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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北在地秘境之旅 東北美食探索

此為簡易路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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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 can’t you eat?

Beef 牛

Fish魚

Alcohol 酒

Milk乳

Eggs 卵 Wheat 麦

Peanut 落花生

Shellfish 貝 Crab 蟹 Shrimp 蝦

Pork 豚 Chicken 鶏 Lamb 羊

Buckwheat 蕎麦

株式會社 In-outbound 仙台．松島
TEL/022-302-7430   info@inoutbound
http://www.inoutbound.co.jp

營業時間 週一至週五 10:00am~17:00pm（一般營業時間）
※營業時間依據狀況可能變更

環境友善的酒莊野餐行

行程日期：平日（不包含週二）

參加人數：2～8人 行程時間：10:00-14:00

參加費用：15000日圓（※約140美金）

素食鄉村料理教室
行程日期：平日（不包含新年假期）

參加人數：2～4人 

行程時間：09:30-14:00

參加費用：8000日圓（※約73美金）

鄉村農場寄宿體驗
行程日期：平日（不包含新年假期）

參加人數：2～8人 

行程時間：15:00-10:00（兩天一夜）

參加費用：15000日圓（※約140美金）

仙台祭典傳統「雀舞」
工作坊＆居酒屋晚宴
行程日期：平日（不包含新年假期）

參加人數：2～8人 行程時間：16:00-18:30

參加費用：13500日圓（※約125美金）

行程日期：每日（不包含新年假期）

參加人數：2～8人 行程時間：11:00-14:00

參加費用：9800日圓（※約90美金）

環保藝術：
竹吸管工作坊（附午餐）
—減少塑膠垃圾和支持
地方傳統技藝

預約

成田機場

Please use at the restaurant !

這趟旅行全程素食，

我們推薦的都是素食餐廳及素食友善餐廳。

（可預約）

treatment／治療

religion／宗教

muslim／ムスリム

vegetarian／ベジタリアン

vegan／ヴィーガン

allergy／アレルギー

同桌共享東北美食同桌共享東北美食

同桌共享東北美食同桌共享東北美食

北美食之旅

東北美食之旅

東

Vegitarian
Veggie Option



八戶仙貝汁是青森著名的鄉土料理，本店的八

戶仙貝汁採用素食湯底製成，所以素食者也能

盡情享用。

住址／八戶市一番町1丁目1-19
電話／0178-51-8067
營業時間／午餐：須預約
晚餐：5:00 p.m～11:00 p.m.　公休日／週日
菜單語言／日文
URL／facebook.com/sakematsuzen/

資
訊

松膳

素食八戶仙貝汁

2人份1480日圓（含稅）

資
訊

ゴリラ食堂一番町

住址／宮城縣仙台市青葉區一番町1-6-22シャンボール一番町B1
電話／022-748-7737
營業時間／11:00 a.m.～11:30 p.m.
公休日／全年無休
菜單語言／英文
URL／http://www.boe-inc.net/shoplist.html

中國食材製成的正宗四川麻婆豆腐，當中的四川

花椒和自製花椒油讓人欲罷不能。

素麻婆豆腐套餐
880日幣（未含稅）
＊僅有晚餐提供

資
訊

NOBATTE

住址／宮城縣仙台市青葉區一番町4-3-11 M-ONE大樓4F
電話／070-6619-7029　　
營業時間／17：00～25：00
公休日／週日及國定假日
菜單語言／英文、中文
URL／facebook.com/NOBATTE/instagram.com.nobatte.italy

① 大豆製素肉 1300 日幣
② 栗子蘑菇燉飯 1500 日幣
③ 瑪格麗特披薩 （採用特製豆奶起司） 1100 日幣
④ 亞洲風味焗烤茄子（使用大豆素肉醬） 700 日幣

本店為義式餐廳，提供義大利酒和東北地方名酒，

食材也都取自宮城縣。本店可彈性配合顧客的飲

食習慣調整菜單，歡迎聯絡洽詢！預約請在 2 天

前完成。

本店秉持使用最優良的當地食材，以創造出最

上乘的風味。本店同時提供素食菜單，使用當

季的高品質蔬果、蘑菇。（需三天前預約）

住址／山形縣新庄市若葉町4-23 New Grand Hotel新庄1F
電話／0233-23-1111　營業時間／11:30 a.m.～2:30 a.m.
5:00 p.m.～8:30 p.m.
公休日／週三（僅提供午餐）
菜單語言／英文、中文
URL／http://www.newgrandhotel.co.jp /restaurant#167995

