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松车站，高松筑港站，瓦町站前，瓦町站东
口的巴士停靠站点连同电车站，以上站点换
乘高松市内的观光很方便。
从高松机场到市内的移动乘坐机场大巴很
方便。

咨询＆信息
●琴电巴士 /☎＋81-87-821-3033

除栗林・泻元・屋岛站前・健康乐园・
佛生山站点以外也可以电话叫车。
并提供观光指南。

●琴电出租车 /☎0120-85-1774
　　　　　　　　　　　（只能在日本国内拨打）

高松琴电电气铁道株式会社

　开车营业所　☎＋81-87-831-6008　　运输服务部　☎＋81-87-863-7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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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松机场大巴

用智能手机查询时刻表很方便！

从高松机场乘坐机场大巴可以方便地到达各个景点附近以及离景点最近的车站！

机场巴士上有供免费使用的Wi-Fi※网络！

※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用户请在Wi-Fi设定画面上选择「kotochan-wifi」，输入密码「kotoden1」

※IC卡式车票「IruCa」也可以使用。

※开往高松机场的机场大巴沿线停靠站不下客。

※开往JR高松站的机场巴士机场出发后中途不上客。

电车和公交车的一体化查询系统。能在线查询路线，换乘，时刻和票价信息。

●电车&巴士换乘查询

　请访问主页面

能查询电车的时刻表和运行状态的手机版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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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琴电时刻表智能手机版

　请扫右边的二维码连接 http://www.kotoden.co.jp/publichtm/sp/

沿线

琴平
线

长尾线

志度线志度线

http://www.kotoden.co.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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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琴电」指什么？

黄色电车的［琴平线］
将高松筑港站与以「金刀比罗宫」闻名的琴平用1小时2分

钟的路程连接起来。

绿色电车的［长尾线］
以36分钟的路程，将高松筑港站和有四国灵场第八十七番

札所「长尾寺」的长尾相连。

红色电车的［志度线］

▶前往 ❷号站台

▶前往 ❸号站台

▶前往 ❶号站台

▶前往 ❸号站台

▶前往 ❹・❺号站台

以33分钟的路程，将瓦町站和有四国灵场第八十八番札所

「志度寺」的志度相连。

高松筑港 瓦町

琴电琴平

长尾

琴电志度

不同线路之间的换乘，需要在连接了所有

线路的瓦町枢纽站进行。

换乘站点

志度线上行的电车以瓦町站为终点站

到高松筑港站需要在①号或③号站台换

乘上行线。

「琴电」是香川人对地方铁道会社 -- 高松琴平电气铁道株式会社的昵称。它以瓦町站为枢纽，拥有［●琴平線］・［●長尾線］・
［●志度線］3 条以不同颜色区分的线路，将香川各主要地点串联起来。

由于所用车辆多为日本各地捐赠而来的老式车厢，因而又被称之为「移动电车博物馆」。

↑图为仅在举办活动期间运行的怀旧复古列车，深受铁道迷的喜爱。 左起依次为大正14年制造的〈20形-23号〉，大正15年制造的〈1000形-120号〉・〈3000形-300号〉和昭和3年制造的〈5000形-500号〉

划算的套票信息！

在车站线路图上找到自己要去的

目的地，确认金额与路线。

上面黑色的为成人票价，下方红

色的为儿童票价。

（图片上的价目表以2016年6月为准）

在车站的售票机可以买到车票。

投入现金后选择合适的价目按钮

按下。

零钱和车票就会从下面的口子吐

出来。

通过检票口后，在挂在检票口上

方的电子公告牌上确认几号站台。

图片上显示的是检票口有车站工

作人员在场的情况。

持IruCa卡的时候请过自动检票

口。

电车进站自动打开车门后就可以

上车了。

※根据车站不同，上行和下行的列

车有可能停靠同一站台。

乘坐琴电的步骤！ 「琴电」的吉祥物图案 !
查看到目的地的路线
与金额。1 在自动售票机投币买

票。2 通过检票口后确认站
台。3 确认目的地后上车。4

● 在无人检票电车站下车时，请将票递给列车员。

一日自由乘车券

印 有 琴 电 卡 通 形 象 K O T O C H A N  和
KOTOMICHAN的套票，一天当中可以随
意乘坐，非常便利和划算。

（6岁以上12岁以下）

（6岁以上12岁以下）

●成人

1,230日元

●儿童

620日元

琴电电影套票

琴电与永旺娱乐株式会社共同推出的「琴电电影套
票」，是由琴电一日全线自由乘车券，永旺綾川影城
或者永旺高松东影城入场券，以及一小杯爆米花组
成的既方便又实惠的特别套餐。

琴电温泉乘车入浴券

［电车票+温泉入浴券］的便利实惠套票，
佛生山温泉馆以简洁现代的建筑风格而
闻名。

1,000日元 ［车票＋电影票＋小杯爆米花］

●成人

2,000日元

●初中高中生

1,800日元

●儿童

1,300日元

若想一天当中乘坐各个线路的电车，选
择自由乘车券省去不少购票时间，非常
方便实惠！

★可以在下列车站买到：高松筑港站・片原町站・
　瓦町站・栗林公园站・佛生山站・今桥站。 ★在所有的有人站均可买到

★可以在有人站买到

有IruCa（IC卡乘车券）出售!（2,000日元） 
IruCaIC卡可以在有人检票站或其它地方买到，不仅在乘坐琴电的电车和巴士时用得到。还可以在商店街购物

或其它公共设施使用，非常方便。

请作为充值卡使用（充值上限为20,000日元）

SF1,500日元・押金500日元

❶❶❶ ❷

❷

❷

❸

车费＋佛生山温泉入浴费
＋毛巾＋团扇

KOTOCHAN

20岁左右的男孩
生 日 8月8日（狮子座）

爱 好 旅游

身 高 180cm

体 重 120kg

KOTONOCHAN

活泼的小女孩
生 日 10月10日（天秤座）

KOTOMICHAN

18岁左右的女孩
生 日 5月2日（金牛座）

爱 好 做点心

身 高 170cm

体 重 秘密

「KOTOCHAN」
在推特的留言

「KOTOCHAN」
在推特的留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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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2/8/8

