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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务买卖 /票務買賣
Access 票务
可以逛一整天的家用电器大众零售商 /可以逛一整天的家用電器大眾零售商
爱电王难波总店

菜品丰富的快餐餐厅 /菜品豐富的快餐餐廳
Wendy’s First Kitchen
日式西式糕点老字号 /日式西式糕點老字號
千鸟屋

票务买卖 /票務買賣
甲南票务
随心所欲选购属于您的帽子 /隨心所欲選購屬於您的帽子
SHOP 无难波站前店
穿刺饰品专营店 /穿刺飾品專營店
凛 (RIN)
男女时装 /男女時裝
WomB
精挑细选的天津甜板栗 /精挑細選的天津甜板栗
珍味屋
票务买卖、外币兑换 /票務買賣、外幣兌換
大黑屋
时尚女装 /時尚女裝
柳屋

药品和化妆品、百元店 /藥品和化妝品、百元店
大国药妆
现烤芝士蛋糕 /現烤芝士蛋糕

陆朗叔叔的店
新款机型上市 /新款機型上市
Docomo 商店
鱼糕老字号店铺 /魚糕老字號店鋪
大寅鱼糕

丰富的设计 /豐富的設計
珠宝 Aria
女鞋、男鞋 /女鞋、男鞋   
Red Wave

眼镜市场

3000 款以上箱包可供选择 /3000 款以上箱包可供選擇
Jaguar 箱包店

和服及女性内衣 /和服及女性內衣
岸田屋

贵金属及品牌产品售买 /貴金屬及品牌產品售買
OTAKARAYA

钟表、箱包、品牌产品 /鐘錶、箱包、品牌產品
OKURA

韩国料理、五花肉烤叉烧专营店 /韓國料理、五花肉烤叉燒專營店
Cotteji

医药品及杂货 /醫藥品及雜貨
国民药妆

炸鸡 /炸雞金之鸡唐
草莓、芋头甜品 /草莓、芋頭甜品
三颗星甜品
韩国化妆品专卖店 /韓國化妝品專賣店
韩流百货店
配钥匙、修鞋 /配鑰匙、修鞋
Rescue
韩国马卡龙专卖店 /韓國馬卡龍專賣店
OVERMACARON
拥有 98 个坐席的现磨咖啡厅 /擁有 98 個坐席的現磨咖啡廳
Saint Marc 咖啡厅
瑞士钟表品牌 /瑞士鐘錶品牌
TISSOT BOUTIQUE EBISUBASHI
成年人的社交场所 /成年人的社交場所
B1F/ 东方休息室
会员制网吧 /會員製網吧
4F/net room 馆
书籍、游戏和名牌产品售买 /書籍、遊戲和名牌產品售買
2・3F/BOOK OFF PLUS
拥有 80 间客房的 KTV/ 擁有 80 間客房的卡拉 OK
卡拉 OK 馆

日本传统饰品、文房用品 /日本傳統飾品、文房用品
丹青堂

海带加工食品老字号 /海帶加工食品老字號
大阪戎桥筋 ogura 屋

潮流时尚 /潮流時尚
BELL・Plain×LILY

高贵优雅的女性时尚 /高貴優雅的女性時尚
河幸

全日本最丰富的商品 /全日本最豐富的商品
鬼塚虎
最新设备的 KTV/ 最新設備的卡拉 OK
3F/JOYSOUND
药品和化妆品 /藥品和化妝品
鹤羽药妆

大众口碑店铺 /大眾口碑店鋪
3F/@cosme
2 层也设有座位 /2 層也設有座位
星巴克咖啡 /TSUTAYA EBISUBASHI
书本、CD/DVD、动画 /書本、CD/DVD、動畫
TSUTAYA

