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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kyo Monorail

JR京浜東北線
Keihin-Tohoku 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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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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city.shinagawa.tokyo.jp https://shinagawa-kanko.or.jp

品川區文化運動振興部
文化觀光課
東京都品川區廣町 2-1-36

［品川觀光資訊］
 品川觀光協會

品	川
美食天堂！

熱門居酒屋
人氣拉麵
肉食聖地五反田
精緻時尚甜點
及其他

繁體中文



Pâtisserie 的氛圍宛如高級時
裝店。地下層為咖啡館空間。

 品川區小山3-11-2-1F 
  11:00～20:00（咖啡館最終點餐

19:30）
 全年無休 

 http://deboncoeur.com/

pâtisserie de bon coeur

Pâtisserie 
de bon coeur

由具備中國營養藥膳師證照
的菰田擔任老闆兼主廚，以
火鍋為主要料理的店家。

 品川區東五反田1-25-19  
 東建島津山南HAITSU 107 
  11:30～14:30（最終點餐14:00）／ 

17:00～22:30（火鍋最終點餐
21:00、 
其他麵類 最終點餐21:30 ）

 週一 
 https://www.firewhole.jp/

fire whole 4000

fire whole 
4000

以「有益健康又美味可口」
為宗旨的餐館兼美容店家。
亦附設美容沙龍。

 品川區旗之台3-12-3 J-BOX大廈2F 
 12:00～15:00／18:00～23:00 
 週日、國定假日12:00～16:00　
  ※最終點餐為打烊前30分鐘（餐點賣

