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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kanawadai Sta.

高輪台駅

Tennozu Isle Sta.

天王洲アイル駅

Daiba Sta.

台場駅

Telecom Center Sta.

テレコムセンター

Fune-no-

kagakukan Sta.

船の科学館駅

Shimbamba 

Sta.

新馬場駅

Aomono-

yokocho Sta.

青物横丁駅

Shinagawa Sta.

品川駅
Gotanda Sta.

五反田駅

Osaki Sta.

大崎駅

Osaki-

hirokoji Sta.

大崎広小路駅

目黒駅

Fudo-mae Sta.

不動前駅

Togoshi Sta.

戸越駅

Oimachi Sta.

大井町駅

Samezu Sta.

鮫洲駅

Tachiaigawa

Sta.

立会川駅
Oi Keibajo Mae 

Sta.

大井競馬場前駅

Shinagawa 

Seaside Sta.

品川シーサイド駅

Omorikaigan

 Sta.

大森海岸駅

Omori Sta.

大森駅

Togoshi-koen Sta.

戸越公園駅

Nishi-Oi Sta.

西大井駅

Magome Sta.

馬込駅

Shimo-

shimmei Sta.

下神明駅

Tokyu Oimachi Line

東急大井町線

Nagahara Sta.

長原駅

Ebara-nakanobu Sta.

荏原中延駅

Hatanodai Sta.

旗の台駅

Ebara-machi Sta.

荏原町駅

Musashi-koyama Sta.

武蔵小山駅

Nishi-koyama Sta.

西小山駅

Senzoku Sta.

洗足駅

東急
目黒
線

Togoshi-ginza 

Sta..

戸越銀座駅

Nakanobu Sta.

中延駅

京急線
Keikyu Line

Kitashinagawa 

Sta.

北品川駅

品川区文化体育振兴部
文化观光课
东京都品川区广町 2-1-36
http://www.city.shinagawa.tokyo.jp

［品川观光信息］ 
品川观光协会
https://shinagawa-kanko.or.jp

品 川
美食天堂!

热门居酒屋
人气拉面
美味肉料理的圣地・五反田
时尚甜点 等

简体中文



氛围让人联想到高级精品的

法式甜品店。地下是咖啡馆。

 品川区小山3-11-2-1F 
 11:00～20:00（咖啡馆 LO19:30） 
 全年无休 

 http://deboncoeur.com/

pâtisserie de bon coeur

pâtisserie 
de bon coeur

由具备中国营养药膳师资格

的菰田先生担任主厨，

以火锅为主的店。

 品川区东五反田1-25-19  
　 东建岛津山南住宅区107 
 11:30～14:30(LO 14:00)/17:00～ 
　 22:30（火锅 LO 21:00、其他面类 
　 LO 21:30） 
 周一 

 https://www.firewhole.jp/

fire whole 4000

fire whole 
4000

以“有益于身体的美食”为

主题的餐饮、美容店。附设

美容沙龙。

 品川区旗之台3-12-3 J-BOX大厦2F 
 12:00～15:00/18:00～23:00 
　 周日、节假日12:00～16:00　 
　 ※LO是关店前30分钟（售完为止） 
 周三 

 http://bumbunblaucafe.com/

BumBunBlauCafe with BeeHive

BumBunBlauCafe with 
BeeHive

传统西餐馆。料理具有压倒

性的分量，经常在电视等媒

体上被介绍。

 品川区东大井5-4-13 
 11:40～20:30 
 周三、每月的第3个周四

Bulldog
斗牛犬

可以品尝自己钓的鱼，引起热

议。除了新鲜的鱼贝类料理，

还提供各色日本料理。

 品川区上大崎2-27-1 Sun felista目黑5F 
 17:00～23:00(LO22:00)、 
 周末、节假日 11:30～23:00(LO22:00) 
 不定期休息 

 http://www.zauo.com/en/

ZAUO Meguro Branch

钓船茶屋 ZAUO  
目黑店

可以钓鱼的居酒屋

快看 !! 这个分量

艺术品般的 
    甜品让人感动不已

“宝船” 
目黑店限定菜品，仅在周一～周四期间提供。 

内容和价格因时期而不同。

“厨师发办天妇罗 
拼盘”1,280日元。 
另外，还有定食和 
博多料理等 
丰富多彩的菜单品种。

超重量级 
“蛋包饭”834日元。 

附带超多配料的 
味噌汤1,065日元。

分量十足的 
“炸肉饼” 

单品价格是713日元。 
炸得非常酥脆， 

吃起来一点都不费劲。

开在悍马日本总公司大楼中

的咖啡馆。您可以一边欣赏

悍马 H1一边享用美食。

 品川区南品川3-6-27 
 10:30～24:00(LO23:30)、 
 节假日10:30～21:00(LO20:30) 
 周日 

 http://www.hummercomplex.com 

HUMMER CAFÉ
悍马咖啡

让人感受如派对一般 
　　　热闹欢乐的气氛 !!

