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路線介紹 、推薦景點 、單車租借 、市街單車店等

等，提供各種富山縣單車行的實用資訊。

富山縣單車道官方網站「富山單車道導覽」

為預防新型冠狀病毒的感染擴大

・ 為預防受傷或身體不適而造成醫療機關的負擔 ，除了做好健康管理之
外 ，也請做好騎乘距離與時間的分配等等 ，為自己規劃一個有餘裕的騎
乘計畫 。

・ 請攜帶口罩 ，騎乘時間以外（如休息中 、講話時等等）請配戴口罩 。

・ 請勤洗手並酒精消毒手指 。

・ 考量飛沫的飄散距離 ，騎乘過程中 ，請保持兩台車的車距（約4公尺）。

・ 於途中造訪處和休息處等地 ，請小心
   避免三密 。

・ 用餐時 ，請盡可能與周遭其他人保持
   距離 ，避免面對面 ，並減少對話 。

騎乘期間請留意以下事項

富山縣觀光官方網站「富山觀光導覽」
觀光 、體驗 、美食 、伴手禮 、活動和祭典 、交通方式等
等，各種暢遊富山的資訊滿滿！豐富的富山縣觀光資訊等
著您來一探究竟。

富山縣單車協會
協會由富山縣內單車愛好者的會員所構成，也舉辦並
協助單車活動 。查詢富山縣內的單車活動 ，請從此
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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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車道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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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單車道的維護
富山縣土木部　道路課　☎076-444-3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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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導覽線
路線上在一定間隔中畫藍線，為路線記號 。 ②叉路口指示標識

於路線岔口處 ，指示方向 。

④全路線導覽看板
於單車驛站中導覽 ，介紹全部路線
及觀光設施等 。

③目的地距離標誌
約每5km以及至單車驛站等處標示
距離 。

①新設箭頭路面標示等
路線上在一定間隔設置藍色箭
頭路面標示 ，作為路線記號 。
此外 ，在岔口處標示自行車
標示圖及NCR的標誌 。

路面上標示轉角記號

岔路口引導標誌

維護狀況

今後之整備理想
（※富山灣岸單車路線）

箭頭路面標標示

NCR標誌 自行車標示圖 ，
箭頭標誌

750750

1500

②擴充岔路口引導標誌及
   目的地距離標示

※②～③僅限富山灣路線

服務項目

↑這個標誌為記號！

↑可將自行車直接牽進客房內！

・自行車能牽進客房內
・提供可上鎖的自行車保管處
・可充氣・出借修理工具
・可臨時寄放隨身行李
・宅急便（含自行車）
之領取・寄送
　　　　　　　  etc...

・可使用自行車停車架
・可充氣・出借修理工具
・出借廁所  etc...

服務項目

單車旅行者能舒適住宿的設施被認定為「單車旅行者友
善住宿設施」 。

為單車旅行者在休息時可順道繞過去之設施 ，路線沿途
的便利商店被認定為「單車順道小棧」 。

騎單車，環遊富山玩透透 !

洽詢請致電至總務課（☎0766-25-4139

（平日 8:30～17:30））。
從練馬交流道出發
約4小時30分鐘
從豐豊交流道出發
約4小時15分鐘
從一宮交流道出發
約3小時

從羽田機場出發
約1小時
從新千歲機場出發
約1小時30分鐘

從東京出發
約2小時10分鐘
從大阪出發
約3小時
從名古屋出發
約2小時50分鐘

HP:https://cycling-toyama.jp/tw/

❶愛之風富山鐵道「愛之風的單車列車」
此單車列車，是於富山、東富山站與滑川站乘車，自泊站折返，

然後於入善站與黑部站下車。須事先上網頁預約。相關問題

請洽愛之風富山鐵道（☎076-444-1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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⑮Cafe Fukami

②桂樹舎和紙文庫
　（喫茶Papyrus）

田園單車路線

⑧道路休息站　KOKO黑部

①4TUNE COFFEE

③Yasuragi 庵

⑩翡翠露臺

⑦海之驛站 海市蜃樓 

七尾、能登へ

⑬Molto Buono MAHALO 黑部

⑩

②seaside café Soratoki

⑭入善濱市集

⑯用餐處 結

⑨魚之驛站 生地

石田海濱漁場 研修室 9：00～17：00 僅限冬季（12～２月） 0765-52-5777
黑部市濱石田地處 星期三

星期三・星期四11：00～14：00
18：00～20:30

seaside café Soratoki 星期二（國定假日的話為隔天，
８月部分營業）
歲末年初新年期間

11：00～17：00
※晚餐（17：30～）限預約

11：00～18：00
6月1日～3月19日的每週星期二
（國定假日的話為隔天）

歲末年初新年期間、1月最後一個星期一起三天

星期一（國定假日的話為隔天）
第三個星期二

11：30～17：00
※星期六星期七為
11：30～18：０0

道路休息站　KOKO黑部
黑部市堀切925

8：30～21：00 全年無休 0765-54-3266

9:00～17 :00　
※隨情況可能有所變更

(國定假日的話為隔天)9：00～16：00

星期三（國定假日的話為隔天）
歲末年初新年期間

星期三（國定假日的話為隔天）
歲末年初新年期間

9:00～23：00
※星期三為13:00～23：00

全年無休

星期二・星期三雨晴食堂

Thirplay　足洗溫泉
射水市足洗新町1丁目5番地

星期四

HIMI GLAMPING RESORT WHARF ＆ CO. 
冰見市北大町4644

每個月不定期公休一次

自家烘焙咖啡＆Café Loiter
冰見市島尾621-1

高岡市太田5027-1

歲末年初新年期間

Ishikawa Satoumi 
Tour Route

0766-75-2629

Molto Buono MAHALO 黑部
黑部市石田6781-3

星期一（國定假日的話為隔天） 0765-57-3900

⑪

⑫石田海濱漁場 研修室

獲選為世界海灣之加盟組織、富山灣於2014年10
月加盟。2019年10月日本首次於富山縣舉辦世界
總會。

星期二
（國定假日的話為開館）
歲末年初新年期間

▲宣傳影片

▲宣傳影片

⑩

11：00～22：00

11：00～21：00

11：00～15：00
17：00～20：00

⑮⑮

⑯⑯

◆ 田園單車路線

單車咖啡廳

４TUNE　COFFEE
富山市八尾町杉田603

070-3410-1328

11：30～14：00
※晚餐（17：30~）限預約

星期一
（國定假日的話為隔天）

入場時間至16:30
星期一

（國定假日的話為隔天）

星期四

11：00～16：00
※星期六日及國定假日營業時間為10：00～16：30

Greenpark吉峰 交流館（喫茶Chamomile）
立山町吉峰野開12

星期二 076-483-8022

單車咖啡廳

◆ 灣岸田園聯絡單車路線◆ 灣岸田園聯絡單車路線
單車驛站

單車驛站

◆ 富山灣岸單車路線

單車咖啡廳

單車驛站

①HIMI GLAMPING RESORT
　WHARF ＆ CO.

⑥濱黑崎露營場

▼

⑤

⑥

⑥

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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