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一起去逛逛能够感触
内滩历史和大自然的珍藏级景点吧！

内滩出游路线推荐
【内滩风纹路线

内滩

铁板道路

内滩海岸·射击指挥所

Sunset Bridge内滩

井上靖文学碑

历史民俗资料馆

以前为了向设置在内滩砂
丘中的试射场搬运炮弹而
用打了孔的铁板铺成的道
路。（MAP ❶）

美军试射场中曾被用作射
击指挥所的建筑。现在仍
然保留了当时的原貌。
（MAP ❷）

全长344m的斜拉桥。其
优美的姿态令人联想到振
翅飞翔的白鸟，是城市标
志性建筑。（MAP ❸）

曾经驻足过内滩砂丘，并
留下了《流星》《海》等
作品的小说家井上靖的文
学纪念碑。（MAP ❹）

展示着“粟ケ崎游园”
“内滩斗争”“民俗与历
史”等众多内滩文化遗
产。（MAP ❺）

【骑行路线

所需时间：自行车约3小时】

内滩海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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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运动项目丰富、海水
浴游客络绎不绝的内滩海
岸拥有着宽达200m的引
以为豪的广阔沙滩。
（MAP 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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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需时间：开车3小时】

道路休息站内滩&
Sunset Bridge内滩

恋人圣地·天文台
·双心·恋爱签

内滩综合公园
展望台

可以在桥畔的公路休息站
停下来歇息片刻。这里是
眺望夕阳没入日本海的最
佳景点。（MAP ❼）

这里是被认定为“恋人圣
地”，众多恋人们前来打卡
的景点。（MAP ❽）

从高60m的圆形展望台可
360°环视处于大海和海湾
怀抱中的整个城市。
（MAP 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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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滩站车站前的旅游信息中心有常驻的志愿者

有全城环游路线（1圈1小时30分钟）

北陆铁道浅野川线是连接了北铁金泽站

和南部游览路线（1圈1小时），周游内

和内滩站，行驶时间为17分钟的当地铁

滩的每个角落！单次乘车只需100日

路路线。车费：成人360日元（时价）

可以为游客进行旅游资讯介绍，也提供自行车
（助力电动自行车）对外出租服务！
//内滩町旅游信息中心//

元，超实惠！

ACCOMODATION 内 滩 住 宿 设 施 （ M A P

076-238-3221

● 4月～11月
10:00～17:00
● 12月～3月
10:00～16:00
(仅周末节假日开放)

）

好玩！好吃！好住！内滩的运动休闲设施。
内滩町综合公园内的内
滩町骑行终点站（通
称：NADASTA）于
2018年翻新。BBQ场
地和宴会设施中有天然
温泉。不仅适合用于
休闲娱乐和商务用
途，也有非常多运动
设施，也非常适合用
来集训。

