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KAG-area004

SHIONOEONSENKYOU 【Takamatu】 No,1 エリアシート　塩江温泉郷

盐江温泉乡 盐江温泉旅游协会
http://shionoe.jp/

区域篇

环抱于丰富大自然中的温泉之乡

2 行基之湯

位于道之驿 Shionoe旁边的是当天往返式温泉。其中家

庭或亲朋一起享受的包租式温泉也较受欢迎。邻近的荞

麦面店「行基荞麦」还可品尝到日本荞麦面。

高松市塩江町安原上東37-1

TEL. 087-893-1126

9:00～22:00

第1・3周一休息

成人470日元、儿童240日元、未满小学

生免费、60岁以上360日元

　距高松机场15分钟车程，是位于德岛县县境交界处的温泉街。傍依渓谷沿岸的温泉酒店和旅馆有10间左

右并列，从古至今保留着乡间特色，被称为盐江街道的这种街景中，可以窥知作为古老的温泉地曾经的繁

荣景象。据传盐江温泉大约1300年前由名僧・行基所发现并开发，于此地修行的真言宗鼻祖・空海将泡温

泉治病的「温泉疗法」推广开来。泉质为单纯硫化氢，柔滑的肤感，一直温暖到身体的深处。温泉，瀑

布，溪流，春季的樱花和秋季的红叶，四季美景焕然。

1 道之驿 Shionoe

位于盐江温泉乡的玄关口，临街的旅游物产中心销售高

地栽培农作物法生产的蔬菜和花木。附近Fujikawa牧

场的软冰激凌也很受欢迎。

高松市塩江町安原上東390-21

TEL. 087-893-1378

8:00～18:00(3月～10月至17:00)

周二休(逢节假日调整为翌日)、12月31

日～1月2日

（公社）香川県観光協会



以丰富的温泉汤量和优秀的泉质而自豪的温泉酒店。泡

在露天温泉里感受爽心之风，可谓奢华的一刻。

高松市塩江町1-6
087-893-1200
入住 / 15:00
退房 / 10:00

KAG-area004

SHIONOEONSENKYOU【Takamatsu】No,2
エリアシート　塩江温泉郷

盐江温泉乡
盐江温泉旅游协会
http://shionoe.jp/

区域篇

环抱于丰富大自然中的温泉之乡

3 Hotel Second Stage
可在丰富的大自然中与当地人交流并体验农业生产的住

宿设施。馆内的天然温泉有美容护肤并恢复疲劳等功

效。

高松市塩江町上西乙1118-8
087-893-1100
入住 / 15:00
退房 / 10:00

4 新桦川观光酒店

（公社）香川県観光協会



位于JR高松站前的旅游咨询处。县内外的旅游宣传册齐

全丰富，英语、汉语、韩语等外语版也一应俱全。还有

可以英语、汉语、韩语待客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敬请

莅临。

高松市浜ノ町1-20　JR高松车站大厅

TEL.087-826-0170
9:00～20:00
无休

2 高松Symbol　Tower
办公、商业设施及多功能大厅等，高151.3米的超高层

综合大厦。塔楼栋的二十九、三十层有法式、日式、中

式的「天空餐厅」，设施栋的一层大厅有土特产店等。

高松市サンポート2-1

TEL.087-822-1707（Symbol　Tower开
发）

营业时间及休息日根据设施不同

3 香川・高松 旅游咨询中心

　高松港，JR高松站，琴电高松筑港站等海陆交通枢纽集结地的「Sunport高松」。

　四国最大的高层塔楼「高松Symbol　Tower」，可以观海的纯正城市酒店「高松JR克雷缅特酒店」，举

行国内外优秀舞台艺术公演的「Rexxam Hall」，高松Sunport合同厅舍等大型建筑林立，是高松的地标

处。

　特别是「高松Symbol　Tower」，拥有国际会议大厅等公共、办公及商业等综合设施。大厦还设有和洋

中的美食之地「天空餐厅」，并聚集了全国有名的拉面店。正如其名，Sunport高松已成为区域性的象征。

1 红灯塔

照亮濑户内海的红灯塔，通称「Setoshirube」。世界

最初全部玻璃贴面的灯塔，高14.2米。使用玻璃砖及红

色20W荧光灯，其所发出的光大约13海里（24公里）外

都可以观望到。

高松市Sunport

KAG-area008

SAN POUTO TAKAMATSU 【Takamatsu】No,1
エリアシート　サンポート高松

Sunport高松区域篇

高松海陆交通的玄关口

（公社）香川県観光協会



KAG-area008

SUN PORT TAKAMATSU【Takamatsu】No,2 エリアシート　サンポート高松

Sunport高松区域篇

高松海陆交通的玄关口

4 JR高松站

高松市的玄关口。连接徳岛、松山、高知、冈山的列车

始发到达终点站。站前的巴士客运站既有县内循环路

线，也有开往关西等其他方向的高速巴士。车站附近还

有乌冬面店，面包房及土特产店。

高松市浜ノ町1-20

TEL.087-825-1702

绿色窗口4:20～23:00

5 高松港

是连接小豆岛、女木岛、男木岛、直岛等濑户内海上各

个岛屿的港口，还是通往冈山县的宇野港及兵库县的神

户港定期航船的始发到达港。至小豆岛乘坐渡轮大约1

小时，乘坐高速艇大约35分钟即可到达。

関連情報 北浜alley　TAK-spot005／高松城跡 玉藻公園　TAK-spot003／MIKAYLA　KAG-dini002／日本料理　高松若竹　TAK-kais003／
ALICE IN TAKAMATSU by QUEEN ALICE　TAK-ital003／スーツァンレストラン　陳　TAK-kank003

高松市Sanport

TEL.087-851-3442（高松港管理办公

室）

6 琴电高松筑港站

高松筑港站为起点的琴平・长尾方面，瓦町站为起点志

度方面的通勤・上学或连接沿线旅游地的电车站。玉藻

城旁边的高松筑港站内有啤酒吧，游览城池顺路光临一

下也很不错的。琴电电车有全线一日内可随意乘降的

「一日票」（1230日元）物超所值。

高松市玉藻町97-2

TEL.087-851-9950

（公社）香川県観光協会



　江户时代高松市的藩主（※各领地的统

治者）们历经百年建造的大名庭园。是国

家特别名胜（※特别重要文化遗产），在

海外也获得了高度的评价。

　广阔的庭院，值得观赏的景观众多。例

如将周边的大自然巧妙地融入景观中的六

个水池，美丽的“倒影”桥，1400多棵挺

拔的松树，仿造象征日本的「富士山」而

建的假山等。是可赏心悦目地观赏并漫步

的回游式大名庭园。

　展示漆器及陶瓷器的「赞岐民艺馆」，

作为各种活动及仪式会场可租用的「商工

奖励馆」，江户时代的茶室（※待客的房

间）中享用抹茶和午餐（需要预约）的

「掬月亭（Kikugetsutei）」等，历史建

筑物也都很值得一观。

作为春季赏樱花，秋季观红叶的名所备受

瞩目，季节期间夜晚还将燃起梦幻的彩

灯。

高松中央IC

栗林公園

TAK-spot001

近隣施設

纬度 34.330496 经度 134.044366

高松中央IC车程15分钟

高松机场

备考

ガーデンカフェ栗林　TAK-cafe001／上原屋本店　TAK－udon002／ハローズ 栗林公園店　TAK-mark002

7：00～17：00
（根据季节有所变动）

有县营停车场（收费）

※大型巴士可（13台）

TOKUBETSU　MEISHOU　RITSURIN　KOUEN　【Takamatsu】

 交通指南・主要交通

JR栗林公园北口站

 介绍  地图信息

特別名胜　栗林公园

探寻四季之美及历史，代表日本的庭园

园内有

Free Wifi：有有机场巴士

高松机场至「栗林公园前」大约25
分钟

多语言环境：宣传册（英语、汉语、韩

语、德语、法语、西班牙语），导览图

（英语），网站（英语、汉语），接待

（英语、汉语、韩语、西班牙语※志愿者

向导）

室内外 室外（部分 室内）

高松市栗林町1-20-16

087-833-7411(香川县栗林公园观光事

务所）

http://ritsuringarden.jp/

 设施信息

无休

能够上网的智能手机中输入经纬度，可用地图功能查找

成人410日元，小・中学生170日元，

未就学儿童免费※1月1日、3月16日
（开园纪念日）免费

推荐时节

大约60分钟

全年

所需时间

JR高松站乘坐高德线5分钟。JR栗林

公园北口站徒步3分钟

（公社）香川県観光協会



YASHIMA　【Takamatsu】

 交通指南・主要交通

JR屋岛站

 介绍  地图信息

屋 岛

历史上武士们战斗过的战场旧址

屋島

高松市屋島山上

087-841-9443（屋岛山上观光协会）

http://www.e-yashima.jp/

 设施信息

驾车兜风路线通行费用（往返）

汽车・货车（轿车・微型・小型）

630日元

面包车・路线巴士 1570日元

近隣施設

纬度34.359152 经度 134.100048

高松中央IC车程大约30分钟

有机场巴士

高松中央IC

能够上网的智能手机中输入经纬度，可用地图功能查找

和酒飯　山鳥　屋島店　KAG-izak005／一和堂工芸　KAG-dent002／エディオン　高松春日店　KAG-elec005

高松机场至JR高松站大约45分钟。

从JR高松站往JR屋岛站方向

JR高松站乘坐高德线大约20分钟。

JR屋岛站车程大约20分钟

　日本古时发生过争执的「源氏」和「平

家」武士团战争「源平合战

（Genpeigasen）」的战场之一。在屋顶形

状的熔岩高原山顶上，可一览与濑户内海融

为一体的岛屿及高松市街的美景。

　现在已与陆地连接的屋岛，古代曾是独立

的岛屿。据说是为了防备他国的入侵，活用

大自然的悬崖绝壁而建。发起源平合战之地

域「檀之浦（Dannoura）」，至今还遗留

着隐藏平家军船的「藏船」及祈祷弓箭射中

的「祈祷岩」等逸话传说众多的史迹地。

　山上有四国八十八所遍路（※巡拜可去除

厄运实现愿望的88所寺院）的第84番所

「屋岛寺」。远远地可眺望到香川特产品・

庵治石的产地，还可驾车至山上的兜风路线

也都备受好评。

JR高松站乘坐高德线大约20分钟。

JR屋岛站车程大约20分钟

无休

多语言环境／导览图(英语)

备考

驾车兜风路线 开通6：30～22：00

有

※大型巴士可

山上有

Wifi／无

TAK-spot002

推荐时节

室内外

山上散步大约40分钟

－

室外

所需时间

（公社）香川県観光協会



　

