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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jonathanvalencia5   

红砖亭 

"东京机构"

Renga-tei的独特之处在于它自1895年以来一直在东京繁荣兴旺。一个都市传
说中，Renga-tei发明了炸猪排，但即使不是这样，他们绝对是肉的盘子上的
大米开拓者，而不是一个碗，他们也是第一个用现在无处不在的切丝卷心菜
来装饰他们的炸猪排。除了煮熟的炸猪排之外，Renga-tei还在冬季供应深受
煎炸的牡蛎，这是一种持久受欢迎的菜肴。在这里吃东京的杰出美食过去的
金色样本。

 +81 3 3561 3882  ginzarengatei.com/  3-15-16 Ginza, Chuo-ku, 东京

 by adamcreatives   

Kyo Aji 

"东京顶级餐厅"

Kyo Aji的名声在此之前 - 它深受当地人的欢迎，他们以其富有想象力和高
度原创的日本料理而闻名于世，因此您可能需要提前两三个月预订。标题中
的“京”是指京都，这家餐厅致力于烹饪。主厨Nishi自己也有些出名，他们
提供松茸蘑菇，海鳗（hamo）和其他版本的流行美食，都遵循日本美食的感
觉 - 然后是一些。这是值得一游，但一定要提前几个星期。

 +81 3 3591 3344  3-3-5 Shinbashi, 东京

 by jonathanvalencia5   

Ponta Honke 

"一流的Tonkatsu"

Ponta Honke是东京最受赞誉的炸猪排餐厅之一。
Tonkatsu有幸受到当地人和外国人的一致喜爱，在Ponta Honke，您可以品尝
到这座城市所提供的最好的炸猪排。由于烹饪方法，它们同时又嫩又脆。首
先在低温下进行油炸，然后在非常热的油中完成炸肉排。部分是巨大的。用
一杯冰镇啤酒冲洗你的炸猪排，享用一顿令人满意的晚餐。

 +81 3 3831 2351  3-23-3 Ueno, 东京

 by Vinicius Benedit on
Unsplash on Unsplash   

Jubako 

"鳗鱼，鳗鱼好"

有200多年的历史很难争论， Jubako已经服务了那么久的鳗鱼。鳗鱼（鳗鱼
）曾经是非常富有的美味;现在每个人都可以享用 -
几乎所有的寿司或生鱼片餐厅都可以品尝到美味的鳗鱼。 Jubako只有一个套
餐，供应各种形式的煮熟的鳗鱼（烤，烤，平原），鲍鱼和炖鲤鱼。这是一
个伟大的餐厅，检查出一些正宗的，历史悠久的日本风味;在地板上吃传统的
日式或者，如果这不吸引，你可以预订西式餐桌。

 +81 3 3583 1319  2-17-61 Akasaka, Minato-ku, 东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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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twk3   

小室 

"米其林星级日本美食"

Mitsuhiro Komuro餐厅荣获米其林星级，反映并奖励厨师对细节的关注以及
怀石料理（日式多道菜晚餐）的技巧。 Komuro的晚餐包括海鳗等特色菜，或
者在夏季，从日本西部的森林采摘的松茸蘑菇。餐厅很小，座位有限。如果
可以，可以预订八个柜台座位中的一个，在那里您可以与厨师进行非正式聊
天，并在准备餐点时惊叹不已。

 +81 3 235 3332  www.kaiseki-komuro.com/  3-5-4 Wakamiyachō, 东京

 by Jpatokal   

丽 

"阳光"

主厨山田敬史（Keishi Yamada）是一位高调美学的日本着名厨师，这是他不
可避免地适用于他的烹饪的东西。对山田来说，食物和艺术是分不开的。在
丽，你会发现非常新鲜的时令蔬菜搭配完美的生鱼片。餐厅本身非常漂亮，
精心雕刻的松木天花板在干净的正方形上方盘旋。