将稀有部位的肉放在火热
的铁板上，烤制成自己喜
欢的程度，慢慢品尝的“悍
马咖啡原创牛排”1,400
日元。

“悍马芝士汉堡套餐”1,300日元。大型乐队
的演出、派对活动，让这家店在海外顾客中也
颇具人气。

火锅“海鲜 & 加藤猪肉组合套餐” 
1人份 6,500日元。可以品尝到麻辣豆瓣酱汤和 
药膳肉骨茶汤2 种风味。

没有汤汁的荞麦面 
“香辣拌面” 

900日元。 
酱汁有2 种可以选择。

开设在旧东海道沿线的店铺，

炭火烤鸡串和野味美味难挡。

2楼有宴会用的日式坐席。

 品川区北品川2-4-17 
 17:00～24:00、周五17:00～次日3:00、 
　 周六17:00～次日2:00 
　 ※LO为关店前1小时 
 周日 

 http://www.urabanba.com/

Urabamba
里马场

创业于1979年的老字号甜品

店，颜色搭配缤纷多彩的刨冰

备受好评。

 品川区北品川1-28-14 
 11:30～17:00（7～9月在接待表上登记。
　 接待表写满后不再接待） 
 周四（7～9月为周日、周四），有临时休业 

 https://ameblo.jp/ichounoki1979/

Icho no Ki
银杏树

加入了大量香料，香辣可口！

充满野性的烤串

每月更换，使用当季水果的 
“法式甜品套餐”1,700日元 
（饮料套餐2,000日元）。

“长条状磅蛋糕”
1,200日元～。 
照片中为经典的3 种。

以西印度樱桃果肉和果汁为食材的 
“红色超级食物 
西印度樱桃拉面”1,000日元。

红色刨冰 
“草莓慕斯酱”800日元。

用炭火烤鹿、猪、野鸡等野味的 
“野味烤串拼盘”4串1,090日元。 
1串250日元～。

鸡皮卷新鲜猪肝的 
“猪肝卷”280日元。 
自家制烧烤酱，香气浓郁。

有多款季节限定的刨冰登场。 
照片美如画的 

“水果田”900日元。

华丽的装盘令人瞩目 

用顾客喜欢的方法， 

将钓到的鱼做成 

刺身或盐烤等形式的

美味！

意大利面、 

肉饼也都 

分量十足！

品尝 

有益于

身体的汤！

还备有多款 

美味 

日本酒

※本刊所刊登信息为截至2019年1月的内容。
※本刊所刊登价格均为不含税价格。

美食天堂！ 
品川

如果想要来一次深度的日本美食体验， 

推荐魅力十足的品川！ 

边走边吃，从充满活力的商店街 

漫步到充满历史风情的街道， 

还有商务人士经常光顾的居酒屋、 

排着长队的名店，快跟着我们去

探索品川的美食世界吧 !!

尽情吃喝玩乐的美食之城

介绍让人忍不住想　 要拍照的热门店铺。 

　  味道自不用说，料理的外　 观和店内的氛围也让人满意！

从机场到“品川”的交通也十分便利！

品川
Shinagawa

最短 

约11分钟

最短 

约14分钟

最短 

约68分钟

最短 

约12分钟

羽田机场
Haneda Airport

成田机场
Narita Airport

涩谷
Shibuya

银座
Ginza

羽田机场

成田机场

新宿

涩谷
品川

东京

山手线

1 2

S-1

S-2

S-3

S-4

S-5

S-6

S-7

S-8



氛围让人联想到高级精品的

法式甜品店。地下是咖啡馆。

 品川区小山3-11-2-1F 
 11:00～20:00（咖啡馆 LO19:30） 
 全年无休 

 http://deboncoeur.com/

pâtisserie de bon coeur

pâtisserie 
de bon coeur

由具备中国营养药膳师资格

的菰田先生担任主厨，

以火锅为主的店。

 品川区东五反田1-25-19  
　 东建岛津山南住宅区107 
 11:30～14:30(LO 14:00)/17:00～ 
　 22:30（火锅 LO 21:00、其他面类 
　 LO 21:30） 
 周一 

 https://www.firewhole.jp/

fire whole 4000

fire whole 
4000

以“有益于身体的美食”为

主题的餐饮、美容店。附设

美容沙龙。

 品川区旗之台3-12-3 J-BOX大厦2F 
 12:00～15:00/18:00～23:00 
　 周日、节假日12:00～16:00　 
　 ※LO是关店前30分钟（售完为止） 
 周三 

 http://bumbunblaucafe.com/

BumBunBlauCafe with BeeHive

BumBunBlauCafe with 
BeeHive

传统西餐馆。料理具有压倒

性的分量，经常在电视等媒

体上被介绍。

 品川区东大井5-4-13 
 11:40～20:30 
 周三、每月的第3个周四

Bulldog
斗牛犬

可以品尝自己钓的鱼，引起热

议。除了新鲜的鱼贝类料理，

还提供各色日本料理。

 品川区上大崎2-27-1 Sun felista目黑5F 
 17:00～23:00(LO22:00)、 
 周末、节假日 11:30～23:00(LO22:00) 
 不定期休息 

 http://www.zauo.com/en/

ZAUO Meguro Branch

钓船茶屋 ZAUO  
目黑店

可以钓鱼的居酒屋

快看 !! 这个分量

艺术品般的 
    甜品让人感动不已

“宝船” 
目黑店限定菜品，仅在周一～周四期间提供。 

内容和价格因时期而不同。

“厨师发办天妇罗 
拼盘”1,280日元。 
另外，还有定食和 
博多料理等 
丰富多彩的菜单品种。

超重量级 
“蛋包饭”834日元。 

附带超多配料的 
味噌汤1,065日元。

分量十足的 
“炸肉饼” 

单品价格是713日元。 
炸得非常酥脆， 

吃起来一点都不费劲。

开在悍马日本总公司大楼中

的咖啡馆。您可以一边欣赏

悍马 H1一边享用美食。

 品川区南品川3-6-27 
 10:30～24:00(LO23:30)、 
 节假日10:30～21:00(LO20:30) 
 周日 

 http://www.hummercomplex.com 

HUMMER CAFÉ
悍马咖啡

让人感受如派对一般 
　　　热闹欢乐的气氛 !!

