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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百货店！

百货店地下食品区
手册

日本百货 店 指 南

 尽情品尝！
只有这里才有的美食

特别的内容、

包装和服务在等着您



日本的百货店是汇聚
“款待服务”的宝库

5
款 待 服 务

1
款 待 服 务

3
款 待 服 务

4
款 待 服 务

2
款 待 服 务

2

日本的待客之道世界闻名。如何才能使来访的客人都心满意足？站在对方的立场上提供服务，这是日本

待客之道的体现。体验日本百货店的服务，或许能够成为您深入了解日本的契机。

店里出售的商品没有丝毫瑕疵是理所当然，日本人因此被誉为世界上对品质

要求最苛刻的消费者。不言而喻，百货店里荟萃了可以让那些严格的消费者

满意的商品。食品除品味之外，卫生安全也倍受重视。只要是陈列出的商品，

都可以信赖，这种安心感是一种无与伦比的魅力。

试穿衣服、试穿鞋子、试用化妆品、地下食品区的试吃，百货店提供的这些

服务基本上都是免费的。选购礼品，可以向接待人员咨询。店内购买的商品

和行李可以在寄存处寄存。有些店铺也会有收费服务，但是会事先告知客人。

很多百货店都在地下楼层设有食品销售区，即“百货店地下食品区”。1楼通
常是化妆品和珠宝首饰卖场，2楼是女性鞋包卖场，再往上连续数层都是女性
服装卖场，高层是男士服装、儿童用品、家居用品、礼物、活动楼层等，视野

好的顶层通常是餐厅区。全家人在一家百货店就能够度过美好的一天。

近年来，日本的百货店不断增加面向外国人的服务。店内常驻懂外语的店员，

店内还有外语楼层指南。此外，即便是不懂外语的店员，还可以利用手指对

话手册与外国客人交流。各类常用信用卡在百货店基本都能使用，有的店内

还设有换外汇的窗口，不去银行也能够解决。

衣食住商品应有尽有，全家人都能愉快购物

各种服务基本都是免费的！

很多面向外国人的服务

汇聚日本消费者赏识的一流商品

※并不是所有的百货店都有本页所提到的服务，请谅解。

密布日本全国的铁道能够准时运行，这是日本的一大特色，对于日本民众来说，

大家都喜欢离车站近、交通方便的地方。而百货店正是位于这种方便的地段，

其中与车站直接相通的店铺也绝非少见。在车站附近就应有尽有，而且商品

按楼层分类，方便寻找，不用担心购物疲乏。

紧邻车站购物方便

妈妈在购物的时候，爸
爸和孩子可以在高层
逛逛，然后一家人在
餐厅区集合，每个人
都可自得其乐，享受
休闲时光。

汇聚日本乃至世界一
流商品的百货店。采
购人员在长年为消费
者服务的过程中得到
锻炼，他们不满意的
商品是不会摆在店内
销售的。

百货店已经成为各主
要车站的地标性建筑，
也可以说是周边地区
的“脸面”。在 1楼的
咨询台，店员永远面
带微笑欢迎客人。

购买礼物之后，如果
有需要，可以免费进
行礼品包装。店员会
在礼品包装上系上好
看的蝴蝶结，也可以
放入留言卡。

基本上都是免税店。百
货店中设有免税柜台，
可以应对各国语言。此
外还可以将客人购买
的商品邮送到客人居
住的酒店或者海外（收
费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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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百货店是汇聚
“款待服务”的宝库

COLUMN: 日本的饮食文化

超棒的“百货店地下食品区”

日本全国主要百货店介绍

10    丸井今井 札幌总店［丸井今井 札幌本店］

16    伊势丹新宿店［伊勢丹新宿店］

52    博多阪急［博多阪急］

54    鹤屋百货店［鶴屋百貨店］

29    横滨高岛屋
　［横浜タカシマヤ］

34    JR名古屋高岛屋
　［ジェイアール名古屋タカシマヤ］

30    丸广百货店川越总店
　　［丸広百貨店川越本店］

35    松坂屋静冈店［松坂屋静岡店］

31    京成百货店［京成百貨店］

36    香林坊大和［香林坊大和］

21    日本桥三越总店［日本橋三越本店］

12    藤崎［藤崎］

11    大丸札幌店［大丸札幌店］

18    京王百货店 新宿店［京王百貨店 新宿店］

53    福冈三越［福岡三越］

22    日本桥高岛屋
　［日本橋タカシマヤ］

25    东急百货店 总店
　［東急百貨店 本店］

19    MARRONNIER GATE 银座 2&3
　　［マロニエゲート銀座2&3］

23    松坂屋上野店［松坂屋上野店］

26    西武涩谷店［西武渋谷店］

28    东武百货店 池袋店·船桥店
　［東武百貨店 池袋店・船橋店］

10    札幌三越［札幌三越］

17    新宿高岛屋［新宿タカシマヤ］

53    岩田屋总店［岩田屋本店］

30    SOGO横滨店［そごう横浜店］

34    名古屋荣三越［名古屋栄三越］

35    松坂屋名古屋店［松坂屋名古屋店］

21    银座三越［銀座三越］

11    东急百货店 札幌店 
　［東急百貨店さっぽろ店］

19    小田急百货店 新宿店
　［小田急百貨店 新宿店］

23    大丸东京店［大丸東京店］

25    涩谷 Hikarie ShinQs［渋谷ヒカリエ ShinQs］

20    松屋银座［松屋銀座］

24    东急百货店 东横店
　［東急百貨店 東横店］

27    西武池袋总店［西武池袋本店］
12
31
36
48
54

37
40    JR京都伊势丹［ジェイアール京都伊勢丹］

40    大丸京都店［大丸京都店］

41    京都高岛屋［京都タカシマヤ］

42    大丸梅田店［大丸梅田店］

47    近铁百货店 奈良店［近鉄百貨店 奈良店］
47    近铁百货店 和歌山店［近鉄百貨店 和歌山店］
48    大丸神户店［大丸神戸店］
49    天满屋冈山总店［天満屋岡山本店］

43    大阪高岛屋［大阪タカシマヤ］

45    阪神百货店梅田总店［阪神百貨店梅田本店］

42    大丸心斋桥店［大丸心斎橋店］

49    天满屋仓敷店［天満屋倉敷店］

44    阪急百货店梅田总店［阪急百貨店うめだ本店］

46    近铁百货店 海阔天空总店
　［近鉄百貨店 あべのハルカス近鉄本店］

※本手册上的金额，如果没有特别说明，都是含消费税的价格。
※本手册登载的信息都是截至 2017年 10月的，其后也可能发生变化。

汇聚此时此地才有的美食！

利用“免税制度”开心购物！

北海道 ·东北地区

关东 ·甲信越地区

九州地区

北陆 ·中部地区

关西 ·中国地区

北海道 ·东北地区
关东 ·甲信越地区
北陆 ·中部地区
关西 ·中国地区
九州地区

北海道 ·
东北
地区

关东 ·
甲信越
地区

北陆 ·
中部
地区

九州
地区

关西 ·
中国
地区

【服务标志示意】

英文服务人员 中文服务人员 免税柜台

外汇兑换

餐厅合设店铺、餐饮区

专业咨询员

投币式储物柜、
行李寄存海外邮寄

食品专用冷藏储物柜

演示贩卖

A 地址　B TEL　C 营业时间　 休息日 交通





Shopping

消耗品 消耗品

5,000日元至500,000日元

4,000日元 1,500日元
消耗品一般物品

5,000日元以上
一般物品 一般物品

1.

2.
3.

4.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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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办理免税手续时，需
要客人提供盖有日本海关入
境许可印章的护照，因此在日
本购物的时候请一定记得带
上护照。即使是通过海关“自
动门”入境日本，也需要在护
照上盖入境许可印章。

消耗品装入专用免

税袋后交付顾客。

出国前请勿拆开专用袋，否则离境时在海

关将被征收关税。

请注意，购物时不能用

他人的信用卡付款，即

便是家人的信用卡。

按日本相关法律规定，

须在购入商品的当天办

理免税手续。非当日购

买的物品不能累计合

算，敬请注意。

每位消费者每天可在同一店铺内，以免税价格

购买 5,000日元以上（不含税）的一般物品（手
提包、靴鞋、钟表、珠宝饰品、服饰、高尔夫

用品、工艺品等）以及 5,000日元以上
500,000日元以下（不含税）的消耗品（化妆
品类、食品类、饮料类、香烟、健康食品等）。

免税优惠仅限购物当天。

一般物品和消耗品的最低免税消费金额均

为5,000日元，但是如果所购一般物品和
消耗品金额合在一起超过 5,000日元，则
不能免税。比如购买了4,000日元的包（一
般物品）和1,500日元的点心（消耗品），虽
然总金额超过了5,000日元，但是不能免税。

利用“免税制度”
开心购物！

购买免税物品的相关注意事项

可免税最低消费标准
已下调！

百货店更加便捷、
安心 !

日本政府修改了“消费税免税制度”，在

日本购物变得更加优惠。箱包、鞋子、服

装、工艺品等一般商品都被纳入免税范围。

可免税的最低消费金额也有所降低，免

税购物更加优惠。

在日本百货店（部分百货店除外）不同楼层

购买的所有商品，通常可以拿到店内的免税

柜台一起办理免税手续，非常方便。请利用

免税柜台，享受日本百货店安心优质的购物

体验。

这是截至
2018年1月
的信息。

税制有可能发生
变化，请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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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海道 ·
东北地区

8

百货店地下食品区手册

Japan

#札幌　#夜景
#藻岩山

岩手

宫城

福岛

青森

秋田

山形

北海道

“北方大地”北海道在日本明治时期才得到开发，如今，北海道的札幌
市已经成为拥有 190万人的大都市！尤其是札幌的夜景，被称为“日
本新三大夜景”之一。日本东北地区最大的城市是仙台市，因日本战国
武将伊达政宗曾在这里鼓励植树造林，因此仙台也被称为“杜之都”。

北海道 ·东北地区

#仙台　#榉树林荫道
#定禅寺大街

#札幌市钟楼 #北海道　#芝樱
# 5月

#札幌
#札幌雪节　# 2月

#札幌
#薰衣草
# 7月

#仙台七夕
# 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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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
丰
线南

北
线

函馆线

札幌市
电

狸小路

友都八喜

京王广场饭店
札幌

STELLAR 
PLACE

雪印饮茶室

札幌市钟楼

札幌市政府

中央巴士总站

大通巴士中心

札幌
PARCO

唐吉诃德

SUSUKINO 
LAFILER

东急 HANDS

里士满饭店
札幌大通

札幌电视塔

ASTY45

红砖露台

札幌
格兰大饭店

中央警察署

札幌观光
马车

札幌景观酒店
大通公园

山田电机

里士满饭店札幌站前

札幌蒙特利埃德尔霍夫酒店

ANA
皇冠假日酒店

北海道厅

北海道大学
植物园

北海道厅
旧本厅舍

JR 大厦

ESTA
(1 ～ 4F BIC CAMERA)