内滩町

酪乳区周边
可以巡游参观位于河北泻
周边的“Yumemilk
馆”、水杉大道、向日葵
村等！
（MAP ❿）

Nadasuta
网站

内灘町字宮坂ni1-3
076-286-3766

可以选择日式榻榻米房间和西式房间，不

在内滩砂丘放水路温泉度过一段闲适治

管是个人还是家庭出行都能舒适入住。

愈的时光。

也配备有空手都可乐在其中的全天候 同时配备有英式足球场、室内足球
型BBQ场地！！
场、棒球场、网球场等。

出版

町树

町花

町鸟

内滩町都市整备部地域产业振兴课
TEL 076-286-6708
https://www.town.uchinada.lg.jp

黑松

花

小松机场

〒920-0292 石川县河北郡内滩町字大学1-2-1
树

金泽市

玫瑰

鹞

鸟

与谢野晶子、高浜虚子等，众多文

二战后的一九五二年由
于日本政府将内滩砂丘
接管用作驻日美军炮弹

层建筑，即便是 60 多年的今天也还保留着

试射所︐引发了之后成

为了全国性反基地斗争

先锋的内滩斗争︒以

金一年地万年︵钱财
“
只需一年就会用光︐但

为口
土地可保万年︶ ”
号的激烈反对斗争席卷

全国︐最终于一九五七

年美军的完全撤退才画
上句号︒

立在内滩海水浴场旁边。指挥所为混凝土 2

UCHINADA KEY WORDS

浪漫氛围拉满！这儿还有可以试试两人之缘
的爱情神签哟！

的射击指挥所建筑直到现在也仍然静静伫

帮助了解内滩的

一，也被日本环境省选入了“快水浴场
100选”。

曾是“内滩斗争”导火索的美军试射场中

让我们稍稍深入了解一下

沌时期，内滩作为故事主人公们找

这个由风沙建立起的砂丘城镇的出人

中，在战争结束后10年不到的混

意外的历史吧︒

斗争
中。其中描绘了内滩斗争的作品当

北陆的宝塚粟 ケ崎游园

景的展望台顶上的景点“幸福之钟”直接将
还可以欣赏彩灯装饰，感受弥漫在空气当
中的浪漫氛围。

址

平方公里︒

世界风筝祭典
参加比赛︒ “
每年五月举行︒

于
”

以为豪的日式风筝和西式风筝来

国内外风筝爱好者们拿着自己引

汇聚一堂的盛大活动每年都有

以内滩砂丘为舞台︐世界的风筝

点︒

库︐是一个非常有人气的观鸟地

天鹅和大雁等候鸟︐作为野鸟宝

这里可以观测到从西伯利亚飞来的

大湖沼︒面积达到了

市︑津幡町︑河北市的石川县第一

河北泻是以内滩町为首︐跨越金泽

当时的模样。
4.2

粟崎游园 ”
于一九二五年在一片砂丘
“
地上盛大开园︒该设施的建设投入了在

的广阔沙滩。这里被称为日本3大砂丘之

北陆最大的
湖泊

当时来说属于巨额的资金︐在约二十万

公认为是恋人圣地。位于能够360°欣赏绝
时分到晚上9点（4月~9月为晚上9点半）

曾是

平米的广阔用地里配备有大剧场︑住宿

内滩海岸和Sunset Bridge内滩周边一带被
的内滩海岸拥有着宽达200m的引以为豪

所遗
美军试射射击指挥

世 界 风 筝 祭典

设施︑游乐园︑棒球场︑滑雪场等︐作

丘日复一日的长期抗争历史以及当

为一大娱乐场地给人们带来了多彩的娱

该神社中随处可见
加贺藩前田家家纹
︵家徽︶剑梅钵
纹︐是一座渊源颇
深的神社︒正殿由
加贺藩于一八三三
年所建︐并于一八
八九年移建到现在

就不会诞生这样的砂丘文学了吧。

砂丘上的风貌
简直就是大自然的艺术

地顽强刚毅的风土人情，那么也许

的地方︒

致的描写。如果没有当地居民与砂

乐生活︒尤其是专属少女歌剧团的公演

海上运动项目丰富、海水浴游客络绎不绝
344m，是一座形态优美的斜拉桥。日落

内滩斗争
到各自生存方式的场所而得到了细

北
“

这座可以称得上是内滩象征的大桥全长

（内滩大桥）

日本首个反基地
情，将内滩写入了自己的作品当

在年轻一代中拥有超高人气︐作为

井上靖、五木宽之、三岛由纪夫、

陆的宝塚 ”
受到万众瞩目︒粟崎游园虽
然在战争和当时时代浪潮的冲击下︐正

酿诞生的

如沙上建塔字面意思一样︐消失得无影

恋人圣地

无踪了︐但现在还残留着旧本馆正面拱
门的一部分︒

内滩海 岸
S u n set B r i dg e内滩

小滨神社

大海和砂丘共同酝

砂丘文学

井上靖文学碑

学家沉迷于砂丘地的历史和风土人

关键词集锦

景点！
内滩的绝佳

Special topics

生产着石川县内约一半的牛奶！

内滩 丰富多彩的活动！

酪乳地区的休闲区。

Kite

这里是在河北泻海涂地上饲育奶牛的HORI牧场中附设的酪
乳主题乐园。在这里可以和迷你马、小兔子等牧场的动物

Cow

们亲密接触，可以一边吃着用现挤新鲜牛奶制作的醇厚牛
奶冰淇淋，一边度过一段闲适安静的时间。

//河北泻酪乳区//
地址／内滩町字湖西地内

这里有非常多独特的异形自行车

风筝爱好者直接传授制作方法的风筝制作

，比如以熊猫为原型的异形自行

工坊。要不要试试在附近的莲湖渚公园放

车、4人座的大型出租车型自行

飞用自己喜欢的图画绘制做成的世界独一

//内滩町骑行终点站//

Bicycle

无二的风筝？在被日本海和河北泻环抱其

电话／076-286-3766
（※自行车租借服务仅
在周末和节假日提供）

一边泡暖暖的温泉 最好的身心疗养景点！
澡堂是眺望远处白山·立山连峰以及观赏静静铺在脚下的河
北泻的最佳位置。呈现出咖啡色的温泉水是温和的氯化物温
泉，可以让人暖至心底。（入浴费：成人500日元/小学生

