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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平饼

五平饼容易被误解为日本全国各地都有，
五平饼的
实际上五平饼只分布在爱知、岐阜、
历史
长野的部分地区。
从这个分布地区来考虑五平饼的发祥地时，
在五平饼这一“山村饮食文化”传播的过程中，
可以认为自古以来连接三河和南信州的物资运输的
主干线⸺旧伊那街道（别名“中马街道”、
“盐道”）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于是，从五平饼的分布和这个街道的关系来看，
可以说丰田地区作为五平饼发祥地是非常可信的。

丰田五平饼学会推荐规格

是使用
丰田产食材、
木棒的家乡名吃！

五平饼的特点

持�
坚

大米

持�
坚

使用在丰田市栽培的
“峰旭”
“峰响”等当地大米

持�
坚

酱汁

以研究和普及五平饼的文化为目的，由野田味噌
商店的野田清卫于����年成立的团体。
与丰田市内的��家五平饼店一起，
将充满特色的五平饼特产化，
推进搞活地区的举措。
http://www.toyota-go-hey.jp/

!
平饼!
的五
型
汽车

酿造厂 桝塚味噌
合资公司 野田味噌商店

（足助・旭・稻武地区）

使用丰田市长大的
树木的间拔木材，
选用木棒也带着
自产自销的意识。

下山

御币型

大草鞋型

22
cm

大
草
全 鞋型
长

（下山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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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

:期间

:营业时间

:定休日

:电话

下山地区的五平饼，全长
��cm，真的特别大！用当地产
大米“峰旭”制作的年糕饼，
蘸上略带生姜味道的
甜辣芝麻味噌，不知不觉
中就吃完了♪

味噌酱汁 大草鞋型

三河路

味噌酱汁 大草鞋型

丰田市大沼町根崎��-�

腰挂山庄

����-��-����

����-��-����

丰田市东大林町半之木�

����-��-����

五平饼屋 朝雾

旭
稻武
足助

丰田市花泽町NUMA��

御好烧 一福
丰田市西町�-��

MAP：F-3 94

����-��-����

丰田市羽布町腰挂��-��

三河高原露营村

丰田

（丰田・足助地区）

五平饼·餐厅 下山之乡
丰田市羽布町鬼之平�-���

（小原地区）

（下山地区）

丰田
丰田

丰田市桝塚西町南山6
【直销店】9:00～17:00
周日、节日、黄金周、夏季假日、年末年初等
MAP：D-3 28
0565-21-0028

葫芦型

树叶型

还出售可以在自己
家里品尝丰田五平饼的
“五平饼酱汁”

木桶酿造、长时间天然熟成的黄豆味噌，
极其润滑美味。

形状、
大小各种各样！

草鞋型

只有丰田市才有的
“汽车型五平饼”！
大米、味噌酱汁、工具
全都坚持使用当地
食材＆工具的特产。

介绍各地区五平饼学会店铺！

木棒

使用以爱知县
产大豆“福丰”为
原料的“味噌酱汁”

丰田五平饼学会

！

丰田的

的扑鼻香
味噌
让人无法 味
抗拒

味噌酱汁 大草鞋型

MAP：F-3 101

味噌酱汁 大草鞋型

MAP：E-3 102

芝麻核桃味噌酱汁 椭圆型

����-��-����

丰田市旭八幡町根山��-�

橡子横丁

����-��-����

丰田市足助町宫平�-�

����-��-����

红叶堂

桧茶屋（三州足助屋敷）
丰田市足助町饭盛��

MAP：C-2 27

����-��-����

丰田市武节町针原�-�

����-��-����

味噌酱汁 大草鞋型

MAP：F-3 92

����-��-����

旭高原元气村 元气馆

MAP：F-3 90

味噌酱汁 草鞋型

MAP：F-1 78

葱味噌酱汁·核桃酱油酱汁 草鞋型

MAP：G-1 84

芝麻核桃赤味噌酱汁 椭圆型·团子型

MAP：F-2 70

味噌酱汁 草鞋型

MAP：F-2 60

※有与“五平饼学会推荐规格”不同的店铺。请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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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

制茶

丰田的

丰田的

由清澈的水和寒冷的气候诞生的丰田的当地酒。
今晚用珍藏的酒干杯吧。

蓬莱泉吟酿工房

丰田

石川制茶

制作不使用农药的有机栽培的茶。
令和元年（2019）荣获了日本农业奖大奖。
丰田市丰荣町9-48
0565-28-4021
MAP：D-3 31

稻武

高原的绿茶醇厚、
清香♪

以名酒“蓬莱泉”
“一念不动”而广为人知的酒窖。
可以参观酒窖及进行酿酒体验。
丰田市黒田町南水別713
工作日10:00～18:00、周六、周日、节日9:30～18:00
无休息日
0565-83-3601 MAP：G-1 86

高香园

可以酿造世界上
独一无二的定制
酒哦！

茶点是口感醇厚的
抹茶甜品♡

丰田

碧园 茶之纯平

丰田

丰田市吉原町屋敷畠38
9:00～18:00
周三
0565-52-3119 MAP：D-3 33

丰田市四乡町下古屋48
商店[周一～周五] 9:00～18:00、[周六] 10:00～15:00
周日、节日、夏季休息、黄金周休息、年末年初休息
0565-45-0020
MAP：D-2 29

品评会上获奖的
3种茶，
是限定品哦！

猪俣茶园

丰田

位于海拔600m处的茶园，制造香味
浓郁的下山茶。经工厂加工后的
茶叶在各销售店出售。

大正12年(1923)创建的
历史悠久的酿酒厂。
“香樱”
“丰田正宗”很有名。

没有直销。
0565-90-2530（丰田市下山观光协会）

丰田市喜多町5-8
9:00～17:00
周末节假日
MAP：D-2 30
0565-32-0110

丰田铁工株式会社
中垣酒造株式会社

【Pulizia Green 混装嫩菜】

旭

没有直销。
丰田市日之出町1丁目4-10
0565-36-5561
※销售店铺：永旺、YAMANAKA、生协、
FEEL、Domy、围裙Foods等

丰田市有间町下平10
【商店】8:00～20:00
不定休
MAP：F-1 74
0565-68-2522

村定酒店

足助

明治时代创业。可以邂逅与足助的居民一
起制作出的人气纯米吟酿酒“范公”！
丰田市足助町饭盛8-2
8:30～18:00
周四
0565-62-0140
MAP：F-2 59

丰田

在环境干净、稳定的植物工厂
培育水耕栽培的嫩菜。

以使用优质泉水酿造的
名酒“赐冠”而知名的
甜口酒酿酒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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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田市吉原町屋敷畠67
9:00～20:00
周三
MAP：D-3 32
0565-52-3810