高松市玉藻町2-1

087-851-1521（玉藻公园管理事务所）

http://www.takamatsujyo.com/

香川県立ミュージアム　体験学習室　KAG-tour 009／北浜alley　TAK-

spot005／宮脇書店　総本店　KAG-book002

高松中央IC

TAKAMATSU　JOUATO　TAMAMO　KOUEN　 【Takamatsu】

 交通指南・主要交通

JR高松站

能够上网的智能手机中输入经纬度，可用地图功能查找

 介绍

高松城跡玉藻公園

　「日本三大水城」（※周围是海，护城河

使用海水的城）之一。「高松城」做为公园

开放，也称为「玉藻城」。

　与海水相连的护城河上，乘坐木制小船游

览的「城舟体验」深受好评。乘船可充分感

受水上观览城迹，体验护城河喂鲷鱼。

　园内有城主的別邸兼迎宾馆再建的「披云

阁（Hiungaku）」，将日本传统和西洋技

术相融合建成的优美建筑，是国家的重要文

化遗产。面向「枯山水庭园」（使用石、

岩、砂等表现山水风景的庭园），现在用于

茶室等作为租赁会馆而使用。

　春季赏樱及植物集市，秋季有菊花展等不

定期举办各种活动，广受市民喜爱。

TAK-spot003

近隣施設

纬度34.350304 经度 134.051615

高松中央IC车程大约20分钟

高松机场

备考

高松城迹　玉藻公园

乘船游览及举办各种活动等已深入民心的公园

多语言环境：宣传册（英语、汉语、韩

语），导览图（英语）

园内有

Free Wifi：有

 设施信息

12月29日～31日

成人200日元、儿童（6岁以上未满16
岁）100日元、入学前儿童免费

※团体20人以上有优惠。1月1日～3
日、5月5日及赏樱期间的夜间免费

日出～日落

（时间根据月份有所变动）

室内外

大约60分钟

全年

室外

所需时间

 地图信息

JR高松站徒步3分钟

57台
※大型巴士可（1台）

推荐时节

有机场巴士

高松机场至高松站大约45分钟，由

JR高松站徒步3分钟

（公社）香川県観光協会



n

近隣施設

纬度 34.3439767

SHIKOKU MURA 【Takamatsu】

 交通指南・主要交通

能够上网的智能手机中输入经纬度，可用地图功能查找

 介绍  地图信息

四国村
古时的日本，古时的香川，是愈合心灵的风景地

高松机场车程大约40分钟

高松机场

备考

4月～10月8：30～17：00

11月～3月8：30～16：30

高松中央IC

大约120分钟

全年

室外（部分　室内）

多语言环境：宣传单，导览图

 设置信息

200台　※大型巴士可（5台）

区域内有

JR屋岛站

JR高松站乘坐高德线大约20分钟。

JR屋岛站徒步10分钟

高松中央IC车程大约15分钟

无休

成人1000日元、高中生600日元、小

学・中学生400日元（含观览展厅）

经度 134.1064575

屋島　TAK-spot002／ざいごうどん　本家　わら家　KAG-udon001／焼肉と韓国料理　葉山　KAG-yaki002

Free Wifi：有

（仅限停车场、入口付近的范围之

内）

TAK-spot004

所需时间

推荐时节

室内外

四国村

　将香川・爱媛・高知・徳岛四个县的古

民家移建・复原的野外博物馆。同时作为

孩子们社会学习的一环而使用。

　自然丰富的区域内，有很多的了解古时

生活的民家和用具，酱油藏等传统的产业

设施。还有当地人为主角所表演的「农村

歌舞伎(Nousonkabugi）」的舞台遗迹。

　彫刻家流政之（Nagare・Masayuki）

先生所创作的动感作品及建筑家安藤忠雄

（Andou・Tadao）先生所设计的「四国

村展厅」等，可近距离亲身感受艺术。展

厅展示着雕刻、佛像、书法等范围广阔的

美术作品，从阳台还可看到利用倾斜之法

所建造的「水景庭园」。

　兵库县神户市的异人馆所移建的「Tea

Room异人馆」及由古民家改装的乌冬店

「Wara家」可以提供休息和饮食。

高松市屋島中町91
TEL 087-843-3111
http://www.shikokumura.or.jp/

（公社）香川県観光協会



所需时间

推荐时节

室内外

KITAHAMA　ARI 【Takamatsu】

 介绍  地图信息

北浜alley

多语言环境：无

海边仓库街变身的休闲购物街

北浜alley

「Sanport高松」徒步10分钟的位置，将海

边的仓库街改装而成的复合商业设施。自古

以来的旧区域，历经海水潮风吹锈的建筑物

和仓库汇集的街巷深处的布局，自由随意的

氛围深受年轻一代的欢迎。

　购物街有法国风味料理的餐厅，咸派和法

式糕点而闻名的人气咖啡店，独具特色的杂

饰店，工艺品和古道具・古书等古老派阅读

咖啡店，进口儿童服装的小可爱专卖店等。

画廊和美发沙龙，办公等设施也都很齐全。

　周边游步道齐备，远眺濑户内海岛屿和港

口的船只出入，随心漫步也是首选之地。

高松市北浜町4-14

TEL 087-834-4335

http://www.kitahama-alley.jp/

 设施信息

根据店铺有所不同

70台

各店铺均有

JR高松站

TAK-spot005

根据店铺有所不同

区域内入场免费

30～90分钟

近隣施設

纬度34.350978 经度134.056593

高松机场

备考

高松中央IC

 交通指南・主要交通

能够上网的智能手机中输入经纬度，可用地图功能查找

JR高松站徒步7分钟

高松中央IC车程大约20分钟

有机场巴士

高松机场至高松站大约45分钟

JR高松站徒步7分钟

高松城跡　玉藻公園　TAK-spot003／umie　TAK-cafe004／高松三越　TAK-depa001

全年

室内

Free Wifi：无

（公社）香川県観光協会



丸亀町グリーン　TAK-depa003／瓦町FLAG　TAK-depa002／高松三越　TAK-depa001

所需时间

推荐时节

室内外

——

全年

半室外

有机场巴士

高松机场至兵库町大约30分钟。兵库町至

各商店街徒步即到

高松中央IC车程大约20分钟

高松机场

TAK-spot006

近隣施設

纬度34.346052 经度134.050508

备考

根据各店铺有所不同

TAKAMATSU　CHUUOU　SHOUTENGAI　【Takamatsu】

 交通指南・主要交通

能够上网的智能手机中输入经纬度，可用地图功能查找

 介绍  地图信息

高松中央商店街

总长日本第一的拱廊商店街

高松中央商店街

　位于高松市中心部商店街的总称。有兵库

町・片原町西部・片原町东部・丸龟町・

Lion大道・南新町・常磐町・田町共八个商

店街。

　大部分都是拱廊（※连续的拱形天棚覆盖

的步行道）总长度有2.7公里。据说此长度

为日本第一。

　商店街有餐饮店，零售店，沙龙，游戏

厅，电影馆等大约860家店铺相连，百货商

店和美术馆也毗邻。2015年琴电瓦町站大

厦-「瓦町FLAG」也盛装启幕，可一整天

漫步游逛。

　汇集潮流先锋店和人气品牌店的「高松丸

龟町壹番街（Takamatsu
marukamemachi ichibangai）」已成为商

店街的象征。中央广场屋顶被日本第一规

模，高度32米的水晶圆顶所覆盖。这里常

常举办集市、音乐表演等各种活动。

高松市番町2-2-2

087-825-3508

（高松中央商店街振兴组合联合会）

 设施信息

根据各店铺有所不同

有市营・町营停车场（收费）※各店铺

购物时，会给予合作停车场的停车券。

各处均有投币式停车场

高松中央IC

进入商店街免费

多语言环境：丸龟町商店街地图（英

语・韩语・汉语※简体）其他

Free Wifi：有（2016年3月下旬开始服

务）

JR高松站

JR高松站徒步大约15分钟（JR高松站至

中心部有「Machinaka RU-PU巴士）

商店街、店舗、停车场等各处均有

琴电片原町站

琴电瓦町站

琴电高松筑港站乘坐琴平线・长尾线5分
钟。琴电瓦町町站出站即是

琴电高松筑港站乘坐琴平线・长尾线2分
钟。琴电片原町站出站即是

（公社）香川県観光協会



　

TAK-spot007

近隣施設

纬度34.273723 经度 134.046520

高松中央IC车程大约15分钟

高松机场

备考

8：00～18：00（堂内参观参拜  9：
00～16：00）

高松中央IC

BUSSHOUZAN（HOUNENJI）【Takamatsu】

 交通指南・主要交通

琴电佛生山站

能够上网的智能手机中输入经纬度，可用地图功能查找

 介绍

琴电高松筑港站乘坐琴平线17分
钟。琴电佛生山站徒步大约15分钟

 地图信息

仏生山（法然寺）

历史悠久的街道中融合了现代风情的地区

仏生山（法然寺）

　高松市仏生山町作为「法然寺

（Hounenji）」的门前町，曾经繁荣且历

史悠久的街道。法然寺可看到寝釈迦

（Nesyaga※横卧的释迦佛像）及2011年
完成不久的五重塔等。

　琴电佛生山站附近有江户时代历代藩主

（※领地的统治者）为通往法然寺列队专用

的叫做「御成街道（Onarikaidou）」的道

路。（※御成＝高贵之人外出・到达的意

思）。由于有这段历史，每年召开的秋祭节

时，都有装扮成大名的人员行走于御成街道

进行大名列队。

　街道处处是自古以来，世代传承下来的商

店。还有古建筑改装而成的咖啡店和西式糕

点店等，融合了日本的传统与现代的设计。

高松机场车程大约20分钟

多语言环境：无

高松市仏生山町甲3215

087-889-0406（法然寺）

 设施信息

无休

寺院内免费（三佛堂参观参拜350日
元）

有（少数）

Free Wifi：无

Café- asile　KAG-cafe001／Humpty Dumpty　高松伏石店　KAG-misc001／中

国料理　華宮　KAG-kank002

50台
※大型巴士可（2台）

推荐时节

室内外

大约30～60分钟

全年

室外（部分　室内）

所需时间

（公社）香川県観光協会



                                                                                                                               

　

マーレリッコ　TOU-spot004／大窪寺　TOU-spot002／かき焼　わたなべ
KAG-saka001

36台
※有大型巴士停车位

推荐时节

室内外

60～120分钟

全年

室内

所需时间

　曾以酿造酱油和酒而繁荣的商家旧址改造

的，以旅游介绍为中心的综合设施。

  有放置着手水钵（Chozubachi※储存洗

手水的石钵）和石灯笼（※点灯台）的庭

园，有隔着观雪障子（Yukimisyouzi）眺

望庭园的茶室，以及气派的和室等传统的建

筑，都被原样保留。

  设施内有以鲜鱼料理闻名的餐厅、销售传

统和服及饰带的杂饰品店，以及销售罕见的

独角仙的昆虫专门店等风格独特的店铺林

立。

　还可亲身体验香川县的传统糖果「和三

盆」的出模，皮制钥匙扣和饰品花的制作

等。更有手套生产量日本第一而引以为豪的

东赞岐市，才可体验到的手套制作。

高松机场车程大约70分钟

多语言环境：宣传册(英语、汉语（简

体・繁体）、韩语）、导览板（英

语）

区域内有

Free Wifi：有

東かがわ市引田2163
0879-23-8550
http://www.idutsuyashiki.com/

免费（部分　收费）

引田IC

JR高松站乘坐高德线特急大约40分
钟，再从JR引田站徒步大约10分
钟。

周三（店铺各有不同）

TOU-spot001

近隣施設

纬度34.227853 经度 134.403433

引田IC车程大约5分钟

高松机场

备考

地图信息

赞州井筒屋敷

设施信息

SANSHUU　IZUTSU　YASHIKI　【Higashikagawa】

 交通指南・主要交通

JR引田站

可以上网的智能手机中输入经纬度，可用地图功能查找

介绍

10：00～16：00
（店铺各有不同）

可以体验手工制作和三盆及手套的旅游咨询处

讃州井筒屋敷

（公社）香川県観光協会



　

大串自然公園　TOU-spot003／かき焼　わたなべ　KAG-
saka001／郷屋敷　KAG-kais001

100台

※有大型巴士停车位

推荐时节

室内外

30～60分钟

全年

室外（部分　室内）

所需时间

　四国灵场圣地八十八番所（※通过巡拜

去除厄运，实现愿望的88所寺院）的最后

第88所寺院。为结束漫长的巡拜之路有众

多的遍路者（遍路者※巡拜之人）到访。

寺院内有很多巡拜88所寺院后用过的竹笠

和手杖等。

　地下有88所寺院各自的缩小版本尊，还

可以「踏沙」，所谓踏沙是指踏着从各个

寺院收集而来的贵重沙石而参拜，据说和

巡拜八十八番所同样可以实现祈愿。

　寺院的入口处有家叫做「八十八庵（Ya

sobaan）」的乌冬店,可品味到当地产的

小麦和大窪寺的灵水制作的乌冬面及山菜

料理等。

高松机场车程大约50分钟

多语言环境：无

さぬき市多和兼割96
0879-56-2278
http://sanuki-kanko.jp/

设施信息

无休

免费

寺院内有（也有轮椅专用的）

Free Wifi：无

OOKUBOJI　【Sanuki】

 交通指南・主要交通

琴电长尾站

能够上网的智能手机中输入经纬度，可用地图功能查找

介绍

琴电高松筑港站乘坐长尾线大约 

40分钟，从长尾站大约30分钟车程

。

地图信息

大窪寺
四国灵场圣地八十八番所结愿寺

大窪寺

TOU-spot002

近隣施設

纬度34.191415 经度 134.206787

志度IC车程大约30分钟

高松机场

备考

寺院内自由

（纳经所7：00～17：00）

志度IC

（公社）香川県観光協会



　

