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松巴士轉運總站、高松築港公車站、瓦
町站前、瓦町站東口巴士乘車處皆與電車
站連接，是市內觀光最便利的選擇。
從高松機場前往高松市中心的交通方式，
最推薦的是搭乘「高松機場巴士」。

相關服務或諮詢

●琴電公車/☎087-821-3033

除了栗林・潟元・屋島站前・健康天地・佛
生山站的乘車處外，也可使用電話聯
絡，我們將前往接送。同時也提供觀光
介紹的服務。

●琴電計程車/☎0120-85-1774

高松琴平電氣鐵道株式会社

　駕駛營業所　☎087-831-6008　　運輸服務部　☎087-863-7300

高松機場巴士

用智慧型手機查詢時刻表更便利！

從高松機場搭乘巴士，前往想去的觀光景點或車站是最方便的！

車上還提供免費Wi-Fi。

※使用智慧型手機或平板電腦，Wi-Fi設定選擇「kotochan-wifi」，輸入密碼「kotoden1」即可使用免費Wi-Fi。

※可使用IC卡「IruCa」。

※往高松機場方向，各站僅提供乘客

　上車服務，無法在途中下車。　

※往高松車站方面，僅能在高松機場

　上車，各站僅提供乘客下車服務，

　無法在途中上車。

將電車與公車的路線、轉乘、時刻、車資等資訊一體化，檢索更方便。

●電車與公車的轉乘

　請連結此網頁。

確認電車時刻與運行狀況。

http://www.kotoden-search.jp/

●琴電時刻表智慧型手機版

　請連結此網頁或利用右方QR code。

http://www.kotoden.co.jp/publichtm/sp/

沿線

琴平線

長尾線

志度線
志度線

http://www.kotoden.co.jp

停靠站
高 松 機 場

機場大道一宮

香川大學附屬中學前

youmetown高松前

栗 林 公 園 前

中 新 町

瓦 町

縣廳大道／中央公園前

兵 庫 町

高 松 築 港

高 松 站

JR 酒店
CLEMENT高松 高 松 站

JR 酒店
CLEMENT高松

大倉飯店高松

飯店珍珠花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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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謂「琴電」?

黃色電車的［琴平線］
連結高松築港站與知名的金刀比羅宮所在的琴平，單程
運行約1小時2分鐘。

綠色電車的［長尾線］
連結高松築港至四國靈場第87番長尾寺所在的長尾，
單程運行時間36分鐘。

紅色電車的［志度線］

▶下行 ❷番ホーム

▶下行 ❸番ホーム

▶下行 ❶番ホーム

▶下行 ❸番ホーム

▶下行 ❹・❺番ホーム

連結瓦町站至四國靈場第88番志度寺所在的制度，單程
運行時間33分鐘。

高松築港 瓦町

琴電琴平

長尾

琴電志度

連結琴電三條路線的轉乘車站是瓦町站。

轉乘站

志度線上行以瓦町站為終點。
欲前往高松築港站，請在①號或③號月
台換乘上行電車。

香川居民對香川當地的高松琴平電氣鐵道的暱稱便是「琴電」。以瓦町站為總站，●琴平線、●長尾線、●志度線三條路線，以不

同顏色的電車來區別路線，這三條路線串連起香川縣各重要地點。

琴電每日運行的電車是由日本各地的舊型車輛所受讓而來，因而也被譽為是「會動的電車博物館」。

↑照片中的懷舊復古電車僅在舉辦活動期間運行，是鐵道迷的最愛。 左起列車分別為大正14年製造的20形－23號、大正15年製造的1000形－120號、3000形－300號，以及昭和3年製造的5000形－500號。

非買不可超值票券！

在車站的路線車資表中，找到欲前

往的目的地、金額與電車路線。上

方（黑色字）為大人的車資，下方

（紅色字）則為孩童車資。

（照片為2016年6月的車資）

將現金放入售票機，按下所查詢

到的車資按鈕，車票與找回的零

錢會由機器下方送出。

進入驗票口，在入口處的看版確

認乘車月台。照片中示範的是有

站 務 員 的 驗 票 口 ， 如 果 使 用

IruCa，則請利用自動驗票機進

入站內。

待電車駛入月台、開門之後排隊

依序乘車。

※各站狀況不同，偶有上行與下

行列車的等候月台是同一個的

情況。

第一次搭琴電就上手！ 琴電超人氣幸運吉祥物 !
查詢前往目的地的
路線與費用。1

用現金利用售票機
購買乘車券2

確認乘車月台
3

確認電車後上車
4

● 若在無人車站下車，下車時請將車票交給車上的站乘務員。

琴電一日乘車券

以琴電吉祥物KotoChan與KotomiChan
為主題的琴電一日乘車券，可使用於琴
電三個路線，超值又便利！

僅限6歲至12歲孩童

使用。 僅限6歲至12歲孩童

使用。

●大人

1,230円

●孩童

620円

琴電電影套票

琴電與Aeon娛樂事業合作推出的琴電電影套票，
是琴電電車全線乘車券，並可在Aeon Cinema綾川
或Aeon Cinema高松東兌換電影與小爆米花的套票，
無敵超值！ 

琴電溫泉乘車入浴券

以簡約現代的建築設計聞名的佛生山溫泉，
深受當地居民喜愛，竹扇是入浴票券也是琴
電乘車券，是為此特別合作企畫所設計的作
品，超值之外也具有收藏與實用價值。

1,000円 ［車資＋電影票＋小爆米花］

●大人

2,000円

●中高中生

1,800円

●孩童

1,300円

若計劃在一天之內遊覽不同路線的許
多景點，一日乘車券在手，省時又划
算。

★請至高松築港站・片原町站・瓦町站・栗林

　公園站・佛生山站・今橋站等各站購買。 ★請至有站務員的琴電車站購買。
★請至有站務員的琴電車站購買。

IruCa在手（IC乘車卡）乘車更便利！
IruCa可用來搭乘琴電或琴電巴士，商店街的部分商店或公共設施，也可以使用IruCa消費結賬，想購

買IruCa，請至有站務員的各琴電車站購買，IruCa可於自動儲值機儲值，每張卡的儲值上限為

20,000円。

（2,000円）車資1,500円・押金500円

❶❶❶ ❷

❷

❷

❸

車票＋佛生山溫泉入浴費
＋小毛巾＋竹扇

KotoChan

20歲，男性

生 日 8月8日（獅子座）

興 趣 小旅行

身 高 180cm

體 重 120kg

KotonoChan

元氣滿滿小女孩

生 日 10月10日（天秤座）

KotomiChan

18歲，女性

生 日 5月2日（金牛座）

興 趣 製作點心

身 高 170cm

體 重 秘密

「KotoChan」

碎碎念

「KotoChan」

碎碎念

http://twitter.com/
#!/irucakoto

2002/8/8

相關記事

琴電的KotoChan誕生。

爾後，以全球首見海豚站務員之姿

在琴電上班。

最喜歡釜玉烏龍麵。

拜此之賜，肚子圓滾滾。

2003/5/2 與KotomiChan以結婚為前提交往。

2011/11/18 在金刀比羅宮舉行了兩人的結婚

典禮。

2015/10/10 KotoChan與KotomiChan的愛的結晶

KotonoChan誕生。

以上内容以2016年6月的時間點為準。



在瓦町站、栗林公園站、片原町站可以申請租借，不限當站歸還。

利用時間　瓦町站・栗林公園站　7:00～23:00（租借申請到 22:00 止）、
　　　　　片原町站　7:00～22:00

費　　用　～6 小時內：100 円、6 小時～24 小時：200 円

佛生山與八栗地區可觀賞的景點非常多，租借腳踏車最能暢意遊覽。
我們提供出租的是電動腳踏車，讓點與點之間的移動更加輕鬆自在。
★ 詳細內容請參考各沿線介紹。

在有此　標誌的車站，也有出租腳踏車！

  琴 平 線（32.9km）

  長 尾 線（14.6km）

  志 度 線（12.5km）

  機場巴士

 途中下車指定車站

  J R 線

  主要道路

  香川（Kagawa）無線網路熱點

　 出租腳踏車（高松市）

　　　出租腳踏車（琴電）

在　佛生山站與　八栗站可租借腳踏車！

琴電路線圖琴電路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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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松築港車站
候車處、月台等（驗票口周邊）

瓦町站
2F驗票口候車處、2F站外廣場

栗林公園站
候車處、月台等（驗票口周邊）

琴電琴平站
候車處、月台等（驗票口周邊）

善用免費Wi-Fi熱點
取得觀光情報!