 +81 3 5785 4805  www.rei-tokyo.com/  info@rei-tokyo.com  5-11-25 Roppongi, 东京

 by masterd   

幸村 

"京都的小味道"

首先，很难找到Yukimura。这是完全无符号的，你必须使用地址中的块号。
其次，幸村小;只有一张桌子和一个分散的座位（总共十四个座位），连日本
首相都是粉丝！这意味着，预订是必不可少的 - 即使这是一个斗争 -
但它是非常值得的，试试Jun Yukimura的京都风味的美食。所有配料都是从
京都运来的。尝试松茸蘑菇，用鳗鱼包裹，烤成炭;或烤的竹笋，煮熟，直到
完美的温柔。 Jun Yukimura被誉为日本最具创新精神的厨师之一，如果您有
幸能够获得一席之地，您将获得无与伦比的美味。

 +81 3 5772 1610  1-5-5 Azabu Juban, Takayanagi Building 3F, 东京

 by mvolkmann   

麻布草莓 

"冬季舒适"

除了涮涮锅之外，火锅不是人们倾向于与日本料理联系在一起的第一件事。
访问Azabu Ichigo应该治愈你的任何疑虑;他们的关节是使用八种不同风味的
肉汤和最新鲜的食材精心准备的。许多日本人从街车上吃热气腾腾的奥登，
但是麻布一郎的概念并不高，内部的黑木和舒适的柜台空间使餐厅在繁忙
的购物区域中感到平静。

 +81 3 5772 2936  www.azabu-ichigo.com/  2-5-14 Azabu-juban, Minato-ku, 东京

 by takedahrs   

Iidaya 

"Dojou喜欢鱼吗？"

作为东京古老的江户风味餐厅，饭田屋供应日本以外鲜为人知的当地淡水鱼d
ojou。这是一个美味，令人惊讶的强大的小鱼，给味名的特色菜，dojou火锅
（dojou火锅）良好的味道。如果你对鱼骨头有点娇气，可以点一个无骨的版
本的dojou-nabe。私人客房设有传统的榻榻米风格的座位。 Iidaya是时光倒
流的美食，江户风格的装饰反映了这一点。这家餐厅深受当地人欢迎，所以
一定要提前打电话。

 +81 3 3843 0881  3-3-2 Nishiasakusa, 东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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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sharonang   

Hachiku 

"精湛的寿司"

Hachiku以其大阪式（盒装）寿司而闻名，完全是在这个小小的建立。由于只
有四张桌子，大多数顾客选择外卖。尝试寿司寿司，米饭与鳗鱼，腌瓜，莲
花和碎鱼混合，然后包裹在薄煎蛋卷。对于实验类型，可以买一个寿司品种
盒子，这是一个很好的方式来采样许多二十左右的味道。八久已经开放了八
十年，并继续为大阪寿司设定了一个非常高的标准。

 +81 3 3351 8989  3-11 Yotsuya, Shinjuku-ku, 东京

 by sharonang   

Obana 

"这是值得等待的"

Obana经过五代人的拥有，成为当地人的钟爱。它提供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新鲜
，美味unagiya慷慨的一部分。更好的是，鳗鱼在野外被捕，没有养殖。因此
，经常有一条线准备等待，而且餐厅遵循古老的准备和烹饪鱼类的传统，订
购后有相当的等待时间。但是真的是值得的，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吃一个
充满热情的当地人的餐厅，正宗的，古老的日本料理。私人房间也可用于团
体。

 +81 3 3803 1839  5-33-1 Minamisenju, 东京

 by Irenna86   

鱼屋牡蛎酒吧 

"抓住你的贝类填充"

一个着名的春药，牡蛎可以发现在丰富的鱼屋牡蛎酒吧。来自加拿大，美国
的牡蛎，以及大量的当地品种，都有许多品种可以吸引他们。除了牡蛎，蛤
蜊杂烩，奶酪拼盘和其他几个菜单选项也可用。这间一间客房还提供各种各
样的牡蛎葡萄酒和啤酒。无论你是否相信牡蛎的力量，如果你是一个爱好者
，爱好者，或只是想看看大惊小怪，那么鱼屋牡蛎酒吧是一个很好的起点。
- 斯蒂芬Lebovits