展望室 T38

札幌日航酒店

大通公园

JR 札幌站

札幌站

札幌站

大通站

大通站

西4丁目站

西8丁目站

薄野站
资生馆
小学校前站

东急百货店 札幌店
東急百貨店さっぽろ店

大丸札幌店
大丸札幌店

札幌三越
札幌三越

丸井今井 札幌总店
丸井今井札幌本店

机场大巴 
约70分钟

新千岁
机场

札幌
站

元祖札幌拉面横丁

从距离地面 38层高度的展望室远眺，
札幌大全景不容错过！

报时钟声也是美丽
札幌的象征。

举办“札幌冰雪节”等
不同季节的大型活动，
热闹非凡。

北海道最古老的商业街，
设有长长的拱廊。

“薄野”街区汇集了乡土料理店、
日式酒馆、卡拉 OK店等各类商铺。

美丽的红砖建筑，
是日本国家重要文化财产。

《机场出发交通》
机场特快列车 
约40分钟

札幌城市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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丸井今井 札幌总店
［丸井今井札幌本店］
www.marui-imai.jp

札幌 Sapporo

3

1

2

札幌三越
［札幌三越］
www.mitsukoshi.co.jp/sapporo

札幌 Sapporo

1

3

1

2

该店是 1872年开业的老字号，由位于“大通”
街旁的 4个馆组成，地下食品区位于其中的
“大通馆”。生鲜食品、熟食区在地下1楼，酒、
点心及面包房位于地下 2楼。此外，与大
通馆相邻的地下街中还有“Kita Kitchen”，
北海道当地产的美食应有尽有。

A 北海道札幌市中央区南1条西2丁目11
B +81-（0）11-205-1151
C 10:00～19:00／大通馆4F～B2F、 
一条馆2F～B1F、西馆 10:00～19:30

 1月1日、1月2日、无固定休息日
 地铁“大通站”20、22、33号出口

｜配套服务｜

直通地铁大通站
北海道美食精品店

1. “NORTH FARM STOCK”出售的北海道姜汁清凉饮料389日元（200ml）。北海道珍
稀生姜榨制的辛口碳酸饮料　2. “Kita Kitchen”每周都有不同的活动，能参加这项活动的
店铺被视为是向成为北海道品牌的一大飞跃　3. 有着丰富知识的美食专家帮忙选择商品

 用北方大地稀有 
 生姜榨出的汁 

该店紧邻札幌站前大道，一共 2个馆，
2015年以“大人们爱逛的特色百货店”为
主题进行了改造。本馆的B1和 B2的食品区，
汇聚了广受世界各国人们欢迎的日本美食。 

A 北海道札幌市中央区南1条西3丁目8
B +81-(0)11-271-3311
C 10:00～19:00／本馆2F～B2F、北馆 10:00～19:30

 1月1日、1月2日、无固定休息日
 地铁“大通站”12、13号出口

丰富北海道美食生活
改造后的百货店地下食品区引人注目

1. 在B1F的“Dining　Mariage”（15:00～ LO19:00、周末节假日13:00开始），可以站
着品尝香槟、葡萄酒、日本酒和熟食（收费）　2. 精通日本酒和烧酒的调酒师　3. 在B2F的
“Dessert Mariage”（10:00 ～ LO19:00），可以品尝到日式和西式甜点、咖啡和日本茶
（收费）

 日本酒、
 葡萄酒的绝配 

区域
限定

｜配套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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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急百货店 
札幌店
［東急百貨店さっぽろ店］
www.tokyu-dept.co.jp/sapporo/

大丸札幌店
［大丸札幌店］
www.daimaru.co.jp/sapporo/

札幌

札幌

Sapporo

Sapporo2

3

3

1

2

1

“脸蛋儿都要掉下来了”，日本人用这句话来
形容什么东西特别好吃。该店将位于 B1F
的食品区命名为“Hoppe Town（脸蛋儿
城）”，就像这个名字一样，这里的生鲜食品、
食材、熟食、便当、面包、甜点、酒水都美
味的让人脸蛋儿笑开颜。

位于 B1的食品区名为“东急 Food show”，因北海道有名的
点心“白色恋人”而知名的“ISHIYA”在这里设有大型店铺，
此外还有本地鲜鱼店、熟食店等，售有当地特色美食。而这
些美食，可以在店内的餐饮区品尝。

A 北海道札幌市中央区北五条西四丁目7番
B +81-(0)11-828-1111（总机）
C 10:00～20:00／8F餐厅街 11:00～22:00

 1月1日
 与JR“札幌站”和地铁“札幌站”直通

｜配套服务｜

脸蛋儿笑开颜 !?
直通札幌站的百货店

可在店内品尝刚做出的熟食

A 北海道札幌市中央区北4条西2丁目
B +81-(0)11-212-2211
C 10:00～20:00／10F餐厅  
“Dining dining” 11:00～22:30 
（部分店铺营业至22:00）

 1月1日
 JR“札幌站”南口出徒步3分钟／地铁

“札幌站”南北线徒步2分钟，东丰线徒步
1分钟（地下通道直通）

｜配套服务｜

1. 开在百货店里的北海道知名糕点品牌“LeTAO”，整个札幌只有这里有！奶油冻上加上
奶糖马士卡彭和黄油奶的三重搭配黄油奶油冻只要1944日元　2. “一久大福堂”演示贩
卖各种大福饼　3. 札幌最新的百货店

 像雪一样入口即化 区域
限定

 以适当的价格品 
 尝到法式午餐 

1. 在“Lapin Style +”，约1500日元的午
餐人气也很高　2. 在“Gelateria Verita”， 
有获得“当地冰激凌金奖”的特质
意大利式冰淇淋出售，单份357日元
起，双份540日元　3. 在“ISHIYA”，
2017年9月推出的新品“超级年轮蛋糕
TSUMUGI”1296日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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藤崎
［藤崎］
www.fujisaki.co.jp/

仙台 Sendai

1

3

1

2

日本的饮食文化

COLUMN

该店于江户时代开业，是日本东北地区有名
的老字号百货店。最值得一提的是这里汇聚
了仙台当地的名品，在 B1F的“美食世界”，
可以买到当地特产。本馆一楼还设有可以接
待外国游客的“仙台游客咨询中心”。

A 宫城县仙台市青叶区一番町3-2-17
B +81-(0)22-261-5111
C  10:00～19:30

 无固定休息日
 JR“仙台站”徒步10分钟／地铁东西线“青叶通一番町
站”直通（本馆B2F有通往地铁站的通道）

｜配套服务｜

紧邻种满榉树的青叶通街道
主打服装和礼品的老字号百货店

1. B1F的日本酒和洋酒卖场汇聚了宫城县全部25个酒厂的日本酒，每个周末都有试饮活
动　2. 从伊达藩时代传下来的乡土点心“仙台粗点心”，用麦芽糖和糯米制成　3. 位于仙
台中心地带。本馆一楼设有“仙台游客咨询中心”

 这里汇聚了宫城县全部25个酒厂的日本酒 
 可以满足爱酒者的日本酒和洋酒卖场 

北海道特产丰富，而东北则是名酒的宝库

说起北海道，大家是不是就会想到海胆和螃蟹之类的海鲜？北

海道的海鲜当然是很有名的，不过这块北方大地还有很多特产。

这里是日本著名的土豆、玉米等蔬菜以及小麦、小豆等点心食

材的产地。这里的乳业也很繁荣，使用芝士的点心和冰淇淋非

常美味，与其他地方的味道不同。

而东北地区也决不输给北海道。说起海鲜就自然会想到的宫
城县气仙沼渔港，其渔业区域位于跻身世界三大渔场的三陆
海域。鲜美的海鲜当然要配上美酒才行，所以东北地区的酒
也很不错，不要错过哦。

｜  ①北海道 ·东北地区 ｜
日本国内生产的生乳半数来自北
海道，用新鲜牛奶做成的软冰淇
淋以及意式冰淇淋没有那么甜，
但是有着鲜美的牛奶风味。



关东 ·
甲信越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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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宿、涩谷、池袋、银座，东京有着很多适合购物的商业区。百货点则
是车站前的地标。东京周边地区，西北方向有被称为“小江户”的川越，
东北方向有以“水户黄门”而知名的茨城以及与江户有渊源的城市，南
部则有充满异域风情的港口城市横滨。

关东 ·甲信越地区

栃木

茨城

千叶

东京
神奈川

群马

长野

山梨

埼玉

新潟

#银座　# 4丁目
#钟楼

#东京塔
#芝公园

#水户　#偕乐园
#梅　# 3月

#川越　#钟楼

#涩谷
#全向十字路口

#横滨　#夜景
#港未来

#新宿岛塔

百货店地下食品区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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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3

4
伊势丹新宿店
［伊勢丹新宿店］
www.isetan.co.jp/int

新宿 Shinjuku

可以品尝到日式、西式、中式等各种厨师的美
食，还配发可以自己在家制作的美食菜谱

该店的货品选择被认为专业水准很高，即使在地下食品区，也配有
侍酒师、品酒师，以及蔬菜品尝师等美食专家。店内设有可当场品尝
的“厨房舞台”，在这里可以了解到名店的菜谱。

1. “厨房舞台”上使用的贝印器具，可以现场预约、购买　2. 在“Grande Cave”的佳酿葡萄酒窖，
可以付费品尝　3. “Sushi Avenue K’s”432日元的加州卷　4. “L’OLIOLI 365 byAnniversary”
的SWEET LADY直径约9cm，2484日元起

由专家奉上的待客之道

 声音、香味、姿态 
 用人体五感来感受食物的魅力 

A 东京都新宿区新宿3-14-1
B +81-(0)3-3352-1111
C 10:30～20:00／本馆7F餐厅街 
“Eat Paradise”11:00～22:00

 1月1日､ 1月2日､ 无固定休息日
 东京Metro地铁“新宿3丁目站”徒步1分钟／ 
都营地铁“新宿3丁目站”徒步3分钟／JR“新宿
站”和西武新宿线“西武新宿站”徒步5分钟

｜配套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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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

新宿高岛屋
［新宿タカシマヤ］
www.takashimaya.co.jp/shinjuku/
store_information/

新宿 Shinjuku

店铺
限定

店铺
限定

位于新宿站南口的标志性都市型百货店。B1F的食品区「美食广场」
人气最高的是独一无二的糕点精品店“Patissieria”。无论什么时候去，
都有 80种以上的名店人气糕点师制作的糕点，让人目不暇接。

1. “Patissieria”有7个座位，可在店内品尝美食　2. “KOGANEAN”的节庆点心“祝果”（带包袱
皮）只在新宿高岛屋销售，包含香味扑鼻的最中饼和铜锣烧、现代感十足的羊羹，价格2268日元　
3. 来自日本各地的日本酒、烧酒　4. JR新宿站南口高岛屋时代广场

独一无二的糕点精品店

 陈列窗内展示着 
 80种以上的糕点 

汇集了人气糕点师制作的糕点，是世界首家糕点精
品店。不用各处奔走，就能品尝到大量美味、具有艺
术性的糕点。

A 东京都涩谷区千驮谷5-24-2
B +81-(0)3-5361-1111
C 10:00～20:00（周五周六到 20:30）／餐厅
街 11:00～23:00

 1月1日
 JR“新宿站”MIRAINA TOWER检票口徒步

2分钟／都营新宿线､ 都营大江户线､ 京王新
线“新宿站”徒步5分钟／东京Metro地铁副都
心线“新宿3丁目站”徒步3分钟（B1F与地铁口
直通）／新宿高速巴士总站徒步2分钟

｜配套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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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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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王百货店  
新宿店
［京王百貨店 新宿店］
www.keionet.com/