資
訊

Re Voir 

使用高品質蔬果的法式

料理 2500日圓（未含稅）

赤倉溫泉是一座歷史悠久的溫泉，鄰近小國川，

擁有 330 年的歷史。我們也提供素食菜單，皆

是使用在地的當季蔬菜如：蕎麥、野山菜、蘆筍、

蘑菇等等。

住址／山形縣最上郡最上町大字富澤 819-4
電話／0233-45-2215　
營業時間／全年無休
菜單語言／英文
URL／http://yunohara.main.jp/

資
訊

赤倉溫泉湯之原

兩天一夜含早晚餐
12000日圓（未含稅）
（上圖為晚餐範例）

肘折溫泉開湯已有 1200 年的歷史，標榜「手掘

洞窟溫泉」的松屋是其中的一大特色溫泉。以前

人們造訪此處享用傳統的素食料理、泡溫泉放

鬆，接著前往出羽三山朝聖。我們提供的素食料

理使用了豐富的野山菜和香菇，都是取自於月山。

資
訊

肘折溫泉松屋

住址／山形縣最上郡大藏村南山498
電話／0233-76-2041　營業時間／全年無休
菜單語言／英文、中文
URL／https://travel.rakuten.com/hotel/Japan-Yamagata_Prefecure-Oku-
ra-Hijiori_Onsen_Matsuya/40306/?adults=2&limit=20&offset=0&rooms=1

兩天一夜含早晚餐
11000日圓（未含稅）
（上圖為晚餐範例）

資
訊

Keyaki Cafe

住址／宮城縣仙台市青葉區一番町3-2-17藤崎本館3F
電話／022-395-9234
營業時間／10:00 a.m.～7:30 p.m.　公休日／全年無休
菜單語言／日文（有外籍服務生可提供協助）
URL／https://s.tabelog.com/miyagi/ 
A0401/A040101/4016980/top_amp/h

超過 20 種以上的蔬菜、
穀物和水果 1500 日幣（未含稅）

本店食材皆取自宮城縣，可以在本店盡情放鬆。

蔬果都是每日從產地直達，品質好且非常新鮮。

本店的冷壓果汁營養豐富，在仙台非常熱門。

＊內含飲品，且此份料理使用的
   蔬果都是產地直達。

本店為居酒屋，相當注重料理的食材風味。

資
訊

伊達前酒場 赤猿

住址／宮城縣仙台市青葉區國分町2丁目3-20佐藤大樓2F
電話／022-398-3483
營業時間／5:00 p.m.～2:00 a.m.
公休日／全年無休
菜單語言／英文
URL／akazaru0301.owst.jp

油炸吟釀豆腐
（太田豆腐店）
 550日幣（含稅）

新鮮炸天婦羅，人人讚不絕口！除了天婦羅以外，

還有許多美食料理。

天ぷら酒場 ててて天

住址／宮城縣仙台市青葉區一番町2-5-6
電話／022-748-6122
營業時間／5:00 p.m.～12:00a.m.
公休日／新年假期
菜單語言／英文、中文
URL／https://r.gnavi.co.jp/pgx0etk40000/

素天婦羅拼盤 880日幣
（未含稅）

本店提供豐富的宮城在地料理，整年都可享用

新鮮美味的當地食材所製成的料理。

住址／宮城縣仙台市中央1-8-38 AK大樓9F
電話／022-722-6446
營業時間／4:00 p.m.～12:00 a.m.
公休日／不定期
菜單語言／英文、韓文、中文
URL／Kyo-group.jp/

資
訊

伊達仙台爐端 強次朗

烤蔬菜 390日幣
（未含稅）

本店利用宮城著名的食材準備豐富的創意料

理，同時提供各式各樣的東北地方酒。本店有

私人包廂。另外，有10種素食菜單可供選擇。

住址／宮城縣仙台市中央2-2-30日興大樓2F
電話／022-399-6922　營業時間／11:30 a.m.～2:00 p.m.
5:00 p.m.～12:00 a.m.（週日僅營業到10:00 p.m.）
公休日／新年假期
菜單語言／日文
URL／http://tobiume.co.jp