BBQ

适合放飞风筝！

//风筝会馆（内滩町产业会馆）//
在孩子们间非常

地址／内滩町字向粟崎2-70
电话／076-239-4553
开放时间／周一～周六 9:00～12:00

受欢迎！

能够充分

烤
夏天就要烧

享受内滩大海的
活动！

200日元/小学生以下免费）

//展望温泉 Honobono汤//

形如海盗船的大型游乐玩具等，不仅
是小孩，连大人也能沉迷其中的公
园。里面有大小不等的多个滑梯和攀
岩设施等，可以让人忘掉时间，乐在

Park

SUP

日本海内滩砂丘
风筝会网站

接受
培
训后
就前
往
大海
吧！

在日本海的美丽大海上进行一次
轻松悠闲随波而行的巡航！

电话／076-286-3100

海族船sunset号！

即使是孩子也可以轻松做到！

中的内滩町，一直都有徐徐清风拂面，最

地址／内滩町字宫坂ni1-3

勾起冒险心的

河北泻海湾的游乐场所！

在通称“风筝会馆”的产业会馆中运营着

一边欣赏内滩的绝景，

地址／内滩町字宫ni455

不仅是海上活动，也有着非常多利用了公园和

有高人气的独特的自行车！

整个骑行路线吧！

Spa

内滩町也是海上运动的圣地。

将自己描绘的原创风筝
放上天空吧！

出租在亲子出游中拥

车等。试试骑着这些自行车走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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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Stand-up