将稀有部位的肉放在火热
的铁板上，烤制成自己喜
欢的程度，慢慢品尝的“悍
马咖啡原创牛排”1,400
日元。

“悍马芝士汉堡套餐”1,300日元。大型乐队
的演出、派对活动，让这家店在海外顾客中也
颇具人气。

火锅“海鲜 & 加藤猪肉组合套餐” 
1人份 6,500日元。可以品尝到麻辣豆瓣酱汤和 
药膳肉骨茶汤2 种风味。

没有汤汁的荞麦面 
“香辣拌面” 

900日元。 
酱汁有2 种可以选择。

开设在旧东海道沿线的店铺，

炭火烤鸡串和野味美味难挡。

2楼有宴会用的日式坐席。

 品川区北品川2-4-17 
 17:00～24:00、周五17:00～次日3:00、 
　 周六17:00～次日2:00 
　 ※LO为关店前1小时 
 周日 

 http://www.urabanba.com/

Urabamba
里马场

创业于1979年的老字号甜品

店，颜色搭配缤纷多彩的刨冰

备受好评。

 品川区北品川1-28-14 
 11:30～17:00（7～9月在接待表上登记。
　 接待表写满后不再接待） 
 周四（7～9月为周日、周四），有临时休业 

 https://ameblo.jp/ichounoki1979/

Icho no Ki
银杏树

加入了大量香料，香辣可口！

充满野性的烤串

每月更换，使用当季水果的 
“法式甜品套餐”1,700日元 
（饮料套餐2,000日元）。

“长条状磅蛋糕”
1,200日元～。 
照片中为经典的3 种。

以西印度樱桃果肉和果汁为食材的 
“红色超级食物 
西印度樱桃拉面”1,000日元。

红色刨冰 
“草莓慕斯酱”800日元。

用炭火烤鹿、猪、野鸡等野味的 
“野味烤串拼盘”4串1,090日元。 
1串250日元～。

鸡皮卷新鲜猪肝的 
“猪肝卷”280日元。 
自家制烧烤酱，香气浓郁。

有多款季节限定的刨冰登场。 
照片美如画的 

“水果田”900日元。

华丽的装盘令人瞩目 

用顾客喜欢的方法， 

将钓到的鱼做成 

刺身或盐烤等形式的

美味！

意大利面、 

肉饼也都 

分量十足！

品尝 

有益于

身体的汤！

还备有多款 

美味 

日本酒

※本刊所刊登信息为截至2019年1月的内容。
※本刊所刊登价格均为不含税价格。

美食天堂！ 
品川

如果想要来一次深度的日本美食体验， 

推荐魅力十足的品川！ 

边走边吃，从充满活力的商店街 

漫步到充满历史风情的街道， 

还有商务人士经常光顾的居酒屋、 

排着长队的名店，快跟着我们去

探索品川的美食世界吧 !!

尽情吃喝玩乐的美食之城

介绍让人忍不住想　 要拍照的热门店铺。 

　  味道自不用说，料理的外　 观和店内的氛围也让人满意！

从机场到“品川”的交通也十分便利！

品川
Shinagawa

最短 

约11分钟

最短 

约14分钟

最短 

约68分钟

最短 

约12分钟

羽田机场
Haneda Airport

成田机场
Narita Airport

涩谷
Shibuya

银座
Ginza

羽田机场

成田机场

新宿

涩谷
品川

东京

山手线

1 2

S-1

S-2

S-3

S-4

S-5

S-6

S-7

S-8



　

创意面料理备受好评。“披萨

风拌面”浓厚的调味，非常

适合搭配啤酒。

 品川区大井1-37-4 Oracion大井1F 
 11:00～14:00/17:30～20:00、 
　 工作日的节假日11:00～14:00 
　 （售完为止） 
 周末

ajitoism
ajitoism

确立了风靡全日本的浓汤蘸

面风格。味道的改良持续至

今。

 品川区大崎2-11  
　 大崎WIZ CITY TERRACE 1F 103号 
 11:00～23:00(LO 22:30)、 
　 周末、节假日11:00～22:30(LO 22:00) 
 全年无休 

 http://www.rokurinsha.com/

Rokurinsha Osaki
六厘舍 大崎店

在外国人中也很有人气的猪

骨拉面店。还有酒、下酒菜，

可以搭配拉面一起品尝。

准备了海、空、山、川4种

概念的个性化面条。盐味、

酱油等风味的汤底各具特色。

可以品尝到超辣担担面。使

用自家制辣酱和特制辣椒，

实现了辣中带鲜的风味。

“蘸面 TETSU”的子品牌店。

醇厚的中华荞麦面（酱油味、

盐味）也同样推荐。

2016年于西小山商店街开业。

除了经典的盐味拉面，还提

供味噌拉面和酱油拉面。

 品川区东五反田 1-14-14 北原大厦2F 
 11:00～次日2:00、周五11:00～次日
　 3:00、周日、节假日11:00～次日1:00 
 全年无休 

 http://www.multilingual.ippudo.com/zh/

 品川区南大井6-8-9 
 11:00～15:00/17:30～20:30　 
 周末、节假日11:00～15:30/17:30～ 
 21:00（高汤售完即关店） 
 全年无休

