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速地為您送上青森的新鮮美味食材！

∼青森縣總合流通平台∼

洽詢窗口
青 森縣總合流通平台事務局

http://www.a-pre.jp/
■關於使用登錄■
青森縣港灣機場課

港灣振興組

TEL. +81-17-734-9676
■關於服務詳情、運送契約、銷路擴大支援服務■
雅瑪多運輸株式會社

青森主管分店青森物流系統分店

TEL. +81-17-739-8780

青森縣

扇貝

蜆（大和蜆）

產地：陸奧灣沿岸市町村
時期：全年皆為漁期

當季時期⋯抱卵扇貝⋯2月∼3月

產地：十三湖、小川原湖
鮮味更盛時期⋯⋯⋯6月∼8月

時期：3月∼12月

當季時期為7月

代表性料理：味噌湯、蜆拉麵

代表性料理：生魚片、壽司、帶殼烤貝

青森的扇貝味道鮮甜，尤其每到夏天，便會長成貝肉厚實

青森縣的蜆產自淡水與海水混合而成的半鹹水湖─十三

的貝柱，使得鮮味更上一層樓。此外，冬天則可享受到生殖巢

湖、小川原湖，牠的好味道與好品質使其成為日本的全國性品牌。

（卵、魚白）的濃厚滋味。

來自青森富饒森林、具有豐富礦物質的水，孕育出滋味濃厚

高蛋白質且低脂肪，含有肝醣等營養成分。

的美味蜆。

滲入 五臟六腑的鮮味

營養滿分 溫醇 鮮甜

吐沙

扇貝的
剝殼秘訣

不要丟棄裙邊，
利用菜刀背面將黏液、
黑色髒汙除去。請切成
適當長度享用。
※欲除去黏液，亦可

①將蜆貝放入碗中，於自來水中加入1％的食鹽，放入大量鹽水使蜆貝
吐沙，中途需換2∼3次水。
②夏天時因貝肉容易腐壞，約4∼5個小時即可將水瀝乾，冬天則可放
置半天左右。
③如洗米般在水中除去貝殼髒污，將水瀝乾。

以鹽巴搓揉。

將貝殼茶色方朝上，白色方朝
下拿好，於縫隙間插入刮貝刀或西
餐刀，從貝肉底部往上頂，分離
貝柱。

把貝殼翻過來，以刮貝刀頂住
中腸腺（※為黑色內臟部分，請勿
食用。）即可簡單從貝柱上分離裙
邊（外套膜）等。

因貝柱側面附有小柱，從該部
分插入刮貝刀，即可漂亮地剝下。

棘栗蟹

北寄貝（姥貝）

產地：外濱町、野邊地町、橫濱町、陸奧市
時期：4月∼6月

當季時期為4月∼5月

代表性料理：水煮螃蟹

產地：三澤市、八戶市、奧入瀨町
時期：12月∼3月
代表性料理：生魚片、涮涮鍋

北濱海域從八戶地區綿延至三澤地區，作為優質的
北寄貝（姥貝）漁場而聞名。漁場僅於12月至3月開
放，只有在這四個月期間才能品嚐到新鮮的北寄貝，貝
肉嚐起來相當鮮甜美味。

∼北寄貝（姥貝）的剝殼秘訣∼

壽命長達 30 年以上的
長壽貝類
據說

❶使用圓頭西餐刀，從開口
縫隙插入刀刃。

❷割斷貝柱即可簡單打開貝
殼，另外一側也請小心地刮開。
❸以菜刀從中央切入，將貝
肉切為兩片。分成足部、貝
柱、裙邊。北寄貝除了黑色內
臟以外，所有部位皆可食用。

每年從4月下旬至5月下旬左右，可於陸奧
灣內捕獲棘栗蟹。因為當季時期恰好是縣內櫻
花最好看的時期，故棘栗蟹在青森自古也被稱

春天的
美味棘栗蟹
帶來

為「賞花蟹」、「櫻蟹」，是賞花宴席上不可
或缺的食材。
蟹肉細膩鮮甜，蟹黃味道濃厚，而母蟹的
蟹卵（未成熟的卵）尤屬絕品，水煮後的螃蟹
帶有大海風味，令人食指大動，很適合搭配日
本酒或下飯。

