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ound Toyama Station

富山车站周边美食介绍

餐厅的具体位置请参阅由富山会议局制作的 【美食地图】(pdf)第6页

和式餐厅 乡土料理

Japanese ＆ Local Cuisines

れすとらん杜里 （Restaurant Morisato）
可在安静放松的环境中，享用各种和日式料理和西餐。
每日更替午餐¥800
㊡
每日营业
营业时间 11:30～14:00 16:00～需要预约
地址 奥田新町8-1
☎
076-431-1113
ボルファートとやま1Fリラシティ名店街
(Wohlfahrt Toyama Riashiti Dinings)
有长崎菜汤面、寿司等各色日本、中式和西式餐点。
人均消费¥800～
㊡
不定时休息※
营业时间 11:00～21:00※
※根据店铺不同时间会有所调整
地址 奥田新町8-1
☎
076-431-1113
现代和食风格 WAZA （Modern "Washoku" Style, WAZA)
在现代的和式空间内，品尝时令食材和本地严选食材调理的料理
午餐¥900～ 晚餐¥2,000～
㊡
每日营业
营业时间 11:30～14:00 17:00～22:00
地址 牛島町11-1 オークス カナルパークホテル富山1F
☎
076-432-2000
アーバンプレイス地下饮食街 （Urban Place Dinings Basement floor 1）
和式料理ごんべい舎、怀石料理天ぷら小泉たかの、
和式吧台料理茶寮さくら、中华料理中国四川面饭店
㊡
不定时休息※
营业时间 11:00～24:00※
※根据店铺不同时间会有所调整
地址
牛島町18-7
☎
076-433-9992
アーバンプレイス1、2楼饮食街 （Urban Place Dinings 1st and 2nd floor）
荞麦居酒屋けやき亭、咖啡店アーバンビュー
创作料理まいもんや
㊡
不定时休息※
营业时间 11:00～22:00※
※根据店铺不同时间会有所调整
地址
牛島町18-7
☎
076-433-9992
アーバンプレイス 14楼饮食街 （Urban Place Dinings 14th floor）
餐厅 连山 岩kura
豆腐、日式豆腐干、肉料理 日本桥俵屋
㊡
不定时休息※
营业时间 11：00～22:00※ ※根据店铺不同时间会有所调整
地址
牛島町18-7
☎
076-433-9992
越中の台所 【季の香】（Etchu Kitchen,"Ki-no-Ka"）
请享用四季最新鲜的本地食材和酒，配合新凑渔港自家采购的新鲜海鱼。
预约套餐¥5,000～300,000
㊡
不定休
营业时间 17：00～23:00
（最终点餐为22：00）
地址 宝町1-5-11 タカラビル2F
☎
076-433-9992
季節料理 あじち (Seasonal Cooking, Ajichi)
富山四季精选的时令食材所调理出最自信的味道
晚餐套餐¥4,200～8,500
㊡
周日和每月第三个周一休息
营业时间 11:20～（营业日限定），17：30～22:00
地址 桜町1-1-1電鉄富山駅ビルエスタ4F
☎
076-433-5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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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式餐厅 乡土料理