 品川区东五反田2-20-1  
　 明石住宅区 1F 
 11:30～16:00/18:00～22:00 
 周日 

 http://gomaryu.com/

 品川区东五反田2-1-1  
 JR五反田站高架下 
 11:00～次日4:00、周日11:00～23:00 
 全年无休 

 https://www.tetsu102.com/zh/

 品川区小山6-4-7 
 11:00～22:00 
 全年无休

IPPUDO Gotanda Higashiguchi SOBA DINING QUATTRO Edomae Niboshi Chuka-Soba
Kimihan Gotanda

Jigoku no Tantanmen Gomaryu Gotanda Ramen Shionoya
一风堂 五反田东口店 QUATTROSOBA  

DINING 
地狱担
担面

 护摩龙 五反田 KIMIHAN 五反田店
江户前杂鱼干 
中华荞麦面 拉面 汐之屋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紧邻荏原中延站。入选米其

林指南、开店后排队顾客络

绎不绝的名店。

 品川区中延2-15-10 
 11:30～14:30 
　 （高汤售完为止） 
 周三

Chuka-soba Tagano
中华荞麦面 多贺野

散发着猪骨浓厚香

气的高汤与细面 

完美搭配
超强、超辣 

“无限” 

欢迎前来挑战！

可免费 

加量至 

400g 大碗

想要大饱蔬菜

口福的游客

也不要错过

凤尾鱼、 

橄榄等 

配菜 

免费供应

店前一直排着长龙， 

但是店内很宽敞， 

所以不用等待很久！

“赤丸新味”787日元 
在高汤中融入自家制香油与辣味噌， 
让人品尝到味道的变化与和谐搭配。

“‘川’恋浓醇虾仁盐味荞麦面（白）” 
815日元 

在鱼贝类和鸡的双料高汤中加入大量甜虾虾头， 
再加虾油和原味豆乳 

制成的一碗醇厚鲜美的面。

“地狱担担面 血池”926日元 
在这家店的菜品中， 
辣度也排在前列。 

吃一口，就能让您的嘴唇辣到发麻。

“梅香特制蘸面” 
1,010日元 
充满个性的蘸面。散发杂鱼干香气的蘸汁与 
梅子酱拌面的搭配，形成绝妙的平衡。

“蔬菜汤面 盐味”741日元 
以透明鸡骨架高汤打底的清淡盐味。 

加入了大量适度加热、 
口感爽脆的蔬菜。

“披萨风拌面 中碗”788日元 
在包含多种蔬菜的番茄酱中加入特制香料和芝士， 

再放上萨拉米肠等食材。

“卤蛋蘸面”862日元 
以半熟卤蛋为配菜的蘸面。 
可以享受到浓稠蛋黄的香气与味道。

猪骨

虾仁荞麦面

超辣

蘸面

蔬菜汤面拌面

酱油

蘸面

“特制中华荞麦面”900日元 
用猪筒骨、比内地鸡鸡骨架、鱼贝类熬制高汤，

味道浓郁醇厚的东京风拉面。

0501

04

02

03

06

07 08

店内氛围 

轻松愉快， 

女性也能 

轻松光顾

牛油果 

叉烧卷等 

配菜也备受好评

R-1 R-5R-2 R-6R-3 R-7R-4 R-8

※本刊所刊登信息为截至2019年1月的内容。　※本刊所刊登价格均为不含税价格。

品川拉面 　严选 8 款 罗列了东京观光时一定不能错过的 

品川人气拉面！

美食家们也赞不

绝口！一定不能

错过的豪华面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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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意面料理备受好评。“披萨

风拌面”浓厚的调味，非常

适合搭配啤酒。

 品川区大井1-37-4 Oracion大井1F 
 11:00～14:00/17:30～20:00、 
　 工作日的节假日11:00～14:00 
　 （售完为止） 
 周末

ajitoism
ajitoism

确立了风靡全日本的浓汤蘸

面风格。味道的改良持续至

今。

 品川区大崎2-11  
　 大崎WIZ CITY TERRACE 1F 103号 
 11:00～23:00(LO 22:30)、 
　 周末、节假日11:00～22:30(LO 22:00) 
 全年无休 

 http://www.rokurinsha.com/

Rokurinsha Osaki
六厘舍 大崎店

在外国人中也很有人气的猪

骨拉面店。还有酒、下酒菜，

可以搭配拉面一起品尝。

准备了海、空、山、川4种

概念的个性化面条。盐味、

酱油等风味的汤底各具特色。

可以品尝到超辣担担面。使

用自家制辣酱和特制辣椒，

实现了辣中带鲜的风味。

“蘸面 TETSU”的子品牌店。

醇厚的中华荞麦面（酱油味、

盐味）也同样推荐。

2016年于西小山商店街开业。

除了经典的盐味拉面，还提

供味噌拉面和酱油拉面。

 品川区东五反田 1-14-14 北原大厦2F 
 11:00～次日2:00、周五11:00～次日
　 3:00、周日、节假日11:00～次日1:00 
 全年无休 

 http://www.multilingual.ippudo.com/zh/

 品川区南大井6-8-9 
 11:00～15:00/17:30～20:30　 
 周末、节假日11:00～15:30/17:30～ 
 21:00（高汤售完即关店） 
 全年无休