年鉴

根据诸般事宜「KOTOCHAN」诞生。

此后作为第一个海豚员工加盟铁路

工作。

特别喜欢吃釜玉（生鸡蛋乌冬面）。

所以变成了现在肚子鼓鼓的样子。

2003/5/2 邂逅了想要结婚的恋人（KOTOMICHAN）

并披露。

2011/11/18 在金刀比罗宫

「KOTOCHAN」♡「KOTOMICHAN」举行婚礼。

2015/10/10 「KOTOCHAN」♡「KOTOMICHAN」的

爱的结晶「KOTONOCHAN」出生。

本刊刊登信息以2016年6月为准。



瓦町站，栗林公园站，片原町站也都能租借到自行车，还车的话非常方便，可以在任何出租点还车。

　利用时间 瓦町站 / 栗林公园站　7:00~23:00( 申请时间截止至 22:00)

 片原町站　7:00~22:00

　费　　用 6 个小时 :100 日元，6-24 个小时 :200 日元

要游览佛生山和八栗地区丰富的街道风情的话，租借一辆自行车边骑边看很方便。

由于都是电动自行车，所以能轻松自在地到达观光目的地或者到处看看。

★更多信息请参照沿线各处的介绍页面

有　标志的地方都能租借到自行车！

在　佛生山站和　八栗站能租借到自行车！

琴电线路图琴电线路图

  琴 平 线（32.9公里）

  长 尾 线（14.6公里）

  志 度 线（12.5公里）

  利木津巴士

 中途下车指定站

  J R 线

  主要道路

  香川Wi-Fi无线网络连接点

　 自行车租借处（高松）

　　　自行车租借处（琴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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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松筑港站
候车室/站台等（检票口附近）

瓦町站
2楼检票口候车室/2楼检票口广场

栗林公园站
候车室/站台等（检票口附近）

琴电琴平站
候车室/站台等（检票口附近）

连接免费Wi-Fi无线网络服
点找到有用观光信息!

①在Wi-Fi设定画面选择「KAGAWA-WiFi」。

②启动浏览器后点击「インターネットを利用する/

使用网络」并选择语言。仔细阅读注意事项・利用

规约后点击「同意する/我同意」。

③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后点击「连接」。

④最后会自动连接到「うどん県旅ネット/乌冬面旅游网」。

1个人每次30分钟以内/一天最多用8次（合计至240分钟/天）

※有关投币式储存柜以及其它各个站点的设施信息请查看主页。

利用中途下车制度可以享受方便的赞岐路自由行！
利用这个制度，可以在指定的车站中途下车，然后再次上车座到终点。由于琴平线每隔15-30分钟发车，

志度线・长尾线每隔20分钟发车，因此利用这个制度，可以很方便的在沿途各个站点下车随意观光。

（请注意本制度只适用于持车票的乘客。而且与终点站同价的中途站点不能下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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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松港
米琪拉意大利餐厅米琪拉意大利餐厅米琪拉意大利餐厅

/Mikayla/Mikayla/Mikayla 高松港
红灯塔

JR克莱门特酒店高松JR克莱门特酒店高松JR克莱门特酒店高松

高松城迹
玉藻公园

高松シンボルタワー
（四国ショップ88）

（Beer Pub Station）

JR高松电车站
▶

▶

香川县立
博物馆

北浜alley

サンポート高松
高松地标塔

（四国商店88）

高松Sunport

阿尔法穴吹大厅

高松城迹
玉藻公园

（Beer Pub Station）

JR高松电车站
▶

▶

东门入口

西门入口

香川县立
博物馆

小豆岛小豆岛小豆岛・・・直岛直岛直岛
轮渡码头轮渡码头轮渡码头

高松港

▶

红灯塔

小豆岛・直岛直岛直岛
高速艇轮渡码头高速艇轮渡码头高速艇轮渡码头

JR克莱门特酒店高松JR克莱门特酒店高松JR克莱门特酒店高松JR克莱门特酒店高松JR克莱门特酒店高松JR克莱门特酒店高松JR克莱门特酒店高松

高松港乘客候车楼高松港乘客候车楼高松港乘客候车楼高松港乘客候车楼高松港乘客候车楼高松港乘客候车楼
宇野行轮渡码头宇野行轮渡码头宇野行轮渡码头

（四国渡轮）（四国渡轮）（四国渡轮）

高松シンボルタワー高松シンボルタワー高松シンボルタワー高松シンボルタワー
（四国ショップ88）

宇野行轮渡码头
（宇高国道渡轮）

サンポート高松高松Sunport高松Sunportサンポート高松高松Sunportサンポート高松サンポート高松高松Sunportサンポート高松サンポート高松高松Sunportサンポート高松サンポート高松高松Sunportサンポート高松高松Sunport

北浜alley

阿尔法穴吹大厅阿尔法穴吹大厅

香川县立

宇野行轮渡码头宇野行轮渡码头宇野行轮渡码头
（宇高国道渡轮）（宇高国道渡轮）（宇高国道渡轮）

电车站周边
观光有地图！

电车站周边
观光有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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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原町

大约2分钟

高松筑港

大约2分钟

瓦町

大约2分钟

栗林公园

大约2分钟

三条

大约3分钟

太田

到佛生山大约4分钟→

琴平线 Kotohira-Line
高松筑港 琴电琴平

高松市美术馆

高松市绀屋町10-4　☎＋81-87-823-1711

◯开馆时间/ 9:30～17:00（举办特别展期间:星期二～星期六・节假日延长至19:00）

◯休馆日/星期一(周一如果是节假日则改为次日)，年末年初(12月29日～1月3日)

