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澤市
地圖

能登裏山海道

11

ひがし茶屋街

避難所

5

橋場町
（金城楼前）

橋場町
（交番前）

6

10

橋場町
（金城楼向い）

8 兼六園下

兼六園下 （石川門向い）
・金沢城 9

2

小橋
広坂
（石浦神社前）

9

8

広坂・21世紀美術館

（右轉路線）

本多町
（北陸放送前）

10

7 本多町

（左轉路線）

武蔵ヶ辻・近江町市場

1
16

武蔵ヶ辻
（めいてつエムザ前）

南町

2
15

南町

14

3

香林坊（アトリオ前）

香林坊
（日銀前）

12 十三間町

金沢駅東口

0

2014.02

0

金沢駅東口

5 広小路

金澤四季慶典
1月

金澤市消防出初式

2月

金澤城‧兼六園點燈~冬之段~

4月

櫻花季
金澤的櫻花十分迷人，沿著川畔、茶屋街邊，日式優雅滿溢。
時間 4月上旬~4月中旬
地點 兼六園、金澤城公園、卯辰山、淺野川沿岸
欣賞夜櫻的絕佳時機，由於櫻花期每年不同，約在3月下旬~4月上旬間舉行。
時間 4月上旬第一週
地點 金澤城公園、兼六園

金澤市位在北陸的中心，地理
上面對著日本海，帶來豐富鮮美
的海產，造就了精緻的加賀料
理；在歷史上，因籓主無心爭
權，但卻因此避免動亂爭戰，發
展成最富有、保存最完整的文化
古城；在氣候上，濕潤的環境正
是生產漆器、金箔工藝最適合的
條件，讓金澤成為日本國內首屈
一指的工藝品產地，在各種元素
的推波助瀾之下，金澤被冠上了
﹁小京都﹂的稱號，也讓金澤帶
著濃濃的和風氣息。
到金澤旅遊，最適合靜下心來
輕鬆散策，兼六園、近江町市
場、東茶屋街、長町武家屋敷、
以及 世紀美術館等都是不能錯
過的景點，美食、夢幻的甜點、
精巧的伴手禮也樣樣不缺，另
外，這裡也能找到許多不同類型
的體驗活動。
精彩金澤，為旅人們拼貼出優
雅又難忘的旅行記憶。

大雪之中點上金黃色與銀白色兩種燈光，共演冬之夢幻雪夜景。
時間 2月中旬
地點 金澤城公園、兼六園

金澤城‧兼六園點燈~賞櫻期~

6月

認識金澤

每年新春，金澤市的消防局便會展演傳統的消防技巧，
攀登上高聳的梯子做出高難度動作，迫力十足。
時間 1月第一個週日
地點 金澤城公園新丸広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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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澤百萬石祭（百萬石行列）
接連三天的盛大祭典，是金澤一年中最重要的行事。重頭戲在第二天的
百萬石行列，由眾人扮成歷史人物的遊行進入金澤城彷彿舊加賀風華重
現，豪華絢爛。
時間 6月第一個週六
地點 尾山神社、百萬石行列（JR金澤車站→金澤城公園）、金澤城公園、兼
六園

加賀友禪燈籠放流
1200個友禪燈籠放流於淺野川上，暗夜中河面上的點點燈光引人思情。
時間 金澤百萬石祭的第一夜
地點 淺野川•天神橋∼淺野川大橋周邊

7月

北國花火金澤大會会会

9月

金澤 Jazz Street会

11月

金澤城‧兼六園點燈~秋之段~

北國花火大會在石川縣內各處舉行，金澤則選在犀川畔，夏季隨著隆隆花
火聲達到高峰。
時間 7月最後一個週六
地點 犀川綠地周邊

整個街頭都是爵士音樂的聲響，讓人走起路來都不自覺地跟著節奏搖擺，
心情愉悅。
時間 9月中旬
地點 JR金澤車站東口、金澤城公園、香林坊109前、尾山神社等地

紅葉的尾聲，夜晚點燈讓楓紅更加鮮豔於記憶之中。
時間 11月下旬
地點 金澤城公園、兼六園

兼六園雪吊作業
為了防止冬季的厚重大雪壓斷樹枝，會將樹枝以繩索吊起，是金澤初冬的
風物詩。
時間 11月1日起為期1個月
地點 兼六園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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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陸新幹線計畫連結
東京至北陸、大阪。早
在 1 9 9年
7 完成的長野
新幹線便是其中一環，
年春天已通車至金
2015
澤一段，從東京直通金
澤只需兩個半小時，大
幅縮短了交通時間。另
外在 2025
年將從金澤連
接至福井、敦賀，未來
也預計連接至大阪，讓
北陸的交通更加完善。

北陸新幹線

從桃園國際機場出發
從台灣要前往石川各地，最方便的便是搭乘飛機直達小松國際機場。
目前只有長榮航空直飛小松國際機場，航班如下：
桃園機場第二航廈

價格 連續7天¥25000，於台灣事先預約購買¥24000
購買資格 持觀光簽証入境日本的旅客才能購買使用，購買、兌換時要出示護照。
使用範圍 關西機場∼關西地區∼北陸地區∼東京都區內∼成田、羽田機場。
和倉温泉
七尾

亀岡

三田
舞子

神戸
和田岬

大阪
尼崎

保津峡
京都
山科
木津

加賀温泉
福井

九頭竜湖
草津

小松 津幡

高岡

黑部宇
奈月温泉

糸魚川
富山
新高岡
上越妙高
城端
飯山
猪谷 南小谷
長野
佐久平
上田
軽井沢

桜島

東羽衣
関西空港

新大阪

敦賀

金沢

氷見

天王寺

高崎

奈良
東京

日根野
圖例

成田空港
(Terminal 1)

新幹線

鐵道路線

注意 1. 無法搭乘東海道、山陽新幹線。
2. 愛之風富山鐵道的快速AINOKAZE LINER（あいの風ライナー），
需另支付LINER指定券費用。

針對從大阪或東京前往北陸地區的旅客設計的周
遊券，涵蓋區域包含關西的大阪市區、神戶、京
都、奈良，北陸地區的金澤、富山等以及東京都區
內，範圍之廣，一票就能玩遍東西日本與北陸。可
利用此票券搭乘北陸新幹線東京 金澤區間普通車
廂指定席或自由席，以及京阪神奈地區與東京都區
內 線 ， 亦 可 搭 乘 連 接 關 西 機 場 的 HARUKA
︵は
るか︶普通車廂自由席與連結成田機場的特急成田
特快 N'EX
。

北陸拱型票券
JR

∼

小松國際機場

長榮航空

去程BR158，每日14:40 約2小時50分
回程BR157，每日19:30 約3小時

從小松國際機場出發
抵達小松國際機場後，該如何進入金澤市區呢？
最常見的方式如下：
小松國際機場

JR 金澤車站

北陸鐵道巴士
單程¥1130

Super特急（直達JR金澤車站） 約40分
經由市內車次 約60分

從關西國際機場出發
從關西機場到北陸，並不算太遠。若是無法買到從小松國際機場進出的機票，或是想搭乘廉價航
空，其實也很推薦由關西國際機場進出日本。
從關西國際機場到金澤的方式如下：
關西國際機場

JR 金澤車站

JR特急列車 搭乘特急HARUKA至JR京都車站 JR新大阪車站後
轉乘JR特快雷鳥號。約3小時30分 ¥9190

巴士

搭乘機場巴士至JR大阪車站，轉搭高速巴士。
約7~8小時。
機場巴士¥1500•高速巴士約¥4400單程

從東京車站出發
周邊景點交通

5

三井OUTLET北陸小矢部

白川鄉

位在小矢部的三井OUTLET是間大型的室內購物中
心，位在富山縣境內，但從金澤過去也十分方便。
這裡集結了160間店舖，食衣住娛樂樣樣都有，還
有一個大型摩天輪，適合親子共遊。

白川鄉合掌村集中在荻町，站在制高點城山上的
荻町城跡，往下眺望盡是水田、河流靜靜地流淌，
一百多幢三角形茅草屋頂的民家點綴其間，冬季雪
景更像童話場景。

交通 金澤車
站西口搭乘北
鐵巴士，約45
分即達，單程
¥600

交通 從 金 澤
車站東口搭乘
濃 飛巴士 北
鐵巴士，約1小
時20分即達，
單程¥1850

自從北陸新幹線開通後，從東京前往北陸金澤更加便利。
從東京駅到金澤的方式如下：

JR 東京車站

JR 金澤車站

北陸新幹線 kagayaki 2小時28分
單程¥14320

從名古屋出發
若要從名古屋出發到金澤，比起搭乘鐵道，更建議搭乘巴士，不用轉車可以在車上好好休息，價格
也比鐵道便宜不少。
從名古屋到金澤的方式如下：
名古屋名鐵巴士中心

金澤車站東口

巴士 搭乘名鐵巴士 北鐵巴士 東海巴士

KANAZAWA
約4小時 單程¥4180，來回¥6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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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光巴士

Machi Bus まちバス
運行時間 週末、例假日運行，首班9:40、末班20:00，每
隔20~30分鐘一班車
區間 JR金澤車站東口5號乘車處 近江町市場 香林坊
片町 金澤21世紀美術館•兼六園（真弓坂口）
香林坊 武蔵ヶ辻 JR金澤車站
費用 單程¥100
網址 www.machibus.com
註 藍色的Machi Bus運行在金澤市內的主要觀光區域，
要觀光、吃美食或是購物都很適合。這台車只有假日才
運行，而且不管坐多遠都是均一價¥100，讓假日在金澤
的遊玩更省荷包。

金澤市內
交通方式
金澤市內沒有地下鐵，鐵道路
線也只有聯外的 與北陸鐵道，
並不會經過主要的景點區，所以
在金澤觀光最主要利用的就是巴
士了。對觀光客而言，只要能夠
了解以下三條觀光巴士路線，便
能夠暢遊金澤市區。

兼六園區間巴士 兼六園シャトル
運行時間 首班9:30、末班約17:50，每隔20分鐘一班
區間 JR金澤車站東口6號乘車處 近江町市場 香林坊 広坂 成巽閣前 兼六園下
広坂 香林坊 近江町市場 JR金澤車站
費用 平日單程¥200，假日單程¥100。可使用城下町-金澤周遊巴士一日券。
網址 www.hokutetsu.co.jp/tourism-bus/kenrokuen
註 兼六園區間巴士褐紅色的外觀十分顯眼，運行在JR金澤車站至兼六園間，
不只去兼六園可以坐這台車，要到香林坊、21世紀美術館也都十分推薦。