 品川区东五反田2-20-1  
　 明石住宅区 1F 
 11:30～16:00/18:00～22:00 
 周日 

 http://gomaryu.com/

 品川区东五反田2-1-1  
 JR五反田站高架下 
 11:00～次日4:00、周日11:00～23:00 
 全年无休 

 https://www.tetsu102.com/zh/

 品川区小山6-4-7 
 11:00～22:00 
 全年无休

IPPUDO Gotanda Higashiguchi SOBA DINING QUATTRO Edomae Niboshi Chuka-Soba
Kimihan Gotanda

Jigoku no Tantanmen Gomaryu Gotanda Ramen Shionoya
一风堂 五反田东口店 QUATTROSOBA  

DINING 
地狱担
担面

 护摩龙 五反田 KIMIHAN 五反田店
江户前杂鱼干 
中华荞麦面 拉面 汐之屋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紧邻荏原中延站。入选米其

林指南、开店后排队顾客络

绎不绝的名店。

 品川区中延2-15-10 
 11:30～14:30 
　 （高汤售完为止） 
 周三

Chuka-soba Tagano
中华荞麦面 多贺野

散发着猪骨浓厚香

气的高汤与细面 

完美搭配
超强、超辣 

“无限” 

欢迎前来挑战！

可免费 

加量至 

400g 大碗

想要大饱蔬菜

口福的游客

也不要错过

凤尾鱼、 

橄榄等 

配菜 

免费供应

店前一直排着长龙， 

但是店内很宽敞， 

所以不用等待很久！

“赤丸新味”787日元 
在高汤中融入自家制香油与辣味噌， 
让人品尝到味道的变化与和谐搭配。

“‘川’恋浓醇虾仁盐味荞麦面（白）” 
815日元 

在鱼贝类和鸡的双料高汤中加入大量甜虾虾头， 
再加虾油和原味豆乳 

制成的一碗醇厚鲜美的面。

“地狱担担面 血池”926日元 
在这家店的菜品中， 
辣度也排在前列。 

吃一口，就能让您的嘴唇辣到发麻。

“梅香特制蘸面” 
1,010日元 
充满个性的蘸面。散发杂鱼干香气的蘸汁与 
梅子酱拌面的搭配，形成绝妙的平衡。

“蔬菜汤面 盐味”741日元 
以透明鸡骨架高汤打底的清淡盐味。 

加入了大量适度加热、 
口感爽脆的蔬菜。

“披萨风拌面 中碗”788日元 
在包含多种蔬菜的番茄酱中加入特制香料和芝士， 

再放上萨拉米肠等食材。

“卤蛋蘸面”862日元 
以半熟卤蛋为配菜的蘸面。 
可以享受到浓稠蛋黄的香气与味道。

猪骨

虾仁荞麦面

超辣

蘸面

蔬菜汤面拌面

酱油

蘸面

“特制中华荞麦面”900日元 
用猪筒骨、比内地鸡鸡骨架、鱼贝类熬制高汤，

味道浓郁醇厚的东京风拉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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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08

店内氛围 

轻松愉快， 

女性也能 

轻松光顾

牛油果 

叉烧卷等 

配菜也备受好评

R-1 R-5R-2 R-6R-3 R-7R-4 R-8

※本刊所刊登信息为截至2019年1月的内容。　※本刊所刊登价格均为不含税价格。

品川拉面 　严选 8 款 罗列了东京观光时一定不能错过的 

品川人气拉面！

美食家们也赞不

绝口！一定不能

错过的豪华面条

3 4



开店后不久就有众多顾客光

顾，店内热闹有活力的人气店。

和陌生人拼桌也很有乐趣。

 品川区西五反田2-6-1 
 16:30～23:30（LO23:00） 
 全年无休

Yakiton Sakaba Kanesho
YAKITON 酒场 KANESHO

凭借使用优质素材（1整头牛身上

只能获得2人份的舌根等）制作

的料理而赢得超高人气的烤肉店。

 品川区西五反田1-25-5 松村大厦  
 17:00～24:00(LO23:00)、 
　 周末、节假日16:00～24:00(LO23:00) 
 全年无休 

 http://www.ushigoro-bambina.com/en/

USHIGORO Bambina Gotanda

USHIGORO Bambina  
五反田店

专售黑毛和牛的精肉批发店

“矢泽肉店”经营的牛排、肉

饼店，店前总是排队不止。

 品川区西五反田2-15-13 
 11:00～15:00(LO14:00)／ 
　 17:00～23:30(LO22:30)、 
　 周末、节假日11:00～23:30(LO22:30) 
 全年无休 

 http://www.kuroge-wagyu.com/my/

Meat Yazawa
矢泽肉店

可以搭配精酿啤酒、葡萄酒，

品尝黑毛和牛的熟成肉和品

牌猪肉“东京 X”等。

 品川区西五反田1-15-6 
 11:30～15:00/17:00～23:00、 
　 周三～周五11:30～15:00/17:00～24:00、 
　 周末、节假日11:30～23:00 
 全年无休 

 http://www.butcher-nyc.com/gotanda.html

BUTCHER REPUBLIC UNITED
BUTCHER REPUBLIC UNITED

　