棘栗蟹的美味吃法
和毛蟹一樣，棘栗蟹一般也是拿來水煮食用。可從
蟹腳一邊取出蟹肉一邊吸吮，而將蟹肉一從蟹殼取出
後再拌著蟹黃品嚐，又是另一種絕妙滋味。此外，也有
帶殼煮成味噌湯的吃法，敬請享受細膩濃厚的好滋味。

海膽

產地：下北地區、外濱町、階上町等
時期：全年

當季時期為5月∼8月

代表性料理：壽司食材、蒸食、海膽醬、
鹽漬海膽

鮑魚 （蝦夷鮑魚）
產地：東通村、陸奧市、階上町、深浦町等

時期：11月∼7月

當季時期為11月∼1月

代表性料理：生魚片、冰鎮生鮑魚、酒蒸鮑魚

青森縣主要捕獲的海膽為北紫海膽與蝦夷馬糞海膽，其中
青森縣主要捕獲的是蝦夷鮑魚，蝦夷鮑魚多棲息於下北半島

本縣產的北紫海膽滋味尤屬細膩，在日本國內也被稱為絕品。
於產卵期前的春天至夏天之間迎來當季時期。

沿岸、津輕海峽沿岸，貝肉厚實柔嫩，恰到好處的彈牙口感為其
一大特色。
將鮑魚煮過後再使其乾燥的「乾鮑魚」是

從 江戶時代 便

中華料理中的高級食材，廣為人知。

作為名產而廣為人知的

貝 類 之王
鮑魚的處理秘訣

高級食材
海膽的 處 理 秘 訣

❶海膽底部中央有開口，以剪刀尖
端頂住周圍，會發現較軟的部分。

❷將剪刀尖端插入開口周圍較軟部
分，由開口周圍剪出大圓形。

❸請以小鉗子或衛生筷除去海膽體
內的黑色內臟。

❶首先以「鹽」輕輕搓洗表面。

❷以毛刷等工具搓洗，除去
黏液。

❸將湯匙放入貝肉與殼之間，即可知道貝柱所在
位置，沿著殼用力插入湯匙，便能將貝柱從殼剝
下。仔細地分成「貝肉」、「裙邊」、「內臟」，為
了保險起見，以流水輕輕沖洗貝肉。

❹將被稱為「鮑魚嘴」的開口
部分切除。

❹於500ml的水中溶入15g的鹽，製
作成鹽水，倒入碗等容器中，以輕
輕甩洗的方式清洗海膽。

海鞘 （真海鞘）
海參 （刺參）
產地：平內町、陸奧市、橫濱町等
時期：10月∼4月

代表性料理：醋拌冷盤

當季時期為12月∼1月

雖然在青森縣各地皆能捕獲海參，然而產自陸奧灣的刺參尤屬
柔嫩好吃，深獲好評。牠代表了青森冬天的滋味，也是青森正月料
理中不可或缺的食材。

產地：青森市、八戶市、佐井村等
時期：當季時期為6月∼9月

代表性料理：醋拌冷盤、鹽漬物、高湯冷盤

夏 天的 味覺 海 中 鳳梨
青森海鞘的當季時期為夏天，外形渾圓肥美，呈現鮮豔
橘色，肉身肥厚，可享受到芳醇的大海香氣。主要被作成醋
拌冷盤或高湯冷盤來享用，不過烤來吃也相當美味，烤過後鮮味會變得更加濃郁，更顯獨特風味。