①在Wi-Fi設定畫面選擇「KAGAWA-WiFi」。

②瀏覽器啟動後，在「使用網路」頁面中選擇語

言，閱讀注意事項與使用規則後按「同意」。

③輸入個人電子信箱帳號，按「繼續」。

④網頁自動連往「香川縣旅網站」，即可開始使

用Ｗi-Fi。

1一次限時使用30分鐘、一天使用上限8次（共計240分鐘／天）

※關於各站的投幣式置物櫃等相關設施情報，請至琴電官網確認。

善用途中下車制度 樂遊讚岐路！
在前往目的地的途中，於指定車站下車出站，一定時間內再次進站可享有免費優惠，便是琴電的途中下車制度。琴平

線的車班間隔平均為15～30分鐘，志度線、長尾線則是20分鐘，利用車班間距的時間，出站後在車站附近散散步。

（此制度僅限持車票乘車，此外，欲前往的目的地與想要下車的車站若為同一車資區間，則無法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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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松港
RestaurantRestaurantRestaurant
MIKAYLAMIKAYLAMIKAYLA

高松港

往赤燈台

　　JR Hotel　　JR Hotel　　JR Hotel　　JR Hotel
Clement高松

高松城跡
玉藻公園

高松Symbol Tower
（四國商店88）

（Beer Pub Station）

JR高松站

▶

▶

香川縣立
博物館

北濱alley

Sunport高松
高松Symbol Tower

（四國商店88）

Sunport高松

香川縣
縣民會館

高松城跡
玉藻公園

（Beer Pub Station）

JR高松站

▶

▶

東門入口

西門入口

香川縣立
博物館

小豆島小豆島小豆島・・・直島直島直島
渡輪乘船處渡輪乘船處渡輪乘船處

高松港

▶

往赤燈台

小豆島・直島直島直島
高速船乘船處高速船乘船處高速船乘船處

　　JR Hotel

高松港旅客高松港旅客高松港旅客高松港旅客高松港旅客高松港旅客
轉運大樓轉運大樓轉運大樓轉運大樓轉運大樓轉運大樓轉運大樓轉運大樓轉運大樓轉運大樓轉運大樓轉運大樓轉運大樓轉運大樓轉運大樓轉運大樓轉運大樓轉運大樓 往宇野往宇野往宇野

渡輪乘船處渡輪乘船處渡輪乘船處
（四國渡輪）（四國渡輪）（四國渡輪）

往宇野
渡輪乘船處

（宇高國道渡輪）

高松Symbol Tower高松Symbol Tower高松Symbol Tower高松Symbol Tower高松Symbol Tower高松Symbol Tower高松Symbol Tower高松Symbol Tower高松Symbol Tower高松Symbol Tower高松Symbol Tower高松Symbol Tower高松Symbol Tower
（四國商店88）（四國商店88）（四國商店88）（四國商店88）

Sunport高松Sunport高松Sunport高松Sunport高松Sunport高松Sunport高松Sunport高松Sunport高松Sunport高松Sunport高松

北濱alley

香川縣
縣民會館

香川縣立

往宇野
渡輪乘船處渡輪乘船處渡輪乘船處

（宇高國道渡輪）（宇高國道渡輪）（宇高國道渡輪）

有車站周邊
觀光地圖！

有車站周邊
觀光地圖！

KOTODEN6 KOTODEN 7

片原町

約2分

高松築港
約2分

瓦町

約2分

栗林公園

約2分

三条

約3分

太田

往佛生山約4分→

琴平線 Kotohira-Line
高松築港 琴電琴平

高松市美術館

高松市紺屋町10-4　☎087-823-1711　

◯開館時間/ 9：30～17：00（特別展展期間的週二～週三及假至19：00）

◯休館日/週一（遇國定假日則延後一日休館）、跨年（12月29日～1月3日）

　瀬戸内國際藝術祭會期間無休

◯費用/依特別展內容而異（常設展一般大人200円），有團體折扣

◯交通/片原町站步行約10分鐘　http://www.city.takamatsu.kagawa.jp/museum/takamatsu/

甫於2016年整修完成重新開幕，
館藏許多現代藝術與香川的美術
工藝品，身為香川縣的藝術平
台，同時也不定期舉辦許多相關
企畫展。

香川縣立博物館

栗林公園

まちのシューレ 963

香川物產館「栗林庵」

瓦町FLAG

Navi Station

Sunport高松

Beer Pub Station （Irish Pub THE CRAIC）

從這裡出發前往赤燈台，
或是北濱alley的
倉庫街散步吧

umie

高松市北濱町3-2 北濱Alley-h

☎087-811-7455

◯營業時間/ 

　平日11：00～22：30  L.O（23：00 close）

　六10：00～22：30  L.O（23：00 close）

　日・假日10：00～20：30  L.O（21：00 close）

◯定休日/週三（遇假日則正常營業）

◯交通/高松築港站步行約５分鐘

http://www.umie.info/

透過大片玻璃窗戶眺望港邊景色，身心在
不知不覺間被景色療癒。這裡擁有藝術相
關書籍、具特色的室內空間佈置、音樂，
不論成群結伴或一個人都能悠閒自在。

史跡高松城跡 玉藻公園

高松市玉藻町2-1　☎087-851-1521

◯開園時間/東門… 4～9月7：00～18：00

　　　　　　　　10～3月8：30～17：00

　　　　　西門…日出～日落（因季節而異）

◯休園日/12月29日・30日・31日　◯費用/大人200円

◯交通/高松築港站步行約１分鐘

http://www.takamatsujyo.com/

擁有日本三大水城之一的高松城跡，玉藻
公園還可搭乘日本船玉藻號進行城舟體驗
（※冬天12月～2月，3個月期間暫停），
取與大願成就發音相同的鯛願城就的餵食
鯛魚體驗活動也很新鮮有趣。園內的月見
櫓與艮櫓被保存的相當良好，2013年春
天，天守台的石壁也復修完成。利用智慧
型手機下載app「VR高松城」便可透過虛
擬體驗更進一步了解天守閣。（管理事務
所也提供平板電腦出租服務）披雲閣不定
時也會舉辦各種豐富有趣的活動。

四國商店88

高松市Sunport 2番1号 

高松Symbol Tower 1F  

☎087-822-0459

◯營業時間/10：00～21：00　

◯公休日/年中無休　

◯交通/高松築港站步行約3分鐘

http://shikokushop88.com/

位於Symbol Tower一樓的土產店，不只蒐
羅了香川縣當地的特產品，四國各縣的特色
產品、土產也相當齊全，店內商品種類超過
1,800種，不論是常見的必買特產，珍稀少
見的地方吉祥物周邊產品，或是當地限定的
扭蛋、遍路用品，在這裡都能找到。

２０６ TSU MA MU

高松市北濱町4-14　☎087-811-5212

◯營業時間/11：00～售完為止
◯定休日/週四＋不定休

◯費用/500円～

◯交通/高松築港站步行約５分鐘

http://www.206quiche.com/

鹹派及烘焙點心專賣店，平日鹹派
有20種以上口味，可麗露與巴斯克
蛋糕等皆可外帶。店內也有提供座
位。

日本唯一的站內月台小酒吧

慢遊北濱alley倉庫街

透過虛擬實境體驗高松城歷史

琴電瓦町站一出站便能抵達的購物中心

沿著高松丸龜町
的拱廊大街
悠閒漫步

有此圖案的車站，有我們推薦的烏龍麵店，詳細內容請參考14頁。　◎介紹內容以2016年6月的狀況為準。

高松築港站

熱愛藝術工藝者不可錯過

拱廊長街

連結高松築港與以金刀比羅宮聞名的琴平，約1小時2分鐘的琴平線。

高松市玉藻町5-5　☎087-822-0002

◯開館時間/ 9：00～17：00

◯休館日/週一（遇國定假日則延後一日休館）

◯費用/依特別展內容而異

　（常設展一般大人410円），有團體折扣

◯交通/高松築港站步行約10分鐘

　　　　片原町站步行約8分鐘

http://www.pref.kagawa.jp/kmuseum/

介紹香川歷史與文化的綜合性博物館，
不論是特別展或常設展，展出內容與主
題都與香川當地人事物風情民俗有關。

高松市栗林町1丁目20番16号　　

☎087-833-7411

◯開園時間/7：00～17：00（開放時間隨季節而有變動）

◯定休日/無休　◯入園費用/大人410円

◯交通/栗林公園站步行約10分鐘　

http://ritsuringarden.jp/

國家指定特別名勝的栗林公園擁有
最廣闊的回遊式大名庭園。大名庭
園的南庭，與現代風格、開放式的
北庭，每走一步所欣賞到美景都不
同。漫遊池邊散步，可以駐足餵食
池中鯉魚，這裡也提供日本船搭乘
體驗（兩者皆需付費）。