完即打烊）
 週三 

 http://bumbunblaucafe.com/

BumBunBlauCafe with BeeHive

BumBunBlauCafe 
with BeeHive

一如既往的日式西餐館。料
理份量十分驚人，曾屢次登
上電視等媒體。

 品川區東大井5-4-13 
 11:40～20:30 
 週三、第3個週四

Bulldog
Bulldog

因可品嚐自己釣到的魚，而成為時
下最夯的店家。不僅提供新鮮的魚
貝料理，各式日本料理亦相當齊全。

 品川區上大崎2-27-1 Sun felista目黑5F 
 17:00～23:00（最終點餐22:00） 
  週六、週日、國定假日 11:30～23:00

（最終點餐22:00） 
不定期公休
 http://www.zauo.com/en/

ZAUO Meguro Branch

釣船茶屋 ZAUO  
目黑店

可親手釣魚的居酒屋

快看看這驚人的份量！！

藝術品般的甜點 
　帶來滿滿感動

「寶船」 
目黑店限定，僅限週一～週四供應。 

內容、金額可能依時期而變動。

「當日特製天婦羅 
綜合拼盤」1,280 日圓。 
除此之外，日式定食、 
博多料理等 
餐點亦相當豐富。

超重量級的 
「歐姆蛋包飯」834 日圓。 
搭配配料豐富的 
味噌湯時為 1,065 日圓。

份量滿點的 
「炸肉餅」 

單點 713 日圓。 
炸得酥脆， 
美味爽口。

設於 HUMMER JAPAN 總公司
大樓中的咖啡館。可一邊眺望
HUMMER H1一邊用餐。

 品川區南品川3-6-27 
 10:30～24:00（最終點餐23:30）、 
  國定假日10:30～21:00（最終點餐

20:30）
 週日 

 http://www.hummercomplex.com

HUMMER CAFÉ
HUMMER CAFÉ

用開派對的心情 
　　　讓氣氛嗨到最高點！！

半熟肉盛至熱燙鐵板上
桌，可依喜愛的熟度品
嚐「HUMMER CAFÉ 
原創牛排」1,400 日圓。

「HUMMER 起司漢堡拼盤」1,300 日圓。
大片漢堡麵包與漢堡排，頗受海外饕客喜愛。

火鍋「海鮮＆加藤豬肉綜合套餐」 
1 人份 6,500 日圓。可品嚐麻辣豆瓣醬湯頭 
與藥膳肉骨茶湯頭 2 種風味。

乾拌麵 
「辛辣拌麵」 

900 日圓。 
可從 2 種沾醬中擇一。

店家位於舊東海道沿途，以炭火
烤過的烤雞肉串和野味皆相當可
口。2 樓設有宴會用的日式座席。

 品川區北品川2-4-17 
  17:00～24:00、週五17:00～翌日

3:00、週六17:00～翌日2:00 
※最終點餐為關店前1小時

 週日 
 http://www.urabanba.com/

Urabamba
裏馬場

1979 年創業的老字號甜品店，
裝飾繽紛的刨冰備受好評。

 品川區北品川1-28-14 
  11:30～17:00（7～9月採記名登記

制。登記表客滿後即不再接客）
  週四（7～9月為週日、週四），可能

臨時停業
 https://ameblo.jp/ichounoki1979/

Icho no Ki
銀杏樹

豐富香料，香辣可口！

充滿野性風味的串燒

採用每月更換的當季水果 
製成的「甜點拼盤」1,700 日圓 

（搭配飲料組合 2,000 日圓）。

「磅蛋糕」1,200 日圓起。 
照片為經典的 3 種口味。

西印度櫻桃果實與果汁的 
「紅色超級食物 
西印度櫻桃拉麵」1,000 日圓。

紅色刨冰 
「氮氣草莓慕斯醬」
800 日圓。

以炭火烤過的鹿肉、豬肉、雉雞肉等野味 
「野味串燒拼盤」4 串 1,090 日圓。 
1 串 250 日圓起。

以雞皮裹住新鮮豬肝的 
「豬肝捲」280 日圓。 
自家製燒烤醬香氣撲鼻。

以季節限定方式推出各式刨冰。 
照片宛如藝術品般的 

「水果田園」900 日圓。

華麗擺盤十分吸睛 

釣上的魚 

可切成生魚片 

或用鹽烤等 

依您喜好方式烹調！

義大利麵與 

漢堡排也是 

份量滿點！

細細品嚐 

有益身體的 

湯頭！

蒐羅各款 

好喝的 

日本酒

※本誌中刊載資訊為2019年1月現有內容。
※本誌中刊載價格均為未含稅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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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8

S-7

美食天堂！ 
品川

想體驗有深度的日本美食 

品川總讓你樂不思蜀！ 

不僅有活力十足的商店街、 

也能在具歷史感的街上大啖美食， 

商務人士常去的居酒屋 

以及排隊名店更是應有皆有， 

一起來了解品川的美食世界！！

能盡情 吃喝玩樂的 美食街區

　在此介紹令人忍不住想 　 拍照留念的話題店家。　 

　不僅美味、還能同時享 　 受料理外觀與店家氛圍！

從機場前往「品川」亦交通便捷！

品川
Shinagawa

最快 

約11分鐘

最快 

約14分鐘

最快 

約68分鐘

最快 

約12分鐘

羽田機場
Haneda Airport

成田機場
Narita Airport

澀谷
Shibuya

銀座
Ginza

羽田機場

成田機場

新宿

澀谷
品川

東京

山手線

1 2



Pâtisserie 的氛圍宛如高級時
裝店。地下層為咖啡館空間。

 品川區小山3-11-2-1F 
  11:00～20:00（咖啡館最終點餐

19:30）
 全年無休 

 http://deboncoeur.com/

pâtisserie de bon coeur

Pâtisserie 
de bon coeur

由具備中國營養藥膳師證照
的菰田擔任老闆兼主廚，以
火鍋為主要料理的店家。

 品川區東五反田1-25-19  
 東建島津山南HAITSU 107 
  11:30～14:30（最終點餐14:00）／ 

17:00～22:30（火鍋最終點餐
21:00、 
其他麵類 最終點餐21:30 ）

 週一 
 https://www.firewhole.jp/

fire whole 4000

fire whole 
4000

以「有益健康又美味可口」
為宗旨的餐館兼美容店家。
亦附設美容沙龍。

 品川區旗之台3-12-3 J-BOX大廈2F 
 12:00～15:00／18:00～23:00 
 週日、國定假日12:00～16:00　
  ※最終點餐為打烊前30分鐘（餐點賣