　濑戸内国际艺术节举办期间无休营业

◯入馆费/根据特别展设定（常设展览成人200日元）团体票有优惠

◯交通方式/ 从片原町站步行约10分钟   http://www.city.takamatsu.kagawa.jp/museum/takamatsu/

2016年重新开馆。收藏有众多的
现代艺术品和香川本地的美术工
艺品。作为当地的一个艺术交流平
台，经常举办各类展览。

香川县立博物馆

栗林公园

街道生活馆963

香川物产馆「栗林庵」

瓦町FLAG

Navi Station 查询处

Sunport高松

Beer Pub Station （I r i sh Pub THE CRAIC）

从这里出发可以去
「红灯塔」或者
「北浜alley仓库街」逛逛。

umie

高松市北浜町3-2 北浜Alley-h

☎＋81-87-811-7455

◯营业时间/  

　平日11:00～22:30 最后点餐时间（23:00 关门）

　周六10:00～22:30 最后点餐时间（23:00 关门）

　周日・节假日10:00～20:30 最后点餐时间（21:00 关门）

◯定休日/周三（周三为节假日时照常营业）

◯交通方式/ 从高松筑港站步行约５分钟

http://www.umie.info/

这是间可以透过大玻璃窗眺望港口
的咖啡厅，让精致的艺术，别致的室
内装饰，以及书本和音乐一起陪你
度过悠闲的时光。

史迹高松城遗址 玉藻公园

高松市玉藻町2-1　☎+81-87-851-1521

◯开园时间/ 东门… 4～9月7:00～18:00

　　　　　　　　　10～3月8:30～17:00

　　　　　　西门…日出～日落（根据季节不同）

◯休园日/12月29日・30日・31日　◯入园门票/成人200日元

◯交通方式/ 从高松筑港站步行约１分钟

http://www.takamatsujyo.com/

位于日本三大水城之一的高松城址里
的公园。可以乘坐「和船玉藻丸」体验乘
船游览（冬季１２月～２月期间的三个月
停运）。心怀鯛愿城就（与日语成语大愿
成就的发音相同，意思为实现大愿望）
给鲷鱼喂食，也许愿望就会实现。园内
遗留有月見楼与艮楼。2013年春天，天
守台石墙进行了恢复性重建。下载手机
软件『ＶＲ高松城』访问页面能看到虚
拟天守阁。（管理事务所有平板电脑可
供出借。）披云阁有举行各种活动。

四国商店88

高松市Sunport2番1号 

高松地标塔1漏F

☎＋81-87-822-0459

◯营业时间/10:00～21:00

◯定休日/全年无休

◯交通方式/ 从高松筑港站步行约3分钟

http://shikokushop88.com/

高松地标塔1楼的土特产商店。汇集
了香川以及四国4县种类繁多的当
地土特产。超过180 0种的商品中，
除了各地的经典礼品可供挑选外，
还有当地特有的吉祥物，转蛋，遍路
用品等等。

２０６ TＳU MA MU

高松市北浜町4-14　☎＋81-87-811-5212

◯营业时间/ 11:00～ 卖完就关门

◯定休日/周四＋不定期休息

◯费用/500日元～

◯交通方式/ 从高松筑港站步行约５分钟

http://www.206quiche.com/

洛林糕以及烤制糕点的专门店。时
常备有20多种的洛林糕，烤制糕点
有可丽露和巴斯克蛋糕等，可以打
包带走。也可以在店内吃。

日本唯一的站台酒吧

北浜alley仓库街漫步

高松城历史虚拟体验

瓦町车站旁的购物广场

从高松丸龟町
去拱廊商店街里
悠闲地漫步

标有这个记号的站点有值得推荐的乌冬面店。详情请参照14页。　◎本刊所刊载内容以2016年6月时点为准。

高松筑港站

感受和体验艺术作品的好去处

拱廊式街道

从高松筑港到因金刀比罗宫而闻名的琴平，一个小时零2分钟的车程！

高松市玉藻町5-5　☎+81-87-822-0002

◯开馆时间/ 9:00～17:00

◯休馆日/星期日（节假日改为次日休息）

◯入馆费/根据特别展设定

　（常设展览成人410日元）团体票有优惠

◯交通方式/ 从高松筑港站步行约10分钟

　　　　　　从片原町站步行约8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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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传达香川历史和文化的综合博
物馆。不仅定期举行特别展，还设
有围绕香川主题的常设展示。

高松市栗林町1丁目20番16号　

☎+81-87-833-7411

◯开园时间/ 7:00～17:00（按季节变动）

◯定休日/无休　◯门票/成人410日元

◯交通方式/从栗林公园站步行约10分钟

http://ritsuringarden.jp/

国家指定特别名胜古迹中面积最
大的环游式大名园林。由大名庭院
的南庭和明治西洋风格的北庭构
成，可谓一步一景。可以沿池塘悠
闲地散散步，体验一下给鲤鱼喂食

（饵料要收费）或者乘船游览（要收
费）。

高松市丸龟町13-3 高松丸龟町参番街东馆2楼　☎+81-87-800-7888

◯营业时间/【产品卖场】11:00～19:30・【咖啡厅】周一至周四11:30 ～18:00・周五～周日11:30 ～ 22:00

◯定休日/第3周的周一 (遇周日延至次日)　◯交通方式/从片原站步行约10分钟

http://www.schule.jp/

这是一家汇集了香川本地以及全国各地精挑
细选生活杂货，工艺品和食品的店铺。通过丰
富你的衣食住，为你的日常生活添加更多的
乐趣！这里的午餐和各种活动也很受欢迎。

高松市栗林町1丁目20番16　☎+81-87-812-3155

◯营业时间/ 9:00～17:00 ※关门时间跟栗林公园一样，随季节变动。

◯定休日/无休　◯入店时不需要公园的门票

◯交通方式/从栗林公园站步行约10分钟　http://www.ritsurinan.jp

从各类招牌商品到稀有珍品，这里
汇集了大 约18 0 0 多种 的本 地 特
产。你会收获香川至今未曾发现的
魅力。还能淘到县内的美味食品和
精致的工艺品。按照各个季节开展
诸如「檐下市场」等各类活动。

高松市常磐町1-3-1　☎+81-87-812-7000

◯营业时间/ 【购物中心】10:00～20:00（部分店铺除外）

 【餐厅区】11:00～22:00（部分餐厅除外）

◯停车场/地下7:30～22:00・瓦町站东口24小时　◯定休日/元旦（预定）

◯交通方式/ 琴平线・长尾线・志度线「瓦町站」下车即到　http://www.k-flag.jp

◯交通方式/从片原町站至瓦町站

不仅能享受购物，还具有「IKODE瓦
町」（「高松市市民服务中心」「健身
房」「图书馆」「多用途教室」「展览
室」「志愿者团体活动中心」等各种
便民服务机构）。在屋顶的「空中庭
园『瓦公园』」会经常举办各种活动。

不仅有栗林公园，玉藻公园，屋岛等
观光名胜地的介绍，还有瓦町FLAG，
推荐店铺，以及商店街和周边值得一
看地点的指南。配有会说英语的工作
人员，方便外国游客咨询。

◯交通方式/从高松筑港站步行约3分钟

大楼里面汇集了各种杂货铺，土特
产店和各色餐厅。附近是开往小豆
岛，直岛，豊岛等渡轮的轮渡码头。
周边零 零碎 碎点缀着各种艺术作
品。在每三年举行一次的｢濑户内海
国际艺术节｣期间，这里作为连接各
个岛屿的轮渡码头会变得非常热
闹。