高松市丸亀町13-3 高松丸亀町参番街東館2F　☎087-800-7888

◯營業時間/【商店】11：00～19：30・【咖啡】週一～週四11：30 ～18：00・週五～週日11：30 ～ 22：00

◯公休日/每月第三個週一（遇假日可能調整）　◯交通/琴電片原町站步行約10分鐘　

http://www.schule.jp/

精選香川縣與全日本的生活雜貨、工
藝品、食品，於日常食衣住的細節
中，提升生活品味與品質。店內的午
餐也大受好評。

高松市栗林町1丁目20番16　☎087-812-3155

◯營業時間/9：00～17：00 ※打烊時間配合栗林公園的閉園時間。

◯定休日/無休　◯進入栗林庵不需入場券

◯交通/栗林公園站步行約10分鐘　http://www.ritsurinan.jp

從香川縣的人氣定番商品到夢幻
逸品，栗林庵提供約1,800種縣
產品銷售。縣內的美味食物、精
美的工藝品等，讓你重新發現香
川魅力的所在。不定時舉辦季節
性活動。

高松市常磐町1-3-1　☎087-812-7000

◯營業時間/【商場樓層】10：00～20：00（部分店舗除外）
　　　　　　【餐廳樓層】11：00～22：00（部分店鋪除外）
◯停車場/地下7：30～22：00・瓦町駅東口24時間　◯定休日/元旦（預定）

◯交通/琴平線・長尾線・志度線「瓦町站」下車即達　http://www.k-flag.jp

◯交通/片原町站起至瓦町站

除了豐富的購物機能之外，對市民
而言，結合高松市市民服務中心、
健身、圖書館、多目的工作室、藝
廊、志工團體活動據點等的多功能
市民活動場域的「IKODE瓦町」也
相當重要。空中庭園的瓦町花園不
定期舉辦有趣活動，瓦町FLAG是
高松市居民不可或缺的場所。

香川名勝栗林公園、玉藻公園、屋島等
景點的觀光資訊豐富，同時這裡也提供
瓦町FLAG或周圍商店街的推薦商店、
景點等資訊，配置有日語與英語服務人
員，外國的觀光客也請安心利用。

◯交通/高松築港站步行約3分鐘

集合了雜貨、土產商店與餐廳，步
行可達之處即是前往小豆島、直
島、豊島等島嶼的港口，周圍有幾
件藝術作品展示。在三年舉辦一次
的瀨戶內國際藝術祭會期期間，連
結島嶼與港口的Sunport高松更顯
熱鬧。

高松築港站內　☎087-863-7723（琴電關連事業部）

◯營業時間/週五、六 17：00～21：00・週日 15：00～20：00（舉辦活動期間營業時間會有變動）

　　◯公休日/不定休　◯費用/Guinness Half 600円・KotoChan啤酒700円等

　　　　◯交通/高松築港站內

日本唯一的站內月台小

酒吧，提供知名的愛爾

蘭啤酒Guinness、具世

界水準的精釀啤酒、以及

琴電原創的KotoChan啤

酒。此外，也提供以當地

食材製作、可搭配啤酒的下

酒菜。即使沒有要搭車，只

要向站務員打聲招呼，就能

進入站內小酒吧。 

AppStore

下載「ＶＲ高松城」app

Google Play

高松市常磐町1-3-1 2F中央廣場　☎087-887-0300

◯營業時間/10：00～19：00　◯定休日/週三

◯交通/瓦町駅2F 中央廣場内

http://www.brsq.net/

日本最長的拱廊商店街，擁有雜貨、
書店、餐廳等不同類型商店，能同
時滿足購物、飲食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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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生山地區的悠閒腳踏車之旅

金比羅溫泉鄉的緩慢步調與悠閒情懷

恣意遊玩、超值購物

享受讃岐路的美味！

New Reoma Resort

佛生山温泉

Reoma之森飯店

有露天溫泉與溫水游泳
池（期間營業），可單
純使用溫泉與戲水設
施，也有住宿服務。

Aeon Cinema綾川

綾歌郡綾川町萱原822-1 Aeon Mall綾川3F　

☎087-870-8787　◯定休日/無休

◯費用/大人2,000円 中高生1,800円 孩童1,300円（車票+電影票+小爆米花）

◯交通/綾川站步行約3分鐘　http://www.aeon.jp/sc/ayagawa/

綾川站出站即達！琴電全線一日乘
車券+電影票+小爆米花的超值組
合，絕對不能錯過。

金陵之鄉

湯元こんぴら温泉華の湯 紅梅亭

仲多度郡

琴平町556-1　

☎0877-75-1588

◯定休日/無休

◯交通/琴電琴平站步行約5分鐘

★詳細內容請參閱官網

http://www.koubaitei.jp/

被不同季節綻放的花叢圍繞，是超人
氣露天溫泉的主要特色。溫泉旅館內
的餐廳丸忠為典型的日式低調華麗風
格，運用季節性與當地食材創作出美
味餐點。另有當日泡湯與自助午餐的
優惠組合，相當受到歡迎。

 

琴平グランドホテル 桜の抄

仲多度郡

琴平町977-1

☎0877-75-1211

◯定休日/無休

◯交通/琴電琴平站步行約10分鐘

★詳情請參閱官網

http://www.sakuranosho.jp/

能遙望象頭山的露天溫泉，和優雅
的婦人華風呂極受歡迎。展望餐廳
「ゐきり」（Wikiri）是開放式廚
房，使用四季當令食材提供鐵板
燒、天婦羅、讚岐烏龍麵等美食饗
宴。也有當日泡湯優惠組合。

ことひら温泉 琴参閣

仲多度郡琴平町685-11

☎0877-75-1000

◯營業時間/11：00～16：00

　（當日泡湯最後進場時間為15：00）

◯定休日/週四　◯當日泡湯入浴費用/大人900円

◯交通/琴電琴平站步行約3分鐘

★詳情請參閱官網

http://www.kotosankaku.jp/

位於金刀比羅宮山腳下。當日來回
的溫泉中有露天風呂，也有提升泡
溫泉樂趣的各種藥草風呂方案。最
受住宿者好評的，則是玫瑰風呂。

腳踏車租借（電動腳踏車）

道之駅滝宮草莓農園

綾川町瀧宮1578　☎087-876-3361

◯營業時間/10：00～15：00　◯定休日/週二

◯費用/12月大人1,500円孩童1,000円

　　　 1～3月大人1,200円孩童800円

　　　 4～6月大人1,000円孩童600円

（孩童為小學生、2歳以下則免費）吃到飽30分

◯交通/瀧宮站步行約10分鐘

http://www.matsumotonouen.com/（松本農園）

種植的草莓品種是甜味強烈酸度適
中的「讚岐之姬」。可享受自採當
季草莓吃到飽的樂趣。

ほくろ屋果子店

綾歌郡綾川町滝宮482-1　☎087-876-0096

◯營業時間/8：00～18：30

◯定休日/週一（遇假期則正常營業）

◯交通/滝宮站步行約5分鐘

https://www.facebook.com/hokuroya

創業48週年的日本和洋甜點店。採用
當季水果製作的蛋糕，以及自家創作的
點心種類豐富，是當地居民的愛店。

道之駅滝宮内「烏龍麵會館」的烏龍麵教室

☎087-876-5018（事先需電話預約）

◯定休日/週日、假日與每週二
　（黃金週與年末年始休息）

◯費用/大人1,620円、孩童1,080円

※3天前需使用電話或網路預約

　http://www.ryonan-udon.co.jp/

從鹽水與小麥粉起，體驗製作道地
的烏龍麵的過程，還能現場烹煮，
吃到自己做的烏龍麵。

道之駅滝宮

綾歌郡綾川町滝宮1578　☎087-876-5018

◯營業時間/8：30～18：00（物産）

　【物産】 8：30～18：00　◯定休日/每月第一、三個週二

　【喫茶】平日8：30～16：00、週末與假日8：30～17：00　◯定休日/每月第一、三的週二

　【餐廳】10：00～15：00　◯定休日/毎週二

◯交通/滝宮站步行約10分鐘  

http://www.ryonan-udon.co.jp/

被譽為是讚岐烏龍麵的發源地。結
合產地直送市、物產品店，與使用
綾川町產小麥（讚岐之夢）的烏龍
麵店。最特別的是讚岐烏龍麵口味
的冰淇淋！使用烏龍麵與湯汁製作
的冰淇淋，有「清爽」「味濃」「超
濃郁」的三種口味可選擇。這裡也
提供手作烏龍麵與採草莓體驗。