新宿 Shinjuku

3

 买到的好酒 
 直接在新宿 Keio Dining 
 来一杯 

中地层和 B1F设有食品区。B1F以生鲜食品和食材为主，中地层则
售有甜品、糕点、熟食和日式西式酒水，其中丰富的便当颇受好评。
B1F直通日本最大的车站新宿站检票口，交通非常方便。

1. 在中地层购买的酒水可以在8F的餐厅饮用（另收餐桌费用）。图片是下高井户旭鮨总本店
的寿司“牡丹”，售价3240日元　2. 以可爱的设计著称的“伊藤园”茶盒，Kiwami972日元，
Okuyuki1080日元，Horebore1242日元（均为50g）　3. “神田明神下Miyabi”的四季Chirashi
（秋季）918日元（种类视季节更换）　4. 新宿站下车马上就到，交通便利

充满生活气息的百货店地下食品区

与岛根“李白酒造”合作
推出的京王百货店原创
纯米大吟酿“新宿八云”
（720ml）是该店二十多年
来长盛不衰的名品，清冽
够劲，售价2700日元

A 东京都新宿区西新宿1-1-4
B +81-(0)3-3342-2111
C 10:00～20:00／8F餐饮街 11:00～22:00  
※因季节和楼层的不同，营业时间有变动的
情形

 无固定休息日
 京王线及JR“新宿站”徒步1分钟

｜配套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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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田急百货店 新宿店
［小田急百貨店 新宿店］
www.odakyu-dept.co.jp/shinjuku/

新宿 Shinjuku

2

1

3

MARRONNIER GATE 
银座 2&3
［マロニエゲート銀座 2&3］
www.marronniergate.com/

银座 Ginza

3

1

2

区域
限定

店铺
限定

该店与日本利用人数最多的车站新宿站西口
直通，交通便利。本馆 B2F是食品区，种
类丰富。与本馆有通道相连的“HALC馆”
的 B2F也是食品专区。

A 东京都新宿区西新宿1-1-3
B +81-(0)3-3342-1111
C 10:00～20:30（周日节假日到20:00） 
※因季节和楼层的不同，营业时间有变动的情形

 1月1日
 与“新宿站”西口直通

｜配套服务｜

交通便利、
方便悠闲购物的百货店

1. Kabukiage TOKYO是东京的一种炸仙贝。“大Maru”系列使用特选的酱油，让其口感
更加香软，一盒（5个）售价540日元。更具多样性的新口味“小Maru”一盒（4个）432日元。　
2. 1968年以来连续被评为米其林最高级别三星的“Troisgros”。Boutique Troisgros经
常推出新的美食，这种外形可爱、看起来像小型巨蛋的白色“Montblanc”每个售价565日
元。　3. 与新宿站西口直接相通

 日式现代风的 
 包装 

该店于 2017年 3月新开业。不仅拥有首次
入驻银座的店铺，20~40岁职场女性和时
尚妈妈的人气商品也非常充实。
MARRONNIER GATE银座 2的 B2层在
销售食品的同时还拥有瑜伽等女性运动用品
店铺，关注健康和美。

A 东京都中央区银座3-2-1
C 11:00～21:00

 1月1日，此外无固定休息日
 JR“有乐町站”中央口徒步4分钟／东京Metro地铁
有乐町线“银座一丁目站”4号出口徒步2分钟／东京
Metro地铁丸之内线､ 银座线､ 日比谷线“银座站”C8
出口徒步3分钟

｜配套服务｜

为高档的银座提供更多好的
选择

1. 大盘沙拉专门店“With Green”的健康鸡肉蔬菜沙拉，一份1080日元　2. 冰沙专门店
“bebible”。图片从左到右分别是：Acai Smoothie600日元、Farmer’s Green600日元、
Refresh Magenta540日元　3. 18家店铺是首次在银座开店

 丰富的蔬菜让身体 
 从里到外都美丽 

店铺
限定

区域
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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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屋银座
［松屋銀座］
www.matsuya.com/visitor/zh_
cn/m_ginza/

银座 Ginza

1

23

4

2006年开始在银座建筑
屋顶上实施的养蜂活动
“非盈利机构银座蜜蜂项
目®”，以城市和自然共生
为目标。松屋银座通过该
项目采集到的蜂蜜被用
在很多商品上

顶级时尚品牌汇集、充满高级感的百货店。在 B1F的“Gourmarche 
Vin”，有只有 Champagne和松屋银座销售的葡萄酒等高档商品。
在这里购买的葡萄酒可以带到 8F的餐厅区餐厅饮用（每瓶收取 540
日元的自带酒水费用，筑地宫川本店除外）。

1. 从面前这个开始，按顺时针顺序依次是，“CHIANTI”银座蜂蜜Ciliegia一盒3348日元（10
个）、“L’ABEILLE”银座的蜂蜜7560日元（一个180g）、“Tante Marie”银座的蜂蜜法式薄饼一盒
1296日元（2袋）　2. 侍酒师常驻的“Gourmarche Vin”　3. “五穀屋”的羊羹“五季”，可以同时
品尝到五种日本传统风味1620日元（5个）　4. 2013年大规模改修

A 东京都中央区银座3-6-1
B +81-(0)3-3567-1211
C 10:00～20:00／8F“美食城GINZA”11:00
～22:00（最后点餐 21:30，部分店铺除外）

 无固定休息日
 地铁“银座站”A12号出口与该店直通／地铁

“银座一丁目站”9号出口徒步3分钟／地铁“东
银座站”A8号出口徒步3分钟／JR“有乐町站”
徒步8分钟在这里充分感受银座的奢华

 在银座采集的蜂蜜 
 被用在很多商品上 

｜配套服务｜

区域
限定

区域
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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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座三越
［銀座三越］
www.mitsukoshi.co.jp/g/int/

日本桥三越总店
［日本橋三越本店］

www.mitsukoshi.co.jp/int/

日本桥

银座

Nihombashi

Ginza

2

1

3

3

1

2

本馆正面门口的两座石雕“狮子像”非常有
名，人们经常在这里集合。本馆 B1F的美
食区汇集了来自日本全国各地的名店，日式
点心的数量在日本各百货店中堪称第一。有
每星期不同天限定销售的商品，请事先确认。

A 东京都中央区日本桥室町1-4-1
B +81-(0)3-3241-3311
C 10:30～19:30／新馆9、10F餐厅 11:00～22:00

 1月1日，无固定休息日
 地铁“三越前站”直通，徒步1分钟／地铁和都营地
铁“日本桥站”徒步5分钟

｜配套服务｜

要品尝地道的日式点心，
请到本馆地下１楼

1. 老字号“福满”的手工特产、由2种“小樱”拼成（细/黄粉）756日元，在“果游庵”销售　2. 
“YOKU MOKU”的Cigare香草冰淇淋1080日元（5个），只有这里可以在店里品尝　3. 
“果匠花见”的雷音最中饼1个216日元

 老字号的特制 
 江米条 

区域
限定

店铺
限定

在日本有着很高人气的百货店。9F的“银座 Terrace”是
客人休息的好地方。B2F和 B3F是食品区，有红茶、巧克力、
水果等银座三越限定的精品店，品种丰富。

不断有新店入驻的
食品区引人注目

A 东京都中央区银座4-6-16
B +81-(0)3-3562-1111
C 10:30～20:00／9、11、12F的餐厅 
11:00～23:00

 1月1日､ 1月2日､ 无固定休息日
 与地铁“银座站”直通／地铁“银座一
丁目站”9号出口徒步5分钟／JR“有乐
町站”中央口､ 银座口徒步9分钟

｜配套服务｜
 汇集了世界各地 
 各种各样的巧克力 

1. “GINZA Chocolat” 的品尝区售有
“DEBAILLEUL”的AVALANCHE，一
个1350日 元　2. 售 有“Le Monde’d 
Alice”的Fairy Rose（2376日元，50g， 
照片最前面）等世界各地红茶的
“GINZA Tea”　3. 与东京Metro地铁
银座站直通

区域
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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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桥高岛屋
［日本橋タカシマヤ］
www.takashimaya.co.jp/tokyo/store_
information/

日本桥 Nihombashi

高岛屋日本桥店是一家江户时代创业，昭和初期开业的老字号店铺。
2009年更是第一次有百货店被政府指定为重要文化财产。地下 1楼
的食品区，不仅可以买到高岛屋才有的商品，还能够买到入选“铭果
百选”的日本全国各地的应季特产点心。

1. 左下开始依次是B1F铭果百选中的“银座菊廼舍”的富贵寄-永远的蔷薇（2160日元）、香川
县的婚礼点心“宝月堂”的龟丸Oiri（648日元）　2. B1F西式点心卖场的德国“Gmeiner”的
Teegebaeck，售价1620日元（20个装）　3. B1F西式点心卖场的巴黎点心专卖店“L’ÉCLAIR DE 
GENIÉ”的Framboise（右）486日元，时令点心594日元（左）　4. 该店建筑是昭和初期建造的

汇聚了高岛屋才有的日式和西式点心

“铭果百选”的采购员为您
推荐满足个人口味的商品

A 东京都中央区日本桥2丁目4番1号
B +81-(0)3-3211-4111
C 10:30～19:30／餐厅街 11:00～21:30

 1月1日
 JR“东京站”八重洲北口徒步5分钟／地铁

“日本桥站”B2出口直通／都营地铁“日本桥
站”出徒步4分钟

女性采购员为您推荐

｜配套服务｜

 日本全国各地的 
 知名点心 

店铺
限定

店铺
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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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坂屋上野店
［松坂屋上野店］
www.matsuzakaya.
co.jp/ueno/

上野 Ueno

大丸东京店
［大丸東京店］
www.daimaru.co.jp/tokyo/

八重洲 Yaesu

2

1

3

2

3

1

 传统工艺精心打造出 
 细腻口感 

 外面酥脆，里面香软 
 自家烤炉精心烤制 

该店 2014年重新全面装修，本馆 B1F的“Hoppe Town”由
此诞生。整个食品区像是一个街区一样，店名的命名也具有
街区的特色，比如“3丁目日式点心之乡”、“7丁目熟食公园”、
以及“8丁目香烤面包工房”等等。在“9丁目醇酒一番街”，
有葡萄酒侍酒师和调酒师，以及咖啡鉴定士等专家为您购物提
供建议。

江户时代创业的关东老字号
全馆改修后食品区商品更丰富！

A 东京都台东区上野3-29-5
B +81-(0)3-3832-1111（总机）
C 10:00～20:00

 1月1日
 JR“御徒町站”徒步2分钟／地铁“上
野广小路站”直通／地铁“仲御徒町站”
徒步3分钟／地铁“上野御徒町站”徒步
1分钟

｜配套服务｜

该店 2012年迁至东京站北口。店内 1楼为
甜点卖场，各种最流行的甜点像装饰品一
样陈列，欢迎客人选购。B1楼的“便当城”
的便当销售量位居日本全国百货店第一名！

A 东京都千代田区丸之内1-9-1
B +81-(0)3-3212-8011（总机）
C B1～1F 10:00～21:00（周 末 节 假 日 到20:00）／ 
2～11F 10:00～20:00（周 四 周 五 到21:00）／12F 
餐厅街 11:00～23:00／13F餐厅街 11:00～24:00

 1月1日
 出JR“东京站”八重洲北口检票口即到

位于东京大门口的百货店，
1楼出售甜点

1. 黄油风味浓郁的“年轮家”的年轮蛋糕，一块756日元　2. B1F的“MAISON 
DANDOY”是比利时老字号在日本的第一家分店，Liege华夫饼1块350日元　3. 紧邻
东京站北口。B1F的“Hoppe Town”也有百货店地下甜点和东京老城零食

