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此行的富山之旅是Wisely第三次的造訪，從最早的昇龍道之行到後來的立山

黑部到此次的自由行，讓我感覺印象深刻而且相當地興奮。在此地有許多壯

濶的山川景色，以及可口的佳餚美食，還有純樸的風土民情與親切的互動交
流，都讓人印象深刻而且捨不得離去。在此，可以看見不一樣的日本面貌，

希望各位朋友隨著我的影像腳步，造訪美不勝收的富山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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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  山

五 箇 山・合 掌 式 建 築 聚 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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佇立在充滿閑靜氣息的田園風光之中的合掌造聚落。以能感受到日本傳統生

活的世界遺產之村-五箇山為首，平民美食與傳統、暢遊大自然等，由超人氣

的部落客-Wisely為大家介紹這趟會讓人感動不已的富山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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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往合掌之里

富山・世界遺產特集

Wisely
（林顥峰）

特派記者

部落格 臉書

UPDATE 2013.5.24

Wisely個喜歡美食、攝影及寫作的男生。常覺得仰望美景

卻不能和最愛的人共享是種遺憾。幸福啊～那是種簡單的

心境，就算身處困難的處境，但是逐夢的腳步卻不停歇，

因為這就是我的旅途。所以，我很希望將自己體會到的那

份感受，分享給懷抱相同情感的朋友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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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去年(2012)台灣直飛富山的航線開

啟之後，來到此地遊玩已經變的更加容易

了！從前嚮往的大雪谷風景以及如童話世

界的合掌造聚落，現在已經成為說走就走

的旅日最佳景點之一。

自從去年(2012)台灣直飛富山的航線開

啟之後，來到此地遊玩已經變的更加容易

了！從前嚮往的大雪谷風景以及如童話世

界的合掌造聚落，現在已經成為說走就走

的旅日最佳景點之一。

自從去年(2012)台灣直飛富山的航線開

啟之後，來到此地遊玩已經變的更加容易

了！從前嚮往的大雪谷風景以及如童話世

界的合掌造聚落，現在已經成為說走就走

的旅日最佳景點之一。

自從去年(2012)台灣直飛富山的航線開

啟之後，來到此地遊玩已經變的更加容易

了！從前嚮往的大雪谷風景以及如童話世

界的合掌造聚落，現在已經成為說走就走

的旅日最佳景點之一。

自從去年(2012)台灣直飛富山的航線開

啟之後，來到此地遊玩已經變的更加容易

了！從前嚮往的大雪谷風景以及如童話世

界的合掌造聚落，現在已經成為說走就走

的旅日最佳景點之一。

五箇山合掌式建築以芧草覆蓋且呈人字形如合十雙手一般的特殊屋頂造型，吸引了不少觀

光客朋友前來，因為距離市區有段距離而且聚落本身也維持著純樸簡單的模樣，所以來到

此地站在高山上觀景，幾乎成為來此必走的行程之一。

※往五箇山方面的巴士一天約4班。

可在相倉口或菅沼下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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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內電車行駛的目的地便是白色城牆外觀鄰近松川公園的富山城。他的面積雖然不大，不

過卻相當地有特色，而現今改造成「富山城跡公園」，提供給民眾休息散步使用，並於富

山城內部設立了鄉土博物館，讓遊客能夠更加了解當地的歷史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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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路面電車可以搭乘，而這些電車各有其

特色及風格，但票價大人都約在200日圓

左右，其四通八達對於來此旅行的遊客來

說相當方便。而我在搭乘環狀線從富山駅
到丸之內下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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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 山 市 內 電 車 富山士鄉士 博物館（富 山城）