郷屋敷　KAG-kais001／大窪寺　TOU-spot002／かき焼　わたなべ　KAG-
saka001

推荐时节

室内外

60～120分钟

全年

室外（部分　室内）

所需时间

　位于赞岐市的最北端、突深到濑户内海

半岛。总面积约100ha的园内，以草坪广

场为中心，集结有各种设施。有海，有山

，也有风，是能与美丽的大自然相接触的

度假休闲之地。

　位于园中的「赞岐葡萄酒厂」是香川县

・德岛县・爱媛县・高知县的4个县中唯

一的一个葡萄酒厂。酿造并销售香川县产

的传统葡萄酒--

「赞岐葡萄酒」，可自由参观游览。近邻

的「赞岐市物产中心」有试饮品尝并销售

其葡萄酒，二楼还设有能展望濑户内海的

咖啡厅。

　途中还有可收容5000人的野外音乐广场

「Teatoron」，是以古希腊神殿为创想特

征的舞台。位于半岛的最端部，是眺望景

色的绝佳之地。

200台

※大型巴士可以

园内自由／赞岐葡萄酒厂・物产中心

9：00～17：00

JR高松站乘坐高德线大约30分钟。

JR志度站车程大约15分钟

大串自然公園

多语言环境：无

さぬき市小田、鴨庄
087-894-
1114（さぬき市商工観光課）
http://www.city.sanuki.kagawa.jp
/

设施信息

能够上网的智能手机中输入经纬度，可用地图功能查找

高松机场车程大约50分钟

设施内有

Free Wifi：无

TOU-spot003

近隣施設

纬度34.363185 经度 134.211436

志度IC车程大约15分钟

高松机场

备考

免费

无休／赞岐葡萄酒厂・物产中心周二

（逢节日营业）、年末年初

志度IC

OOGUSHI　SHIZEN　KOUEN　【Sanuki】

 交通指南・主要交通

JR志度站

介绍 地图信息

大串自然公园
最佳绝景中品尝赞岐葡萄酒

（公社）香川県観光協会



！

能够上网的智能手机中输入经纬度，可用地图功能查找

100日元

※团体15人以上50日元、鰤鱼鱼食200
日元、钓鱼500日元（含租鱼竿・1条
鲷鱼）

推荐时节

室内外

30～120分钟

5月～12月

室内（部分　室外）

所需时间

マーレリッコ

馆内有

Free Wifi:无

東かがわ市引田4373

0879-33-2929

http://saltlake-hiketa.co.jp/

设施信息

周二、12月29日～1月3日

多语言环境：无

有

TOU-spot004

近隣施設

纬度34.239164 经度 134.396105

引田站IC车程大约5分钟

高松机场

备考

亲身感受海和鱼，观看・触摸・学习的一个设施

　设置在幼鰤鱼养殖的渔业发祥地--安户池

（Adoike）的体验学习设施。

　体验给鰤鱼喂鱼饵，可以看到大群鰤鱼奋

力追吃鱼饵的震撼场面。还有鲷鱼的钓鱼体

验，工作人员会安置好鱼竿，让初次钓鱼的

朋友也能体验到其中的乐趣。

　另外还有钓鱼游戏和迷你潜水艇模型

「Marre ricco号」都深受儿童们的喜爱。

设施的二楼，有介绍养殖鰤鱼的照片和文字

说明的展示板。

　放流鱼海钓体验的「Fish Hook」也很受

欢迎。特别推荐有丰盛新鲜「刺身定食」的

餐厅以及礼品店兼备的休憩场所「Waー
San」。

9：00～17：00
（入馆截止至16：00）

讃州井筒屋敷　TOU-spot001／大窪寺　TOU-spot002

かき焼　わたなべ　KAG-saka001

引田IC

MAARERIKKO　【Higashikagawa】

 交通指南・主要交通

JR引田站

介绍 地图信息

マーレリッコ（Marre ricco）

JR高松站乘坐高德线特急大约40分
钟。JR引田站车程大约5分钟。

高松机场车程大约70分钟

（公社）香川県観光協会



KAG-area006

SYOUDOSHIMA ONSENKYOU【Kagawa】No,1 エリアシート　小豆島温泉郷

小豆岛温泉乡区域篇

濑户内海尽收眼底，引以为豪的温泉乡

1 小豆岛国际酒店

设置在波浪起伏的海岸边的露天温泉池「橄榄汤」很

受欢迎。本馆的最顶层还有客房内附带露天温泉的豪

华客房「Executive Room」。

小豆郡土庄町甲24-67
TEL.0879-62-2111
入住时间　15：00

退房时间　10：00

　小豆岛位于濑户内海，四面360度环海，全年气候温暖，是度假避暑的圣地。「二十四只眼睛电影村」「

寒霞溪」「橄榄公园」等充满魅力的旅游景点很多，住上一晚的环岛游方式最为普及。住宿最受欢迎的则是

温泉酒店或旅馆。温泉比较典型的是「露天温泉」（一般设置在室外，没有屋顶和墙壁）以及设置在室内大

多数人可同时使用的宽阔的「大浴场」，大部分的设施里都备有洗护发、香皂、电吹风、梳子等，入浴温泉

的客人可免费使用。住宿旅客以外，部分设施也接受外来单纯入浴的客人。

最顶层12楼「眺望温泉」的正面和顶部镶有大型玻璃

，观景视野极佳。仰面晴空万里，夜晚星光灿烂，月

下畅然入浴。

小豆郡小豆島町古江乙16-3
TEL.0879-82-5000

入住时间　15：00
退房时间　10：00

2 Resort Hotel Olivean小豆岛

「夕阳最美的酒店」全国排行第三，从露天温泉看日

落的美景，让人感动至极。柔滑的温泉水有高效美容

之功效。

小豆郡土庄町屋形崎甲63-1
TEL.0879-65-2311
入住时间　14：30
退房时间　11：00

3 Bay Resoft Hotel 小豆岛

（公社）香川県観光協会



寒霞渓　SYO-spot001／なかぶ庵　KAG-some002／小豆島オリーブ公園　SYO-spot002関連情報

KAG-area006

SYOUDOSHIMA ONSENKYOU【Kagawa】No,2 エリアシート　小豆島温泉郷

小豆岛温泉乡区域篇

濑户内海尽收眼底，引以为豪的温泉乡

4 临天望海酒店 海庐

处于岛屿的高台位置，露天温泉、大浴场都可以眺望

到无边海景。矿物质丰富的温泉水有极佳的美容效果

。

香川県小豆郡土庄町甲1135
TEL.0879-62-1430
入住时间　15：00

退房时间　10：00

（公社）香川県観光協会



　

室外（部分　室内）

所需时间

寒霞溪缆车　 

成人往返1350日元、儿童往返680日元

。网站上有优惠券

有机场巴士

高松机场至JR高松站大约45分钟车

程。高松港徒步大约5分钟。

高松港乘坐高速艇大约35分钟航程

。（轮渡大约60分钟航程）。土庄

港车程大约30分钟

道の駅　小豆島オリーブ公園　SYO-spot002／リストランテ　フリュウ　KAG-
ital002／ヤマロク醤油　SYO-spot007

高松机场

土庄港

小豆郡小豆島町神懸通乙168

0879-82-2171（寒霞溪缆车）
http://www.kankakei.co.jp/

设施信息

　位于小豆岛的中部地域，日本代表性的

溪谷。「寒霞溪」由火山活动创成，经过

长年日积月累的地壳变迁和风雨侵蚀而形

成的大自然的动感景观。

　春季翠绿、夏季深绿、秋季红叶、冬季

雪景处处都是看点。可以看到一年四季美

丽的日本风景，特别是红叶将整个溪谷染

红的时节，禁不住让众多的旅游客人蜂拥

而至，叹为观止。

　餐厅和卖店俱全的展望台，是拍摄外景

的绝佳之地。还有寒霞溪限定销售的橄榄

牛肉饼堡和橄榄冰淇淋。

　想将溪谷一揽眼底的话，推荐乘坐「寒

霞溪缆车」。悬崖峭壁中穿行，充分玩味

惊险与感动。

大约40～120分钟

全年（特别推荐秋季）

能够上网的智能手机中输入经纬度，可用地图功能查找

高松港乘高速艇大约35分钟航程（

渡轮大约60分钟航程）。土庄港车程

大约30分钟。

介绍 地图信息

寒霞溪
200万年前天地所创之绝景

SYO-spot001

近隣施設

纬度34.515588 经度 134.300656

多语言环境／宣传册（中文繁体、韩语

）

无休

200台　※大型巴士可以

推荐时节

溪谷自由、寒霞溪缆车8：30～17：

00（随季节变化）

缆车山顶站、红云（Koun）站有停车

场（山顶站轮椅可）

Wifi／仅限红云（Koun）站

室内外

备考

KANKAKEI　【Shodoshima】

 交通指南・主要交通

寒霞渓

（公社）香川県観光協会



备考

无休（温泉周三休）

200台　※大型巴士可

推荐时节

多语言环境：宣传册(英语、汉语（繁

体）、韩语※可以从网站下载）

SYO-spot002

近隣施設

纬度 34.472875 经度 134.273684

介绍 地图信息

道之驿　小豆岛橄榄公园
充满了地中海气氛，是日本橄榄的发祥地

60～120分钟

10月中旬～11月

道の駅　小豆島オリーブ公園

小豆郡小豆島町西村甲1941-1
0879-82-2200　　
http://www.olive-pk.jp/

设施信息

室外（部分　室内）

所需时间

免费

公园内及设施内有（轮椅可以）

Free Wifi：有

园内自由／橄榄纪念馆8：30～17：

00、温泉12：00～21：00

室内外寒霞渓　SYO-spot001／つくだに屋さん　2号店　KAG-
take001／ハーブカフェ　オリヴァス　KAG-cafe005

MICHINOEKI　SHODOSHIMA　ORIBU　KOUEN　【Shodoshima】

 交通指南・主要交通

草壁港

能够上网的智能手机中输入经纬度，可用地图功能查找

高松港开往草壁港的轮渡大约需要

60分钟。草壁港车程大约4分钟（

开往土庄方向的公交巴士大约4分

钟、从橄榄公园口徒步大约5分钟

）

　精心修整的小高丘可俯瞰濑户内海，是

充满希腊风格的公园。

　广阔的公园内栽培有大约2000多棵橄榄

树和130多种以上的香草。「Herb 

Craft馆」可体验香袋和室内香花等的制

作。另外「香草店Koriko」也有很多香草

相关的产品出售。

　「橄榄纪念馆」则除了有可享用橄榄料

理的餐厅外，还有各种香草开发的产品，

也是馈赠佳品。

　小豆岛与姊妹友好岛--

希腊米洛斯岛的友好鉴证「希腊风车」，

古代希腊风格的美丽建筑「交流广场」，

天然温泉「阳光・橄榄温泉」等也都是值

得观赏游玩之处。

高松机场

有机场巴士

高松机场至JR高松站车程大约45分

钟。高松港徒步大约5分钟、高松

港开往草壁港的轮渡大约60分钟航

程。草壁港车程大约4分钟（开往

土庄方向的公交巴士大约4分钟、

从橄榄公园口徒步大约5分钟）

（公社）香川県観光協会



　

有机场巴士

高松机场至JR高松站大约45分钟车

程。至高松港徒步大约5分钟、高

松港乘坐高速艇大约35分钟航程（

轮渡大约60分钟航程）。土庄港车

程大约5分钟（小豆岛橄榄巴士大

约10分钟车程）

エンジェルロード

　由潮起潮落而时隐时现的沙路。通过小

豆岛旁边的「弁天岛(Bentenzima）」可

联结四个岛屿。

　一天之中能够漫步走过「天使之路」，

只有上午和下午的两次退潮时分。和生命

中最重要的人携手踱步而过，据说会有天

使降临，来协助实现我们的愿望。是全国

精选认定的求婚最佳浪漫宝地「恋人的圣

地」之一。

　天使之路旁边的卖店里，可以买到书写

愿望的绘马（Ema※神社和寺院敬献奉纳

的木板）、还有橄榄、素面等小豆岛深受

欢迎的土特产品。

大约30分钟

全年

所需时间

高松机场

免费

推荐时节

自由（最大的退潮时刻请参阅网站）

有

※大型巴士4台可

停车场内的卖店内有

SYO-spot003

Free Wifi：有

小豆郡土庄町銀波浦
0879-62-7004（土庄町商工観光課）
http://www.town.tonosho.kagawa.j
p/kanko/

设施信息

ENJERU　ROUDO　【Shodoshima】

 交通指南・主要交通

土庄港

能够上网的智能手机中输入经纬度，可用地图功能查找

高松港乘坐高速艇大约35分钟航程

（轮渡大约60分钟航程）。土庄港

车程大约5分钟（小豆岛橄榄巴士

大约10分钟车程）

介绍 地图信息

天使之路
海中呈现出的神秘沙路

近隣施設

纬度34.478495 经度134.189159

无休

室内外

备考

室外café de MeiPAM　KAG-cafe004／おおみねのうどん屋さん　KAG-
udon005／東洋オリーブ　KAG-food003

多语言环境：综合宣传册（英语、汉

语、韩语）、导览板（英语）

（公社）香川県観光協会



　

NAKAYAMA　SENMAIDA　【Shodoshima】

 交通指南・主要交通

池田港・土庄港

能够上网的智能手机中输入经纬度，可用地图功能查找

介绍 地图信息

纬度 34.505817 经度 134.242069

室内外

备考

高松港开往池田港的轮渡大约60分钟。

池田港车程大约15分钟。

高松港乘坐高速艇大约35分钟到达土庄

港（轮渡大约60分钟）。土庄港车程大

约20分钟（小豆岛巴士大约20分钟、春

日神社下车即是）

有机场巴士

高松机场至JR高松站大约45分钟。至高

松港徒步大约5分钟。

高松港开往池田港的轮渡大约60分钟。

池田港车程大约15分钟。

高松港乘坐高速艇大约35分钟到达土庄

港（轮渡大约60分钟）。土庄港车程大

约20分钟（小豆岛巴士大约20分钟、春

日神社下车即是）

近隣施設

　位于小豆岛中心部山间广大范围的传统

田园风景。「梯田（Tanada）」是指利

用斜坡地而耕种的田地，这些梯田汇集称

为「千枚田（Senmaida）」。日本山间

有很多这种梯田。

　万物自然中大小约800块梯田顺着斜坡

高低错落有致很壮观。泡田插秧时节，满

眼绿意盎然的割稻时节等，一年四季会呈

现不同的美景。

　这里还是日本奥斯卡金像奖的获奖电影

「第八日（Yokame）的蝉（Semi）」的

外景拍摄地。并由电影引发复活了大约30

0年前叫做「送虫（Mushiokuri）」的传

统活动。每年夏至时节，人们举着火棒行

走于梯田，驱除水稻害虫，以祈愿丰收。

東洋オリーブ　KAG-food003／寒霞渓　SYO-spot001／道の駅　小豆島オリーブ公園　SYO-spot002

多语言环境／宣传册（小豆岛观光协

会发行的「中山散步地图」有英语版

・汉语版）、小豆岛观光协会网站（

英语）

室外

无休

有

推荐时节

有（附近的「中山春日神社」内）

Free Wifi：无

高松机场

所需时间

SYO-spot004

小豆郡小豆島町中山
0879-82-1775（小豆島観光協会）
http://shodoshima.or.jp/

设施信息

15～30分钟

4月下旬～9月下旬

自由

免费

中山千枚田
大小约800块梯田交织而成的美丽风景线

中山千枚田

（公社）香川県観光協会



マルキン醤油記念館　SYO-spot006／なかぶ庵　KAG-some002
小豆島つくだ煮の駅　瀬戸よ志　KAG-food002

9：00～17：00（11月8：30～17：

00）

高松机场

无休

成人（中学生以上）750日元、儿童（

小学生）350日元

※「岬角分校」另收费，团体20人以上有

优惠・网站有折扣券可印刷使用

有　※大型巴士可

备考

 交通指南・主要交通

坂手港・草壁港

室内（部分　室外）

所需时间

设施内有（有轮椅专用）

Free Wifi：有

多语言环境：园内地图（英语・汉语

）、网站（部分英语）

室内外

小豆郡小豆島町田浦甲931
0879-82-2455
http://www.24hitomi.or.jp/

设施信息

NIJUUSHI　NO　HITOMI　EIGAMURA　【Shodoshima】

　1987年公映的日本电影「二十四只眼睛

（Nizyusinohitomi）」的外景拍摄地。

　「二十四只眼睛」是以第二次世界大战

为时代背景，描述一位女老师与12名学生

间的师生之爱及战争之悲惨的名作。其外

景拍摄搭建的设施，经过改造，再现了舞

台时代的村庄。

　电影村内将电影的世界观以现实体感的

怀乡景观来表现。首先有木造的学校「岬

角分校」，有介绍原作者的「壶井荣文学

馆」，还有随时上演「二十四只眼睛」电

影的「Gallery松竹座电影馆」，以及介绍

1950年为中心的著名日本电影「Kinema

庵」，其中挂满了女主角高峰秀子海报的

Book　Café等等，很多令人流连忘返的景

点。

　官方专营店「Chiririn屋」销售专卖产

品，并可品尝到日本独特口味的「酱油冰

淇淋」，深受游客的喜爱。

60～90分钟

全年

能够上网的智能手机中输入经纬度，可用地图功能查找

高松港至坂手港轮渡大约70分钟。

从坂手港车程大约13分钟。

高松港至草壁港轮渡大约60分钟。

从草壁港车程大约25分钟。

介绍

SYO-spot005

近隣施設

纬度34.445418 经度134.285184

推荐时节

有机场巴士

高松机场至JR高松站大约45分钟车

程。至高松港徒步大约5分钟。

高松港至坂手港轮渡大约70分钟。

从坂手港车程大约13分钟。

高松港至草壁港轮渡大约60分钟。

从草壁港车程大约25分钟。

地图信息

二十四只眼睛电影村
亲触日本电影界名作，纯朴愈心之村

二十四の瞳映画村

（公社）香川県観光協会



　