Japanese ＆ Local Cuisines

日本料理 懐石 松や 东急卓越大酒店店
（Japanese Cuisine "Kaiseki" Matsuya, Excel Hotel Tokyu)
在可以一览富山全景的店内，享受用富山四季严选的食材调理的怀石料理
午餐¥1,050～ 怀石套餐¥4,620～
㊡
每日营业
营业时间 11：30～14:00 17:00～21:30
地址 新富町1-2-3 CiCビル15F
☎
076-432-8282
きときと市場 とやマルシェ 饮食街 (Toyamarche Restaurants)
用富山的四季时令来款待贵客
可以尝尽富山美食的地方
㊡
每日营业
营业时间 10:00～21:30 ※ ※根据店铺不同时间会有所调整
地址 明輪町1-220
☎
076-471-8100
マリエとやま6楼 饮食街 (MARIER 6th Floor Restaurants)
可以根据心情和季节自由选择的
餐厅和咖啡店
㊡
每日营业
营业时间 11:00～23:00※
※根据店铺不同时间会有所调整
地址 桜町1-1-61 マリエとやま6F
☎
076-445-4511
海鮮お食事処 ヤットルゾー五條 (Seafood Eating House, Yattoruzo Gojo)
用每日清晨捕获的海鲜和当地的酒所调理的，
只有在富山才能享用到的自信之作。鱼的新鲜度非常好。
㊡
周日休息
营业时间 11:00～23:30
地址 新富町1-3-9 駅前プラザビル1F
☎
076-442-9009
大衆割烹 あら川 （Popular Japanese Cooking Arakawa)
专营本地酒、本地鱼50年。
姊妹店：本地啤酒[米清]和本地鱼[あらさん]也广受好评
㊡
周日、法定节假日休息
营业时间 16：00～23:30 [あらさん]11:30～
地址 桜町2-2-22
☎
076-441-9369
北陸の食楽 割烹 小川 （Hokuriku delicacies，Koppo Ogawa）
可以品尝到料理人特制的日本海的海鲜、山味、土酒和鳟鱼寿司等
午餐¥2,500～ 晚餐¥4,500～
㊡
周日休息
营业时间 11:30～13:30（要预约） 17:00～25:00
地址 新富町2-4-7
☎
076-439-1988
醸家 （Joya)
早晨捕获的新鲜海鲜和时令食材的炉端烧，配合着各种本地酒围在炉边
一同享受。 人均消费：¥4,500～
㊡
周日休息
营业时间 17：00～25:00
地址 桜町2-6-12 フクタビル1F
☎
076-433-8100
天米 県庁前店 （Ten-yone，Kencho-mae （front of prefectural office）
使用极品麻油和精心甄选的食材炸出香脆可口的天妇罗
午餐¥3,240～ 晚餐¥5,940～
㊡
周四休息
营业时间 11:00～14:00 16:30～21:00
地址 桜町2-4-12
☎
076-441-4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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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式餐厅 乡土料理

Japanese ＆ Local Cuisines

越中料理 五万石本店 （Gomangoku Honten)
使用烹饪手法调理时令食材的乡土料理
午餐¥3,240～ 晚餐¥6,480～
㊡
年末年始休息
营业时间 11:00～14:00 16:30～22:00
地址 桜町1-6-4
☎
076-441-4649
旬彩 千歳 （Shunsai, Chitose)
可以在轻松的环境中品尝到，越中富山的新鲜食材和料理人的精湛技艺
碰撞衍生出的真正绝品的味道。千岁匠御膳¥3,000
㊡
周一休息
营业时间 11:30～14:00 17:30～21:00
地址 千歳町1-3-1 パレブラン高志会館1F
☎
076-441-2255
和食 こし路 （Japannese Style, Koshiji）
有可容纳100人的大小包厢和宴会场，另有和式食堂，
可享用时令海鲜料理。四季的会席¥5,000～
㊡
每日营业
营业时间 17:30～21:30
地址 桜橋通り2-28 ホテルグランテラス富山2F
☎
076-431-8242

中式餐厅

MAP 3-D ⑮

MAP 3-C ⑯

Chinese Food

中華料理 福寿林 （Chinese Restaurant, Fukujurin）
使用富山的时令食材和高级食材调理的正宗中华料理
午餐套餐¥1,000 圆桌料理¥4,500～
㊡
周日休息
营业时间 11:30～14:00 17:30～21:30
地址 桜橋通り2-28 ホテルグランテラス富山2F
☎
076-431-8242

西式餐厅

MAP 3-C ⑭

MAP 3-C ⑳

Western Food

MAP 1-C ㉚
ユーロカフェ・エヴー （Euro Café, Et Vous）
富山车站北口现代风格餐厅。从咖啡到欧风料理一应俱全。
午餐¥900～ 晚餐¥2,000～
㊡
每日营业
营业时间 7:00～22:00（周五、周六～23:00）
地址 牛島町11-1 オークス カナルパークホテル富山1F
☎
076-432-2000
MAP 2-B ㉛
餐厅 リコモンテ （Restaurant Ricco Monte）
位于大酒店的顶层，白天可以展望立山连峰，晚上可以享受富山夜景
午餐¥1,200～ 晚餐¥4,500～
㊡
每日营业
营业时间 11:30～14:00 17:30～22:00
地址 新富町1-2-3 富山エクセルホテル東急15F
☎
076-441-0015
MAP 2-B ㉛
ビストロダンザ （Bistro DANZA）
窑烤披萨和现煮意大利面以外，还有其他丰富的菜单。配合喜爱的红酒享用。
午餐¥842～ 晚餐¥2,500～
㊡
不定时休息
营业时间 15:00～24:00（周五、周六～25:00）
地址 新富町1-2-3 富山エクセルホテル東急1F
☎
076-441-5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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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式餐厅