JR

I
まちのり 系統MACHINOR
賃
租
自行車
金澤市內不大，通常搭乘
觀光巴士便能玩遍。近來推
出自行車租賃系統まちのり
M A C H I N O R，I 使 用 原 理
就 像 台 北 的 U b i k，
e 可在 地
A
租 地還，只差在まちのり
B
一日¥ 200
可無
MACHINORI
限次租借，每次限定 分鐘內
還車，若超過要另外付費。而
まちのり MACHINORI
在金澤
市內有 處據點，各據點的操
作機器有日語、英語、中文、
韓語等介面，不用擔心看不
懂。不妨就趁天氣好的日子借
台自行車漫遊古都金澤吧。

城下町─金澤周遊巴士 城下まち─金澤周遊バス
運行時間 首班8:30、末班約18:05，每隔15分鐘一班
區間 分為右轉路線與左轉路線。
右轉路線主要停靠站 JR金澤車站東口7號乘車處 橋場町（交番前） 兼六園下（石川門）
広坂（石浦神社前） 香林坊 武蔵ヶ辻•近江町市場 JR金澤車站東口
左轉路線主要停靠站 JR金澤車站東口3號乘車處 武蔵ヶ辻•近江町市場 香林坊
広坂•21世紀美術館 兼六園下•金澤城 橋場町 JR金澤車站
費用 單程¥200，城下町-金澤周遊巴士一日券¥500
網址 www.hokutetsu.co.jp/bus/loop/
註 這是觀光客最常利用的觀光巴士，由不同造型的復
古巴士運行在金澤市區的各大景點之中，要注意的是
最後一班車在18:05從JR金澤車站發車，18:05以後就
只能搭一般路線公車。

22

30

地址 事務局：金澤市此花町3-2 ライブ１ビル 1F 電話 事務局：0120-3190-47
時間 事務局：9:00~19:00。各據點借車7:30~22:30，各據點24小時皆可還車 網址 www.machi-nori.jp/en/
價格 基本費¥200，（一日內無限次借還），借車後30分內還車，若超過30分鐘則會每30分鐘加收¥200
註 持有信用卡者可直接至各租借操作站租借，現金付款者，則至Machinori事務局及其合作飯店窗口申請租借
到IC卡。並支付基本費¥200及預付押金¥800，待交還專用IC卡的同時一併退還押金。其它據點請洽官網或是
租借時索取詳細地圖。
7

城下町金澤周遊巴士一日乘車券 城下まち金澤周遊バス1日フリー乗車券
價格 大人¥500、小孩¥250
使用範圍 城下町金澤周遊巴士、兼六園區間巴士、北鐵巴士¥200區間內
哪裡買 北陸鐵路車站前服務中心（金澤車站東口1號巴士乘車處旁）、各大飯店，詳見網站
特典 持票卡至各大景點還可享受門票折扣，詳見網站
網址 w w w.hokutetsu.co.jp/tourism - bus/
oneday
註 這張票券是最推薦旅行者使用的一張票，持
此票券可在一天內自由搭乘北鐵巴士的市內區
間，是想要一天跑完全部景點的最佳選擇。

KANAZAW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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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行程
湯涌溫泉半日建議行程

JR 金澤車站
從 JR金澤車站東口3號乘車處搭乘往
湯涌溫泉的交通巴士
車資 ¥600（單程）

湯涌溫泉街
徒 步5分至白鷺 之
湯

1日建議行程

JR 金澤車站
JR金澤車站東口搭乘城下町金澤周遊
巴士（右轉路線）於兼六園下站下車
兼六園入園費用 ¥300

兼六園
徒步移動至21世紀美術館
入場費 公共區域免門票，特別展覽區
依照展覽而異

21世紀美術館
白鷺之湯

白鷺足湯

徒 步5分至 金 澤湯
涌夢二館
入館費 ¥350

金澤湯涌夢二館
徒步５分至玉泉湖周圍

玉泉湖周圍散步
徒步10分至金澤湯涌
江戶村
入場費 ¥300

金澤湯涌江戶村
從湯涌溫泉乘車處搭乘往ＪＲ金澤車
站東口的交通巴士
車資 ¥600（單程）

広坂（石浦神社前）搭乘城下町金澤周
遊巴士（右轉路線）於武蔵ヶ辻站下車

近江町市場
武 蔵ヶ辻搭乘城下町金 澤周遊巴士
（右轉路線）於橋場町交番前站下車

東茶屋街
徒步移動至箔座ひかり藏
地址 金澤市東山1-13-18
體驗費用 ¥540起（需事前預約）

金箔體驗
東茶屋街搭乘城下町金澤周遊巴士
（左轉路線）於JR金澤車站下車，徒
步2分至金澤百番街或金澤FORUS逛
街

金澤百番街&
金澤FORUS

2日建議行程

Day
2

Day
1

飯店

JR 金澤車站

從 飯 店移動至心
結換裝
地址 金澤市本町
1-3-39

JR金澤車站東口搭乘城下町金澤周遊
巴士（右轉路線）於兼六園下站下車
兼六園入園費用 ¥300

和服體驗

兼六園

從 JR金澤車站搭乘
城下町金澤周遊巴士
（右轉路線）於橋場
町交番前站下車

徒步移動至金澤
城公園
入場費 免費

金澤城公園

東茶屋街
從橋場町交番前站搭乘城下町金澤周
遊巴士（右轉路線）於広坂（石浦神社
前）站下車
入場費 公共區域免門票，特別展覽區
依照展覽而異

21世紀美術館

徒步5分

近江町市場
利用まちのりMACHINORI移動，自
十間町站租借腳踏車移動至長町中央
公民館長町館旁歸還

徒步5分至香林坊（日銀前）搭乘城下
町金澤周遊巴士（右轉路線）於JR金澤
車站前下車

金澤百番街&
金澤FORUS

兼六園下•金澤城搭乘城下町金澤周
遊巴士（左轉路線）於武蔵ヶ辻•近江
町市場站下車

長町武家敷跡
利用まちのりMACHINORI移動，自
長町中央公民館長町館旁租借腳踏車
移動至香林坊中央公園前歸還

香林坊
利用城下町金澤周遊巴士移動

JR 金澤車站 or 夜宿湯涌溫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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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R 金澤車站

JR 金澤車站

KANAZAWA
夜宿金澤市區

8

JR

金澤百番街內共可分為4個區塊，分別是あんと（ANTO）、ふれあい館（FUREAI館）、西口大樓裡的くつろぎ館
（KUTSUROGI館）與流行服飾的Rinto，結合金澤當地的百貨公司與餐飲業，吃喝玩買都能在這裡得到滿足！
交通 位於JR金澤車站內 電話 各店家各異 地址 金澤市木ノ新保町1-1 JR金澤車站內
時間 依各店家時間不一 網址 www.100bangai.co.jp/

FUMUROYA CAFÉ
FUMUROYA CAFÉ為麩製品老舖「不室屋」
旗下的咖啡廳，以日本傳統食品「麩」為發
想，與豆乳冰淇淋結合成新穎甜點，再淋上
香甜黑蜜，使食材合而為一。濃濃的和風卻
不顯突兀，新鮮的組合令人驚豔不已。
地址 金澤百番街くつろぎ館（KUTSUROGI館）1F
時間 9:00~19:00
價格 不室屋パフェ（招牌聖代）¥843
網址 http://www.fumuroya.co.jp/cafe/
fumuroya_cafe.php

Rinto
位在車站北側的Rinto，集結40多家流行時尚店舖，大多都是女孩子
最愛的服飾品牌、雜貨、書店，漫長的候車之時，不妨來此打發一下
時間。
時間 10:00~20:00

まわる寿し もりもり寿し
迴轉壽司MORIMORI壽司
あんと ANTO
あんと在金澤方言是「ありがとう」謝謝的意思，這裡集結了金澤當地
各式各樣伴手禮名店，無論是傳統工藝品、和菓子都應有盡有。除了
伴手禮外，更集結許多當地首屈一指的人氣餐廳。
時間 11:00~19:00

位在金澤Forus百貨6樓，使用近江町市場的嚴選食
材及新鮮海產，並不定期從能登、七尾、輪島等地新
鮮直送高級魚貨。壽司、生魚片的美味令人難以忘
懷，更讓人從迴轉壽司看見金澤海鮮的驚人實力。

金澤車站周邊

金澤車站是北陸地區重要的交通樞紐，車站東口上方籠罩著像蜘蛛網
般的玻璃巨蛋，彷彿像一把超級大傘將車站包圍起來。現代感十足的玻璃
巨蛋配上仿製能樂大鼓的﹁鼓門﹂，象徵金澤是個宜古宜今的華麗城市。
年北陸新幹線開通之後為金澤帶來更多的觀光人潮。
2015

│金澤百番街│

│金澤Forus│
緊臨JR金澤車站東口的金澤Forus，是以年輕族群為主
要客層的百貨公司。7層樓的營業空間裡匯集了與東
京同步的流行時尚服飾、配件。在此可充分享受購物
的樂趣，並可以買到與東京、大阪同步販售的商品。

電話 076-265-3537 地址 金澤Forus 6樓
時間 11:00~23:00 休日 依金澤Forus為主
價格 壽司¥189起，もりもり三点盛（推薦壽司三貫）
¥1365

│麵屋大河│
隱藏在小巷子裡的麵屋大河深受金澤居
民喜愛，狹長的店內只有吧台座席，用餐
時間座無虛席。以味噌為基底的湯頭搭
配上柚子皮與薑泥，清香不膩、配上易沾
滿湯汁的粗麵，每一口都讓人大大滿足。
交通 JR金澤車站東口徒步5分
電話 076-260-7737
地址 金澤市堀川町6-3
時間 11:30~15:00、17:30~ 23:00
休日 週一
價格 味噌ラーメン（味噌拉麵）¥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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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 JR金澤車站東口 電話 076-265-8111
地址 金澤市堀川新町3-1
時間 10:00~21:00，6F餐廳11:00~23:00 休日 不定休
網址 www.forus.co.jp/kanazaw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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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鮮，是金澤市最吸引人的特色之一，而便宜又大碗的海鮮
丼，只有在近江町市場才找得到。這裡號稱「金澤お台所」也
就是金澤市廚房的意思，不但可以參觀金澤市民的生活常態，
還可用優惠的價格吃到具有當地特色的海鮮料理。