自从明治3年（1870年）创业以来已经持续了
150年的老字号。在第5代经营者精心经营
的茶园中，开展采茶的体验活动。

在日本全国新酒鉴评会上荣获金奖！
因口感温和大受欢迎的“菊石”的酿造厂。

请到这里！
要买足助的“范公”酒，
也适合作伴手礼！

丰田

手工采摘的天然栽培的
深蒸茶和抹茶清香浓郁、口感极佳。

浦野合资公司

丰田酒造

来自丰田的大地

丰田是爱知县内屈指可数的茶的产地。
其中作为抹茶原料的碾茶甘美清香，
在品评会上取得了优异成绩。

在丰田采集并
熟成的蜂蜜♪

株式会社Koikeya-create
【蜂蜜】

丰田

糖度在80度以上！是在平户桥町采集
的罕见的自然蜂蜜。
丰田市喜多町2丁目166番
（丰田市站东口町中广场 俗称Toyoshiba）
10:00～17:00
周一
0565-42-6547（株式会社Koikeya-create）
MAP：D-2 34

令人放心且口感温和
的有机调味料

油菜花农园
【油菜籽油等】

丰田

使用健康土地培育出的原料
制成的优质调味料。
丰田市花丘町1-17
9:00～17:00
周六、周日、节日
0565-41-4837
MAP：D-2 35
※事务所的销售信息如上所述，在农协总店旁边的
农园直销店和橡子之乡也有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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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买伴手礼，
请到这里！

Kanon咖啡

300g生姜凝缩到1瓶！
只要撒在咖啡、红茶、各种食材上即可！
批发市场一般开放日咖啡厅也营业。

有很多好吃的和少见的东西♡
可以邂逅新鲜蔬菜和当地特有的珍品。

丰田市高崎町兼近70（丰田市公设地方批发市场）
※只有一般开放日可利用。
MAP：D-2 40

丰田

T-FACE

位于站西的购物中心。推着在小朋友中
人气很高的购物车雷克萨斯号购物吧。
丰田市若宫町1-57-1
【Ａ馆・Ｂ馆 1F～7F】10:00～20:00
【城市广场・Ｂ馆 8F～11F 美食餐厅】
11:00～最晚23:00
全年无休(元旦和法定维护日除外)
MAP：D-2 36
0565-33-0004

以丰田的年轻农民团体“梦农人”培育的新鲜
蔬菜为主，出售当天最新鲜的鲜鱼、畜产、
熟菜、加工品的有意思的产地直销集市！

丰田

大桥园艺
大量使用黄色西红柿的
生果汁是水果口味！

10:00～19:00

MAP：D-3 38

尝过这个味道后，
就不想再喝其
他的番茄汁了！？

酒店 金泉阁

备有多种可享受美味料理、温泉、
在房间放松的一日游套餐。

丰旅站

绿色中心松平店
丰田市松平志贺町丸山5-1
9:00～18:00
周一
0565-58-3301
MAP：E-3 71

绿色中心藤冈店

松平

藤冈

丰田市西中山町稻场161-1
9:00～18:00
每月的第2・第4个周二
MAP：E-2 103
0565-76-6511

丰田引以为豪的特产
丰田是水果王国。丰田的桃子、跟小朋友的
头一般大小的大梨很有名。
0565-46-2225

猿投温泉被选为“医生推荐的神奇温泉”, 以疗效超群的
天然氡疗养泉为特色。是一座被美丽的自然景观和庭园
所围绕的日式风格的疗愈度假村。

在最美味的时节提供各季节的时令食材。
备有采用了当地食材的料理。

“丰旅站”是提供市内各处的观光手册，
协助愉快旅行的观光信息传播据点。
还备有很多当地刚采摘的
蔬菜和丰田市名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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猿投温泉 金泉阁・当日往返温泉 金泉之汤

丰田市加纳町马道通21
【入住】15:00
【退房】10:00
无休
0565-45-6111 MAP：D-2 41

丰田市鸳鸭町畑林280
0565-29-0365
MAP：D-3 37
※可在JA绿色中心、永旺风格丰田店购买。

桃子・梨：ＪＡ爱知丰田选果场
营业期间：6月～12月左右

丰田 地区

深受女性
欢迎的姜粉！

快出 发吧 ,去 撩起 您好 奇心 的
制造 之城 探寻 美味♪

丰田

OIDEN集市

丰田市元宫町5-57-1
周一
0565-77-7582

丰田

熟透的水果
非常鲜美哦！

当日往返温泉 金泉之汤
日本很罕见的100%天然氡温泉。
是爱知县首个拥有饮用许可的能喝的温泉。
【周一～周四】9:30～22:30（受理截至22:00）
【周五】9:30～23:30（受理截至23:00）
【周六】8:00～23:30（受理截至23:00）
【周日・节假日】8:00～22:30（受理截至22:00）
无休
0565-45-5800

用餐
“饮食食堂”
位于金泉之汤的1F，可以在入浴后
穿着浴衣用餐，享受美食和温泉氛围。
料理都是使用氡泉水烹制的。
【周一～周五】 11:00～15:00
17:00～22:00（LＯ21:00）
【周末节假日】 11:00～22:00（LＯ21:00）
0565-45-5800

就餐后,悠然自得
泡温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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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田地区

在酒店餐厅小奢侈一把

位于丰田市中心的名铁丰田酒店，是丰田市站前的一座交通非常方便的正宗城市
酒店。拥有一流的日餐、西餐、铁板料理餐厅。

名铁丰田酒店

因在电视中播出而引发热议★“咖喱内脏锅”的人气店铺！

元气食堂 WAKU家 【日式居酒屋】

极品咖喱内脏锅的终极咖喱汤及精选的
弹性十足的日本产牛肠堪称绝品！
建议最后的主食点奶酪烩饭。
丰田市丰荣町1-88
【午餐】11:30～14:00(LO 13:30）
【晚餐】17:00～22:00(LO 21:30)
无休
0565-29-1811 MAP：D-3 42

丰田市喜多町1-140
【入住】13:00 【退房】11:00
无休息日
0565-35-6611 MAP：C-1 1

四季厨房“Le Bonheur”
【自助餐】

可在市区品尝丰田名吃⸺鳗鱼！

鳗忠 【鳗鱼】

午餐提供自助餐，
晚上为10人以上的包场营业。
0565-35-4663

接到点单后，才开始杀鳗鱼，用炭火烤。
自制的酱汁非常美味，广受好评。
丰田市高上1-7-1
【午餐】 11:30～13:30 【晚餐】 16:30～19:30
周二、周三（有变更）
0565-88-2113
MAP：E-2 43