Western Food

カレー＆ハヤシ 電気ビル ブリーズ
（Curry and Hayashi Denki Blog.Breeze)
可以轻松品尝到传统的电气大厦的咖喱和牛肉烩饭的店
猪肉咖喱¥620
㊡
周六、周日，法定节假日休息
营业时间 11:00～14:30
地址 新桜町5-3 第2富山電気ビル1F
☎
076-441-3933
空中餐厅 ルーバン （Restaurant Louvain）
主厨推荐晚餐套餐¥6,500
㊡
每日营业
营业时间 17:30～21:30
地址 桜橋通り2-28 ホテルグランテラス富山12F
☎
076-431-8242
富山電気ビルディング餐厅 （Toyama Denki Bldg.Restaurant,4F Restaurant)
保留了创业80年来传统味道的老店
午餐¥1,300～ 晚餐¥6,000～
㊡
不定时休息
营业时间 11:30～21:00
地址 桜橋通り3-1 富山電気ビル4F
☎
076-432-4111

荞麦面·乌冬面·拉面

MAP 3-C ㉝

MAP 3-C ㉞

Soba，Udon，Ramen

西町大喜富山駅前店
（Nishicho Taiki Toyama Eki-mae (Toyama Station Location)
保留着自昭和22年创立以来味道，被称为“富山黑拉面的元祖”
中华Soba（小碗）¥750
㊡
每日营业
营业时间 11:00～22:00
地址 新富町1-3-8
☎
076-444-6887
鶴喜 （Tsuruki）
在富山做了半个世纪的手擀面的名店
天妇罗沾面¥950
㊡
周日、法定节假日休息
营业时间 11:00～14:00
地址 新桜町6-2
☎
076-441-8496
富山ブラック麵家いろは富山駅前CiC店 (Menya-iroha)
说起富山黑拉面就不得不说麵家いろは，在日本全国建立起自己的品牌。
鱼类风味口味非常清爽。午餐¥900～ 晚餐¥1,200～
㊡
每日营业
营业时间 11:00～26:00（周日～22:00）
地址 新富町1-2-3 CiCビルB1F
☎
076-444-7211

寿司

MAP 3-C ㉜

MAP 3-B ㊵

MAP 3-C ㊶

MAP 2-B ㊷

Sushi

寿し 割烹 夢ハ （Sushi "kappo", Yumehachi)
以本地的海鲜和时令食材为中心制作的寿司。
梦八的自制清酒也请一起享用。
㊡
不定时休息
营业时间 17：00～22:00（此时间外可预约）
地址 新富町2-5-18
☎
076-433-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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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P 3-B ㊿

居酒屋

Izakaya(Japanese Style Pub)

富山の味処 漁火 ("Toyama Cuisine",Isaribi)
菜单是以当日富山湾捕获的新鲜海鲜为中心。
人均消费¥4,000～
㊡
不定时休息
营业时间 17:00～23:00
地址 宝町1-6-6 ビブレテン1F
☎
076-422-8581
磯炙 （Isoaburi）
可享用富山县产的高品质新鲜的时令海鲜、蔬菜和肉类的烧烤
人均消费¥3,000～4,000
㊡
不定时休息※
营业时间 17:00～24:00（周日、节假日～23:00）
地址 新富町1-2-3
☎
076-442-9255
海幸山幸 越中茶屋 （Umisachi Yamasachi, Etchujaya）
使用冰见乌冬、八尾荞麦，严选四季本地的时令食材和清酒
午餐¥1,000～ 晚餐¥1,500～
㊡
每日营业
营业时间 10:00～21:30 （最终点餐为21:00）
地址 明輪町1-220 ときとき市場とやマルシェ内
☎
076-441-9008
炉端長屋一一 （"Robata Nagaya" Eating house, Ichi-Ichi)
追求新鲜度，根据每日的食材推出“今天推荐”广受好评
㊡
周一休息
营业时间 17:00～23:30
地址 桜町1-1-1電鉄富山駅ビルエスタ4F
☎
076-441-5211
富山湾鮮魚たべ処 いろり （Toyama Bay Seafood, Irori）
可以用相对低廉的价格品尝到从冰见和新凑捕获的新鲜海鲜的居酒屋

