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AG-mode001
RITSURINKOEN～TAKAMATSU

観光モデルコース

旅游参考路线

栗林公园～高松市中心
不仅能欣赏到四季风景如画的庭园，也能充分享受购物之乐趣

A

B

C

10:00

A 栗林公园
拥有较多值得一看的景观，是一处美丽的日式庭园。
园内自然景色秀美，是悠闲漫步的好去处。也可在园
内的【Garden Cafe 栗林】，品尝用濑户内产柠檬特
制的柠檬汁或橄榄茶等饮品。

乘坐Shopping·rainbow循环巴士移动，高松筑港下
车
▼

▼

◎从高松站出发
9:30左右、乘坐巴士前往栗林公园
◎从高松机场 乘坐9:25左右出发的机场专线大巴→9:50左右到达栗林公园前

14:30

香川县立Museum
在历史展示室、介绍及展示着从原始时代到近代时期
的香川县历史。在1楼的体验学习室，还可以亲身体
验试穿日本铠甲和十二单日式和服。

関連情報：TAK-SPOT001、TAK-cafe001

▼

徒步移动

11:40

関連情報：KAG-tour009

B 上原屋
位于「栗林公园」对面，是一家自助式乌冬店。自己
烫热面条，然后拧开龙头，将汤汁接入碗内，这种方
式深受游客好评。光滑筋道的面条配上小沙丁鱼原
汤，真是非同寻常。

関連情報：TAK-udon002

13:00

16:00

C 北浜alley

umie

在高松港附近，利用旧仓库改建而成的复合型商业设
施「北浜alley」。其中「umie」是一家由设计师老
板亲自设计改建的咖啡厅。复古的家具沙发使整个空
间更加古朴典雅。

在Youme Town（或堂吉诃德）购物

县内最具代表性的购物中心「Youme Town高松」，从
服装到食品、日用百货，各种精品专卖汇集在此。附
近的【堂吉诃德】也是以其物美价廉、品种繁多而深
受人们喜爱。

関連情報：TAK-cafe004

徒步移动

▼

▼

乘坐Shopping·rainbow循环巴士移动，Youme town
下车

▼

徒步移动

関連情報：KAG-depa002、KAG-depa003

17:30

高松站

（公社）香川県観光協会

KAG-mode002

KOTOHIRA
琴平（１日コース）

旅游参考路线

琴平（1天行程）
漫游“金刀比罗宫”与其周边景点

A

B

C

▼

◎从高松站 9:00出发 在JR高松站乘坐南风relay号到琴平站 约1个小时
◎从琴电高松筑港乘坐琴平线到琴电琴平站 约1个小时
◎从高松机场乘坐9:25出发的琴空巴士 到八千代下车 约40分钟
10:00

A 金刀比罗宫
▼

徒步移动
被人们亲切的称作为【konbirasan】的神社。较长的
台阶有1368级。
神社的中心【本宫】内供奉着农业、医药、海上守护
之神。攀登途中可在咖啡厅「神椿」稍作歇息。

15:00

体验制作乌冬面（中野乌冬学校）
经“乌冬名师”细心指导，从和面开始挑战【手擀
乌冬制作】。整个套餐包含有：把乌冬面团用专用擀
面杖擀开，脚踩及切面、煮面到品尝自己亲手制作的
乌冬。

関連情報：KOT-spot001、KAG-cafe002

徒步移动
▼

関連情報：KAG-tour008

12:00

B 旧金比罗大芝居（金丸座）
▼

徒步移动
被指定为国家重要文化财产，是现存日本最古老的
剧场小屋。可以参观写有出场名角名字的看板及歌舞
伎演员登台时的【花道】，从中感受一丝江户时代的
气息。

16:00

金陵之乡
不仅可以参观昔日日本酒的制造工程，而且还能在
参观后试饮各种日本酒。请您从中挑选一款适合自己
口味的日本酒吧。

関連情報：KOT-spot002
関連情報：KEN-good024

徒步移动

红梅亭「割烹Dining丸忠」（日式烹饪餐厅）

▼

13:00

17:30

步行略感疲劳之际，不妨到参道旁红梅亭酒店内的
「割烹Dining丸忠」小憩片刻。午餐使用时令食材为
您准备有以日本料理为主的自助餐。用昔日的炉灶炊
煮出的饭菜跟是绝品。

