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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手册根据鸟取信息文化研究所的信息，对2012年度制作的《鸟取食探East·West》进行更新制作而成。

鸟取县探寻美食的特别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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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刊登的信息截至2016年12月。所标价格为含消费税价格。
·介绍店铺内的二维码为地图信息。根据智能手机等的机型可
能需要专用APP，这种情况下请下载APP后使用。

·带有上述标志的店铺是在“美食之都鸟取县”推进支持活动中
表现尤为积极、被授予“三星支持者”称号的店铺。

美食之都“必吃法则”
尝遍鸟取品牌

P1
品味鸟取县引以为傲的特色山珍海味！

鸟取当地美食
边走边吃大作战

P9

P13

手工与骄傲！一举公开鸟取县广受
欢迎的“饕餮之旅”风味！

“美味蟹三昧”、“白鱿鱼·岩牡蛎”、“蓝鳍金枪鱼”、

“叉牙鱼”、“和牛王国鸟取县”、“备受注目的土猪”、

“鸟取土鸡PIYO”、“原木香菇”、“葱”

各流派名鉴“鸟取食探手册”

P15
鸟取县内推荐&人气店铺精选指南

和食、西餐、乌冬面和荞麦面、直销处

鸟取特产精选

P17
从跨越时代的名品到最新作品

鸟取的美酒佳肴

P19
今宵畅饮地方酒！

鸟取冷饮甜点长廊

P9 P21

当地冰淇淋&意式冰淇淋

鸟取“盖浇饭”名鉴
吃一次就上瘾！

“鸟取牛骨拉面”、“ITADAKI”、“素拉面”、

“挂卤杂烩面”、“琴浦飞鱼排咖喱饭”、

“因幡腌青花鱼”、“粉丝茶碗蒸”、“大山糯米小豆饭”

源于鸟取！美食文化

揭开备受全国关注的“美食之都 
鸟取县”“美食”的真相！

“鸟取野味”、“咖喱天堂”、

“大排长龙的「那家店」”、“咖啡王国”

美味图片

目录 “美食之都 鸟取县”春夏秋冬都“食欲满满”

●关于本手册

●美食之都鸟取县的最新信息请在此浏览
（鸟取县“美食之都推进课”网站）

鳥取 探
美食之都鸟取县

“美味食材”时令日历

美食之都“必吃法则” 品尝美食之都鸟取县引以为傲的特色食材！

“螃蟹
”至上

蟹取县的美味螃蟹三昧

鲜鱼店的“活松叶”全席套餐。一人三只蟹的寿喜锅、
煮蟹、螃蟹刺身、烤螃蟹（还有味噌烤蟹壳！），可以
尽享体会松叶蟹精髓的各种吃法。享有“天下一绝”
（客人）美誉的秘传高汤螃蟹寿喜锅，鲜汁浸透的肥
美蟹肉和最后的泡饭，留下感动的记忆。
p东伯郡汤梨浜町旭102 g预约制  X无休

鲜鱼店的“活松叶”全席套餐。一人三只蟹的寿喜锅、
煮蟹、螃蟹刺身、烤螃蟹（还有味噌烤蟹壳！），可以
尽享体会松叶蟹精髓的各种吃法。享有“天下一绝”
（客人）美誉的秘传高汤螃蟹寿喜锅，鲜汁浸透的肥
美蟹肉和最后的泡饭，留下感动的记忆。
p东伯郡汤梨浜町旭102 g预约制  X无休

在鸟取县引以为傲的松叶蟹中也独占

鳌头的“五辉星（Itsukiboshi）”。必
须满

足蟹甲达13.5厘米和重1.2kg以上等五

个标准，是由10名鉴定人严格甄选出的

高级品牌。

螃蟹全席套餐螃蟹全席套餐
电话:0858-32-0236电话:0858-32-0236河本鱼店河本鱼店

每人10800日元。
螃蟹料理“螃蟹寿喜锅套餐（1只）”
4320日元起，可根据客人预算进行准备

每人10800日元。
螃蟹料理“螃蟹寿喜锅套餐（1只）”
4320日元起，可根据客人预算进行准备

＊螃蟹渔期请参考P2

尝遍从养鱼笼直送的超新鲜“活松叶蟹”！尝遍从养鱼笼直送的超新鲜“活松叶蟹”！

1只1,300,000日元！★★★★★

松叶蟹“五辉星
”