可樂餅╳近江町コロッケ
外皮炸得香酥、內餡鬆軟的可樂餅是日本人最愛的小
吃，近江町的可樂餅還加入了甜蝦、螃蟹肉等，創造出
更具當地特色的品項，不只是當地媽媽們晚餐配茶的
好選擇，更是大受觀光客歡迎。

│Collabon│
推開古老的門扉，映入眼簾的是Collabon雜貨。無論是樸實手
工質感的陶器，或是知名手作職人的作品都能立刻吸引目光。
老闆特地在能登半島最北端的珠洲地區挑選了地方限定品牌
二三味咖啡，由咖啡烘焙職人每天在海港小屋所烘出的特調
咖啡豆數量稀少，濃郁口感及夢幻香味讓人印象深刻。

交通 「武藏ヶ辻•近江町市場」巴士站下車即達 地址 金澤市青草町
時間 市場約9:00~17:00，餐廳約11:00~21:00，週日大多店家只營業至16:00
休日 各店舖不一，大多為週三休息
網址 ohmicho-ichiba.com

螃蟹
靠近日本海的金澤，
以肉質甜美的螃蟹聞
名，每年冬季11月到3
月是 盛 產 的 季 節，成
為北陸一帶溫泉旅館
的特選晚餐。

不室屋是製造「加賀麩」的百年老舖，而
所謂的「加賀麩」就是麵粉做的小餅，放
入湯裡膨脹後食用。這裡販賣的加賀麩
設計成櫻花、楓葉等各種模樣，顏色非常
豐富，可代替豆腐加入味噌湯，非常有裝
飾效果。
若想品嚐生麩美味，午餐時段也可至附設的
茶寮點份麩久箱膳，品味特別的加賀料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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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いきいき亭│
親切的問候與閒聊讓人備感金澤人情
味。每到用餐時候門口總是排滿長長
人龍，就是為了想要品嚐到最新鮮的北
陸海產。海鮮丼分為兩層，上層擺滿了
數十種時令海鮮，下層醋飯看似量少但
還可以續碗，包準吃得飽飽。

加賀野菜
加賀野菜指的是傳統種植在金
澤一帶、非外來品種的蔬果，像
是大黃瓜、蓮藕，以及小茄子與
甘栗南瓜等，是加賀料理的美味
食材。

│加賀麩 不室屋本店│

交通 「武藏ヶ辻」巴士站徒步1分
電話 0120-26-6817
地址 金澤市尾張町2-3-1
時間 本店：9:30~18:30。茶寮：11:30 ∼ 14:00
價格 本店：おやつ麩（麩餅乾）¥681，
茶寮：麩久箱膳¥2592

近江町市場周邊

烤海鮮╳大松水產
不喜歡吃生魚片，來到這裡還有更多品項可以選擇。從
大家最愛的扇貝、榮螺到高級的龍蝦，放在炭火上小火
烘烤，不添加多餘的調料，將海鮮最精華的美味凝縮在
盤上，讓人大大滿足。

│近江町市場│

來到金澤，想要品嚐最道地的新鮮美味，就要來到近江町
市場周邊。日本海的美味海鮮、新鮮的加賀野菜、各種為了
市場人們所開設的食堂，最庶民的金澤味都濃縮在這市場之
中。而市場周邊的尾張町、主計町茶屋街仍保留老町家訴說
商人曾經的風華，建議可一同順遊。

│近江町市場小吃│

交通 「武藏ヶ辻•近江町市場」巴士站徒步3分 電話 076-265-6273
地址 金澤市安江町1-14 時間 11:00~20:00 休日 週二、四
價格 特調咖啡¥350 網址 www.collabon.com

甜蝦
甜蝦也是金澤有名的海鮮之一，
肉質鮮甜，最特別的是甜蝦的
肚子部分都有藍色的蝦卵。

交通 近江町市場內
電話 076-222-2621 地址 金沢市青草町88
時間 7:00~17:00 休日 週四
價格 いきいき亭丼（招牌海鮮丼）¥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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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六園│

│金澤城公園│
具有400年以上歷史的金澤城
歷經多次火災的摧殘及多次的
整修，將石門川、菱櫓、五十間
長屋再度呈現於世人面前。金
澤城白色鉛瓦、白色漆等優美
的壁面藝術，及因時代或地點
不同有迥異的石堆法，更是金
澤城迷人之處。

交通 「兼六園下」巴士站徒步5分
電話 076-234-3800
地址 金澤市丸之內1-1
時 間 3/1~1 0 /15 為 7: 0 0 ~
1 8 : 0 0；1 0 / 1 6 ~ 2 / 2 8 為
8:0 0 ~17:0 0，菱櫓•五十間長
屋•橋爪門續櫓9:00~16:30
費用 入園免費；參觀菱櫓•五十
間長屋•橋爪門續櫓¥310
網站 http://www.pref.ishikawa.
jp/siro - niwa/kan a za wajo u/
index.html

鄰近金澤城附近高台的日本式庭園，隨著加
賀前田家歷代城主的整建，無論是規模還是
藝術完成度，都讓兼六園贏得日本三大名園
的封號。因具備「宏大、幽邃、人力、蒼古、水
泉、眺望」等六種景觀特質，故被命名為「兼
六園」，兼六園擁有四季截然不同的自然美
感。隨著季節變化穿上不同顏色的兼六園正
等著遊客們的造訪。

│金澤21世紀美術館│

交通 「本多町」巴士站徒步4分
電話 076-221-8011
地址 金澤市本多町3-4-20
時間 9:30~17:00 休日 週一
價格 入館¥300

交通 「兼六園下」巴士站徒
步5分
電話 076-234-3800
地址 金澤市兼六町1
時 間 3/1~10/15 為
7 : 0 0 ~ 1 8 : 0 0；1 0 / 1 6
~2/28為8:00~17:00，時
雨亭9:00~16:30
價格 大人¥310，小孩¥100
網址 www.pref.ishikawa.
jp/siro-niwa/kenrokuen/

位在兼六園旁的金澤21世紀美術館特意採用圓形玻璃牆，將
出入口都對外開放，讓這座美術館就像公園一般親切，「舒
適」、「愉快」、「便利」的新一代美術館風格，適合全家大小
一同來此體驗遊玩。除此之外，館內部分區域開放至夜間並設
有獨具魅力的販賣部，販售特色裝飾品，非常值得遊客收藏、
選購。
交通 「広坂•21世紀美術館」巴士站下即達
電話 076-220-2800 地址 金澤市広坂1-2-1
時間 交流區9:00~22:00，展覽會區10:00~18:00（週五及週六~20:00）
休日 週一（遇假日順延），年初年末
價格 交流區免費入場，展覽會區依展示而異 網址 www.kanazawa21.jp

兼六園周邊

鈴木大拙，這位揚名日本海內外的佛教哲
學家的出生地便在金沢，來到大拙館，除
了更加認識鈴木大拙之外，紀念館建築本
身充滿和風留白之美，清朗的線條更是簡
單劃出了禪的境界，尤其「水鏡の庭」一片
水池與建築相映成趣，吸引了許多攝影好
手來此取景。

金澤的﹁兼六園﹂與水戶
﹁偕樂園﹂、岡山﹁後樂園﹂
並稱日本三大名園。優美的
日式庭園是來金澤必訪的景
點。除此之外，兼六園周邊
也聚集許多美術館、咖啡廳
和各式各樣的傳統店舖，建
議可放慢腳步去發現隱藏在
這裡的金澤之美。

│鈴木大拙館│

│兼見御亭│
兼見御亭的1樓為名產店，2樓提供傳統加賀
料理中的「箱料理」。位在兼六園旁的便利
位置也使兼見御亭成為最方便用餐的地方。

│成巽閣│
成巽閣建於西元1863年，「謁見の間」的鏤空雕花、屏
風、日式庭園等都是吸引人的焦點，其中，面對庭園的走
廊一根柱子也沒有，讓欣賞庭園的人視野更寬廣。
交通 「兼六園」巴士站徒步5分
電話 076-222-1600
地址 金澤市東兼六町2-37 時間 8:00~21:30
價格 箱料理¥2300起 網址 www.kenrokuen.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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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 兼六園隨身坂口即達。「出羽町」巴士站徒步2分
電話 076-221-0580 地址 金澤市兼六町1-2
時間 9:00~17:00，最後入館為16:30 休日 週三休
價格 企劃展¥700，特別展¥1000。茶室清香軒另加¥400
網址 www.seisonkak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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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茶屋街周邊

淺野川右岸的東茶屋街，是金澤早期有名的享樂花街。
圍繞著紅褐色細格子窗櫺的兩層樓木造房，為這一帶建築
最大的特色。將整條街襯托得古色古香，與京都祇園非常
相似。雖然現在的東茶屋街已經沒有當時的榮景，在街上
也見不到藝妓的蹤影，但是當時的建築、舞台、樂器等等
都還完整地保存下來，許多藝品小店與咖啡廳進駐，也為
這裡帶來新的風情，成為遊客必訪的旅遊勝地。

│自由軒│

交通 「橋場町（交番前）」巴士站徒步
約5分
電話 076-251-8930
地址 金澤市東山1-13-18
時間 9:30~18:00（冬季~17:30）
休日 店舖無休，金箔體驗教室週日一、
例假日休息
價格 吸油面紙¥346起，箔梅酒¥1188，
金箔體驗¥540起
網址 www.hakuza.co.jp

位於東茶屋街入口廣場上的自由
軒是創業於1909年的洋食老店，
從建築外觀就可看出其悠久風華
與歷史，至今仍保留著開業初期的
傳統滋味。所有的食材皆選自金澤
與近郊的在地蔬果肉品，調味關鍵
的牛肉醬汁、奶油等都是傳承百年
的獨家好滋味。店內最受歡迎的是
以醬油為底的蛋包飯與濃郁蕃茄
香氣的牛肉燴飯。