佛生山地區的悠閒腳踏車之旅

租借電動腳踏車

遊玩更輕鬆♥

舊金毘羅大劇場（金丸座）

仲多度郡琴平町乙1241

☎0877-75-6716（琴平町教育委員會内）

◯營業時間/9：00～17：00 

◯定休日/無休　◯費用/大人500円

◯交通/琴電琴平站步行約15分鐘

http://www.konpirakabuki.jp/index.html

日本最古老的劇場。每年慣例的
「四國金刀比羅歌舞伎劇場」，有
不少有名演員登場。

金刀比羅宮

仲多度郡琴平町892-1　☎0877-75-2121

◯交通/琴電琴平站步行約15分鐘　

http://www.konpira.or.jp/

被稱為「讚岐的金比羅」，是掌管
海洋的神明。來到這裡，不能不努
力挑戰爬到奧社的1368段石階參
道！參道途中有表書院，高橋由一
館、寶物館等相當多的設施，並展
出貴重文物。

金刀比羅宮 寶物館

仲多度郡琴平町892-1金刀比羅宮社務所　

☎0877-75-2121

◯開館時間/8：30～17：00（最後入館16：30）

◯休館日/原則無休（但開館時間與休館日偶有臨時變更）

◯交通/琴電琴平站步行約15分鐘

★詳細內容請參閱官網　　

http://www.konpira.or.jp/

陳列金刀比羅宮收藏的寶物。
除了常設展外也有企畫展。

琴平海洋博物館（海的科學館）

仲多度郡琴平町953　☎0877-73-3748

◯開館時間/9：00～17：00

◯休館日/無休　◯費用/大人450円

◯交通/琴電琴平站步行約10分鐘

http://www.kaiyohakubutukan.sakura.ne.jp/

位於守護海洋的神明金刀比羅宮所
在地，能看到在瀨戶內海活躍的金
比羅船。

中四國最大的主題公園

約2分 約3分 約3分

費用/大人2,000円 中高生1,800円 孩童1,300円（車票+電影票+小爆米花）

　http://www.aeon.jp/sc/ayagawa/

費用/大人2,000円 中高生1,800円 孩童1,300円（車票+電影票+小爆米花）

　http://www.aeon.jp/sc/ayagawa/

岡田

仲多度郡琴平町892-1金刀比羅宮社務所　

0877-75-2121

開館時間/8：30～17：00（最後入館16：30）

休館日/原則無休

交通/琴電琴平站步行約15分鐘

★詳細內容請參閱官網　　

http://www.konpira.or.jp/

陳列金刀比羅宮收藏的寶物。
除了常設展外也有企畫展。

岡田

仲多度郡琴平町892-1金刀比羅宮社務所　

0877-75-2121

開館時間/8：30～17：00（最後入館16：30）

休館日/原則無休

交通/琴電琴平站步行約15分鐘

★詳細內容請參閱官網　　

http://www.konpira.or.jp/

除了常設展外也有企畫展。

羽床 栗熊

費用/大人2,000円 中高生1,800円 孩童1,300円（車票+電影票+小爆米花）

　http://www.aeon.jp/sc/ayagawa/

☎0877-75-2121

◯開館時間/8：30～17：00（最後入館16：30）

◯休館日/原則無休

◯交通/琴電琴平站步行約15分鐘

★詳細內容請參閱官網　　

http://www.konpira.or.jp/

有此圖案的車站，有我們推薦的烏龍麵店，詳細內容請參考14頁。　◎介紹內容以2016年6月的狀況為準。

丸亀市綾歌町栗熊40-1　☎0877-86-1071

◯開園時間/10：00～17：00（依據時期偶有變動）

◯定休日/無休

◯費用/大人3,900円、孩童3,400円（遊園券）

◯交通/岡田站乘車約5分鐘

★詳細內容請參閱官網

http://www.newreomaworld.com/

高松市佛生山町乙114-5　☎087-889-7750

◯營業時間/11：00～24：00（週末與特殊假日9：00～）

◯定休日/每月第四個週二（遇假日則隔日休館）

◯入浴費用/大人600円

◯交通/佛生山站步行約10分鐘

http://busshozan.com/

◯租借時間/8：30～19：00（年中無休）

◯租借費用/3時間500円（每延長1時間加收100円）

　※租借時，預收押金3,000円（還車時退回押金）

◯利用方法/在窗口索取申請書與使用同意書，填寫必要資料。

　（需出示身分證明書如護照）

共有22種精彩節目與必看的盛裝遊
行！每晚固定的燈光秀也不可錯過。

被譽為美人湯的非循環式溫泉。在泡湯結束後，
不妨在讓人能夠放鬆身心的休憩室或食堂稍事休
息。「佛生山溫泉入浴券+佛生山320円區間車資+
毛巾+竹扇」的琴電溫泉乘車入浴券相當受到好
評。詳細請參考3P。

仲多度郡琴平町623　☎0877-73-4133

◯營業時間/9：00～16：00（週末與假日～18：00）

◯定休日/無休　◯費用/免費

◯交通/琴電琴平站步行約８分鐘

http://www.nishino-kinryo.co.jp/museum/

寬政元年所創業酒窖的當地酒「金陵」
被復元後成立的資料館。位於金刀比羅
宮參拜必經之路，透過參觀傳統造酒道
具與場景等，可了解過去造酒的情況。

以藩主松平賴重的菩提寺、法然寺為起點，欣賞江戶時代的商店與舊建築。這裡雖

是因寺廟而形成發展的舊區域，卻隨處可見漂亮的咖啡店、設計店舖，溫泉等新場

所的，品味舊與新的的交錯融合，不論是悠哉步行，或是租借自行車都有不同感受。

丸亀市綾歌町栗熊40-1　☎0877-86-5588

◯開園時間/11：30～22：00

　（最後入園至21：00）（僅泡湯）

◯費用/大人980円（僅泡湯）

★詳細內容請參閱官網　　

http://www.ooedoonsen.jp/reomanomo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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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松築港 長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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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nco.hostel+café

豆花

木型工房 市原

マーちゃ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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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最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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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洋保齡球館太洋保齡球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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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東煮中的

超推薦

青年旅館
與

咖啡店

蒐羅
四國的

傳統工藝品

花園 水田

鰻魚飯店的激戰區！

西前田
水田林道 木太東口

元山木太東口
元山

マーちゃんマーちゃんマーちゃんマーちゃんマーちゃんマーちゃん

花園站

マーちゃんマーちゃんマーちゃんマーちゃん

鰻魚飯店的激戰區！
鰻魚飯店的激戰區！
鰻魚飯店的激戰區！

花園町商店街

花園町的
小商店街

想要稱霸！

KOTODEN10 KOTODEN 11

希少糖之里 三木
如同希少糖的名稱一樣，希少糖
指的在自然界中少量存在的糖，
被認為種類大約有50種。珍貴的
希少糖，由香川大學農學部的研
究團隊開發出大量生產的技術，
當中備受矚目的便是將市售的果
糖 轉 變 成 希 少 糖 中 有 的
D-Psicose的技術。由於Psicose