SYO-spot006

多语言环境：网站（英语※部分）

Free Wifi：无

成人210日元、儿童100日元

※15人以上的团体有折扣

院内有

小豆郡小豆島町苗羽甲1850

0879-82-0047

http://moritakk.com/know_enjoy/shoy

ukan/

9：00～16：00※7月20日～8月31日、

10月16日～11月30日期间至16：30

有　※大型巴士可

10月15日、年末年初・不定期休息

※1月4日～2月末平日预约限定开馆。

緯度34.486319 経度134.320891

MARUKIN SHOUYU KINENKAN【Shodoshima】

介绍 地图信息

能够上网的智能手机中输入经纬度，可用地图功能查找

マルキン醤油記念館（Marukin酱油纪念馆）

介绍传统酿造酱油（Shouyu）的秘密

マルキン醤油記念館

设施信息

近隣施設

高松港至坂手港乘坐渡轮大约70分钟

航程。坂手港车程大约3分钟。

高松港至草壁港渡轮大约60分钟航程

。草壁港车程大约10分钟

高松机场

有机场巴士

高松机场至JR高松站车程大约45分钟

。至高松港徒步大约5分钟。

高松港至坂手港乘坐渡轮大约70分钟

航程。坂手港车程大约3分钟。

高松港至草壁港渡轮大约60分钟航程

。草壁港车程大约10分钟

备考

30～90分钟

全年

二十四の瞳映画村　SYO-spot005／なかぶ庵　KAG-some002

小豆島つくだ煮の駅　瀬戸よ志　KAG-food002

　小豆岛特产・酱油工厂旁边的纪念馆。

纪念馆采用日本传统合掌造（Gasyoutuk

uri）的建筑，被列入日本国家有形文化遗

产。

馆内从酱油酿造的历史至古时的制造工序

等等都有介绍。穿过曾经使用过的巨型大

桶而制的「大桶(Ookoga)隧道」，方可

进入展示古代工具的大厅。展示有榨取酱

油的工具「棒挤式压榨机（Bojimesikias

akuki）」和麴室（Kojimuro）等可亲身

感受酱油相关的物品。

院内的物产馆还可品尝特产「酱油冰淇淋

」。酱油冰淇淋使用天然酿造仓的精制酱

油，口感为焦糖口味，是这里的专卖品。

推荐时节

室内外 室内（部分　室外）

 交通指南・主要交通

坂手港・草壁港

所需时间

（公社）香川県観光協会



　

YAMAROKU　SHOUYU　【Shodoshima】

介绍 地图信息

ヤマロク醤油（Yamaroku酱油）
参观传统方式酿造酱油，品味酱油甜点

ヤマロク醤油

9：00～17：00

全年

近隣施設

纬度 34.486319 经度 134.320891

能够上网的智能手机输入经纬度，可用地图功能查找

高松港至草壁港渡轮大约60分钟航

程。草壁港车程大约5分钟

有机场巴士

高松机场至JR高松站大约45分钟。

至高松港徒步大约5分钟，高松港

至草壁港渡轮大约60分钟航程。草

壁港车程大约5分钟

高松机场
Free Wifi：无

所需时间

推荐时节

室内外 室内（部分　室外）

 交通指南・主要交通

草壁港

15～30分钟

SYO-spot007

有

なかぶ庵　KAG-some002／小豆島つくだ煮の駅　瀬戸よ志　KAG-food002／リストランテ　フリュウ　KAG-ital002

免费

院内有

小豆郡小豆島町安田甲1607

0879-82-0666

http://yama-roku.net/

设施信息

　一直遵循古法酿制，使用杉木大桶（Ta

ru)来酿造酱油的工厂。

　实际酿造酱油的仓「Moromi仓」建于1

00多年前，是国家的有形文化遗产。裸露

的地面以及日本传统工法建造的土墙，可

感受其岁月之久。这里可以随时参观，了

解传统酿造酱油的工序以及其最美味的秘

诀。

　园内设有开放式咖啡「Yamaroku茶屋

」。除了特色酱油布丁和软饮类之外，还

有只限定夏季才能品尝到的浇酱油汁冰激

凌。

　另外因为酿造酱油使用天然菌，食用纳

豆后的游客不能立刻参观。

多语言环境：无

无休

（公社）香川県観光協会



　

　世界最大的道路铁路并用桥「濑户大
桥」的纪念博览会旧址，经过整修而建
的大型公园。从园内的「濑户大桥纪念
馆」可以看到宏伟的架桥工程全貌。
　广阔的园内有大型游乐设备，草坪广
场及桥形喷水池「水的回廊」等，还设
有球场和Target bird 

golf场地，备受运动爱好者的喜爱。

　园内特别引人注目的巨大石雕是世界
雕刻家・流政之（Nagare・Masayuki

）的作品-

「鬼屏风（Onibyoubu）」,幅宽50米的

瀑布帘中隧道「Kuguri瀑布」，实际上

可以从中穿过。
　附近还有「香川县立东山魁夷濑户内
美术馆」，以及从108米高处瞭望濑户内

海的「濑户大桥塔」等。

多语言环境:宣传册・网站（英语、

汉语（简体・繁体）※部分）

有机场巴士
高松机场至JR坂出站乘坐机场巴

士大约50分钟车程，JR坂出站乘

车或乘坐市营巴士大约20分钟

ヤマダ電機 テックランド 坂出店　KAG-elec002／和食ダイニングB-Dine　KAG-dini003／Grandpath　KAG-spor002

推荐时节

室内外

30～120分钟

全年

室外（濑户大桥纪念馆为室内）

所需时间

公园内及濑户大桥纪念馆内都有

Free Wifi：有

坂出市番の洲緑町6-13
0877-45-2344
http://www.setoohhashi.com/

 设施信息

周一（逢节日调整为周二）、12月29～31日

免费

大约450台
 

※17：30关闭（夏季为19：30）／大型

巴士可

坂出IC

SETOOOHASHI KINEN KOUEN 【Sakaide】

 交通指南・主要交通

JR坂出站

能够上网的智能手机可输入经纬度，可用地图功能查找

 介绍  地图信息

瀬戸大橋記念公園（濑户大桥纪念公园）

濑户大桥近在眼前，观景绝佳的公园

瀬戸大橋記念公園

CHU-spot001

近隣施設

纬度 34.352725 经度 133.826107

坂出IC车程大约20分钟

高松机场

备考

园内自由、濑户大桥纪念馆9：00～

17：00（入馆截止16：30）

JR高松站乘坐Marine 

Liner至JR坂出站大约15分钟。J

R坂出站乘车或乘坐市营巴士大约

20分钟

（公社）香川県観光協会



CHU-spot002

近隣施設

纬度 34.225290 经度 133.774029

善通寺IC车程大约10分钟

高松机场

备考

境内自由

（宝物馆8：00～16：30受理）

善通寺IC

SOUHONZAN ZENTSUJI 【Zentsuji】

 交通指南・主要交通

JR善通寺站

能够上网的智能手机中输入经纬度，可用地图功能查找

 介绍  地图信息

総本山　善通寺（总本山 善通寺）
日本的代表高僧「弘法大师空海」的诞生地

総本山善通寺

　与京都的东寺、和歌山的高野山相提并

论，佛教真言宗（Shingonsyu）的中心寺

院。建造于著名僧人「佛法大师空海」的

诞生之地。

　作为四国灵场圣地八十八番所（※通过

巡拜去除厄运，实现愿望的88所寺院）的

第75所寺院，有众多的遍路者（遍路※巡

拜寺院的意思）到访。

　大约45000㎡广阔的院内，分为东院和

西院。东院里高约43米的「五重塔」是代

表日本佛教建筑的美丽的木制建筑。

　西院里的「宝物馆」内，展示着国宝・

金铜锡杖头（Kondousyakuzyoutou※僧

人修行行走时所持有的道具）及其他贵重

的文化遗产大约2万多件。

多语言环境：宣传册（英语，汉语※

简体・繁体）

善通寺市善通寺町3-3-1
0877-62-0111
http://www.zentsuji.com/

 设施信息

无休

JR高松站至丸龟站乘坐予赞线快速大约30分钟

，换乘土赞线特急大约10分钟。JR善通寺站车

程大约3分钟

宝物馆成人（高中生以上）500日元

，儿童（小・中学生）300日元

※团体20人以上2折优惠

高松机场车程大约50分钟

推荐时节

有收费停车场

※大型巴士可

寺院内有（轮椅用有）

Free Wifi：无

長田in香の香　KAG-udon003／偕行社かふぇ　KAG-cafe003
精進フレンチ  ル  ペイザン　KAG-ital001

室内外

30～60分钟

全年

室外（部分　室内）

所需时间

（公社）香川県観光協会



　

CHU-spot003

近隣施設

纬度 34.212710 经度 133.879356

坂出IC、善通寺IC车程大约25分钟

高松机场

根据季节变更

坂出IC・善通寺IC

NYU REOMA WARUDO 【Marugame】

 交通指南・主要交通

JR坂出站・琴电冈田站

能够上网的智能手机中输入经纬度，可用地图功能查找

 介绍

JR高松站乘坐予赞线大约15分钟。

JR坂出站乘坐出租车大约30分钟

琴电高松筑港站乘坐琴平线大约50

分钟。琴电冈田站乘坐出租车大约

5分钟

 地图信息

ニューレオマワールド（NEW REOMA WORLD）

游乐休闲度假，从儿童到成人皆大欢喜

ニューレオマワールド

　西日本最大的主题公园。直径50米的大摩

天轮，距地面59米的空中旋转惊险游乐设施

，贴近水面运行的过山车等共有23种娱乐设

施供您游玩。

　代表吉祥物和演职人员的大型巡游，华美

的表演都深受游客们的喜爱。

　主题公园内鲜花四季变换开放，春季和秋

季还会举办汇聚世界各地大约140多个品种

的「世界蔷薇花展」。

　夜幕降临时，150万颗彩灯365日天天点亮

，3D立体光雕投影以及光彩巡游不容错过，

从游乐设施上观望这流光溢彩的世界更是无

与伦比。

　夏季流水泳池，儿童泳池，波浪泳池等室

外泳池整体对外开放！提供天然温泉和室内

泳池（限定周五六日节假日营业）服务的主

题酒店「酒店Reoma no 

mori」也近在眼前，可以暂住体验漫生活。

高松机场车程大约30分钟

园内各处

丸亀市綾歌町栗熊西40-1
0877-86-1071
http://www.newreomaworld.com/

 设施信息

无休

入园费成人（中学生以上）1600日元，

儿童（3岁～小学生）1100日元，2岁以

下免费　※通用券（入园＋游乐设施）

成人3900日元，儿童3400日元等

免费4100台、收费350台

（1日1000日元）

推荐时节

Free Wifi：酒店Reoma no 

mori的4F・5F有

多语言环境／游览指南（汉语　酒店

Reoma no mori馆内）

备考

道の駅　滝宮　KAG-take002／小縣家　KAG-udon004 室内外

全天

全年

室内・室外

所需时间

（公社）香川県観光協会



　

JR琴平站・琴电冈田站

JR高松站乘坐予赞线64分钟。JR

琴平站车程大约15分钟／琴电高松

筑港站乘坐琴平线大约50分钟。琴

电冈田站车程大约15分钟

小縣家　KAG-udon004／金刀比羅宮　KOT-
spot001／さぬき名物骨付鳥　田中屋　KAG-hone002

周二（逢节日调整为周三）
12月29日～31日、1月的第4个周三～周五的3

天

※3月20日～5月31日、7月20日～8月31日、9

月11日～10月31日无休

多语言环境：宣传册（英语、汉语、

韩语※部分）

园内各处

Free Wifi：无
善通寺IC车程大约25分钟

有机场巴士

高松机场至JR琴平站大约40分钟，

JR琴平站车程大约15分钟

能够上网的智能手机中输入经纬度，可用地图功能查找

CHU-spot004

近隣施設

纬度 34.166958 经度 133.882460

高松机场

备考

9：30～17：00

（根据季节调整）

KOKUEI SANUKI MANNOU KOUEN 【Mannou】

 交通指南・主要交通

 介绍  地图信息

国営讃岐まんのう公園（国营赞岐满浓公园）

四季季节鲜花满园的休闲之地

　临近日本最大的储水池（农业用水储水

用的池塘）「满浓池」的国营公园。

　满浓池所流传的龙神传说的主角-

龙是这里的吉祥物。园内有巨大的人工瀑

布，栽培着竹笋和香菇的森林，季节鲜花

盛开的山丘，自行车运动的路线，体验中

心教室，自然生态园以及户外露营地等活

用自然生态的各种娱乐方式。

　水仙和郁金香竞相怒放的春季「春烂漫

花展」，彩灯艺术醉美的「冬季幻想曲」

等季节活动随时举办。

　作为文化・体育・休闲的一大基地可以

在这里愉快地度过一天。

国営讃岐まんのう公園

仲多度郡まんのう町吉野4243-12
0877-79-1700
http://www.mannoukouen.go.jp/

 设施信息

成人（15岁以上）410日元，儿童（小

・中学生）80日元，65岁以上210日元 

※团体20人以上有优惠

有收费停车场（轿车310日元，大型

车1030日元）※大型巴士可

善通寺IC

推荐时节

室内外

120分钟～全天

全年

室外

所需时间

（公社）香川県観光協会



CHU-spot005

近隣施設

纬度 34.291268 经度133.792020

善通寺IC车程大约15分钟

高松机场

备考

10:00～18:00（入馆截止17:30）

JR高松站乘坐予赞线快速大约30分

钟。JR丸龟站南口徒步1分钟

善通寺IC

MARUGAMESHI INOKUMA GENICHIROU GENDAI BIJUTSUKAN【Marugame】

 交通指南・主要交通

JR丸龟站

能够上网的智能手机中输入经纬度，可用地图功能查找

 介绍  地图信息

丸龟市猪熊弦一郎现代美术馆
日本代表画家的美术馆　　　　　　　　　　Photo:Tadasu Yamamoto

丸亀市猪熊弦一郎現代美術館

馆内有

Free Wifi：无

丸亀市浜町80-1
TEL 0877-24-7755
http://mimoca.org

 设施信息

12月25日～12月31日
（※展览替换期间有临时休馆）

常设展一般300日元，大学生200日

元、高中生以下免费

无
 

※附近有JR丸龟站前地下停车场・观览时

在前台可办理2小时免费停车。大型巴士，

面包车请向美术馆咨询（TEL:0877-24-

7755）

丸亀城　CHU-spot007／ドン・キホーテ  丸亀店　KAG-depa004
オークラホテル丸亀　KAG-viki003

推荐时节

室内外

30～120分钟

全年

室内

所需时间

　美术馆收藏有香川县出身的国际画家-

猪熊弦一郎（1902-

1993）先生大约2万多件作品。

　建筑物由2004年设计纽约近代美术馆的

建筑家-

谷口吉生先生所设计，被称为「建造世界

最美美术馆」。面对站前广场的建筑物面

，有作家亲自制作的大型壁画和装饰。

　猪熊弦一郎先生毕业于丸龟市的丸龟高

中。曾在法国跟从亨利·马蒂斯先生学习

，归国后设计了代表日本高级百货店「三

越」的包装纸等等。之后长达20多年一直

活跃于纽约。

　馆内商店销售专营商品和样本，咖啡餐

厅MIMOCA也深受欢迎。

有机场巴士

开往丸龟方面的机场巴士至丸龟站

前大约75分钟。南口徒步1分钟
多语言环境：宣传册(英语、韩语）

、网站（英语）

（公社）香川県観光協会



　