完即打烊）
 週三 

 http://bumbunblaucafe.com/

BumBunBlauCafe with BeeHive

BumBunBlauCafe 
with BeeHive

一如既往的日式西餐館。料
理份量十分驚人，曾屢次登
上電視等媒體。

 品川區東大井5-4-13 
 11:40～20:30 
 週三、第3個週四

Bulldog
Bulldog

因可品嚐自己釣到的魚，而成為時
下最夯的店家。不僅提供新鮮的魚
貝料理，各式日本料理亦相當齊全。

 品川區上大崎2-27-1 Sun felista目黑5F 
 17:00～23:00（最終點餐22:00） 
  週六、週日、國定假日 11:30～23:00

（最終點餐22:00） 
不定期公休
 http://www.zauo.com/en/

ZAUO Meguro Branch

釣船茶屋 ZAUO  
目黑店

可親手釣魚的居酒屋

快看看這驚人的份量！！

藝術品般的甜點 
　帶來滿滿感動

「寶船」 
目黑店限定，僅限週一～週四供應。 

內容、金額可能依時期而變動。

「當日特製天婦羅 
綜合拼盤」1,280 日圓。 
除此之外，日式定食、 
博多料理等 
餐點亦相當豐富。

超重量級的 
「歐姆蛋包飯」834 日圓。 
搭配配料豐富的 
味噌湯時為 1,065 日圓。

份量滿點的 
「炸肉餅」 

單點 713 日圓。 
炸得酥脆， 
美味爽口。

設於 HUMMER JAPAN 總公司
大樓中的咖啡館。可一邊眺望
HUMMER H1一邊用餐。

 品川區南品川3-6-27 
 10:30～24:00（最終點餐23:30）、 
  國定假日10:30～21:00（最終點餐

20:30）
 週日 

 http://www.hummercomplex.com

HUMMER CAFÉ
HUMMER CAFÉ

用開派對的心情 
　　　讓氣氛嗨到最高點！！

半熟肉盛至熱燙鐵板上
桌，可依喜愛的熟度品
嚐「HUMMER CAFÉ 
原創牛排」1,400 日圓。

「HUMMER 起司漢堡拼盤」1,300 日圓。
大片漢堡麵包與漢堡排，頗受海外饕客喜愛。

火鍋「海鮮＆加藤豬肉綜合套餐」 
1 人份 6,500 日圓。可品嚐麻辣豆瓣醬湯頭 
與藥膳肉骨茶湯頭 2 種風味。

乾拌麵 
「辛辣拌麵」 

900 日圓。 
可從 2 種沾醬中擇一。

店家位於舊東海道沿途，以炭火
烤過的烤雞肉串和野味皆相當可
口。2 樓設有宴會用的日式座席。

 品川區北品川2-4-17 
  17:00～24:00、週五17:00～翌日

3:00、週六17:00～翌日2:00 
※最終點餐為關店前1小時

 週日 
 http://www.urabanba.com/

Urabamba
裏馬場

1979 年創業的老字號甜品店，
裝飾繽紛的刨冰備受好評。

 品川區北品川1-28-14 
  11:30～17:00（7～9月採記名登記

制。登記表客滿後即不再接客）
  週四（7～9月為週日、週四），可能

臨時停業
 https://ameblo.jp/ichounoki1979/

Icho no Ki
銀杏樹

豐富香料，香辣可口！

充滿野性風味的串燒

採用每月更換的當季水果 
製成的「甜點拼盤」1,700 日圓 

（搭配飲料組合 2,000 日圓）。

「磅蛋糕」1,200 日圓起。 
照片為經典的 3 種口味。

西印度櫻桃果實與果汁的 
「紅色超級食物 
西印度櫻桃拉麵」1,000 日圓。

紅色刨冰 
「氮氣草莓慕斯醬」
800 日圓。

以炭火烤過的鹿肉、豬肉、雉雞肉等野味 
「野味串燒拼盤」4 串 1,090 日圓。 
1 串 250 日圓起。

以雞皮裹住新鮮豬肝的 
「豬肝捲」280 日圓。 
自家製燒烤醬香氣撲鼻。

以季節限定方式推出各式刨冰。 
照片宛如藝術品般的 

「水果田園」900 日圓。

華麗擺盤十分吸睛 

釣上的魚 

可切成生魚片 

或用鹽烤等 

依您喜好方式烹調！

義大利麵與 

漢堡排也是 

份量滿點！

細細品嚐 

有益身體的 

湯頭！

蒐羅各款 

好喝的 

日本酒

※本誌中刊載資訊為2019年1月現有內容。
※本誌中刊載價格均為未含稅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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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6