MAP 2-B

MAP 3-B

MAP 2-C

MAP 2-C

MAP 3-B

㊡
不定时休息
营业时间 17：00～24:00（最终点餐为22:45）
地址 新富町2-4-23
☎
076-433-1500
MAP 3-B
富山すし居酒屋 花より魚 （Toyama Sushi "Izakaya", Hana Yori Sakana）
使用【本地渔民直送】新鲜的海鲜制作寿司和刺身。距离富山车站步行3分钟。
有包厢。刺身七种拼盘¥1,280
㊡
每日营业
营业时间 17:00～25:00(周五、周六、节假日前夜～26:00）
地址 新富町2-1-4
☎
076-471-7015
MAP 3-B
地魚地酒 うお清 （Local fish Local Sake Uokiyo）
店主每日亲自去白虾之乡岩濑渔港竞买新鲜海鲜。
本地鱼套餐（要预约）¥3,240～
㊡
周日休息
营业时间 17:00～24:00
地址 新富町1-3-9 駅前プラザビル1F
☎
076-432-8811
MAP 3-B
季節料理とお酒 ひよこ (Seasonal cooking and sake Hiyoko)
以本地食材和新鲜捕获的海鲜为主要原料的料理人料理
人均消费¥3,000～4,000
㊡
不定时休息
营业时间 17:00～23:00（最终点餐为22:30）
地址 新富町2-3-16
☎
076-432-4770

5

居酒屋

Izakaya(Japanese Style Pub)

たべ処 一粋 （Eatery Issui）
以新凑渔港早晨捕获的富山湾的时令海鲜为主要原料的料理,价格实惠。
套餐¥2,500～3,500 人均消费¥4,000～5,000
㊡
周日休息
营业时间 17:00～23:00
地址 桜町2-6-3
☎
076-431-0856
地産食彩 越中舞華 （Local Cuisine, Etchu Maika）
【本地渔民直送】的渔师经营的料理店。距离富山车站步行5分钟，有包厢。
刺身七种拼盘¥1,280
㊡
每日营业
营业时间 17:00～24:00（周五、周六、节假日前夜～26:00）
地址 桜町1-7-17 2F
☎
076-442-1020
富山の彩 かさ桜亭 （Toyama no Irodori Kasazakuratei）
使用只有在富山才有的食材制作的料理，和严选的本地清酒一起享用。
人均消费¥5,000～
㊡
周日、法定节假日休息
营业时间 18:00～22:30（17:00开始预约）
地址 桜町1-6-18
☎
076-482-3032
このモダン焼あのとん平焼 （Kono Modanyaki Ano Tonpeiyaki)
店员在客人面前制作大阪烧、什锦烧。
终极炒面¥842～
㊡
周日休息
营业时间 17:30～24:00（周五、周六～26:00）
地址 内幸町8-12
☎
076-433-5525

简餐·咖啡

MAP 3-C

MAP 3-C

MAP 3-B

Light Meals，Tea House

薬膳カフェ 癒楽甘 春々堂 （Yurakukan Chunchun-do)
富山医药企业广贯堂的药膳咖啡。提供对身体非常有益的午餐套餐。
午餐套餐¥756～
㊡
每月第三个周二休息
营业时间 10:00～19:00（最终点餐为18:30）
地址 新富町1-2-3 CiCビル5F
☎
076-444-7198
示野珈琲 （Shimeno Coffee)
使用上等的咖啡豆，虹吸出醇香的咖啡。
披萨面包饮料套餐¥740
㊡
每日营业
营业时间 10:00～20:00（最终点餐为19:30）
地址 桜町1-1-61 マリエとやま2F
☎
076-471-7818

酒吧·小酒馆

MAP 3-B

MAP 2-B

MAP 2-C

Bar&Snack

カクテルバー BAR 白馬館 （Cocktail Bar, Hakuba-kan）
1937年开店至今，已经传承了3代。在鸡尾酒比赛中获得过全日本第一。
人均消费¥2,500
㊡
不定时休息（几乎每日营业）
营业时间 18:00～24:00
地址 桜町1-3-9
☎
076-432-0208