丸亀市中津町24-1
0877-23-6326
http://www.bansyouen.com/

丸亀市猪熊弦一郎現代美術館　CHU-spot005／懐風亭　KAG-
kais002／海鮮うまいもんや浜海道　多度津本店　KAG-izak002

CHU-spot006

近隣施設

纬度 34.285803 经度 133.769232

坂出IC车程大约20分钟

高松机场

备考

JR高松站乘坐予赞线快速大约30分

钟。JR丸龟站车程大约10分钟

NAKATSU BANSHOUEN 【Marugame】

 交通指南・主要交通

JR丸龟站

能够上网的智能手机中输入经纬度，可用地图功能查找

 介绍  地图信息

中津万象园
感受江户时代荣华的美丽庭园

中津万象園

 设施信息

多语言环境：园内游览指南（英语）

周三

100台　※大型巴士可

推荐时节

成人700日元，高中・大学生500日元，

小・中学生300日元

9：30～17：00

（入园截止至16：30）

　建于1688年的大名庭园。所谓大名庭园

是指江户时代著名武士们为显示自己的力

量而建造的庭园，华美的景观是其魅力。

　广阔的园内仿照日本最大的湖-

琵琶湖（Biwako）建造了池塘和8个小岛

。各岛以桥相连，可信步漫游观赏风景。

从已是公园象征的红桥-

「邀月桥（Yogetubasi）」眺望绝景极佳

，深受游客的好评。

　同设的「丸龟美术馆」内，有聚集法国

・巴比松派画家作品的「绘画馆」，纪元

前波斯陶器的「陶器馆」及「活动馆」。

　另外庭园附近有日本料理店「怀风亭（

Kaifutei）」,傍晚时分华灯初上，边眺望

美丽的庭园边用餐也是一种奢侈享受。

室内外

30～90分钟

全年

室外（部分　室内）

所需时间

坂出IC

有机场巴士

高松机场至JR丸龟站大约70分钟

JR丸龟站车程大约10分钟

园内有

Free Wifi：无

（公社）香川県観光協会



　

MARUGAME JOU 【Marugame】

 交通指南・主要交通

JR丸龟站

能够上网的智能手机中输入经纬度，可用地图功能查找

 介绍

以白壁天守和日本第一的石墙引以为豪的名城

 丸亀城（丸龟城）

CHU-spot007

近隣施設

纬度 34.286571 经度 133.800022

善通寺IC车程大约10分钟

备考

天守9：00～16：30（入馆截止为16

：00）

推荐时节

丸亀城

JR高松站乘坐予赞线快速大约30分

钟。JR丸龟站徒步大约15分钟

多语言环境：宣传册（英语）、丸龟

市旅游地图（英语、汉语（简・繁）

、韩语）

城内有（轮椅可）

Free Wifi：无

 设施信息

无休

成人200日元，儿童（小・中学生）1

00日元

※仅限天守／团体20人以上2折优惠

50台

※开城7：00～17：00（4月～9月は

6：00～19：00）／大型巴士于丸龟

城北崛处有5台车位

善通寺IC

有机场巴士

高松机场至JR丸龟站大约75分钟。

JR丸龟站徒步大约15分钟

丸亀市猪熊弦一郎現代美術館　CHU-spot005／ドン・キホーテ  
丸亀店　KAG-depa004／うちわ工房　竹　KAG-dent003

丸亀市一番丁
0877-22-0331（丸亀市観光協会）
http://www.city.marugame.kagawa.lg.jp

高松机场

　丸龟城建于大约400年前，是全国罕见

的木制天守(Tansyu※瞭望等使用，是城

内最高的建筑物），被指定为重要文化遗

产。通往天守方向堆积的大约60米的石墙

，总高度为日本第一，完美的曲线是其特

征。

　被建筑・土木・考古・历史等各领域的

专家选为「日本的百名城」之一，在世界

上也是引以自豪的文化遗产。

　进入天守另行收费，可自由出入的城墙

内徒步运动和散步的人们很多，自然而然

的成为一个交流沟通的场所。

　春天大约有1200棵樱花竞相盛开，每年

5月3日・4日召开的「丸龟城节」有各种

活动和热闹的特色小吃店。

室内外

30～60分钟

全年

室外（部分　室内）

所需时间

 地图信息

（公社）香川県観光協会



　

室内外

30～90分钟

全年

室外（部分　室内）

所需时间

 地图信息

JR高松站乘坐予赞线快速大约25

分钟。JR宇多津站南口徒步5分钟

推荐时节

250台

※22：00～7：00关闭（西停车场每

天，东停车场周五～周日・节假日・

休息日的前一天）／大型巴士可

坂出IC

高松机场车程大约60分钟

多语言环境：宣传册(英语、汉语、

韩语）

公园及设施内有（轮椅可）

Free Wifi：有

 设施信息

无休，UTAZU海萤周一休（逢节假

日调整为周二）

免费（部分收费）

Grandpath　KAG-spor002／和食ダイニングB-Dine　KAG-
dini003／インド料理　KHANA PEENA　KAG-yous005

CHU-spot008

近隣施設

纬度 34.313358 经度 133.807843

坂出IC车程大约10分钟

高松机场

备考

うたづ臨海公園（UTAZU临海公园） 綾歌郡宇多津町浜一番丁4
0877-49-0860
http://www.uplaza-utazu.jp/

UTAZU RINKAI KOUEN 【Utazu】

 交通指南・主要交通

JR宇多津站

能够上网的智能手机中输入经纬度，可用地图功能查找

 介绍

园内自由，UTAZU海萤9：00～21

：00

游乐设施与咖啡并设的海边公园

うたづ臨海公園

　傍依濑户内海地区而整备的海边公园。

　园内有多彩独特的大型游乐设施及儿童

可惬意奔跑的草坪广场・咖啡餐厅・FM

外设直播电台・多种使用目的大厅等设施

齐全的「Utazu海萤」。

　沿着海边的小路漫步，可观望到跃动的

濑户大桥、濑户内海上遍布的小岛及航行

的船只，视野极其开阔的美景。夕阳西下

时分，海面更是被染成一片美丽的金黄色

，美不胜收。

　还被从全国各地的旅游景点中选为最适

合求婚的浪漫之地-

「恋人的圣地」。同时也是最人气的情侣

约会路线。

（公社）香川県観光協会



位于参拜道的第二十二段，酒店内的男性露天温泉池

内可以看到金刀比罗宫的大门，而女性的露天温泉「

华温泉」内则有蔷薇花的花瓣漂浮。

仲多度郡琴平町977-1
TEL.0877-75-3218

入住　15：00

退房　10：00

2 湯元こんぴら温泉華の湯紅梅亭（汤元Konpira温泉 华之汤红梅亭）

日本扁柏木的露天温泉和室内浴池外，还有放置蔷薇

的「鲜花露天温泉」及泡泡浴「泡泡汤」等，温泉浴

池的种类繁多极具魅力。

仲多度郡琴平町556-1
TEL.0877-75-1111

入住　15：00

退房　10：00

3 琴平グランドホテル桜の抄（琴平Grand Hotel 樱之抄）

　Konpira温泉乡，位于以拜祭海神大物主大神,爱称「Konpirasan」的神社「金刀比罗宫」（Kotohirag

u）的门前街道而繁荣的琴平町。由提供温泉的酒店和旅馆构成，从面向家庭的大型酒店至高级旅馆各种

各样。几乎所有的设施内都有露天温泉，还有更加注重隐私的包租式温泉设施可选。街道以金刀比罗宫为

中心，土特产礼品店，餐饮店，还有穿着衣服单独泡脚的「足汤」设施等等，都集中在徒步圈范围内，可

充分感受美好的传统式日本风情。

1 こんぴら温泉　琴参閣（Konpira温泉琴参阁）

设有男女6种浴池，以及四国最大的大浴场，还有设在

传统日式庭园中的露天温泉「Kabuki汤」及展望露天

温泉池。

仲多度郡琴平町685-11
TEL.0877-75-1000

入住　15：00

退房　10：00

KAG-area005

KONPIRA ONSENKYOU【Kagawa】No,1 エリアシート　こんぴら温泉郷

こんぴら温泉郷（Konpira温泉乡） 琴平町观光协会
http://www.kotohirakankou.jp/navi/entry-
37.html

区域篇

门前町颇有来历的温泉乡

（公社）香川県観光協会



」

4 琴平花壇（琴平花坛）

是融合传统数寄屋建筑与近代建筑的“庭园住宿”。

男女露天温泉池都是采用以竹林环绕的罕见样式。
仲多度郡琴平町1241-5
TEL.0877-75-3232

入住　15：00

退房　10：00

関連情報 金刀比羅宮　KOT-spot001／神椿　KAG-cafe002／旧金毘羅大芝居「金丸座」 KOT-spot002

KAG-area005

KONPIRA ONSENKYOU【Kagawa】No,2 エリアシート　こんぴら温泉郷

Konpira温泉乡 琴平町观光协会
http://www.kotohirakankou.jp/navi/entry-
37.html

エリアシート

门前町颇有来历的温泉乡

（公社）香川県観光協会



　

　

室内外

参拜大约需要60分钟

秋、冬、春

室外（部分　室内）

所需时间

有机场巴士

高松机场至JR琴平站大约45分钟

，JR琴平站徒步10分钟

近隣施設

纬度34.183997 经度 133.809404

善通寺IC车程大约15分钟

地图信息

 金刀比羅宮（金刀比罗宫）
日本著名的神社之一，广聚深厚的信仰

被亲切地称为「Konpirasan」的神社。

　有较长的1365段台阶，最下段周边设有

咖啡店，茶店，土特产礼品店，乌冬店等

热闹非凡。可借用店内的免费竹杖攀登，

还可乘坐人力搬运的「Kago」。

　登上总台阶的一半处，有神社的中心「

本宮（Hongu）」。这里可拜祭农业・增

殖产业・医药・海上守护的神明。

　本宫有精美的天棚壁画，召开盛典的时

候可以看到身着传统服装的神职和巫女（

Miko）的舞蹈（※跳舞）。还可以请到

「幸福的黄色护身符」。

　想祈求更多的人们（※神明赐予的幸运

）可以登上所有的台阶到奥社「严魂神社

（Izutamajinjia）」。这里可眺望到标

高421米高处的绝景。

设施信息

博物馆设施8:30～17:00

（入馆至16:30）
能够上网的智能手机中输入经纬度，可用地图功能查找

。

 介绍

JR高松站乘坐土赞线大约60分钟

。JR琴平站徒步大约10分钟

琴电高松筑港站乘坐琴平线大约60

分钟。琴电琴平站车程大约5分钟

。

参拜免费，博物馆设施内的常设展入

场费成人800日元（根据展示内容会

有所不同）

无休

KOT-spot001

金刀比羅宮

境内各处都有

仲多度郡琴平町892-1
0877-75-2121
http://www.konpira.or.jp

KOTOHIRA　GUU　【Kotohira】

多语言环境：无

备考

高松机场

旧金比羅大芝居（金丸座）　KOT-spot02／ナカノヤ琴平　KAG-take003／CAFE&RESTAURANT　神椿　KAG-cafe002

 交通指南・主要交通

JR琴平站

Free Wifi：有善通寺IC

附近有町营的停车场（收费）

※大型巴士可以

推荐时节

（公社）香川県観光協会



　

 介绍  设施信息

全年无休（公演期间也有休馆日）

KYUUKONPIRA　OOSHIBAI　KANAMARUZA　【Kotohira】
KOT-spot02

9：00～17：00

旧金毘羅大芝居

近隣施設

纬度 34.184621 经度 133.818021

高松机场

 地图信息

旧金比羅大芝居（金丸座）（旧金比罗大芝居（金丸座））

 交通指南・主要交通

有机场巴士

高松机场至JR琴平站大约40分钟

。JR琴平站车程大约5分钟

原汁原味江户时代气氛的剧场小屋

　建于1835年，是日本现存最古老的剧场

小屋（Shibaigoya）。被指定为国家重要

文化遗产。

　写有演出人员名字的「Manekikaki」

，歌舞伎演员出入舞台的「花道」，观看

表演的座席「栈敷席（Sajikiseiki）」等

，充满江户气氛剧场小屋的各处都可以随

心参观。2003年经过大规模的改修后，舞

台增加了可以撒放彩色纸屑的设备「Bud

oudana」及古代空中飞人的装置「Kake

suji」，更加很引人注目。

　江户时代，全国各地前来参拜金刀比罗

宫的众多访客，都以一观演剧为乐。现今

每年春季举行的「四国Konpira歌舞伎大

芝居」,也汇聚日本代表的歌舞伎演员们

前来参加表演。剧场里都是靠人力来推动

舞台装置，将江户时代的气息一直流传至

今。

Free Wifi：无

仲多度郡琴平町乙1241
0877-73-3846
http://www.konpirakabuki.jp/

成人500日元、中学・高中生300日元

、儿童200日元

※15人以上团体20%优惠

善通寺IC

推荐时节

琴电琴平站

琴电高松筑港站乘坐琴平线大约60

分钟。琴电琴平站车程大约5分钟

。

善通寺IC车程大约15分钟

JR琴平站

能够上网的智能手机中输入经纬度，可以用地图功能查

找

JR高松站乘坐土赞线大约60分钟

。JR琴平站徒步大约10分钟

多语言环境：宣传手册(英语）、介

绍说明（英语、汉语、韩语）、接待

（英语※部分）

金刀比羅宮　KOT-spot001／体験コース　中野うどん学校　KAG-tour008／ナカノヤ琴平　KAG-take003

无　

※请乘坐公共交通或使用附近的收费

停车场

室内外

30～60分钟

全年

室内

所需时间

院内有（轮椅可）

（公社）香川県観光協会



　