1. 9丁目醇酒一番街最值得推荐的是将
歌川广重之“名所江户百景”作为标签的
新泻县“越后鹤龟”的限量品纯米大吟酿
（720ml），售价3240日元　2. 本馆1楼
也有和式及西式点心。3丁目日式点心
之乡“桂新堂”的鲜虾仙贝，2160日元　
3. 2017年11月新南馆改建后重新开业

店铺
限定

店铺
限定

｜配套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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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急百货店  
东横店
［東急百貨店  東横店］
www.tokyu-dept.co.jp/toyoko/

涩谷 Shibuya

1

23

4

无 论 是 热 的 还 是 冷 的，在“涩 谷 
STAND”都可以当时品尝。照片分别
是毛豆甜品专卖店“Zunda茶寮”的
Zunda Shake EXCELLA、每周变换
花样的“PARIYA”的BENTO SET、“浪
花 古市庵”的各种饭团、纽约风的新式
寿司“东京涩谷Kagen寿司”的杯装寿
司。

该店与各电车地铁线路涩谷站直通，B1F设有食品区“东急 Food 
show”，同时与涩谷MARK CITY的“东横Noren街”相连，充
满活力。店内设有专门的区域“涩谷 STAND”，店内买的便当和甜
品等，可以在店内当场品尝。

1. B1F的“涩谷 STAND”站立式餐饮区　2. “浪花 古市庵”好看的拼盘浪花寿司843日元　3. 
“FOUNDRY”的奶油糖果1080日元（4个），莎布蕾挞拼装3240日元（15个）　4. 通过地下通
道与涩谷站直通

A 东京都涩谷区涩谷2-24-1
B +81-(0)3-3477-3111（总机）
C 10:00～21:00／西馆9F餐厅街“Dining 
dining”11:00～22:30（最后点餐 22:00）  
※不同卖场时间不一样

 无固定休息日
 与东急、JR、地铁、京王各线“涩谷站”直通

直通涩谷车站的百货店地下食品区，
堪称美食主题公园

 时尚站巴 
 第一口新鲜出炉的滋味 

｜配套服务｜

店铺
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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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2 323

1

涩谷 涩谷Shibuya Shibuya

东急百货店 总店
［東急百貨店 本店］
www.tokyu-dept.co.jp/honten/

涩谷 Hikarie ShinQs
［渋谷ヒカリエ ShinQs］
www.tokyu-dept.co.jp/shinqs/

1. 以涩谷八公为主题的限量包装，CLUB HARIE的“年轮蛋糕
mini”1512日元（4个）　2. 以严格的商品管理和稀有珍藏而闻名日本
的“THE WINE”。侍酒师铃木知桂推荐的近年来颇受瞩目的北海道葡
萄酒　3. 从东横店发有免费往返巴士

1. 世界闻名的巧克力专门店Sébastien BOUILLET仅在这里有售的
Coccinelle605日元　2. 法式蛋糕店“DEL’IMMO”的巴菲Parfait 
Elle（草莓口味）881日元，仅限该店有售　3. JR､京王井之头线､地铁
银座线和2F直通

 象征幸福的瓢虫样式的蛋糕  含有涩谷标志元素的包装，
 只有这里有售 

该店与综合文化设施“Bunkamura”相邻，从涩
谷车站出来，经过文化村通，徒步 5分钟即到，
气氛舒适。B1F聚集了 50多个店铺，其中有“THE 
MARKET PLUS”等店，喜欢悠闲购物的您一定
不要错过这里。

“涩谷Hikarie ShinQs。”位于汇聚最新时尚元素
的涩谷最新地标建筑的 B3～ 5F。B2F为甜品、
糕点、葡萄酒专区，B3F为熟食和天然食品专区。
这里汇集了多家首次在关东、首次在涩谷开设的
店铺，对礼品有特别要求的游客不要错过这里。

东急百货店旗舰店
地下食品区——高雅正统

时尚感觉！
选择礼物就去这里

A 东京都涩谷区道玄坂2-24-1
B +81-(0)3-3477-3111（总机）
C B1～1F 10:00～20:00／2～6F、8F、楼顶 10:00～19:00／ 
7F 丸善＆Junku堂书店 10:00～21:00／ 
8F餐厅 11:00～22:30（最后点餐21:45）

 无固定休息日
 JR、东急、地铁、京王各线“涩谷站”徒步5分钟即到  
※与东横店间有免费往返巴士

A 东京都涩谷区涩谷2-21-1
B +81-(0)3-3461-1090（总机）
C 10:00～21:00　※不同卖场时间不一样

 无固定休息日
 东急东横线、田园都市线、东京Metro副都心线“涩谷站”15
号出口直通／JR、京王井之头线、东京Metro银座线“涩谷站” 
2F联络通道连接

｜配套服务｜ ｜配套服务｜

店铺
限定

店铺
限定

店铺
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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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1

4

西武涩谷店
［西武渋谷店］
www.sogo-seibu.jp/shibuya/

涩谷 Shibuya

该店以“让生活更具创造性”为主题，在店面风格上给人以新锐感。
A馆 B1F的食品区聚集了精选自日本各地的食材和礼品精品店，此
外还有甜品、糕点店等。

1. 和南青山“Anniversary”共同打造的原创品牌Bon+Bonne anniversary的饼干324日元起　
2. 融合日式和西式的“麻布江米条”的什锦蔬菜江米条380日元　3. 水果口味的纯米大吟酿SEN
（720ml）4104日元　4. 在入口处，我们会用声音和图像迎接您

在独具艺术气息的百货店地下食品区
选购日常用品

 让纪念日变得更加盛大的 
 独创品牌店铺 

可爱的巧克力奶油夹
心Deco马卡龙有覆
盆子、香草、巧克力、开
心果、桔子等多种风味
1404日元

A 东京都涩谷区宇田川町21-1
B +81-(0)3-3462-0111（总机）
C 周一至周六 10:00～21:00／周日节假日 
10:00～20:00／A馆8F、A馆B2F餐厅街 
11:00～23:00（最后点餐时间不同餐厅不一
样）

 无固定休息日
 JR、京王､ 地铁､ 东急线“涩谷站”八公口
徒步2分钟

｜配套服务｜

区域
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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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武池袋总店
［西武池袋本店］
www.sogo-seibu.jp/ikebukuro/

池袋 Ikebukuro

1

2

3

4

区域
限定

用巧克力做成的杯子里装满
饼干、奶油、奶油冻的“Coupe 
Chocolat”售价1134日元（带走
只需918日元）

B1F和 B2F两个楼层、占据本馆北、中央、南三个区域，该店的地
下食品区的规模和店铺数量在日本各大百货店中位居前列。以熟食
为主的 B1F南区的“Okazu市场”，B2F的生鲜俱乐部、超市，不
管什么时候都有着很高的人气。

1. 只有这里可以在现场品尝到限量版的“ATELIER de GODIVA”　2. B1F西洋酒卖场的试饮展
销会人气很旺。图片是“用葡萄酒杯更好喝”2017年日本酒大奖赛大吟酿部门金奖的纯米大吟酿
“鸟海山”（720ml），售价1728日元　3. 如果有什么疑问，可以向店员询问　4. 与池袋站东口直
通

A 东京都丰岛区南池袋1-28-1
B +81-(0)3-3981-0111（总机）
C 10:00～21:00（周日和节假日到20:00）／ 
9F屋顶“美食和绿色的空中庭园” 10:00～
22:30／8F餐厅 11:00～23:00（周末及节假
日10:30～）※部分店铺时间不同

 全年无休
 西武“池袋站”旁边／JR等线路“池袋站” 
徒步1分钟

两个楼层三个区域，
这里的地下食品区规模超大

 GODIVA世界首个 
 新概念店诞生 

｜配套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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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武百货店 池袋店
［東武百貨店 池袋店］
www.tobu-dept.jp/ikebukuro/

东武百货店 船桥店
［東武百貨店 船橋店］www.tobu-dept.jp/funabashi/

池袋 Ikebukuro

1

2

手掌大小的年轮蛋
糕mini售 价1512日
元（4个），可爱的猫
头鹰包装

该店的卖场面积号称东京都内最大，而由 B1F和 B2F两
层构成的地下食品区也非常大！因为太大了而不得不赋之
予 1到 11番地的区号。2017年秋季，「Bakery Terrace」
「Sweets Market」「DELI Market」「酒 Market」等区域
相继开业！

1. “CLUB HARIE B-studio”年轮蛋糕一开切，喜欢拍照
的女顾客们就会聚集过来　2. 仅在东武百货店有售的
“新宿中村屋” 猫头鹰月饼，售价1275日元（8个）

船桥店有着高人气的点
心是，“Nagomi米屋”
做成千叶县特产花生样
子的Peanuts最中饼，
售价1080日元（8个）

A 东京都丰岛区西池袋1-1-25
B +81-(0)3-3981-2211
C 10:00～20:00／B2～3F、6F（3～7号区域）、9～10F  
10:00～21:00（周日和节假日除外）／餐厅街SPICE11～13F 
11:00～22:00、14～15F 11:00～23:00（周日到22:00）

 无固定休息日
 JR､ 东武东上线､ 西武池袋线､ 地铁“池袋站”直通

犹如街市的百货店地下食品区
还在扩建中

｜配套服务｜

店铺
限定

店铺
限定

A 千叶县船桥市本町7-1-1

 B1F第 5号区域，
 SNS投稿用拍照的最佳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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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

3

4

横滨高岛屋
［横浜タカシマヤ］
www.takashimaya.co.jp/yokohama/

横滨 Yokohama

店铺
限定

该店是横滨站西口地标式的存在，一直积极推广横滨本地品牌。
2014年，甜品店“AUDREY”入驻，其甜品的特色是使用日本各
地精选草莓和巧克力。这是只有在这里和日本桥高岛屋才能买到的，
所以客人经常排着长队。

1. B1F的“AUDREY”的人气商品GLACIA，8个装1080日元，15个装2025日元　2. B1F的
“镰仓 红谷“胡桃子售价1134日元（8个），获得第25届神奈川县名果展点心最优奖　3. 6F的
“INODA COFFEE”是闻名日本的京都咖啡店，蛋糕套餐售价1167日元　4. 横滨站西口的地标
性存在

推广横滨本地品牌的老字号百货店

 受到女性喜爱的 
 草莓巧克力点心 

1F正门附近的问询处边
设有免税柜台，有着横
滨特有的味道。此外，还
设有换汇机器

A 神奈川县横滨市西区南幸1-6-31
B +81-(0)45-311-5111
C 10:00～20:00／餐厅街 11:00～22:30

 1月1日
 JR､ 相铁线､ 东急东横线､ 东急线､ 港未
来线､ 横滨市营地铁“横滨站”西口徒步1分钟

｜配套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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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SOGO横滨店
［そごう横浜店］
www.sogo-gogo.com

横滨 Yokohama

2

丸广百货店川越总店
［丸広百貨店川越本店］
www.maruhiro.co.jp/

埼玉 Saitama

3

1

2

3

该店位于有小江户之称的川越市“藏造”保
存地区的 CREAMALL商店街，是创业于
1939年的老字号。该店是川越唯一的百货
店，选购当地的土特产不可错过这里。店内
有着浓郁的昭和时代气氛，楼顶的摩天轮颇
受好评。