店名中虽有“立饮”两字，

但店内以带椅子的座位

为主。每日更换的独创

菜品魅力十足。

 品川区西五反田1-9-3  
 　River Light大厦B1F 
 18:00～24:00(LO23:00) 
 周日

Tachinomi Todaka
立饮 TODAKA

烤内脏的名店“MARUMICHI”的系

列店。利用多年来打造的采购渠道，

以实惠的价格提供日本国产黑毛和牛。

 品川区西五反田1-4-8 
 17:00～次日2:00(LO次日1:00)、 
　 周六、节假日17:00～24:00(LO23:00) 
 周日（周一是节假日时，周日照常营业、周一休息） 

 http://bistro-marumiche.com/

BISTRO marumiche
肉料理酒馆 MARUMICHE

实惠又美味， 
人气超高

“矢泽精选套餐”3,480日元 
可品尝到牛腿肉牛排 

（100g）和 
肉饼 

（200g）的 
招牌菜品。

“牛肉饭”1,000日元 
使用2 种半生牛肉制成。 
紫苏增添了另一种风味。

“东京 X、安格斯牛、香肠的拼盘”4,500日元 
“东京 X”猪肉，肌肉纤维较细，脂肪分布较多，肉质嫩滑，可以感受到脂肪入口即化的感觉。

“海胆 on The 煮蛋” 
700日元 
可以品尝到海胆 + 蛋黄的
浓厚风味。非常嫩，所以用
手拿着吃吧。

“牛肉BRUNCH 套餐” 
1,389日元 
以澳大利亚产牛臀尖牛排搭配
夏里亚宾酱汁。

“极品牛舌”2,800日元 
以牛舌中脂肪最厚实的 
稀少的舌根为食材的奢侈菜品。

“豪华肉类品评! 3 种拼盘” 3,222日元 
赤身肉（牛臀肉）、熟成肉（牛腿内侧肉）、霜降肉的拼盘。 
全部都是日本国产黑毛和牛。选用的部位每天更换。

“烤内脏” 
( 肝、脸肉 100日元、肠 
160日元） 
提供多种价格实惠的烤串。
可按照喜好选择盐或酱汁
调味。

“烤牛肉” 
1,300日元 
低温烤制而成的 
鲜嫩多汁的牛腿肉， 
脂肪甘甜，堪称绝品。

“炸嫩鸡块 (100g) ” 
186日元 
用鸡油炸制，不油腻， 
味道清爽，很受欢迎。凉了
也很美味。

“烤牛里脊握寿司”500日元 
“烤牛里脊海胆军舰寿司”900日元 

使用以优质脂肪和鲜美味道为特色的牛里脊制成的寿司。 
浓厚、入口即化的风味。

“MARUMICHE 肥牛片三吃  
722日元 
用低温烹饪的黑毛和牛的霜降肉裹住
米饭，浇上牛尾汤品尝。

“西红柿炖牛筋(小份) ” 250日元 
炖至酥烂的牛筋与番茄，完美搭配。
从创业时开始延续至今的人气菜品。

开设在稍稍远离商店街的目黑川沿岸的鸡肉专

卖店。烤鸡串非常适合在散步途中品尝。

 品川区西五反田1-13-1 
 9:00～19:00 
 周日、节假日 

 http://www.torinikuya.com/

Toriniku Shinanoya
鸡肉 信浓屋

“烤鸡串”各121日元 
鸡皮、肉串、鸡肉丸、鸡肝、香葱肉串等多种。
甜酱汁是从创业之初延续至今的配料。

要品尝
熟成肉， 
就选这里

在鸡肉专卖店 
购买外带食物

创意料理 
备受好评

来自精肉批 
发直营店 

的一道精华 
美食

还能品尝到 
稀少部位的肉！

感受黑毛和牛的 
魅力

G-1

G-2

G-3

G-7

G-6

G-8

G-4

和牛和 
日本酒 

是最佳组合

可以品尝到以A5级黑毛和牛为中心的肉

料理。常备约50种日本酒。

 品川区西五反田1-4-8  
　 秀和五反田站前住宅区 202 
 17:00～24:00 
 全年无休 

 http://www.soregashi.jp/

Nikuryori SoregashiSoregashi
肉料理 SOREGASHI

“SOREGASHI烤牛肉”2,000日元 
肉被切成非常薄的薄片，入口即化的口感风味非常适
合作为前菜品尝。酱汁是加了蛋黄的酱油底酱汁。

G-5

※本刊所刊登信息为截至2019年1月的内容。　※本刊所刊登价格均为不含税价格。

肉的圣地—五反田
在肉料理名店以味道一争高下的五反田， 

品尝令人惊艳的肉料理！ 终极名店 

就是此处！ 

5 6



开店后不久就有众多顾客光

顾，店内热闹有活力的人气店。

和陌生人拼桌也很有乐趣。

 品川区西五反田2-6-1 
 16:30～23:30（LO23:00） 
 全年无休

Yakiton Sakaba Kanesho
YAKITON 酒场 KANESHO

凭借使用优质素材（1整头牛身上

只能获得2人份的舌根等）制作

的料理而赢得超高人气的烤肉店。

 品川区西五反田1-25-5 松村大厦  
 17:00～24:00(LO23:00)、 
　 周末、节假日16:00～24:00(LO23:00) 
 全年无休 

 http://www.ushigoro-bambina.com/en/

USHIGORO Bambina Gotanda

USHIGORO Bambina  
五反田店

专售黑毛和牛的精肉批发店

“矢泽肉店”经营的牛排、肉

饼店，店前总是排队不止。

 品川区西五反田2-15-13 
 11:00～15:00(LO14:00)／ 
　 17:00～23:30(LO22:30)、 
　 周末、节假日11:00～23:30(LO22:30) 
 全年无休 

 http://www.kuroge-wagyu.com/my/

Meat Yazawa
矢泽肉店

可以搭配精酿啤酒、葡萄酒，

品尝黑毛和牛的熟成肉和品

牌猪肉“东京 X”等。

 品川区西五反田1-15-6 
 11:30～15:00/17:00～23:00、 
　 周三～周五11:30～15:00/17:00～24:00、 
　 周末、节假日11:30～23:00 
 全年无休 

 http://www.butcher-nyc.com/gotanda.html

BUTCHER REPUBLIC UNITED
BUTCHER REPUBLIC UNITED

　

店名中虽有“立饮”两字，

但店内以带椅子的座位

为主。每日更换的独创

菜品魅力十足。

 品川区西五反田1-9-3  
 　River Light大厦B1F 
 18:00～24:00(LO23:00) 
 周日

Tachinomi Todaka
立饮 TODAKA

烤内脏的名店“MARUMICHI”的系

列店。利用多年来打造的采购渠道，

以实惠的价格提供日本国产黑毛和牛。

 品川区西五反田1-4-8 
 17:00～次日2:00(LO次日1:00)、 
　 周六、节假日17:00～24:00(LO23:00) 
 周日（周一是节假日时，周日照常营业、周一休息） 