S-8

S-7

美食天堂！ 
品川

想體驗有深度的日本美食 

品川總讓你樂不思蜀！ 

不僅有活力十足的商店街、 

也能在具歷史感的街上大啖美食， 

商務人士常去的居酒屋 

以及排隊名店更是應有皆有， 

一起來了解品川的美食世界！！

能盡情 吃喝玩樂的 美食街區

　在此介紹令人忍不住想 　 拍照留念的話題店家。　 

　不僅美味、還能同時享 　 受料理外觀與店家氛圍！

從機場前往「品川」亦交通便捷！

品川
Shinagawa

最快 

約11分鐘

最快 

約14分鐘

最快 

約68分鐘

最快 

約12分鐘

羽田機場
Haneda Airport

成田機場
Narita Airport

澀谷
Shibuya

銀座
Ginza

羽田機場

成田機場

新宿

澀谷
品川

東京

山手線

1 2



麵類創作料理廣獲好評的店

家。「義式拉麵」滋味濃厚，

與啤酒堪稱絕配。

  品川區大井1-37-4  
Oracion大井1F

 11:00～14:00／17:30～20:00、 
 平日遇國定假日時
 11:00～14:00（餐點賣完即打烊） 
 週六、週日

ajitoism
ajitoism

確立目前普及全日本的濃厚

湯頭沾麵風格。至今味道仍

持續進化。

  品川區大崎2-11 
 大崎 WIZ CITY TERRACE 1F 103號 
 11:00～23:00（最終點餐22:30）、
 週六、週日、國定假日11:00～22:30
　（最終點餐22:00） 
 全年無休  http://www.rokurinsha.com/

Rokurinsha Osaki

六厘舍 大崎店

備受外國人喜愛的豚骨拉麵

店。除了拉麵之外，還能搭

配酒或小菜享用。

供應個性十足的麵類餐點，備有

海、空、山、川等 4 大種類。諸如

鹽味、醬油等，湯頭也各有巧妙。

是能大啖超辛辣担担麵的店

家。使用自家製辣醬與特製

辣椒粉，打造出鮮味辣感。

「沾麵 TETSU」的副品牌店。

有層次的中華拉麵（醬油、

鹽味）也值得推薦。

2016 年於西小山商店街開店。

除了經典的鹽味拉麵外，也

供應味噌及醬油拉麵。

 品川區東五反田 1-14-14 北原大廈2F 
  11:00～翌日2:00、週五11:00～翌日

3:00、週日、國定假日11:00～翌日1:00
 全年無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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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品川區南大井6-8-9 
 11:00～15:00／17:30～20:30　 
  週六、週日、國定假日11:00～

15:30／17:30～21:00（湯頭賣完
即打烊） 
全年無休

 品川區東五反田2-20-1  
 明石Residence 1F 
 11:30～16:00／18:00～22:00 
 週日 

 http://gomaryu.com/

 品川區東五反田2-1-1  
 JR五反田站高架橋下 
  11:00～翌日4:00、
 週日11:00～23:00
 全年無休 

 https://www.tetsu102.com/zt/

 品川區小山6-4-7 
 11:00～22:00 
 全年無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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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igoku no Tantanmen Gomaryu Gotanda Ramen Shionoya
一風堂 五反田東口店 QUATTROSOBA  

DINING 
地獄
担担麵

 護摩龍 五反田 Kimihan 五反田店
江戶前小魚乾 
中華拉麵 拉麵 汐之屋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荏原中延站出站即達。榮獲