C 带骨鸡

田中屋

在游览完琴平街道后，不妨品尝一下香川特产【带
骨鸡】。嚼劲十足的母鸡和松脆柔嫩的雏鸡加之盐、
胡椒和蒜，在高温下烧烤而成。美味不可抵挡。

関連情報：KAG-viki001
関連情報：KAG-hone002

▼

▼

徒步移动

19:30

琴平 住宿
或乘坐JR・琴电前往高松（20:30～21:00到达）

（公社）香川県観光協会

KAG-mode003

SYODOSHIMA
小豆島（１日コース）

旅游参考路线

小豆岛（1天行程）
巡游小豆岛、饱享岛上魅力

A

10:30

C

8:45出发 徒步前往高松港大约8分钟
乘坐前往土庄渡轮到达土庄港大约1个小时（9:00出发）
乘出租车或租赁汽车自驾移动
A 天使之路

▼

▼

◎从高松站

B

14:00

【天使之路】是因潮涨潮落出现的一条沙路。无论是
早晨还是午后，1天仅2次退潮时才能行走的沙路真是
神秘至极。可在附近的商店内，购买绘马将愿望写在
上边并挂在此处。

C 寒霞溪
【寒霞溪】位于小豆岛中心地区，是具有日本代表
性的溪谷。因火山活动诞生的溪谷，经地壳变动、风
雨侵蚀等，常年累月自然形成。在此可以欣赏到四季
不同美景。

関連情報：SYO-spot001
関連情報：SYO-spot003

出租车或租赁汽车移动
◎ 从高松机场 9:25出发乘坐机场专线大巴前往高松站约45分钟

▼

（从机场经由港口的情况此处为起点。）

15:30

二十四只眼睛电影村

徒步前往高松港大 约8分钟
是1987年公开上映的电影【二十四只眼睛】的拍摄
基地。讲述了在第2次世界大战时，1位女老师与12名
孩子之间的师徒友爱的战争悲剧故事。为拍摄此部电
影而改建的街道外景，再现当时大正、昭和时代的小
村风貌。

乘坐前往土庄的高速艇到达土庄港大约35分钟（10:40出发）

B 小豆岛橄榄公园
関連情報：SYO-spot005
从小山丘上可俯视濑户内海风景，仿希腊风格建造
的公园。广阔的园内种植有2000株橄榄树，并栽培有
130多种以上的香草。可在馆内的香草咖啡厅OLIVAZ
享受美味午餐。

出租车或租赁汽车移动
▼

12:00

16:30

酱之乡
小豆岛以盛产酱油而闻名。许多酱油酿造作坊鳞次
栉比，因此将其称为【酱之乡】。讲述酱油酿造历史
及展示酿造过程的纪念馆与众多特产店也位于此处。

関連情報：SYO-spot002、KAG-cafe005

関連情報：SYO-spot006、SYO-spot007

出租车或租赁汽车移动

▼

▼

出租车或租赁汽车移动

17:30

住宿小豆岛
或乘坐渡轮、高速艇前往高松港（18:30～19:00到
达）

（公社）香川県観光協会

KAG-mode004

RITSURINKOUEN
午前中・栗林公園（午前半日コース）

旅游参考路线

栗林公园（上午半天行程）
在美丽的庭园清晨散步。还能体验制作传统日式糕点。

A

B

C

▼

◎从高松站7:30出发 乘坐shopping·rainbow循环巴士到栗林公园前约17分钟
从栗林公园前徒步约1分钟
8:00

A 栗林公园
搭乘出租车约5分钟，或徒步约15分钟。
一步一景的美丽日式庭园。漫步于此悠闲欣赏园内
景观，让您忘却都市喧闹。特别是清晨的栗林公园，
与午间不同，让您神清气爽。园内的【花园亭】还可
品尝到晨粥（需预约）。

IKUNAS g
此Gallery除香川自古以来的传统工艺品之外，
也展示出售包涵现代艺术韵味的工艺品。提前预约
还可体验彩绘香川民艺人偶【奉公】。不妨做一件
仅属于自己的旅行礼物吧。

関連情報：TAK-spot001

関連情報：TAK-misc002

▼

徒步前往高松中央商店街

11:30～12:00

高松中央商店街由兵库町、片原町西部、片原町
东部、丸龟町、Lion大道、南新町、常磐町、田町
8个商店街组成。拱顶长廊总长为2.7km。此长度被
认为是日本第一。