合 掌 民 宿

晚 餐

部落格也有刊載哦！

當晚入住的「合掌民宿中屋」主人相當地親切，對於

遠道而來的我們相當地熱情款待，在合掌屋裡享用

著當地食材而且豐富可口的在地佳餚。當晚，我與

其它的住客們圍聚在大廳的地爐席地而坐，共同體會

農村的自然美味； 裡頭有相當營養而且以傳統手法

製作的炸物小菜 ，以及令人食指大動的烤香魚，其

外酥內嫩的滋味，只需要簡單灑上鹽巴後燒烤便很美

味，味，讓人想起了童年時代在鄉下生活的過往，其用餐

環境及料理總是使我再三回味。

富山站 高岡站

五箇山方向的巴士
約2小時

JR特急
約15分

巴士
約20分



黑 部 峽 谷 鐵 道{ {
著名的黑部峽谷鐵道是富山相當知名的地方鐵道，其特色在於它使用的是日本現

今少有的窄軌鐵路，而且沿途風景秀麗，與台灣的阿里山火車相同，

所以現今也締結為姐妹鐵道，讓不少台灣的鐵道迷爭相來此探訪。位於此鐵道起

點的宇奈月溫泉的溫泉極佳而且價格便宜，當你遊山玩水走累了之後，

可以享受免費的足湯或是到湯屋盡情舒展，都是相當不錯的選擇。

黑部峽谷鐵路 （繁體中文）http://www.kurotetu.co.jp/tw/

追 加 資 訊 ！

富 山 黑拉 麵富山的藥

在早期，於富山市因藥店群聚所以有藥都之

稱。當中創於天保元年的池田屋安兵衛老鋪，

是家製作漢方藥的名店。而看板商品越中反

魂丹是從江戶時期就有的藥品，現經改良過

後，與台灣販售的胃腸藥擁有相同的功效。

還有許多包裝特殊卻具有傳統圖繪的藥盒

仍販售著。

在拉麵界相當地知名，它曾連續三年得到東

京拉麵SHOW的第一名。特色在於利用祖傳

秘製的黑醬油高湯搭配全雞及當地的名產白

蝦和鰹魚片所熬出的湯頭，嚐起來不會過鹹

而且還有淡淡的回甘味，其拉麵嚐起來相當

地彈牙，再加上肥嫩的叉燒肉及可口的半熟

蛋，更是讓人垂涎三尺呢！

富山灣為當地人的物產寶庫也是料理廚房，

在此有取之不盡的風味食材，所以來到這

裡可以嚐到許多樣的季節料理及美味海鮮。

當中，最有名的是螢烏賊，而代表性的吃法

便是做成握壽司及甘露煮，搭配在地的美

酒品嚐會讓人不自覺得多喝幾杯呢。

推薦富 山美食＆土產資料

富山 灣鮨

總曲輪（sougawa）商店街位是富山市區裡最熱鬧的一條街道，位置鄰近富山城約10分鐘步程的

距離，本身還有總曲輪FERIO百貨公司。裡頭有許多名產美食的特色商店，喜歡嚐美食愛血拚的

朋友，這裡是相當值得逛街壓馬路的好地方。在此，偶而會舉辦各式各樣的活動，像此行就有15

家拉麵店聚集起來較勁。若想嚐富山鮨壽司的朋友，裡頭有家壽司榮也是手藝相當棒的店家，其

使用的都是富山當地的海鮮，份量十足而且味道極佳，相當值得來此細細品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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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曲輪 商店街

以立山連峰為背景的富岩運河環水公園裡，

有間曾登上評選八家概念店之一的STAR-

BUCKS，台灣鮮少人知道的STARBUCKS

在春暖花開粉櫻飄揚之時是最美的時刻。來

此的遊客可以盡情地徜徉在和煦的陽光，或

是乘著遊船悠閒地欣賞周遭美景，而這也是

富山最新的景點之一，不來就真的可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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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山最新的景點之一，不來就真的可惜了！