│箔座 ひかり藏│
交通 「橋場町（交番前）」巴士站徒步約3分
電話 076-252-1996
地址 金澤市東山1-6-6
時間 11:30~15:00（L.O.），17:00~21:00
（L.O.），週末例假日晚間16:30~21:00（L.O.）
休日 週二，每月第三個週一
價格 ハヤシライス（牛肉燴飯）¥760，
オムライス（蛋包飯）¥795
網址 www.jiyuke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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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箔在金澤的發展可追溯到加賀藩藩主前田利家。現今，全日本99%
的金箔皆生產自金澤，位居全國之冠。位在東茶屋街上的箔座ひかり
蔵裡有一座完全以金箔貼成的倉庫，在陽光下閃爍著耀眼光芒，成為
東茶屋街內一定要欣賞的絕世工藝。在此除了金箔工藝品之外，近年
來研發出金箔蛋糕、金箔化妝品、金箔首飾等，成為金澤必買的人氣
商品。2樓開設的金箔體驗教室，還可以讓遊客親手做出屬於自己的
金箔藝品。

│21世紀美術館裝置藝術介紹│
綠之橋
也是植物學家的作者在圓形設計的
美術館中透過許多長形與方形的隔
間構成多長廊的格局，以綠色植物
引入溫暖明亮的陽光與微風感。

まる
由許多鏡面球體組合起來的奇妙物
體，不只從外面可以反映出世界，鑽入
內部，才發現內部中空，凹鏡裡面滿滿
都是自己，彷彿進入奇幻世界裡！

Colour Activity House
由丹麥藝術家設計的Colour Activity
House由紅、藍、黃三塊半圓玻璃牆
以漩渦狀交錯而成，眼前看到的顏
色會隨著身處的角度而變化。

椅子
美術館裡和外面草坪上有許多椅子，
有的像兔子耳朵、有的像蒂芬尼的豆
型項鍊墜，代表這像公園一樣的美
術館，歡迎人們輕鬆進入。

Blue Planet Sky
四方形的大房間的天井上出現了一
個正方形 的窗口，將天 空切成「作
品」，體驗空間轉 移的靜寂與光線
流動。

游泳池
美術館出現游泳池？！坐在泳池底下
的人可以從水中探望天空雲朵，站在
泳池邊的人則可窺見泳池裡的人，暗
喻人與人之間的奇妙相逢。

註 泳池底下為付費區。

測量雲的男人
舉著長尺看起來像對著天空在測量些
什麼，據說是作者從電影「Bird Man
of Alcatraz」一句台詞：「只能測量雲
來過日子了」而得到的靈感。

傳聲小耳朵
美術館外圍草坪上有許多銀色的小
耳朵，對著它講話，聲音就會從不知
道是哪隻耳朵處傳出來，是小朋友們
最愛的遊戲。

壁畫
綠之橋旁有活躍於世界的華裔藝術
家林明弘所設計的壁畫，色彩濃烈
鮮豔的花朵在牆壁上綻放，據說靈
感是來自加賀友禪的和服圖樣。

Fusion21
21世紀美術館內的餐廳兼咖啡廳Fusion21，純白的優雅空間傍著大片落地玻
璃，明亮感十足。午餐時段提供五郎島金時(地瓜)等加賀野菜製成的自助餐廣
受女性歡迎，而單點的主餐也毫不遜色。另外蛋糕、飲品種類多元，美術館逛
累了後不妨可以來這裡休息。
交通 「広坂-21世紀美術館」巴士站下即達 電話 076-231-0201
地址 金澤市広坂1-2-1 金澤21世紀美術館內
時間 免費進入的公共區域9:00~22:00，展覽區10:00~18:00（週五及週六~20:00）
休日 週一（遇假日順延），年末年始
價格 Fusion Lunch（加賀蔬菜30道吃到飽）¥1940
網址 www.e-maplehouse.com/fusion2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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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房一笑│

│志摩│

由加賀棒茶老舖丸八製茶場設立的茶房，就位在
東茶屋街的茶屋之中，高雅沉靜的室內裝潢飄著
茶香，藉由每天都要喝的茶，將愉悅的氛圍傳達
給顧客。茶房一笑的茶美得就像藝術品般，隨著
季節變化的茶點充份表達和風之美。店內一隅也
有販售丸八製茶場的產品，小歇後可以選購。

由於建築保留著江戶時期的茶屋風格，使志摩被
指定為國家的重要文化財。若想在此享受悠閒氣
氛，不妨到1樓的寒村庵品嚐抹茶與和菓子點心。

│寺島藏人邸│
寺島藏人是加賀藩的藩士，由於熱心
繪畫，曾以「王梁元」與「応養」留下
多幅畫作，其作品以山水圖為主。宅邸
內保留著奧室、茶室與庭園，四季皆
美的庭園更是令人心折。喜愛抹茶的
旅客，不妨暫歇片刻，付費進入茶室
品嚐茶點。

交通 「橋場町（交番前）」巴士站徒步5分
電話 076-251-0108 地址 金澤市東山1-26-13
時間 10:00~18:00 休日 週一

│主計町茶屋街│
位在淺野川左岸的主計町茶屋街，雖然不及東茶屋街
般繁華，但因為有文豪泉鏡花與五木寬之的光環加
持，被認為是一條富有人文氣息的街道。在這裡集結
了許多料亭與茶屋，到了黃昏時分還有機會聽到從店
裡流洩出來的三味線琴聲，想要來趟人文散步，來這
裡就沒錯了。
交通 「橋場町（交番前）」巴士站徒步3分
地址 金澤市主計町

要說到金澤的老屋再生，八百萬本舖絕對是個代
表性例子。改建自老舖志村金物店的老町屋，1樓
集結了五家店舖，「KUTANI SEAL」的創意九谷燒
體驗、「能登style store」精選當地特產、「志村金
物店」的各式廚房用具、人氣店「stoock」的罐頭食
品，與充滿百萬さん身影的「百萬さん之家」。來
到2樓則是可租借的活動空間，沒有活動時也能至
「titi」買杯飲料當作咖啡空間使用，還有吉祥物百
萬さん在這裡等著你一起合影留念！

│美味しい本屋さ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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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 「橋場町（交番前）」巴士站徒步5分 電話 076-252-5675
地址 金澤市東山1-13-21 時間 9:00~18:00
價格 入館大人¥500；中學生以下¥300 網址 www.ochaya-shima.com

│久連波│
交通 「橋場町（交番前）」巴士站徒步5分
電話 076-253-0591
地址 金澤市東山1-14-8
時間 9:00~17:00
價格 入館¥750
網址 www.kaikaro.jp/

交通 近江町市場徒步2分
電話 076-213-5678
地址 金澤市袋町4-25
時間 9:30~19:00
休日 不定休
價格 煎蛋吐司¥570

│八百萬本舖│

交通 「橋場町」巴士站徒
步2分
電話 076-213-5148
地址 金澤市尾張町2-14-20
時間 10:00~19:00
休日 週三

交通 「橋場町（金城樓前）」巴士站徒步3分
電話 076-224-2789
地址 金澤市大手町10-3
時間 9:30~17:00，最後入館16:30
休日 12/29~1/3
價格 ¥300，高中生以下免費。茶點費用¥300
網址 www.kanazawa-museum.jp/terashima/

美味的書店？第一次看到店名的人總會搞不清楚，這
是賣吃的還是賣書？其實這是一間以「食」為主的選
書店，結合咖啡空間，一早就開店，讓人能夠一邊品嚐
美味的吐司、煎蛋，一邊翻翻「看起來」很美味的書藉
雜誌。除了店內翻閱，喜歡的書還能買回家收藏，想了
解日本食文化的第一站，就來這裡吃早餐吧！

久連波是一家結合紀念品與日式茶菓的喫茶
店，店裡也販賣許多友禪的製品，領巾、手
帕、小布袋及布玩偶等等，令人愛不釋手。
來到2樓喫茶區，最有名的就是抹茶製品，從
抹茶丸子、抹茶冰淇淋、抹茶蜜豆冰等應有
盡有。
交通 「橋場町（交番前）」巴士站徒步約3分
電話 076-253-9080
地址 金澤市東山1-24-3
時間 10:00~18:00
休日 週三
價格 抹茶與和菓子¥750
網址 www.higashi-kureha.com

│懷華樓│
由180餘年歷史的茶屋修復而成的懷華樓，是今日能
夠體驗茶屋文化的少數店家之一，不定期的藝妓表演
體驗更是讓人一飽眼福。若沒遇到表演也毋須氣餒，
不妨來到懷華樓參觀傳統加賀建築的特色，或是在地
爐茶室品嚐道地甜點和抹茶，選購藝妓們愛用的金箔
保養精華液也是不錯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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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 「香林坊」巴士站徒步7分
電話 076-221-3553
地址 金澤市長町1-3-32
時間 （4~9月）8:30~17:30，（10~3月）
8:30~16:30
休日 12/26~27
價格 大人¥500，高中生¥400，
國中小學¥250
網址 www.nomurake.com

交通 「片町」巴士站徒步約1分
電話 076-222-0805 地址 金澤市片町2-2-2
時間 10:00~20:00 休日 1/1
網址 katamachi-kirara.com

大野庄用水
沿著武家屋敷的圍牆旁蜿 蜒的「大 野庄用
水」是金澤最古老的用水，所謂用水是指從
港口到城下運送物資的水路交通要道。又被
人稱作「御荷川」，在金澤城修建時用於負荷
水運、搬運貨物，也有防火及取水的功能。

長町武家屋敷跡周邊

除了金沢駅前外，金澤最熱鬧的繁華
街就屬香林坊一帶了。除了東急スクエ
ア、大和百貨之外，片町きらら是2015
年新開設的百貨商城，引領北陸的少
女流行潮流。全館樓層不多，從1~3F
約有12家店舖進駐，像是H&M、LOFT
等，逛來十分輕鬆。

長町一帶的觀光重點莫過於
武家屋敷。這裡曾是加賀藩政
時期位高權重的藩士，當時中
上階級武士的居住地。高聳的
土牆以及黑到發亮的屋瓦建築
風格，凸顯出武士的身份地
位。如今大多數的武家屋敷仍
有人居住，僅開放少部份供遊
客參觀，更有不少以武家建築
為主體，重新改造成餐廳、茶
坊，讓漫步於古意盎然的長町
街巷中的遊客彷彿走入歷史。