 +81 3 6416 1391  oyster-bar.jp  1-3-11 Ebisunishi, Belle Ebisu M1F,
东京

 by takedahrs   

东京Mentsudan 

"面条小吃"

简单是乌冬面的关键 - 面条本身厚而耐嚼，是盘中的明星，而东京浓汤顿坚
持这一原则。其中一位业主陶和成（Kazutoshi Tao）是一家乌冬面粉丝俱乐
部的负责人，让你了解这家餐厅如何认真面对面。餐厅是自助式的 - 您可以
选择自己的面条，浇头和配菜。强烈推荐的是kamatama;面条是在一个烫伤的
浅盘子里，鸡蛋在上面被打碎。添加一些酱油，你有美味乌冬面简单的本质
。

 +81 3 5389 1077  www.mentsu-
dan.com/shop/shop_tokyo.html

 7-9-15 Nishishinjuku, 1F Daikan
Plaza Business Kiyoda Building, 东京

 by jojomild   

片山 

"昭和怀旧"

昭和时代持续了六十多年，到一九八九年结束。在这段时间，西方食品在日
本大受欢迎，意大利面，omaraisu（煎蛋和米饭）和汉堡包变得非常受欢迎
，许多日本人认为这些食物是怀旧的童年对待。片山有很多这些菜，保证了
餐厅的不断流行。最受欢迎的菜肴之一是达芬奇牛排，不知何故，所有的纤
维都被去掉了，剩下一口美味的嫩肉。在冬天，你可以点一份多汁的油炸牡
蛎。你不能预约，所以要准备排队，特别是在周末。

 +81 3 3610 1500  dabintyo.jp/  4-2-6 Higashimukojima, 东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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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Vinicius Benedit on
Unsplash on Unsplash   

高桥 

"冠军鸡"

高桥不久前刚刚开业，但由于它是由一位备受尊敬的法国训练有素的厨师Yuj
i Takahashi驾驶的，因此引起轰动。他在新餐厅选择了一条相当不同的路。
这是一个yakitoriya。烤鸡肉专门从鸟的任何地方采取串烧和烤鸡块。高桥
使用了一种特殊的有机饲养的斗鸡，2010年，米其林评委的注意力被米其林
法官所重视。作为一名法国厨师的典型代表，这里有一系列高质量的葡萄酒
。餐厅每个月的第一个星期一和第三个星期一关闭。

 +81 3 5436 9677  1-7-1 Nishigotanda, DescriptionShinagawa, 东京

 by annieyuri   

Sutamina恩 

"烧烤富矿"

韩国烧烤，在国内无处不在，在日本大受欢迎。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餐饮方式
- 您可以在餐桌上的木炭烤架上烹饪切好的腌肉，然后浸在酱油中，享受肉
的烟熏味。在Sutamina-en - sutamina是日本人的耐力 - 有很多切肉，其中
许多你不可能找到其他地方，牛的亚当的苹果是你不可能忘记的。 Sutamina-
en吸引了大批热情的日本食客，所以准备等待。

 +81 3 3897 0416  www.sutaminaen.com/index.html  3-13-4 Shikahama, 东京

 by Jpatokal   

你好 

"饺子在这里大饺子"

中国有点心，韩国有曼陀 -
日本也有蓬勃的饺子文化。日本人喜欢饺子，油炸饺子 - 非常好吃，经验丰
富。在倪浩，你可以得到很好的饺子价格便宜，房子的特色是有翅膀的饺子
，它们是用一个轻微的炒锅煮熟的，给饺子上好的，脆脆的“翅膀”。当你
的完美焦黄饺子的盘子到达，浸入橙汁，并享受美味的完美。

 +81 3 3734 2180  nihao.co.jp/  info@nihao.co.jp  4-24-14 Kamata, 东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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