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纬度 34.178052 经度 133.817187

  交通指南・主要交通

　有专业的司机来介绍赞岐乌冬店的「乌冬出

租车」。提前预约的话，在预约当天的候车

处，会有顶着乌冬形状的车顶灯的出租车出现

在您眼前。

　分为60分钟路线、90分钟路线、120分钟路

线。大约寻味1～3家乌冬店铺（店铺根据路线

会有不同）。也可以根据您的希望和喜好选择

乌冬店。乌冬出租车的司机都是热爱乌冬，通

过乌冬相关认定考试合格的专业司机。他们熟

知店内的繁忙等情况，顺利导引，初次到访的

您也可以安心寻味赞岐乌冬店。

　不仅是在日本国内，国外的媒体也多有报

道。

能够上网的智能手机中输入经纬度可用地图工具查找

不可

预约受理时间：平日9：00～17：30、
周六9：00～12：00
※16：00以后的咨询，将于翌日的工作

日答复

报名方法：网站预约页面或传真・电话

多种语言环境：无

出租车费用：1台（定员4～5人）60分钟

行程4700日元，90分钟行程7050日元，

120分钟行程9400日元

KAG-tour002

UDON TAKUSHI（KOTOBASU　TAKUSHI）
うどんタクシー（コトバスタクシー）

仲多度郡琴平町1228-1

0877-73-2221（预约中心）

http://www.udon-taxi.com/

专员开车载你巡游乌冬店

乌冬出租车（琴电出租）

 观光旅游   地图信息  行程详情

Free Wifi ：无

根据出发地不同

※可以指定坂出、宇多津、丸龟、琴平地区的

车站或宾馆・酒店

无休

※根据预约情况

出发地：于中赞地区客人希望的场所等

候  ※预约时确认

出租车内没有设置

（公社）香川県観光協会



  观光旅游   地图信息  行程信息

Free Wifi ：有（要询问）

有效期：１天

销售期间：全年

始发站：自由区间内的各站

自由区间：予赞线高松～多度津、土赞线多度津～

琴平、高德线高松～支度、琴电（高松琴平电铁）

全线

※自由区间内的对象为快速・普通列车的自由席

（琴电巴士不可以）

 成人1960日元（含税）、儿童980日元

（含税）※乘坐特急车时需要特急费用

购买地点：JR四国各站的绿色窗口、

Warp分店、车站Warp Plaza、四国内

的主要旅行社、琴电高松筑港车站・瓦

町车站・长尾车站・栗林公园车站・琴

电琴平车站・琴电志度车站

KAG-tour003

KOTODEN　ZYEIARU　KURURIN　KIPPU　【Kagawa】
ことでんJRくるり～んきっぷ

JR四国電話案内センター

0570-00-4592

http://www.jr-shikoku.co.jp/

坐电车环游香川县

琴电和JR环游车票

関連情報

纬度 34.350445 经度 134.045661

  交通指南・主要交通

　在香川县内的两大铁路「JR四国」和「琴

电」的自由区间，一天之内可多次使用的优惠

票。JR四国指志度-高松-琴平区间，琴电的自

由区间对象为全部线路。

　东至赞岐葡萄酒厂而闻名的赞岐市，西至以

金刀比罗宫和琴平温泉乡被众所周知的琴平

町，所跨区域内还有旅游和购物的中心地区高

松市，无论哪条路线都极有特色。可以度过一

个多彩的一天。

　电车行驶中，观望窗外的景色也是乐趣之

一。欣赏住宅街上宽广的街道以及随季节变换

的自然美的同时，也可以充分地遍游香川县。

能够上网的智能手机中输入经纬度可用地图查找

近隣施設

【近隣の施設】　商工奨励館　TAK-SPOT 001／掬月亭　TAK-SPOT 001／ほとり　TAK-SPOT 001／上原屋　TAK-SPOT 001／栗林駅

TAK-SPOT 001／空港リムジンバス　TAK-SPOT 001／丸亀　TAK-SPOT 001

各主要车站都有

多语言环境：有提示（英语）

部分JR四国的绿色窗口可以使用

【近隣の施設】　商工奨励館　TAK-SPOT 001／掬月亭　TAK-SPOT 001／ほとり　TAK-SPOT 001／上原屋　TAK-SPOT 001／栗林駅