想吃鳗鱼三吃♪

外皮焦脆，
内里松软的鳗鱼

鳗鱼·野山药

真丸 【鳗鱼】

接到点单后，才开始杀鳗鱼，用炭火烤。
自制的酱汁非常美味，广受好评。

日本料理“御河(Mikawa)”
【日本料理】

提供适用于纪念日、
充溢着时令美味的四季宴席

中国料理“万阳华”

丰田市前田町6-27-1
午餐 11:30～14:00（LO 14:00）、晚餐 17:30～21:00
周一（土用丑日、黃金周、盂兰盆期间无休）
0565-41-6712 MAP：D-3 44

【中国料理】

请品尝以味道浓郁为特点的
正宗广东菜。
0565-35-4637

0565-35-6092

满福支店 【鳗鱼】
潜心研究鳗鱼料理50年！用考究的酱汁
慢慢烤制而成的匠人的味道。小心上瘾！
丰田市小坂本町5-13-10
11:00～14:00(LO 13:40）、17:00～20:00(LO 19:40）
周一、每月第3个周日
0565-32-1970 MAP：A-3 3

铁板烧“榉（Keyaki）”

【牛排·铁板烧】

厨师在对面进行烧烤的
开放式厨房风格。

休息室“葵花”
【茶室】

请尽情享受宽敞舒适空间的
惬意时光。

0565-35-4663

内行人都知道的
老字号鳗鱼店

在著名建筑师设计的建筑内享用的奢侈美食♪

0565-35-6611
※各店铺的营业时间、定休日等请垂询。

在夏季的景物诗⸺鱼梁感受河边的风!
香鱼料理让人一天都非常满足!!

广濑鱼梁 【魚梁场】

上了膘的香鱼非常肥美。
大口吃盐烤香鱼吧！
丰田市广濑町市场203
7月上旬～10月上旬
10:00～19:00（最后点单 18:30)
期间当中无休
MAP：E-2 75
0565-41-2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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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台风和大雨影响，鱼梁的营业内容有时会发生改变。请了解。

味游是
【法国菜】

可以优惠的价格享用米其林一星
法国菜的味道。
丰田市小坂本町8-5-1 丰田市美术馆内
10:00～17:30（17:00 LO）
【午餐 】 10:30～15:00 LO 【咖啡厅 】 10:00～17:00 LO
周一（按照美术馆日程）
0565-32-3332 MAP：D-3 47

餐厅“Verde Rosso”
【西餐厅】

从地上30m的高处俯瞰街景。享受着厨
师引以为豪的午餐套餐度过奢侈时间♪
丰田市千石町7-2 丰田体育场4F
11:00～15:00（LO 14:30）
团体客人的预约，营业时间外也应对。
周二（其他也有因活动・设施维护的临时停业）
0565-87-5208 MAP：C-2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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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通过美食体会旅行心情♪
泰国餐厅 Thanisara 【泰国料理】

花游庭 【法国料理】

有50多种可外带的菜品！
可以在家里品尝正宗的泰国料理。

享用美味的“盘子上也是花田”
为主题的法国菜。
饭后可在美丽的庭园散步。

丰田市西町5-5 VITS TOYOTA TOWN 4F
午餐 11:30～15:00
晚餐 17:00～23:00（LO 22:30）
无休息日（年末年初除外）
0565-33-5233 MAP：B-2 8

泰国政府认证的
[泰国・精选认证餐厅]
BAMBI Cafe diner

丰田市大林町1-4-1
11:30～15:00（LO 14:00）
※晚上只在有包场时营业
周二・六・日
※4・5・11月周二也营业
0565-25-2626
MAP：D-3 46

【国际料理】

可以吃到肉汁丰富的肉汁系汉堡。
追加配料，享受自己的独创汉堡吧。

丰田城堡酒店，距离丰田市站约�分钟，
地理位置绝佳。优质的服务，将伴您度过无上的时光。

丰田市西町2-58-3 吉田大楼1F
午餐11:00～14:00、晚餐18:00～23:00
周日・节假日11:00～20:00
周一
0565-32-0880 MAP：C-2 5

Bullshit 【意大利料理】

独饮、
聚会均可利用！

位置优越！演绎无与伦比的片刻

丰田地区

是一家时尚的意大利酒吧，以自制的
生意大利面、肉类料理为特色。

丰田城堡酒店

丰田市喜多町2-160 COMO广场 西栋
【入住】15:00 【退房】11:00
无休息日
0565-31-2211
MAP：C-2 2

丰田田市西町1-80 Dream公寓1F西侧
午餐 11:00～14:00 晚餐 18:00～24:00
周日、节日 ※周日、节日可仅限包场
0565-77-4175 MAP：B-2 4

Casual Italian Dining
BACCHUS TOYOTA 【意大利菜】
可以吃到时令意大利菜的时尚餐吧。

全日餐厅“WINDSOR”

【西餐・咖啡】

丰田市西町5-24
【午餐】11:30～14:30
【晚餐】17:00～22:00
周一、每月第一个周日、周二的午餐时间
0565-63-5775
MAP：B-2 7

在全天均可利用的酒店餐厅
小小奢侈一把♡

Osteria B 【意大利菜】

6:45～17:00（LO 16:30）
【早餐】6:45～10:00
【午餐】11:30～14:30（LO 14:00）
※17:00以后仅限酒店活动等包场营业
无休息日
0565-31-2211

铁板烧“DAN”
【铁板烧】

在客人面人展示豪放且细腻的
铁板烧技艺，引人入迷。
【午餐】11:30〜14:30(LO 14:00)
【晚餐】工作日17:30〜21:00(LO 20:30)
周末节假日 17:00〜21:00(LO 20:30)
有时会因各种情況，营业时间发生改变。
周一（节假日除外）
0565-31-2211

可享用大量使用当地产的蔬菜，
用各种方式烹制的种类
丰富的绝品意大利菜。
丰田市西町5-34
17:00〜22:00(料理21:00LO、饮品・甜点21:30LO)
周一、每月第1・第3个周日
0565-47-7829 MAP：B-2 6

每天！北海道物产展
新式炉端南农林水产部

丰田店

【海鲜居酒屋】

由函馆鱼市场直送的新鲜鱼虾！吃豪爽
得多到洒出来的鱼子饭，体会奢侈＆满腹感。
丰田市若宫町7-4-1
17:00～24:00（LO 23:30）
MAP：B-1 11
无休
0565-31-1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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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体会北海道心情的店铺♪