過去僅能以有機化學的方式極少量的生產，價格相當高昂，一公克約
值7萬円，透過香川大學的技術，能更容易的大量生產希少糖，將夢
幻之糖化為真實。

マーちゃん
Twinpal長尾

白山

木型工房　市原/豆花

Tresta白山

戲水池與滑冰場兼備

城市一角的接待所

讃岐富士之一、美麗的白山

Kinco.hostel+café

高松市花園町1-6-6

【Hostel】☎087-887-0747

◯住宿費用/一人 3,500円（含稅）　◯人數/20名

【cafe】☎087-887-0720

◯營業時間/8:00～22:00（最後點餐21:30）［午餐］11:00～15:00（毎週一公休）

◯交通/花園站步行約5分鐘　http://kinco.jp/

這裡曾是當地保險庫公司的辦公
室與倉庫，這棟超過50年的建築
經過改裝，一樓化身成為投宿旅
客與附近居民聚集的休憩場所，
香濃的咖啡、美味的餐點，讓每個
人在這裡都能獲得滿足。二樓是
在歐 美常見的青年旅館住宿空
間，木造小屋形式的上下鋪，比起
一般的單人床的尺寸寬闊，也能
保有個人空間的隱秘性。

IKUNASｇ（藝廊）

高松市花園町2-1-8森大樓2F　

☎087-833-1361（tao.）

◯營業時間/12:00～18:00

◯定休日/週一（展示會期中或假日則正常營業）

◯交通/花園站步行約5分鐘

http://www.tao-works.jp/ikunas

店內蒐羅讃岐的工藝品如手毬、漆器等，透過
各種讃岐特色手作工藝品，向顧客介紹並傳
達其獨特與藝術性。不定時會舉辦工作坊。

長尾寺

さぬき市長尾西653　☎0879-52-2041

◯交通/長尾站步行約3分鐘

http:// www.nagaoji.com

四國靈場第87札所的長尾寺。弘法
大師入唐前，為了祈求五穀豐收、國
家安泰而修行護摩，給予眾生護摩
符，據傳這是至今仍持續的傳統儀
式「大會陽福奪」（在正月七日舉
行）的由來，儀式之中，將大鏡餅裝
在三寶的競力比賽是眾所期待的活
動重點。
「本坊膳所」提供的「菜懷石」，每
個月都會更換餐點內容。
※營業日等相關資訊請電洽

　☎0879-52-5251

讓心沈靜的地方

高松築港 長 尾

長尾線沿線有許多蘊藏生活況味的魅力場所。

木型工房　市原/豆花

さぬき市長尾西653　

◯交通/長尾站步行約3分鐘

http:// www.nagaoji.com

四國靈場第87札所的長尾寺。弘法
大師入唐前，為了祈求五穀豐收、國
家安泰而修行護摩，給予眾生護摩
符，據傳這是至今仍持續的傳統儀
式「大會陽福奪」（在正月七日舉
行）的由來，儀式之中，將大鏡餅裝
在三寶的競力比賽是眾所期待的活
動重點。
「本坊膳所」提供的「菜懷石」，每
個月都會更換餐點內容。
※營業日等相關資訊請電洽

IKUNASｇ（藝廊）

店內蒐羅讃岐的工藝品如手毬、漆器等，透過
各種讃岐特色手作工藝品，向顧客介紹並傳
達其獨特與藝術性。不定時會舉辦工作坊。

0879-52-2041

大師入唐前，為了祈求五穀豐收、國
家安泰而修行護摩，給予眾生護摩
符，據傳這是至今仍持續的傳統儀
式「大會陽福奪」（在正月七日舉
行）的由來，儀式之中，將大鏡餅裝
在三寶的競力比賽是眾所期待的活

「本坊膳所」提供的「菜懷石」，每

※營業日等相關資訊請電洽
0879-52-5251

讓心沈靜的地方

片原町

約2分 約2分 約2分 約2分

IKUNASｇIKUNASｇIKUNASｇ
居民最愛
商店街♪

パンの木パンの木

興照寺

花園小學校
傳統工藝品

瓦町

興照寺

井戸 公文明

約1分 約2分

長尾

Twinpal長尾
マーちゃん

城市一角的接待所

Kinco.hostel+ca

這裡曾是當地保險庫公司的辦公
室與倉庫，這棟超過50年的建築
經過改裝，一樓化身成為投宿旅
客與附近居民聚集的休憩場所，
香濃的咖啡、美味的餐點，讓每個

Tresta白山

戲水池與滑冰場兼備

Kinco.hostel+café

這裡曾是當地保險庫公司的辦公
室與倉庫，這棟超過50年的建築
經過改裝，一樓化身成為投宿旅
客與附近居民聚集的休憩場所，
香濃的咖啡、美味的餐點，讓每個
人在這裡都能獲得滿足。二樓是
在歐 美常見的青年旅館住宿空
間，木造小屋形式的上下鋪，比起

木型工房　市原/豆花木型工房　市原/豆花

將夢幻之糖化為真實

實際體驗傳統工藝

長尾線

高松市花園町1-10-16

☎087-834-4684

◯營業時間/17:00～2:00

◯定休日/毎週日（遇假日則正常營業）

◯交通/花園站步行約1分鐘（有停車場）

http://www.chukasobamarchan.com/

昭和27年創業。戰爭剛結束之際
至今，傳承三代仍持續守護著「想
讓人每天吃也吃不膩」的味道。以
雞骨架熬製、湯頭清爽的中華拉
麵，每天都吸引來相當多的常客。
使用嚴選的大豆製成的豆腐也相
當美味，大量淋上店內特製的醬
油或是特製的辛味噌再大口享用
吧！

さぬき市長尾名1494-1 　☎0879-52-1126

◯營業時間/【泳池】10:00～18:00（最終入場17:00）※營業日:7/2,3,9,10,7/16～8/28

　　　　　  【温泉】10:00～21:30（最終入場21:00）

　　　　　  【訓練室】10:00～20:30（最終入場20:00）【體育室】9:00～22:00

※7/16～8/28的營業期間中，每週三所有設施僅開放至18:00（最終入場17:00）

◯定休日/毎週三（遇假日則正常營業，延至隔天休假）※7/16～8/28無休

◯交通/長尾站乘車約10分鐘　

http://www.sanuki-sa.jp/twinpal/index.php

溫水游泳池、溫泉與訓練中心設備齊全的娛樂場
所，可同時享受三溫暖、露天風呂與溫泉，在這
裏放鬆身心。溫水游泳池（夏季限定）當中，孩
童專用的攀岩泳池極受喜愛。

【木型工房市原】高松市花園町1-7-30

【豆花】高松市花園町1-9-13

☎087-831-3712

◯營業時間/10:00～17:00

◯定休日/週四　

◯交通/花園站步行約5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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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國唯一木製點心鑄型的傳統工
藝、士市原吉博先生的工作室。臨
近的和三盆體驗區域豆花，可以
體驗使用木製鑄型製作和三盆菓
子的過程。※電話預約制

木田郡三木町下高岡972-30☎087-898-8881

◯營業時間/【泳池】 10:00～17:00　【網球場】 7:00～22:00

◯費用/【泳池】大人:1,100円（含稅）　【冰宮】大人:1,200円（含稅）

　　　 【網球場】平日1,080円（含稅）、假日1,620円（含稅）

◯交通/白山站步行約1分鐘　http://www.tresta.jp/

冬天的室內冰宮、
夏天的屋外戲水設施，
還有全年無休的網球場。

◯交通/白山站步行約1分鐘（登山口）

一出白山站，眼前聳立著如飯糰形狀的山便是白山，標高僅有203公尺，
相當適合登山初學者。春季時，位於山麓的白山神社周圍是賞櫻名所。

戲水組合優惠票

結合電車車票、Tresta白山屋外的戲水池

入場券、與冰品的套裝組合票，是夏天必

買的超值票券。

滑冰組合優惠票

結合電車乘車券、Tresta白山冰宮入場券、

出租溜冰鞋與手套的套裝組合，也是超值

優惠組合！

◎介紹內容以2016年6月的狀況為準。

提供:香川縣

一到用餐時間，空氣中便漂浮著香氣。

只有內行人才知道，高松市內鰻魚飯店密集的御坊川鰻

魚街。

沿街可見一如往昔的菜攤、

便當店、咖啡店、麵包店，

與鴨料理老鋪。但在懷舊的

熟悉街景中，也有不少新商

店，像是藝廊兼咖啡店的複

合式商店與體驗教室等，在

這個區域，隨時都可能與新

事物或人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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さぬき市さぬき市さぬき市さぬき市さぬき市さぬき市さぬき市さぬき市さぬき市さぬき市さぬき市さぬき市さぬき市さぬき市さぬき市さぬき市さぬき市さぬき市さぬき市さぬき市さぬき市さぬき市さぬき市さぬき市さぬき市さぬき市さぬき市さぬき市さぬき市さぬき市
志度圖書館志度圖書館志度圖書館志度圖書館志度圖書館志度圖書館志度圖書館志度圖書館志度圖書館志度圖書館志度圖書館志度圖書館志度圖書館