A 埼玉县川越市新富町2-6-1
B +81-(0)49-224-1111（总机）
C 10:00～19:00

 无固定休息日
 西武“本川越站”徒步4分钟／东武､ JR“川越站” 
东口徒步7分钟

｜配套服务｜

去小江户川越
观光不可错过这里

1. 埼玉县名品草加仙贝“葵之仓”奥之细道花样（8种64袋装），售价2160日元。这是反映
了松尾芭蕉俳句特色的8味“一口仙贝”　2. 点心老字号“龟屋”的小江户之雁（8个装），售
价994日元，内有抹茶奶油和香草奶油两种口味　3. 楼顶上的游乐园也很有名

 完全使用日本产大米 
 制作的草加仙贝 

该店位于横滨站东口，开业已有 30余年，是一家销售食品、
服装、杂货，设有餐厅、美术馆等设施的综合性百货店。入
口楼层 B2F的食品卖场有包含可现场食用的约 200家店铺，
同时售有当地土特产。

紧邻横滨港未来 21地区
地下食品区商品丰富的综合性百货店

A 神奈川县横滨市西区高岛2-18-1
B +81-(0)45-465-2111（总机）
C 10:00～20:00／10F餐厅“Dining 
Park横滨”11:00～23:00

 全年无休
 JR､东急､ 港未来､ 京滨急行､ 相铁､
市营地铁“横滨站”东口徒步3分钟

｜配套服务｜

 在这里才能买到的独创 
 大吟酿 

1. 限定在SOGO横滨销售的当地酒
厂“金井酒造”出品的横滨梦世纪大吟
酿（720ml），售价4104日元　2. 镰仓
知名点心鸠薄饼1080日元（9个），横
滨港1426日元（8个）　3. 紧邻JR横滨
站东口，与横滨SKY Building和横滨
PORTA直通

店铺
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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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成百货店
［京成百貨店］
www.mitokeisei.co.jp/

茨城 Ibaraki

1

32

日本的饮食文化

COLUMN

该店 2006年迁入新楼，卖场面积达到
34000平方米。B1F的地下食品区聚集了
80多家店铺，售有当地知名的点心和酒。
到日本三名园之一的“偕乐园”观光，可以
顺道去店内逛逛。

A 茨城县水户市泉町1-6-1
B +81-(0)29-231-1111（总机）
C B1～7F 10:00～19:30／8F专 卖 店 街 10:00～
21:00／9F餐厅街 10:30～23:00（部分店铺11:00～
22:00营业）

 无固定休息日
 JR“水户站”北口出，乘坐出租车5分钟／4、5号线巴士

（乘车约7分钟）“泉町1丁目站”下车即到／徒步约17分钟

｜配套服务｜

茨城县唯一一家创业超过
110年的百货店

1. 当地老字号“Asakawa制果”
的有名点心。从左至右分别是
江户时代就为人所知的吉原
殿中648日元（8个）、水户之梅
389日元（4个）等　2. 2017年
是发售第2年的当地新葡萄酒
酿造厂「Domaine MIT O」
的Mito Rouge Koibuchi 
Early  Steuben 2017红
（750ml）售价2700日元 ※可
能无法全年供应　3. 近代感
浓厚的建筑

 起源于赏梅名地的 
 水户点心 

江户饮食文化与港城现代感结合

代表着“江户前”的“粋”（潇洒、帅）文化也基本扎根在了关
东地区的饮食习惯中。在江户的“粋”中，速度感也是风格之一。
江户前寿司原本是将在江户前，亦即东京湾捕获的海鲜在新鲜

度至上的前提下迅速捏成寿司，趁鲜迅速吃掉后就走，以此为

“粋”。在日本，用“腿脚快”一词来形容容易变质的食材，而
东京一带作为荞麦面搭配菜而最受欢迎的小松菜等蔬菜也是

“腿脚快”食材的一种。这类蔬菜，至今仍是在东京近郊生产

以供应东京的消费。

而紧邻东京的港口城市，神奈川县的横滨市，与西方文明的渊

源甚深，其引发了江户时代的终结。这里与东京不同，有着浓

郁的西洋风情，如今有众多令人感受到古典“时髦感”的西餐

厅和西式点心。

｜②关东 ·甲信越地区 ｜
荞麦面是关东地区非常常见的食
物，其历史与寿司和天妇罗相当。
在关东地区，特别是面和汤汁分
开的荞麦面很受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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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陆 ·
中部地区

32

Japan

图片来源 :金泽市

百货店地下食品区手册

岐阜

静冈

石川

福井

爱知

富山

北陆 ·中部地区 位于日本中部地区的名古屋，是日本三大城市之一。与著名古城“名古
屋城”形成鲜明对照的现代化建筑在市内四处可见。位于名古屋之傍的
静冈也属于中部地区，这里有被认定为“世界遗产”的富士山。再往北
横穿本州，就到了以拥有风雅“加贺百万石”的金泽为代表的北陆地区。

#金泽　#鼓门
#入选“14个世界最美丽车站”的金泽站

#岐阜　#世界遗产
#白川乡

#名古屋
#磁悬浮列车 ·铁路馆

#名古屋站
#娜娜小姐

#名古屋城
#日本 100名城

#静冈　#世界遗产
#富士山和三保之松原

#金泽
#东茶屋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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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古屋市役所

爱知县厅

久
屋
大
通
公
园

绿洲 21

近铁 Pass’e

名铁百货店

大名古屋大厦

阳光荣

LACHIC

名古屋
PARCO

大须观音

爱知县
美术馆

名古屋市
科学馆

名古屋巿
美术馆

久屋大通庭园
Flarie

名古屋
电视塔

Noritake 的森林

JP 塔楼
名古屋

JR 中央塔楼

清水站

东大手站

市役所站

浅间町站

丸之内站

丸之内站
久屋大通站

矢场町站矢场町站

大须观音站

伏见站

国际中心站

笹岛
Live 站

米野站

东别院站

鹤舞站

上前津站

地铁樱通线

地铁东山线

地
铁
鹤
舞
线

名城公园

名古屋城
本丸御殿

名古屋城

白川
公园

JR 名古屋站
名铁名古屋站
近铁名古屋站 荣町站

荣站

名古屋高速都心
环状线

名
古
屋
高
速
都
心
环
状
线

名
古
屋
高
速
都
心
环
状
线

中
央
线

东
海
道
新
干
线

名
铁
名
古
屋
线

伏
见
通

大
津
通大

须
商
店
街

门
前
町
通

中
川
运
河

JR 名古屋高岛屋
ジェイアール名古屋タカシマヤ

松坂屋名古屋店
松坂屋名古屋店

名古屋栄三越
名古屋栄三越

利木津巴士 
约80分钟

名古屋
站

《机场出发交通》
μ-SKY 
约30分钟

利木津巴士 
约60分钟

荣站

μ-SKY及地铁名城线 
约50分钟

中部国际
机场

（新特丽亚）

都市中的一片绿洲，
四周围以红砖，让人感受陶瓷文化。

巨大的模型人偶“小奈奈”
是经典会合地点。

繁华的商业街，您可逛一逛
二手服装店，边吃边走。

因天守阁上熠熠生辉的
金鯱而闻名的名古屋标志性建筑。

站在距离地面 100米的观景台，
可欣赏夕阳和美丽夜景。

名古屋城市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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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R名古屋高岛屋
［ジェイアール名古屋タカシマヤ］
www.jrtakashimaya.co.jp/

名古屋 Nagoya

2

1

3

名古屋荣三越
［名古屋栄三越］
nagoya.mitsukoshi.co.jp/

名古屋 Nagoya

2

1

3

该大型百货店位于 JR中央塔内。在这里，
可以品尝到“Garrett Popcorn Shops®”的
小仓红豆黄油风味爆米花等多种限定食品。
位于B1·B2F的食品楼层入驻了“Tenmusu”
（天妇罗饭团）等各类名古屋美食及甜品，
从老字号店铺到最时尚的店铺应有尽有。

A 爱知县名古屋市中村区名站1-1-4
B +81-(0)52-566-1101
C 10:00～20:00／高岛屋GATE TOWER MALL 
10:00～21:00

 无固定休息日
 JR､ 名铁､ 近铁等在“名古屋站”直通

｜配套服务｜

最新甜品应有尽有
备受女性欢迎的地下食品区

1. “Garrett Popcorn Shops®”小仓红豆黄油风味的新名古屋金罐装爆米花为JR名古屋
高岛屋限定商品  1加仑罐售价4000日元、1夸脱罐售价1650日元　2. “地雷也”的天妇
罗饭团售价681日元（5只装）　3. 从JR名古屋站步行即可到达

 将黄油融入温柔香甜的 
 小仓红豆风味 
 美妙在唇齿间蔓延 

店铺
限定

2017年 10月 4日重修开业后，“JEAN-
PAUL HÉVIN”等 4家世界闻名的西式甜
品店首次登陆名古屋。此外，这里还充满了
拥有 400年历史、旨在将日式点心进行传
承和革新的店铺“果匠 花桔梗”以及聚集
全国高级糕点的店铺“果游庵”等各式各样
的日式点心店。

A 爱知县名古屋市中区荣3-5-1
B +81-(0)52-252-1111
C 10:00～19:30

 1月1日､ 1月2日､ 无固定休息日
 市营地铁东山线､名城线“荣站”或名铁濑户线“荣町站”
下车后，经地下街即可到达

※不可将日元兑换成外币

｜配套服务｜

从名古屋特产到海外产品，
您将遇见平时难得一见的高级糕点

1. “果匠 花桔梗”的豆沙烤面包式最中饼1201日元（6只装）。将豆沙及豆沙黄油直接涂在
最中饼的皮上来享用　2. “hanafuru”的PARACHUTES COLD PRESSED JUICE 各
1080日元（L 500ml）。共8种　3. 与地下街连通，交通便利

 做成名古屋特产小仓烤面 
 包形状的最中饼 

区域
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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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坂屋名古屋店
［松坂屋名古屋店］
www.matsuzakaya.co.jp/nagoya/

名古屋 Nagoya

3

1

2

松坂屋静冈店
［松坂屋静岡店］
www.matsuzakaya.co.jp/shizuoka/

静冈 Shizuoka

2

1

3

本着“让每天的餐桌更美味、更快乐”的宗旨，
总馆 B1、B2F推出了“美食天堂”。从名店、
老店到日式点心、西式甜品、熟食、生鲜，
超过 150个品牌汇聚一堂。B2F设有巴黎
街头风格的美食卖场“Table Plus +”。

A 爱知县名古屋市中区荣3-16-1
B +81-(0)52-251-1111（总机）
C B2～3F 10:00～20:00（4～8F 到19:30）／9F餐
厅街 11:00～21:00（10F 到22:00）　 
※其它楼层有所不同

 1月1日
 地铁“矢场町站”地下通道直通（第5、6号出口）／地
铁“荣站”下车后往南徒歩5分钟

｜配套服务｜

日本国内最大级百货店经营的
在名古屋地区首屈一指的美食区

1. “坂角总本铺”的黄金装鲜虾仙贝918日元（10只装），只限名古屋销售　2. 使用优质鳗
鱼烧制的名为“热田蓬莱轩”的鳗鱼饭（3570日元）以及众多名古屋知名美食　3. 2016年
春，耗时约5年的大规模改建完工，给您带来不一样的购物体验！