6

MAP 3-C

富山市中心城区美食介绍
和式餐厅 乡土料理

Central Toyama City

Japanese ＆ Local Cuisines

乡土料理 十々ハ (Local Cuisine, Totoya)
料理品质保证，价格公道。
季节的套餐¥3,780～
㊡
周日、法定节假日休息
营业时间 17:00～22:00
地址 桜木町8-25
☎
076-433-3668
富山湾の味処・鯛家 （Toyama Bay Cuisine, Taiya)
可边观赏鱼池里的活鱼，边享用富山湾的时令美味。
刺身拼盘¥4,200
㊡
每日营业
营业时间 17:00～23:00（周日、节假日～22:00）
地址 本町2-17 マンテンプラザB1F
☎
076-439-0122
日本料理 松川 (Japanese Cuisine, Matsukawa)
用高超的料理技艺，完美融合了富山湾的新鲜食材和传统京料理的做法。
午餐¥1,058～ 晚餐套餐料理¥4,860～
㊡
每日营业
营业时间 11:30～14:00 17:30～21:00
地址 桜木町10-10 富山第一ホテルB1F
☎
076-442-4012
海老亭別館 いきいき亭 (Ikiiki-tei)
提供以富山湾的鱼虾类为中心的，北陆特色食材料理。
午餐¥8,640～ 晚餐¥11,880～
㊡
周日、周一、法定节假日休息
营业时间 11:30～要预约 17:30～22:00
地址 桜木町9-21
☎
076-432-3181
越中膳所 海の神山の神 ("Etchu" Cuisine, Umi no Kami Yama no Kami)
根据不同季节提供不同的日本酒，和富山的时令美食一起享用。
㊡
每日营业
营业时间 11：30～14:00 17:30～23:00
地址 総曲輪1-1-13
☎
076-445-1155
日本料理 雲海 (Japanese Cuisine, Unkai)
根据季节的不同提供不同的套餐料理。另有铁板烧区域。
午餐¥2,060～ 晚餐套餐料理¥6,180～
㊡
每日营业
营业时间 11:30～14:00 17:00～21:00
地址 大手町2-3 ANAクラウンプラザホテル富山5F
☎
076-495-1114
漁菜亭 （Gyosaitei)
可品尝到新凑的新鲜鱼类和各种新鲜海鲜。主推鲷鱼饭。
午餐¥900 晚餐套餐料理¥3,500～
㊡
周日、周一、法定节假日休息
营业时间 11:30～13:00（售罄即止）17:30～22:00（最终点餐为21:30）
地址 大手町6-7
☎
076-461-7888
仄香 (Honoka)
可在舒服放松的空间中享受人气和食。时令本地海鲜料理广受好评。
人均消费¥4,000～
㊡
周日、周一、法定节假日休息
营业时间 17:00～24:00（最终点餐为23:00）
地址 大手町3-9-1 アジェスビル2F
☎
076-481-6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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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P 4-C ②

MAP 4-C ③

MAP 4-C ④

MAP 5-C ⑤

MAP 5-B ⑥

MAP 5-B ⑦

MAP 5-B ⑧

和式餐厅 乡土料理

Japanese ＆ Local Cuisines

会乃風 （Ainokaze)
可享用到富山时令的极品海鲜料理，在富山县内外有众多老客户。
人均消费¥4,000
㊡
周日休息（若周一为节假日则正常营业）
营业时间 17：00～23:00
地址 総曲輪2-4-14
☎
076-423-1646
健康膳薬都（池田屋安兵衛商店2F)
(Health Meal, Yakuto （Ikedaya Yasubei Shoten 2F）
和汉药老店提供的安心健康料理。需要提前预约
健康套餐¥2,160～
㊡
周三休息
营业时间 11:30～14:00（仅中午营业）
地址 堤町通り1-3-5
☎
076-435-1873