海參的特色是口感具有咬勁，Q彈十足，並且充滿了大海的香

白，是相當受女性歡迎的食材。

冬天 的 恩賜
咬勁十足 的 口感
敬請好好品嚐

海鞘的
處理秘訣

氣，其身體的90%以上皆為水分，所含的蛋白質大部分為膠原蛋

❶切除呈現＋（入水孔）與－
（出水孔）形狀的突起部
分。將＋（入水孔）內的水
取出放入碗中（此被稱為
「海鞘水」，做成清湯的高
湯也相當美味）。

❸將手指放入殼與肉身之
間，取出肉身。

❷請直接朝根部縱向切開。

❹切開肉身，內部有黑色內
臟與咖啡色內臟，由於帶有
臭味，故需除去。

❺除去內臟後以水洗淨，切成
喜好的形狀，裝盤後即完成。

烏賊

烏賊擁有清爽的滋味，不管煮來吃、烤來吃都適
合，甚至炸來吃也很美味。日式、西式、中式調味皆
宜，是具有豐富料理變化性的食材。不過以新鮮度定勝

產地：太平洋沿岸、日本海沿岸、津輕海峽沿岸的縣內各地

比目魚

代表性產地為八戶市、東通村、陸奧市等
時期：全年

奶油香煎、醬醃丼飯

負的烏賊，果然還是讓人想拿來生吃！以生薑醬油沾著
剛捕獲的「烏賊生魚片」享用，咬勁十足的口感最棒了。

在 北方豐 饒漁場捕獲的 烏賊 ，是 青森 的代表性 海鮮

當季時期為11月∼12月（寒比目魚）

代表性料理：生魚片、昆布熟成生魚片、油炸、湯品、

青森縣的比目魚漁獲量名列日本全國前茅，彈牙的口感與高雅的鮮味，是
頗具人氣的高級魚。作為青森縣的象徵，被指定為青森縣魚。青森縣被津輕
海峽、日本海、太平洋三方圍繞，並擁有陸奧灣，四季皆可捕獲比目魚。雖然全年皆可享受到其美味，但冬天的比
目魚又被稱為「寒比目魚」，尤屬美味，廣受好評，請您務必一嚐。

北魷
產地：太平洋沿岸、日本海沿岸、津輕海峽沿岸的縣內各地
時期：5月∼1月

關於比目魚料理

當季時期為7月∼10月

在白肉魚特有的柔嫩肉質中，可品嚐到高雅的甜味與鮮味。除了生

代表性料理：生魚片、北魷飯、北魷壽司、整隻烤北魷、北魷煮蘿蔔、醃製北魷、北魷炸肉餅

魚片之外，作成涮涮鍋、奶油香煎、油炸、天婦羅等皆相當美味。魚肉

在北方豐饒漁場捕獲的夏季烏賊
在春天至夏天期間順著暖流北上的北魷，當季時期為夏天至秋天，因為其當季時期，故也被稱為「夏

含有高蛋白質、低脂肪，非常健康。

季烏賊」。
由於新鮮的北魷無論生吃、烤來吃、煮來吃都很美味，是三大吃法都適合的優異食材，全身皆可食用。
雖然不管以哪種烹調方式料理都相當美味，不過果然還是新鮮「北魷生魚片」咬勁十足的口感最棒了。

槍烏賊

冬天 的 比目魚有
「寒比目魚」 之名， 尤屬美味

產地：太平洋沿岸、日本海沿岸、津輕海峽沿岸的縣內各地
時期：10月∼5月

當季時期為12月∼3月

代表性料理：生魚片、燉煮、燉煮帶卵槍烏賊、鑲料烏賊等

柔嫩具有彈力，季節限定的夢幻逸品。
槍烏賊是高級烏賊，肉質非常良好。雖然適合作成生魚片，不過即使烤來吃、煮來吃，
肉身也不容易變硬，味道仍然相當美味，故被活用於各式料理之中，含有豐富鮮味。

平鮋（湯氏平鮋）
產地：中泊町、深浦町、東通村等

章魚（水章魚）
產地：八戶市、東通村、深浦町等

時期：全年

當季時期為12月∼2月

代表性料理：水煮章魚、醋拌章魚、生魚片、涮涮鍋、道具煮（詳下）

時期：1月∼9月

當季時期為4∼6月

代表性料理：生魚片、燉煮、鹽烤等

青森縣將漁獲量眾多的湯氏平鮋稱為「平鮋」，而津輕海峽的海
潮流動快速，還有豐沛的餌料，此地孕育而成的平鮋肉質優良，在東
京築地市場被視為高級魚，於日本全國皆擁有廣大人氣。

水章魚的捕魚旺季主要在冬天，於極寒大海上進行捕撈

平鮋又被稱為「報春魚」，春天時魚脂肥美，尤屬美味。

作業。冬天是水章魚最為美味的時期，味道鮮甜。尤其是產

水章魚生魚片
涮涮鍋為絕品

自津輕海峽的水章魚，因為是在海潮快速流動的寒冷大海中
孕育而成，所以肉身相當緊緻，擁有獨特的口感。

雖日本全國多採用燉煮、鹽烤等烹調
手法，然而在當地則多作成生魚片生吃，
彈牙的口感、高雅魚脂所帶來的好滋味，
以及白色半透明中淡淡混入的朱紅色色調，
讓其成為廣受好評的食材。