　

観音寺市有明町
0875-23-3933（观音寺市商工观光课）

http://www.city.kanonji.kagawa.jp/

免费

Free 

Wifi：有（琴弹公园内的综合交流中

心内）

有

※大型巴士可

园内有（轮椅用有）

室内外

30～90分钟

全年

室外

所需时间

高松机场车程大约75分钟
多语言环境：宣传手册・介绍说明（

英语、汉语（简・繁）、韩语）

 设施信息

无休

JR高松站乘坐予赞特急电车大约50

分钟。JR观音寺站车程大约5分钟

推荐时节

Sanuki丰浜IC

ZENIGATA SUNAE （KOTOHIKI　KOUEN） 【Kanonji】

 交通指南・主要交通

JR观音寺站

能够上网的智能手机中输入经纬度，可用地图功能查找

 介绍  地图信息

銭型砂絵（琴弾公園）（钱型沙绘（琴弹公园））

江户时代货币形状的巨型沙绘Power spot

銭形砂絵（琴弾公園）

　位于面向濑户内海的有明浜（Ariakeha

ma）一带,黑松林立，占地大约48公顷的

「琴弹公园」内。其松林中央部分的白色

沙滩上绘有「寛永通宝（Kaneitsuhou）

」字样的沙绘。

　寛永通宝是江户时代流通的日本货币。

沙绘东西122米，南北90米，周长345米

。

　据说1633年为欢迎当时的领主，连夜制

成。传说看到沙绘会健康长寿，金钱无忧

。不能进入沙绘中，但是可以从琴弹公园

山顶展望台看到其美丽的圆形。

　琴弹公园作为一个绝景地深受好评，特

别是夕阳西下灯光亮起的晚间（日落～22

：00），会呈现无比梦幻的景色，别有风

味。

豊稔池堰堤　SEI-spot004／ちょうさ会館　SEI-spot003

高松机场

SEI-spot001

近隣施設

纬度 34.134143 经度 133.642248

Sanuki丰浜IC车程15分钟

备考

园内自由

（公社）香川県観光協会



　

SHOUNAI　HANTOU　【Mitoyo】

 交通指南・主要交通

JR诧间站

荘内半島

　位于香川县西部半岛，半岛伸入濑户内

海，三面环海，紫云出山（Siudeyama）

耸立在半岛的中央部分。

紫云出山是鲜花的胜地，4月樱花，5～6

月紫阳花，山顶的展望台是眺望的极佳之

地，更有夕阳落入大海之景，甚是美妙绝

伦。          「Flower 

Park浦岛」的广阔花田上，种植着雏菊、

金钱花、波斯菊等鲜花，最有人气。特别

是5月份盛开的雏菊，格外美丽，届时会

举办各种采摘活动（收费），自由随意参

加体验。

庄内半岛据传说是日本古代童话「浦岛太

郎」的主人公-

浦岛太郎的诞生地。岛内处处都有关于故

事中的地名和遗迹。

三豊市詫間町
0875-56-5880（三豊市観光協会）
http://www.mitoyo-kanko.com/

 设施信息

无休

免费

 介绍

近隣施設

纬度 34.244705 经度 133.595636

备考

自由

大约20台
※Flower Park浦岛入口，县道边处

多语言环境：宣传册(英语、汉语）

Free 

Wifi：有（仅紫云出山遗迹馆内）

箱浦渔港，大浜，仁老浜海水浴场等

各处都有

SEI-spot002

道の駅　ふれあいパークみの　MIC-spot004／はまんど　KAG-rame005
海鮮うまいもんや 浜海道 多度津本店　KAG-izak002

推荐时节

室内外

60～120分钟

5月份前后、10月～11月期间

室外

所需时间

季节鲜花遍地盛开，是香川县有名的风景名胜

荘内半島（庄内半岛）

 地图信息

高松机场车程大约40分钟

JR高松站乘坐予赞线快速电车大约

50分钟。JR诧间站乘坐出租车大约

20分钟

SANUKI丰中IC车程大约30分钟

SANUKI丰中IC

高松机场

能够上网的智能手机中输入经纬度，可用地图功能查找

（公社）香川県観光協会



全年

所需时间

室内外 室内

JR观音寺站

大野原IC车程大约2分钟

能够上网的智能手机中输入经纬度，可用地图功能查找

 介绍  地图信息

ちょうさ会館（Chosa会馆）

30～60分钟

SEI-spot003

 设施信息

周一（逢节假日调整为翌日）

成人300日元､高中生250日元､小・

中学生150日元、未满小学生免费
※20名以上的团体优惠50日元（要预约）

馆内有

9：30～17：00

（入馆截止时间16：30）

有　　※大型巴士可

可切实体感传统节日的资料馆

ちょうさ会館

 

　「Chosa」是当地特有的庆典山车（※

盛装饰物和太鼓的台子），也称「太鼓台

（Taikodai）」。

　观音寺市周边自江户时代流传下来的「
Chosa 

Matsuri」传承了历史和传统。隆重抬起

山车时的「Kakikurabe」，可谓气势磅

礴。

　馆内有关于Chosa 

Matsuri的历史、照片、图解、音声等的

解说。还可在300英寸投影屏上观看极具

迫力的Chosa 

Matsuri的录像。真正的Chosa也有展示

，可以实际敲击太鼓，体感鼓声咚咚以及

重达2吨的感觉。

　Chosa的细致雕刻及装饰部件等传统技

术的介绍，实际试穿服装--

法被（Hapi），照明具的提灯等都有展

示。

Free Wifi：无

観音寺市豊浜町姫浜982-1
0875-52-5500
http://www.chohsa.jp/kaikan.htm

JR高松站乘坐予赞线特急电车大约50分钟。J

R观音寺站车程大约15分钟

大野原IC

CHOUSA  KAIKAN　【Kanonji】

 交通指南・主要交通

多语言环境：宣传册（英语、汉语

※网站下载）

近隣施設

纬度34.084541 经度 133.644109

备考銭形砂絵（琴弾公園）　SEI-spot001／豊稔池堰堤　SEI-spot004

推荐时节

高松机场车程大约1小时

高松机场

（公社）香川県観光協会



　

　

HOUNEN　IKE　ENTEI　【Kanonji】

 交通指南・主要交通

JR观音寺站

能够上网的智能手机中输入经纬度，可用地图功能查找

 介绍

自由

让人联想到中世纪的古城，充满历史和独特风格的水坝

豊稔池堰堤

SEI-spot004

近隣施設

纬度34.041833 经度 133.684508

大野原IC车程大约17分钟

高松机场

备考

 地图信息

豊稔池堰堤（丰稔池堤堰）

 设施信息

高松机场车程大约75分钟

多语言环境：综合版宣传册（观音寺

市观光课有英语版）

丰稔池游水公园内有

Free Wifi：无

観音寺市大野原町田野々
0875-23-
3943（観音寺市教育部文化振興課）
http://www.city.kanonji.kagawa.jp/

免费

大野原IC

JR高松站乘坐予赞线特急电车大

约50分钟。JR观音寺站车程大约2

0分钟

无休

ちょうさ会館　SEI-spot003／銭形砂絵（琴弾公園）　SEI-spot001

有

推荐时节

室内外

30～60分钟

全年

室外

所需时间

　位于香川县西部山间，长145.5米，高3

0.4米的巨型水坝。是国内最初的复数相

连・拱式（※拱形水墙相连式）水坝，被
指定为国家重要文化遗产。
　完工于1926年，历经多年岁月风雨的洗

礼，宛如中世纪欧洲古城的英姿。水流与
周围的连山景观相调和，创造出四季不同
的美景。
　至今仍保持着丰富的满水，大约500公

顷面积，作为农用储水池（※存储农业用
水的池塘）使用。夏季不定期的放水场面
「YURUNUKI」汇聚了众多的观客，壮

观的水流，迎来阵阵欢声。
　近邻的「丰稔池游水公园」的草坪广场
上，可以最近观望到气势磅礴的水坝。

（公社）香川県観光協会



MIC-spot001

近隣施設

纬度 34.352725 经度 133.826107

坂出IC车程大约20分钟

高松机场

备考

园内自由，濑户大桥纪念馆9：00～

17：00（入馆截止时间16：30）

JR高松站乘坐快速Marine 

Liner电车大约15分钟。JR坂出站

乘车或市营巴士大约20分钟

坂出IC

MICHINOEKI SETOOOHASHI KINEN KOUEN 【Sakaide】

 交通指南・主要交通

JR坂出站

能够上网的智能手机中输入经纬度，可用地图功能查

找

 设施介绍  地图信息

道の駅　瀬戸大橋記念公園（道之驿　濑户大桥纪念公园）

最近观望濑户大桥，位置绝佳的公园

道の駅　瀬戸大橋記念公園

公园内和濑户大桥纪念馆有

Free Wifi：有

坂出市番の洲緑町6-13
0877-45-2344
http://www.setoohhashi.com/

 设施信息

周一（逢节假日调整为周二）、12月

29～31日

免费

大约450台
 

※17：30关闭（夏季为19：30）／

大型巴士可

ヤマダ電器テックランド坂出店　KAG-elec002／和食ダイニングB-
Dine　KAG-dini003／Grandpath　KAG-spor002

推荐时节

室内外

30～120分钟

全年

室外（濑户大桥纪念馆为室内）

所需时间

　世界最大的公路铁路并用桥「濑户大桥

」的纪念博览会旧址上整备而成的大型公

园。可以在园内的「濑户大桥纪念馆」看

到其宏伟的架桥工程的全景。

　广阔的园内有大型游乐设施，草坪广场

，及象征大桥的喷水池「水之回廊」等。

还设有球场，Target bird 

golf球场，深受体育运动爱好者的欢迎。

　园内引人注目的巨型石头雕刻是世界雕

刻家・流政之（Nagare・Masayuki）的

作品「鬼屏风（Onibyoubu）」。宽50

米的瀑布隧道「Kuguri瀑布」可以实际

穿越。

　临近处有「香川县立东山魁夷Sedouchi

美术馆」，还有可从108米高处眺望濑户

内海的「濑户大桥塔」等。

多语言环境:宣传册・WEB网站（英语

、汉语（简体・繁体）※部分）

有机场巴士

高松机场乘坐机场巴士大约50分钟

，JR坂出站乘车或市营巴士大约2

0分钟

（公社）香川県観光協会



 

　位于津田松原，被选入「日本海岸百选」

的白沙青松景观胜地的道之驿。有乌冬店和

物产馆。

　美丽的津田松原的白沙海岸与黑松林形成

鲜明的对比。江户时代作为岩清水八幡宫的

防风林而种植，并以「琴林公园」之名被指

定为县立公园及濑户内海国立公园。树龄超

过600年的老松等很值得一观。

　夏季作为县内最大的海水浴场，每年有13

万人的海水游泳爱好者光顾。在津田的松原

有两座桥，都是往返但是名字不同，一座是

相见相遇桥，红色的栏杆亮丽醒目。另一座

是许愿达愿桥据说可以实现所许的愿望。加

上根部相连的两棵松树「连理松」，成为祈

愿相恋永久备受瞩目的圣地。

 设施信息

备考

MIC-spot002

道の駅　津田の松原

さぬき市津田町津田103-3

0879-42-5520

http://www.sanuki-sa.jp/station/

能够上网的智能手机中输入经纬度，可用地图功能查找

MICHINOEKI TSUDANOMATSUBARA 【Sanuki】

 设施介绍  地图信息

道の駅　津田の松原（道之驿　津田松原）

“白沙青松的景观胜地”--津田松原附近的道之驿

近隣情報

纬度 34.285273 经度 134.253247

 交通指南・主要交通

津田东IC

津田东IC车程大约5分钟

高松机场

高松机场车程大约50分钟

大串自然公園　TOU-spot003／道の駅　みろく　MIC-spot008

多语言环境：无

大型4台・轿车75台・残疾人汽车2台

自由

有

Free Wifi：无

自由

9：00～17：00

乌冬店10：00～15：00

无休

（物产馆和乌冬店1月1日休息）

（公社）香川県観光協会



　

観音寺市有明町
0875-23-3933（観音寺市商工観光課）

http://www.city.kanonji.kagawa.jp/

免费

Free 

Wifi：有（琴弹公园内的综合交流中

心内）

有

※大型巴士可

园内有（轮椅用有）

室内外

30～90分钟

全年

室外

所需时间

高松机场车程大约75分钟
多语言环境：宣传手册・介绍说明（

英语、汉语（简・繁）、韩语）

 设施信息

无休

JR高松站乘坐予赞特急电车大约50

分钟。JR观音寺站车程大约5分钟

推荐时节

Sanuki丰浜IC

MICHINOEKI KOTOHIKI 【Kanonji】

 交通指南・主要交通

JR观音寺站

能够上网的智能手机中输入经纬度，可用地图功能查找

 设施介绍  地图信息

道の駅　ことひき（道之驿Kotohiki）

江户时代货币形状的巨型沙绘Power spot

道の駅　ことひき

位于面向濑户内海的有明浜（Ariake

hama）一带,黑松林立，占地大约48

公顷的「琴弹公园」内。其松林中央
部分的白色沙滩上绘有「寛永通宝（
Kaneitsuhou）」字样的沙绘。

　寛永通宝是江户时代流通的日本硬
币。沙绘东西122米，南北90米，周

长345米。

　据说1633年为欢迎当时的领主，连

夜制成。流传看到沙绘会健康长寿，
金钱无忧。沙绘不能进入，但是可以
从琴弹公园山顶展望台看到其美丽的
圆形。
　琴弹公园作为一个绝景地深受好评
，特别是夕阳西下灯光亮起的晚间（
日落～22：00），会呈现无比梦幻的