TAK-SPOT 001／空港リムジンバス　TAK-SPOT 001／丸亀　TAK-SPOT 001

高松机场

有机场巴士运行

从高松机场到JR高松站车程大约45分

钟，从高松站到琴电高松筑港站徒步大

约需要5分钟。

（公社）香川県観光協会



多语言环境：无

无休

不可

土庄港

由高松港开往土庄港，渡轮大约60
分钟，高速艇大约30分钟。

由高松中央IC至高松港车程大约20
分钟，换乘渡轮大约60分钟

纬度 34.340397 经度 134.049749

高松机场

高松中央IC

  交通指南・主要交通

　 由土庄港始发的小豆岛旅游景点一日游

的「环岛旅游巴士」每天运行。

　 每天早晨9点45分由土庄港出发，銚子

溪猴子的王国、寒霞溪山顶（午餐）、小豆

岛八十八所灵场第二十番、佛泷、二十四只

瞳电影村、小豆岛橄榄公园等各景点环游，

15点25分回到土庄港的一日游行程。如果

橄榄公园出发后，酒店在银波浦附近，也可

就近下车。

车上有日语向导介绍各个旅游景点。而且赠

送镶有心形橄榄叶的书签，深受游客的喜

爱。

能够上网的智能手机中输入经纬度可用地图工具查找

车费／成人4100日元（含税）、儿

童2050日元（含税）。门票、午餐

费需要另付。

高松港周边有

距高松机场车程大约40分钟。乘坐

高松机场巴士至高松站下车，至高

松港徒步大约8分钟

车内无

定员：最多42名

KAG-tour004

SHIMAMEGURI KANKO BASU【Shodoshima】
島めぐり観光バス

乘坐巴士游览小豆岛的主要景地

环岛旅游巴士

小豆郡土庄町甲5873番地10

0879−62-1203

http://shodoshima-

kotu.com/service/shodoshima/shuttlebus.html

出发时间　9：45
出发地点／土庄港（旅游中心前）

  观光旅游  地图信息  行程信息

Free Wifi ：有

（公社）香川県観光協会



所要時間

TAK-spot006

纬度34.323196 经度134.000585

备考

10:00～17:00 （进场截止时间为

15:30）※预约者优先

ICHIGOYA SUKAIFAM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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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查找