以立山連峰為背景的富岩運河環水公園裡，

有間曾登上評選八家概念店之一的STAR-

BUCKS，台灣鮮少人知道的STARBUCKS

在春暖花開粉櫻飄揚之時是最美的時刻。來

此的遊客可以盡情地徜徉在和煦的陽光，或

是乘著遊船悠閒地欣賞周遭美景，而這也是

富山最新的景點之一，不來就真的可惜了！

以立山連峰為背景的富岩運河環水公園裡，

有間曾登上評選八家概念店之一的STAR-

BUCKS，台灣鮮少人知道的STARBUCKS

在春暖花開粉櫻飄揚之時是最美的時刻。來

此的遊客可以盡情地徜徉在和煦的陽光，或

是乘著遊船悠閒地欣賞周遭美景，而這也是

富山最新的景點之一，不來就真的可惜了！

以立山連峰為背景的富岩運河環水公園裡，

有間曾登上評選八家概念店之一的STAR-

BUCKS，台灣鮮少人知道的STARBUCKS

在春暖花開粉櫻飄揚之時是最美的時刻。來

此的遊客可以盡情地徜徉在和煦的陽光，或

是乘著遊船悠閒地欣賞周遭美景，而這也是

富山最新的景點之一，不來就真的可惜了！

以立山連峰為背景的富岩運河環水公園裡，

有間曾登上評選八家概念店之一的STAR-

BUCKS，台灣鮮少人知道的STARBUCKS

在春暖花開粉櫻飄揚之時是最美的時刻。來

此的遊客可以盡情地徜徉在和煦的陽光，或

是乘著遊船悠閒地欣賞周遭美景，而這也是

富山最新的景點之一，不來就真的可惜了！

STARBUCKS
富山環水公園店

黑 部 峽 谷 鐵 道
追 加 資 訊 ！

黑 部 峽 谷 鐵 道
追 加 資 訊 ！

黑 部 峽 谷 鐵 道
追 加 資 訊 ！

黑 部 峽 谷 鐵 道
追 加 資 訊 ！



富山觀光的空中入口。台北‐富山間，至2013年10月26日為止中
華航空每週有4班班機航行（一�四�五�日）。冬天飛航時間有
些許變動請多加留意！機場內有許多商店及餐廳。

中華航空

富山機場

1995(平成7)年，與岐阜縣白川鄉同時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世

界文化遺產的五箇山合掌式建築聚落，現在還存有31棟的合掌式

建築，可以欣賞到淳樸的日本原始風景。 

世界遺產 五箇山合掌式建築聚落

1995(平成7)年，與岐阜縣白川鄉同時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世

界文化遺產的五箇山合掌式建築聚落，現在還存有31棟的合掌式

建築，可以欣賞到淳樸的日本原始風景。 

世界遺產 五箇山合掌式建築聚落世界遺產 五箇山合掌式建築聚落

富山觀光的空中入口。台北‐富山間，至2013年10月26日為止中
華航空每週有4班班機航行（一�四�五�日）。冬天飛航時間有
些許變動請多加留意！機場內有許多商店及餐廳。