《米其林指南》刊登，一開店

便大排長龍的名店。

 品川區中延2-15-10 
 11:30～14:30 
　（湯頭賣完即結束營業） 
 週三

Chuka-soba Tagano
中華拉麵 多賀野

豚骨湯頭香氣十足 

與細麵堪稱絕配 歡迎挑戰

超強、超辣的

「無限」！

可免費 
升級至 

大碗的 400g

想盡情

大啖蔬菜的

遊客也請

務必光臨

鯷魚、 

橄欖等 

配料為 

免費供應

雖為排隊名店 

但店內空間寬敞 

不會等太久！

「赤丸新味」787 日圓 
可在湯頭中加入自家製香油與辣味噌，

享受味道的變化與調和。

「『川』濃情鮮蝦鹽味拉麵（白）」 
815 日圓 

在魚貝與雞湯雙重湯頭中， 
摻入大量甜蝦頭熬煮，再加入蝦油和 

成分未經調整的豆乳，打造出醇厚風味。

「地獄擔擔麵 血之池」926 日圓 
在本店餐點中， 

辣度名列前茅的絕品美食。 
入口後會讓嘴唇為之發麻。

「梅香特製沾麵」 
1,010 日圓 
個性派的絕品美食。散發小魚乾香氣的沾麵湯， 
和拌入梅子醬的麵條達成絕妙平衡。

「蔬菜湯麵 鹽味」741 日圓 
透明的雞骨湯頭，展現清爽鹽味。 

不煮過頭， 
爽脆可口的蔬菜份量滿點。

「義式拉麵中碗」788 日圓 
含有多種蔬菜的番茄湯頭中，加入了特製香料與 

起司，再擺上義大利臘腸等配料。

「溏心蛋沾麵」862 日圓 
沾麵搭配半熟溏心蛋。 
可盡情享受膏狀蛋黃的香氣與美妙滋味。

豚骨

海老拉麵

超辣

沾麵

蔬菜湯麵拌麵

醬油

沾麵

「特製中華拉麵」900 日圓 
以豬腿骨、比內土雞骨、魚貝類 

熬出高湯，味道層次豐厚的東京風拉麵。

0501

04

02

03

06

07 08

店家氛圍輕鬆 

讓女性也能 

輕鬆踏入

酪梨 

叉燒捲等 

配料頗受好評

※本誌中刊載資訊為2019年1月現有內容。　※本誌中刊載價格均為未含稅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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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品川拉麵 　嚴選8品 東京觀光時必吃的， 

品川地區人氣拉麵一覽！

老饕也讚不絕口！

非吃不可的

珍饌美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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麵類創作料理廣獲好評的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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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啤酒堪稱絕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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摻入大量甜蝦頭熬煮，再加入蝦油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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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店餐點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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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香特製沾麵」 
1,010 日圓 
個性派的絕品美食。散發小魚乾香氣的沾麵湯， 
和拌入梅子醬的麵條達成絕妙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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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明的雞骨湯頭，展現清爽鹽味。 

不煮過頭， 
爽脆可口的蔬菜份量滿點。

「義式拉麵中碗」788 日圓 
含有多種蔬菜的番茄湯頭中，加入了特製香料與 

起司，再擺上義大利臘腸等配料。

「溏心蛋沾麵」862 日圓 
沾麵搭配半熟溏心蛋。 
可盡情享受膏狀蛋黃的香氣與美妙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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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開店便湧入大量饕客，充

滿活力的人氣店家。和陌生

人併桌也很有樂趣。

 品川區西五反田2-6-1 
 16:30～23:30（最終點餐23:00） 
 全年無休

Yakiton Sakaba Kanesho
串燒酒館 Kanesho

使用1頭牛身上只能取得約 2

人份的舌根等優質食材供應

料理的人氣燒肉店。

 品川區西五反田1-25-5 松村大廈  
 17:00～24:00（最終點餐23:00）、 
 週六、週日、國定假日16:00～24:00（最終點餐23:00） 
 全年無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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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SHIGORO Bambina Gotanda

USHIGORO Bambina  
五反田店

專賣黑毛和牛精選肉品的批發

商「矢澤肉品」所經營的牛排、

漢堡排店，排隊人龍絡繹不絕。

 品川區西五反田2-15-13 
 11:00～15:00（最終點餐14:00）／ 
 17:00～23:30（最終點餐22:30）、 
 週六、週日、國定假日11:00～23:30（最終點餐22:30） 
 全年無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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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at Yazawa
Meat 矢澤

可品嚐黑毛和牛熟成肉、品

牌豬「東京 X」等，並搭配

精釀啤酒或紅酒一同享用。

 品川區西五反田1-15-6 
 11:30～15:00／17:00～23:00、 
 週三～週五11:30～15:00／17:00～24:00、 
 週六、週日、國定假日11:30～23:00 
 全年無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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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UTCHER REPUBLIC UNITED
BUTCHER REPUBLIC UNITED