 金黄、 
 香喷喷的 
 鲜虾仙贝 

区域
限定

区域
限定

JR静冈站直通的百货商店。地下食品层设
有汇聚静冈高级糕点、名优特产的食品店“骏
河国灿灿处”以及生鲜食品、熟食、面包糕
点店、和酒、洋酒等种类繁多的商品。

A 静冈县静冈市葵区御幸町10-2
B +81-(0)54-254-1111
C 10:00～19:30／B1～1F 10:00～20:00／ 
本馆8F餐厅街 11:00～22:00

 1月1日
 JR“静冈站”北口徒歩3分钟（地下通道直通）

｜配套服务｜

直通静冈站的百货商店
静冈特产应有尽有

1. 日本茶产量位居日本榜首的静冈。在总馆B1F的“骏河国灿灿处”店内，除了茶，还有各
种静冈高级糕点和当地特产　2. 名为“大和田”的蒲焼鳗鱼也是静冈的特色食品　3. 因与
JR静冈站直通，旅行时顺便来逛逛也很方便

 上等茶叶、高级糕点、 
 知名特产⋯⋯ 
 严选精品汇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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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林坊大和
［香林坊大和］
www.daiwa-dp.co.jp

金泽 Kanazawa

1

3

1

2

日本的饮食文化

COLUMN

北陆地区首席的老字号百货店。位于 B1F
的食品区“金泽 Food Paradise”内汇集了
超过 70家专卖店，销售乡土料理笹寿司的
“芝寿司”等金泽风味店铺也入驻其中。地
方佳酿荟萃的酒水卖场也值得推荐。这里还
能买到国内外很多品牌的化妆品。

A 石川县金泽市香林坊1-1-1 
B +81-(0)76-220-1111
C 10:00～19:30／8F餐厅街 11:00～22:00

 无固定休息日
 JR“金泽站”东口乘坐去往香林坊的巴士10分钟左右，
在“香林坊”巴士站正面

｜配套服务｜

日本各地的人气店铺和石川、
金泽的美食大集合

1. 酒水卖场优选了石川大约70种日本酒。除金泽外，还网罗了加贺能登地区的众多地方
美酒　2. “芝寿司”的三味笹寿司售价1069日元（10个装）。金泽的祭祀活动中决对不可
或缺的乡土味道　3. 地处贯穿城市中心的百万石大街

 日本首屈一指的 
 酒水聚集地 
 石川的日本酒汇聚一堂 

区域
限定

B级美食的宝库·名古屋和雅致的金泽
拥有日本三大都市之一的名古屋的日本中部地区，有着独特的

饮食文化，可谓是被称为“名古屋菜”的 B级美食（物美价廉
的大众美食）的宝库。因口味较重，所以很多菜都使用了酱料，

比如味噌炸猪排、味噌煮乌冬面、味噌关东煮等，都非常有名。

此外，香辛料风味浓郁的炸鸡翅，浇上了粘稠香辣汁的勾芡意

大利面，以及扁平乌冬面（kishimen）等等，也都很知名。
如果说名古屋是 B级美食的宝库，那么北陆地区代表“加贺
百万石”的石川县金泽市则有着华丽的气氛。这里有从远古时

代一直栽培至今的“加贺蔬菜”，还有精心制作的日式点心和名

酒，与京都的风雅有很相像之处。

｜  ③北陆 ·中部地区 ｜
名古屋的咖啡厅文化也有其独到
之处，比如“小仓土司”，就是
将一般用于日式点心的小仓豆馅
涂在土司上，颇有意思。



37

关西 ·
中国地区

Japan

百货店地下食品区手册

滋贺

三重

奈良
大阪

和歌山

冈山

鸟取

岛根

广岛

山口

兵库
京都

关西 ·中国地区 关西地区的三大都市是京都、大阪、神户，非常有人气。大阪和京都的
风格截然不同，到处都是鲜艳的广告板，神户作为港口城市则洋溢着异
国风情。此外，奈良、和歌山也有很多观光点。在日本中国地区，则有
被称为“日本爱琴海”的濑户内海。

#冈山
#仓敷美观地区

#京都　#伏见稻荷
#千本鸟居

#和歌山
#南纪白滨冒险大世界

#大阪
#道顿堀

#京都　#东寺
#五重塔

#神户　#夜景
#神户港灯塔

#奈良　#大佛
#东大寺

©公益财团法人大阪观光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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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R京都伊势丹
［ジェイアール京都伊勢丹］
kyoto.wjr-isetan.co.jp.t.do.hp.transer.com/

京都 Kyoto

3

1

2

大丸京都店
［大丸京都店］
www.daimaru.co.jp/kyoto/

京都 Kyoto

3

1

2

与京都的大门——JR京都站直通、交通
条件优越的百货店。这里最引人注目的是
使用了京都特色抹茶的各种商品，聚集了
“MALEBRANCHE”、“乐味京都”的抹茶
果子以及“丸久小山园”的宇治抹茶等广受
喜爱、别具风格的精品特产。

A 京都府京都市下京区乌丸通盐小路下行道东盐小路
町
B +81-(0)75-352-1111
C 10:00～20:00／餐厅街 11:00～22:00／ 
开放式餐厅 11:00～23:00 
（每家店铺的最后点餐时间有所不同）

 无固定休息日
 JR､ 近铁､ 市营地铁“京都站”直通

｜配套服务｜

直通 JR京都站，
京都伴手礼大集合

1. “MALEBRANCHE”的浓茶猫舌饼“CHA no KA（茶果子）”售价681日元（5片装）。京
都限定　2. “乐味京都”的抹茶甘薯售价216日元（1个）。JR京都伊势丹限定　3. “丸久小
山园”的抹茶—「青岚」售价864日元（40g）。京都府产的宇治抹茶将苦涩和甘甜完美地融
合。

 只使用严选茶叶的 
 浓茶猫舌饼 

与乌丸站直连的 B1F是经营食品的“美食
天堂”。这里不仅有金枪鱼解体秀以及西式
点心的特别销售，每天还会开展丰富多彩的
活动。2014年，面向四条通的外墙时隔半
个世纪进行了重新装修，引人注目。

A 京都府京都市下京区四条通高仓西入立卖西町79
B +81-(0)75-211-8111（总机）
C 10:00～20:00／8F餐厅､ 周边店铺 11:00～20:00
（最后点餐时间为19:30）

 1月1日
 阪急京都线“乌丸站”徒歩1分钟（地下通道直通）／ 
市营地铁“四条站”徒歩2分钟（地铁站直通）

｜配套服务｜

直通车站的便利交通充满魅力
一定要来看看每日不同主题的活动哦！

1. “GATEAU FESTA HARADA”的TIGRESSE抹茶售价810日元（3个装）。添加了京都
产宇治抹茶的大丸京都店限定品　2. 日本茶名店“福寿园”常驻有日本茶讲师。不仅能学
到有关茶的各种知识，还可以品尝茗茶　3. 商场还入驻了免税店

 人气巧克力蛋糕加上抹茶口味， 
 变身京都风 

店铺
限定

区域
限定

店铺
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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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

3

4

京都高岛屋
［京都タカシマヤ］
www.takashimaya.co.jp/kyoto/ 
store_information/

京都 Kyoto

京都高岛屋精选日本全国的美食，每周都推出不同的限定商品。这里
设满了让您总是意犹未尽的美食柜台：每周更换不同的京都老字号
高级日式餐厅的用餐柜台“京之味处”、可以将精心制作的生果子进
行自由搭配的“京果匠”应季生果子柜台等等。

1. 可以坐在柜台旁与厨师进行交流　2. “京果匠”应季生果子柜台摆满了生果子　3. “本田味噌
总店”推荐的即食味噌汤售价1080日元（5份装）。上面印的“OOKINI”（京都方言谢谢）为京都高
岛屋限定品　4. 与阪急河原町站直通

让您每次前往
都会有新发现的美食楼层

 在地下食品区就可轻松享受 
 京都老字号高级 
 日式餐厅的美食 

当天登场的是洛北的老字号
高级日式餐厅“山端平八茶
屋”。用食物摆盘表现季节之
美的离宫怀石售价5400日元

A 京都府京都市下京区四条通河原町西入真町
52
B +81-(0)75-221-8811
C 10:00～20:00／餐 厅 街 11:00～21:30 
（每家店铺的最后点餐时间有所不同）

 1月1日
 阪急“河原町站”下车后经地下通道直通／ 
京阪“祇园四条站”徒歩5分钟

｜配套服务｜
店铺
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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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丸梅田店
［大丸梅田店］
www.daimaru.co.jp/umedamise/

梅田 Umeda

2

1

3

大丸心斋桥店
［大丸心斎橋店］
www.daimaru.co.jp/shinsaibashi/

心斋桥 Shinsaibashi

3

1

2

与 JR大阪站直通，交通便利，当地住民也
经常光顾。B1、B2F的食品楼层“美食天堂”
汇聚了从生鲜食品到熟食、甜点等各类商品。
在用餐区，游客还可轻松品尝到大阪当地热
门店铺的美食，让人非常期待。

A 大阪府大阪市北区梅田3-1-1 
B +81-(0)6-6343-1231（总机）
C B2～9F 10:00～20:30（周五､六 到21:00）／ 
10～13F､ 15F 10:00～20:00／ 
14F餐厅 11:00～23:00

 1月1日
 JR“大阪站”徒歩1分钟／JR“北新地站”徒步6分钟 /地
铁“梅田站”､ 阪神“梅田站”徒歩2分钟／地铁“东梅田站”
徒歩8分钟／地铁“西梅田站”徒歩4分钟／阪急“梅田站”
徒歩3分钟

｜配套服务｜

毗邻车站的百货店
当地美食家聚集之地

1. 印着“大”字的大丸豆
沙糕点，每个售价43日
元。因为都是店铺内现
场制作，所以随时都能
买到刚出锅的豆沙糕
点　2. 在关西风味高汤
乌冬面馆“Tsurutontan 
TOP CHEFS”可以一
饱口福。加入博多明
太子膏的乌冬面售价
1250日元　3. 与JR大
阪站桥上通道直通

1. “赤坂Fukinuki”的鳗鱼饭
售价2484日元。除了B2F有
销售，在13F的餐厅也可以
品尝到　2. 北馆1F每周六
12点开始营业的“心斋桥市
场”。摆满了国产水果和蔬菜　
3. 在浓郁的欧式艺术风格建
筑中优雅地购物

 新鲜出炉的 
 特色豆沙糕点 

1726年开业的老字号百货店。位于北馆
B2F的食品楼层，从日式点心、西式糕点到
熟食、生鲜食品，各类食物一应俱全，广泛
地满足了各个年龄层人们的需求。聚集了丰
富的新鲜优质水果的“心斋桥市场”，每周
六营业。

A 大阪府大阪市中央区心斋桥筋1-7-1 
B +81-(0)6-6271-1231（总机）
C 北馆 10:00～20:00／餐厅楼层 11:00～22:00／
南馆 10:30～21:00

 1月1日
 地铁“心斋桥站”南北检票口､ 南南检票口地下通道
直通

｜配套服务｜

无论男女老少，
均能感受到其独特魅力

 师傅使用当天采购的鳗鱼 
 用娴熟的手法进行烹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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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阪高岛屋
［大阪タカシマヤ］
www.takashimaya.co.jp/osaka/ 
store_information/index2.html