高松筑港站内　☎＋81-87-863-7723（琴电关联事业部）

◯营业时间/周五，周六 17:00～21:00・周日15:00～20:00（车站搞各类活动的时候营业时间可能有变动）

　　◯定休日/不定期休息　◯价格/吉尼斯半品脱600日元・小企鹅爱尔啤酒700日元等

　　　　◯交通方式/高松筑港站内

日本唯一的开在电车站

里边的小酒吧。在这里可

以喝到正宗的爱尔兰吉尼

斯，具有国际水准的精酿啤

酒和琴电特有的「小企鹅爱

尔啤酒」。和啤酒配套的当地

特色菜肴也很丰富。所用食材

均产自当地。由于酒吧开在站

台里边，于是产生了一个有趣

的现象:进酒吧喝一杯的时候要先跟车站工作人员打声招呼，方可进入站内。

AppStore

扫描下方二维码可以下载软件『ＶＲ高松城』

Google Play

高松市常磐町1-3-1 2楼大厅内　☎+81-87-887-0300

◯营业时间/ 10:00～19:00　◯定休日/周三

◯交通方式/ 瓦町站2楼大厅内

http://www.brsq.net/

这条日本最长的拱廊式街道两边排
满了杂货店，书店，饮食店和其它各
式店铺，能随意地溜达和轻松购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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咖啡厅Asile

TOYTOYT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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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TODEN8 KOTODEN 9

冈本

大约2分钟

円座

大约2分钟

一宫

大约2分钟

机场路

大约2分钟

佛生山

大约2分钟

插头丘

大约2分钟

畑田

大约3分钟

陶

大约3分钟

綾川

大约2分钟

泷宫

大约3分钟

羽床

大约2分钟

栗熊

大约3分钟

冈田

大约3分钟

羽间

大约3分钟

榎井

琴电琴平
大约3分钟

 

佛生山自行车之旅。

在琴平温泉乡度过悠闲舒适的一刻

尽兴游玩，便宜购物

品尝讃岐美味

标有这个记号的车站附近有推荐的乌冬面店。详情请看14页。　◎本刊信息以2016年6月时间点为准。

新雷欧玛游乐园

佛生山温泉

雷诺玛游乐园温泉酒店

能泡露天浴，还有
温水游泳池（期间营
业）。可以选择当天往
返浴或者办理入住。

綾川永旺电影剧场

綾歌郡綾川町萱原822-1 綾川永旺梦乐城3楼

☎+81-87-870-8787　◯定休日/无休

◯费用/成人2,000日元  初中生，高中生1,800日元  儿童1,300日元（车票+电影票+小杯爆米花）

◯交通方式/从綾川站步行约3分钟　http://www.aeon.jp/sc/ayagawa/

綾川站下车后速达！购买「当日全
天全线自由乘车券+电影票+小杯爆
米花」的套餐非常合算。

金陵之乡

琴平花之汤温泉「紅梅亭」

仲多度郡

琴平町556-1　

☎+81-877-75-1588

◯定休日/无休

◯交通方式/从琴电琴平站步行约5分钟

★详情请看主页

http://www.koubaitei.jp/

四季鲜花围绕的露天浴池很受欢
迎。割烹餐厅「丸忠」采用Auberge
风格的餐厅。客人在享受美食的同
时还可以观摩到厨师精心烹调日本
料理的过程。包含中午自助餐的当
天往返入浴套餐非常有人气。

 

琴平Grand Hotel 「樱之抄」

仲多度郡

琴平町977-1　　

☎+81-877-75-1211

◯定休日/无休

◯交通方式/从琴电琴平站步行约10分钟

★详情请看主页

http://www.sakuranosho.jp/

可以眺望到象头山的露天浴池和优雅
的汉方药浴池「妇人华」很有人气。在酒
店的观景餐厅「IKIRI」的开放式厨房里，
可以品尝到用四季应时食材精心加工
的铁板烧，天妇罗，讚岐乌冬面等各种
会席料理。当天往返浴套餐很合算。

琴平温泉 琴参阁

仲多度郡琴平町685-11

☎+81-877-75-1000

◯营业时间/ 11:00～16:00

　（当天往返浴最迟入浴时间/15:00）

◯定休日/周四　◯当天往返浴门票/成人900日元

◯交通方式/从琴电琴平站步行约3分钟

★详情请看主页

http://www.kotosankaku.jp/

位于金刀比罗宫山脚下的有名温泉
馆。如果是当天往返的温泉之行，露
天浴池，药草浴池等精心设计的浴
池很有人气。对于入住的客人来说
玫瑰浴也是不错的选择。

租借自行车（电动自行车）

滝宫驿站草莓农园

綾川町滝宫1578　☎+81-87-876-3361

◯营业时间/10:00～15:00　◯定休日/周二

◯费用/12月:成人1,500日元，儿童1,000日元

　　　１～３月:成人1,200日元，儿童800日元

　　　４～６月:成人1,000日元，儿童600日元

(儿童指小学生以下，２岁以下免费）随便吃的时间为30分钟

◯交通方式/从滝宫站步行约10分钟 

http://www.matsumotonouen.com/（松本农园）

草莓品种为浓浓的甜味中略带点酸味的「讃
岐姬」。大棚里充盈着草莓的香甜，在这里可
以自己动手，采摘当季的草莓送进嘴里品尝。

ほくろ菓铺

綾歌郡綾川町滝宫482-1　☎+81-87-876-0096

◯营业时间/8:00～18:30

◯定休日/周一（周一为节假日时照常营业）

◯交通方式/从滝宫站步行约5分钟

 https://www.facebook.com/hokuroya

创业48周年的老点心铺。除了用时
令水果制作的各种蛋糕外，还有丰
富的创作点心，深受当地人的喜爱。

滝宮驿站内「乌冬面会馆」里的乌冬面制作教室

☎+81-87-876-5018（需要电话预约）

◯定休日/周日，节假日和每周二
　（黄金周，年末年初也休息）

◯费用/成人1,620日元，儿童1,080日元

※提前3天以上的需要预约

　可以电话或登录预约页面进行预约

　http://www.ryonan-udon.co.jp/

能体验到用盐水和小麦制作正宗乌
冬面的过程。还可以品尝亲手做的
乌冬面。

滝宮驿站

綾歌郡綾川町滝宫1578　☎+81-87-876-5018

◯营业时间

  　【物产店】 8:30～18:00　◯定休日/第1,3周的周二

　【茶馆】周一至周五 8:30～16:00，周末和节假日 8:30～17:00　◯定休日/第1,3周的周二

　【讃岐乌冬滝宫餐厅】10:00～15:00　◯定休日/毎周二

◯交通方式/从滝宫站步行约10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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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讃岐乌冬面的発祥之地。有产地直
销菜场，物产店，还有以綾川町产小
麦（讃岐之梦）为原料的乌冬面店。
在这里可以品尝到非常有特色的讃
岐乌冬冰淇凌，混有乌冬面汤汁的
冰淇淋分「清淡」「浓厚」「超浓厚」三
种口味。也可以体验乌冬面制作和
摘草莓活动。

