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rabu 料理 Kana

098-930-3792
北中城村字屋宜原515-5
營/全面預約制
休/不定期公休　停/有

33 499 592*00 B-２

招牌餐點是絕品的Irabu湯。Irabu指的就是海蛇。海蛇具有
滋養強身的效果，琉球王朝時代是宮廷的高級食材。需預
約，歡迎來品嚐道地的琉球料理。

ranraran
烤得蓬鬆柔軟的山藥戚風蛋糕是最熱銷的招牌商品。提供各
種大小的蛋糕，是伴手禮最佳首選。其他還有芋頭派和吐司
麵包等多款樸實而美味的烘焙點心與麵包。

080-6496-4035
北中城村字島袋1474-1
營/11:00～18:30
休/日、四　停/無

33 531 839*20 A-3

33 531 733*11
燒肉GOSAMARU

以實惠的價格就能嚐得到黑毛和牛的燒肉店。用國產備長炭
燒烤，鎖住肉質的鮮甜滋味。除了「鹽味厚切牛舌」等的單
點菜色，超值的套餐也很值得推薦。

098-932-5777
北中城村字島袋271-9
營/17:30～24:00
休/三　停/有
https://gosamaru-wagyu.com/

A-3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營業時間及舉辦活動等可能有變更。

觀光協會 instagram

Instagram
觀光資

訊傳送 SNS介紹

Studio Kitanaka

facebook Youtube

Twitter

33 440 524*71

33 499 776*58

33 440 490*73

33 440 756*17

33 470 484*26

33 498 569*63

33 498 569*36

33 499 451*33

33 470 492*82

33 531 609*22

33 470 809*77

33 471 574*64

33 471 403*04

33 470 467*65

33 469 386*23

33 498 446*37
WATERS/ 茶樓雨香

一樓是充滿如尋寶般興奮感的複合精品店「WATERS」。擺滿了
嚴選的美麗服裝與飾品。步上階梯來到能品飲香氣四溢的道地中
國茶與甜點的茶屋「茶樓雨香」。在陳列著精心挑選的茶器的空
間裡，享受時間悠然流逝的特別時刻。

098-989-3501
北中城村字安谷屋1468-4
WATERS　營/13:00～20:00　休/四
茶樓雨香　營/14:00～22:00(最後點餐20:00) 休/三、四
停/有  instagram@waters.okinawa、@charou_uka

33 469 261*82 C-2

33 471 888*55
Mexican Diner MARISOL

在正宗的墨西哥料理中，最好吃的是玉米餅和烤雞。庭院和
店內色彩繽紛絢麗，感覺宛如在墨西哥旅行般！隨手拍都超
上鏡♪歡迎前來享受墨西哥的氣氛哦。

098-987-8741
北中城村字渡口902
營/11:00～20:00
休/一、二　停/有
※售完即打烊

33 471 863*16

33 472 750*65

33 441 311*32

33 561 222*20

33 471 571*11

A-3

33 471 465*33

33 471 575*67
安座間珈琲

販售以南美秘魯有機咖啡豆為主的咖啡專賣店。每天早上開
店時，都會有新鮮的烘焙咖啡豆。店主想提供沖繩栽種的咖
啡，並在北中城種植了咖啡樹。

098-989-5233
北中城村字仲順24
營/10:00～18:00
休/六　停/有
可外帶

食堂 喜納島
嚐得到沖繩媽媽的味道，深受在地人喜愛的食堂。滿滿的膠
原蛋白的「滷豬腳」等沖繩家庭料理，午餐的份量十足也是
在地食堂的特色。

098-935-3468
北中城村字仲順232-1
營/11:00～16:00
休/四、日　停/有

ORIGINAL FAST FOOD
份量十足的美式料理「雞上飯」。享受依自己的喜好客製化的新風
格速食！可從肯瓊香料雞肉、BBQ豬肉、蒜香奶油牛肉中選擇。
還能享用一杯帶有淡淡甜味的客製化清爽奶昔。

080-2370-7236
地址/北中城村字島袋604-6 1F
營/10:30～20:30(最後點餐20:00)
休/二　停/有

33 470 563*36C-2
Fish shop 純 TSUNA

新鮮鮪魚加上獨家醬汁攪拌入味的夏威夷料理「POKE拌飯」，
有微辣的香料POKE，和以甜醬油為基底的甜味POKE等，口味
種類眾多。最熱賣的鹽味POKE裡添加了北中城村特產的ASA海
菜特別對味！健康的巴西莓果碗也很值得推薦。

