露天。

 +1 818 240 7411  www.raffisplace.com/  211 East Broadway, Glendale 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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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eem烧烤 

"异国情调的吃"

这个洛杉矶餐馆对地中海和地区的美食充满热情，已经吸引了一大批追随者
。 Taeem Grill将自己的激情转化为商业活动，以采用最好的口味的新鲜食
材为荣。令人垂涎的菜单有每个人的东西，从不断流行的鹰嘴豆板，沙瓦玛
，沙拉三明治球，烤串和组合板。菜单上的一切都是格拉特犹太教，坚持严
格的宗教准则。节省甜点的空间，尝试片状和轻果仁蜜饼。

 +1 323 944 0013  www.ta-eemgrillinc.com/
home.html

 taeemgrill@gmail.com  7422 Melrose Avenue,
洛杉矶 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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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的沙拉三明治 

"美味的中东美食"

一如既往地将Hummus，Falafels和美味的Shwarma等中东特产尝试的最佳地点
之一。乔的沙拉三明治是一个简单的没有廉价的餐馆。深受当地人欢迎，是
享用快捷午餐或晚餐的好地方。他们的餐盘非常受欢迎，慷慨的部分和预算
友好的价格。他们的招牌自制拉法面包是必不可少的。菜单上最受欢迎的菜
肴包括陀螺三明治，沙拉三明治包装和柠檬鸡肉盘。有关详情，请访问网站
。

 +1 323 512 4447  joesfalafel.net/  info@joesfalafel.net  3535 Cahuenga Boulevard
West, 洛杉矶 CA

 by Pille-Riin Priske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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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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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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nin 

"黎巴嫩的美食"

简单而高效，这个白色瓷砖小餐厅是一个有趣的空间，享受用塑料餐具在纸
盘上的优秀食物。这里供应家常风味的黎巴嫩美食。神话般的鹰嘴豆，babag
anouj和沙拉自制的黎巴嫩奶酪是最喜欢的，不应该错过。酒不供应。取出服
务是可用的，预订不被接受。

 +1 310 475-3358  www.sunnin.com/  1779 Westwood Boulevard, 洛杉矶 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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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jrish 

"真实的波斯！"

泰姬陵是一个真正的波斯餐厅，一进入就有一个温馨的氛围。乐器和墙上的
青铜框架增添了中东的氛围。 Tajrish以他们提供的Kabobs而闻名。他们的
一些签名是羊肉和鸡肉串，这是湿润和美味，完全熟。米饭菜包括Biryani这
是在丰盛的服务，足够的两个人。去Faloodeh的甜点，这是一杯甜面条。提
前打电话了解更多。

 +1 310 301 3344  www.tajrishrestaurant.c
om/

 tajrishpersiancuisine@ya
hoo.com

 507 Washington Boulevard,
洛杉矶 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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