資
訊

なごみだいにんぐ 飛梅

烤冬季蔬菜佐巴薩米
可醋 680日幣（未含稅）

店長曾經在知名的飯店工作，現在在這間居酒

屋提供法式料理。

資
訊

ランプ（法式居酒屋）

住址／宮城縣仙台市青葉區一番町3-8-1ラ・ベルヴィ大樓B1
電話／022-266-3145
營業時間／11:30 a.m.～2:00 p.m.
4:00 p.m.～1:00 a.m.
公休日／全年無休
菜單語言／英文
URL／http://ranpu.owst.jp/

舟形洋蘑菇和素肉辣咖哩
1000日幣（未含稅）

請來品嚐本店美味且富有樂趣的最中餅。

資
訊

甘味処 Suzuya

住址／宮城縣仙台市青葉區二日町5-16-102
電話／022-393-7214
營業時間／1:00 p.m.～6:00 p.m.
公休日／週二、週三、週四
菜單語言／英文、中文

MAP

MAP

① 毛豆泥＆白玉糰子 500 日幣

② 豆泥 400 日幣

③ 蕎麥片和無花果 500 日幣

本店所提供的一口蕎麥麵，便是岩手款待方式

演變的縮影，可在此體驗從前的文化以及傳統

蕎麥麵的風味。

住址／岩手縣盛岡市中之橋通1-8-3
電話／019-622-2252
營業時間／11:00 a.m.～3:00 p.m.5:00 p.m.～8:00 p.m.
公休日／全年無休
菜單語言／英文
URL／https://wankosoba.jp/

資
訊

東家本店

一口蕎麥麵（本店提供
素食和清真食品）
3520日幣（含稅）

本店精心設計的健康料理菜單，結合了日式、

西式和中式料理，使用蔬菜、穀物、大豆和海

帶製成。

資
訊

ウサギ ボタニカ
（USAGI Botanica）

住址／岩手縣盛岡市中之橋通1-3-15
電話／019-681-4932
營業時間／11:30 a.m.～3:00 p.m.6:00 p.m.～10:00 p.m.
公休日／週二
菜單語言／英文

當週午間素食套餐
1100日幣（含稅）

本店料理採用有機糙米（惣兵衛米）、蔬菜、大

豆和海帶製成。

資
訊

Sobe’s Café

住址／岩手縣花卷市山神578-4
電話／0198-24-7107
營業時間／11:30 a.m.～6:00 p.m.
公休日／週一及新年假期
菜單語言／英文
URL／https://cafe.sobe.jp/

① 月相定食（菜色隨4個月相更改） 1200日幣

②糙米塔可飯 1200日幣

③ 素食漢堡套餐 1200日幣

歡迎素食者前來一嚐本店麻糬芭菲，體驗傳統

一關市麻糬食文化。

KABURAYA

住址／岩手縣一關市磐井町2-13
電話／0191-26-3671
營業時間／11:30 a.m.～2:30 p.m.（最後點餐時間
2:00p.m.）
5:00 p.m.～10:00 p.m（須於一天前預約）
公休日／不定期
菜單語言／英文
URL／https://ihatovtouhoku.com/kaburaya/

鮮味武士素食拉麵
 950日幣（含稅）

全素和蛋奶素可供選擇

體驗使用當季食材製成的爐端燒料理。本店亦

提供多樣的東北地方酒。

住址／宮城縣仙台市中央1-8-38 AK大樓4F
電話／022-268-2488
營業時間／4:00 p.m.～12:00 a.m.
公休日／全年無休
菜單語言／英文、中文
URL／http://kuranosho.jp

伊達のいろり燒 藏の庄

① 烤飯糰子（2 個） 380 日幣
② 飯糰子（2 個） 380 日幣
③ 特製沙拉 650 日幣
④ 美味冷豆腐 430 日幣

1

1

1 2

3
4

2

3

2

3
4

還有提供其他餐點。（以上價格均含稅）

（以上價格均含稅）

（以上價格均含稅）

（All prices include sales ta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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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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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
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