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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袋

概覽

地址

電話 03-3980-7057 URL http://veg-travel.com/restaurant/?SID=46

午餐: - 菜單: 日語, 阿拉伯語

晚餐: 1500 日圓 服務員: 日語, 英語, 阿拉伯語

Notes

六本木

概覽

地址

電話 03-6844-8208 URL http://veg-travel.com/restaurant/?SID=36

午餐: - 菜單: 日語, 英語, 阿拉伯語

晚餐: 4000 日圓 服務員: 日語, 英語, 阿拉伯語

Notes

概覽

地址

電話 03-6804-2941 URL http://veg-travel.com/restaurant/?SID=17

午餐: 850 日圓 菜單: 日語 英語, 土耳其語

晚餐: 1500 日圓 服務員: 日語, 英語, 土耳其語, 阿拉伯語,
法語

Notes

概覽

地址

電話 03-3403-5397 URL http://veg-travel.com/restaurant/?SID=61

午餐: 1200 日圓 菜單: 日語, 英語

晚餐: 3500 日圓 服務員: 日語, 英語

Notes

阿拉伯家常菜

月之砂漠

東京都豐島區西池袋1-26-5 東山商廈2F

預算 語言

不定期公休

專門提供清真菜, 供應酒品, 穆斯林經營的餐廳

土耳其餐廳＆酒吧

DENIZ

提供清真菜和非清真菜 (使用專用廚房,專用炊具,專用餐具), 供應酒品, 穆斯林
經營的餐廳

東京都港區六本木3-13-10

預算 語言

專門提供清真菜, 供應酒品, 穆斯林經營的餐廳

東京都港區西麻布3-1-20

預算 語言

不定期公休

不定期公休

烤肉

炭焼屋
提供清真菜和非清真菜 (使用專用廚房,專用炊具,專用餐具), 供應酒品

東京都港區西麻布3-20-16 西麻布Annex1F

預算 語言

無休

埃及餐廳

NEFERTITI TOKYO

穆斯林友好餐廳 

http://www.gotokyo.org/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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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布十番

SIDDIQUE PALACE 麻布十番
概覽

地址

電話 03-6435-3515 URL http://veg-travel.com/restaurant/?SID=58

午餐: 1000 日圓 菜單: 日語, 英語

晚餐: 3000 日圓 服務員: 日語, 英語, 印地語，烏爾都語

Notes

秋葉原

SIDDIQUE 秋葉原 咖哩館 
概覽

地址

電話 03-3255-2088 URL http://veg-travel.com/restaurant/?SID=55

午餐: 800 日圓 菜單: 日語, 英語

晚餐: 900 日圓 服務員: 日語, 英語, 印地語，烏爾都語

Notes

DONG KHOI
概覽

地址

電話 03-3255-2088 URL http://veg-travel.com/restaurant/?SID=56

午餐: 700 日圓 菜單: 日語, 英語

晚餐: 800 日圓 服務員: 日語, 英語, 印地語，烏爾都語

Notes

澀谷

烤肉

牛門
概覽

地址

電話 03-5469-2911 URL http://veg-travel.com/restaurant/?SID=60

午餐: - 菜單: 日語, 英語

晚餐: 4500 日圓 服務員: 日語, 英語

Notes

新宿

SIDDIQUE SHINJUKU KABUKI-CHO
概覽

地址

電話 03-3205-2234 URL http://veg-travel.com/restaurant/?SID=52

午餐: 700 日圓 菜單: 日語, 英語

晚餐: 800 日圓 服務員: 日語, 英語, 印地語，烏爾都語

Notes

語言

無休

印度 & 巴基斯坦咖哩

專門提供清真菜, 供應酒品, 穆斯林經營的餐廳

東京都千代田區外神田3-16-14

預算 語言

無休

提供清真菜和非清真菜 (使用專用廚房,專用炊具,專用餐具), 供應酒品

東京都澀谷區澀谷3-14-5

預算 語言

無休

印度 & 巴基斯坦料理

專門提供清真菜, 供應酒品, 穆斯林經營的餐廳

東京都港區麻布十番4-3-1

預算 語言

無休

泰國及越南菜

專門提供清真菜, 供應酒品, 穆斯林經營的餐廳

東京都千代田區外神田3-16-14

預算

印度 & 巴基斯坦料理

專門提供清真菜, 供應酒品, 穆斯林經營的餐廳

東京都新宿區歌舞伎町1-19-3

預算 語言

無休

http://www.gotokyo.org/tc/
http://veg-travel.com/restaurant/?SID=58
http://veg-travel.com/restaurant/?SID=55
http://veg-travel.com/restaurant/?SID=56
http://veg-travel.com/restaurant/?SID=60
http://veg-travel.com/restaurant/?SID=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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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DDIQUE 新宿西口
概覽