中国料理“桃园”【中国料理】

和彩房 Koromo 【怀石料理】

可品尝以广东料理为基调的
经济实惠又健康的中国菜！

在精致的空间内享用带着四季情调、
要用五感体会的绝品和食。

【午餐】11:30〜14:30(LO 14:00)
【晚餐】工作日17:30〜21:00(LO 20:30)
周末节假日 17:00〜21:00(LO 20:30)
有时会因各种情況，营业时间发生改变。
周三（节假日除外）
0565-31-2211

【午餐】11:30～14:30(LO 14:00)
【晚餐】工作日 17:30～21:00(LO 20:30)
周末节假日 17:00～21:00(LO 20:30)
有时会因各种情況，营业时间发生改变。
周二（节假日除外）
0565-31-2211

10

大口吃烤整鸡！女性客人喜欢的烤蔬菜串种类丰富。

晴晴゛【综合居酒屋】

品尝各季当地食材的日式餐厅

丰田地区

名菜烤整鸡、烤蔬菜串、烤牛筋串等菜肴很受欢迎。
丰田市若宫町1丁目24-2
【工作日】17:00～25:00（LO 24:30)
【节假日】17:00～24:00（LO 23:30)
周日（次日为节假日时营业，次日休息）
0565-35-1150 MAP：B-1 10

去以新鲜鱼类为豪的居酒屋吧！

长崎五岛 Roku丈 【日式居酒屋】
想吃鱼的话，请到这儿来吧。还有品种
丰富的肉类料理哦！
我们极致追求“时令性”与“新鲜度”！
丰田市若宫町8-1-7 ST.RITZ.BLD 2F
17:00～24:00
周日
0565-35-6699
MAP：B-1 12

ROKU KANDA 【餐厅酒吧】

岡止々岐【日本料理】

Fukuiya【日本料理】

丰田市站附近的成人隐蔽餐厅。
可在掘式被炉单间享用产地直送的
鲜鱼和时令食材的和食居酒屋。

备有非常适合下酒的使用时令鲜鱼和
当地鸡烹制的特别一品料理。
丰田市西町6-81 名铁丰田市站（丰田广场内）
11:00～14:00(LO 13:30)、17:00～22:00(LO 21:00)
※周末节假日中午和晚上连着营业
12:00～21:00(LO 20:00)
不定休
0565-37-1430 MAP：B-1 17

丰田市西町5-2-1 MK大楼1F
【晚餐】17:00～22:00
周日
0565-34-5530 MAP：B-2 16

豆庵【日本料理】
站前店

站南店

站前店限定的“豆膳午餐”在女性
朋友中人气很高，是可轻松尝试
正宗日本料理的套餐。

推荐站南店限定的“季节怀石
套餐”。无论是聚餐还是重要的
接待都非常适合。

丰田市西町6丁目62番地1
11:30～15:00 (LO 14:00)
17:00～23:00
周一
0565-32-7708
MAP：B-2 18

可品尝到长崎五岛新鲜海鲜的
“Roku”的西式料理餐厅。
丰田市神田町1-5-4 英淑大楼
【周日～周四】17:00～22:00(LO 21:00)
【周五・周六】17:00～23:00(LO 22:00)
不定休
0565-63-5779
MAP：B-3 13

农家直营！请品尝使用当地农产品制作的绝品盖饭。
盖饭屋 七五郎

丰田市西町2丁目35
17:00～23:00
周一
0565-41-7327 MAP：B-2 19

料理非常美味，店内的氛围很沉静。也适合家人用餐♪
浇汁意面＆御好烧 en

（MEGLiA Park店）【盖饭】

【餐厅＆咖啡厅】

提供使用丰田产大米和鸡蛋的
奢侈且美味的盖饭。也能外带。

主菜＋50多种每天不同的
自助餐人气超高！

丰田市前山町1-27
按照MEGLiA Park营业日
只有元旦
0565-27-8647 MAP：D-3 39

当地很有人气的大众居酒屋。也很适合喝点小酒♪

丰田市前田町7-6-3
【午餐】11:30～14:00（LO 14:00）
【晚餐】17:30～22:30（LO 22:00）
周一（黃金周、盂兰盆期间无休）
0565-37-8005 MAP：D-3 48

不擅长吃辣的朋友，辣度可以调整！

赤辛 【综合型居酒屋】

西町Aoiya 【居酒屋】

○七商店 【赞岐乌冬面·酒馆】

因人性化服务而很有人气的居酒屋。
菜品量很大，价格也很优惠。

中午是乌冬面店，晚上是居酒屋。
以考究的高汤和劲道的面为豪。

丰田市西町5-32
17:00～23:00
周日
0565-31-2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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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P：B-2 14

丰田市喜多町2-166
【午餐】11:00〜14:30(LO)、周末到15:00（LO）
【晚餐】17:00〜22:30（LO）
周一
0565-98-1717 MAP：C-1 15

名菜“赤辛锅”有0～10级辣度可以选择，
菜也很丰富。最后的主食推荐意大利炖饭、
杂烩粥、拉面。

丰田店

丰田2号店

丰田市前田町4-52-2
17:30～23:00（LO 22:30）
周一（黃金周、盂兰盆期间、
12月无休）
0565-33-8822

丰田市永觉新町4-88
17:30～23:00（LO 22:30）
周一（黃金周、盂兰盆期间、
12月无休）
0565-25-2240

MAP：D-3 49

MAP：D-3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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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时尚的酒吧悠闲度过成人的时间。

适合交谈♪中意的咖啡厅餐食

丰田地区

Bar Reserva 【正宗酒吧】

think 【咖啡厅】

车站前的面包屋“Riso”的时尚咖啡厅。
大量使用蔬菜的时尚、
美味的午餐很有人气。
丰田市西町2-50
【早上面包】9:00～11:00 【午餐】11:00～14:00
【甜点】14:00～17:00
周二(周一不定休)
0565-41-4195 MAP：C-2 20

Sweet corns
MEGLiA M公园店
【咖啡馆】

“farm to glass”{从生产者（农场）到杯子（鸡尾酒）｝
正因为是丰田市和本店，才能做出来的鸡尾酒。
丰田市昭和町4-18-1 宇野大楼1F
17:00～23:30
周二
0565-33-0138
MAP：D-2 52

夜晚用国际料理和美酒干杯♪

以自家烘培咖啡和手工
面包为傲的咖啡厅。
有多种优惠套餐。
丰田市前山町1丁目27
【工作日】10:00～20:30
【周六日】9:00～20:30
无休息日
0565-28-7855 MAP：D-3 51