090-6867-1733
北中城村字喜舍場263-1
營/11:00～15:00
休/二 　停/有
instagram@fish.shop_tsuna

33 503 199*68

清爽湯底滲透人心的美味沖繩麵和沖繩鄉土料理「骨汁定
食」，附多道小菜和生魚片不到1000日圓，相當經濟實
惠。夜晚居酒屋時段也值得推薦。

098-935-5657
北中城村字仲順470-6
營/11:00～14:00、17:30～23:30
(餐點至22:45，飲品至23:00)
休/日、國定假日、第一個週一  停/有  有Instagram

33 501 150*31

33 532 841*16

33 561 253*58

33 501 039*85

33 503 167*52

33 531 839*28

33 500 272*88

33 500 812*47

33 531 610*52

cafe-jam+kukka..
在將外國人房宅重新整修後的店內，享用含有大量蔬菜的健
康午餐。另售有烘焙點心、亞麻服飾和雜貨等。

可在視野絕佳的露台座位用餐，是一家風景宜人的老字號牛
排館。該店以牛排聞名，也有許多沖繩料理，不僅男性顧客
喜愛，也廣受女性顧客歡迎。

33 531 612*31

33 531 620*12

33 531 836*71

33 532 813*14

33 562 096*88

33 531 837*63

北中城村字島袋1391-5
營/11:00～22:30(最後點餐20:00)
休/一　停/有

自家焙煎珈琲屋 MAMEMARU
Zikabaisenkohiya

如自家般的咖啡廳。以「對地球友善」為座右銘，店內使用紙製
蝴蝶杯和環保杯。從多種鮮度極佳的自家烘焙咖啡豆中，依顧客
偏好的口味挑選，再一杯杯精心沖泡而成的手沖咖啡。知名的沙
翁棒也是熱銷商品！

090-3077-9433
北中城村字渡口518
營/10:00～17:30 ※詳情請至SNS查詢
休/一、四　停/有
instagram@mamemaru_roastery

33 472 699*06C-4

北中城村字島袋1251-5
和食 樂 098-989-3582
營/18:00～24:00　休/日
宮林商店 098-917-4664
營/10:00～18:00　休/日、國定假日　停/有

098-932-4263
北中城村字島袋311
營/一～四 營/11:00～21:30(最後點餐21:00)
　五六日及國定假日 營/11:00～22:30(最後點餐21:45)
休/1/1～1/3、盂蘭盆節　停/有 ※不收信用卡

PUB LOUNGE EMERALD
邂逅美好的家具與雜貨的咖啡廳。東京的小倉紅豆和讀谷村
的紅豬等，使用嚴選食材的料理大受喜愛。特別推薦含飲料
的超值早餐與午餐。

098-923-2515
北中城村字渡口981-2
營/7:00～18:00(最後點餐17:00)
※早餐供應至11點。
休/五　停/有

NEW·KITANAKA
從南城市將屋齡超過百年的古民宅移建至此，是一家別具氛
圍的沖繩麵店。將豚骨和雞骨混合的高湯去除多餘油脂的沖
繩麵，清爽的口感獲得廣大顧客的喜愛。

