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巴基斯坦家庭料理 Zaika
特色部门

糀谷
MAP▶D-3

烤肉串(2串) 500日元
香饭 700日元

所有菜肴均以清真为特色，任何国籍、年龄均可放心品尝的巴基
斯坦家庭料理店。采用精选食材，精心烹制每一道菜肴。

精心制作的正宗风味

以明快的店内氛围和待客态度为理念，
为顾客提供健康美味的巴基斯坦家庭料理。

Meranju
特色部门

京急蒲田
MAP▶D-3

玛莎拉风味煮杂碎
462日元

由各种香辣调料混合而成的自制食品及饮料颇具人气。展现口
感辛辣且浓厚的食材特有风味的“玛莎拉风味煮杂碎”有绿咖
喱和番茄风味2种口味。

令人上瘾的香辣菜肴

每日更新菜单中还提供日西综合的各种菜肴。
可根据各自喜好调节辛辣程度或风味。

Larian
特色部门

西马込
MAP▶B-2

海鲜豆浆生姜风味煮面
1,000日元

在豆浆汤料中加入虾、鲜贝、蛤仔等海鲜和10种蔬菜、生姜、口
劲十足的面条制成的健康煮面。与搭配的自制调味料(特制麻辣
调料Yodare、柚子胡椒)也可完美相融。

食材丰富的自制煮面

店内人气菜单。
推荐菜单还包括正宗中国风味外卖或特色饺子、日本国内外的当地啤酒。

autentico
综合部门

蒲田
MAP▶D-3

推荐套餐
7,150日元

以应季食材为中心，发掘鲜美本质。突破僵化理念，采用最适用
于日本国产或意大利进口食材的烹饪方法在碟中展现美味魅
力。从视觉和口感两方面为顾客提供令人惊喜的美味菜肴。

发掘国内外食材的潜力

与套餐各种菜肴完美搭配的葡萄酒
“配套葡萄酒”也深受好评。

中华荞麦Charume
综合部门

糀谷
MAP▶D-3

特制中华荞麦
1,050日元

以鸡骨汤为主汤料、配上海带、青花鱼干、并从宗田鲣鱼干中所
提高汤混合而成的营养平衡的汤料为一大特色。搭配的大块自
制叉烧(3种4块)也令人惊喜。

令人怀念的传统风味

注重保持传统中华荞麦特色，
为顾客提供深受男女老少欢迎的荞麦面。

Dashi和食 福Moto
综合部门

京急蒲田
MAP▶D-3

生鱼片(2人份) 1,749日元
高汤鸡蛋卷 825日元

可在优雅的氛围中尽享以作为日式菜肴基础的“高汤”为特色的
菜肴和各地名酒。看重饮食教育的重要性，欢迎家长陪同孩子
一同来店。

以高汤为特色的正宗日式菜肴

欢迎下班后来店品尝展现“高汤”鲜美风味的菜肴，
为充满活力的明天储备能量。

是空
综合部门

大森
MAP▶B-3

三种凉菜 1,320日元
鳗鱼饭 3,190日元

精选应季或产地、菜农推荐的食材。采用即可保持食材原味、又
可展现最美风味的烹饪法进行烹制。开放式厨房及优雅的店内
氛围可谓一大魅力。

可品尝应季美味的日式菜肴

鱼类菜肴可根据顾客的口味进行烹制。
还随时备有20多种日本酒。

●

※店内营业时间请查看HP。

※

14座 周日
11:30～14:00(L)
18:00～21:00(D)
大田区蒲田5-21-1 2F
03-5703-3133
(L)¥1,000～ (D)¥8,000～
JR“蒲田”站东口 步行5分钟

9座 周一
11:00～15:00(周二～周日,节假日)
18:00～21:00(周二～周六)
大田区萩中2-1-4 丸荣大厦EAST 1F
03-6423-2598
(L/D)¥800～¥1,500
京急“糀谷”站 步行3分钟

19座 周日,节假日,第3个周一
17:30～23:00
大田区大森北1-23-11
Maison Village大森1F
03-6875-1144
(D)¥7,000～¥8,000
JR“大森”站 步行7分钟

22座　　　周一,节假日(不定休)
11:30～14:00(周三～周六)
18:00～23:00(周二～周四)
18:00～24:00(周五,周六) 16:00～21:00(周日)
大田区蒲田4-7-1
03-6424-5787
(L)¥1,000～ (D)¥4,000～¥5,000
京急“京急蒲田”站 步行3分钟

20座 周三
11:30～14:00
17:00～21:30
大田区南蒲田3-2-6　
03-3744-1066
(L)¥700～¥1,100  (D)¥700～¥2,000
京急“糀谷”站 步行1分钟