尽情品尝活松叶蟹尽情品尝活松叶蟹

无需预约即可品尝
到正宗的松叶蟹！
无需预约即可品尝
到正宗的松叶蟹！

距离JR松崎站很近的“鲜
鱼店”。备受爱吃鱼的美食
家青睐。

精挑细选出的活松叶蟹，
如您所见是在养鱼笼中进
行管理。新鲜程度有保证。

2016年11月

的首次竞拍中，

创下了全国螃蟹最高价纪录

（1只130万日元）！

螃蟹

鱼
贝
类

季节

月份

季节

春 夏 秋 冬 春

月份 春 夏 秋 冬 春

4 5 6 7 8 9 10 11 12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 2 3

白鱿鱼

夏辉（岩牡蛎）

境港天然蓝鳍金枪鱼

境港三文鱼

飞鱼

猛者虾

叉牙鱼

梨
子

柿
子

水
果

王秋

二十世纪

夏姬

新甘泉

花御所柿

辉太郎

西瓜

蔬
菜

白葱

藠头（生吃·加工）

Nebarikko（山药）

绿闪闪（西兰花）

鸟取菇王（原木香菇）

野
味

野猪

鹿

畜
产
品

鸟取土鸡PIYO

大山RUBY猪

鸟取和牛（OREIN55）

红雪蟹

松叶蟹
小松叶蟹
母蟹

＊11月～3月
　值螃蟹捕捞期间，
　因此产量少

鲜藠头

包括入口即化的自制螃蟹味噌、烤螃蟹、螃蟹刺身、螃蟹寿喜锅
和泡饭的完美“全席套餐”。螃蟹为1只半，也建议2人享用。欢迎品
尝50多种的当地特色美酒和最高级宴席。
p米子市明治町271 g17:00～24:00（最后订餐截止到23:30） X 无休

包括入口即化的自制螃蟹味噌、烤螃蟹、螃蟹刺身、螃蟹寿喜锅
和泡饭的完美“全席套餐”。螃蟹为1只半，也建议2人享用。欢迎品
尝50多种的当地特色美酒和最高级宴席。
p米子市明治町271 g17:00～24:00（最后订餐截止到23:30） X 无休

螃蟹五道菜套餐
电话:0859-32-3040太平记

自己烤着吃的烤蟹香气诱人。
6000日元。11月～3月是最佳品尝季节。

米子站前轻松享用正宗全席套餐米子站前轻松享用正宗全席套餐

无论何时都正当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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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美味的螃蟹就在鸟取县

想要品尝真正的螃蟹美味，当然首推

来产地品尝使用当季“活蟹”做出的

美味料理。螃蟹季，就来出产最好螃

蟹的鸟取县！

想要了解红雪蟹的“真髓”，就要吃这个。1人份豪华套餐，
约用两只螃蟹烹制成新鲜十足的刺身、烤蟹和创意火锅。
还能品尝到本店的特色单点料理。 p境港市京町6
g17:30～23:00（最后订餐截止到22:30）
X周日、节假日的周一、12月31日～1月6日

想要了解红雪蟹的“真髓”，就要吃这个。1人份豪华套餐，
约用两只螃蟹烹制成新鲜十足的刺身、烤蟹和创意火锅。
还能品尝到本店的特色单点料理。 p境港市京町6
g17:30～23:00（最后订餐截止到22:30）
X周日、节假日的周一、12月31日～1月6日