│片町きらら│

│Kiku│

│尾山神社│

尾山神社主要祭祀的是加賀藩主前
田利家，在1873年遷移此地，在境
內可以看到利家與松的雕像。而醒
目的「神門」立在通往神社的階梯
上，成為少見的和、漢、洋三體融
合之建築，現在被指定為國家的重
要文化財。

交通 「南町」巴士站徒
步3分，「香林 坊」巴士
站徒步6分
電話 076-231-7210
地址 金澤市尾山町11-1
網址 www.oyama-jinja.
or.jp

KiKU改建自大正時代的建築，簡單的色
調與線條與主要販售商品「金工飾品」
相襯，店內氣氛顯得文藝。除了販售彫
金師竹俣勇壱的作品外，店內也有艸田
正樹的玻璃碗、桐本泰一的漆器等，也
提供情侶體驗工房，與心愛的他 她一
同打造屬於你倆的專屬戒指。

│武家屋敷跡 野村家│
野村家在加賀藩政時期曾是年俸1200
石的家老，庭園保持當年野村家的模
樣。除了參觀豪奢的建築，庭院裡高
6尺的大雪見燈籠、400年樹齡的山桃
樹都是引人注目的焦點。

│長町友禪館│

交通 「片町」巴士站徒步7分
電話 076-223-2319 地址 金澤市新竪町3-37
時間 11:00~20:00 休日 週三
價格 金工體驗¥5000，材料費另計
網址 www.kiku-web.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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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內2樓的展示室除了陳列各年代加賀
友禪名家的作品之外，透過加賀友禪製
作工程的照片，讓遊客對於加賀友禪的
染色過程有更深一層的了解。館內另備
有體驗教室，供遊客以加賀友禪的技法
來製作精美手帕。最受女性遊客喜愛的
莫過於加賀友禪的和服試穿體驗，分成
館內拍照體驗以及外出散步的兩種方案
（後者需事前預約）。

交通 「香林坊」巴士站
徒步8分
電話 076-264-2811
地址 金澤市長町2-6-16
時間 9:00~17:00
休日 年末年始
價格 入館¥350，館內拍
照體驗¥10 0 0（外出散
步¥4000/一日），友禪
著色體驗¥4000（約2小
時）
網址 w w w.kagayuzenclub.co.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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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茶屋資料館重現大正時期茶屋「吉米樓」，仿造當
時的建物規模、樣式。館內2樓可欣賞茶屋文化的裝
飾、屏風、三味線、太鼓等文物，牆上的鮮豔紅漆也
正訴說著有別於一般房舍的茶屋歷史。

交通 「広小路」巴士站徒
步4分
電話 076-247-8110
地址 金澤市野町2-25-18
時間 9:30~17:00
價格 免費

│甘納豆 かわむらKAWAMURA│
座落於西茶屋街底的かわむらKAWAMURA是間甘
納豆專賣店，店舖以黑色為基調，營造出不同於一
般的日式情調，而產品甘納豆更是讓人讚不絕口，除
了一般的大納言（紅豆）之外，青豆、白鳳豆、大豆、
栗子等，控制得宜的甜度與炊煮技巧、鬆軟香甜的
豆類甜點為廣受歡迎的伴手禮之一。

│西茶屋菓寮 味和以│
諸江屋是金澤的和菓子老舖，以落雁（由和三盆糖
製成的和菓子）聞名全國。味和以是落雁諸江屋的
西茶屋街分店裡一處與庭院相連的雅靜空間，往往
成為遊客歇腳休息、品味茶點的最佳場所。落雁甜
而不膩的糖香搭配上濃郁香醇的抹茶，沁入心房的
香氣餘韻令人難忘。

西茶屋街 寺
•町周邊

除了東茶屋街、主計
町，西茶屋街也是金澤著
名的花街，細長的格子窗
覆蓋住兩層樓高的茶屋
建築，飄散著婉約的古典
氣質。有別於東茶屋街，
西茶屋街的客層平民許
多，是古時庶民百姓們飲
酒作樂的歡樂街。如今這
條街上以提供高級懷石料
理的料亭居多，仍有藝妓
出沒，另有適合觀光客的
茶屋體驗行程，夜晚常可
聽見藝妓表演的三味線樂
聲。

│西茶屋資料館│

交通 「広小路」巴士站徒步6分 電話 076-244-2424
地址 金澤市野町2-26-1
時間 10:00~18:00，冬季平日10:00~17:00 休日 週二
價格 抹茶（附和菓子）¥600 網址 moroeya.co.jp

│妙立寺│
妙立寺於西元1643年時加賀百萬石的第三代藩主前田利常所建，主要為加賀藩御用的唸經所。為了逃避當
時政權（德川幕府）突如其來的暗殺，前田家便於妙立寺裡藏了許多秘密的逃生通道以及五花八門的隱匿
機關，因此被暱稱為「忍者寺」。
交通 「広小路」巴士站徒步3分 電話 076-241-0888 地址 金澤市野町1-2-12
時間 9:00~16:30。參觀時間從9:00起每30分鐘一梯次 休日 1/1及做法事的日子
價格 大人¥1000；小學生¥700（事前電話預約） 網路 www.myouryuji.or.jp

│犀川大橋│
交通 「広小路」巴士站徒步7分
電話 076-282-7000
地址 金澤市野町2-24-7
時間 9:30~18:00，週日例假日
9:00~17:00
休日 第一個週二
價格 季節たより（季節甘納豆，
6種口味）¥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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犀川穿 過 金 澤 市 流 經日本
海，與 被 暱 稱 為 女 川 的 淺
野川相對，犀川亦被稱為男
川。橫跨犀川的大橋建於大
正13年（1924），已被登錄
為有形文化財。淺綠色的橋
樑以簡單的幾何圖形組成，
與遠方山巒相映，形成一幅
美麗的城市人文風景。

交通 「広小路」巴士
站徒步2分；「片町」巴
士站徒步2分
地址 金澤市片町與千
日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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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淺田屋集團經營的松魚亭是金澤有名的活魚
料亭，位在卯辰山的半山腰，用餐的位置可欣
賞到金澤市街景，夜晚點點燈火十分迷人。這
裡的宴席料理新鮮且精緻，一份吃下來十分有
飽足感。
交通 從兼六園徒步約15分
電話 076-252-2271
地址 金澤市東山1-38-30
時間 午餐11:30~15:00 晚餐 17:00∼22:00
休日 12/28∼1/4
價格 宴席料理¥6000起，午餐定食¥2500
網址 www.asadaya.co.jp/shougyotei/

交通 近江町市場徒步3分鐘
電話 076-207-3417 地址 金澤市尾張町2-6-57
時間 17:00~23:00 休日 週一
價格 綜合生魚片¥1620起

非吃不可的北陸饗宴

松魚亭

到金澤想要品嚐居酒屋熱鬧的氣氛與美味精
緻的料理，位在近江町市場附近的「風和利」
是最佳選擇。主廚曾在紐約學習廚藝，看似
和風的料理卻帶點西洋的調味，融合的洽到
好處。利用北陸食材多彩的優勢，提供最新
鮮的海鮮料理，不管生魚片、炭燒或是酒蒸，
滿足所有饕客挑剔的味蕾，躍身成為金澤最
受歡迎的人氣居酒屋。

金澤美食推薦

風和利

山さん
來到北陸當然就得嚐嚐新鮮的海產，如果想一口吃盡大
量鮮味，那麼海鮮丼就是你的不二選擇。山さん位在近
江町市場之內，佔盡地利之便；用最新鮮、最當季的甘
甜海鮮組合而成，塞到幾乎要爆出來的海鮮丼，上面再
灑上金箔，絕對的頂極豪華。不只在視覺上感動，吃下
一口時令海鮮，那在口中融化的絕妙口感，令人忍不住
一口接一口直到見碗底。

六角堂
創業於1973年的六角堂位在卯辰山麓，以
石川縣產優質的食材與廚師高超的烹調技
巧、入座後鐵板上食物微煎的聲響、撲鼻
的香氣與豐厚的食感，為人們帶來五感饗
宴；六角堂可說是金澤高級鐵板燒料理的
代名詞。

交通 「武蔵ヶ辻近江町市場」巴士站下即達
電話 076-221-0055
地址 金澤市下近江町68近江町市場內
時間 7:30~售完
價格 海鮮丼¥2700
網址 www.yamasan-susi.com

交通 從兼六園徒步約15分 電話 076-252-5115
地址 金澤市東山1-38-27
時 間 11: 0 0 ~15: 0 0、17: 0 0 ~2 2 : 0 0。假日
11:00~15:00、16:30~22:00 休日 年末年始
價格 午間牛排定食¥2200起（未稅）
網址 www.asadaya.co.jp/rokkakudou

CAFÉ & BRASSERIE PAUL BOCUSE

よし坊
通常關東煮在日本是冬天的食物，但在金澤卻
是通年的平民美食。位在香林坊的よし坊是
金澤的關東煮名店，以昆布熬煮的高湯十分淡
雅，更能引出關東煮食材的鮮甜。這裡的關東
煮以北陸的魚漿與加賀野菜為煮，是金澤的必
吃名店。推薦冬季來到這裡，一定要品嚐特別
的「カニ面」，整隻香箱蟹肉都塞在蟹甲內，
加上高湯讓人食慾全開！

由世界知名法國主廚PAUL BOCUSE在金澤城下打造的法式輕食空
間，選在しいのき迎賓館的舊縣廳內，將法式傳統好味道帶入北
陸地區。將當季食材佐以恰當的烹調手法，看似華麗的法式料理
嚐起來意外地忠於食材原味，不添加過多香料，讓人吃到美味也
吃到健康。特別推薦烤布蕾，濃濃香草味與滑順的布蕾配上輕脆
表層焦糖，是難以令人抗拒的美妙滋味。
交通 「香林坊」巴士站徒步約5分
電話 076-261-1162 地址 金澤市広坂2-1-1 しいのき迎賓館1F
時間 11:00~20:00（L.O.19:00） 休日 週一（4~10月無休）
價格 甜點套餐¥850，A套餐（主餐+甜點+飲料）¥1800（未稅）
網址 www.hiramatsurestaurant.jp/paulbocuse-cafe/
註 週二~五不提供A、B套餐，只有輕食與甜點。需用餐可至2樓的JARDIN
PAUL BOCUSE