代表大阪的百货公司 /代表大阪的百貨公司

高岛屋大阪店

新店鳞次栉比的百货公司 /新店鱗次櫛比的百貨公司

难波丸井

手工冰棒 /手工冰棒
北极

彩色隐形眼镜专卖店 /彩色隱形眼鏡專賣店
SanCity

　　药品和化妆品 /藥品和化妝品
可开嘉来难波店

“生”食吐司面包 /「生」食吐司麵包
乃贺美

专营各类美妆商品 /專營各類美妝商品
可开嘉来戎桥店

每日特惠 /每日特惠
OS Drug

药品和化妆品 /藥品和化妝品
尚都乐客

奶茶、水果茶 /奶茶、水果茶
待茶

大阪人气猪肉包 /大阪人氣豬肉包
551 蓬莱

设有 140 个坐席，空间宽敞舒适 /設有 140 個坐席，空間寬敞舒適 
麦当劳

正宗中餐 /正宗中餐
蓬莱总店

售有品牌限定款鞋履 /售有品牌限定款鞋履
ABC-MART 難波店

业界第一的卡拉 OK/ 業界第一的卡拉 OK
B1F/BIG ECHO

网咖 /網咖
3F/@WAN

家庭餐厅 /家庭餐廳
2F/Gusto

时尚女鞋 /時尚女鞋
Attagirl

肖像速写馆 /肖像速寫館
人物漫画・日本

女士包 /女士包
丸宗

精致的女性时尚 /精緻的女性時尚
lila 洋装店

  
时尚女鞋 /時尚女鞋

VIVIAN COLLECTION

三丽鸥店铺 /三麗鷗店鋪
Sanrio Gift Gate

内有 148 个座位的咖啡厅 /內有 148 個座位的咖啡廳
罗多伦咖啡店

加热不燃烧型香烟专卖店 /加熱不燃燒型香煙專賣店
Ploom Shop

可爱配饰／可愛配飾
Heart dance

售有品牌限定款鞋履／售有品牌限定款鞋履
ABC-MART 新戎桥店

大阪特产专卖店／大阪特產專賣店
惹人注目（ICHIBIRI）庵

经济实惠的配饰／經濟實惠的配飾
LUNA EARTH

各种各样的包袋／各種各樣的包袋
D.KELLY

化妆品及杂货专卖店 /化妝品及雜貨專賣店
Dream Market

出租画廊 /出租畫廊
2、3F/NARUMIYA 戎桥画廊

“无添加”护肤及健康食品 /「無添加」護膚及健康食品
芳珂

韩国马卡龙 /韓國馬卡龍
Bonue caron

SHOP 无 戎桥店
琳琅满目的休闲手表 /琳瑯滿目的休閒手錶

时钟仓库 TOKIA/ 時鐘倉庫 TOKIA
大阪品牌巧克力／大阪品牌巧克力

minamoalley
墨西哥风味快餐餐厅／墨西哥風味快餐餐廳

2F 塔可钟 /2F 塔可鐘

全家
餐饮大厦／餐飲大廈

BELSUD 橘屋大厦

24 小时营业便利店／ 24 小時營業便利店

2022 年 7 月 22 日开业 /2022 年 7 月 22 日開業

来自银座的女鞋 /來自銀座的女鞋

DIANA

贵金属及品牌产品售买 /貴金屬及品牌產品售買
BRAND HANDS

帽子专卖店 /帽子專賣店
FLAVA HAT

随心所欲选购属于您的帽子 /隨心所欲選購屬於您的帽子
於1615年道頓堀川完工, 架設了戎橋之
後, 此處就成了十日戎祭典
(係指每年正月初十參拜財神惠比須)
必經參拜路線, 又因其隣近於芝居町・
道頓堀而開始熱鬧起來直到江戶幕府
末期整個商店街終於成形。

1615年，道顿堀运河完工，运河上的戎桥成为财神日时民众参拜神社
的通道，同时，戎桥还是芝居町・道顿堀的门前町（门前闹市区），
由此，戎桥逐渐热闹起来，到日本幕末时代，形成了商店街。

商店街的历史 / 商店街的歷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