琴電志度站

平賀源内記念館平賀源内記念館平賀源内記念館平賀源内記念館平賀源内記念館平賀源内記念館平賀源内記念館平賀源内記念館平賀源内記念館平賀源内記念館平賀源内記念館平賀源内記念館平賀源内記念館平賀源内記念館平賀源内記念館平賀源内記念館平賀源内記念館平賀源内記念館
源單車源單車

平賀源内墓平賀源内墓平賀源内墓平賀源内墓平賀源内墓平賀源内墓平賀源内墓平賀源内墓平賀源内墓平賀源内墓平賀源内墓平賀源内墓平賀源内墓平賀源内墓平賀源内墓平賀源内墓平賀源内墓平賀源内墓平賀源内墓平賀源内墓平賀源内墓平賀源内墓平賀源内墓平賀源内墓平賀源内墓平賀源内墓平賀源内墓平賀源内墓

讓購物更便利的

志度沿線觀光景點

攜帶單車搭琴電不另收費！

　　　　　　僅限週末運行！琴電單車列車

「山田家」
推薦烏龍麵店

詳細內容
請參閱15P

（租借腳踏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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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amu Noguchi庭園美術館

20世紀的
彫刻家代表
Isamu Noguchi美術館

落日時分的石燈

道之駅　源平之里牟礼

售有當地土產
或美味食物
在廣闊公園
可縱情玩樂的
超人氣景點

新屋島水族館

高松市屋島東町1785-1　☎087-841-2678

◯開館時間/9:00～17:00（最終入館16:30）

◯休館日/無休

◯費用/大人1,200円、國高中學生700円、3歳以上孩童500円，有團體優惠

◯交通/琴電屋島站搭屋島山上區間巴士約7分鐘

http://www.new-yashima-aq.com/newYAQ/home/home.html

罕見的山上水族館。有珍稀的西印
度海牛。也有海豚、海獅、海豹的
表演活動。

焙煎元　和樂

さぬき市志度365-9

☎0120-756-578

◯營業時間/9:00～19:00

◯定休日/週日、週一

◯交通/琴電志度站步行約5分鐘

http://www.baisenmoto-waraku.com/

自家烘豆、沖煮的咖啡店和樂，店
名蘊藏的希望讓顧客享受安穩平和
氣氛的心意，由店員親手改裝店
內，展現希望任何人在這裡都能輕
鬆自在的氣氛。禮品選擇相關商品
種類齊全，也可依照客人預算烘
豆。和樂與琴電所合作的電車咖
啡，有相當高的詢問度，尤其更受
電車迷喜愛。

八栗纜車

高松市牟礼町牟礼3378-3

☎087-845-2218

◯營業時間/7:30～17:15（週日與假日7:00～）

◯定休日/無休

◯費用/

　大人930円（來回）、小學生460円（來回）

◯交通/八栗站步行約20分鐘

http://www.shikoku-cable.co.jp/yakuri/

搭上纜車，一面眺望高松的街道，
抵達位於五劍山半山腰的四國靈地
85番札所八栗寺，大約只要4分
鐘。

八栗寺

高松市牟礼町牟礼3416

☎087-845-9603

http://www.88shikokuhenro.jp/kagawa/85yakuriji/

後方矗立著五劍山的四國靈場
第85番八栗寺，「八栗的聖天
大神」保佑生意興隆、善結良
緣。繪馬上的圖案是包巾與白
蘿蔔。

四國村與四國村展覽室

高松市屋島中町91　☎097-843-3111

◯營業時間/8:30～17:00

　（展覽室為9:00～16:00）

◯定休日/無休

　（不定時會因保養維護而臨時休館）

◯費用/大人1,000円、高校生600円

　小中學生400円（含四國村展覽室）

◯交通/琴電屋島站步行約5分鐘

http://www.shikokumura.or.jp/

在與四季相應的花及自然中，漫步
在這座野外博物館，可從江戶時代
至大正時期的古民房、生活用品、
依時節改變的佈置習慣等，深刻感
受先人在生活細節中所運用的智
慧。而安藤忠雄所設計的展覽室
中，展出畢卡索、雷諾瓦等藝術家
的著名畫作，在藝術鑑賞之餘也別
忘了欣賞美麗的水景庭園。

今橋 松島二丁目

沖松島
春日川

大町 八栗新道
潟元 琴電屋島

古高松
八栗 六万寺

塩屋 房前 原

志度線 Shido-Line
瓦 町 琴電志度

高松市石頭民俗資料館

高松市牟礼町牟礼1810

☎087-845-8484

◯開館時間/9:00～17:00

　（進入展示室至16:30）

◯休館日/週一（遇休假日則改為隔天休館）

　　　　 年末年始（偶因維修保養等會有

　　　　 臨時休館的情形）

◯費用/一般200円、大學生150円

◯交通/八栗站步行約30分鐘

http://www.city.takamatsu.kagawa.jp/23508.html

以深入淺出的方式介紹石頭與人的
關係，並展示大正至昭和初期的庵
治石採石、加工情況與石工用具
等，不定時也會推出企畫展或舉辦
工作坊。

平賀源内記念館

Aeon Cinema高松東

屋島

牟礼源平石石燈路

八栗寺

八栗山上

八栗纜車

落日時分的石燈
後方矗立著五劍山的四國靈場
第85番八栗寺，「八栗的聖天
大神」保佑生意興隆、善結良

志度線 瓦 町 琴電志度

高松市牟礼町牟礼1810

☎087-845-8484

◯開館時間/9:00～17:00

　（進入展示室至16:30）

◯休館日/週一（遇休假日則改為隔天休館）

　　　

　　　

◯費用/一般200円、大學生150円

◯交通/八栗站步行約30分鐘

http://www.city.takamatsu.kagawa.jp/23508.html

以深入淺出的方式介紹石頭與人的
關係，並展示大正至昭和初期的庵
治石採石、加工情況與石工用具
等，不定時也會推出企畫展或舉辦
工作坊。

牟礼源平石石燈路

八栗地區隨心所欲的單車小旅行

腳踏車租借（電動腳踏車）
腳踏車租借（電動腳踏車）

租借電動腳踏車

讓遊覽更輕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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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瀨戶內海國立公園眺望

日本最初發明發電裝置「摩擦靜電發生裝置（醫療用摩
擦起電機）」的平賀源內是讚岐市志度出身。在平賀源
內紀念館中，可一窺身為發明家、文藝家、藝術家、創業
者等平賀源內的多重才能與身份。位於其
東邊550公尺外置的舊屋邸（被列為國家
登記有形文化財）的源內通，也能讓人感
受過去商店街的風情。

有此圖案的車站，有我們推薦的烏龍麵店，詳細內容請參考14頁。　◎介紹內容以2016年6月的狀況為準。

約2分 約2分 約2分 約2分 約3分 約2分 約2分 約2分 約2分 約2分 約1分 約1分 約2分 約2分 約3分

瓦町 琴電志度

志度線是琴電最早開通的路線。

高松市牟礼町牟礼3519
☎087-870-1500
◯交通/八栗站步行約20分鐘
◯費用/一般大學生2,160円、高中生1,080円
　中學以下免費，有團體優惠
http://www.isamunoguchi.or.jp

將Isamu Noguchi晚年使用的工作
室作為美術館公開，150多件的作
品、住所、雕刻庭園等，所有空間融
合成為一部作品。觀賞者同時也能
感受到Isamu Noguchi生前在怎樣
的空間氛圍中生活。
※欲參觀需事前以明信片預約。
★詳細內容請參照官網