098-935-4188
北中城村字美崎75
營/11:00～16:00
休/二 　停/有

Yutakaya沖繩麵
若想在北中城村開心暢飲，就來這裡吧。現場備有約40種酒
類。一邊玩懷舊遊戲、卡拉OK和射飛鏢，感受宛如重回孩
堤時代般的樂趣。

070-3801-9136
北中城村字安谷屋1347-6 1F
營/20:00～25:00(最後點餐24:00)
休/一　停/無

Bar smile

一邊眺望美麗的中庭，一邊享用獨家香料咖哩，還有烘焙甜
點等。在老闆知念小姐精心選購，充滿品味的擺飾陳設中療
癒放鬆。

098-935-5400
北中城村字渡口1871-1 20號
營/11:00～16:00
休/日、一、國定假日　停/有

kurumisha

從餐車移動販賣起家，2020年實體店面開幕。品嚐用自製
培果做成培果三明治搭配湯品的套餐，還有店家特製飲品。
還有愛犬可同行的用餐空間。

080-6494-2288
北中城村字渡口1813-1
營/11:00～17:00(最後點餐16:00)
休/不定期公休　停/有

marph kitchen

從北中城村高台俯瞰中城灣的絕佳地理位置，流淌著悅耳音
樂的老式咖哩咖啡廳。從醬料盅倒出的正統歐式咖哩美味絕
倫

098-911-3524
北中城村字和仁屋406♯84
營/［三～日］11:00～21:00(最後點餐20:00)
［一、二］11:00～17:00(最後點餐16:00)
休/不定期公休　停/有　※售完即打烊

歐風咖哩喫茶 Franklyn緣處 吉嶺

經營30年的塔可飯名店。沖繩縣各地都有分店，在當地以
「KINTACO」的暱稱廣為聞名。裝得滿滿的配料搭配風味
十足的辣醬最對味♪

098-933-1868
北中城村字島袋307
營/11:00～24:00
休/不定期公休　停/有

King Tacos 北中店

販售使用手作現烤麵包的三明治。推薦餐點是「手切牛肉排三
明治850日圓」。不使用粉類的肉排肉汁四溢，吃起來口感如
牛排般。

098-930-3235
北中城村字島袋1411
營/8:00～17:30(最後點餐15:00)
休/一、二　停/有

098-930-7372

山羊料理  南山
從食材前置處理開始精心調理的山羊湯口感清淡，即使是第
一次吃山羊肉的人也很容易入口。其他還吃得到生山羊肉
片，炒山羊血和本地美食。

098-932-3736

北中城村字島袋1451-2
營/11:30～15:00(最後點餐14:30)
休/日、國定假日　停/有

FIFTH SON

沖繩的食材加入京都的高湯、青蔥、七味和抹茶等，帶來沖繩
（琉球）與京都的絕妙組合。由曾在京都割烹料理店習藝的店
長精心製作的多道必吃佳餚。

098-935-1012
北中城村字荻道150-3 Parkside♯1822
營/一～五 11:00～18:00（最後點餐17:00）
六日及國定假日11:00～21:00（午餐最後點餐15:00，
晚餐最後點餐20:00）※餐食全日供應
休/不定期公休　停/有

琉京甘味 SANS SOUCI

使用了12種香料的濃郁湯品，簡單就能吃得到大量蔬菜的美
味，享用如醬汁般的口感。鬆軟有彈性的鬆餅也值得推薦。

098-935-0188
北中城村字安谷屋638-1 Parkside Terrace♯1809
營/午餐11:00～15:00（最後點餐14:30）
　 晚餐18:00～21:00（最後點餐20:00）
　※週三僅午餐營業
休/週四　停/有

A Danian Cafe

法語代表「夫妻」的Couple，是一家由洋溢著美好笑容的
夫妻經營的蛋糕店。在投射著燈飾光芒的店內，陳列著知名
的「來客夢Gearman cake」及可麗露、泡芙等美味甜點。

098-932-1452
北中城村字島袋314
營/11:00～20:00
休/三、第４個週日　停/有

甜點菓子 Couple

Yushinmi

以「便宜、美味、健康」為理念，深受在地人喜愛的小鎮麵
包店。最熱銷的「向日葵麵包」。「直接吃好吃，做成三明
治也好吃」是一款充滿老闆玉城先生堅持的麵包。

098-935-3132
北中城村字仲順200-3
營/9:30～19:30
(13:00～14:00為採購時間，暫時閉店)
休/日　停/有

Bakery Happiness

Higaya Nanzan

北中城村字島袋1392
營/11:30～20:30(最後點餐19:45)
休/日　停/有

Curry House LAXMI
使用印度香料的印度咖哩店。遵循正宗的風味並配合日本人
的口味進行調整，享受美味的同時也能感受咖哩帶來的健康
效果。

098-931-0141

北中城村字島袋1252
營/11:30～15:00(最後點餐14:30)
　 18:00～22:00(最後點餐21:00)
休/二、三　停/有

Asian Food Fuuten
「從兒童到年長者，所有人都能安心享用」堅持選用沖繩縣食
材的泰式料理店。特別推薦午餐限定餐點，使用縣產雞腿肉的
泰式燒烤料理「泰式烤雞（1.100日圓）」