道具煮
「道具」即為水章魚的內臟，因為內臟被稱為「生存
用的道具」，故以此命名。是作為漁夫伙食而漸漸受到
大眾喜愛的食材。

美麗橘色 魚皮格外引人注目的 報春魚

櫻鱒

鱈魚 （真鱈）
產地：八戶市、佐井村、陸奧市等

時期：全年

產地：陸奧市、東通村、深浦町等

當季時期為12月∼2月

時期：1月∼5月

代表性料理：魚雜湯、Tatsu‧Kiku生魚片（魚白）、拌鱈魚子（魚卵）、

當季時期為3∼5月

代表性料理：鹽烤、冷凍生魚片、飯壽司、奶油香煎、義式生魚片等

鹽烤、味噌燒烤、油炸、生魚片（昆布熟成生魚片）等

櫻鱒為鮭魚、鱒魚類之中，被譽為最美味的高級魚。
冬天的真鱈渾圓肥美，魚肚中藏有許多Tatsu（魚白）

因為在櫻花開花的時期捕獲，以及成熟魚身呈現櫻花般色彩，

與真鱈魚子，迎來最為美味的時期。

故被稱為「櫻鱒」。魚肉具有肥美魚脂，可嚐到濕潤細膩的高雅滋味。

尤其是和柑橘醋或辣蘿蔔泥一起享用的Tatsu（魚白），會在舌頭上輕
柔化開，被視為一種珍饈。

具有 春天色彩 的名字， 美味 的 高級魚

青森名產「魚雜湯」 中 不可 或缺的食材
鱈魚魚雜湯

Tatsu（魚白）
將正值產卵期的雄鱈Tatsu
（魚白）做成生魚片或加入火鍋，
而雌鱈魚卵則以醬油醃漬，非常好
吃。鱈魚的魚白和魚卵皆被選入青
森縣的「七子八珍」之中。

青森冬天不可或缺的

代表性鄉土料理 「魚雜湯」
「魚雜湯」是將代表青森冬天的魚類─鱈魚的魚雜（魚骨及碎
肉）與蔬菜等材料一起燉煮，再以鹽或味噌調味，為青森冬天不可或
缺的代表性鄉土料理。這道湯品的營養價值高，在寒冬之中能溫暖身
心，是在一般家庭中也頗具人氣的必備料理。