雖說店名為「立吞」，

但店內空間以座位區

為主。每天更換的獨

創菜單頗具魅力。

 品川區西五反田1-9-3  
 River Light大廈B1F 
 18:00～24:00（最終點餐23:00） 
 週日

Tachinomi Todaka
立吞 Todaka

內臟燒烤名店「Marumichi」的系列店。

透過長年累積的採購管道，以實惠價

格供應日本國產黑牛美食。

 品川區西五反田1-4-8 
 17:00～翌日2:00（最終點餐翌日1:00）、
 週六、國定假日17:00～24:00（最終點餐23:00） 
 週日（週一遇國定假日時，週日照常營業，改為週一公休） 

 http://bistro-marumiche.com/

BISTRO marumiche
肉 BISTRO marumiche

便宜美味 
人氣居高不下

「矢澤 Combo」3,480 日圓 
可品嚐 
牛腿肉排（100g） 
與漢堡排（200g） 
的招牌餐點。

「牛肉飯」1,000 日圓 
使用 2 種半熟牛肉的絕
品美食。紫蘇葉替整體
風味畫龍點睛。

「東京Ｘ、安格斯牛、香腸綜合拼盤」4,500 日圓 
「東京 X」豬肉的肌肉纖維細緻，油花較多且柔嫩可口，脂肪入口即化。

「海膽佐溏心蛋」 
700 日圓 
可享受海膽與蛋黃的雙重
濃厚滋味。非常柔嫩，建
議手拿享用。

「牛肉早午餐套餐」 
1,389 日圓 
以澳洲牛和尚頭部位（後腿
內側下方的球狀肉）煎成牛
排，搭配夏里亞賓醬。

「極品牛舌」2,800 日圓 
採用牛舌中油花最豐富、且稀有的舌根，
是一道十分奢侈的餐點。

「大飽口福！ 3 種綜合拼盤」 3,222 日圓 
瘦肉（臀肉）、熟成肉（後腿內側）、霜降肉組成的拼盤。 
皆採用日本產黑毛和牛。部位為每日精選。

「內臟燒烤」 
（肝臟、豬頰肉 100 日圓、
豬大腸 160 日圓） 
以實惠價格提供豐富串燒
料理。可選用鹽巴或沾醬
來調味。

「烤牛肉」 
1,300 日圓 
以低溫烘烤， 
口感濕潤的牛腿肉 
富含鮮甜油脂， 
堪稱絕品美食。 

「酥炸嫩雞（100g） 」 
186 日圓 
以雞油酥炸，不膩口的 
清爽滋味備受喜愛。冷掉
後享用，仍然美味。

「炙燒肋眼握壽司」500 日圓 
「炙燒肋眼海膽軍艦卷」900 日圓 
採用油花均勻優質與鮮味出眾的肋眼製成壽司。 
滋味濃醇又入口即化。

「marumiche 的牛肉蓋飯」  
722 日圓 
以低溫烹調的黑毛和牛霜降肉將白
飯捲起，再淋上牛尾高湯享用。

「番茄燉牛筋 ( 小 ) 」 250 日圓 
燉得軟嫩可口的牛筋與番茄堪稱絕配。
自創業當時傳承至今的人氣餐點。

稍稍偏離商店街，位於目黑川沿岸的雞肉專

賣店。烤雞肉串最適合在散步途中享用。

 品川區西五反田1-13-1 
 9:00～19:00 
 週日、國定假日 

 http://www.torinikuya.com/

Toriniku Shinanoya
雞肉 信濃屋

「烤雞肉串」各 121 日圓 
供應雞皮、肉串、肉丸、雞肝、蔥串鮪魚等
品項。偏甜味的沾醬自創業以來沿用至今。

想品嚐 
熟成肉 
非本店 
莫屬

到雞肉專賣店 
外帶美食

創作料理 
廣獲好評

肉品批發 
直營店 

傾注心力的 
絕品美食

能一嚐 
稀有部位！

親自體驗 
黑毛和牛的魅力

※本誌中刊載資訊為2019年1月現有內容。　※本誌中刊載價格均為未含稅價格。

和牛與 
日本酒 

堪稱絕配

可享用以 A5 級黑毛和牛為主的肉類料

理。常備約 50 種的日本酒。

 品川區西五反田1-4-8  
 秀和五反田站前Residence 202 
 17:00～24:00 
 全年無休 

 http://www.soregashi.jp/

Nikuryori Soregashi
肉料理 Soregashi

「Soregashi 的烤牛肉」2,000 日圓 
將肉切成極薄的薄片，入口即化的口感很適合作為
前菜享用。沾醬以醬油為基底，加入蛋黃。

G-1

G-2

G-3

G-5

G-7

G-6

G-8G-4

肉品聖地・五反田
前往各肉類料理名店較勁美味的 

五反田地區大啖優質肉品！
終極名店 

集結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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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開店便湧入大量饕客，充