难波 Namba

1

2 3

4

该百货店是大阪难波的地标性建筑。B1F的食品卖场汇集了本地高
级糕点、大阪著名小吃章鱼小丸子等当地特色店铺。售卖便当的店
铺也很多，也很适合打包到酒店享用。

1. 透过玻璃可以看到章鱼小丸子的制作过程的店铺“章鱼八”　2. “道顿堀今井”的荞麦寿司售价
648日元。荞麦色拉卷吃起来很健康　3. 大阪堺市的老字号日式点心店“小岛屋”制作的芥子年
糕售价908日元（6个装）。年糕包含豆沙，外面撒有芥子　4. 在难波的大门口开设的店铺

A 大阪府大阪市中央区难波5-1-5 
B +81-(0)6-6631-1101
C 10:00～20:00（周五､六 到20:30）／ 
难波 Dining Maison 11:00～23:00

 1月1日
 地铁“难波站”､ 阪神电车和近铁“大阪难波
站”､ 南海电车“难波站”直通

大阪风味美食 1楼层大集合！

 现做现卖勾人食欲 

｜配套服务｜

“章鱼八”家的章鱼小丸
子外皮酥脆、内部肥嫩，
售价562日元（8个装）。
店门口就设有用餐区，可
以坐下享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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阪急百货店  
梅田总店
［阪急百貨店うめだ本店］
www.hankyu-dept.co.jp/fl/english/

梅田 Umeda

1

23

4

国产苹果黄油薄脆饼售价
972日元（6个装）。制作时
需在薄脆饼面糊中加上杏
仁奶油、国产苹果酱和苹
果进行反复烤制

位于 B1F的“甜品街”展出了许多与糕点厂商联名生产的精美甜点。
“甜品街”有很多只有在这儿才能购买到的限定品，比如水果味的软
糖“cororo”以及原料均经过严选、适合成人口味的薯片“GRANDE 
Calbee”等等，作为礼物赠送他人也一定会很受欢迎。

1. “FOUNDRY”的国内产涩皮栗和杏仁挞售价692日元，北海
道富良野产的甜瓜和阿寒湖奶农家的蛋糕售价713日元　2. 
“GRANDE Calbee”的Potato Beat每份售价540日元（4袋装，
右）和“UHA味觉糖”牌的软糖cororo每份售价540日元（8颗装，
左）　3. 目不暇接的“甜品街”　4. 关西地区入驻品牌数量最多的百
货店

A 大阪府大阪市北区角田町8-7
B +81-(0)6-6361-1381
C 周日～周四 10:00～20:00／ 
周五､ 六 10:00～21:00

 1月1日
 JR“大阪站”､ 地铁“梅田站”徒歩2分钟／ 
阪急电车“梅田站”徒歩3分钟

只有这里才有的限定品＆合作商品的宝库

 应季水果蛋糕 

｜配套服务｜

店铺
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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阪神百货店 
梅田总店
［阪神百貨店梅田本店］
www.hanshin-dept.jp/hshonten/english/

梅田 Umeda

集结了大约 180家食品店铺的 B1F “阪神食品馆”有很多演示贩卖
和可试吃的食品，到处充满了让人垂涎的香气。日销量 8000片的“阪
神名物乌贼烧”、“551蓬莱”家的肉包等等，各种大众美食在这里都
可以轻松购买到。

1. 提起阪神百货店就一定会想到的经典美食“乌贼烧”　2. “551蓬莱”家的肉包也是演示贩卖
的，售价170日元　3. “Katashimo winery”葡萄酒卖场售有适合搭配章鱼小丸子的气泡酒taco-
cham（720ml，售价2376日元）　4. 紧邻大阪站、梅田站，交通便利

大众口味的地下食品区，
这里一定有您爱吃的食品

 日销量 8000片！
 一定要尝的阪神特色小吃 

A 大阪府大阪市北区梅田1-13-13 
B +81-(0)6-6345-1201
C 10:00～20:00（各天、各楼层会有所不同）

 无固定休息日
 JR“大阪站”徒歩3分钟／阪神电车“梅田站”
徒歩1分钟／地铁“梅田站”徒歩2分钟

每片乌贼烧售价152日元。
祖传的秘制酱汁搭配鲜美
的乌贼，味道绝佳。尽管经
常要排队，但由于师傅烧制
技术很纯熟，无须等待很久
就可以买到。

｜配套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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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铁百货店 
海阔天空总店
［近鉄百貨店 あべのハルカス近鉄本店］
abenoharukas.d-kintetsu.co.jp/

阿倍野 Abeno

5
店�
限定

设在日本最高的超高层建筑“阿倍野海阔天空大厦”中心的百货店。
位于 B1、B2F的“阿倍野食品城”设有“POIRE Entrée”、“果匠
ASADA”、“井一”等店铺，以往在百货店无法购买到的甜品以及烤
米果也入驻其中，还能品尝到海阔天空店限定的特别口味食品。

1. “POIRE Entrée”的水果沙冰售价702日元起　2. “果匠ASADA”的水果大福售价281日元起　
3. 在销售应季水果的店铺“北庆”，笑容灿烂的店员出来迎客　4. 在大阪天下茶屋开设总店的“井
一”一本手烧的售价1080日元（7条装）　5. 与近铁大阪阿倍野桥站直通

海阔天空限定品牌、限定口味大集合

 使用了完整水果的甜点 
 SNS发帖非此莫属 

“POIRE Entrée”的Petit a 
Petit（Fraises）售 价864日
元（10个装）。草莓味的Petit 
Chou a la Creme是仅在海
阔天空销售的限定品。

A 大阪府大阪市阿倍野区阿倍野筋1-1-43
B +81-(0)6-6624-1111（总机）
C B2～ 3.5F 10:00～ 20:30／ 4～ 11F 
10:00～20:00／12～14F餐厅街“阿倍野海
阔天空美食街”11:00～23:00／B2F“阿倍野
市场食堂”10:00～22:00

 1月1日
 地铁“天王寺站”西检票口前／ 

JR“天王寺站”中央检票口徒歩1分钟／ 
近铁“大阪阿部野桥站”西检票口前

｜配套服务｜

区域
限定

※冰淇淋销售时间为 4月～ 9月。添加的水果根据季节有所变动

店铺
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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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铁百货店  
和歌山店
［近鉄百貨店 和歌山店］
www.d-kintetsu.co.jp/store/
wakayama/

近铁百货店 奈良店
［近鉄百貨店 奈良店］
www.d-kintetsu.co.jp/store/nara

奈良

和歌山

Nara

Wakayama

2

3

1

2

1

3

因为选址临近旅游胜地平城宫，对观光客
来说，该百货店也是交通便利、极富当地特
色的选择。奈良聚集了在当地经营超过 400
年的“本家菊屋”以及销售种类丰富的奈良
当地美酒、日本酒和洋酒等许多店铺。

位于 B1F的“纪州路卖场”售有和歌山当地著名特产。当
地酒水柜台内产品尤其丰富，侍酒师、烧酒顾问、啤酒品酒
师等专业销售员将为您介绍各种产品口感的区别，并为您量
身推荐适合您的产品。

A 奈良县奈良市西大寺东町2-4-1
B +81-(0)742-33-1111 
C 10:00～20:00 

 1月1日､ 无固定休息日
 近铁“大和西大寺站”北出口徒歩3分钟

｜配套服务｜

奈良的高级糕点和当地美酒等
当地名品值得期待

专业顾问为您在挑选酒水时提供建议

A 和歌山县和歌山市友田町5-18 
B +81-(0)73-433-1122（总机）
C 10:00～19:00  

 1月1日､ 无固定休息日
 JR“和歌山站”徒歩1分钟

｜配套服务｜

1. “本家菊屋”的御城之口饼售价701日元（6个装）。里面使用了最上等的红小豆　2. 日本
酒和洋酒卖场里摆满了奈良的当地佳酿。购买时如有疑问，可咨询店员　3. 从近铁大和西
大寺站下车后步行即可到达，位于综合设施“narafamily”内

 开业超过 400年的 
 老字号经营的招牌糕点 

 用甜醇的 
 梅子酒干杯 

1. 在因产梅而闻名的和歌山，一定有红
南高梅（720ml，售价2057日元）等用
梅子制作的酒。梅子酒因其柔和甘甜的
口感，在女性中广受喜爱　2. 与JR和歌
山站直通　3. “松竹堂”的糕点也很丰
富，其中梅香黄油薄脆饼售价1080日
元（24块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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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丸神户店
［大丸神戸店］
www.daimaru.co.jp/kobe/

神户 Kobe

3

1

2

日本的饮食文化

COLUMN

B1F的食品楼层划分成四个区域：销售神户
甜品的日西式糕点区，提供更加美味方案的
Table Plus+、熟食卖场，老字号名店风味
卖场，生鲜卖场＆食品杂货区。以神户当地
美食为名、通过食物打造神户印象。

A 兵库县神户市中央区明石町40
B +81-(0)78-331-8121
C 10:00～20:00（部分店铺有所不同）

 1月1日
 JR､ 阪神“元町站”徒歩3分钟

｜配套服务｜

融入原外国人聚居地的
现代古典风格的百货店

1. “杉本 Sugimoto”的神
户牛（日式牛肉火锅、涮牛
肉用）肩里脊肉售价2484
日元（100g）　2. 神户亦
以“酒藏之街”而闻名。“神
户酒心馆”的福寿大吟酿
售 价3240日 元（720ml）　
3. 新旧交错的神户风格建
筑

※ 图片仅供参考, 以实物为准

 口感柔和的上等品牌牛肉，
 让您回味无穷 

京都的日式上汤、大阪的面食、神户的牛肉

同样属于关西地区，京都、大阪和神户这三大都市却各有其独

特的饮食文化。京都的美食有很多魅力，其中首推日式上汤。

用海带熬制的汤配上柴鱼干，说它是被认定为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日本料理”的基础也不为过。

大阪可以说是美食之都，著名的多是面粉做的食物，比如章鱼烧、

御好烧、炒面。关西以外地区被视为零食的章鱼烧，在这里很

平常地可以作为午餐而享用。就着御好烧、炒面吃米饭，这是

大阪人才有的习惯。

说起神户，恐怕首先想到的就是闻名世界的“神户牛肉”！日
本特有的铁板烧牛排，以及西餐店的炖牛肉等，都很受欢迎。

｜  ④关西 ·中国地区 ｜
日式上汤使日本料理具有独到的
美味。虽然通过品尝乌冬面等就
可以体会到，但是在京都的话更
应品尝一下精心制作的怀石料理
中的酱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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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满屋 
冈山总店
［天満屋岡山本店］
www.tenmaya.co.jp/okayama/

冈山 Okayama
2

3

天满屋仓敷店
［天満屋倉敷店］
www.tenmaya.co.jp/kurashiki/

仓敷 Kurashiki

3

1

2

1

区域
限定

“TENCHIKA  FOOD GARDEN”荟萃了县内热门店铺云
集的美食广场、冈山当地美酒以及糕点等店铺。光照充足的
“水果天国冈山”的应季水果和水果甜品也很值得推荐。

美食用餐区也非常充实
这里汇聚了各种具有冈山特色的食品

A 冈山县冈山市北区表町2-1-1
B +81-(0)86-231-7111
C 10:00～19:30

 1月1日
 ＜路面电车＞在“冈山站”乘坐清辉桥
方向的电车､ 在“邮局前电停”下车（约5
分钟），或乘坐东山方向的电车､ 在“县
厅通电停”下车（约5分钟） ＜巴士＞在
“冈山站”乘坐天满屋方向的巴士､在“天
满屋巴士车站”下车（约10分钟）