在很有情调的库房悠闲享受午餐

Mon café 【餐厅休息室】

BOOBY'S TOYOTA 【餐吧】

提供优质时间的都市休息室。
还备有单间。

可以享用世界各国桶装生啤的英国酒吧。

藏咖啡 Que Sera Sera
【咖啡厅】

料理只有对身体有益的、很有满足感的
3种饭菜。完全预约制，
是可以安心用餐的藏咖啡厅。

MERCADO

【餐吧】

招牌菜是纽约式红肉排♡
配上世界各国的精酿啤酒享用吧♪

丰田市小坂本町1-58
11:00〜14:00
周一・二
0565-47-8177 MAP：A-1 21

丰田市小坂本町1-12-4 爱知大楼1F
【周二～四・日】17:00～24:00(LO 23:30)
【周五・六】17:00～2:00(LO 1:30)
周一
050-5484-8554 MAP：A-2 24

令人怀念的经典味道！请品尝刚刚做好的热腾腾的食物♪
松丈 【油炸食品・熟菜】

位于丰田市站旁边，在当地深受喜爱的
店铺。尝尝热腾腾的炸肉饼、油炸食品吧。
丰田市昭和町4-49 9:00～19:00
0565-34-1448 MAP：D-2 54

周日

New Kitchen w／e

【餐吧】

在意大利学习过的厨师在意大利菜的
基础上，加入中国菜的
精华打造的自由创意菜。
丰田市小坂本町1-140
17:00〜23:00(LO 22:00)
只在周末提供午餐 11:30～14:00
周一
050-5487-0877 MAP：A-2 25

御好烧 一福 【御好烧・甜点】

TACOS和饺子的“ROSIE”【新式酒吧】

味道令人怀念的御好烧和甜点很有人气。
请在这里享受放松的时刻。

挂川啤酒、饺子和玉米卷饼。自制玉米饼面皮的
玉米卷饼和厚皮饺子都很棒。
丰田的新式酒吧“ROSIE”。

丰田市西町3-17
10:00～20:00
不定休
0565-34-4466
MAP：C-2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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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田市喜多町2-170 KiTARA108
周二～四・日 17:00～26:00
周五・六 17:00～28:00
周一
0565-41-8821 MAP：C-1 23

丰田市喜多町3-110 COMOsquare EAST1F
20:00～27:00
周日
0565-47-9937 MAP：C-2 22

丰田市西町6丁目7-4 101
18:00～24:00(LO 23:30)
0565-32-3489 MAP：B-2 26
周日・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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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美味菜肴与酒绝配！

P14

25

以纽约风格享用的肉＆啤酒

满福支店

Bullshit

15

P10

P09

P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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饺子和玉米卷饼
挂川啤酒、
玉米卷饼和饺子的“ROSIE”

令人怀念的银纸包装♪
御好烧 一福

P14

查看市区美食！

P13

16

丰田地区推荐的日式糕点

果子工房 风外【日式糕点】

坚持使用最美味的时令季节的素材，
制作对身体和心灵都很好的糕点。
丰田市平芝町3丁目13-13
9:00〜18:00
无休（元旦除外）
0565-33-1658
MAP：D-2 54

足助 地区

丰田地区
足助地区

古老的街道。
足助，有四季色彩各异的香岚溪和
。
意足
心满
令您
定会
，
散步后去品尝美食

在日本首屈一指的红叶胜地，一边眺望河面，
一边享用故乡的美味吧 !

在位于香岚溪的三州足助屋敷周边，到处都是充满着古朴气息的美食之所。
在欣赏四季各异风景的同时，享受静静流淌的时间吧。

三州足助屋敷

御果子司 福寿园
【日式糕点】

丰田市足助町饭盛36
9:00～17:00(入场到16:30为止)
周四(遇节假日时，次日休息)・年末年初
(12／23～1／2)／还有临时休馆、临时开馆日
0565-62-1188 MAP：F-2 60

令人怀念的新式时令西日合璧糕点。
愿您度过愉快的甜点时刻！
丰田市和会町新切41-3
9:00～19:00
周二
0565-21-0721
MAP：D-3 55

看起来都非常
可口！
不知选哪个好

果铺 近江屋
【日式糕点】

使用精选红豆和优质水精制而成的
豆沙馅。店内满满陈列着的日式糕点
犹如珠宝盒中的珠宝一样美丽！

外观也很可爱哦！
果子处 松华堂

丰田市若林东町棚田 24
周二～周六 8:00 ～ 18:00、周日 8:00 ～ 17:00
周一
0565-52-0108
MAP：D-3 56

桧茶屋【乡土料理、小吃】

是享用荞麦面、乌冬面、香鱼、
五平饼等山村美食的餐厅。

足助村

有小木屋和BBQ广场，
什么都不带也可以BBQ（另收费用）
11:00～15:00 ※需要预约
周四（若恰逢节日，则次日休息）
※黄金周、暑假无休息日
0565-62-1188

10:00〜16:00(LO 15:30)
周四（遇节假日时，周五休息）、
年末年初 ※黃金周和11月无休
0565-62-1188

宫上店

【日式西式糕点】

咖啡馆坚香子【咖啡】

虽是新品种，但令人怀旧的时令日式
糕点很有人气。追求红豆原有的味道。

提供使用三州足助屋敷馆内
制作的木炭自家烘焙的咖啡。

丰田市宫上町3-26-7
9:00～18:00
周三・每月第3个周二
有时会因活动和节假日发生变化。
详情请在官方网站确认。
0565-32-2416 MAP：D-2 57

9:30〜16:30(LO 16:00)
周四（遇节假日时，周五休息）、
年末年初 ※黃金周和11月无休
0565-62-1188

自然果工房 小豆庵 【日式糕点】
在制作考究的软软的面皮中装入
自制红豆馅的著名铜锣烧。
丰田市竹元町上之山下35
【工作日】9:00～19:00
【周末节假日】9:00～18:00
每周周二、每月的第2・3个周一
MAP：D-3 58
0565-53-58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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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足助屋敷手工制作
的味噌和木炭烤制而成
的五平饼，堪称极品！

一流厨师的拿手料理。
在大自然中享用丰盛美食。
百年草 餐厅“枫”
【法国料理】

使用当地食材的正宗法国料理！
丰田市足助町东贝户10
【午餐】11:00～14:00 LO
【晚餐】17:30～19:30
周三（若恰逢大型连休、盂兰盆节、年末年初、节日，则照常营业）
0565-62-0100 MAP：F-2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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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ve咖啡厅 足助的铁匠铺

【咖啡厅·创意料理】

铃万本铺 【伴手礼】
已成为香岚溪经典伴手礼的味噌腌
山牛蒡・菊芋。使用家传的生腌方法
精心手工制作而成。
丰田市足助町石桥15
10:00～19:00
周二
0565-62-0175