景色，别有风味。

豊稔池堰堤　SEI-spot004／ちょうさ会館　SEI-spot003

高松机场

MIC-spot003

近隣施設

纬度 34.134143 经度 133.642248

Sanuki丰浜IC车程15分钟

备考

园内自由

（公社）香川県観光協会



三丰鸟坂IC大约7分钟

高松机场

高松机场车程55分钟

能够上网的智能手机中输入经纬度，可用地图功能查找

备考

 设施信息

MICHINOEKI  FUREAIPAKU  MINO 【Mitoyo】

 设施介绍  地图信息

道の駅　ふれあいパークみの　　　　（

道之驿　交流乐园 Mino）
温泉，住宿，游乐设施并设的道之驿

MIC-spot004

道の駅　ふれあいパークみの

三豊市三野町大見乙74
0875-72-2601
http://iyadani.sun-age.or.jp/

　住宿设施，天然温泉，温水泳池（需着

泳衣、戴泳帽），公园等并设的综合休闲

设施。

　天然温泉「大师汤」有白汤，泡泡汤，

按摩汤，躺浴，药浴，水浴，露天浴，芬

兰桑拿等众多设施。泉质为碱性纯温泉。

餐饮、住宿、美体护肤等都很齐备，也可

接待宴会，还有室内温泉泳池。

　公园内有吊桥、曲桥、网道等组合拓展

游乐设施，还有全长115米的滚轮滑梯等

。

　物产馆销售土特产，蔬菜，水果等。用

周边栽植的树莓做的软冰淇淋甜酸适口颇

有人气。道之驿的专营商品也都有售。 大型10台・轿车200台・残疾人轿车

用3台

自由

有

Free Wifi：无

多语言环境：无

自由
Iyadani温泉大师汤：10:00～23:30、物

产馆：8:30～17:00 

、咖啡：9:00～14:00

无休

Iyadani温泉大师汤：第2个周三（8月

、12月无休）

物产馆：无休（咖啡店除第2个周三外

的周三休息）

有刺青、纹身的顾客不能入浴。

近隣情報

纬度 34.226349 经度 133.722856

 交通指南・主要交通

はまんど　KAG-rame005／焼肉　松坂　国道店　KAG-yaki004

三丰鸟坂IC

（公社）香川県観光協会



寒霞渓　SYO-spot001／つくだに屋さん　2号店　KAG-
take001／ハーブカフェ　オリヴァス　KAG-cafe005

MICHINOEKI　SHODOSHIMA　ORIBU　KOUEN　【Shodoshima】

 交通指南・主要交通

草壁港

能够上网的智能手机中输入经纬度，可用地图功能查找

高松港开往草壁港的轮渡大约需要

60分钟。草壁港车程大约4分钟（

开往土庄方向的公交巴士大约4分

钟、从橄榄公园口徒步大约5分钟

）

　精心修整的小高丘可俯瞰濑户内海，是

充满希腊风格的公园。

　广阔的公园内栽培有大约2000多棵橄榄

树和130多种以上的香草。「Herb 

Craft馆」可体验香袋和室内香花等的制作

。另外「香草店Koriko」还销售很多香草

相关的产品。

　「橄榄纪念馆」则除了有可享用橄榄料

理的餐厅外，还有各种香草开发的产品，

也是馈赠佳品。

　小豆岛与姊妹友好岛--

希腊米洛斯岛的友好鉴证「希腊风车」，

古代希腊风格的美丽建筑「交流广场」，

天然温泉「阳光・橄榄温泉」等也都是值

得观赏游玩之处。

高松空港

有机场巴士

高松机场至JR高松站车程大约45分

钟。高松港徒步大约5分钟、高松

港开往草壁港的轮渡大约60分钟航

程。草壁港车程大约4分钟（开往

土庄方向的公交巴士大约4分钟、

从橄榄公园口徒步大约5分钟）

道の駅　小豆島オリーブ公園

小豆郡小豆島町西村甲1941-1
0879-82-2200　　
http://www.olive-pk.jp/

 施設情報

室外（部分　室内）

所需时间

免费

公园及设施内有（轮椅用可）

Free Wifi：有

多语言环境：宣传册(英语、汉语（繁

体）、韩语※可以网站下载）

园内自由／橄榄纪念馆8：30～17：

00、温泉12：00～21：00

MIC-spot005

近隣施設

纬度34.472875 经度134.273684

 设施介绍  地图信息

道の駅　小豆島オリーブ公園　　　　　（
道之驿　小豆岛橄榄公园）

日本橄榄的发祥地充满了地中海气氛

60～120分钟

10月中旬～11月

室内外

备考

无休（温泉周三）

200台　※大型巴士可

推荐时节

（公社）香川県観光協会



 

MICHINOEKI SYODOSHIMA FURUSATOMURA 【Shodoshima】

能够上网的智能手机中输入经纬度，可用地图功能查找

 设施介绍  地图信息

道の駅　小豆島ふるさと村（道之驿　小豆
岛Furusato村）

兼备休闲、娱乐、住宿等综合设施的道之驿

 设施信息

自由

商店・咖啡店：8:30～17:30（根据

季节调整至17:00）

商店・咖啡店：无休

手抻素面馆：

周一休（1～2月为周日）

大型停车位4台・轿车45台・

残疾人轿车用2台

MIC-spot006

小豆郡小豆島町室生2084-1  
0879-75-2266 
http://www.shodoshima.jp/

道の駅　小豆島ふるさと村

高松港乘坐小豆岛渡轮大约60分钟

池田港车程大约5分钟

自由

近隣情報

纬度 34.471215 经度 134.236222　停留型・参加型的旅游疗养地。受惠于

大自然的环境及土特产品等，都希望能够

有效活用，因此设置有户外露营地，泳池

，网球场，运动场，体育馆及展示现代美

术的池田美术馆，多目的活动室等功能设

施齐全。

　还有40米和70米的滑水道、海边泳池，

流水泳池等设施。甚至可以划皮艇，钓鱼

，自行车运动，网球等。

　小豆岛特产手抻素面的参观制作及品尝

均可。休闲・咖啡区的李子味软冰激凌，

素面，手擀乌冬面都深受欢迎。同时销售

小豆岛的橄榄油，酱油，佃煮等特产。

　Furusato村内有国民宿舍小豆岛和公共

宿舍Furusato庄两个住宿设施。

 交通指南・主要交通

池田港

道の駅　小豆島オリーブ公園　SYO-spot002
エンジェルロード　SYO-spot003

高松机场

有机场巴士

高松机场至高松站前大约45分钟，

JR高松站至高松港徒步5分钟，高

松港换乘渡轮

备考

有

Free Wifi：有

多语言环境：平板电脑(英语)、接待

人员（部分英语）

（公社）香川県観光協会



MIC-spot007

道の駅　空の夢もみの木パーク

仲多度郡まんのう町追上424-1
0877-75-1994
https://www.skr.mlit.go.jp/road/rstation/station
/mominoki-park.html

能够上网的智能手机中输入经纬度，可用地图功能查找

MICHINOEKI SORANOYUME MOMINOKI PAKU 【Mannou】

 设施介绍  地图信息

道の駅　空の夢もみの木パーク　　（道之
驿 天空之梦冷杉树园）

全部都是使用当地食材烹制的美食

 施設情報

备考

大型停车位6台・轿车45台／残疾人

轿车用2台

自由

有

Free Wifi：无

自由

仲南产直市：8:00～18:00

（10月～3月至17:30）

多语言环境：无

无休

（仲南产直市：12月31日～1月5日

）

近隣情報

纬度 34.154898 经度 133.821621

高松机场

国営讃岐まんのう公園　CHU-spot004／小縣家　KAG-udon004
道の駅　たからだの里さいた　MIC-spot014

　国道32号线附近由于日本冷杉木群生而得

名『冷杉树峠』的山岭处的道之驿。

　仲南地区是发明飞机的元祖-

二宮忠八先生于世界最初创想飞行原理之地

。旁边的二宮忠八飞行馆展示有忠八先生设

想的吉丁虫型飞行器的原寸大复原模型。

　仲南产直市销售当地的新鲜蔬菜水果以及

使用当地水果制作的果酱，大米等。

　食堂可享用到使用当地采摘的季节食材烹

制的每天特制「竹取弁当」，使用Manno町

特产的向日葵牛肉制作的乌冬面・荞麦面，

以及使用特产竹笋制作的竹取乌冬面・荞麦

面定食等。

　特别是特产向日葵种和花瓣制作的特色冰

激凌最受好评。

 交通指南・主要交通

善通寺IC

高松机场车程大约50分钟

善通寺IC车程大约35分钟

（公社）香川県観光協会



高松机场

MICHINOEKI MIROKU 【Sanuki】

无休

咖啡店周三休

 设施介绍  地图信息

道の駅　みろく（道之驿Miroku）
当地牧场直送的乳制品和面包最为人气

MIC-spot008

道の駅　みろく

さぬき市大川町富田中3298-1
0879-43-0550
https://www.skr.mlit.go.jp/road/rstation/station/mir
oku.html

能够上网的智能手机中输入经纬度、可用地图功能查找

自由

咖啡8:30～17:00

面包(1F)9:00～17:00

餐厅(2F)11:00～15:00

 设施信息

近隣情報

纬度 34.258188 经度 134.242467　位于连接高松和德岛10号县道的道边，

紧邻「Miroku自然公园」。北侧能够看到

的前方后圆坟是四国地区最大的，也是国

家指定的历史遗迹。旅游咨询处还提供市

内旅游景点・物产等信息。

　一楼的Bakery＆Eat-in 

店内有当地牧场直送的娟珊牛奶和软冰激

凌，甜点及大约40多种的现烤面包。二楼

咖啡店内可享用到使用季节食材烹制的正

宗意大利餐。同时也销售蜂蜜和果麦等对

身体有益的商品。

　正面的「Miroku产直市」还可买到当地

产的新鲜蔬菜。

　石面山丘上种有梅花和枝垂樱，紫玉兰

等植物。春季可观赏到美丽的鲜花。

 交通指南・主要交通

津田东IC

津田东IC车程大约15分钟

かき焼　わたなべ　KAG-saka001／道の駅　ながお　MIC-spot016　道の駅　津田の松原　MIC-spot002

备考

大型4台・轿车50台・残疾人轿车用2

台

自由

有

Free Wifi：有

多语言环境：无

高松机场车程大约45分钟

（公社）香川県観光協会



 

近隣情報

纬度 34.170348 经度 134.082047　位于连接香川县和德岛县193号国道的

道边，以温泉乡而繁荣的「盐江温泉」的

中心部。

　「观光物产中心Shionoe」以农林物产

为中心，展售当地特产。附近牧场的软冰

激凌亦备受欢迎。喜欢辣味的游客，推荐

您柚子和辣椒制成的传统调料「Baishin

」。

　美术馆，露营地，网球场，牧场都近在

眼前，夏季观赏萤火虫等，都能够尽情分

享美丽的大自然。

　盐江温泉乡是大约1300年前，据说由名

僧「行基（Gyoki）」所发现，「空海(弘

法大师)」所推广的一个极有历史的名汤

。免费的足汤可自由随意尝试，想慢慢泡

汤的游客可到旁边的「行基汤」里尽情享

受，也可包租温泉池，更可随意尽心，很

值得一试。

 交通指南・主要交通

高松中央IC

高松中央IC车程大约40分钟

高松机场

高松机场车程20分钟

塩江温泉郷　KAG-area005 备考

大型2台・轿车22台・残疾人轿车用1

台

自由

有

Free Wifi：无

多语言环境：无

无休　周二、12月31日～1月2日
（周二逢节假日调整为翌日休息）

MICHINOEKI  SHIONOE 【Takamatsu】

 设施介绍  地图信息

道の駅　しおのえ（道之驿Shionoe）

盐江温泉乡的旅游中心地，设有免费的足汤

 设施信息

自由

8：00～19：00（11月～2月～18：00）

MIC-spot016

道の駅　しおのえ

高松市塩江町安原上東390-21
087-893-1378
https://www.skr.mlit.go.jp/road/rstation/station/shio
noe.html

能够上网的智能手机中输入经纬度，可用地图功能查找

（公社）香川県観光協会



MIC-spot010

道の駅　滝宮

綾歌郡綾川町滝宮1578
087-876-5018
http://www.ryonan-
udon.co.jp/（綾川町うどん会館HP）

能够上网的智能手机中输入经纬度可用地图工具查找

自由

咖啡、物产店：8：30～18：00

餐厅：平日10：00～15：00

乌冬体验：9：30～11：00／14：0

0～15：30(1日2次，周二・日・节假

日休息)

MICHINOEKI TAKINOMIYA 【Ayagawa】

 设施介绍  地图信息

道の駅　滝宮（道之驿　泷宮）

乌冬面的发祥地，可进行各种体验

 设施信息

备考

多语言环境：无

大型5台・轿车68台・残疾人汽车用4

台

自由

有

Free Wifi：有

无休（乌冬会馆第一和第三个周二

，餐厅周二休息）

近隣情報

纬度 34.249767 经度 133.917379

 交通指南・主要交通

坂出IC

ニューレオマワールド　CHU-spot003
黄昏タンデム　KAG-rame002

高松机场

高松机场车程大约25分钟

坂出IC车程大约30分钟

　位于32号国道的道边，赞岐百景中的樱

花胜地-

泷宫公园旁的高台处。有休息室及咨询中

心。

　据说泷宫是「乌冬面的发祥之地」，驿

站内的「乌冬会馆」有现场表演并品味的

手擀乌冬面的餐厅。「赞岐乌冬冰淇淋」

，「赞岐白味增红豆煮冰淇淋」，「奶酪

焗乌冬面」等独特的美妙融合乌冬面的菜

单较多。

　学制手擀乌冬面的「手擀乌冬体验教室

」提前3天预约即可。12～6月还有草莓园

采摘草莓等，道之驿内可进行各种体验。

　物产店内销售蔬菜，奶酪，土特产等特

色商品，非常受欢迎。

（公社）香川県観光協会



 