馬鮫魚
時期：全年

時期：1月∼2月

10月∼2月

代表性料理：生魚片、烤魚、燉魚、奶油香煎

魚肉柔嫩 無腥味 美味 的 高級魚

黑喉 （紅鱸）
產地：深浦町及縣內各地

產地：鰺澤町及縣內各地

馬鮫魚因為體型纖細，又被稱為「窄腹」。雖在瀨戶內海、若狹灣

代表性料理：生魚片、乾貨、燉煮

相當有名，但其產地的最北界限只到青森縣。
黑喉在市場也被當成超頂級的高級魚，雖然捕獲地區廣

在正值當季時期的春天可捕獲80∼90cm尺寸的馬鮫魚，體型越

泛分布於東北、北陸以南的日本海、太平洋等地，然而漁獲

大，魚脂越為肥美，建議將鮮度良好的魚肉作成生魚片。雖為清爽的白

量並不多。

肉魚，但魚肉帶有微微甜味，非常美味。請務必一嚐來自最北界限的馬

雖為白肉魚，然而全年皆可品嚐到魚脂的濃厚鮮味，因

鮫魚。

此被稱為「白肉鮪魚」。

魚脂肥美 、鮮味 濃厚 的 「白肉鮪魚」

的

處理秘訣
❶除去鱗片。

❷取出內臟。

❸從魚背、背鰭上方以菜
刀剖開。

馬鮫魚的處理秘訣

黑喉

❶切除胸鰭。

❸切開魚腹後，請將魚鰓
與內臟一同除去。
除去後，請以水清洗乾淨。

❺斜切成片狀。

❷小心不要割傷
內臟，於魚腹割
出切口。

❹將魚片成3大塊（左身、
右身、中骨）。使用肉類料
理刀，漂亮地切出魚塊。

❻處理完成。

櫻桃

產地：南部町、八戶市、五戶町等
時期：6月∼7月左右

水蜜桃

產地：縣南地區：八戶市、南部町等
津輕地區：平川市、黑石市等
時期：8月∼9月左右

初夏 的 滋味 ，水嫩欲滴的 寶石

多汁 與
果肉甜味

青森縣栽種的主要品種為屬於高級品種的「佐藤錦」。

極受歡迎的 青森水蜜桃

外表為具有光澤的鮮紅色，滋味鮮甜，厚實的果肉口感十足，另外也栽
種了「紅秀峰」、「薩米脫」等品種。

川中島白桃

Akatsuki

漂亮地裝箱的櫻桃就像是裝了紅寶石的寶箱。

主力品種為具有濃厚甜味的「川中島白桃」與果肉細緻多
汁的「Akatsuki」。
自古以來，雖然三八地區是主要的栽種中心，然而近年津

草莓

產地：冬春季草莓：八戶市、奧入瀨町、田舍館村
夏秋季草莓：陸奧市、弘前市、八戶市
時期：冬春季草莓：11月∼5月左右

夏秋季草莓：6月∼11月左右

輕地區也增加了栽種面積，以「津輕水蜜桃」之名而廣為人知。
水蜜桃中擁有許多水溶性果膠，據說可讓腸內菌群維持良
好狀態。

青森縣擁有櫪乙女、幸之香等於11月∼5月採收的
冬春季草莓，還有Suzuakane、Pechika、Natsuakari等
於6月∼11月左右採收的夏秋季草莓。
因夏秋季草莓可於日本原有國產草莓尚未上市時
出貨，故可滿足蛋糕用等需求。

哈密瓜

產地：津輕市、鰺澤町、弘前市
時期：7月∼8月

綿延於津輕市西側的屏風山沙丘地區因排水良好，晝夜溫差

甜味 與 酸味恰到好處 ，極具 人氣

較大，擁有最適合栽種哈密瓜的環境條件，為日本全國屈指可數
的哈密瓜產地。
主力品種「Takami」的果肉為綠色，糖度達16度，為滋味
極為甜美的哈密瓜。

西洋梨

General Leclerc
產地：南部町

時期：採收9月∼10月

出貨10月∼12 月

來自法國
孕育於南部町

「Tsugarian Melon」為青森原創哈密瓜生產連絡協議會所

Takami

栽種的哈密瓜品牌，共有5種哈密瓜。

鮮甜水嫩 的 青森哈密瓜
Urban Delicious

Sweet Ruby

Honey Golden

Home Virens

原產自法國的General Leclerc，擁有引人注目的大小，成熟後
外表金黃，擁有獨特芳香及滑嫩口感。
於南部町採收後，催熟20天左右再行出貨。
Amusan

葡萄

Steuben

產地：鶴田町、弘前市

蕃茄

產地：蓬田村、五所川原市、津輕市等
時期：7月∼10月

時期：10月∼2月

富含抗氧化力 成分的 健康食品
經大量陽光照射，
深色的鮮甜冬季葡萄─Steuben。
活用蘋果的保存技術，實現橫跨冬天 的出貨時期 。

青森縣的番茄主要產於夏天，夏秋季番茄（7月∼10月）的出貨量使青森縣
成為日本全國屈指可數的番茄產地。因晝夜溫差大，被公認為顏色鮮明、滋味美
好、保存度佳。雖然主要栽種的是屬於大玉蕃茄的「桃太郎蕃茄」，不過這裡也
有栽種色彩繽紛的小蕃茄。

因為津輕地方與紐約緯度相同，氣候相似，故可在此地成功種植。
青森縣的Steuben產量占日本全國的8成，成為一大特產地。
Steuben的特色是酸味較少，甜味濃厚，方便保存，進入嚴冬時仍能享受到它的美妙滋味。