可在从江户末期延续了七代的铁匠铺
2F的咖啡厅享用咖啡和时令甜点。
周末还举办各种Live演出。
丰田市足助町西町10
11:00～22:00
周二・三
MAP：F-2 63
0565-62-1000

MAP：F-2 62

能享用野味料理及香鱼料理等
山村时令美食！

香岚溪 一之谷

御果子司 风外 【日式糕点】

持续专注于制作“最中（豆馅糯米饼）”100年，
制作的白豆沙和红豆沙的豆馅糯米饼堪称极品。

“Tankororin”是一种咖啡味的
蕨饼包裹牛奶蛋糊的日式糕点。

丰田市足助町田町22
8:30～18:00
周二
0565-62-0014

丰田市足助町新町7-1
10:00～19:00
周二
0565-62-0356

MAP：F-2 68

MAP：F-2 69

红叶堂 【简餐】
使用梦幻大米“旭峰”制作的五平饼。
伴您在香岚溪散步。

丰田市足助町一之谷22
10:30～15:00 LO(时间以外只接待预约者)
周四
0565-62-0508 MAP：F-2 64

丰田市足助町宫平4-6
只限举办活动时
0565-32-7097 MAP：F-2 70

因休闲且时尚的创意和食
受到好评的“一之谷餐厅”，
可以享用自由组合的菜品。

观光旅馆 香岚亭 【日本料理·季节料理】
以坚持本地生产本地消费的会席料理待客。
请享用香鱼、野猪肉火锅等各季的美味。
丰田市足助町宫平1
11:30～13:30或者14:00
不定休
0565-62-0129
MAP：F-2 65

当季料理 井筒龟

【日本料理·当季料理】

作为老字号的店铺，鳗鱼料理和香鱼料理
非常有名。有许多季节限定菜品！
丰田市足助町田町17
11:00～19:30 LO
周四（若恰逢节日，则照常营业）
0565-62-0018 MAP：F-2 66

藏中画廊 万林书店 【咖啡】
怀旧氛围的书店兼咖啡馆。美味的蛋糕治愈身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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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月最中总本铺 川村屋 【日式糕点】

【日本料理·当季料理】

汤料中加入红味噌的野猪肉火锅、熊肉火锅、
野鸡火锅及乡村火锅非常有名，具有三河风味。

丰田市足助町新町2
10:00 〜18:00
周四、周三不定期休息
0565-62-0010
MAP：F-2 67

拥有各种时令口味的老字号店铺的日式糕点
非常适合作伴手礼

足助地区
松平地区

享受适于拍照的
足助街景吧♪

松平地区

。让我们了解
松平，是一个能给游客带来好运的“能量景点”
吧！
宝美食
地的珍
一下当地的历史与自然，并品尝一下当

有 �� 多年历史的使用秘方制作的烤豆沙馒头

德本馒头本铺 【日式糕点】

稍硬的外皮配上柔滑的内馅，别提有多美味！
除了白豆沙馅，还准备了季节限定的商品。
丰田市中垣内町广畑6-5
8:00～19:00
周四

0565-58-0353

MAP：E-3 72

上面有红豆馅的团子是“家康公”

天下茶屋 【和食·甜点】

享有很高人气的是寓意三英杰的“天下年糕”。
可以体会天下人心情。
丰田市松平町赤原34-5
10:00～16:00
周三

0565-58-3725

MAP：E-3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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旭 地区

旭地区

溪谷、旭高原元
在水源丰富的旭，有奥矢作湖、黑谷
很多美食哦！
还有
点。
光景
等观
气村、奥矢作温泉乡

位于设有交流动物园等能尽情享受大自然的
旭高原元气村的餐厅
餐厅元气亭
【餐厅】

使用峰旭米制作而成的五平饼套餐
和野山药料理等颇受欢迎。

爱知县最古老的温泉 笹户温泉
在令人心情舒畅的温泉旅馆中享用野味料理

丰田市旭八幡町根山68-1
9:00～17:00（LO 16:30）
周四（黄金周、暑假期间无休息日）
0565-68-2755
MAP：F-1 78

笹户温泉 旅馆勇屋別馆

旭高原元气村还设有
交流动物园、露营地、
BBQ。

【温泉旅馆】

不仅可以享受温泉，还可以品尝野猪肉
火锅等的当季料理及野山药料理。
丰田市笹户町惣作8
【入住】15:00
【退房】10:00
无定期休息日
0565-68-2654

伴手礼选择“治愈系日式蛋糕”吧

MAP：F-1 75

乡村餐厅溪流庄【当季料理】
在被大自然围绕的店中，
可以品尝到当季料理及
丰田产的野味料理。
丰田市田津原町静泷17-1
用餐（预约制）11:00～15:00 LO／
当天往返露营 10:00～16:00／
帐篷露营 10:00～次日10:00
周一(遇节假日时，下一个营业日休息)
0565-68-3197

是一家还能在河上游玩
或进行烧烤等户外体验
的餐厅哦！

MAP：F-1 76

尽享鱼梁的乐趣 香鱼料理

小渡观光鱼梁【鱼梁】

御果子处 Hidaya 【日式糕点】

松荣轩制果铺 【日式西式糕点】

使用精选素材和考究制法制作出的
四季日式糕点。提取自然美味的
糕点制作广受好评。

1935年创业的日式西式糕点店。
使用精心制作的北海道产红豆的
特制红豆馅制作的日式糕点很有人气。

丰田市小渡町寺之下3番地
7:30～19:00
周二
0565-68-2543 MAP：F-1 79

水坝 咖喱

巡游

第一弹！

在放眼望去尽是美丽自然景致中抓鱼！
可以品尝到刚烤好的香鱼。
丰田市小渡町间岛12-1
7月第2个周六～10月下旬（手抓香鱼截至9月末）
10:00～19:00（10月10:00～17:00）
无休息日
0565-68-2255 MAP：F-1 77

矢作水坝咖喱

矢作水坝是拱形混凝土水坝，呈抛物线状。
米饭象征巨大的矢作拱形水坝，再满满地盛
上咖喱！请享受米饭坍塌时犹如水坝放流般
的乐趣吧♪
乡村餐厅溪流庄

▶P17

能眺望矢作川的景色优美的鱼梁。
小孩子也可以抓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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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田市下切町森下2909-3
9:00～18:00
不定休
0565-68-3600 MAP：F-1 80

※鱼梁的营业内容有时会因台风或
大雨而改变。请了解。

能参
若预约的话，
观水坝♪
还能获取
水坝卡哦♪

旭高原元气村 元气馆内
“餐厅元气亭”

▶P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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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武 地区

大魅力，
稻武地区汇集了自然、历史、温泉三
吧。
之旅
快在这里开启美食

蓝莓分量充足♪

尽享名古屋交趾鸡与大山的恩泽。
龟甲苑【乡土料理】

将拥有150年历史的民房移建
而成的旅馆。品尝一下考究的
高原交趾鸡料理吧。

OIDEN·鱼梁 【鱼梁】

可饱尝盐烤香鱼、
香鱼五平饼、
香鱼饭等香鱼料理!
丰田市大野濑町Nakagaito
7月1日〜9月30日
【商店】 10:00～16:00
【夜间营业】18:00～21:00（预约制※10人以上）
【烧烤广场】预约制
无休息日
0565-83-3200(稻武观光协会)
MAP：G-1 83

不仅销售特产 , 还设有饮食区 !