098-911-6937

Kinajima

巷弄裡的沖繩麵店 sa-fu-fu
鄰近中村家住宅與中城城跡的沖繩麵專賣店。熱門的「YUSHI 
ASA沖繩麵」上盛放著北中城村的ASA海菜和YUSHI豆腐，
口感清爽的湯和嚼勁十足的捲麵是完美絕配。

098-935-5376
北中城村字大城150
營/11:30～14:30
休/二 　停/有

和食 樂 / 宮林商店
店長帶著「在沖繩推廣日本全國的商品」的想法，開設了能
享用日本酒與日本料理的餐廳。隨時提供約50種日本酒。當
日推薦酒品搭配美味餐點一起享用。

浪漫酒場 Ippo
鄰近永旺來客夢，無論是單獨一人或團體用餐都能輕鬆享用
美味的創作料和酒品。蔬菜串燒套餐等店主精心創作的多道
佳餚，您一定要嚐嚐。

098-927-1934
北中城村字島袋1474-1
營/18:00～25:00(最後點餐24:00)
休/不定期公休　停/有

外食家  鯨 北中城店
位於高台上景觀絕佳的位置，深受在地家庭和情侶的喜愛。
以縣產為主的安心、安全食材製作的多道料理和甜點，一定
要嚐嚐看。

098-989-1062
北中城村字仲順443-1
營/11:00～23:00(最後點餐22:00)
※午餐 11:00～17:00
休/無　停/有

Raku

羊羊-YOYO AN FACTORY-
在高品味的空間裡，能品嚐大福、銅鑼燒等極品和菓子。沖
繩傳統甜點的冬瓜漬也值得推薦。當作伴手禮肯定備受讚
賞。

Karashina

和風餐廳 芥子菜
隨處散發日式風格的店內，呈現沉靜的時尚感。在這裡能享受
放鬆悠閒的用餐時刻。由廚藝精湛的老闆製作的定食餐點，道
道皆美味。

098-988-5959
北中城村字島袋701-1
營/11:00～22:00
休/二 　停/有

石窯薪木麵包與三明治 TOKIWAYA
以蔬菜等培養的天然酵母製作，再以窯烤而成的麵包極為美
味。還有份量十足的三明治，美奶滋、紅豆餡、花生醬等皆
堅持手工製作。

098-800-2977
北中城村字瑞慶覽531
營/8:00～15:00
(週六至18:00)
休/日、一　停/有

NAKAMASeika Honpo

名嘉真製菓本舖
在北中城開業40年。不僅在地人喜愛，在觀光客中也擁有超
高人氣的金楚糕，帶著鬆脆質地與優雅的風味。對產品的熱誠
與用心，是美味與高人氣的秘密。

098-935-4528
北中城村字安谷屋1527
營/9:00～18:00
休/六、日　停/有

098-979-5661
北中城村字喜舍場366
營/10:00～17:00
休/全年無休　停/有

北中城村字島袋1335
※營業時間請至 Facebook、Instagram
　@hoshinotane_okinawa 確認
停/有

菜食料理 hoshi no tane
「品嚐有益健康又美味的食物」以沖繩縣自然栽種且無農藥
的蔬菜為主，不使用動物性成份及白砂糖提供的料理。菜肴
中滿溢著蔬菜佳肴。

098-930-3293

擠滿在地人和觀光客，深受在地喜愛的店家。講究食材的高
湯，以豚骨基底搭配阿古豬和鰹魚調和成絕佳風味。清爽的高
湯與帶嚼勁的細麵堪稱完美組合。

098-933-3338
北中城村字瑞慶覽565-1
營/［平日］11:00～20:00
［六日］11:00～20:00
休/第1、3個週二　停/有

龜沖繩麵 北中店

位於Ayakari之杜二樓的咖啡廳。不但能品嚐使用新鮮咖啡豆
沖泡的咖啡，飲料種類也相當豐富。一邊從露台眺望遼闊大
海，一邊享用美味的午餐或晚餐。

098-933-1475
北中城村字喜舍場1214 Ayakari之杜2F
營/午餐11:30～19:00（最後點餐18:00）
晚餐19:00～22:00（最後點餐21:30）
※晚餐需預約
休/一、第1個週三、歲末年初　停/有