中式餐厅·烤肉

MAP 5-B ⑩

Chinese Food & Yakiniku

烤肉餐厅 辛子家 （Yakiniku Restaurant, Karashiya）
可享用黑毛和牛的正宗烤肉餐厅。有9个包厢。
人均消费¥4,000～
㊡
每日营业
营业时间 17:00～23:00（周日、节假日～22:00）
地址 本町2-17 マンテンプラザ1F
☎
076-441-6444
中国料理 白楽天 （Chinese Food, Hkurakuten）
可在复古有格调的店内，享用正宗广东海鲜料理和香港茶点。
午餐¥925～ 晚餐套餐料理¥4,860～
㊡
每日营业
营业时间 11:30～14:00 17:00～21:00
地址 桜木町10-10 富山第一ホテルB1F
☎
076-442-4008

西式餐厅

MAP 5-B ⑨

MAP 4-C ⑳

MAP 4-C ㉑

Western Food

自助餐厅 コメドール （Buffet Restaurant Comedor）
中午和晚上都提供自助西餐。可自由享用时令美食。
午餐¥1,600 晚餐¥2,700
㊡
每日营业
营业时间 11:30～14:00 17:00～21:00
地址 桜木町10-10 富山第一ホテル1F
☎
076-442-4037
咖啡&餐厅 カフェ・イン・ザ・パーク
（Coffee & Restaurant, Cafe IN THE PARK）
早、中、晚都提供自助餐。早餐6:00～ 午餐11:30～ 晚餐18:00～
午餐¥2,000 晚餐¥3,500～
㊡
每日营业
营业时间 6:00～22:00
地址 大手町2-3 ANAクラウンプラザホテル富山1F
☎
076-495-1112
餐厅 清風 （Restaurant Seifu）
视野良好，最适合享用午餐。
午餐¥800～ 晚餐¥5,500～ 蛋包饭¥800
㊡
县民会馆的休馆日
营业时间 10:00～20:30
地址 新総曲輪4-18 富山県民会館8F
☎
076-432-4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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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P 4-C ㉚

MAP 5-B ㉛

MAP 4-B ㉜

荞麦面·乌冬面·拉面

Soba，Udon，Ramen

柳の下 末弘軒 （Suehiroken）
创立于昭和6年，传承下来的味道，被认为是富山拉面的原点。
最人气的是馄饨面。中华面小套餐¥880
㊡
周三、每月第三个周二休息
营业时间 11:00～20:10
地址 総曲輪4-6-9
☎
076-421-7019
つるや本店 （Tsuruya Honten）
面、汤头等全部自家制，呈现自然健康的味道。
山菜荞麦面（普通碗）¥900
㊡
周三休息
营业时间 11:00～15:30（最终点餐为15:00）
地址 総曲輪2-8-15
☎
076-421-2908
西町大喜本店 （Nishicho Taiki Honten（Main Store）)
自昭和22年创立以来，一直保留着“富山黑拉面元祖”的味道。
中华Soba（小碗）¥750
㊡
周三休息
营业时间 11:00～20:00
地址 太田口通り1-1-7
☎
076-423-3001

寿司

MAP 6-B ㊵

MAP 5-C ㊶

MAP 6-C ㊷

Sushi

寿し処 美乃鮨 （"Sushidokoro", Minozushi)
创立于东京的目黑。将新鲜的海中食材用江户前的方法，捏出传统的味道。
午餐¥1,000～ 本地鱼富山湾寿司¥3,240
㊡
周日休息
营业时间 11:30～14:00 17:00～22:00
地址 丸の内1-5-8 堺捨マンション1F
☎
076-433-3034
栄寿司小吉 （"Sakae-zushi", Kokichi)
常备30种以上的寿司，单品料理也有很多。
人均消费¥4,000～
㊡
不定时休息
营业时间 17:30～23:30
地址 桜木町11-3 稲垣ビル1F
☎
076-433-2639
すし健 （Sushi-ken）
位于富山第一大酒店的后面的后面。
寿司套餐¥3,500以下
㊡
周日、法定节假日休息
营业时间 17:00～23:00
地址 桜木町8-15
☎
076-432-4493
季節料理・寿司 写楽 （Seasonal Cooking & Sushi, Sharaku）
富山湾的寿司、本地海鲜料理为自信之作。有大宴会厅。
午餐¥800～ 富山湾寿司¥2,700
㊡
周日、法定节假日、周六中午休息
营业时间 11:30～13:00 17:00～21:00
地址 大手町5-13
☎
076-491-0700
寿し富 （Sushitomi）
提供冰见港直送的海鲜和酒。
特等寿司¥2,650
㊡
周一休息
营业时间 12:00～14:00 17:00～24:00
地址 総曲輪3-2-6
☎
076-421-1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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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P 4-A 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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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P 6-C