 http://bistro-marumiche.com/

BISTRO marumiche
肉料理酒馆 MARUMICHE

实惠又美味， 
人气超高

“矢泽精选套餐”3,480日元 
可品尝到牛腿肉牛排 

（100g）和 
肉饼 

（200g）的 
招牌菜品。

“牛肉饭”1,000日元 
使用2 种半生牛肉制成。 
紫苏增添了另一种风味。

“东京 X、安格斯牛、香肠的拼盘”4,500日元 
“东京 X”猪肉，肌肉纤维较细，脂肪分布较多，肉质嫩滑，可以感受到脂肪入口即化的感觉。

“海胆 on The 煮蛋” 
700日元 
可以品尝到海胆 + 蛋黄的
浓厚风味。非常嫩，所以用
手拿着吃吧。

“牛肉BRUNCH 套餐” 
1,389日元 
以澳大利亚产牛臀尖牛排搭配
夏里亚宾酱汁。

“极品牛舌”2,800日元 
以牛舌中脂肪最厚实的 
稀少的舌根为食材的奢侈菜品。

“豪华肉类品评! 3 种拼盘” 3,222日元 
赤身肉（牛臀肉）、熟成肉（牛腿内侧肉）、霜降肉的拼盘。 
全部都是日本国产黑毛和牛。选用的部位每天更换。

“烤内脏” 
( 肝、脸肉 100日元、肠 
160日元） 
提供多种价格实惠的烤串。
可按照喜好选择盐或酱汁
调味。

“烤牛肉” 
1,300日元 
低温烤制而成的 
鲜嫩多汁的牛腿肉， 
脂肪甘甜，堪称绝品。

“炸嫩鸡块 (100g) ” 
186日元 
用鸡油炸制，不油腻， 
味道清爽，很受欢迎。凉了
也很美味。

“烤牛里脊握寿司”500日元 
“烤牛里脊海胆军舰寿司”900日元 

使用以优质脂肪和鲜美味道为特色的牛里脊制成的寿司。 
浓厚、入口即化的风味。

“MARUMICHE 肥牛片三吃  
722日元 
用低温烹饪的黑毛和牛的霜降肉裹住
米饭，浇上牛尾汤品尝。

“西红柿炖牛筋(小份) ” 250日元 
炖至酥烂的牛筋与番茄，完美搭配。
从创业时开始延续至今的人气菜品。

开设在稍稍远离商店街的目黑川沿岸的鸡肉专

卖店。烤鸡串非常适合在散步途中品尝。

 品川区西五反田1-13-1 
 9:00～19:00 
 周日、节假日 

 http://www.torinikuya.com/

Toriniku Shinanoya
鸡肉 信浓屋

“烤鸡串”各121日元 
鸡皮、肉串、鸡肉丸、鸡肝、香葱肉串等多种。
甜酱汁是从创业之初延续至今的配料。

要品尝
熟成肉， 
就选这里

在鸡肉专卖店 
购买外带食物

创意料理 
备受好评

来自精肉批 
发直营店 

的一道精华 
美食

还能品尝到 
稀少部位的肉！

感受黑毛和牛的 
魅力

G-1

G-2

G-3

G-7

G-6

G-8

G-4

和牛和 
日本酒 

是最佳组合

可以品尝到以A5级黑毛和牛为中心的肉

料理。常备约50种日本酒。

 品川区西五反田1-4-8  
　 秀和五反田站前住宅区 202 
 17:00～24:00 
 全年无休 

 http://www.soregashi.jp/

Nikuryori SoregashiSoregashi
肉料理 SOREGASHI

“SOREGASHI烤牛肉”2,000日元 
肉被切成非常薄的薄片，入口即化的口感风味非常适
合作为前菜品尝。酱汁是加了蛋黄的酱油底酱汁。

G-5

※本刊所刊登信息为截至2019年1月的内容。　※本刊所刊登价格均为不含税价格。

肉的圣地—五反田
在肉料理名店以味道一争高下的五反田， 

品尝令人惊艳的肉料理！ 终极名店 

就是此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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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kanawadai Sta.

高輪台駅

Tennozu Isle Sta.

天王洲アイル駅

Daiba Sta.

台場駅

Telecom Center Sta.

テレコムセンター

Fune-no-

kagakukan Sta.

船の科学館駅

Shimbamba 

Sta.

新馬場駅

Aomono-

yokocho Sta.

青物横丁駅

Shinagawa Sta.

品川駅
Gotanda Sta.

五反田駅

Osaki Sta.

大崎駅

Osaki-

hirokoji Sta.

大崎広小路駅

目黒駅

Fudo-mae Sta.

不動前駅

Togoshi Sta.

戸越駅

Oimachi Sta.

大井町駅

Samezu Sta.

鮫洲駅

Tachiaigawa

Sta.

立会川駅
Oi Keibajo Mae 

Sta.

大井競馬場前駅

Shinagawa 

Seaside Sta.

品川シーサイド駅

Omorikaigan

 Sta.

大森海岸駅

Omori Sta.

大森駅

Togoshi-koen Sta.

戸越公園駅

Nishi-Oi Sta.

西大井駅

Magome S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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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immei Sta.