全天候型，超方便！
在Nadasuta和朋友一起热热闹闹愉快烧烤！
位于内滩町骑行终点站站内的带屋顶式的户外烧烤区。店家可

Paddling）是指站在有浮

力的大型冲浪板上，使用船桨在水上滑行的海
上运动。在海面上悠闲散步、在摇晃的波浪中

以帮忙准备食材、工具等所有所需物件，空手前往也能愉快享

做瑜伽、在细浪中冲浪等，有多种玩乐方法。

受烧烤的乐趣。

有教练从旁悉心指导，即便是初学者也能轻易

其中。

//内滩町骑行终点站//

//内滩町综合公园//

地址／内滩町字宫坂ni1-3

尝试体验！
电话／076-286-3766

地址／内滩町字宫坂ni1- 1

还有很多！

内滩游乐场
内滩Hamanasu恐龙公园

向日葵村（河北泻海涂地内）

母恋街道 河北泻的樱花大道

有高达6m的大恐龙出迎游客的高人
气公园。园中也有恐龙型的运动器
械、泰山绳、秋千、沙堆等可供玩
耍。

每年7月下旬到8月上旬，约2.3公
顷的村内就会盛放35万株向日葵。
全长1km的向日葵迷宫和展望台都
非常受欢迎。

沿着河北泻河堤种植的长达4.5km
的1500株樱花所形成的樱花大道是
石川县内屈指可数的赏樱胜地，每
年都会有众多赏樱游客纷至沓来。

在面朝日本海的位置
以及众多休闲设施中可以
进一步充分品味
魅力四射的内滩！

生制作
获的花
砂丘收
用内滩
米饼
特产糯
爷爷的

Close Up

美味
是这样诞生的

藠头

成长的3年嫩藠头制成
了自家产的酸甜腌菜。

的

脆嫩的口感让人上瘾

将藠头磨成泥状后熬煮好
的辛香味十足的咖喱也非
常有人气！

自古以来利用了砂丘的农业和渔业就非常兴盛。

都有着美味故事。

这里为大家介绍富饶内滩的“美味特产”。

成的酸奶的酒。具有清爽的

这个商品。川边爷爷回想着年幼时常吃的花生饼的味道并

酸味以及醇厚的甜味，以及

酸奶利口酒

02

醇厚犹如奶油般的口感。

将其复原了出来。这款“内滩饼”中的微甜花生和柔软糯
米饼会在口中唇齿留香。其中使用的花生和糯米都充满了
川边爷爷和他儿子一起制作，只能在此处才能尝到的手工

Himawari PonPon

的内滩沙滩软冰淇淋

花生圆饼……130日元

河北的口福

04

石川县的生牛乳（牛奶的原材料）有

Yume milk kan

要让更多的人品尝到美味的牛奶”的热

酸奶冰淇淋

1/2都是内滩产！在内滩当地居民“想
切心情下诞生的就是“牛乳王国内
滩”。这里不仅有甜点，还有凝聚了各
家店铺心血的菜单！此次我们来看看其
中能够轻松吃到的软冰淇淋吧

多逛几家，
吃遍所有的
牛乳美食！

牛乳王
国网站
上有供
应商铺
介绍！

Poco a Poco

的软冰淇淋

砂丘西瓜

牛 乳 王 国 散 步

St

精心种植的花生
全都是人工剥壳处理！

t!
ar

G

■销售场所：道路休息站内滩Sunset Park、金泽医科大学医院小卖部

砂丘红薯

1200日元

制造的味道。

l
oa

03

添加了用河北泻牛乳制作而

柔软
口感
在于
的秘
根据
诀
气温
和湿
度等
调整
来
水分
！

数年前抱着想要打造内滩町特产的想法而制作诞生的就是

MADE IN
UCHINADA
在这个被富饶大自然怀抱其中的城镇，

一定要吃的珍藏级当地美食

内滩饼

02

一直深受喜爱的

在太阳和海风的抚摸下

来了内滩町
每天早上4点起床制作内
滩饼的川边先生。

01

Special topics

排水性高的砂丘地非常适合栽培红薯！
口感香甜软糯。

06

砂丘地栽培的有着非常
漂亮的红色果肉，汁水
丰富的大玉西瓜因良好
的口感和高糖度得到人
们一致好评！

越光米

“纯白Peppe”正如其名，

05

煮出来的米饭纯白鲜亮。可
以感受到米饭的微甜味。
※此款大米即便放久了也不
容易发黄。

牧场牛乳

3000日元（10kg装）

在65℃下低温杀菌30分
钟制成的牛乳。有着接近

河北泻
莲藕

现挤牛乳的味道和营养价
值，含钙量丰富！

这个也要打卡！

08

自加贺藩第五代藩主前田

全部使用高人气现挤

纲纪时期就开始了莲藕栽

生牛乳制作的冰淇淋

培。爽脆感和软糯感达到

在内滩町各全家便利店

了完美平衡，具有粘性强
的特点。

等均有销售！

本地
日本酒

去这里就能找到产地直送商品！
这里不仅有使用了内滩町牛奶制

道路休息内滩 Sunset Park

作而成的商品，还能找到刚刚采

09

摘的时令蔬菜等产地直送商品。

添加了清酒的清冽辛口手工

位置就在SunsetBridge内滩（内

名酒。只在风筝之城内滩流

在海风熏陶下生长的内滩新特

滩大桥）的旁边，所以景色也非

通的梦幻之酒！

产蓝莓。将完全成熟的蓝莓制

常美！2022年春、焕新开放。

风筝内滩

成了酸味和甜味形成了绝妙平

内滩町字大学1-4-1
※图片为效果示意图

07

海边的
蓝莓

TEL : 076-255-0007

2420日元（1.8L）／1,430日元
（720ml）

衡的果酱！7月~8月期间还可
以进行蓝莓采摘体验。

手工蓝莓酱
600日元

好店大集结！内滩店铺介绍地图

店铺
向导

U C H IN A D A M A P

1 居酒屋餐厅
电话 : 076-238-6070
地址 :内滩町字向粟崎 5-92 MAP
营业时间 :11:00～14:30

17:00～22:30

定期放假 :星期三

2 放松菜馆 Zen

Boulangerie
Brise de Mer( 面包 )
电话 : 076-239-3018
地址 : 内滩町字绿台 1-306-29
营业时间 : 8:00～18:30
定期放假 : 星期二、第 3 星期一