滿活力的人氣店家。和陌生

人併桌也很有樂趣。

 品川區西五反田2-6-1 
 16:30～23:30（最終點餐23:00） 
 全年無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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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1頭牛身上只能取得約 2

人份的舌根等優質食材供應

料理的人氣燒肉店。

 品川區西五反田1-25-5 松村大廈  
 17:00～24:00（最終點餐23:00）、 
 週六、週日、國定假日16:00～24:00（最終點餐23:00） 
 全年無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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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SHIGORO Bambina Gotanda

USHIGORO Bambina  
五反田店

專賣黑毛和牛精選肉品的批發

商「矢澤肉品」所經營的牛排、

漢堡排店，排隊人龍絡繹不絕。

 品川區西五反田2-15-13 
 11:00～15:00（最終點餐14:00）／ 
 17:00～23:30（最終點餐22:30）、 
 週六、週日、國定假日11:00～23:30（最終點餐22:30） 
 全年無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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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at Yazawa
Meat 矢澤

可品嚐黑毛和牛熟成肉、品

牌豬「東京 X」等，並搭配

精釀啤酒或紅酒一同享用。

 品川區西五反田1-15-6 
 11:30～15:00／17:00～23:00、 
 週三～週五11:30～15:00／17:00～24:00、 
 週六、週日、國定假日11:30～23:00 
 全年無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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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UTCHER REPUBLIC UNITED
BUTCHER REPUBLIC UNITED

雖說店名為「立吞」，

但店內空間以座位區

為主。每天更換的獨

創菜單頗具魅力。

 品川區西五反田1-9-3  
 River Light大廈B1F 
 18:00～24:00（最終點餐23:00） 
 週日

Tachinomi Todaka
立吞 Todaka

內臟燒烤名店「Marumichi」的系列店。

透過長年累積的採購管道，以實惠價

格供應日本國產黑牛美食。

 品川區西五反田1-4-8 
 17:00～翌日2:00（最終點餐翌日1:00）、
 週六、國定假日17:00～24:00（最終點餐23:00） 
 週日（週一遇國定假日時，週日照常營業，改為週一公休） 