地址

電話 03-5925-2259 URL http://veg-travel.com/restaurant/?SID=54

午餐: 1000 日圓 菜單: 日語, 英語

晚餐: 1800 日圓 服務員: 日語, 英語, 印地語，烏爾都語

Notes

概覽

地址

電話 03-5389-7787 URL http://veg-travel.com/restaurant/?SID=53

午餐: 700 日圓 菜單: 日語, 英語

晚餐: 800 日圓 服務員: 日語, 英語, 印地語，烏爾都語

Notes

概覽

地址

電話 03-6279-2399 URL http://veg-travel.com/restaurant/?SID=48

午餐: 1000 日圓 菜單: 日語, 印尼語

晚餐: 1000 日圓 服務員: 日語, 英語, 印尼語

Notes

概覽

地址

電話 03-6380-6412 URL http://veg-travel.com/restaurant/?SID=35

午餐: 1000 日圓 菜單: 日語, 英語

晚餐: 3000 日圓 服務員: 日語, 土耳其語

Notes

概覽

地址

電話 03-3354-7947 URL http://veg-travel.com/restaurant/?SID=33

午餐: 1000 日圓 菜單: 日語, 英語

晚餐: 3000 日圓 服務員: 日語, 土耳其語

Notes

印度 & 巴基斯坦料理

專門提供清真菜, 供應酒品, 穆斯林經營的餐廳

東京都新宿區西新宿7-10-20 第二日新商廈2F

預算 語言

無休

印度 & 巴基斯坦料理

專門提供清真菜, 供應酒品, 穆斯林經營的餐廳

東京都新宿區北新宿1-1-21 Osada bdg. 1F

預算 語言

無休

印尼餐廳

專門提供清真菜, 不供應酒品, 穆斯林經營的餐廳

東京都新宿區百人町2-10-9 新大久保 Initial house 304

預算 語言

不定期公休

土耳其餐廳

專門提供清真菜, 供應酒品, 穆斯林經營的餐廳

東京都新宿區新宿2-7-2

預算 語言

無休

土耳其餐廳

專門提供清真菜, 供應酒品, 穆斯林經營的餐廳

東京都新宿區新宿3-6-11第一玉屋大廈2F

預算 語言

無休

SIDDIQUE 新宿百人町

MERAH PUTIH CAFFE

BOSPHORUS HASAN 新宿二丁目店

BOSPHORUS HASAN 新宿店

http://www.gotokyo.org/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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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東京23區）

RUNG RUEN 幸福家庭
概覽

地址

電話 03-3824-0944 URL http://veg-travel.com/restaurant/?SID=50

午餐: 菜單: 日語

晚餐: 服務員: 日語, 泰語

Notes

概覽

地址

電話 03-3264-2101 URL http://veg-travel.com/restaurant/?SID=57

午餐: 1000 日圓 菜單: 日語, 英語

晚餐: 1800 日圓 服務員: 日語, 英語, 印地語，烏爾都語

Notes

概覽

地址

電話 03-6431-8803 URL http://veg-travel.com/restaurant/?SID=34

午餐: 1000 日圓 菜單: 日語, 英語

晚餐: 3000 日圓 服務員: 日語, 土耳其語

Notes

印度 & 巴基斯坦料理

專門提供清真菜, 供應酒品, 穆斯林經營的餐廳

東京都千代田區麹町5-3 第七秋山商廈B1

預算 語言

無休

專門提供清真菜, 供應酒品, 穆斯林經營的餐廳

東京都千代田區九段南4-4-5

預算 語言

休息日: 星期日

資料截至 2014年2月24日為準，其後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SIDDIQUE PALACE 四谷麹町 

土耳其餐廳

BOSPHORUS HASAN ICHIGAYA

泰國餐廳

專門提供清真菜, 供應酒品, 穆斯林經營的餐廳

東京都北區田端5-2-13

預算 語言

-

Sou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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