Rainbow Terrace OKINAWA

創立至今人氣不墜的班尼迪克蛋。現烤馬芬麵包加上厚切火
腿、水波蛋，淋上口感濃郁柔滑的荷蘭醬，一口咬下滿口幸
福。

098-932-2800
北中城村字屋宜原165-1
營/8:00～23:00（最後點餐22:00）
休/無休　停/有

The Rose Garden

有『endaa』暱稱的A&W，1號店就是屋宜原店。想嚐嚐美
式沖繩口味的話，就走一趟A&W吧。挑戰一下復古的得來
速。

098-933-1479
北中城村字屋宜原700
平日/9:00～24:00
六日及國定假日/8:00～24:00
停/有

A&W屋宜原店

隨時吃得到7種口味披薩及季節限定餐點。擁有許多外國回頭
客的道地美式披薩，有S、M、L、XL四種尺寸可選。還備有
兒童遊戲室哦♪

098-923-0993
北中城村字安谷屋638-1
Parkside Terrace♯1808
營/11:30～17:00（五～日至21:00止）
    （最後點餐16:00/20:00）
休/二（有不定期公休日） 停/有

Kozy's Pizza

該店的推薦餐點，就是多次被媒體介紹的「一吃上癮南蠻炸雞
600日圓」。多汁的雞肉外層裹著炸得酥脆的麵衣，搭配口感
清爽的自製南蠻醬令人難以抗拒。

098-989-0811
北中城村字安谷屋1359-1
Hotel Southern Village Okinawa內
營/6:00～9:00（最後點餐8:30）
   11:00～21:00（最後點餐20:30）
休/日　停/有

Kuwachii 食堂 青空 北中城店

用烤箱烘烤的德國寶貝鬆餅，有鹹食系列和甜食系列，可依自
己喜好選擇。早上8點開門營業，有許多顧客特別前來享用早
餐。

098-923-3723
北中城村字瑞慶覽588
營/8:00～17:00（最後點餐16:30）
休/週四　停/有
※數量有限

Mother Coffee

山丘上外國人房宅裡的店家。1,100日圓起就能吃得到休閒法
式午餐，大受好評。從啜飲一杯咖啡，到包下整間店聚餐等，
用途廣泛。店內附設的Art Shop也別錯過！

080-3951-3449
北中城村字瑞慶覽587 Bell Air♯12
營/12:00～22:00
※晚餐需預約
休/無　停/有

沖繩物語

美味早餐與自製麵包美味無比。限定10份的『A.M PLATE』
及其他食材皆以地產地銷為考量，嚴選縣內安全無農藥的食
材。早上8點開門營業也是一大吸引力。

098-979-9097
北中城村字安谷屋927-2♯1735
營/9:00～16:00（最後點餐15:00）
休/日　停/有

PLOUGHMAN'S LUNCH BAKERY

用麥根沙士來乾杯吧！

燒肉 比嘉家
使用縣產和牛和縣產豬肉等精選肉品的燒肉為招牌。2位以
上也夠吃的「比嘉家塔」是店長特別推薦的餐點。還有用自
家種植蔬菜製作的沙拉。

098-989-1129
北中城村字美崎56
營/18:00～23:00(最後點餐22:00)
(六日為17:00～)
休/三　停/有

Gusuku Manju

城饅頭
細心手工製作的名物「城饅頭」，大量使用了北中城村ASA
海菜，不過甜的內餡和溼潤外皮搭配得恰到好處。來到北中
城村的話一定要嚐嚐看。

098-935-3964
北中城村字仲順230
營/9:00～17:00
※售完即打烊
休/一　停/有

可外帶

cotonowa+kuragepan
將外國人房宅重新整修後的店內，享用使用天然酵母現烤的
麵包和午間盤餐。還設有兒童遊戲區，是攜帶兒童的媽媽們
聚會的熱門場地。還有各種參加、體驗型講座。