B 和三盆体验（豆花）
日本传统糕点·和三盆是使用制作日式糕点不可欠
缺的【糕点木模】，经艺师指点，将精细唯美的和三
盆糖装满木模内，压制制成。也可当场品尝到现做好
的和三盆。

関連情報：TAK-spot006

徒步移动
▼

▼

搭乘出租车约10分钟或徒步25分钟

10:00

C 高松中央商店街

12:00～12:30

高松站到达

関連情報：KAG-tour010

（公社）香川県観光協会

KAG-mode005
YASHIMA(GOGOHANNICHIKOSU)

屋島（午後半日コース）

旅游参考路线

屋岛（下午半天行程）
感受香川历史古城与自然美

A

▼

◎13：00高松站出发
13:00

13：10高松城遗址 玉藻公园

B
15：00

乘坐屋岛山上专线巴士或出租车移动

A 高松城遗址 玉藻公园

▼

▼

屋岛

高松站

徒步移动

13:10

C

17:30

日本三大水城之一，将高松城遗址以公园形式对外开
放。引入海水的护城河内，乘木船游览【城舟体验】
深受好评。感受从水面欣赏古城遗址之乐趣。也可体
验给鱼儿喂食。

C ざいごうどん 本家 わら家（ 乌冬店）
坐落于屋岛山脚下的一家传统乌冬店。由江户时代的
民宅改建而成，店内充满复古温馨的气氛。本店特色
【家族乌冬面】盛放在大木盆里的乌冬足够4～5人分
享。

関連情報：TAK-SPOT003
関連情報：TAK-cafe004

15:00

B 屋岛
乘坐JR高德线前往高松站
乘坐琴电志度线经由琴平线前往高松筑港站

形似屋檐的熔岩台地，从山顶可眺望濑户内海与高松
街景。在山上也可通过【投掷瓦片】来祈祷平安，祛
除灾难。

▼

▼

从JR高松站乘坐高德线前往JR屋岛站，特急列车大约10分
钟。
从琴电高松筑港乘坐琴平线·长尾线到达瓦町站、换乘志
度线前往琴电屋岛站大约30分。
搭乘屋岛山上专线巴士或出租车前往山顶。

19:00

高松站到达

関連情報：TAK-SPOT004

（公社）香川県観光協会

KAG-mode006
TAKAMATSUCYUSHINBU(YAKANHANNICHIKOSU)

高松中心部（夜間半日コース）

旅游参考路线

高松中心地区（夜间半天行程）
让您充分享受高松乐趣的夜间之行

18:00

B

１９：００海おやじ高松站前店

２１：３０バーふくろう

高松站

▼

▼

◎１８：００高松站前出发

A

21:30

▼

A 太阳港 高松（高松港）
太阳港高松位于高松港区域，是欣赏夕阳及夜景的最佳
散步之处。屹立在码头的红灯塔通称为【seto shirube
（せとしるべ）】高14.2m的玻璃灯塔从古至今仍继续守
卫着海上的安全。

関連情報：TAK-dini004

或者

▼

関連情報：TAK-spot007

21:30

B 海おやじ高松站前店（海Oyaji）
位于JR高松站前的海鲜料理店。以生鱼片为主，可以品
尝到濑户内海季节性的海鲜。从店内入口处的水槽里打捞
出的活鱼保证鲜度最佳。

関連情報：TAK-cafe006

徒步移动

関連情報：TAK-izak003

▼

▼

珈琲半空（咖啡半空）
享受着现场冲炮的美味咖啡，加之音乐与书，沉浸在
【咖啡&Bar 半空】中，其乐融融。以【半空特制咖啡】
为首，还有各种各样的纯正咖啡及红茶。此外也备有威士
忌、波本威士忌、意大利红酒等饮品。

徒步15分钟

19:00

Ｃ バー ふくろう（Bar Fukurou）
可爱至极的猫头鹰看板作为标示，是一家纯正酒吧。店
内风格典雅古朴，不妨让曾参加过鸡尾酒世界大会的老板
调酒师为您量身定制一杯吧！

徒步约10分钟

18:10

C

23:00

つるまる Gee（Turumaru Gee）
位于丸龟町商店街的综合性商业设施【丸龟町Green】内，是一
家一般点单方式的乌冬店。人气菜单除咖喱乌冬面之外，也有
浓汤乌冬面，锅捞乌冬面等。营业至深夜，推荐您在饮酒之后
来店品尝一碗。

関連情報：TAK-udon001

徒步20分钟

（公社）香川県観光協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