电动自
行车

非常省
力♥

旧金比罗大剧院（金丸座）

仲多度郡琴平町乙1241

☎+81-877-75-6716（琴平町教育委員会内）

◯营业时间/ 9:00～17:00 

◯定休日/无休　◯门票/成人500日元

◯交通方式/ 从琴电琴平站步行约15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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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最古老的戏剧院。在每年定期
举行的「四国琴平歌舞伎大剧场」期
间，都会有著名演员加盟参演。

金刀比罗宫

仲多度郡琴平町892-1　☎+81-877-75-2121

◯交通方式/从琴电琴平站步行约15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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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受人们喜爱的海之神「讚岐的金
毘罗」。一定要挑战一下从山脚延伸
到山顶内社的1368段石阶。参道两
边排列着日本传统的正门书斋建
筑，高桥由一画馆，珍宝馆等许多建
筑物，展示着许多珍贵的文化遗产。

金刀比罗宫 珍宝馆

仲多度郡琴平町892-1金刀比罗宫社务所　

☎+81-877-75-2121

◯开馆时间/8:30～17:00(最終入馆时间16:30)

◯休馆日/原则无休（开馆时间和休管日可能有临时变动)

◯交通方式/从琴电琴平站步行约15分钟 

★详细请看主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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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列有金刀比罗宫收藏的各种宝物。
除常规展之外还举办特别展。

琴平海洋博物馆（海洋科学馆）

仲多度郡琴平町953　☎+81-877-73-3748

◯开馆时间/9:00～17:00

◯休馆日/无休　◯门票/成人450日元

◯交通方式/从琴电琴平站步行约10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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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于海之神「金比罗宫」的山脚下，
收藏有曾经活跃在濑户内海的复原
船只模型。

中四国地区最大规模的游乐园

大约2分钟 大约3分钟 大约3分钟

费用/成人2,000日元  初中生，高中生1,800日元  儿童1,300日元（车票+电影票+小杯爆米花）

交通方式/从綾川站步行约3分钟　http://www.aeon.jp/sc/ayagawa/

费用/成人2,000日元  初中生，高中生1,800日元  儿童1,300日元（车票+电影票+小杯爆米花）

交通方式/从綾川站步行约3分钟　http://www.aeon.jp/sc/ayagawa/

冈田

仲多度郡琴平町892-1金刀比罗宫社务所　

+81-877-75-2121

开馆时间/8:30～17:00(最終入馆时间16:30)

休馆日/原则无休

交通方式/从琴电琴平站步行约15分钟 

★详细请看主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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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列有金刀比罗宫收藏的各种宝物。
除常规展之外还举办特别展。

冈田

仲多度郡琴平町892-1金刀比罗宫社务所　

+81-877-75-2121

开馆时间/8:30～17:00(最終入馆时间16:30)

休馆日/原则无休

交通方式/从琴电琴平站步行约15分钟 

★详细请看主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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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常规展之外还举办特别展。

羽床 栗熊

费用/成人2,000日元  初中生，高中生1,800日元  儿童1,300日元（车票+电影票+小杯爆米花）

交通方式/从綾川站步行约3分钟　http://www.aeon.jp/sc/ayagawa/

☎+81-877-75-2121

◯开馆时间/8:30～17:00(最終入馆时间16:30)

◯休馆日/原则无休

◯交通方式/从琴电琴平站步行约15分钟 

★详细请看主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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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丸龟市綾歌町栗熊40-1　☎+81-877-86-1071

◯开园时间/ 10:00～17:00（根据时期，周几有变动）

◯定休日/无休

◯门票/成人3,900日元，儿童3,400日元（Free Pass）

◯交通方式/ 从冈田站开车约5分钟

★详细请看主页

http://www.newreomaworld.com/

高松市佛生山町乙114-5　☎+81-87-889-7750

◯营业时间/11:00～24:00（周六，周日节假日9:00开始）

◯定休日/第４周的周二（节假日时改为次日）

◯入浴费用/成人600日元

◯交通方式/ 从佛生山站步行约10分钟

http://busshozan.com/

◯租借时间/8:30～19:00(全年无休)

◯租借费用/3小时500日元(延长每1小时100日元）

　※另外，作为保证金需预先支付3000日元(还车时退还)

◯使用方法/在窗口填写好「使用申请表」与「利用同意书」。

　（需要提示身份证）

拥有多达22种的完善的游乐设施，各种盛装游行
表演也值得一看。每天还能看到大片的彩灯装饰。

被称为「美人温泉」的无限循环式温泉浴场。洗完
澡后可以在安静的休息室小憩或者在食堂度过悠
闲的时间。「佛生山温泉入浴券＋佛生山出发320日
元区间车费＋毛巾＋团扇」的琴电温泉入浴套餐很
受欢迎。详情请看3页。

仲多度郡琴平町623　☎+81-877-73-4133

◯营业时间/9:00～16:00（周六，周日～18:00）

◯定休日/无休　◯费用/免费

◯交通方式/从琴电琴平站步行约８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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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座创立于宽政元年的藏酒库-地
方名酒「金陵」的复原资料馆。位于金刀
比罗宫参道，在这里可以观看和了解古
老的造酒道具和整个造酒过程。

以藩主松平赖重的菩提寺法然寺为首，街道边上散落着江户时代的商家旧

址。古老的门前町与时尚的咖啡厅，设计师商店，温泉等新兴景观相互融合

在一起。悠闲地漫步也好，骑自行车逛逛也不错。

丸龟市綾歌町栗熊40-1　☎+81-877-86-5588

◯营业时间/ 11:30～22:00

　（售票至21:00）（当天往返浴）

◯门票/成人980日元（当天往返浴）

★详细请看主页　

http://www.ooedoonsen.jp/reomanomori/



片原町

大约2分钟

瓦町

大约2分钟

花园

大约2分钟

林道

大约2分钟

木太东口

大约2分钟

元山

大约2分钟

水田

大约3分钟

西前田

大约3分钟

高田

大约3分钟

池户

大约2分钟

农学部前

大约2分钟

平木

大约1分钟

学园路

大约1分钟

白山

大约2分钟

井户

大约1分钟

公文明

大约1分钟 大约2分钟

高松筑港 长尾

IKUNASｇ

Kinco.hostel+café

豆花

マーちゃん

花园町人
热爱的商店街

瓦町站

花园站

银波亭

面包木

printemps

高松
第一酒店 观光路

マーちゃん

太洋保龄球馆太洋保龄球馆太洋保龄球馆

关东煮的
豆腐也

值得推荐的

Kinco.hostel+caféKinco.hostel+caféKinco.hostel+caféKinco.hostel+caféKinco.hostel+caféKinco.hostel+caféKinco.hostel+caféKinco.hostel+caféKinco.hostel+caféKinco.hostel+caféKinco.hostel+caféKinco.hostel+caféKinco.hostel+café