富山機場富山機場

http://www.toyama-airport.co.jp/chinese_h/index.html

http://www.china-airlines.com/ch

http://www1.tst.ne.jp/snakaya/

網站： 地址：

網站：http://bunanomori.com/gokayama/

http://www.gokayama-info.jp/

（繁體中文）

（繁體中文）

（日文）

（繁體中文）

（繁體中文）

富山縣南礪市相倉、菅沼

屋齡約350年的合掌式建築，許多海外遊客都會來造訪。18點30分

開始的晚餐時光，所有的住宿客會圍在地爐周圍，享受山中野菜

及魚料理。 

合掌民宿 中屋

如富山市民的雙腳般，市內電車最適合作為觀光的移動工具。時

尚的車廂在市區運行中！ 

富山市內電車

如富山市民的雙腳般，市內電車最適合作為觀光的移動工具。時

尚的車廂在市區運行中！ 

富山市內電車富山市內電車

屋齡約350年的合掌式建築，許多海外遊客都會來造訪。18點30分

開始的晚餐時光，所有的住宿客會圍在地爐周圍，享受山中野菜

及魚料理。 

合掌民宿 中屋合掌民宿 中屋

地址：

住宿費：

交通 ：

網站：
http://www.chitetsu.co.jp/

（日文）

富山地方鐵道

富山縣南礪市相倉231

1泊2食8400圓日幣（有冬季費用）

從相倉巴士站走路10分

富山市內最大的繁華街。商店街裡除了有飲食店、還有購物中心、

藥妝店等，是最適合選購土產的地方。

總曲輪商店街

富山環水公園店是個融合景觀的簡單設計建築，從大片窗往外眺

望不僅可以看見美麗景色還有公園的象徵�天門橋�，無論是哪
個座位都能享受美景。 

STARBUCKS 富山環水公園店

富山環水公園店是個融合景觀的簡單設計建築，從大片窗往外眺

望不僅可以看見美麗景色還有公園的象徵�天門橋�，無論是哪
個座位都能享受美景。 

STARBUCKS 富山環水公園店STARBUCKS 富山環水公園店

富山市內最大的繁華街。商店街裡除了有飲食店、還有購物中心、

藥妝店等，是最適合選購土產的地方。

總曲輪商店街

（日文）

總曲輪商店街

地址：

交通 ： 地址：

營業時間：

交通：

URL： http://www.starbucks.co.jp/store/concept/toyama_kansui/ 

（日文）

富山縣富山市湊入船町5

8:00～22:30（不定時休息）

從富山站北口走路約15分

富山縣富山市總曲輪

從富山站乘坐市內電車，在「GRAND PLAZA前」下車

從江戶時期就有的老店。在店內除了可以免費體驗藥丸的製作，

在2樓的餐廳還可以享用藥膳套餐及自家製的野草冰淇淋。 

池田屋安兵衛商店

從江戶時期就有的老店。在店內除了可以免費體驗藥丸的製作，

在2樓的餐廳還可以享用藥膳套餐及自家製的野草冰淇淋。 

富山黑拉麵的名店。將整隻雞熬煮而成的雞湯與冰見小魚乾等的

海鮮熬煮而成的魚高湯混合後，加入祖傳的的黑醬油所製作而成

的絕品拉麵。富山站前也有分店哦。

麵屋伊呂波 射水本店

富山黑拉麵的名店。將整隻雞熬煮而成的雞湯與冰見小魚乾等的

海鮮熬煮而成的魚高湯混合後，加入祖傳的的黑醬油所製作而成

的絕品拉麵。富山站前也有分店哦。

麵屋伊呂波 射水本店

（日文）

從江戶時期就有的老店。在店內除了可以免費體驗藥丸的製作，

在2樓的餐廳還可以享用藥膳套餐及自家製的野草冰淇淋。 

池田屋安兵衛商店池田屋安兵衛商店

地址：

營業時間：

交通：

URL：

地址：

營業時間：

交通：

URL： http://www.menya-iroha.com/ （日文）

http://www.info-toyama.com/_sightseeing/002192.html

（日文）

富山縣射水市戶破1555-1

平日／11:30～15:00，17:30～24:00（週六・例假日前日
11:30～24:00，日曜・例假日11:30～22:00）
從富山站搭乘JR北陸本線約10分，小杉站下車，走路約

20分

富山縣富山市堤町通1-3-5

9:00～18:00（餐廳健康膳「藥都」11:30～14:00），週

三公休

從富山站搭乘市內電車在「西町」下車，走路3分

在富山縣內的壽司店家，提供價格親切2000～3500圓日幣不等的

「富山灣脂」，在地魚壽司10個＋湯品。在總曲輪附近的「寫樂」

也參與了此活動，是口味挑剔的富山上班族與OL也喜愛的名店。

寫樂

在富山縣內的壽司店家，提供價格親切2000～3500圓日幣不等的

「富山灣脂」，在地魚壽司10個＋湯品。在總曲輪附近的「寫樂」

也參與了此活動，是口味挑剔的富山上班族與OL也喜愛的名店。

寫樂寫樂

地址：

營業時間：

交通：

網站： http://www.toyamawan-sushi.jp/

（日文・英文）

富山縣富山市大手町5-13

11:30～13:00、17:00～21:00（週六只營業17:00～21:00）

※週日・例假日公休
從富山站搭乘市內電車在「國際會議場」下車，就在附近



世界有名的豪大雪地帶立山室堂平。

已除雪的通行道路兩旁有著積雪而成

的雪壁，而有了「雪之大谷」的稱號。

壯麗的雪壁與清澈藍天形成的強烈對

比深受大家喜愛。今年預計開放至6月

10日（一）。

立山 雪之大谷Walk立山 雪之大谷Walk

世界有名的豪大雪地帶立山室堂平。

已除雪的通行道路兩旁有著積雪而成

的雪壁，而有了「雪之大谷」的稱號。

壯麗的雪壁與清澈藍天形成的強烈對

比深受大家喜愛。今年預計開放至6月

10日（一）。

立山 雪之大谷Walk

富山縣中新川郡立山町

～6月10日（一）

10:00～15:15（週六・週日・例假日為9:30～）
從富山站搭乘富山地方鐵道約60分，在立山站下車。

繼續搭乘立山黑部貫光登山纜車・高原巴士，至終點
站・室堂下車，就在附近。

（繁體中文）http://www.alpen-route.com/tw/

地址：

開始時間:

開始時間：

交通：

HP：

黑部峽谷鐵道路線上有個「宇奈月

站」，是個許多探訪黑部峽谷的遊客

都會去的溫泉勝地。泉質溫和對皮膚

很好，因此又有「美人之湯」之稱。

宇奈月溫泉宇奈月溫泉宇奈月溫泉

富山縣黑部市宇奈月溫泉

從富山站搭乘富山地方鐵路約60分，在宇奈月溫泉站下車。

（日文）http://www.unazuki-onsen.com/

地址：

交通：

HP：

要前往古都・金澤的話，從富山站搭特
急列車約40分可到。除了金澤城跡及

兼六園等充滿歷史氣息的街景之外，

還有金澤21世紀美術館及藝廊等地，

能充分享受藝術洗禮。

金澤金澤金澤

從富山站搭JR特急列車約40分，在金澤站下車

（繁體中文）http://www.kanazawa-tourism.com.tw/

（繁體中文）http://www.china-airlines.com/ch/index.html

交通：

HP：

突出於日本海的能登半島上的「能登

的里山海山」，於2011年被認定為世

界農業遺產。利用山上斜坡而成的梯

田等，可稱得上是日本原有風景的優

美景觀，盡入眼簾美不勝收。

能登的里山海山能登的里山海山能登的里山海山

從富山站搭特急列車約40分，在金澤改搭前往和倉溫泉的列

車，特急的話約50分，在七尾站下車。

（日文・英文）http://www.pref.ishikawa.jp/satoyama/noto-giahs/

交通：

HP：

多加一天的時間，推薦一遊的景點。MORE!

写真提供：金沢市

富 山 之 旅 的 便 利 手 冊

中華航空

4月15日～10月26日，台灣（桃園）→富山之間每週4班

次（週一・四・五・日）飛航中（期間外則是週一・五，
每週兩班次）。

（繁體中文）

http://www.toyama-airport.co.jp/chinese_h/index.html

富山機場

成為空運玄關口的富山機場。搭直達巴士前往富山站前

只要20分可到，交通非常方便。

（繁體中文）http://www.jreast.co.jp/tc/index.html

JR東日本

這裡介紹了方便的鐵路資訊，如欲前往新潟方向，或從

富山經由越後湯澤前往東京等地，可多加利用。
（繁體中文）http://www.westjr.co.jp/global/tc/

JR西日本

以北陸地方起，涵蓋了關西・中部地方等地的鐵路公司。
還有專為外國遊客所準備的優惠票券資訊。

（繁體中文）http://www.kurotetu.co.jp/tw/

黑部峽谷小火車

介紹穿梭於V字峽谷中的小火車，還有沿線的溫泉等旅遊

資訊。

交通

（日文）http://www.chitetsu.co.jp/

富山地方鐵道

營運各種往來富山市區內非常方便的鐵路、巴士等大眾

交通工具。還可預約前往東京等主要城市的高速巴士車

票等。

交通



（繁體中文）

http://japan-articles.japanican.com/tc/articles/
20100810_kitariku.html

JAPANiCAN.com

介紹富山、金澤、福井等北陸三縣的觀光景點、住宿設

施等旅遊資訊。

（繁體中文）http://www.ryokan.or.jp/tw/05/

日本國際觀光旅館聯盟 [ 中部 ]

網羅了富山、金澤、福井等地的溫泉旅館的資訊。還可

一目了然地得知設有繁體中文網站的飯店資訊。

（繁體中文）http://www.info-toyama.com/cht/index.html

富山縣觀光官方網站　富山旅行指南

廣泛地介紹了從立山黑部阿爾卑斯山脈路線及五箇山合掌

村落，到各項祭典及活動等的富山縣內的旅遊觀光資訊。

（日文・英文）
http://www.toyamashi-kankoukyoukai.jp/english/

富山觀光網

介紹各種富山市內的觀光景點及一年四季中的活動內容、

美食等旅遊資訊。

（繁體中文）

http://www.tateyamakankoukyoukai.jp/translation/chinese2.html

立山町觀光協會

介紹立山黑部阿爾卑斯山脈路線所在地-立山町，伴隨四

季變化所推薦的觀光景點資訊。
（繁體中文）http://www.westjr.co.jp/global/tc/

黑部・宇奈月溫泉觀光局
介紹了黑部峽谷、宇奈月溫泉、富山灣的豐富海產及名

水等多采多姿的魅力。

（繁體中文）

http://www.welcome2japan.tw/location/regional/toyama/
index.html

JNTO‧富山

日本政府觀光局（JNTO）製作。富山縣觀光景點資訊可

在繁體中文版的地圖中查詢。

住宿

觀光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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