 介绍  地图信息

草 莓 屋  Skyfarm
熟透的新鲜草莓随意享用

いちご屋　スカイファーム

高松市飯田町656-1

087-881-5256

http://www.skyfarm.jp

 设施信息

周一

由JR高松站乘坐予赞线至鬼无站大

约7分钟。由鬼无站车程大约5分
钟。

JR鬼无站

10岁以上：1550日元、3～9岁：950日
元、0～2岁：免费

※摘下的草莓不能带走

25台
※大型巴士2台

40分钟随意享用（品种：

Sachinoka、Sanukihime）

高松机场车程大约20分钟

由高松檀纸IC开车大约5分钟

高松机场

　从高松檀纸IC开车向北2公里左右，会看

到大型塑料温室。这里就是可以品味新鲜甜

蜜草莓的草莓农园。

　充满爱情培育的草莓，为减少伤痕和压

力，保持原有草莓的美味，采用「空中栽

培」（※果实不接触地面，浮空栽培的方

法）。栽培的品种为当地有名的

「Sachinoka」、「Sanukihime」。

　新鲜的草莓，自己自由采摘品味的「摘草

莓」活动只限1月～5月中旬。最美味的季节

来体验，从儿童到成人，深受好评。（※需

要预约）。

　店内还有自制的草莓甜品，一年四季可以

享用，也时常会召开各种活动。。

有

高松檀纸IC

１月～５月中旬前后

室内

Free Wifi：有

多语言环境：无

推荐时节

室内外

（公社）香川県観光協会



根据各路线不同。

详情请于平日11:00～18:00电话或邮件

（info@foucault.co.jp）咨询。

［观落日体验游艇］每人4000日元（未含

税）

※各路线不同价格不一

※所有的游艇体验都必须加入户外保险（680
日元）

高松机场车程大约30分钟

高松中央IC

JR高松站

※高松MARINA（高松市浜ノ町68-17）

高松机场

KAG-tour006

体验篇 风  向

関連情報

　可以乘双体游艇巡航温和平静的濑户内海。

殷红的天空与蔚蓝的大海中隐隐浮现的岛屿，

余韵奇幻万般，令人感动。

　从高松MARINA出发，乘坐游艇巡航濑户内

海航线，有男木岛、直岛等登岛的半天游外，

还有很多其他的航线。

　「濑户内国际艺术节」召开期间，还特设乘

游艇巡航濑户各岛艺术鉴赏的体验航线。到达

岛屿后，可自由进行岛内散步，欣赏艺术作品

等。根据岛屿不同，航线有所不同，详情敬请

咨询。

　乘坐游艇享受慢生活，沉淀奢华瞬间。

纬度34.352580 经度134.043185

高松中央IC开车大约30分钟

从JR高松站徒步大约5分钟

FUUKOU　【Takamatsu】

高松市瓦町1-9-6★★★

087-802-2284（株式会社　風向）

http://www.foucault.co.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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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查找