MAP

MAP

17:30～21:00

定期放假 :星期一

电话 : 076-237-3707
地址 : 内滩町字千鸟台 4-1
营业时间 : 11:00～19:00
定期放假 : 星期一·星期二
节假日营业

内滩店 ( 甜品店 )
MAP

5 居酒屋 Hibari

MAP

MAP

定期放假 :星期三

定期放假 : 平日无休※年末休息

17:30～21:50(LO/21:30)

15 JUGEZOU CAFE

定期放假 :星期一

定期放假 : 星期五

17:00～23:00

电话 : 090-2125-1434
地址 :内滩町字向粟崎 5-32 MAP
营业时间 :11:30～14:00

17:00～24:00

定期放假 :未定 , 请联系我们

电话 : 076-239-1116
地址 :内滩町字 Akasia1-3-2
营业时间 :10:30～22:00
定期放假 :星期四

MAP

11:30～20:30

Bongout( 面包 )

电话 : 076-237-6897
地址 : 内滩町字向阳台 1-213 MAP
营业时间 : 7:00～19:30
定期放假 : 星期四

电话 : 076-238-6961
地址 : 内滩町字向阳台 1-１０ MAP
营业时间 : 11:00～20:00
定期放假 : 星期一

全家 Family Mart

9 Sacchan

18 内滩向阳台店

酱御好烧

电话 : 076-237-7003
地址 :内滩町字 Akasia1-11
营业时间 :11:00～20:00
定期放假 :星期三

MAP

House
17 Takoyaki
( 章鱼烧 )

8 藤拉面

MAP

电话 : 076-238-1948
地址 : 内滩町字向阳台 1-186 MAP
营业时间 : 18:00～24:00(LO/23:00)
定期放假 : 星期二

电话 : 076-286-6922
地址 : 内滩町字鹤丘 3-157-3
营业时间 : 18:00～25:00
定期放假 : 星期二 ( 节假日营业 )

电话 : 076-208-2144
地址 : 内滩町字向阳台 1-207 MAP
营业时间 : 24 小时营业
定期放假 : 平日无休

MAP

17:00～20:00

MAP

17:00～22:00

定期放假 : 星期二

电话 : 076-286-3144
地址 : 内滩町字鹤丘 5-1-347
营业时间 : 9:30～18:00
定期放假 : 星期一

27 酒菜 Yuuki

MAP

34 Kacchan( 菜馆 )

28 一品料理 Satsuki
MAP

电话 : 076-286-5333
地址 :内滩町字大清台 101-1 MAP
营业时间 :17:00～23:00
定期放假 :第 2·4 星期四

电话 : 076-286-3688
地址 : 内滩町字鹤丘 5-1-298
MAP
营业时间 : 11:30～14:00/17:30～22:30
六 , 日 , 节假日 /17:30～22:30
定期放假 : 星期一

电话 : 076-236-2956
地址 :内滩町字大清台 51
营业时间 :17:00～23:00
定期放假 :星期二

35 日餐及咖喱

45 卡拉 OK

电话 : 076-286-1810
地址 : 内滩町字鹤丘 4-1-159
营业时间 : 11:00～17:00

电话 : 076-286-0855
地址 :内滩町字大清台 266
营业时间 :19:00～24:00
定期放假 :星期三

MAP

coffee Jenny

MAP

Family Mart
36 全家
内滩鹤丘店

46 Jin 寿司

电话 : 076-286-8180
地址 : 内滩町字鹤丘 4-122
营业时间 : 24 小时营业
定期放假 : 平日无休

电话 : 076-286-3477
地址 : 内滩町字大学 2-210-2
营业时间 : 10:00～19:00
定期放假 : 星期一

电话 : 076-286-2360
地址 : 内滩町字鹤丘 1-303
营业时间 : 24 小时营业
定期放假 : 平日无休

MAP

44 烤肉五脏六腑

MAP

医科大前店

MAP

Family Mart
37 全家
河北内滩店
MAP

电话 : 076-286-3508
地址 :内滩町字大清台 267
营业时间 :17:00～23:00
定期放假 :星期三

烤肉

日曜 /12:00～15:00

MAP

MAP

43 华华华 GeGeGe

定期放假 : 星期一

26 内滩夫人 ( 酒吧 )