北中城村字仲順275 T103
營/全面預約制
※需先以電子郵件或FB Message預約
休/不定期公休　停/有

北中城的夜晚還有讓人食欲大開的美酒和料理！ 

最熱門的伴手禮甜點和麵包等，
歡迎品嚐這裡才吃得到的北中城甜點♪

肚子餓了隨時都有多樣化的北中城美食等著你♪ 外國人房宅的咖啡廳、家庭餐廳等，

一冊在手就能徹底暢遊北中城︕

日本女
性最長壽的村落，沖繩縣北中城村導覽地圖

■從北中城村往主要景點所需時間

沖繩本島地圖

到那霸機場開車約40分鐘

到國際通約35分鐘

到美麗海水族館約70分鐘

到美國村約15分鐘

到海中道路（海之驛）約30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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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營業時間及舉辦活動等可能有變更。

 33 411 708*41 D-3
33 441 279*65 D-3

33 531 546*30

33 531 650*55

33 503 266*58

33 469 168*84

33 469 199*81

33 470 484*26

北中城村字安谷屋1359-1 Southern Village内
營/9:00～19:00(週六至15:00)
休/日、國定假日　停/有

Yenn’s Marina inn Rycom
位於能一望中城灣的高台上的公寓式飯店，所有客房皆有海
景。頂樓有景觀露天浴池，各客房內備有廚房、洗衣機和乾
衣機。感受如生活在當地的住宿。

0120-92-8861
北中城村字RYCOM547
https://hpdsp.jp/yennsrycom/

B-333 500 778*27

33 470 484*26

33 471 684*80

Kimonobana
以「怦然心動，我的和服」為概念，銷售色彩鮮艷的古式、
古風設計和服為主的精緻和服店。除了銷售和服之外，亦提
供和服出租及著裝服務。

050-1374-1087
北中城村字喜舍場1380-2
營/10:00～18:00
休/日　https://www.kimonobana.com

33 500 317*76 B-2

33 471 087*35

北中城村字熱田277
營/10:00～17:00
(販售飲品店舖於週一、五10:00～15:00營業)
休/無休　停/有

33 498 569*36

33 499 528*64

33 500 727*26

33 530 742*78

EM Wellness
居家發酵生活型態度假村

以自有農園種植的無農藥蔬菜聞名。 地處高台的景觀無需贅
述。在迷人的景色中享用的午餐有益健康，廣受眾多年齡層
旅客支持。

33 500 260*83

C-3

位於瑞慶覽高台上餐廳「沖繩物語」內的一隅。30年來在靜
岡縣經營藝廊的夫妻，在此展示、販售沖繩縣內外獨具特色
的藝術家們的作品。

090-4799-2873
北中城村字瑞慶覽587 Bell Air #12
餐廳「沖繩物語」內
營/12:00～17:00
休/不定期公休　停/有

Art Shop 蓉

「與穿衣者一起成長的衣服」為了能讓衣服穿得長久，老闆
中村先生用心挑選素材並細心製作。從正式到休閒，產品種
類眾多。

098-930-2277
北中城村字島袋1932 5F
營/13:00～20:00
(週日至18:00)
休/三　停/有

中村洋装
NAKAMURA Yoso

源自沖繩的「HSTI 整骨法」，就是所謂的骨骼調整。與舊有的整
體方式不同，不會在疼痛的部份採取揉捏按壓的手法。將走位
的骨骼以無痛的方式恢復原位。

098-989-9456
北中城村字島袋1412
營/全面預約制
休/二 　停/有

HSTI 整骨所 月之庭
Tsukinoniwa

販售由沖繩縣內的手工藝作家製作，獨一無二的服裝、包包
及飾品等。99%的成分是可以自然還原的洗潔劑，是老闆推
薦的人氣商品。 

098-935-3152
北中城村字美崎138 
營/12:00～17:30
休/日、一、二　停/有

ｅｃｒｕ 由室內改裝公司一手企劃的70年代復古美式汽車旅館。獨特
的空間，宛如步入電影世界裡般的氛圍。住宿旅客可免費享
用熱咖啡。

098-923-1066
北中城村字喜舍場1066
營/8:00～11:00
　 15:00～22:00
休/無休　停/有

SPICE MOTEL OKINAWA

「Lilikoi」在夏威夷語是百香果的意思。每一瓶奢侈地使用了
3顆百香果。無添加好安心。搭配鬆餅一起享用吧。

※詳情請上官網確認。
https://heavens.stores.jp/

除官網外，安座間珈琲也有販售

HEAVENS!