毛豆

在日本國產葡萄開始從店家消失的年末年初期間需求量較高。

來自 紐約，孕育於津輕
葡萄
的

秘密

玉米

嶽玉米

產地：弘前市、津輕市、板柳町等
時期：7月∼10月

自

古 便存在的 青森
絕品毛豆

葡萄在西歐被視為水果女王，也被稱為「農田中的牛奶」。

青森自古便有栽種「毛豆」，據說是因外殼具有咖啡色的毛，故以此命名。

其含有大量多酚、檸檬酸、鐵質等成分，而多酚與藍莓所含的色
素成分花青素，在越深色的葡萄中含量越多。經大量陽光照射孕

為風味獨具，大顆且甜味強烈的美味毛豆。

育而成的黑紅色Steuben就富含上述成分。

野邊地帶葉小蕪菁

產地：弘前市的岩木山麓

產地：野邊地町

時期：7月∼10月

嶽玉米是在弘前市岩木山麓「嶽」
地區（標高400m∼500m）栽種而成的
玉米。於清晨採收，在新鮮狀態下出

時期：5月∼10月左右

活用在地氣候
夏天 的 小蕪菁

貨。仰賴晝夜溫差與肥沃土壤孕育而

青森縣東部在夏天時期，因東北風的關係而屬冷涼氣候地

成的嶽玉米，其魅力為糖度達18度以

帶。而活用這種氣候栽種而成的，便是「野邊地帶葉小蕪菁」。

上的甜味與濃郁的滋味。

如同其名，將會連著葉片出貨，葉片部分亦可炒過或製成
醃菜來享用。
野邊地帶葉小蕪菁的特色為柔嫩多汁，因為外皮較軟，可徒

Q 彈口感 與 最頂級 的 甜味

手剝下。在口中滿滿擴散開來的口感與甜味，感覺起來就像在吃
小蕪菁沙拉

水果一樣。

青森 當季美味 年曆
項目

1月

扇貝

2月

3月

抱卵期

抱卵期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A!Premium服務概要
實現「快速運送＋貫徹低溫運送」！

北寄貝
蜆
棘栗蟹

大幅擴大日本國內隔天中午前送達區域！

海膽
海參

將具高附加價值的商品以高鮮度運送至日本全國及亞洲地區！

鮑魚
海鞘

日本國內物流轉運服務

北魷
槍烏賊

海外物流轉運服務

■ 隔天中午前送達區域

水章魚
比目魚

■ 隔天中午後送達區域

湯氏平鮋

■ 後天送達區域

亞洲地區之內
最短可於隔天送達

青森

真鱈

上海

香港

●仙台

黑喉

青森

櫻鱒

台灣

馬鮫魚
黑鮪魚

大阪●

花魚

●名古屋

沖繩國際物流
轉運樞紐

●東京
馬來西亞

新加坡

真鯛
真鰈
大瀧六線魚
鯖魚

運送服務特色

關於實際交易

鮟鱇魚

‧使用專用貨櫃空運，因此讓您能在新鮮狀態

‧簡介手冊所刊登之食材可從「A!Premium」契約業者

櫻桃

下，購入過往難以流通至日本西部的青森縣

購入，青森縣總合流通平台官網刊有各業者經手商品

草莓

生鮮食品。

及聯絡方式，敬請參照。

General Leclerc

URL: htpp://www.a-pre.jp/
‧關於亞洲地區的低溫運送，可送至香港、台

水蜜桃

灣、新加坡、馬來西亞。

哈密瓜

‧亦可從B to B商務配對網「黑貓直接採購網」登錄的縣
內業者購入。

Steuben
‧由於365天皆提供運送服務，可持續進行

蘋果（富士）

URL: htpp://kauneko.com/

交易。

蘋果（王林）
梨子（日本梨）
葡萄（Campbell）

◆注意事項

梅子、杏桃
嶽玉米

●本運送服務乃基於雅瑪多運輸株式會社與青森縣簽訂之合作協定，作為地區性服務提供。

蕃茄

●本服務以業主、個人業主為對象，為法人限定之服務。

毛豆
小蕪菁

●採購方使用本服務購入商品時，前提為供應方已進行使用登錄（與雅瑪多運輸株式會社間締結運送契約），關
於採購方之使用登錄，請向事務局洽詢。

山藥

●運送時可能因氣象狀況、交通問題，而被迫有所延遲。

大蒜

●關於商品運送，將由雅瑪多運輸株式會社或雅瑪多集團海外宅急便事業公司推出之【宅急便】服務來進行
運送。

白蘿蔔
胡蘿蔔

雪中胡蘿蔔

雪中胡蘿蔔

雪中胡蘿蔔

雪中胡蘿蔔

牛蒡

●北海道、沖繩地區不屬於A!Premium服務對象內（將為一般宅急便）。
●海外國際宅急便、國際低溫宅急便目前正在擴大服務區域中。

西瓜
■深藍色部分為當季時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