六 , 日 17:30～24:00

电话 : 076-286-4153
地址 : 内滩町字鹤丘 5-1-186
营业时间 : 11:00～14:00

电话 : 076-286-8879
地址 :内滩町字大清台 336
营业时间 :20:00～26:00
定期放假 :未定 , 请联系我们

42 Torishige( 小吃 )

Hazuki

定期放假 : 星期一

定期放假 : 星期四

星期一 /11:00～15:00

定期放假 : 平日无休

饭店 胜酱

电话 : 090-7956-3809
地址 : 内滩町字向阳台 1－1－2 MAP
营业时间 : 19:00～25:00
定期放假 : 星期一

电话 : 076-286-6040
地址 : 内滩町字鹤丘 1-389
营业时间 : 17:30～23:00

MAP

33 糕点店 花野

电话 : 090-9446-1313
地址 : 内滩町字向阳台 1-182 MAP
营业时间 : 18:00～24:00
定期放假 : 星期日

电话 : 076-286-6645
地址 : 内滩町字鹤丘 4-1-7
营业时间 : 17:30～23:00
定期放假 : 星期一

电话 : 076-286-1572
地址 : 内滩町字鹤丘 2-80
营业时间 : 11:00～22:00

电话 : 076-286-9029
地址 :内滩町字大根布 5-288 MAP
营业时间 :24 小时营业
定期放假 :平日无休

41 Q’s Bar( 酒吧 )

32 镰路 kaneji( 日菜 )

电话 : 076-209-5360
地址 : 内滩町字向阳台 1-219 MAP
营业时间 : 11:00～16:00
定期放假 : 六·日·节假日

电话 : 076-286-2988
地址 : 内滩町字鹤丘 3-157-4
营业时间 : 19:30～24:00
定期放假 : 星期一

MAP

8 番拉面

电话 : 076-239-3155
地址 : 内滩町字向阳台 1-1-3 MAP
营业时间 : 10:00～21:00
定期放假 : 平日无休

电话 : 076-286-1564
地址 : 内滩町字鹤丘 5-1-348
营业时间 : 11:00～14:00

全家 Family Mart

31 内滩店

25 荣乐食堂

16 Mitron Bake

7 烤肉酒场 力

40 内滩大根布店

24 小吃 Ever( 酒吧 )

电话 : 076-239-0007
地址 : 内滩町字向阳台 1-12 MAP
营业时间 : 11:20～14:20(LO/14:00)

电话 : 076-239-1132
地址 : 内滩町字向阳台 1-198
营业时间 : MeirinBuilding1F

DINING
30 PLUM
( 菜馆 )

23 居酒屋 Aguri

电话 : 076-237-3030
地址 : 内滩町字向阳台 1-76
MAP
营业时间 : 18:00～24:00(LO/23:30)
定期放假 : 星期一

电话 : 076-237-3765
地址 :内滩町字向粟崎 2-352-2 MAP
营业时间 :11:30～13:30

炭烤烤鸡肉串居酒屋

18:00～23:00(LO/22:00)

定期放假 : 星期二·星期三

CafeShop

电话 : 076-238-3625
地址 :内滩町字向粟崎 2-75 MAP
营业时间 :周一至周四午餐 /11:30～13:30

6 酒采厨家
龙门

电话 : 076-255-0744
地址 :内滩町字大根布 7-132 MAP
营业时间 :13:00～23:00
定期放假 :平日无休

22 meeno( 咖啡店 )

14 和乃食 Haneya

17:00～23:00

电话 : 076-286-5055
地址 : 内滩町字鹤丘 1-389
MAP
营业时间 : 17:00～24:00(LO/23:30)
定期放假 : 星期三 ( 节假日营业 )

电话 : 076-239-3141
地址 : 内滩町字向阳台 1-185 MAP
营业时间 : 11:30～15:00(LO/14:30)

本家 Kamadoya

13 炭烤 内滩市場

4 RICH MOND

39 向日葵

21 ( 向阳台店 )