● 公開施設 ●
石牆內工作室空間、展示空間、
Isamu家周圍、雕刻庭園

販賣當地特產品，同時設有海鮮食
堂，一旁的公園保存著的懷舊復古
電車可入內參觀。不遠處就是琴電
鐵道，當列車經過之際，一邊由遠
方傳來的電車聲響，一邊遊玩，是
僅有這裡才有的特色。

高松市福岡町3-8-5　Aeon高松東店3F
☎087-822-0505◯定休日/無休

◯交通/沖松島站步行約10分鐘

http://www.aeoncinema.com/cinema/takamatsu/

琴電全線一日任意搭乘的乘車
券+電影票+小爆米花的組合
相當超值。大人2,000円，中
高生生1,800円，孩童1,300
円（車資+車票+小爆米花）

さぬき市志度587-1　☎087-894-1684

◯開館時間/9:00～17:00

◯休館日/週一（遇假日則隔日休館）

◯費用/一般500円

◯交通/琴電志度站步行約5分鐘

http://ew.sanuki.ne.jp/gennai/index.html

香川縣的旅遊景點代表之一，源平合戰的古戰場屋島，以山的形狀與屋頂相
似為特徵。從山上俯視瀨戶內海上漂浮著的島嶼與高松市區，是其他地方看
不到的景色。至屋島山上有區間巴士行駛，可多加利用。

高松市牟礼町原631-7　☎087-845-6080
◯營業時間/9:00～18:00（11月至2月
　只到17:00）
◯定休日/無休
◯交通/房前站步行約5分鐘
http://www.genpei-mure.com/

高松的夏天風物詩。從八栗站開始，沿著
留有源平史跡的舊庵治街道，以銘石草庵
治石做成的「石頭燈」被點亮的同時，整
條街的氣氛帶你進入幻想般的世界。

◯租借時間/8:30～19:00（年中無休）

◯租借費用/3時間500円（每延長1時間加收100円）

　※租借時，預收押金3,000円（還車時退回押金）

◯利用方法/在窗口索取申請書與使用同意書，填寫必要資料。

　（需出示身分證明書如護照）

石頭的城市　Isamu Noguchi曾居住的地區

以庵治石的採石場聞名的五劍山聳立於八栗站周圍，牟礼源平石石燈

路、八栗寺等藝術與歷史景點聚集在此區域。若採取步行，景點之間的距

離有點遠，建議利用出租腳踏車更輕鬆隨意的探訪周圍景點。

定休日/無休

大人930円（來回）、小學生460円（來回）

交通/八栗站步行約20分鐘

http://www.shikoku-cable.co.jp/yakuri/

大町 八栗新道
六万寺

塩屋

◯交通/八栗站步行約20分鐘
◯費用/一般大學生2,160円、高中生1,080円
　中學以下免費，有團體優惠
http://www.isamunoguchi.or.jphttp://www.isamunoguchi.or.jp

舊邸舊邸舊邸

焙煎元焙煎元焙煎元焙煎元焙煎元焙煎元
和樂和樂

志度高

內紀念館中，可一窺身為發明家、文藝家、藝術家、創業

高松市
石頭民俗資料館

牟礼源平石石燈街

Isamu Noguchi
庭園美術館

八栗登山口

八栗纜車

今橋 松島二丁目

沖松島

八栗纜車 　※租借時，預收押金3,000円（還車時退回押金）

◯利用方法/在窗口索取申請書與使用同意書，填寫必要資料。

　（需出示身分證明書如護照）

◯實施日/僅限週六周日　◯區間/志度線
◯車輛/僅限於三列車廂中，瓦町方向的第一列車廂
　※依據時期可能有變動　
★時間等詳細內容請參照官網
☎087-863-7300（平日9:00～17:00）
　087-831-6008（夜間與假日）
http://www.kotoden.co.jp/

志度桐木屐志度桐木屐
山西商店山西商店

さぬき市役所

志度寺
さぬき市さぬき市さぬき市さぬき市さぬき市さぬき市さぬき市さぬき市さぬき市さぬき市さぬき市さぬき市さぬき市さぬき市さぬき市さぬき市さぬき市さぬき市さぬき市さぬき市さぬき市さぬき市さぬき市さぬき市さぬき市さぬき市さぬき市さぬき市さぬき市さぬき市さぬき市さぬき市さぬき市さぬき市

擦起電機）」的平賀源內是讚岐市志度出身。在平賀源
內紀念館中，可一窺身為發明家、文藝家、藝術家、創業

六万寺

約2分 約1分 約1分 約2分 約2分

大町 八栗新道
塩屋

志度桐木屐志度桐木屐志度桐木屐志度桐木屐志度桐木屐志度桐木屐志度桐木屐志度桐木屐志度桐木屐志度桐木屐志度桐木屐志度桐木屐志度桐木屐志度桐木屐志度桐木屐志度桐木屐志度桐木屐志度桐木屐志度桐木屐志度桐木屐志度桐木屐志度桐木屐志度桐木屐志度桐木屐志度桐木屐志度桐木屐
㈲㈲㈲㈲山西商店山西商店山西商店山西商店山西商店山西商店山西商店山西商店山西商店山西商店山西商店山西商店山西商店山西商店山西商店山西商店山西商店山西商店山西商店山西商店山西商店

平賀源内平賀源内平賀源内平賀源内平賀源内平賀源内平賀源内
舊邸舊邸舊邸舊邸舊邸

擦起電機）」的平賀源內是讚岐市志度出身。在平賀源
內紀念館中，可一窺身為發明家、文藝家、藝術家、創業

源單車

觀光租借腳踏車（平賀源内記念館）

◯租借時間/9:00~16:30

◯租借費用/A 觀光鑑賞護照套裝組合…1,800円　B 平賀源内記念館入館門票組合…1,400円

　C 僅租借腳踏車…1,100円（還車時會退回500円押金）

◯利用方法/電話預約087-894-1684（平賀源内記念館　週一休館）

　（需出示本人身份文件）※詳細內容請洽詢平賀源内記念館

使用源內的陶藝作品「源內燒」的顏色繪製到單車上，讓這裡的

出租腳踏車更顯得可愛。騎著單車，一邊感受海風，不論是選擇

遍路路徑、當地美食路徑或是歷史探索路徑，都能滿載而歸。

房前 原房前房前 原

約2分 約3分

琴電志度
房前

觀光租借腳踏車（平賀源内記念館）

 觀光鑑賞護照套裝組合…1,800円　B 平賀源内記念館入館門票組合…1,400円

　C 僅租借腳踏車…1,100円（還車時會退回500円押金）

利用方法/電話預約087-894-1684（平賀源内記念館　週一休館）

　（需出示本人身份文件）※詳細內容請洽詢平賀源内記念館

使用源內的陶藝作品「源內燒」的顏色繪製到單車上，讓這裡的

出租腳踏車更顯得可愛。騎著單車，一邊感受海風，不論是選擇

遍路路徑、當地美食路徑或是歷史探索路徑，都能滿載而歸。

坡道也能
輕鬆自如♪

在車站
租借腳踏車吧

土產好選擇
品質優良的
自製珈琲豆

沿著海岸線
感受海風

以志度
傳統工業

著名

輕鬆
將自行車
帶上琴電

乘車前往目的地

志度線是琴電最早開通的路線。志度線是琴電最早開通的路線。

輕鬆

平賀源内記念館

日本最初發明發電裝置「摩擦靜電發生裝置（醫療用摩

高松市福岡町3-8-5　Aeon高松東店3F
定休日/無休

交通/沖松島站步行約10分鐘

http://www.aeoncinema.com/cinema/takamatsu/

相當超值。大人2,000円，中
高生生1,800円，孩童1,300
円（車資+車票+小爆米花）

日本最初發明發電裝置「摩擦靜電發生裝置（醫療用摩日本最初發明發電裝置「摩擦靜電發生裝置（醫療用摩

券+電影票+小爆米花的組合
相當超值。大人2,000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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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當超值。大人2,000円，中
高生生1,800円，孩童1,300
円（車資+車票+小爆米花）