在國產紅茶大賞2019年的挑戰部門中，連續三年得獎的「金
川製茶」。運用沖繩特有的亞熱帶氣候、土壤和風土，精心
製作的紅茶堪稱絕品。

※詳情請上官網確認。
http://churabana.com/

T GALLERIA沖繩by DFS、那霸機場、washita 
shop等店販賣中。

美麗花紅茶
Churabanakoucha

Kitanakagusuku

飯店內備有Wi-Fi和停車場，前往北谷町、沖繩市或宜野灣市
開車10分鐘，往其他地區交通便利。提供麵包、湯品、咖啡
等免費早餐。

098-933-3948
北中城村字屋宜原796
營/７:00～22:00(需洽詢)
休/無休　停/有

RYCOM GARDEN RESORT

不僅住宿房價經濟實惠，共21間客房內皆備有洗衣機、微波
爐和冰箱等，提供最舒適的住宿品質。所在地點觀光便利，
輕鬆就能體驗「類移居體驗」也很不錯呢。

098-923-1172
北中城村字島袋400
櫃檯/15:00～21:00
休/無休　停/有

098-935-1500
北中城村字喜舍場1478
營/午間自助餐
11:30～15:00（最後點餐14:30）
休/無休  停/有

Mr.KINJO in Rycom北中城

以美式餐廳為設計的空間裡享用「義大利麵套餐」等多道餐
點，其美味連外國人也大讚。由店長狗Kenta、店員貓
Sashimi接待，讓客人備感療癒。

098-989-9944
北中城村字渡口1911
營/11:30～18:00
休/三　停/有
※可住宿

Ucchee's Cafe

從高速公路北中城IC交流道開車約10分鐘。沖繩南部到北部
往來便利的好地段。客房面積13平米，空間小巧但附有套裝
衛浴和免費Wi-Fi、電視、冰箱等，功能性極佳。

098-935-3030
北中城村字安谷屋1359-1
停/有

Hotel Southern Village
KOMESU三線店

販售無農藥、無肥料、無化學肥料，以自然栽種蘊育而生的蔬菜
和加工食品。在一週營業兩天的「soru para」，外帶一杯色彩繽
紛的飲品，讓人展露笑顏♪

098-989-8880

solfa community

北中城村字仲順369-2
營/14:00～22:00(六13:00～20:00，
日及國定假日10:00～19:00)※最晚受理時間為1小時前
休/日、第2個週二　停/有

縣內最古老的攀岩健身房。擁有30年經驗的老闆，細心地指
導初學者進行攀岩運動。還提供鞋子與安全帶等的租賃。

098-935-5777

Coral Rock

沖繩有多家T恤店，但若要找既個性又時尚的T恤的話，絕對
是這一家。由專屬設計師設計的T恤琳瑯滿目，以實惠價格就
能買到。受理外地訂購。

098-923-3555

Growth

北中城村字安谷屋1455-1 101
營/11:00～18:00
休/日　停/有

量身訂製的運動服專賣店。使用不易鬆脫、絕佳快乾性的運
動材質製成的琉裝圖案T恤、琉球EISA圖案T恤，是眾多商品
中最受喜愛的花色。

098-989-0466

TOMIHACHI

北中城村字安谷屋145 
營/9:00～18:00(週六至12:00)
休/日　停/有

運用吉他弦軸方便調弦的三線，和在「弦栓」部份裝飾了琉
球玻璃的三線等，製作、販售能讓顧客長年愛用的獨家三線
琴。

098-923-4134

米須三線店

北中城村字安谷屋1022
營/Facebook、Instagram
請以@glassstudio_buntaroh 聯絡確認
休/不定期公休　停/有

以泡盛等廢棄玻璃瓶為原料再利用，製作再生玻璃。店內有
眾多花器和小物作品。亦受理訂製。

玻璃工房BUNTAROH

"マップコード" and "MAPCODE" are registered trademarks of DENSO Corpo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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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中城村
故鄉納稅商品

將沖繩EISA服裝樣式印在T
恤上。觀賞、舞動、享受真正
的傳統沖繩EISA！穿上這
件T恤，一定會讓人想跟著擺
動起舞！（TOMIHACHI　
兒童T恤【EISA法披圖案】）