Comfomall
12 内滩
Himawari PonPon

3 la.la.la 拉面

电话 : 076-255-0358
地址 :内滩町字向粟崎 2-52
营业时间 :10:00～19:00
定期放假 :星期二

电话 : 076-238-0007
地址 : 内滩町字旭丘 285
营业时间 : 9:00～19:00
定期放假 : 星期二

11

电话 : 090-7088-3154
地址 :内滩町字向粟崎 1-316 MAP
营业时间 :17:00～23:00
定期放假 :星期四

电话 : 080-2956-5520
地址 :内滩町字向粟崎 5-247
营业时间 :11:30～14:30

浅井

烤肉屋 Sun

29 九州厨房 八兵卫

MEXICAN DINING BAR

20 Shin-chan

10 滩乃华本铺

Hisashi

19 NAZCALINE

MAP

47 永（Ei）( 小吃 )
MAP

电话 : 080-1953-3412
地址 :内滩町字大学 2-280
MAP
营业时间 :11:30～15:00(LO/14:00)

18:00～21:30(LO/20:30)

定期放假 :星期一·星期二

38 鸟珍屋 内滩店

48 茶室

电话 : 076-286-2939
地址 : 内滩町字大根布 6-109
MAP
营业时间 : 18:00～翌 1:00(LO/24:00)
定期放假 : 星期一

电话 : 076-286-0897
地址 :内滩町字大学 2-207-2
营业时间 :8:00～20:00
定期放假 :第 2·4 星期日

CABIN

MAP

49 田作食堂

53

电话 : 076-286-1039
地址 : 内滩町字大学 2-208-2
营业时间 : 11:30～15:00
定期放假 : 日、节假日

金泽医科大学医院内
餐厅 Longchamp
电话 : 076-286-2188
地址 :内滩町字大学 1-1
营业时间 :工作日 9:00～18:30(LO/18:00)
星期六 9:00～14:30(LO/14:00)
定期放假 :日·节假日

MAP

· 铁板烧
50 御好烧
Showa
电话 : 076-286-8116
地址 : 内滩町字大学 2-199
营业时间 : 11:30～14:00
定期放假 : 星期日

电话 : 076-286-3766
地址 :内滩町字宫坂 ni1-3
营业时间 :8:00～22:00
定期放假 :第 1 星期二
( 如果是国定假日，延期 , 下周 )

51 道路休息站内滩
Sunset Park

55

六、节假日 17:30～23:00

电话 : 076-255-0007
地址 : 内滩町字大学 1-4-1
营业时间 : 10:00～19:00
定期放假 : 12/31～1/3

52

金泽医科大学医院内
小卖部 the 1st.
电话 : 076-218-8394
地址 : 内滩町字大学 1-1 定期放假 : 日
营业时间 : 工作日 8:00～20:00
星期六 8:00～17:00
节假日 8:00～15:00

MAP

MAP

65

电话 : 076-255-1369
地址 : 内滩町字湖西 243
营业时间 : 10:00～17:00
※７～８月每日营业
定期放假 : 星期四

电话 : 090-7744-2278
地址 : 内滩町字大根布 1-241-3 MAP

电话 : 090-2120-8862
地址 :内滩町字宫坂 nu33-1 MAP
营业时间 :６月晚了～９月早期的
定期放假 :未定 , 请联系我们

62 AKAKENPARK
( 滑板公园 · 学校 )

66 寄道 Wahaha

电话 : 076-254-1988
地址 : 内滩町字千鸟台５-１ MAP
营业时间 : 平 日 13:00～21:00
六 , 日 , 节假日 10:00～21:00
定期放假 : 星期一

电话 : 076-254-6310
地址 :内滩町字向粟崎 5-61-2 MAP
营业时间 :17:00～22:00
定期放假 :星期一

63 Oruoru 露营车出租

67 茶店 鳗鱼饭

Tsuchida
59 Shop
( 小卖店 )
电话 : 076-238-4877
地址 : 内滩町字千鸟台 1-243
营业时间 : 8:30～19:30
定期放假 : 星期日·节假日

13

炭烤
内滩市場

68 茂六 ( 烤肉 )

电话 : 076-286-4474
地址 : 内滩町字大根布 1-376
营业时间 : 12:00～21:00
定期放假 : 不定期假期

电话 : 076-286-3771
地址 :内滩町字大清台 321
营业时间 :16:30～24:00
定期放假 :星期一

MAP

10

滩乃华本铺
浅井

23 居酒屋 Aguri
MEXICAN DINING BAR
NAZCALINE
炭烤烤鸡肉串居酒屋
20
Shin-chan
全家 Family Mart
18
内滩向阳台店
Mitron Bake
16
Bongout ー
22 CafeShop
meeno