 http://bistro-marumiche.com/

BISTRO marumiche
肉 BISTRO marumiche

便宜美味 
人氣居高不下

「矢澤 Combo」3,480 日圓 
可品嚐 
牛腿肉排（100g） 
與漢堡排（200g） 
的招牌餐點。

「牛肉飯」1,000 日圓 
使用 2 種半熟牛肉的絕
品美食。紫蘇葉替整體
風味畫龍點睛。

「東京Ｘ、安格斯牛、香腸綜合拼盤」4,500 日圓 
「東京 X」豬肉的肌肉纖維細緻，油花較多且柔嫩可口，脂肪入口即化。

「海膽佐溏心蛋」 
700 日圓 
可享受海膽與蛋黃的雙重
濃厚滋味。非常柔嫩，建
議手拿享用。

「牛肉早午餐套餐」 
1,389 日圓 
以澳洲牛和尚頭部位（後腿
內側下方的球狀肉）煎成牛
排，搭配夏里亞賓醬。

「極品牛舌」2,800 日圓 
採用牛舌中油花最豐富、且稀有的舌根，
是一道十分奢侈的餐點。

「大飽口福！ 3 種綜合拼盤」 3,222 日圓 
瘦肉（臀肉）、熟成肉（後腿內側）、霜降肉組成的拼盤。 
皆採用日本產黑毛和牛。部位為每日精選。

「內臟燒烤」 
（肝臟、豬頰肉 100 日圓、
豬大腸 160 日圓） 
以實惠價格提供豐富串燒
料理。可選用鹽巴或沾醬
來調味。

「烤牛肉」 
1,300 日圓 
以低溫烘烤， 
口感濕潤的牛腿肉 
富含鮮甜油脂， 
堪稱絕品美食。 

「酥炸嫩雞（100g） 」 
186 日圓 
以雞油酥炸，不膩口的 
清爽滋味備受喜愛。冷掉
後享用，仍然美味。

「炙燒肋眼握壽司」500 日圓 
「炙燒肋眼海膽軍艦卷」900 日圓 
採用油花均勻優質與鮮味出眾的肋眼製成壽司。 
滋味濃醇又入口即化。

「marumiche 的牛肉蓋飯」  
722 日圓 
以低溫烹調的黑毛和牛霜降肉將白
飯捲起，再淋上牛尾高湯享用。

「番茄燉牛筋 ( 小 ) 」 250 日圓 
燉得軟嫩可口的牛筋與番茄堪稱絕配。
自創業當時傳承至今的人氣餐點。

稍稍偏離商店街，位於目黑川沿岸的雞肉專

賣店。烤雞肉串最適合在散步途中享用。

 品川區西五反田1-13-1 
 9:00～19:00 
 週日、國定假日 

 http://www.torinikuya.com/

Toriniku Shinanoya
雞肉 信濃屋

「烤雞肉串」各 121 日圓 
供應雞皮、肉串、肉丸、雞肝、蔥串鮪魚等
品項。偏甜味的沾醬自創業以來沿用至今。

想品嚐 
熟成肉 
非本店 
莫屬

到雞肉專賣店 
外帶美食

創作料理 
廣獲好評

肉品批發 
直營店 

傾注心力的 
絕品美食

能一嚐 
稀有部位！

親自體驗 
黑毛和牛的魅力

※本誌中刊載資訊為2019年1月現有內容。　※本誌中刊載價格均為未含稅價格。

和牛與 
日本酒 

堪稱絕配

可享用以 A5 級黑毛和牛為主的肉類料

理。常備約 50 種的日本酒。

 品川區西五反田1-4-8  
 秀和五反田站前Residence 202 
 17:00～24:00 
 全年無休 

 http://www.soregashi.jp/

Nikuryori Soregashi
肉料理 Soregashi

「Soregashi 的烤牛肉」2,000 日圓 
將肉切成極薄的薄片，入口即化的口感很適合作為
前菜享用。沾醬以醬油為基底，加入蛋黃。

G-1

G-2

G-3

G-5

G-7

G-6

G-8G-4

肉品聖地・五反田
前往各肉類料理名店較勁美味的 

五反田地區大啖優質肉品！
終極名店 

集結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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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誌中刊載資訊為2019年1月現有內容。　※本誌中刊載價格均為未含稅價格。　品川區 2019年3月發行。

公共自行車：可於自己喜歡的地點借用歸還！
包含品川區在內，可於東京都
內 10 個區中的任一站點租借、
歸還自行車；用於短程移動與
散步，十分便利。

東京自行車分享

https://docomo-cycle.jp/tokyo-project/tw_index.html
←最新資訊請上網站確認

可取得各種觀光指
南與簡介，也可使用
提供多種語言服務
的數位電子看板。

  品川區大井1-14-1  
大井1丁目共同大樓1F

 9:30～17:00

ShinakanPLAZA

在此查詢
品川區觀光
  資訊！

搜索

掌握最新資訊，暢遊品川更得心應手！

品川區提供免費無線上網。在品川區的公

共設施、主要車站和公園都可以使用。連接

上網時的登入頁和認證頁面對應多國語言

（英文、簡體、繁體、韓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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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品川觀光協會經營的官方網站。不管是觀光資訊、推薦行程、私藏景點還是活動情

報，任何最新資訊網站上應有盡有！（提供英文版、簡體版、繁體版、韓文版）

https://shinagawa-kanko.or.jp/?lang=zh-Hant

⃝

⃝	SHINAGAWA	
	 FREE	Wi-Fi

⃝品川觀光協會

相關網站・SNSAPP

Free	Wi-Fi

觀光景點與祭典等介紹影片對

外公開中

https://www.youtube.
com/channel/UCMN09zoRT 
10ss1nnjZ64vjg

⃝品川觀光協會 YouTube

宣傳品川好拍上相的魅力！

https://www.instagram.
com/shinagawonder/

⃝�shinagawonder	
Instagram

介紹傳統和新穎文化交織融合的東京品川的體驗活動、觀光資訊

http://bit.ly/2UNQQs6

⃝�JAPAN	TRAVEL	
（品川特設頁面）

以擴增實境（AR）功能介紹

品川觀光景點、文化遺產、外

景地的深度導覽 APP。介紹

內容和語音導覽有英文版、簡

體版、繁體版、韓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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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品川巡遊（ kokosil 品川）

http://www.city.shinagawa.tokyo.jp https://shinagawa-kanko.or.j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