｜配套服务｜

 只有在当地 
 才能购买到的 
 限定特产 

1. 冈山限定销售的“Morozoff”蜜桃费
南雪每个售价130日元（1个，左）、“利
守酒造”的酒一筋 赤磐雄町黄金酒售
价5400日元（720ml，右）、“三宅制果
总店”的备中神乐面最中饼每个售价
170日元（面前的这个）　2. 美食广场
“晴国厨房”　3. 同时设有巴士总站

2008年，迁至仓敷站东侧。位于 B1F的食
品楼层“食彩馆”汇聚了生鲜、日式糕点、
西式糕点、蒸馏酒、食品杂货等各类食品。
本土糕点店内商品繁多，如吉备团子中的“广
荣堂”以及“大手豆沙糕点”等，在此选购
仓敷土特产的客人络绎不绝。

A 冈山县仓敷市阿知1-7-1
B +81-(0)86-426-2111
C 10:00～19:30／6F餐厅 10:00～22:00

 1月1日
 JR“仓敷站”南口徒歩1分

｜配套服务｜

紧邻仓敷巴士总站，
从各个地方过来都很方便

1. “大手豆沙糕点伊部屋”的大手豆沙糕点（售价756日元起，10个装）为180多年以来广
受人们喜爱的点心　2. 当地美酒的品种也很丰富，使用了最高品质、备受赞赏的酿酒用米
“雄町米”的产品等　3. 正面对着仓敷站东侧的巴士总站

 酒香四溢 
 代表冈山的传统糕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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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州地区

50

Japan

百货店地下食品区手册

#福冈
#中洲

#福冈　#博多祗园山笠
#非物质文化遗产　#7月

#鹿儿岛　#屋久岛
#屋久杉　#威尔逊株

#宫崎
#高千穗峡

＃熊本　＃世界地质公园　
＃阿苏

#熊本
#锅瀑布

#福冈　#中洲　#露天店铺

大分

宫崎

鹿儿岛

佐贺

长崎

熊本

福冈

九州地区

九州地区的 7个县都有着各自独特的文化，其中的福冈市是九州地区
最大的城市，市内有天神、博多、中洲、长滨等商业区，有常设的露天
店铺，非常热闹。熊本县则有壮丽的自然景观。

图片来源 : 福冈市 图片来源 : PIX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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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铁福冈站
（天神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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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多贝色之浦

福冈县立美术馆

面包超人儿童
博物馆

栉田
神社

博多町家 
故乡馆

福冈 PARCO
索拉利亚购物广场

IMS
大丸
福冈天神店

马林麦瑟福冈

福冈会展中心

KITTE 博多

JR 博多城博多运河城

福冈市动
植物园

友都八喜

净
水
通

385202

202
昭
和
通

博多阪急
博多阪急

每年 5月举办“博多咚打鼓港节”，
数万人将列队游行。

天神是九州地区首屈一指的繁华街，
大型百货商店和时尚大厦鳞次栉比。

霓虹闪烁的中洲风光，
那珂川河畔沿街的大排档成为福冈特色。

福冈三越
福岡三越

岩田屋总店
岩田屋本店

博多站

药院地区的小街巷里面，
有很多精品店和咖啡馆。

福冈市红砖房文化馆

住吉神社

博多祇园山笠祭

博多
站

《机场出发交通》

地铁空港线　
约5分钟

天神
站

地铁空港线　
约11分钟

※博多站～天神区间还有100日元循环巴士

福冈
机场

灿烂豪华的“饰山笠”花车，
是博多的一道夏日风景线
（每年 7月举办）。

福冈城市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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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多阪急
［博多阪急］
www.hankyu-dept.co.jp/hakata/ 
fl/chinese-01/

福冈 Fukuoka

1

23

4

虾、起司、香草西红柿、
海 胆 酱 等 风 味，也 很
适 合 下 酒。“Premium 
MENBEI”售价540日元
（5袋，每袋2块）。时令白
色巧克力、焦糖巧克力售
价均为540日元（5袋，每
袋1块）

紧邻 JR博多站的博多阪急有着其他百货店所没有的商品和活动，因此
受到瞩目。该店与厂家共同研制的明太子仙贝“Premium MENBEI”
只有在这里才能买到，另外，由食品区工作人员组成的“博多厨房乐队”
会在工作日每天举办演奏活动，这也是只有在该店才能体验到的。

1. 明太子仙贝“MENBEI”是福冈当地有名的土特产，在博多阪急可以品尝到高阶版　2. 汇集九
州本地酒的酒水卖场　3. 用厨具演奏乐曲的博多厨房乐队，工作日每天14点开始表演　4. 紧邻
新干线博多站

A 福冈县福冈市博多区博多站中央街1-1
B +81-(0)92-461-1381
C 全馆 10:00～20:00／周五､ 六 B1～4F 
10:00～21:00､ 5～8F 10:00～20:00

 无（营业时间、定休日可能会因天气等情况
而改变）

 JR“博多站”直通／地铁“博多站”徒步1分钟独具特色的美食乐园

 漂亮包装！
 时尚MENBEI 

｜配套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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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田屋总店
［岩田屋本店］
www.i.iwataya-mitsukoshi.co.jp/

福冈 Fukuoka

3

1

2

福冈三越
［福岡三越］
www.m.iwataya-mitsukoshi.co.jp/

福冈 Fukuoka

3

1

2

区域
限定

该店堪称九州地区最大的百货店，创业于
1936年，是一家老字号。该店分为本馆和
新馆两个部分，食品区位于本馆的 B1F和
B2F。在九州地区只有这里才有的店铺很多，
尤其是有很多博多老字号。店内服务完善，
连买下的水果都可以在店内切。

A 福冈县福冈市中央区天神2-5-35
B +81-(0)92-721-1111
C 10:00～20:00／新馆7F餐厅街“EAT PARADISE” 
11:00～22:00

 无固定休息日
 西铁“福冈（天神）站”徒步5分钟／地铁“天神站”徒
步5分钟

｜配套服务｜

博多著名老字号云集于此
在大型百货店中尽享美食

1. 2. 旭酒造出品的獭祭酒的专卖店“獭祭Store”。用23%的精米酿造的纯米大吟酿獭祭
两成三分磨（720ml）售价5298日元　3. 在“南国水果”店，客人购买的水果可以由店员切
成方便食用的大小

 百货店中只有这里有 
 獭祭酒的专卖店 

该店位于福冈著名的繁华街区天神，与西
铁电车和巴士车站直通，交通便利，有着很
高的人气。位于 B2F食品区的点心卖场有
“Ikinari薄皮红薯豆沙糕点”、“博多松屋”
的鸡蛋素面等美食，日式点心也很多。

A 福冈县福冈市中央区天神2-1-1
B +81-(0)92-724-3111（总机）
C 10:00～20:00

 1月1日､ 无固定休息日
 “西铁福冈（天神）站”直通／地铁“天神站”徒步3分钟／
毗邻地铁 “天神南站”

｜配套服务｜

在迎来开业 20周年的 2017年
更上一层楼

1. 诞生于日本江户时代的“博多松屋”鸡蛋素面售价1080日元，一口大小的鸡蛋素面（束）
1个162日元　2. 加了很多红薯和红豆馅的“Ikinari薄皮红薯豆沙糕点”，每个152日元。百
货店中只有福冈三越有售　3. 无论是乘电车还是乘巴士，都很方便

 有着 340历史的 
 甜甜的博多点心 

区域
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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鹤屋百货店
［鶴屋百貨店］
www.tsuruya-dept.co.jp/

熊本 Kumamoto

1

2

1

3

日本的饮食文化

COLUMN

店铺
限定

该百货店分本馆、东馆、New-S、WING 
四个馆，食品区位于本馆的 B1F和 B2F。
食品区汇聚了日本各地的人气点心店和熟食
店等，此外在“Furusatoya”，还有县内特
产展。在“OiCiA”店，还可以当场品尝各
类美食。

A 熊本县熊本市中央区手取本町6-1
B +81-(0)96-356-2111
C 10:00～19:00／周五､ 六 10:00～19:30／ 
New-S 10:30～20:00

 店休日：周二（不定休）
 从熊本市路面有轨电车“通町筋站”徒步约1分钟左右

｜配套服务｜

提案各种优质生活的
本土百货店

1. 该店有名的美食鹤屋豆沙糕点，售价432日元（10个）。蛋糕皮包裹着白色豆馅，味道淳
朴但人气很高　2. 使用日本第一大番茄产地熊本县八代产的Hachibee番茄做的番茄酱
（300g）和番茄干（30g）售价均为702日元　3. 2014年全馆进行了翻新装修

 以百货店名命名的 
 特产豆沙糕点 

福冈·博多的街边摊文化和烧酒

提到九州地区的饮食文化，首推最繁华街市－福冈县的街边摊。

街边摊以前在日本各地四处可见，但现在能拥有如此众多的街

边摊则属很稀有了。在福冈市的天神、博多、中洲、长滨等地，

不仅有猪骨拉面摊，还有烤串、关东煮、天妇罗，甚至意大利

及法国菜的街边摊，大概有 150多家。
此外，九州人喜欢喝烧酒。与葡萄酒等同属酿造酒的日本酒不同，

烧酒和威士忌一样是蒸馏酒，因此酒精度数高（这或许是九州

人酒量好的原因？）。烧酒有很多种不同的原料，小麦、红薯、

荞麦、大米都能酿造。九州各县都有不少酒厂，大家可以尝尝

看各有什么不同。

｜  ⑤九州地区 ｜
辛辣明太子也是全日本知名的福
冈特产。将黄线狭鳕（明太鱼）
的卵巢用辣椒等腌制而成的辣鳕
鱼子，非常适合吃米饭或者饭团。



YOKU MOKU
木菓悠点

※1 YOKU MOKU将于2019年迎来创业50周年

※2 YOKU MOKU是日本品牌，
 因此不用“果”，而使用“菓”字。
 其中，蕴含了我们对手工精制
 糕点的一片真情。

※2

邮编107-0062　东京都港区南青山5-3-3
顾客咨询窗口　电话：0120-033-340
https://www.yokumoku.co.jp/zh/

三种口味雪茄蛋卷
含税3,024日元

50年间※1，深受全世界喜爱的西点传统铭牌

曲奇什锦礼盒
含税3,240日元

日本特有的美味体验，不容错过日本全国各处的百货商店均可购买 ※商品内容因季节而异。

YOKU MOKU 日本桥三越总店
咖啡厅
可以尝尝店铺限定的派和季节甜品等。



http://www.departinfo.com/

Gift S T I C K E R

Scan the QR code for more 
information of Japanese 
department stores.

일본 백화점의 유익한 정보를 원하
신다면 QR코드를 스캔해 주세요.

请扫描二维码获取更多日本各

大百货店的优惠情报。

請掃描二維碼獲取更多日本各

大百貨店的優惠情報。

 我们将提供全力协助！
访日购物，敬请选择百货店！

特制赠品活动

至 2018年12月31日优惠活动期间

活动期间（各百货店休业日除外），携带本手册前往手册中介绍的
各百货店，购买一定金额的商品后，便可获赠方便的可擦荧光笔
“FriXion Light”和日式图案贴纸，作为日本购物的纪念。

※赠品数量有限，赠完即止。详情可向各百货店免税柜台或者前台咨询处咨询。

扫描二维码获取日本百货店优惠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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