红雪蟹套餐
电话:0859-42-3817餐馆 美佐

9～6月末限定。详情需确认。4320日元9～6月末限定。详情需确认。4320日元

满意度120%满意度120%

来鸟取的乡土料理店了解螃蟹的鲜美来鸟取的乡土料理店了解螃蟹的鲜美

“浓缩了螃蟹的鲜美！”，令美食家们爱不释口的炭火烤蟹。
首先从蟹身开始烤，将鲜美锁在壳内。接着翻过来，等蟹
身膨胀起来就可以吃了。各个部分不同的口感和风味也是
魅力之一。 p鸟取市瓦町526 g 11:00～14:00、17:00～
22:00(最后订餐截止到21:30) X周日晚上

“浓缩了螃蟹的鲜美！”，令美食家们爱不释口的炭火烤蟹。
首先从蟹身开始烤，将鲜美锁在壳内。接着翻过来，等蟹
身膨胀起来就可以吃了。各个部分不同的口感和风味也是
魅力之一。 p鸟取市瓦町526 g 11:00～14:00、17:00～
22:00(最后订餐截止到21:30) X周日晚上

烤螃蟹
电话:0857-23-0494乡土料理 花暖帘

包含烤螃蟹的怀石料理在
1万日元左右～（需要预约）
包含烤螃蟹的怀石料理在
1万日元左右～（需要预约）

篮子中“堆起”的小松叶蟹，是过去做过渔夫的店主精
挑细选的纲代产螃蟹。“整只螃蟹套餐”1万1880日元～。
欢迎来本店住住，放松身心，尽情品尝甘甜刺身与Q弹
十足的煮蟹肉。 p岩美郡岩美町浦富2827
g预约制休 X无休

篮子中“堆起”的小松叶蟹，是过去做过渔夫的店主精
挑细选的纲代产螃蟹。“整只螃蟹套餐”1万1880日元～。
欢迎来本店住住，放松身心，尽情品尝甘甜刺身与Q弹
十足的煮蟹肉。 p岩美郡岩美町浦富2827
g预约制休 X无休

螃蟹全席套餐※

电话:0857-72-0184民宿 SANGENYA

含小松叶蟹刺身的当天来回套餐
每人8640日元起
含小松叶蟹刺身的当天来回套餐
每人8640日元起

饱餐甘甜小松叶蟹饱餐甘甜小松叶蟹

令人心满意足的2贯寿司
518日元

鸟取县内港口直送的活雪蟹做成的货真价实“DOSSARI(
大份量)”名产军舰卷寿司。生蟹肉特有的甘甜与水嫩也很
有魅力。 p鸟取市晩稻348『永旺购物中心鸟取北』1楼 
美食街 g 11:00～22:00（最后订餐截止到21:30） X 根
据永旺购物中心鸟取北的休息安排

鸟取县内港口直送的活雪蟹做成的货真价实“DOSSARI(
大份量)”名产军舰卷寿司。生蟹肉特有的甘甜与水嫩也很
有魅力。 p鸟取市晩稻348『永旺购物中心鸟取北』1楼 
美食街 g 11:00～22:00（最后订餐截止到21:30） X 根
据永旺购物中心鸟取北的休息安排