有使用稻武产的峰旭米制作的五平饼
及加入了米粉的乌冬面等名吃!
丰田市武节町针原6-1
【工作日】9:00～17:00【周六日及节日】9:00～18:00
4月～11月没有休馆日(冬季12～3月周四
若为节日则改为第二天）
0565-82-3666
MAP：G-1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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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著于采用当地食材的老店之味。

日式餐厅千岁 【日式料理】

丰田市小原町尾崎857-6
11:00～22:00
周二
0565-65-2020

可享用各种香鱼料理 !

橡子横丁 【特产/小吃】

小原 地区

使用从1933年创业之时起续添至今的
秘传酱汁烤制而成的日本产鳗鱼,
美味无比。

丰田市大野濑町池平1-1
11:00～14:00(需要预约)
周三
0565-84-1150 MAP：G-1 82

※鱼梁的营业内容
有时会因台风或
大雨而改变。请了解。

内部装饰及料理
体现了店主人的
品位!

名的
在因 歌舞 伎、四季 樱、和纸 之乡 而闻
。
料理
丽的
观美
逅外
小原，可邂

MAP：G-1 81

地炉旅馆

家具工房与咖啡店。
能感受简约生活之快乐的空间。

MAP：G-1 85

蓝莓小路【西式糕点/咖啡店】

丰田市野入町Nagi下13-12
（小路蛋糕屋MAKO）
9:00～17:00
周四
0565-82-3365

Hitotoki -人与木- 【咖啡店】

丰田市稻武町TAHIRA8-1
【营业日】周五・六・日
【时间】11:00～15:00
※午餐11:00～14:30
周一・二・三・四(有临时休业、冬季休业）
0565-83-1008

大力推荐
使用精选蓝莓制作的甜品！
这里有不施农药和化肥培育的
蓝莓田,还有使用新采摘的
蓝莓制成的甜点。

稻武地区
小原地区

请在能够感受木材温暖的空间里 ,
享用健康的饮食♪

MAP：E-1 87

忘却时间 , 怡然自得。
在窑户品味大自然的恩泽。

小原庵 【当季料理/咖啡】

在利用古民宅而营造的空间
中品尝应季料理,感觉无与伦比!
敬请品尝应季食材的美味。
丰田市永太郎町梛下164-5
11:30～21:00
（周一～五仅限预约）
无定期休息日
0565-65-3209
MAP：E-1 88

用美味的小原水精心制作的豆腐
可带回去作伴手礼。
有限会社 柴田豆腐店
【豆腐店】

日本产大豆100%的天然卤水豆腐
带着令人怀念的昔日味道。
丰田市上仁木町白山1087-1
7:00～18:00
周一
0565-65-3023
MAP：E-1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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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山 地区

米饭用的是
被誉为梦幻大
米
的峰旭!

下山 地区 拥有 三河 高原 及三 河湖
在壮观的景色中享用美味吧！

等丰 富的 大自 然。

鳗鱼 三河

瞭望着湖畔，品尝山间美味。

使用下山产的峰旭米
制作的五平饼
也很不错！

三河路

【乡土料理】

【鳗鱼料理·日式料理】

下山地区

考究的鳗鱼自不必说 ,
作为猎人的店主人所捕获的
野猪和鹿料理也值得推荐。

用自创业之时起续加至今的酱汁烤制
而成的鳗鱼,堪称绝品。也推荐香鱼、
野猪、鹿等野味料理。
丰田市羽布町鬼之平1-16
10:00～17:00（17:00以后需预约）
无定期休息日
0565-90-3473 MAP：F-3 93

是可一览三河湖的最佳地点。
名产五平饼及自制的
魔芋刺身等颇受好评。

下山名吃・特大五平饼！
购买在当地深受喜爱的山村美味当伴手礼吧。

丰田市羽布町鬼之平1-300
10:00～18:00
MAP：F-3 90
周二
0565-90-3472

五平饼·餐厅 下山之乡

【和食·五平饼】

大大的五平饼看板是标志！
带着生姜味道的五平饼是绝品美味。
丰田市大沼町根崎47-1
【4月～10月】9:00～18:00
【11月・12月・3月】9:00～17:30
【1月・2月】9:00～17:00
※全年餐食的提供截至15:00，
其后只限五平饼的外带
周四、年末年初
MAP：F-3 94
0565-90-3003

要来见我啊!

招牌猫头鹰迎客。
在这里可品尝野山药及香鱼等乡土料理。

河鹿苑

【乡土料理】

在三河湖尽情游玩后推荐这里！
可以品尝山药泥、河鱼刺身、
盐烤河鱼等时令美味。

春季的樱花、秋季的红叶都极美的三河湖
观赏绝景的同时品尝下山名吃

三河湖观光中心 【简餐·伴手礼】

丰田市羽布町金山29
11:00～
周一（若为节日，则改为下一个营业日）
0565-90-3320 MAP：F-3 91

在可以观赏三河湖的
休息处享用“特大”五平饼。

在拥有 ��� 年历史的古民宅中
尽享山村气息。
腰挂山庄
【乡土料理】

是一座将拥有140年历史的古民宅移
建而成的山间别墅。可在自然丰富的
三河湖畔就餐、住宿，在河边戏水。
丰田市羽布町腰挂17-10
11:00～18:00（如果举办宴会则到20:00）
周三（如果为节日则营业)、年末年初12/29～
1/1休息（从1/2开始照常营业）
0565-90-3474
MAP：F-3 92

丰田市羽布町鬼之平1-233
9:00～17:00
周四
0565-90-3510 MAP：F-3 96

以可以俯瞰三河湖的
美景为傲！
路边餐厅山彦 【乡土料理】

可以品尝各季料理。
店内可吃到绝品小锅什锦饭和
刺身魔芋。
丰田市羽布町EZU小屋1-5
11:00～
不定休
0565-90-3535
MAP：F-3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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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坝 咖喱

巡游

第二弹！

羽布水坝咖喱

是模拟矗立于三河湖的雄伟的“羽布水坝”
的水坝咖喱。请务必品尝加入了大量下山特
产品的特制咖喱。

路边餐厅山彦（需预约）

羽布水坝咖喱分
量充足!