6座 周日
12:00～21:00
大田区南马込5-40-2
Rosa Verde西马込1B
03-6755-8006
(L)¥500～¥1,000 (D)¥500～¥1,500
都营地铁“西马込”站 步行 30秒

33座 不定休
17:00～25:00
大田区蒲田4-18-1　
03-3738-1525
(D)¥1,500～¥2,500
京急“京急蒲田”站 步行3分钟

今年我们从平成迎来了令和这个新时
代，同时也迎来了第9届“OTA！推荐
美食”。
此外，明年我们将迎来2020东京奥运
会和残疾人奥运会。来自五湖四海的
朋友将汇聚东京、大田区，这为我们
提供了一个让大家了解“大田美食”的
好机会。
今年也有众多优质餐 饮 店参加了应
征，经过严格的筛选，我们从中挑选
了7家表彰店铺。其中包括采用精选
食材和注重氛围的店铺、以及氛围比
较随意的店铺，品种繁多可谓大田区
美食的魅力之一。
欢迎您带上这本宣传册，去探访我们
推荐的各种“美味特色”。我们相信，

这次 探 访一定不
会让您失望！

“OTA！推荐美食”是拥有羽田机场、
以打造国际 都市为目标的大田区 对
深受外国游客及本地居民喜爱且充
满自信的店铺进行严格审查 后举办
的一项表彰活动。
本次受到表彰的7家店铺也是经过了
层层筛选，审查项目包括风味、服务
以及店内氛围、性价比等在“综合”和
“特色”等各大领域发挥优势的多项审
查项目。
欢迎前往作为”大田美食品牌“的表彰
店铺 ，尽 享品尝美 味 食品的幸 福 时
光。

大田区饮食店表彰事业审查会 

审查委员长

广濑 道

大田区长 致辞

松原 忠义
大田区长

评委会主席 致辞 

★照片为推荐菜单。内容可能会因季节等而变更，详情请直接向店铺咨询。

※设施信息、价格标示均为各家店铺截至2019年10月的上报信息，详情请直接

向各家店铺进行咨询。

※价格已含税。

“O TA！推荐美食 ”(活 动名称：大田
区饮食店表 彰 事业 ) 是 一项 表 彰 地
区优秀餐饮店的活动。
表彰活动基于有识之士的实地调查
报告，由审查委员长及其以下7名审
查委员经 过严格审 查 后决定 ，令 和
元年(2 019)共选出了7家店铺，分别
是“综合部门”4家、“特色部门”3家。

选 　 項

关于 「OTA!推荐美食」

主办　大田区／公益财团法人 大田区产业振兴协会
后援　大田区商店街联合会／东京商工会议所大田支部

一般社团法人 大田观光协会
协办　学习法人 诚心学园／株式会社 枻出版社
询问　大田区产业振兴协会  商业•服务产业负责

TEL.03-3733-6401
2020.1

在 大田区 观 光 咨 询中心 、不 但 可以
体 验传统的日本文化、也可以咨询到
大田区的观光信息。欢迎惠顾。

https://www.pio-ota.jp/ichioshi/c-index.html

本次“OTA！推荐美食”已经是第9
届。迄今为止已有众多店铺在活动
中获奖，以往的获奖店铺均可通过
官网查看。
我 们 将 通 过 寿 司 、烤 肉 、炸 猪 排 、
鳗鱼、饺子、咖喱、法式菜肴、荞麦、
居酒屋 、蛋 糕 、咖啡 等 各种 食品进
行介 绍 。看 过介 绍后 ，相信您一定
可以找到自己喜爱的食品。欢 迎前
往喜爱的店铺品尝。

在官方网站上可以查到
以前的获奖店铺！

详情请看这里

推荐美食
二维码

大田区观光资讯中心

大田区观光资讯中心
二维码

综合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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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价比

入店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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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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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

性价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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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部门

特色部门表彰店

综合部门表彰店

图 标 的 看 法

适用轮椅
台阶少、出入口是
缓坡等等。

刷卡结帐
可以用信用卡结
帐。也有不适用的
卡。

WiFi
店里有WiFi。

素食主义者
有不用肉、鱼、乳制
品、根菜类的料理。

可以说外语
有会说外语的服务
员。

包场
提前联系店里的话
可以包场。

全面禁烟
店里全部禁烟。

可以使用电源
可以充电平板电
脑、智能手机等等。
不能借给您充电
器。

不使用猪肉
有不用猪肉的料
理。

分烟
店内根据时间段和
区域划分、分为禁
烟和吸烟部分。

坐席数
定休日
营业时间
地址
电话
大约的预算
路线

（L ） 午餐
（D） 晚餐

有停车场
有停车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