高松高松
第一酒店 观光路观光路观光路观光路观光路观光路

Kinco.hostel+caféKinco.hostel+caféKinco.hostel+caféKinco.hostel+café
太洋保龄球馆太洋保龄球馆太洋保龄球馆太洋保龄球馆太洋保龄球馆太洋保龄球馆太洋保龄球馆太洋保龄球馆太洋保龄球馆太洋保龄球馆太洋保龄球馆太洋保龄球馆太洋保龄球馆太洋保龄球馆太洋保龄球馆太洋保龄球馆太洋保龄球馆太洋保龄球馆太洋保龄球馆太洋保龄球馆太洋保龄球馆太洋保龄球馆太洋保龄球馆太洋保龄球馆太洋保龄球馆太洋保龄球馆太洋保龄球馆太洋保龄球馆太洋保龄球馆太洋保龄球馆太洋保龄球馆太洋保龄球馆太洋保龄球馆太洋保龄球馆太洋保龄球馆太洋保龄球馆太洋保龄球馆太洋保龄球馆太洋保龄球馆太洋保龄球馆太洋保龄球馆太洋保龄球馆太洋保龄球馆太洋保龄球馆太洋保龄球馆

关东煮的
豆腐也

值得推荐的
招待所&咖啡厅招待所&咖啡厅

种类繁多的
四国传统工艺品四国传统工艺品四国传统工艺品

木模工作室--市原木模工作室--市原

花园 水田

鳗鱼店激战区

西前田
水田林道 木太东口

元山木太东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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マーちゃんマーちゃん

花园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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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鳗鱼店激战区
鳗鱼店激战区
鳗鱼店激战区

花圆町的商店街
位于花园地区

的

小小商店街。

无论如何
也

要领略一
下！

KOTODEN10 KOTODEN 11

希少糖之乡　三木

稀少糖是指存在于自然界的非常

稀少的糖类物质，大约有50个种

类。香川大学 农学部成功地开发

了量产技术。这项技术引人注目

的 地方是将 果 糖 变 成 D - 阿洛 酮

糖（希少糖的一种）的转换 技术。

由于阿洛酮糖一直以来只能采用

有机化学的手法进行少量生产，曾经1克卖到7万日元的天价。新技术

的开发使得量产化成为可能，梦幻之糖终于变成了现实的东西。

マーちゃん中华面
twinpal长尾

白山

木模工作室-市原/豆花

TORESUTA白山

游泳池，滑冰场

高松中部的旅社

讃岐富士山之一，美丽的白山

Kinco.hostel+café

高松市花园町1-6-6

【Hostel】 ☎+81-87-887-0747

◯费用/一人 3,500日元（含税）◯定员/ 20名

【cafe】 ☎+81-87-887-0720

◯营业时间/ 8:00 ～ 22:00（最后点餐时间 21:30）［午餐］11:00 ～ 15:00（每周一休息）

◯交通方式/从花园站步行约5分钟　http://kinco.jp/

这是由一座建于50年前的金库办
公室和仓库改造而成的旅社。
一楼的休息室供这里的住客以及
附近的人来品尝美味的咖啡和享
受各种美食。
二楼是客房，属于欧美比较普遍
的旅舍风格。
这里的高低床尺寸比普通的单人
床要大一些，能够享受较好的私

人空间。

IKUNASｇ（画廊）

高松市花圆町2-1-8森大厦2楼　

☎+81-87-833-1361（tao.）

◯营业时间/ 12:00～18:00

◯定休日/周一（展会期间和节假日照常营业）

◯交通方式/从花圆站步行约5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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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设有精致的手掬，漆器等讃岐手工艺制
品。这是一家能领略到讃岐手工艺精髓的商
店。同时还举办手工艺品的制作体验活动。

长尾寺

讃岐市长尾西653　☎+81-879-52-2041

◯交通方式/从长尾站步行约3分钟

http:// www.nagaoji.com

四国灵场第87番札所 长尾寺。
为祈求五谷丰登，国泰民安，弘法
大师入唐前进行护摩修行并向众
人派发护摩符这一传说是流传至
今关于「大会阳夺福」仪式（正月
七日）的由来。以搬运三宝大年糕
的距离来比拼力气的竞赛也成为
了当地有名的仪式活动。
另外，在『本坊膳所』还能品尝到
每月替换的「菜懐石」点心料理。
※营业日等详情请咨询:

☎＋81-879-52-5251

享受宁静的时光。

高松筑港 长 尾

长尾沿线有许多和生活密切相关的不为人知的好去处。

木模工作室-市原/豆花

讃岐市长尾西653　

◯交通方式/从长尾站步行约3分钟

http:// www.nagaoji.com

四国灵场第87番札所 长尾寺。
为祈求五谷丰登，国泰民安，弘法
大师入唐前进行护摩修行并向众
人派发护摩符这一传说是流传至
今关于「大会阳夺福」仪式（正月
七日）的由来。以搬运三宝大年糕
的距离来比拼力气的竞赛也成为
了当地有名的仪式活动。
另外，在『本坊膳所』还能品尝到
每月替换的「菜懐石」点心料理。
※营业日等详情请咨询:

IKUNASｇ（画廊）

陈设有精致的手掬，漆器等讃岐手工艺制
品。这是一家能领略到讃岐手工艺精髓的商
店。同时还举办手工艺品的制作体验活动。

+81-879-52-2041

交通方式/从长尾站步行约3分钟

为祈求五谷丰登，国泰民安，弘法
大师入唐前进行护摩修行并向众
人派发护摩符这一传说是流传至
今关于「大会阳夺福」仪式（正月
七日）的由来。以搬运三宝大年糕
的距离来比拼力气的竞赛也成为