河鹿苑
三河湖观光中心

鳗鱼 三河

▶P26

香恋之馆

▶P27

▶P26

使用下山产峰旭大米的饭团是绝品！

香恋之馆 【简餐・伴手礼】

位于从三河湖流出的巴川河畔，用水车对下山产
峰旭进行碾米。四季飘着不同的香味！
丰田市羽布町鬼之平5
10:00～17:00（1月～3月10:00～16:00）
周二（遇节假日时，周四休息）、年末年初
0565-90-4120 MAP：F-3 100

既与米饭相配，又与日本酒相配♡
考究的赤味噌是美味的秘密所在。

近藤商店 【伴手礼】

用赤味噌长时间炖煮小肠而成的
“土手”是让人上瘾的美味。
丰田市大沼町八泽18
9:00～18:00
周四
0565-90-2016 MAP：F-3 95

五平饼屋 朝雾 【和食・五平饼】

使用当地产峰旭大米制作的五平饼
是绝品。木棒着有“朝雾”字样的话就能
中奖！可以再领取一个五平饼。

藤冈地区

因美丽的藤花而知名的藤冈地区。
！
品尝一下让人不由露出笑容的甜点吧

可以享用使用时令素材、充满季节感的甜点

果子处 松华堂

藤冈店 【日式西式糕点】

大量使用时令水果的西式糕点，
口感细腻，入口即化。
丰田市深见町常乐377-3
9:00～18:00
周三・每月第3个周二 有时会因活动和
节假日发生变化。详情请在官方网站确认。
0565-76-0302 MAP：E-2 104

因为“只用活鱼”，所以口感、味道不同
川口鱼梁 【鱼梁场】

要吃美味的日式、西式糕点请到这里！
还可以在喝咖啡的空间休息

烹制刚刚还在游动的新鲜香鱼。
是追求美味的鱼梁餐厅。
丰田市上川口町神田112−1
4月下旬～10月下旬
【5月・6月・10月】11:00～19:00
【7月・8月・9月】10:30～20:00
期间当中无休
MAP：E-1 105
0565-76-2383

秀枡屋 【日式西式糕点】

在山脚品尝的反映了
四季色彩的美丽日式西式糕点。

※鱼梁的营业内容有时会因台风或
大雨而改变。请了解。

丰田市花泽町NUMA12
8:00～19:00
周三
0565-90-2808 MAP：E-3 98

每月推荐午餐很有人气！可以感受时令的餐厅

鸡和山羊 【西式糕点】

自然花园餐厅 Juju 【日餐西餐】

在下山经营循环型农业的“福惠比寿农场”
打造的糕点工房。提供不使用添加剂、
防腐剂的安心、安全的糕点。

可以一边观赏有明亮阳光照射进来的长满绿色的中庭，一边品味
大自然恩赐的餐厅。健康的松花堂便当人气很高。

丰田市大沼町根崎14-1
10:00～17:00
0565-90-3311
周一・二
MAP：F-3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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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山地区
藤冈地区

丰田市花泽町NUMA75
10:00～17:00(店内饮食截至16:00)
周四 ※节假日、黃金周、盂兰盆假期期间营业
0565-90-3155
MAP：E-3 102

▶P26

▶P25

味道自不必说，
独特的带中奖的五平饼很有人气！

丰田市西中山町清水口133
【午餐】11:00～14:00 【晚餐】17:00～22:00
每月第2个周一・夏季・年末年初
0565-76-1221
MAP：E-2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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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酿造厂 桝塚味噌 合资公司 野田味噌商店
■
29 野浦合资公司
■
30 丰田酒造
■
31 石川制茶
■
32 高香园
■
33 碧园 茶之纯平
■
34 株式会社Koikeya-create
■
35 油菜花农园
■
36 T-FACE
■
37 大桥园艺
■
38 OIDEN集市
■
39 盖饭屋 七五郎（MEGLiA Park店）
■
40 Kanon咖啡
■
41 猿投温泉 金泉阁 当地往返温泉 金泉之汤
■

42 元气食堂 WAKU家
■
43 鳗忠
■
44 鳗鱼・野山药 真丸
■
45 广濑鱼梁
■
46 花游庭
■
47 味游是
■
48 浇汁意面＆御好烧 en
■
49 赤辛 丰田店
■
50 赤辛 丰田�号店
■
51 Sweet corns MEGLiA M公园店
■
52 Bar Reserva
■
53 松丈
■
54 果子工房 风外
■
55 御果子司 福寿园
■
56 果铺 近江屋
■

57 松华堂 宫上店
■
58 自然果工房 小豆庵
■
足助地区

▶P18

59 村定酒店
■
60 三州足助屋敷
■
61 百年草 餐厅“枫”
■
62 铃万本铺
■
63 Live咖啡厅 足助的铁匠铺
■
64 香岚溪 一之谷
■
65 观光旅馆 香岚亭
■
66 当季料理 井筒龟
■
67 藏中画廊 万林书店
■
68 日月最中总本铺 川村屋
■
69 御果子司 风外
■
70 红叶堂
■

松平地区

▶P20

旭地区

▶P21

71 丰旅站 绿色中心松平店
■
72 德本馒头本铺
■
73 天下茶屋
■
74 中垣酒造株式会社
■
75 笹户温泉 旅馆勇屋别馆
■
76 乡村餐厅 溪流庄
■
77 小渡观光鱼梁
■
78 餐厅元气亭
■
79 御果子处 Hidaya
■
80 松荣轩制果铺
■
稻武地区

81 蓝莓小路
■
82 地炉旅馆 龟甲苑
■

▶P23

83 OIDEN・鱼梁
■
84 橡子横丁
■
85 Hitotoki-人与木■
86 蓬莱泉吟酿工房
■
小原地区

▶P24

下山地区

▶P25

87 日式餐厅千岁
■
88 小原庵
■
89 有限会社 柴田豆腐店
■

90 三河路
■
91 河鹿苑
■
92 腰挂山庄
■
93 鳗鱼 三河
■
94 五平饼・餐厅 下山之乡
■
95 近藤商店
■

96 三河湖观光中心
■
97 路边餐厅山彦
■
98 秀枡屋
■
99 鸡和山羊
■
100 香恋之馆
■
101 三河高原露营村
■
102 五平饼屋 朝雾
■
藤冈地区

103
■
104
■
105
■
106
■
107

▶P28

丰旅站 绿色中心藤冈店
松华堂 藤冈店
川口鱼梁

自然花园餐厅 Juj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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