大份量蟹寿司（二贯）
电话:0857-38-3736TORETORE市场日本海

蟹取县的豪爽回转握寿司蟹取县的豪爽回转握寿司

新鲜水嫩入口即化的
wakamatsuba

小松叶蟹

尝遍！！

※1…根据2014年度农林水产省调查

渔期:11月6日～3月20日

松叶蟹

这是山阴地区的称呼，需要7、
8年才能长大成熟。蟹钳越沉
越粗越是高级。

鲜美芳醇、肉质紧实的公雪蟹。鲜美芳醇、肉质紧实的公雪蟹。

还有丰富的“超值”螃蟹！

渔期:1月20日～2月28日渔期:11月6日～12月31日

蟹取县当然有好吃的螃蟹，而“好

吃又便宜”的螃蟹也有三种！每一

种都风味独特，渔期也各不相同。

吃过三种宝蟹，才真正配得上“螃

蟹通”的称号。

红雪蟹

红雪蟹

生长在比雪蟹更深
的深海中。肉质甘
甜，蟹黄浓厚，渔期
长，价位亲民。

渔期:9月1日～6月30日

风味绝佳，
春天以后也有出产

母雪蟹。令螃蟹爱
好者无法拒绝的蟹
黄、蟹卵，吸引了众
多忠实粉丝。

蟹黄和蟹卵、
高汤也很美味

刚刚脱皮不久、蟹
甲柔软的雪蟹。入
口即化的口感和甘
甜也很有人气。

鲜嫩、
甘甜也有魅力

母蟹红雪蟹 小松叶蟹

的螃蟹

全年供应

9～6月供应

11月解禁～
3月供应

所述螃蟹料理的供应期间可能会根据渔期而出现变动

※基本供应松叶蟹套餐。小松叶蟹在1月解禁后开始供应

2015年，鸟取县的平井伸治知事宣布“每年11月到3月改称［蟹取县］”。而且［蟹

取县］是螃蟹的原产地，独有的“螃蟹日本第一”多达五项。

●螃蟹捕捞量日本第一（县内主要渔港的
总捕捞量达9,688吨※1。是排名第二的北海道的

三倍多，占尽绝对优势！）

●新鲜活蟹出货量日本第一（用配备有活
鱼水槽的大型兜底捕捞渔船进行捕捞，出货销售

活蟹）

●螃蟹消费量日本第一（平均每个家庭的
螃蟹消费量约为全国平均量的6倍——3,818克。

岩美町中学的学校配餐也供应小松叶蟹）

●螃蟹养殖场日本第一（县内在日本海水
深230米处建有1万100公顷的增殖场，面积是

2,340个东京巨蛋大小）

●热爱螃蟹日本第一（蟹壳超过11厘米的
松叶蟹出货时带有专用标签，2015年11月开始还

诞生了超高级螃蟹“特选鸟取松叶蟹五辉星

（Itsukiboshi）”）

全国爱吃螃蟹的吃货们赞不绝口的超特选松叶蟹全国爱吃螃蟹的吃货们赞不绝口的超特选松叶蟹

不少国内名人都是粉丝。选用的是中介人店主选出的最高
级松叶蟹。秘传高汤让人爱不释口，大口朵颐，口感Q弹十
足，鲜美甘甜。“想要尝一次”也是理所当然。
p鸟取市末广温泉町271 g 17:00～22:30 ※周六、周日
13:00～15:00时段也营业※预约制 X无休

不少国内名人都是粉丝。选用的是中介人店主选出的最高
级松叶蟹。秘传高汤让人爱不释口，大口朵颐，口感Q弹十
足，鲜美甘甜。“想要尝一次”也是理所当然。
p鸟取市末广温泉町271 g 17:00～22:30 ※周六、周日
13:00～15:00时段也营业※预约制 X无休

蟹寿喜锅
电话:0857-22-7738蟹吉

鲜美到连汤汁都要喝光光。15000日元～＋10%服务费

3500日元（截至1月末，需要事先确认）3500日元（截至1月末，需要事先确认）

俘获了很多狂热粉丝，表示“一旦解禁就一定去吃！”。盖浇饭
浇头是拌有蟹黄的双拼，蟹壳煮蟹黄、店主腌蟹卵加上入口即
化的浓厚蟹黄，尽享母蟹的所有鲜美！
p鸟取市弥生町175-2 g18:00～22:00 X周日

俘获了很多狂热粉丝，表示“一旦解禁就一定去吃！”。盖浇饭
浇头是拌有蟹黄的双拼，蟹壳煮蟹黄、店主腌蟹卵加上入口即
化的浓厚蟹黄，尽享母蟹的所有鲜美！
p鸟取市弥生町175-2 g18:00～22:00 X周日

母蟹盖浇饭
电话:0857-29-9125味历 ANBE

网罗母蟹的全部！“极品盖浇饭”网罗母蟹的全部！“极品盖浇饭”

母蟹

11月解禁～1月供应

了解真正的螃蟹“鲜美”

三大宝蟹

※母蟹盖浇饭供应期间无休。
　工作日12:00～13:30、周六、周日、节假日11:00～14:00时段也营业

蟹取县蟹取县蟹取县的螃蟹的螃蟹的螃蟹三连发三连发三连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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