另外，在『本坊膳所』还能品尝到
每月替换的「菜懐石」点心料理。

＋81-879-52-5251

享受宁静的时光。

片原町

大约2分钟 大约2分钟 大约2分钟 大约2分钟

IKUNASｇIKUNASｇ 热爱的商店街

面包木面包木

兴照寺

花园小学校
种类繁多的

四国传统工艺品四国传统工艺品

瓦町

兴照寺

井户 公文明

大约1分钟 大约2分钟

长尾

twinpal长尾
マーちゃん中华面

高松中部的旅社

Kinco.hostel+café

这是由一座建于50年前的金库办
公室和仓库改造而成的旅社。
一楼的休息室供这里的住客以及
附近的人来品尝美味的咖啡和享
受各种美食。

TORESUTA白山

游泳池，滑冰场

Kinco.hostel+café

这是由一座建于50年前的金库办
公室和仓库改造而成的旅社。
一楼的休息室供这里的住客以及
附近的人来品尝美味的咖啡和享

二楼是客房，属于欧美比较普遍

这里的高低床尺寸比普通的单人

木模工作室-市原/豆花木模工作室-市原/豆花

梦幻之糖成为现实

观看，认知，动手操作。

长尾线

高松市花园町1丁目10-16

☎+81-87-834-4684

◯营业时间/ 17:00～2:00

◯定休日/每周日（节假日也营业）

◯交通方法/从花园站步行约1分钟

（停车场完备）

http://www.chukasobamarchan.com/

创立于昭和27年。从停战后一直
延续到现在第三代所传承下来的
「每天吃都不腻的味道」。每天
有不少专门奔着爽口鸡汤中华面
来的常客。
这里用料讲究的煎豆腐也做地非
常好吃。可以蘸上特制的酱油或
者芥末浆来吃。

讃岐市长尾名1494-1 　☎＋81-879-52-1126

◯营业时间/【游泳池】10:00～18:00（最终受理17:00）

　　　　　   ※营业日：7/2,3,9,10,7/16～8/28

　　　　　 【温泉】10:00～21:30（最终受理21:00）

　　　　　 【健身】10:00～20:30（最终受理20:00）　

　　　　　 【体育馆】9:00～22:00

　　　　　  ※7/16～8/28营业期间内的每周三全设施开放至18:00（最终受理17:00）

◯定休日/每周三（周三为节假日时延至次日）※7/16～8/28无休

◯交通方式/从长尾站开车约10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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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有温水游泳池，温泉和健身房的娱乐场所。
温泉区除了桑拿，还有爽快的露天浴池，让你度过
一段悠闲舒适的时间。
温水游泳池（仅限夏季）的儿童攀岩池很有人气。

【木型工房-市原】高松市花园町1-7-30

【和三盆体验室-豆花】高松市花园町1-9-13

☎＋81-87-831-3712

◯营业时间/ 10:00～17:00

◯定休日/周四　

◯交通方法/从花园站步行约5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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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国地区唯一的点心木模传统工
艺师-士市原吉博先生的工作室。

位于旁边的和三盆体验室｢豆花｣
还可以亲自体验用木头模型制作
和三盆过程。※需要电话预约

木田郡三木町下高冈972-30☎+81-87-898-8881

◯营业时间/【游泳池】 10:00～17:00　【网球场】 7:00～22:00

◯费用/【游泳池】成人:1,100日元（含税）　【滑冰场】成人:1,200日元（含税）

　　　  【网球场】平日1,080日元（含税），休息日1,620日元（含税）

◯交通方式/ 从白山站步行约1分钟　http://www.tresta.jp/

冬季可以在室内滑冰，夏季则可以在室外
休闲游泳池玩耍。
网球场全年开放。

◯交通方式/ 从白山站步行约1分钟（登山口）

白山站一下车映入眼帘的就是这座团饭形状的小山。由于海拔只有203米，初学登
山者也能轻易的爬上去。到了春天，位于山麓的白山神社一带是看樱花的名胜。

游泳池套票

方便实惠的「电车票+TORESUTA白山室外

游泳池入场券+刨冰」套票。

滑冰套票

方便实惠的「电车票+TORESUTA白山滑冰

场门票+租赁溜冰鞋・手袋」套票。

提供:香川县

◎刊登内容是2016年6月份的信息。

一到就餐时间，烤鳗鱼肉的香味就会四处弥漫。

这里是内行人都知道的高松市内鳗鱼店的聚集区--御坊川鳗

鱼街。

街道两边林立着由来已久的

蔬菜铺，盒饭店，茶馆，面

包房等，还有老字号鸭肉料

理店。最近还陆续开张了不

少诸如画廊，咖啡厅，体验

教室等新热点。这里已经成

为了遇到新事物和交到新朋

友的好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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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栗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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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自行车源自行车源自行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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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物很方便

骑自行车逛志度沿线上的景点♪

自行车可以免费带上电车！

　　　　　   在周六，周日和节假日运行！Cycle train

「山田家」
推荐乌冬面店

详情请看15页

（租借自行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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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町 琴电志度

志度线是琴电最早开通的线路。

高松市牟礼町牟礼3519

☎＋81-87-870-1500

◯交通方式/ 从八栗站步行约20分钟

◯门票/成人，大学生2,160日元，高中生1,080日元

　中学生以下免费团体票有优惠

http://www.isamunoguchi.or.jp

野口勇晚年使用过的雕刻室被作为

美术馆公开，150多件的作品，包括

居所，雕刻庭院等，整个空间构成了

一个完整的作品。在这里可以感受

到保存的很好的野口勇生前的工作

氛围。

※参观需要提前用往返明信片预约。

★详情请看主业

● 公开设施 ●
雕刻室石墙圈，展示空间，勇家
周边，雕刻庭院

野口勇庭院美术馆

20世纪的雕刻家
代表人物
野口勇的美术馆。

驿站里销售当地的土特产并设有海
鲜食堂。旁边的公园里保存着复古
怀旧电车，可以入内参观。由于下边
就是铁道线路，玩耍时能听咣当咣
当的电车驶过声音。

薄暮时分踏寻石灯

驿站 源平之乡牟礼

当地土特产和美食。

宽敞的公园

能尽情玩耍的

人气地点

高松市屋岛东町1785-1　☎＋81-87-841-2678

◯开馆时间/ 9:00～17:00（入馆截止到16:30）

◯休馆日/无休

◯门票/成人1,200日元，中学生700日元，儿童（3岁以上）500日元 团体票有优惠

◯交通方式/从琴电屋岛站出发，乘专线巴士到屋岛山上大约7分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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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少见到的，位于山上的水族馆。