下神明駅

Tokyu Oimachi Line

東急大井町線

Nagahara Sta.

長原駅

Ebara-nakanobu Sta.

荏原中延駅

Hatanodai Sta.

旗の台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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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田山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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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船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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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海道

旧东海道
周边地区

SHINAGAWA MAP

浜松町駅

目黒駅
品川駅

羽田空港

东京单轨电车机场快速
最短 13 分钟

京急机场快特
最短 11分钟

目黑川
樱花道

品川神社

品川
水族馆

大井赛马场

Meguro s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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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inagawa sta.

Haneda Air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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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所刊登信息为截至2019年1月的内容。　※本刊所刊登价格均为不含税价格。　发行 品川区 2019年3月

查询最新信息，开心畅游品川！

共享单车  可随处租借、随处返还！
包括品川区内在内，在东京都10
区内的任何单车租借点都可租
借、返还单车。非常便于短距离
移动及散步。

东京自行车共享

https://docomo-cycle.jp/tokyo-project/ch_index.html
←最新信息请确认网站

有各种导游地图及
小册子等可供取阅。
还可利用多语言数字
标牌。

 品川区大井1-14-1 
    大井1丁目共同大厦1F
 9:30～17:00 

Shinakan PLAZA

请在此确认
品川区的
观光信息！

搜索

查询最新信息，开心畅游品川！

品川区提供的免费 Wi-Fi。在品川区的公共
设施、主要车站及公园均可利用。接入时
的门户网站以及认证画面对应多语种（英
文、简体字、繁体字、韩文）。

http://www.city.shinagawa.tokyo.jp.c.ke.
hp.transer.com/PC/kuseizyoho/kuseizyoho-
siryo/kuseizyoho-siryo-free_wifi/index.html

由品川观光协会运营的官方网站。为您提供观光景点及推荐路线、不为人知的美食
及活动信息等品川最新信息！（对应英文、简体字、繁体字、韩文）
https://shinagawa-kanko.or.jp/?lang=zh-Hans

⃝

⃝ SHINAGAWA 
 FREE Wi-Fi

⃝品川观光协会

网站・SNS应用程序

免费 Wi-Fi

观光景点及祭典活动等有趣视
频公开中

https://www.youtube.com/
channel/UCMN09zoRT10ss1nnj
Z64vjg

⃝品川观光协会 YouTube

为您介绍具有无数热门拍照景点
的品川魅力！
https://www.instagram.

com/shinagawonder/

⃝ shinagawonder 
 Instagram

传统与现代文化融合的东京品川的体验、观光信息
http://bit.ly/2CizTyH

⃝ JAPAN TRAVEL
 （品川特设网页）

利用 AR（增强现实）功能介绍
品川的观光景点、文化遗产、外
景拍摄地等的逛街应用程序。
提供英文、简体字、繁体字、韩
文的正文和语音指南。

https://home.shinagawa.kokosil.net/zh-hans/

巡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