交通 「香林坊」巴士站徒步2分
電話 076-221-8048 地址 金澤市香林坊2-4-21
時間 17:30~23:30 休日 週日、例假日
價格 關東煮¥100起，カニ面（(螃蟹關東煮）¥1430

居酒屋割烹 田村
グリル オーツカ Grill Otsuka
要說到金澤最有名的洋食，首推Otsuka的炸魚蛋
包飯了。在1957年開業的Otsuka以炸魚蛋包飯
聞名，在煎得薄薄的蛋皮上擺上炸得酥脆的魚
肉，再淋上店家特調的蕃茄醬與白醬，是除了金
澤之外，別處吃不到的獨特滋味，絕對值得親自
來品嚐。
交通 「香林坊」巴士站徒步6分 電話 076-221-2646
地址 金澤市片町2-9-15
時間 11:00~20:00（L.O.19:50） 休日 週三
價格 ハントンライス（炸魚蛋包飯）¥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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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過東茶屋街旁淺野川上的小梅橋，河的對岸就是「居酒屋割烹
田村」，從牆上滿滿的藝人簽名照，便可知道這家店在日本演藝
界多有人氣，美味又量多豐富的料理更是高朋滿座的主要原因。
除了田村烏龍麵外，像是包裹著鰤魚生魚片、頂上蓋滿鮭魚卵、
海膽、蟹肉的海鮮壽司捲等都很推薦。當然，一般在料亭才吃得
到的加賀名物「治部煮」也是這裡的熱門菜餚。
交通 「橋場町（交番前）」巴士站徒步3分 電話 076-222-0517
地址 金澤市並木町2-18 時間 17:00~23:30，五、六、日有午餐時段
12:00~14:00 休日 週三
價格 ぶり太巻（鰤魚壽司捲）¥1500，治部煮¥1500
網址 kanazawatamur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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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 近江町市場徒步2分
電話 076-224-6800 地址 金澤市武蔵町2-12本店2F
時間 10:00~19:00（L.O. 18:30）
價格 草莓聖代（季節限定1~5月）¥900

交通 「香林坊」巴士站徒步10分
地址 金澤市長町3-8-12 電話 076-221-2087
時間 12:00~黃昏 休日 週二、三
價格 クリームあんみつ（蜜豆冰）¥800
網址 fubako.s150.xrea.com/

勾起乙女心的美味下午茶

Murahata是間高級水果專賣店，除了品質優異之外，在
本店2樓開設的甜點店更是人潮滿滿。放眼望去店裡幾乎
9成都是女性，為的便是品嚐華麗的水果聖代。除了全年
都有的品項外，一定要點當季才有的旬果聖代，冬季限
定的草莓不但香氣足、酸甜兼俱，與鮮奶油、霜淇淋、
共同譜出的柔和口味，是人氣第一名。

藏在小巷子轉角裡的甘味處「金花
糖」有著優雅的町家建築，讓人能在
金澤的古風情下體會和風之美。老闆
娘堅持從紅豆餡到湯圓都要自己手工
製作，讓客人不只吃得到美味，也吃
得出達人的用心。

甜點．咖啡廳

Murahata

甘味処金花糖

土家
土家改建自大正五年的茶屋，現
在室內仍殘留許多茶屋才會有的小設
計。不同於一般咖啡廳提供冰水，一入座後
店主人便端上熱茶與和菓子，讓人心頭一暖。點了杯
咖啡，倚在2樓的窗台邊，看向窗外美麗景色，渡過悠閒而美好的
午後時光。
交通 「橋場町（交番前）」巴士站徒步5分 電話 090-8097-4702
地址 金澤市主計町2-3 時間 10:00~17:00 休日 週一、二
價格 土家スペシャルコーヒー（招牌咖啡）¥500

茶房素心
雖然名為茶房，但素心是間不折不
扣的咖啡小館。座落在東茶屋街上
的老屋改建成現貌，一進店內就聞
到滿室咖啡香，輕鬆的音樂流盪於
高挑的室內空間裡，營造出輕鬆自
在的氛圍。1樓的吧台區可以欣賞
咖啡職人沖咖啡的技巧，2樓靠窗
的位置能夠由高向下欣賞東茶屋街
的街景，推薦在東茶屋街散步時能
來這裡品味金澤的悠閒時光。

Le Musee de H Kanazawa

位在石川縣立美術館內的咖啡廳Le Musee de H
Kanazawa，是由頂尖的日本甜點職人辻口博啓所
開設。出身於能登七尾的辻口博啓運用能登與金澤
的在地天然食材，並以和風概念出發，研發出多彩
多姿的和風法式甜點。
交通 「広坂（石浦神社前）」巴士站下徒步5分
電話 076-204-6100
地址 金澤市出羽町2-1，石川縣立美術館內
時間 10:00~19:00
價格 加賀棒茶ロール（加賀棒茶瑞
士捲）¥335
網址 le-musee-de-h.jp

世界で2番めにおいしい焼きたてメロンパンアイス
世界上第二好吃的現烤波蘿麵包冰淇淋

交通 「橋場町（交番前）」巴士站徒步4分
電話 076-252-4426
地址 金澤市東山1-24-1
時間 10:00∼18:30
休日 週三
價格 素心ブレン
ド（招 牌 咖 啡）
¥450

剛出爐熱呼呼的波蘿麵包夾上一大塊香草冰淇淋，配上烤得香酥的
麵包邊，夾著稍稍融化的冰淇淋更讓麵包內嫩順滑，香甜滋味也深
受高中生的歡迎，自從2013年開店以來，平日可賣出200個，假日
更是多達500個，引起不小的話題。
交通 「香林坊」巴士站下徒步5分 電話 080-9453-6086
地址 金澤市広坂1-1-53 時間 7:00~19:00，例假日9:00~19:00
價格 焼きたてメロンパンアイス（現烤波蘿麵包冰淇淋）¥350
網址 melonpan-ice.com

Fluffy
改造自老町家的Fluffy，主打軟綿綿的鬆餅，是東茶屋
街的排隊名店！使用加賀棒茶製成的鬆餅帶點香氣，搭
配上以黑糖熬煮的紅豆，滋味更富層次。除了甜食外，
也有像是豆醬、鮭魚、火腿等口味的鹹鬆餅，當正餐也
很有飽足感。原本從事平面設計的老闆對美學十分堅
持，連杯、盤都是親手製作，值得細細玩味。
交通 「橋場町」巴士站徒步7分
電話 076-225-8312 地址 金澤市東山1-23-10
時間 9:00~17:00
休日 週一、第1、3、5個週五休。第2、4個週五從下午開始營業
價格 加賀棒茶鬆餅¥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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箔一
箔一是家專賣金箔相關商品的人氣名店。位在東茶屋街
裡的店舖每到假日就排起了人龍，讓人不禁好奇一探，
原來大家排的正是豪氣覆上一片寬10公分的金箔霜淇
淋！一口咬下滿是奢華，其實食用金箔嚐起來並沒有特
別的味道，但光是視覺華美便值得一試！
交通 「橋場町」巴士站徒步約5分
電話 076-253-0891 地址 金澤市東山1-15-4
時間 9:00~18:00 價格 金箔霜淇淋¥891
網址 kanazawa.hakuichi.co.jp

28

加賀麩設計成櫻花、楓葉等風雅的模樣，
顏色也十分豐富，可以代替豆腐加入味噌
湯中，很有裝飾效果。現在也有非常方便的
「寶之麩」，只要放在碗裡注入熱水就能瞬
間變成一碗美味的湯品。

即溶咖啡中加入金箔，在家也能夠優雅地享受奢華時
光。罐子的包裝也以九谷燒的椿花為主題，是代表性
十足的金澤伴手禮。
金澤屋珈琲店
交通 「兼六園」巴士站徒步5分，金澤城公園黒門口
電話 076-254-5411 地址 金澤市丸の内5-26
時間 9:00~18:00 休日 週三
網址 www.krf.co.jp/kanazawa

九谷燒小物
源自山中町九谷地區的優良陶土工藝九谷燒是石川縣重要的傳統工藝，
色彩鮮豔是一大特色。最近有藝術家將傳統的九谷燒結合創意，燒出一
個個實用物品。

加賀麩 不室屋
交通 「武藏ヶ辻近江町市場」巴士站徒步1分；
金澤車站東口徒步15分
電話 0120-26-6817 地址 金澤市尾張町2-3-1
時間 9:30~18:30 網址 www.fumuroya.co.jp

とり野菜みそ
金澤人的靈魂美食，家家戶戶廚房必備的，便是這包
味噌火鍋湯底「とり野菜みそ」。有點復古的人物畫
像，まつや除了傳統口味，還推出了柚子、辣味、醋
味等，煮完火鍋再加入烏龍麵，是金澤的家庭滋味。

不買怎麼行！
多彩的加賀名物

Le Musee de H
交通 「広坂」巴士站下徒步5分
電話 076-204-6100
地址 金澤市出羽町2-1，石川縣立美術館內
時間 10:00~19:00
網址 le-musee-de-h.jp

宝の麩

金箔咖啡

辻口博 啓以 金 澤冬天 的意 象「雪吊
繩」為發想，大量使用能登產的原枓，
千層酥上的能登梅子糖霜就像雪一樣
十分風雅。Yukizuri酥脆的口感與纖細
的滋味，加上名廚加持，是金澤的代
表銘菓。

人氣金澤伴手禮

Yukizuri

まつや
交通 市區內各大超市、物產店都能買得到
網址 www.toriyasaimiso.jp

金箔化妝品

献上加賀棒茶

根據實驗結果顯示，在保養品內加入金
箔可加速保養品成份有效吸收，不管是否
只是噱頭，光是看到保養品發出燦亮的
金色光芒就足以令人瘋狂了。

在加賀一帶，提到茶最先想到的便是
「焙茶」，利用第一輪採收的茶莖，細
心淺焙，泡開後澄色茶湯散發著獨特
的芳香，加上可愛的包裝成功打入年
輕族群。

OKURA
交通 「香林坊」巴士站徒
步約5分
電話 076-263-3062
地址 金澤市香林坊2-10-6
時間 11:00~17:00
休日 週二
網 址 w w w. k a g a c a b l e .
ne.jp/~c.g.okura/