19

JUGEZOU
CAFE

MAP

MAP

69 FOR AC Cafe

UCHINADA

电话 : 076-216-7282
地址 :内滩町字 Hamanasu2-47 MAP
营业时间 :10:00～18:00(LO/17:30)
定期放假 :日·一·节假日

35

卡拉 OK
45 coffee Jenny

日餐及咖喱
Hazuki

42 Torishige

25 荣乐食堂
33 糕点店 花野
67 茶店 鳗鱼饭

27 酒菜 Yuuki

52

44 烤肉五脏六腑

金泽医科大学医院内
小卖部 the 1st.

63 Oruoru 露营车出租

饭店 胜酱
34
Kacchan

51
sBAR
41 Q’

32 镰路

蓝莓乐园（采摘）
BERRY HUMMER

53 金泽医科大学医院内
餐厅 Longchamp

43 烤肉
华华华

68 茂六
( 烤肉 )

65

69 FOR AC Cafe

全家 Family Mart
36
内滩鹤丘店

46

道路休息站内滩
Sunset Park

Jinzushi
医科大前店

54 内滩町骑行终点站

55 展望温泉 Honobono-yu
内部 Yu-cafe

47 永（Ei）
7 烤肉酒场 力

66 寄道 Wahaha

Nishii Gifts
58 内滩店

64（株）大学出租车

6 酒采厨家
龙门
2 放松菜馆
Zen

MAP

MAP

Noto Satoyama Kaido

9 Sacchan
酱御好烧
8 藤拉面

电话 : 070-8542-4665
地址 :内滩町字鹤丘 5-1-346
营业时间 :8:00～16:00
定期放假 :星期三

电话 : 076-286-6000
地址 : 内滩町字 Akasia1-18
营业时间 : 24 時間営業
定期放假 : 平日无休

14 和乃食 Haneya

Boulangerie
Brise de Mer

MAP

电话 : 070-5063-9282
地址 :内滩町字湖西 316
营业时间 :10:00～15:00
定期放假 :星期日·星期一
夏季周日开放

17 Takoyaki House

11

电话 : 076-205-2305
地址 : 内滩町白帆台２-410
营业时间 : 8:00～20:00
定期放假 : 未定 , 请联系我们

MAP

64（株）大学出租车

本家 Kamadoya
21 ( 向阳台店 )

15

MAP

BERRY HUMMER

60 RageOn
( 冲浪用品商店 · 学校 )

62 AKAKENPARK

Shop Tsuchida

需要预订。群植，
可以体验制作。

蓝莓乐园（采摘）

a Poco
56 Poco
( 甜品店 )

24 小吃 Ever

59

MAP

电话 : 0120-96-7288
地址 : 内滩町字 Akasia1-17
营业时间 : 10:00～18:30
定期放假 : 星期三

MAP

NIHONKAI
12 向日葵 PonPon

Fairy

Gifts
58 Nishii
内滩店

展望温泉Honobono-yu
内部 Yu-cafe
电话 : 076-286-3100
地址 :内滩町字宫坂 ni455
MAP
营业时间 :11:00～15:00
六 , 日 , 节假日 11:00～17:00
定期放假 :第 1 星期二

MAP

61 群植班

Yume Milk 馆

54 内滩町骑行终点站
( 住宿设施 )
MAP

57 Hori 牧场

1 居酒屋餐厅
Hisashi
3 拉面 la.la.la

5 居酒屋 Hibari
RICH MOND
4 内滩店

KANAZAWA

26 内滩夫人
8 番拉面
31 内滩店店

30 PLUM DINING

38

鸟珍屋
内滩店

49 田作食堂
Sun
39 烤肉屋
向日葵

茶室
CABIN
御好烧 · 铁板烧
50
Showa

48

40

全家 Family Mart
内滩店大根布店

28 一品料理
Satsuki
29 九州厨房 八兵卫

37 全家 Family Mart
河北内滩店

61

群植班
Fairy

KAHOKUGATA

60 RageOn

餐饮

餐饮 · 销售

销售

小吃 · 卡拉 OK

其他

Hori 牧场
57 Yume Milk 馆

56 Poco a Poc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