沖繩將陶器稱之為「Yachimun」。
帶有厚度，畫有獨特彩繪的餐具、
器皿和深植沖繩生活的雜貨用
品，伴隨著人們的生活，長年深受
愛用。淡淡土耳其藍為特色的「馬
克杯」。(仁陶器工房　土耳其藍
變形馬克杯)

使用EM農法種植的安心、安
全番茄製成的醬料和番茄醬。
品嚐濃郁的甘甜味。
（北中莊便當　番茄醬料和番
茄醬）

furunavi furusato choice

 33 530 317*20 A-2

33 500 272*88 B-2

33 472 051*43 C-4

 33 411 708*41 D-3
33 441 279*65 D-3

（永旺夢樂城 沖繩 來客夢代表）

（永旺 STYLE）

自家焙煎珈琲屋
MAMEMARU

098-930-0425
098-983-8888

北中城村字RYCOM１番地
營/10:00～22:00（永旺夢樂城專賣店街）
※依店舖而異。
8:00～23:00(永旺 STYLE 2F)
9:00～23:00(永旺 STYLE 3F-4F)
休/無休　停/有

098-983-8060

098-935-5719

住/北中城村字喜舍場1214
營/10:00～20:00
(六日及國定假日9:00～17:00)
休/一、每月第1個週三
停/有

露台是能遠望
西海岸

的絕景景點！

挑高的大空間裡，有
約千隻魚兒迴遊的大
水槽值得一看！

突然下雨也能盡情享受的沖繩度假購物中心。伴手禮到海灘用品等，不
僅購物還有各式美食，能盡情玩上一整天！能享受週末活動及品嚐世界
各國料理，在沖繩最大型度假購物中心暢遊一整天也很不錯哦！

永旺夢樂城 沖繩 來客夢

在眺望絕美景色中享受閱讀，
或在露台享受咖啡時光，是一
座終身學習複合設施。備有城
堡相關書籍，及眾多大型繪本
和最新上市書籍，成為休憩的
好去處。

Ayakari 之杜

北中城村字大城503
營/8:00～17:00（5～9月期間至18:00止）
￥/大人400日圓，國高中生300日圓，小學生200
日圓
休/全年無休　停/有

2000年12月登錄為世界
遺產的中城城跡。是一座
將築城時的遺構保存得最
完整的城堡，如金字塔般
的氣勢憾動人心。

世界遺產

中城城跡

098-935-3500
北中城村字大城106
營/9:00～17:30
￥/大人500日圓，國高中生300日圓，小學生200日圓
休/二 　停/有

整個村落環繞在
花與藝術中的大
城地區，是散步的
最佳選擇！

098-989-3011
北中城村字熱田2070-7
營/10:00～18:00
休/日、
農曆盂蘭盆節最後一天、12/30～1/3

相傳於300年前從首里移至北中城，

是縣內最古老的住宅。原為武士房宅

的建築物，後來由統合村莊事務的農

民買下。也因此附設了架高地板的倉

庫等農業用建物。直到約30年前，

中村家後裔還居住在此。

國家指定重要文化財

中村家住宅

北中城是縣內首屈一指的

ASA 產地，每年產量高達

60 噸。農曆 1 月至 3 月間

的收穫期，有許多觀光客和

家庭旅客前往美崎一帶的養

殖場，體驗ASA海菜的採收

樂趣。現採的 ASA 海菜的香

氣和風味相當獨特，非常適

合用來煮湯！

以地產地銷為目標，深受在
地喜愛的農產市場。能購得
村內種植的蔬菜和冷凍ASA
海菜。

添加了村特產品ASA海菜製作的金
楚糕，是北中城村才買得到的限定
商品。
(有限公司名嘉真製菓本舖　金楚
糕(大)2入 28袋)

加入大量北中城村產的ASA海菜，充滿
海洋鮮香，使用方便的冷凍乾燥湯塊和
茶泡飯。
(佐敷中城漁業協同組合北中城支所　琉
球ASA海菜湯塊和ASA海菜茶泡飯)

·Shiosai市場
·佐敷中城漁業協同組合 北中城支所

北中城特產

ASA海菜（一重草）

Shiosai市場

這裡買得到哦！

北中城IC交流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