丸八製茶場 茶房一笑
交通 「橋場町（交番前）」巴士站徒步5分
電話 076-251-0108
地址 金澤市東山1-26-13
時間 10:00~18:00 休日 週一
網址 www.kagaboucha.co.jp

精緻又美麗的金澤風雜貨，像是擺滿整面牆的工藝
筷子，每個都雕工細膩、花色動人，讓拿筷子吃飯也
成為一件賞心悅目的事。

嚴選兵庫縣產的山田錦米及石川
縣的天然好水並以傳統技術精心
釀製。藍色瓶身呈現出高雅時尚
感。細緻卻帶有深度的口感及順
暢的滋味與日式料理絕配。
福光屋
交通 「小立野」巴士站徒步1分
電話 076-223-1117
地址 金澤市石引2丁目8-3
時間 10:00~19:00 休日 年末年始
網址 www.fukumitsuya.co.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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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香
交 通 「橋 場 町（交 番
前）」巴士站徒步約5分
電話 076-252-2830
地址 金澤市東山1-24-6
時間 10:00~17:30
休日 週二~四
價格 手ぬぐい(（手 拭
巾）¥840起

圖太小

炒豆、甘納豆
使用能登產的紅豆、黑豆等製成的傳統日式零
嘴，更有巧克力口味等和洋折衷的
新風味。伴手禮用的豆箱設計精
美，超有人氣！

和風雜貨

加賀鳶清酒

茶屋美人
交通 「橋場町（交番前）」巴士站往東茶屋
街方向徒步約4分
電話 076-253-8883 地址 金澤市東山1-26-17
時間 9:30~18:00，冬季9:00~17:30
網址 www.hakuza.co.jp/company/shop04.html

まめや金澤萬久
交通 「武藏ヶ辻近江町市場」巴
士站下車即達。武藏ヶ辻近江町市
場旁
電話 076-224-8989
地址 金澤市青草町88番地
時間 9:00~18:00
網址 www.mameya-bankyu.com

はなことたろう
結合和菓子與洋菓子而生的糕點，一層巧
克力羊羹、一層 茶蛋糕，碰撞出和洋新滋
味，是充滿和式摩登風情的一品。巧克力
羊羹灑上金箔，更具地方代表性，拿來送
禮好看又美味。
茶菓工房たろう
地址 金澤市木ノ新保町1-1（JR金澤車站 金澤百
番街 あんと）

烏骨雞蛋蜂蜜蛋糕
以天然養殖法放養的烏骨雞，一年中僅生產3~40粒雞蛋，富
含蛋白質、鐵質與維生素A，以打發蛋白的技巧讓蛋糕鬆軟
綿密，灑上薄薄一層金箔，讓您送禮更大方。
烏鶏庵
交通 「橋場町（交番前）」巴士站往東茶屋街方向徒步約2分
電話 076-255-6339 地址 石川県金澤市東山1-3-1
時間 9:30~17:30 網址 www.ukokkei.co.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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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淺田屋集團經營的松魚亭是金澤有名的活魚
料亭，位在卯辰山的半山腰，用餐的位置可欣
賞到金澤市街景，夜晚點點燈火十分迷人。這
裡的宴席料理新鮮且精緻，一份吃下來十分有
飽足感。
交通 從兼六園徒步約15分
電話 076-252-2271
地址 金澤市東山1-38-30
時間 午餐11:30~15:00 晚餐 17:00∼22:00
休日 12/28∼1/4
價格 宴席料理¥6000起，午餐定食¥2500
網址 www.asadaya.co.jp/shougyotei/

交通 近江町市場徒步3分鐘
電話 076-207-3417 地址 金澤市尾張町2-6-57
時間 17:00~23:00 休日 週一
價格 綜合生魚片¥1620起

非吃不可的北陸饗宴

松魚亭

到金澤想要品嚐居酒屋熱鬧的氣氛與美味精
緻的料理，位在近江町市場附近的「風和利」
是最佳選擇。主廚曾在紐約學習廚藝，看似
和風的料理卻帶點西洋的調味，融合的洽到
好處。利用北陸食材多彩的優勢，提供最新
鮮的海鮮料理，不管生魚片、炭燒或是酒蒸，
滿足所有饕客挑剔的味蕾，躍身成為金澤最
受歡迎的人氣居酒屋。

金澤美食推薦

風和利

山さん
來到北陸當然就得嚐嚐新鮮的海產，如果想一口吃盡大
量鮮味，那麼海鮮丼就是你的不二選擇。山さん位在近
江町市場之內，佔盡地利之便；用最新鮮、最當季的甘
甜海鮮組合而成，塞到幾乎要爆出來的海鮮丼，上面再
灑上金箔，絕對的頂極豪華。不只在視覺上感動，吃下
一口時令海鮮，那在口中融化的絕妙口感，令人忍不住
一口接一口直到見碗底。

六角堂
創業於1973年的六角堂位在卯辰山麓，以
石川縣產優質的食材與廚師高超的烹調技
巧、入座後鐵板上食物微煎的聲響、撲鼻
的香氣與豐厚的食感，為人們帶來五感饗
宴；六角堂可說是金澤高級鐵板燒料理的
代名詞。

交通 「武蔵ヶ辻近江町市場」巴士站下即達
電話 076-221-0055
地址 金澤市下近江町68近江町市場內
時間 7:30~售完
價格 海鮮丼¥2700
網址 www.yamasan-susi.com

交通 從兼六園徒步約15分 電話 076-252-5115
地址 金澤市東山1-38-27
時 間 11: 0 0 ~15: 0 0、17: 0 0 ~2 2 : 0 0。假日
11:00~15:00、16:30~22:00 休日 年末年始
價格 午間牛排定食¥2200起（未稅）
網址 www.asadaya.co.jp/rokkakudou

CAFÉ & BRASSERIE PAUL BOCUSE

よし坊
通常關東煮在日本是冬天的食物，但在金澤卻
是通年的平民美食。位在香林坊的よし坊是
金澤的關東煮名店，以昆布熬煮的高湯十分淡
雅，更能引出關東煮食材的鮮甜。這裡的關東
煮以北陸的魚漿與加賀野菜為煮，是金澤的必
吃名店。推薦冬季來到這裡，一定要品嚐特別
的「カニ面」，整隻香箱蟹肉都塞在蟹甲內，
加上高湯讓人食慾全開！

由世界知名法國主廚PAUL BOCUSE在金澤城下打造的法式輕食空
間，選在しいのき迎賓館的舊縣廳內，將法式傳統好味道帶入北
陸地區。將當季食材佐以恰當的烹調手法，看似華麗的法式料理
嚐起來意外地忠於食材原味，不添加過多香料，讓人吃到美味也
吃到健康。特別推薦烤布蕾，濃濃香草味與滑順的布蕾配上輕脆
表層焦糖，是難以令人抗拒的美妙滋味。
交通 「香林坊」巴士站徒步約5分
電話 076-261-1162 地址 金澤市広坂2-1-1 しいのき迎賓館1F
時間 11:00~20:00（L.O.19:00） 休日 週一（4~10月無休）
價格 甜點套餐¥850，A套餐（主餐+甜點+飲料）¥1800（未稅）
網址 www.hiramatsurestaurant.jp/paulbocuse-cafe/
註 週二~五不提供A、B套餐，只有輕食與甜點。需用餐可至2樓的JARDIN
PAUL BOCUSE

交通 「香林坊」巴士站徒步2分
電話 076-221-8048 地址 金澤市香林坊2-4-21
時間 17:30~23:30 休日 週日、例假日
價格 關東煮¥100起，カニ面（(螃蟹關東煮）¥1430

居酒屋割烹 田村
グリル オーツカ Grill Otsuka
要說到金澤最有名的洋食，首推Otsuka的炸魚蛋
包飯了。在1957年開業的Otsuka以炸魚蛋包飯
聞名，在煎得薄薄的蛋皮上擺上炸得酥脆的魚
肉，再淋上店家特調的蕃茄醬與白醬，是除了金
澤之外，別處吃不到的獨特滋味，絕對值得親自
來品嚐。
交通 「香林坊」巴士站徒步6分 電話 076-221-2646
地址 金澤市片町2-9-15
時間 11:00~20:00（L.O.19:50） 休日 週三
價格 ハントンライス（炸魚蛋包飯）¥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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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過東茶屋街旁淺野川上的小梅橋，河的對岸就是「居酒屋割烹
田村」，從牆上滿滿的藝人簽名照，便可知道這家店在日本演藝
界多有人氣，美味又量多豐富的料理更是高朋滿座的主要原因。
除了田村烏龍麵外，像是包裹著鰤魚生魚片、頂上蓋滿鮭魚卵、
海膽、蟹肉的海鮮壽司捲等都很推薦。當然，一般在料亭才吃得
到的加賀名物「治部煮」也是這裡的熱門菜餚。
交通 「橋場町（交番前）」巴士站徒步3分 電話 076-222-0517
地址 金澤市並木町2-18 時間 17:00~23:30，五、六、日有午餐時段
12:00~14:00 休日 週三
價格 ぶり太巻（鰤魚壽司捲）¥1500，治部煮¥1500
網址 kanazawatamura.com

26

交通 近江町市場徒步2分
電話 076-224-6800 地址 金澤市武蔵町2-12本店2F
時間 10:00~19:00（L.O. 18:30）
價格 草莓聖代（季節限定1~5月）¥900

交通 「香林坊」巴士站徒步10分
地址 金澤市長町3-8-12 電話 076-221-2087
時間 12:00~黃昏 休日 週二、三
價格 クリームあんみつ（蜜豆冰）¥800
網址 fubako.s150.xrea.com/

勾起乙女心的美味下午茶

Murahata是間高級水果專賣店，除了品質優異之外，在
本店2樓開設的甜點店更是人潮滿滿。放眼望去店裡幾乎
9成都是女性，為的便是品嚐華麗的水果聖代。除了全年
都有的品項外，一定要點當季才有的旬果聖代，冬季限
定的草莓不但香氣足、酸甜兼俱，與鮮奶油、霜淇淋、
共同譜出的柔和口味，是人氣第一名。