日本最初發明發電裝置「摩擦靜電發生裝置（醫療用摩日本最初發明發電裝置「摩擦靜電發生裝置（醫療用摩

琴電全線一日任意搭乘的乘車 源單車

租借時間/9:00~16:30

租借費用/

　C 僅租借腳踏車…1,100円（還車時會退回500円押金）

利用方法/電話預約087-894-1684（平賀源内記念館　週一休館）

　（需出示本人身份文件）※詳細內容請洽詢平賀源内記念館

使用源內的陶藝作品「源內燒」的顏色繪製到單車上，讓這裡的

出租腳踏車更顯得可愛。騎著單車，一邊感受海風，不論是選擇

遍路路徑、當地美食路徑或是歷史探索路徑，都能滿載而歸。
券+電影票+小爆米花的組合
相當超值。大人2,000円，中

源單車

租借時間/9:00~1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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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僅租借腳踏車…1,100円（還車時會退回500円押金）

利用方法/電話預約087-894-1684（平賀源内記念館　週一休館）

　（需出示本人身份文件）※詳細內容請洽詢平賀源内記念館

使用源內的陶藝作品「源內燒」的顏色繪製到單車上，讓這裡的

出租腳踏車更顯得可愛。騎著單車，一邊感受海風，不論是選擇

遍路路徑、當地美食路徑或是歷史探索路徑，都能滿載而歸。

平賀源内記念館

高松市福岡町3-8-5　Aeon高松東店3F
定休日/無休

交通/沖松島站步行約10分鐘

http://www.aeoncinema.com/cinema/takamatsu/

相當超值。大人2,000円，中
高生生1,800円，孩童1,300
円（車資+車票+小爆米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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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借時間/9:00~16:30

◯租借費用/

　C 僅租借腳踏車…1,100円（還車時會退回500円押金）

◯利用方法/電話預約087-894-1684（平賀源内記念館　週一休館）

　（需出示本人身份文件）※詳細內容請洽詢平賀源内記念館

出租腳踏車更顯得可愛。騎著單車，一邊感受海風，不論是選擇

遍路路徑、當地美食路徑或是歷史探索路徑，都能滿載而歸。



來到讚岐，絕對不能錯過！琴電站務員們衷心推　薦的讚岐烏龍麵店。從超級名店、到當地人才知道的行家美味，在琴電沿線便能享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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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田家烏龍麵本陣

將八烏龍麵

志度線
八栗駅

志度線

琴電志度站

琴平線
栗熊站

琴平線
羽床站

琴平線

琴電琴平站

 

香川屋本店

高松市牟礼町牟礼3186　☎087-845-6522

◯營業時間／10：00 ～ 20：00　◯定休日／無休

◯交通／八栗站步行約15分鐘

丸亀市綾歌町栗熊東469-1　☎0877-57-1675

◯營業時間／10：00～18：30　◯定休日／每月第一個週二

◯交通／栗熊站步行約3分鐘　　　　

はゆか（Hayuka）
本格手打自助式烏龍麵店

綾歌郡綾川町羽床下2222-5　☎087-876-5377

◯營業時間／10：00～17：00

◯定休日／週一（遇假日則隔日公休）

◯交通／羽床站步行約18分鐘

わら家（Waraya）

志度線

琴電屋島站

高松市屋島中町91　☎087-843-3115

◯營業時間／10：00～19：00（週末與假日9：00～、冬季18：30 ※最後點餐時間為打烊前30分鐘）

◯定休日／無休　◯交通／琴電屋島站步行約5分鐘

牟礼製麵
擁有60年以上歷史的製麵所老店，
經典菜單是「清湯烏龍麵（180
円）」。由鰹魚、小魚乾、海帶熬煮製
成的湯汁味道質樸，與店內自豪的麵
條搭配得宜。溫醇且讓人興起懷念之
情的味道，是顧客長久熱愛這裡的理
由。牟礼製麵還有個特色，想吃中華
拉麵或日本拉麵都可以。由於店家位
於志度站站內，店裡便貼著電車時刻
表，在等車的空檔，不妨去品嘗這令
人懷念的好滋味。

位於四國村一角的烏龍麵店わら
家，店面是由江戸時代的民家修築
而成的。釜揚烏龍麵為店內招牌，
為了能讓顧客享受到更好的風味，
附上生薑泥，將麵湯倒入一升容量
的酒器德利裡，讓顧客能夠體驗將
湯汁倒入豬口飲用的樂趣，不論是
家族或是外國旅客都相當喜歡。

さぬき市志度503　☎087-894-0039

◯營業時間／11：00～16：00　◯定休日／週日

◯交通／琴電志度站步行約1分鐘

從琴電琴平駅往金刀比羅宮方向
走，會看到醒目的看板。位於觀光
地，超值午餐組合（烏龍麵＋飯糰
＋關東煮）卻只要540円的合理價
格，不僅對於觀光客很有吸引力，
也受到大食量的學生的歡迎。五玉
烏龍麵加上特大豆皮兩塊的「超大
豆皮烏龍麵」，只要在15分鐘內能
夠完食便免費。店家說：等候挑戰
者的大駕光臨。

低調的藏身於住宅街之中的自助式
烏龍麵店。由小倉庫改建而成的店
面別有趣味。受歡迎的肉烏龍麵，
鋪滿柔軟滑順的薄牛肉，麵條的柔
滑程度恰到好處，採用天然素材熬
製而成的自慢湯頭清爽可口，讓味
蕾感受到優雅的風味。

仲多度郡琴平町郵便局前664-14　☎0877-75-3224

◯營業時間／10：00～15：00　◯定休日／週二

◯交通／琴電琴平站步行約2分鐘

上原屋本店

琴平線

栗林公園站

高松市栗林町１丁目18-8　☎087-831-6779

◯營業時間／9：00～16：00　◯定休日／週日

◯交通／栗林公園站步行約5分鐘

うどんの田　

琴平線
佛生山駅高松市寺井町38-1　☎087-889-2930

◯營業時間／10：00～14：00（週四6：00～）

◯定休日／週日（遇假日則正常營業）

◯交通／佛生山站步行約10分鐘

改裝登錄有形文化財的舊
屋建地，山田家在約有800坪
廣大面積裡，與本館保持了些距
離，從座位眺望中庭，能見到庭
院中四季不同的表情變幻。在饒
富風情的空間當中，品嘗道地的
烏龍麵更是至高無上的享受。

肉、麵與湯頭三位一體組合而成的
肉烏龍涼湯麵，是每日固定完售的
超人氣商品。只使用國產牛肉，使
用數種小麥粉調配而成的自家祕
方，製成彈力十足的粗烏龍麵。雖
是自助式烏龍麵店，卻堅持嚴選最
好的食材，「想著做出來自己也想吃
的烏龍麵」是店主的堅持。店內有
72個座位，不論平日或假日總是高
朋滿座。

配合著季節或顧客喜好，提供最適
合的烏龍麵，是香川屋本店的自
豪。麵條的滑嫩卻帶有粘性、以及
麵條的粗細，都是該店特色。每次
都細心的觀察、調整製作湯汁的火
侯，配料與天婦羅的種類也相當齊
全，同時更積極開發原創菜單。秋
葵、梅子與海帶裙組合而成的新菜
單「梅醬冷湯烏龍麵」，深受女性客
人喜愛。

「熱的？」「冷的？」鑽過暖簾往
櫃檯行進途中便會聽到超有活力的
大聲音量詢問著。領取自己點的烏
龍麵之後，接著選取喜愛的天婦羅
放入碗內。淋入湯汁、加入自己喜
愛的佐料，在上原屋本店能充分體
驗自助式烏龍麵店的醍醐味。麵條
的滑嫩口感、水、湯汁等細節毫不
馬虎，就為了呈現完美的一碗烏龍
麵到你的手中。

在水車轉動著的古民家吃熱湯烏龍麵。　深受當地烏龍麵 迷喜愛的自助式麵店。

以原創菜單而大 受好評的店。

這才是讃岐當地的自助烏龍麵店。

午餐選擇無敵超 值。樸素的店面讓顧客倍感輕鬆。

同時感受登錄有形文化財的風情。

利用等車的空檔便能享用的美食。

◎以上内容以2016年6月的時間點為準。

來到讚岐，絕對不能錯過！琴電站務員們衷心推　薦的讚岐烏龍麵店。從超級名店、到當地人才知道的行家美味，在琴電沿線便能享用。　

琴電站務員們

所推薦的

　　道地美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