風 向

游濑户内海 观落日 体验游艇！

 介绍  地图信息  设施信息

多语言环境：无

5～10月份

根据路线不同所需时间

有（水冲式）

Free Wifi：无

推荐季节

根据所体验的路线价格也不同。

请提前问询。

※「高松港 县营第2栈桥」的乘船处为高松市

玉藻町10-10

商工奨励館　TAK-SPOT 001／掬月亭　TAK-SPOT 001／ほとり　TAK-SPOT 001／上原

屋　TAK-SPOT 001／栗林駅　TAK-SPOT 001

（公社）香川県観光協会



 介绍  地图信息

备考

鹤尾巴士站

 设施信息

多语言环境：无

对应语言：无

有

Free Wifi：无

商工奨励館　TAK-SPOT 001／掬月亭　TAK-SPOT 001／ほとり　TAK-SPOT 001

／上原屋　TAK-SPOT 001／栗林駅　TAK-SPOT 001／空港リムジンバス　TAK-

SPOT 001／丸亀　TAK-SPOT 001

 交通指南・主要交通

上午・10:00～
下午・14:00～
※周六、日及节假日只限上午

※需要提前三天预约

1080日元体验套餐（亲手制作、附带用

餐）、1700日元体验套餐（亲手制作・

附带炸物拼盘・豆腐皮寿司）

周六、日、节假日的下午，年末年初

※20人以上的团体敬请联络

関連情報

　不仅是香川县内，在全国都深受欢迎的乌

冬店「赞岐面业」，至今为止曾荣获多项奖

项的名店。其美味的乌冬面可以亲手体验制

作并享用。

　从制作面团开始、擀面、切面到大锅煮面

的全程体验。有亲切的员工耐心指导，从儿

童到成人都可以愉悦体验的人气教室。

　制成的乌冬面可以煮熟享用，还可根据喜

好增加「炸物拼盘」和「饭团」等（※可以

商谈）。体验后还可以领到修业证（※体验

证明书）。敬请咨询。

KAG-tour007

TEUCHIUDON TAIKENDOJO  SANUKI MENGYO 【Takamatsu】
手打ち体験道場　さぬき麺業

亲手制作并享用名品「赞岐乌冬面」！

体験コース 手工制作体验馆 赞岐面业

高松市松並町933-1

087-867-7893

http://www.sanukiudon.co.jp

40台
※大型巴士可以

所需时间

纬度 34.319146 经度 134.030153

高松机场

从高松机场车程大约30分钟

从JR高松站车程大约15分钟

JR高松站

能够上网的智能手机中输入经纬度可用地图工具查找

琴电高松筑港站乘坐开往栗林公园・由

佐・机场方面的巴士，在鹤尾巴士站下

车，车程大约25分钟，从鹤尾巴士站徒步

大约10分钟。

从高松中央IC车程大约18分钟

高松中央IC

推荐时节

室内外

全年

市内

大约90分钟

※围裙、毛巾自备

（公社）香川県観光協会



商工奨励館　TAK-SPOT 001／掬月亭　TAK-SPOT 001／ほとり　TAK-SPOT 001／上原

屋　TAK-SPOT 001／栗林駅　TAK-SPOT 001

大约40～50分钟（体验时间）

大约90分钟（体验➕用餐➕购物）

有收费停车场

※大型巴士可（有收费停车场）

9:00～15:00（体验开讲时间）

※店铺9:00～18:00
※完全预约制

每人1300日元（未含税）（15名～500名

时）

每人1500日元（未含税）（2名～14名时）

※自制的乌冬可带走（预约时请说明）

JR琴平站

JR高松站乘坐予赞线或土赞线至JR琴

平站大约45分钟。JR琴平站徒步大约

10分钟

高松机场车程大约40分钟

善通寺IC

高松机场

KAG-tour008

体验篇 中野Udon学校

関連情報

　位于以Power spot而闻名的「金刀比罗宫」

的山脚处，可愉快地体验名品・赞岐乌冬面的

「乌冬制作」。（※自己亲手制作乌冬面）媒

体也曾宣传介绍过的有名的体验专门校。

　乌冬老师从团面开始亲切的指导传授，使用

乌冬面专用的面棒擀面，直至煮熟品尝为止的

全过程。赞岐乌冬特有的「脚踏」和「切面」

等等都可体验到。（※附赠面棒・秘传籍・毕

业证书）

　亲手制作的乌冬面外还可另追加「天妇罗」

和「散寿司」等一起享用。众多的国外旅游客

人也都参加体验，是值得推荐的设施之一。

纬度34.186920 经度133.818448

善通寺IC车程大约15分钟

NAKANO  UDON  GAKKO 【Kotohira】
仲多度郡琴平町796

（高松市成合町に高松校もあります）

0877-75-0001

http://www.nakanoya.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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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查找