藏在小巷子轉角裡的甘味處「金花
糖」有著優雅的町家建築，讓人能在
金澤的古風情下體會和風之美。老闆
娘堅持從紅豆餡到湯圓都要自己手工
製作，讓客人不只吃得到美味，也吃
得出達人的用心。

甜點．咖啡廳

Murahata

甘味処金花糖

土家
土家改建自大正五年的茶屋，現
在室內仍殘留許多茶屋才會有的小設
計。不同於一般咖啡廳提供冰水，一入座後
店主人便端上熱茶與和菓子，讓人心頭一暖。點了杯
咖啡，倚在2樓的窗台邊，看向窗外美麗景色，渡過悠閒而美好的
午後時光。
交通 「橋場町（交番前）」巴士站徒步5分 電話 090-8097-4702
地址 金澤市主計町2-3 時間 10:00~17:00 休日 週一、二
價格 土家スペシャルコーヒー（招牌咖啡）¥500

茶房素心
雖然名為茶房，但素心是間不折不
扣的咖啡小館。座落在東茶屋街上
的老屋改建成現貌，一進店內就聞
到滿室咖啡香，輕鬆的音樂流盪於
高挑的室內空間裡，營造出輕鬆自
在的氛圍。1樓的吧台區可以欣賞
咖啡職人沖咖啡的技巧，2樓靠窗
的位置能夠由高向下欣賞東茶屋街
的街景，推薦在東茶屋街散步時能
來這裡品味金澤的悠閒時光。

Le Musee de H Kanazawa

位在石川縣立美術館內的咖啡廳Le Musee de H
Kanazawa，是由頂尖的日本甜點職人辻口博啓所
開設。出身於能登七尾的辻口博啓運用能登與金澤
的在地天然食材，並以和風概念出發，研發出多彩
多姿的和風法式甜點。
交通 「広坂（石浦神社前）」巴士站下徒步5分
電話 076-204-6100
地址 金澤市出羽町2-1，石川縣立美術館內
時間 10:00~19:00
價格 加賀棒茶ロール（加賀棒茶瑞
士捲）¥335
網址 le-musee-de-h.jp

世界で2番めにおいしい焼きたてメロンパンアイス
世界上第二好吃的現烤波蘿麵包冰淇淋

交通 「橋場町（交番前）」巴士站徒步4分
電話 076-252-4426
地址 金澤市東山1-24-1
時間 10:00∼18:30
休日 週三
價格 素心ブレン
ド（招 牌 咖 啡）
¥450

剛出爐熱呼呼的波蘿麵包夾上一大塊香草冰淇淋，配上烤得香酥的
麵包邊，夾著稍稍融化的冰淇淋更讓麵包內嫩順滑，香甜滋味也深
受高中生的歡迎，自從2013年開店以來，平日可賣出200個，假日
更是多達500個，引起不小的話題。
交通 「香林坊」巴士站下徒步5分 電話 080-9453-6086
地址 金澤市広坂1-1-53 時間 7:00~19:00，例假日9:00~19:00
價格 焼きたてメロンパンアイス（現烤波蘿麵包冰淇淋）¥350
網址 melonpan-ice.com

Fluffy
改造自老町家的Fluffy，主打軟綿綿的鬆餅，是東茶屋
街的排隊名店！使用加賀棒茶製成的鬆餅帶點香氣，搭
配上以黑糖熬煮的紅豆，滋味更富層次。除了甜食外，
也有像是豆醬、鮭魚、火腿等口味的鹹鬆餅，當正餐也
很有飽足感。原本從事平面設計的老闆對美學十分堅
持，連杯、盤都是親手製作，值得細細玩味。
交通 「橋場町」巴士站徒步7分
電話 076-225-8312 地址 金澤市東山1-23-10
時間 9:00~17:00
休日 週一、第1、3、5個週五休。第2、4個週五從下午開始營業
價格 加賀棒茶鬆餅¥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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箔一
箔一是家專賣金箔相關商品的人氣名店。位在東茶屋街
裡的店舖每到假日就排起了人龍，讓人不禁好奇一探，
原來大家排的正是豪氣覆上一片寬10公分的金箔霜淇
淋！一口咬下滿是奢華，其實食用金箔嚐起來並沒有特
別的味道，但光是視覺華美便值得一試！
交通 「橋場町」巴士站徒步約5分
電話 076-253-0891 地址 金澤市東山1-15-4
時間 9:00~18:00 價格 金箔霜淇淋¥891
網址 kanazawa.hakuichi.co.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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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賀麩設計成櫻花、楓葉等風雅的模樣，
顏色也十分豐富，可以代替豆腐加入味噌
湯中，很有裝飾效果。現在也有非常方便的
「寶之麩」，只要放在碗裡注入熱水就能瞬
間變成一碗美味的湯品。

即溶咖啡中加入金箔，在家也能夠優雅地享受奢華時
光。罐子的包裝也以九谷燒的椿花為主題，是代表性
十足的金澤伴手禮。
金澤屋珈琲店
交通 「兼六園」巴士站徒步5分，金澤城公園黒門口
電話 076-254-5411 地址 金澤市丸の内5-26
時間 9:00~18:00 休日 週三
網址 www.krf.co.jp/kanazawa

九谷燒小物
源自山中町九谷地區的優良陶土工藝九谷燒是石川縣重要的傳統工藝，
色彩鮮豔是一大特色。最近有藝術家將傳統的九谷燒結合創意，燒出一
個個實用物品。

加賀麩 不室屋
交通 「武藏ヶ辻近江町市場」巴士站徒步1分；
金澤車站東口徒步15分
電話 0120-26-6817 地址 金澤市尾張町2-3-1
時間 9:30~18:30 網址 www.fumuroya.co.jp

とり野菜みそ
金澤人的靈魂美食，家家戶戶廚房必備的，便是這包
味噌火鍋湯底「とり野菜みそ」。有點復古的人物畫
像，まつや除了傳統口味，還推出了柚子、辣味、醋
味等，煮完火鍋再加入烏龍麵，是金澤的家庭滋味。

不買怎麼行！
多彩的加賀名物

Le Musee de H
交通 「広坂」巴士站下徒步5分
電話 076-204-6100
地址 金澤市出羽町2-1，石川縣立美術館內
時間 10:00~19:00
網址 le-musee-de-h.jp

宝の麩

金箔咖啡

辻口博 啓以 金 澤冬天 的意 象「雪吊
繩」為發想，大量使用能登產的原枓，
千層酥上的能登梅子糖霜就像雪一樣
十分風雅。Yukizuri酥脆的口感與纖細
的滋味，加上名廚加持，是金澤的代
表銘菓。

人氣金澤伴手禮

Yukizuri

まつや
交通 市區內各大超市、物產店都能買得到
網址 www.toriyasaimiso.jp

金箔化妝品

献上加賀棒茶

根據實驗結果顯示，在保養品內加入金
箔可加速保養品成份有效吸收，不管是否
只是噱頭，光是看到保養品發出燦亮的
金色光芒就足以令人瘋狂了。

在加賀一帶，提到茶最先想到的便是
「焙茶」，利用第一輪採收的茶莖，細
心淺焙，泡開後澄色茶湯散發著獨特
的芳香，加上可愛的包裝成功打入年
輕族群。

OKURA
交通 「香林坊」巴士站徒
步約5分
電話 076-263-3062
地址 金澤市香林坊2-10-6
時間 11:00~17:00
休日 週二
網 址 w w w. k a g a c a b l e .
ne.jp/~c.g.okura/

丸八製茶場 茶房一笑
交通 「橋場町（交番前）」巴士站徒步5分
電話 076-251-0108
地址 金澤市東山1-26-13
時間 10:00~18:00 休日 週一
網址 www.kagaboucha.co.jp

精緻又美麗的金澤風雜貨，像是擺滿整面牆的工藝
筷子，每個都雕工細膩、花色動人，讓拿筷子吃飯也
成為一件賞心悅目的事。

嚴選兵庫縣產的山田錦米及石川
縣的天然好水並以傳統技術精心
釀製。藍色瓶身呈現出高雅時尚
感。細緻卻帶有深度的口感及順
暢的滋味與日式料理絕配。
福光屋
交通 「小立野」巴士站徒步1分
電話 076-223-1117
地址 金澤市石引2丁目8-3
時間 10:00~19:00 休日 年末年始
網址 www.fukumitsuya.co.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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炒豆、甘納豆
使用能登產的紅豆、黑豆等製成的傳統日式零
嘴，更有巧克力口味等和洋折衷的
新風味。伴手禮用的豆箱設計精
美，超有人氣！

和風雜貨

加賀鳶清酒

茶屋美人
交通 「橋場町（交番前）」巴士站往東茶屋
街方向徒步約4分
電話 076-253-8883 地址 金澤市東山1-26-17
時間 9:30~18:00，冬季9:00~17:30
網址 www.hakuza.co.jp/company/shop04.html

今日香
交 通 「橋 場 町（交 番
前）」巴士站徒步約5分
電話 076-252-2830
地址 金澤市東山1-24-6
時間 10:00~17:30
休日 週二~四
價格 手ぬぐい(（手 拭
巾）¥840起

まめや金澤萬久
交通 「武藏ヶ辻近江町市場」巴
士站下車即達。武藏ヶ辻近江町市
場旁
電話 076-224-8989
地址 金澤市青草町88番地
時間 9:00~18:00
網址 www.mameya-bankyu.com

烏骨雞蛋蜂蜜蛋糕
以天然養殖法放養的烏骨雞，一年中僅生產3~40粒雞蛋，
富含蛋白質、鐵質與維生素A，以打發蛋白的技巧讓蛋糕鬆
軟綿密，灑上薄薄一層金箔，讓您送禮更大方。

麥芽糖
用米混和大麥製成的麥芽糖，是當初
俵屋（原為米店）想出來代替奶水餵
食嬰兒的食品，現在則因為麥芽糖
中許多健康成分而大受歡迎。
あめの俵屋
交通 「小橋」巴士站徒步約2分
電話 076-252-2079
地址 金澤市小橋町2-4
時間 9:00~18:00，週日9:00~17:00
網址 www.ame-tawaraya.co.jp

烏鶏庵
交通 「橋場町（交番前）」巴士站往東茶屋街方向徒步約2分
電話 076-255-6339 地址 石川県金澤市東山1-3-1
時間 9:30~17:30 網址 www.ukokkei.co.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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