寿司

Sushi

江戸前 寿司正 （Sushi Masa）
富山湾鱼的宝库。从冰见渔港直接买回新鲜海鲜制作寿司。
富山湾寿司¥2,700
㊡
周日、法定节假日中午，周二休息
营业时间 11:00～13:30 17:00～24:00
地址 一番町4-29
☎
076-421-3860

居酒屋

Izakaya(Japanese Style Pub)

炉ばた焼 浜っ子 （"Robatayaki" (Japanese Grill) Hamakko)
体验旧时围炉烧烤的感觉。
菜单¥216～756
㊡
周日、法定节假日休息
营业时间 17:30～23:00
地址 桜木町6-8
☎
076-432-2431
かまど料理とお酒 くろべ ("Kamado" Cooking and Sake, Kurobe)
以烤鸡串、关东煮、什锦饭为主，时令料理和富山的刺身也非常好吃。
黑部晚酌套餐¥1,944
㊡
每日营业
营业时间 17:00～23:00（周日、节假日～22:00）
地址 本町2-17 マンテンプラザ2F
☎
076-439-0121
居酒屋ダイニング ONE'S HEART （"Izakaya" Dining ONE'S HEART)
可品尝到店主亲自在岩濑渔港竞买的鰤鱼、白虾、萤乌贼等本地鲜鱼。
本地鱼套餐（要预约）¥3,240～
㊡
周日休息
营业时间 17:00～24:00（周五、周六～25:00）
地址 総曲輪2-1-17 2F
☎
076-493-3454
居酒屋ほそかわ （"Izakaya", Hosokawa)
非常花时间用心制作的料理，人气菜品经常售完。
㊡
营业时间
地址
☎

MAP 6-B

MAP 4-C

MAP 4-C

MAP 5-C

MAP 6-C

周日休息
17:00～23:00
総曲輪2-7-22
076-492-2001

简餐·咖啡

Light Meals，Tea House

松川茶屋（松川游览船乘船口）
(Matsukawa Tea-house)
松川沿岸的茶屋。可感受来去船只和河边风情。
人均消费¥500～
㊡
周一、节假日后的第一个工作日休息
营业时间 10：00～17:00（冬季停业）
地址 本丸1-34
☎
076-431-5418
ﾀﾞｲﾆﾝｸﾞ・ｶﾌｪﾃﾘｱ・ﾌｪﾘｰﾁｪ （Dining Cafeteria, FELICE）
增加了更加健康的菜单，并销售美味的冰激凌。可承接party预约。
午餐¥800～1,200
㊡
周三休息
营业时间 11:00～20:00 (周六、周日10:30～）
地址 大手町6-14 富山市民プラザ1F
☎
076-422-6667
カフェ ド パパ （Cafe de PaPa）
可品尝到新鲜的咖啡和红茶，并提供午餐和承接宴会。
午餐¥680～
㊡
周一休息
营业时间 10:30～18:00
地址 大手町6-14 富山市民プラザ2F
☎
076-423-48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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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P 4-B

MAP 6-B

MAP 6-B

酒吧·小酒馆

Bar&Snack

スナック スターダスト
笑脸真心迎客。

（Snack Stardust）

㊡
周日、法定节假日休息
营业时间
地址 桜木町8-8 第一三愛ビル1F
☎
076-432-9033
佛蘭西屋 洋酒肆 （ふらんすや ようしゅし） （France-ya Yoshushi）
1961年创立以来有许多名人光临的小酒吧。
人均消费¥3,500～
㊡
周日、法定节假日休息
营业时间 18:00～24:00
地址 総曲輪1-9-15
☎
076-431-1021
スカイバー「アストラル」 (Sky Bar ASTRAL)
位于ANA皇冠大酒店的顶层，可边眺望夜景边享受美酒。
㊡
营业时间
地址
☎

每日营业
17:00～24:00（周日、节假日～23:00）
大手町2-3 ANAクラウンプラザホテル富山19F
076-495-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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