中野うどん学校

可愉快体验赞岐乌冬面的「乌冬制作」

 介绍  地图信息

备考

 设施信息

多语言环境：无

全年

所需时间

有

Free Wifi：无

室内外 室外

推荐时节

无休

（公社）香川県観光協会



介绍 地图信息

 交通指南・主要交通

　将历史博物馆和美术馆合二为一的综合设施。

还展示有「猪熊弦一郎」和「野口勇」等与香川

县有缘的作家的美术作品。此设施的一楼有触及

日本历史的体验学习室。

　这里可以穿着体验镰仓时代「盔甲

（YolouiKabuto※为守护武者头部的防护

具）」和平安时代「十二单（JuniHitoe※平安

时代女性的装束（着衣）」等的和服。并可照相

拍摄，儿童成人皆欢喜。

　另外、学习室里还有很多日本古时的传统玩

具。作为玩乐中学习历史的地方，深受旅游客人

的好评。

纬度34.349724 经度134.053283

高松中央IC车程大约30分钟

高松机场

琴电筑港站徒步大约10分钟

高松中央IC

琴电筑港站

能够上网的智能手机中输入经纬度可用地图工具查找

高松机场有机场巴士至高松站岱岳30分

钟，再由高松站徒步大约15分钟

备考

设施信息

多语言环境：无             对应语

言：无

有

Free Wifi：有

所需时间 大约20～30分钟

推荐季节 全年

室内外 室内

有收费地下停车场

※大型巴士可以（需要提前申请）

9:00～17:00（入馆截止时间为16:30）

※和服体验截止时间为16:30

※特别展会期间的截止时间为19:30

免费（和服体验）

※常设展区的观赏收费（410日元）

周一

※如果周一逢节日，顺延次日休息

※年终年始（12/26～1/1）

※黄金周期间无休

KAG-tour 009

体验篇 香川县立Museum　体验学习室

KAGAWAKENRITSU MYUJIAMU TAIKEN GAKUSHUSHITSU 【Takamatsu】

高松市玉藻町5-5 香川県立ミュージアム
087-822-0222（代）
http://www.pref.kagawa.jp

香川県立ミュージアム　体験学習室

可体验穿着镰仓及平安时代的和服

（公社）香川県観光協会



有

※大型巴士停车位无

9:00～17:00
※预约制

和三盆・和揉、卡型各1000日元（全项

体验2000日元）

乘坐高松机场巴士至栗林公园前站大约

23分钟，再徒步大约15分钟

大约1小时

周四

　赞岐的传统工艺・和三盆糖的「糕点木

模」。（糕点木模是巧匠将日本的四季和自

然用心雕刻而制的传统工艺品）始于江户时

代制作和点心不可欠缺的糕点木型已有200
年以上的历史。在四国地区只有一位传统工

艺师・糕点木模巧匠市原吉博先生在制作木

模。

　「豆花」就是用糕点木模，来制作和点心

的体验室。在工作人员的亲切指导下，把精

细的和三盆填满木模中，可充分玩味和三盆

的和揉及卡型的过程，制成的和三盆还可以

带走。木模工坊「市原作品陈列室」也同时

开设，提前预约的话可以参观。

纬度34.334692 经度134.057835

高松中央IC车程大约20分钟

高松机场

高松中央IC

琴电筑港站乘坐琴平线至栗林公园站大

约7分钟。再徒步大约10分钟。

琴电栗林公园站

能够上网的智能手机中输入经纬度可用地图工具查找

KAG-tour 010

体验篇 豆 花

MAMEHANA【Takamatsu】

高松市花園町1-9-13

087-831-3712

http://www.mamehana-kasikigata.com/

豆花

用木模感受日本四季的和三盆体验室

介绍 地图信息

备考

 施設情報

多语言环境：网站有英文页面、对应

语言：无

全年

所需时间

有

Free Wifi：无

商工奨励館　TAK-SPOT 001／掬月亭　TAK-SPOT 001／ほとり　TAK-SPOT 001

／上原屋　TAK-SPOT 001／栗林駅　TAK-SPOT 001／空港リムジンバス　TAK-

SPOT 001／丸亀　TAK-SPOT 001

室内外 室内

推荐时节

 交通指南・主要交通

関連情報

（公社）香川県観光協会



所需时间

推荐时节

室内外

农学部前巴士站

高松机场

高松机场车程大约30分钟

高松中央IC

麦縄の里　まさご屋

　位于高松市东部，距「公渕森林公园」较

近，仅夏季营业的流水素面专卖店。流水素

面是指竹子做的滑道上素面顺水流而下，食

客们用筷子截住流下来的素面来品味的一种

日本夏季特有的风景线。

　「麦绳之乡MASAGO屋」是当地乌冬面

＆素面店的老板和朋友们一起亲手制作开设

的店铺。在充满大自然的山间之地，品味小

豆岛特产的手抻素面「岛之麦绳」。先点想

吃的量，结账后自己把面倒入滑道可自娱自

乐的自助式吃法。（※团体要提前预约）

　在香川县内流水素面的这种方式也是罕见

的一景，成为孩子们暑期的一个美好回忆。

高松市東植田町1361

087-899-8229

设施信息

营业期间中无休

※9月份仅限周六周日营业

有

※大型巴士可以

有

素面500日元～

多语言环境：无

大约60分钟

7月末～9月末

室外

Free Wifi：无

高松中央IC车程大约25分钟

KAG-tour011

纬度34.245135 经度134.110420

备考

10:30～15:00
※团体客人需要提前预约

MUGINAWA NO SATO MASAGO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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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查找

 介绍 地图信息

麦绳之乡　MASAGO屋

JR高松站乘坐大川巴士的引田线到

农学部站大约30分钟，再徒步大约

15分钟。

仅限夏季营业！自助流水素面！

（公社）香川県観光協会



KAG-tour012

体验篇 中西珍松园

　香川县的盆栽作为日本唯一的生产地而引

以为豪。JR鬼无站附近的「鬼无盆栽乡」

是其区域的代表地。在「鬼无盆栽乡」的中

心处就是大约100多年中与盆栽一直缘续的

「中西珍松园」。

　「首先欣赏盆栽，了解其魅力」带着这种

心绪可以轻松地观赏陈列的风景，随时可以

自由参观。大小松树及季节性的盆栽一并展

示赏心悦目。

　近年深受海外的关注，众多的外国旅游客

人纷纷到访。可预约体验「制作苔藓球」和

「修剪（Sentei・是用剪刀剪枝修型的过

程）」。

纬度34.326976 经度133.992014

高松西IC车程大约20分钟

高松机场

高松机场车程大约35分钟

高松西IC

 设施信息

NAKANISHI CHINSHOEN【Takamatsu】

高松市鬼無町佐藤148

087-882-0526

http://chinshoen.jp/

 交通指南・主要交通

JR鬼无站

中西珍松園

世界各地的爱好者们到访欣赏「BONSAI盆栽」之地

全年无休

参观自由，体验根据内容有所不同。

 介绍  地图信息

JR高松站乘坐予赞线至鬼无站大约8
分钟，再徒步大约1分钟。

体验根据时节有所不同

※预约时商谈，参观自由。

大约5台。

※大型巴士需要确认。

多语言环境：日常会话的英文可以

对应语言：英语

体验内容各有不同

室内外 室外

推荐时节 全年

所需时间

有

Free Wifi：有

备考

能够上网的智能手机中输入经纬度可用地图工具查找

（公社）香川県観光協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