纬度 34.095012 经度 134.007496

高松机场

美马IC车程大约15分钟

 交通指南・主要交通

徳岛高速公路美马IC

高松机场车程大约30分钟

自由

有

多语言环境：无

停车场大型5台・轿车130台・残疾人

汽车用1台

无休

Epia Mikado：第2・第4个周二

MIC-spot011

道の駅　ことなみ

仲多度郡まんのう町川東2355-1

0877-56-0015

http://e-mikado.jp

能够上网的智能手机中输入经纬度，可用地图功能查找

MICHINOEKI KOTONAMI 【Mannou】

 设施介绍  地图信息

道の駅　ことなみ（道之驿Kotonami）

徳岛县的县境附近，温泉设施并设的道之驿

　产地直销市场「清流之乡」和温泉「Ep

ia 

Mikado」并设的道之驿。位于香川县和

徳岛县的县境。

　香川县出身，被称为“日本达・芬奇”

的平贺源内曾写的「深林石壁中滴流出的

白色乳汁般的温泉…当地人叫石乳，一直

都很珍重…」这个温泉至今也很享用。源

泉里有大浴槽、按摩浴槽、水浴槽、桑拿

等，包括洗发护发等都很齐备。

　当地制作的豆腐，炸品，寿司，红豆饭

，蔬菜等不仅是当地人甚至旅游客人也都

很喜欢。当地的冰激凌「黄豆粉软冰激凌

」更是备受不同年龄段顾客的喜爱。

　木材丰富的满浓町才有的木制钥匙扣、

筷子托、手机链等都有销售。

 设施信息

备考

Free Wifi:无

自由

Epia Mikado：9：00～20：00

（公社）香川県観光協会



　

綾歌郡宇多津町浜一番丁4
0877-49-0860
http://www.uplaza-utazu.jp/

MICHINOEKI UTAZU RINKAI KOUEN 【Utazu】

 交通指南・主要交通

JR宇多津站

能够上网的智能手机中输入经纬度，可用地图功能查找

 设施介绍

园内自由                                            

Utazu海萤9：00～21：00

游乐设施与咖啡并设的海边公园

うたづ臨海公園

　傍依濑户内海地区整备而成的海边公园

。

　园内有多彩独特的大型游乐设施及儿童

可惬意奔跑的草坪广场・咖啡餐厅・FM外

设直播电台・多种使用目的大厅等设施齐

全的「Utazu海萤」。

　沿着海边的漫步小路，可观望到跃动的

濑户大桥、濑户内海上遍布的小岛及航行

的船只，视野极其开阔的美景。夕阳西下

时分海面更是被染成一片美丽的金黄色。

　还被从全国的旅游景点中选定为最适合

求婚的浪漫之地「恋人的圣地」。也是最

人气的情侣约会路线。

无休，Utazu海萤周一休（逢节假日

为周二）

免费（部分收费）

MIC-spot012

近隣施設

纬度 34.313358 经度 133.807843

坂出IC车程大约10分钟

高松机场

备考

道の駅　うたづ臨海公園　　　　　　　（
道之驿 UTAZU临海公园）

 地图信息

JR高松站乘坐予赞线快速大约25分

钟。JR宇多津站南口徒步5分钟

推荐时节

250台

※22：00～7：00关闭（西停车场每

天，东停车场周五～周日・节假日・

休息日的前一天）／大型巴士可

坂出IC

高松机场车程大约60分钟

多语言环境：宣传册(英语、汉语、

韩语）

公园内及设施内有（轮椅可）

Free Wifi：有

 设施信息

Grandpath　KAG-spor002／和食ダイニングB-Dine　KAG-
dini003／インド料理カーナピーナ　KAG-yous005

室内外

30～90分钟

全年

室外（部分　室内）

所需时间

（公社）香川県観光協会



 

备考

有

Free Wifi：无

MICHINOEKI TOYOHAMA【Kanonji】

无休

（O-Shan食堂周一休息）

 设施介绍  地图信息

道の駅　とよはま（道之驿Toyohama）

位于香川县西玄关口的道之驿

MIC-spot013

道の駅　とよはま

観音寺市豊浜町箕浦字大西甲2506

TEL 0875-56-3655
（観音寺観光協会HP内：http://kanonji-
kankou.jp/buy/08/003.html）

能够上网的智能手机中输入经纬度，可用地图功能查找

 设施信息

自由

商店：8：30～18：00

O-

Shan食堂：11:00～18:00(LO17:30)

※特色午餐至15：00

近隣情報

纬度 34.042717 经度 133.601369

高松机场

大野原IC车程大约30分钟

　位于11号国道边，香川和爱媛县境的附

近。以11号国道分隔，南侧为「停车场区

域」、北侧为「地域振兴区域」，通过地

下道连接。周六・日・节假日有免费的足汤

。

　从展望广场可一览濑户内海，远眺美丽

的夕阳西下之美景。

　2015年由海鲜店经营的「O-

Shan食堂」开业。作为「赞岐食材的提供

店」，使用近海捕捞的鱼贝类、香川县产

的大米「Oidemae」、蔬菜及水果等烹制

的菜品多种多样。

　撒满婚典馈赠品常用的七彩糖果“Oiri”

的「入嫁Oiri软冰激凌」也别有特色。

　同时销售当地的民间工艺品和海产品及

加工品等。周日有时会有关东煮等的小吃

店营业。

 交通指南・主要交通

大野原IC

高松机场车程大约70分钟

ちょうさ会館　SEI-spot003／豊稔池堰堤　SEI-spot004

停车场大型7台・轿车56台・

残疾人汽车用3台

多语言环境：无

自由

（公社）香川県観光協会



MIC-spot014

道の駅　たからだの里さいた

三豊市財田町財田上180-6
0875-67-3883
http://www.takaradanosato.co.jp/hp/

能够上网的智能手机中输入经纬度，可用地图功能查找

MICHINOEKI  TAKARADANOSATO SAITA 【Mitoyo】

 设施介绍  地图信息

道の駅　たからだの里さいた（道之驿Taka
radanosato saita）

温泉、住宿、游玩 配套设施齐备的道之驿

 设施信息

近隣情報
附带设施道の駅　空の夢もみの木パーク　MIC-spot007

有

　位于32号国道和主要地方道路的交叉点

处，旅游客较多。分为放松之乡（环（Ta

maki）汤、汤谷庄），受惠之乡（物产馆

、直营商店、直销店），学习之乡（故乡

传承馆），游乐之乡（公园高尔夫球场）

四个区域。

　与道之驿馆分离的设施「环汤」里，有

「黄金汤」和富含钠的「白银（Hakugin

）汤」两种。浴室的大观景可将群山的风

景一览无余，充分玩味森林浴。还有桑拿

室和水浴槽。除了免费的日式榻榻米休息

室外，汤谷庄还可住宿。

　当地产的蔬菜、水果、荞麦粉、野猪肉

、加工食品等深受好评。土特产礼品也极

其丰富。

　并设的咖啡店里有暖炉，还有自助式乌

冬店。烤红薯等独特口味的冰激凌更是不

可错过的。

 交通指南・主要交通

Sanuki丰中IC 

Free Wifi：有

自由

Sanuki丰中IC车程大约20分钟

备考

高松机场

高松机场车程大约60分钟

自由

物产馆：8：00～18：00

环汤：9：00～21：00  

三豊市財田町財田上1110-8

TEL  0875-67-2614

纬度 34.110146 经度 133.797969

无休

物产馆、环汤：周一休息（逢节假

日营业）

多语言环境：无

停车场大型3台・轿车104台・

残疾人汽车用1台

（公社）香川県観光協会



 

自由

残石博物馆、咖啡休闲区：9：00

～17：00

MICHINOEKI OOSAKAJOU ZANSEKI KINEN KOUEN 【Shodoshima】

无休

12月29日～1月3日

 设施介绍  地图信息

道の駅　大阪城残石記念公園　　　　　　
　（道之驿　大坂城残石纪念公园）

展示有修建大阪城剩余的残石

MIC-spot015

道の駅　大坂城残石記念公園

小豆郡土庄町小海甲909-1

0879-65-2865

https://www.skr.mlit.go.jp/road/rstation/stat
ion/oosaka.html

能够上网的智能手机中输入经纬度，可用地图功能查找

　连接濑户内的海路・北浦港与26号县道

的海陆共用设施，即是港湾绿洲也是道之

驿，双重注册。

　与县指定古迹「大阪城石垣石Kiritobik

oshi丁场旧址及小海残石群」一体化整备

而成，1999年开园时曾参与大阪城筑城的

大名细川家的末裔・细川护熙也到访来园

。

　为扩建大阪城，在切割修筑工程用的石

垣石的场所，原定装船的40个残石，正值

战国时代的终结，而被放置至今。在小豆

岛，石头放置场以外，有残石相关的照片

和古书等，还可看到当时石头的道具及运

送方法的再现，甚至可体验制石。

　咖啡休闲区和产地直销市场也一同设置

。

 设施信息

备考

土庄港车程大约20分钟

有机场巴士

高松机场至JR高松站大约45分钟。

至高松港徒歩大约5分钟

土庄港车程大约20分钟

大型3台・轿车13台・残疾人汽车用1

台

自由

有

Free Wifi：无

多语言环境：无

纬度 34.533929 经度 134.242163

高松机场

 アクセス・主な交通

土庄港

（公社）香川県観光協会



自由

商店：8:30～16:00

自由

有

停车场大型7台・轿车56台・

残疾人汽车用3台

MICHINOEKI NAGAO 【Sanuki】

无休

 设施介绍  地图信息

道の駅　ながお（道之驿Nagao）

距四国巡拜灵场第88番所结愿寺最近的道之驿

MIC-spot016

道の駅　ながお

さぬき市前山榿940-12

0879-52-1022

http://www.geocities.jp/sanukimaeyamanet/
mitinoeki/index.html

能够上网的智能手机中输入经纬度，可用地图功能查找

 设施信息

近隣情報

纬度 34.221307 经度 134.174973

高松机场

　位于3号县道旁的道之驿，北侧为前山

大坝，南侧为广阔碧绿旺盛的群山。

　县道对面设有赞岐市的「遍路交流沙龙

」。正值通往四国巡拜灵场最后的第88番

所-

大窪寺的途中，面临即将结愿，顺路解除

疲劳，还可与地域居民交流的一个场所。

　遍路资料展示室，展示着曼茶罗图・纳

札（受帖）・往来手形（古时过关的通行

证）・道标等遍路巡礼相关的重要资料。

　「物产馆」则是休息・集会・道路交通・

周边旅游・气象・灾害等信息收集的场所，

其「遍路的早市」销售当地产的新鲜蔬菜和

水果，竹制品，竹炭，加工食品（乌冬面

、豆腐、味增、金山寺、各种腌菜等），

鲜花，山野草。

 交通指南・主要交通

志度IC

高松机场车程大约40分钟

志度车程大约30分钟

大窪寺　TOU-spot002／道の駅 みろく　MIC-spot008

备考

Free Wifi：无

多语言环境：无

（公社）香川県観光協会



Free Wifi：有

多语言环境：无

备考 刺青，纹身人员谢绝入内。

MICHINOEKI　KOUNANRAKUYU 【Takamatsu】

 设施介绍  地图信息

道の駅　香南楽湯（道之驿　香南乐汤）

距高松机场仅5分钟车程，乘坐飞机前后时间亦可顺路泡汤

MIC-spot017

道の駅　香南楽湯

高松市香南町横井997-2
087-815-8585
http://www.souyu.co.jp/kounan/

能够上网的智能手机中输入经纬度，可用地图功能查找

 设施信息

纬度 34.239394
自由

温浴：10：00～23：00（最终入场

22：30）

驿站大厅：10：00～23：00

无休

温浴、驿站大厅第3个周三（逢节假

日时调整为翌日休息）

大型2台・轿车96台・残疾人汽车用4

台

自由

有

　邻接13号县道，距高松机场车程大约5

分钟的道之驿。温泉，美体，餐厅，商店

等深受当地居民及车内住宿者的欢迎。

　日流量180吨出水量丰富的天然温泉，

有日本扁柏木制的「木浴汤」和庵治石制

的「石浴汤」，男女池每周替换，可体验

不同的感觉。此外露天浴汤，足汤，卧汤

，药汤等多种浴汤都可享用。

　餐厅「乐汤旬彩」内，可品味到地产食

材制作的特色午餐及晚餐。也可只进入餐

厅用餐，不洗浴。还有销售地产蔬菜和水

果的早市区。

 交通指南・主要交通

高松中央IC

高松中央IC车程大约25分钟

高松机场

高松机场车程大约5分钟

经度 134.007339

（公社）香川県観光協会



 

MIC-spot018

道の駅　源平の里むれ

高松市牟礼町原631-5

087-845-6080

http://www.genpei-mure.com/

能够上网的智能手机中输入经纬度，可用地图功能查找

 设施信息

MICHINOEKI GENPEINOSATO MURE 【Takamatsu】

 设施介绍  地图信息

道の駅　源平の里むれ（道之驿　源平之乡

Mure）
特色美食和商品也颇受当地居民欢迎

　位于11号国道旁，历史上曾发生过战争

的地方，并设有公园。

　有使用最高级石材庵治石所建造的石刻

纪念物，同时还展示着曾行驶了80年的电

车等。设有展望台，可一览沿着海边行驶

的电车和濑户内海。

　临近渔业街道-

庵治，在自助式海鲜食堂「Jakoya」可享

用到「鰤鱼的酱渍丼」和「牡蛎饭」等物

美价廉的美食。堆满天妇罗的「天丼五剑

山」让人难忘。

　物产品区内四国4县的县产品丰富。从

乌冬、酱油豆等一般常有商品，到酒类，

乌冬县商品，传统工艺品，当地艺术家的

作品等都应有尽有。专营商品及香川县内

外的瞩目商品总是最早抢先上市，深受当

地居民的欢迎。

备考

Free Wifi：有

自由
［特产销售设施］

3月～10月（9:00～18:00）

11月～2月（9:00～17:00）

［海鲜食堂Jakoya］

平日（11:00～14:00）

周六、日及节假日（11:00～15:00）

近隣情報

纬度 34.333726 经度 134.157492

高松机场

 交通指南・主要交通

高松中央IC

高松中央IC车程大约20分钟

高松机场车程大约50分钟

若松　KAG-rame003／屋島　TAK-spot002

无休（有临时停业）

大型13台・轿车47台・残疾人汽车用3台

有

多语言环境：无

自由

（公社）香川県観光協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