可以看到稀有的美洲海牛。还有海

豚，海狮，海豹表演。

新屋岛水族馆

高松市福冈町3-8-5　永旺高松东店3楼

☎＋81-87-822-0505

◯定休日/无休

◯交通方式/从沖松岛站步行约10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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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方便实惠的「当天全线自由

行电车票+电影票+小杯爆米

花」套餐。

成人2,000日元，初中生、高中

生1,800日元，儿童1,300日元

（车票+电影票+小杯爆米花）

讚岐市志度365-9 

☎0120-756-578（只能用日本国内的座机拨打）

◯营业时间/9:00～19:00

◯定休日/周日，周一

◯交通方式/从琴电志度站步行约5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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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家焙豆的咖啡店「和乐」。在这里
可以喝到现磨现煮的咖啡。
正如隐藏在店名「和乐」里的愿望，
让顾客享受平静安宁的一刻，业主
和店员一起动手设计和改装了店内
布置，努力营造让任何人都能感受
到轻松自在的氛围。
店内陈列有各式各样的礼品，也可
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和预算烘豆。
另外，和乐与琴电合 作的「电车咖
啡」也颇有人气，不分男女老少，吸引
了许多的电车迷造访。

焙煎元　和乐

高松市牟礼町牟礼3378-3

☎+81-87-845-2218

◯营业时间/ 7:30～17:15（周日和节假日7:00开始）

◯定休日/无休

◯费用/成人930日元（往返），

　　　 小学生460日元（往返）

◯交通方式/从八栗站步行约20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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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上缆车，边眺望远处高松街道的
风貌，4分钟就可以抵达位于五剣山
麓的四国灵场第 8 5 番札 所 - -八栗
寺。

八栗缆车

高松市牟礼町牟礼3416
☎＋81-87-845-9603
http://www.88shikokuhenro.jp/kagawa/85yakuriji/

背后耸立着五剣山的四国霊場
第85番八栗寺。「八栗的聖天大
神」保佑生意兴隆，善结良缘。
祈愿牌上绘有象征盈利的荷包
与萝卜图案。

八栗寺

高松市屋岛中町91　☎＋81-97-843-3111

◯营业时间/8:30～17:00

　（美术馆9:00～16:00）

◯定休日/无休

　（遇维修时可能会临时休馆）

◯费用/成人1,000日元，高中生600日元

　小中学生400日元（包括四国村美术馆门票）

◯交通方式/ 从琴电屋岛站步行约5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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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漫步在这家四季应时鲜花盛开，处于

大自然当中的野外博物馆，可以观摩

从江户到大正时期的古民宅民具，以

及应时节而变的布置和装饰细节，从

中感受先人充满智慧和匠心的生活

风习。另外，由安藤忠雄设计的展览

馆里，展示着毕加索，雷诺瓦等艺术家

的美术作品，在欣赏佳作之余观赏一

下美丽的水景庭园也是不错的选择。

四国村＆四国村美术展览室

今桥 松岛二丁目

沖松岛
春日川

大町 八栗新道
泻元 琴电屋岛

古高松
八栗 六万寺

盐屋 房前 原

志度线 Shido-Line
瓦 町 琴电志度

讃岐市志度587-1　☎＋81-87-894-1684

◯开馆时间/9:00～17:00

◯休馆日/周一（节假日・调整休息日时翌日）

◯费用/普通票 500日元

◯交通方式/从琴电志度站步行约5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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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松市牟礼町牟礼1810

☎＋81-87-845-8484

◯开馆时间/9:00～17:00

　（入馆时间截止至16:30）

◯休館日/周一(遇休假日延至次日休馆）

　　　　年末年初（遇维修保养时可能

　　　　临时休馆）

◯门票/普通票200日元，大学生150日元

◯交通方式/从八栗站步行约30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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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介 绍了石头与人 类 之间的密 切关
系，展示从大正到昭和初期庵治石
的开采，加工场景以及各种石头加
工用具。不同时期会推出一些特别
展和体验活动。

高松市石头民俗资料馆

平贺源内纪念馆
作为源平合战的古战场而闻名的香川县代表景点，山顶的形状非常有特征。

从山上能远眺点缀在濑户内海上的多岛美以及高松市区。上山可以乘坐区间

巴士。

高松东永旺电影院

高松市牟礼町原631-7

☎＋81-87-845-6080

◯营业时间／9:00～18:00（11月至2月份

　到17:00为止）

◯定休日／无休

◯交通方式／从房前站步行约5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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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松夏季的风物诗。从八栗电车站开始，沿
着留有源平史跡的旧庵治街道，以当地銘
石--庵治石做成的石灯笼陆续点亮的时候，
整条街的氛围带你步入幻想般的世界。

屋岛

牟礼源平的石灯路

八栗寺

八栗山上

八栗缆车

志度线是琴电最早开通的线路。

薄暮时分踏寻石灯
背后耸立着五剣山的四国霊場
第85番八栗寺。「八栗的聖天大
神」保佑生意兴隆，善结良缘。

志度线 瓦 町 琴电志度

高松市牟礼町牟礼1810

☎＋81-87-845-8484

◯开馆时间/9:00～17:00

　（入馆时间截止至16:30）

◯休館日/周一(遇休假日延至次日休馆）

　　　　年末年初（遇维修保养时可能

　　　　
◯门票/普通票200日元，大学生150日元

◯交通方式/从八栗站步行约30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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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介 绍了石头与人 类 之间的密 切关
系，展示从大正到昭和初期庵治石
的开采，加工场景以及各种石头加
工用具。不同时期会推出一些特别
展和体验活动。

牟礼源平的石灯路

◯租赁时间/8:30～19:00(年中无休)

◯使用费用/3小时500日元(延长每1小时100日元）

　※另外，需租赁保证金3000日元(还车时退还)

◯利用方法/在窗口填写申请表和使用同意书。

　（需提示身分证明）

石头之城　野口勇曾经居住过的地方

以庵治石的采石场而闻名的五剣山耸立在八栗站的边上，周边散布着牟

礼源平石灯路，八栗寺等艺术和历史景点。景区之间步行有点远，可以骑

自行车轻松地闲逛。

八栗单车悠闲之旅

出借自行车（电动自行车）

使用费用/3小时500日元(延长每1小时100日元）

　※另外，需租赁保证金3000日元(还车时退还)

以庵治石的采石场而闻名的五剣山耸立在八栗站的边上，周边散布着牟

礼源平石灯路，八栗寺等艺术和历史景点。景区之间步行有点远，可以骑

以庵治石的采石场而闻名的五剣山耸立在八栗站的边上，周边散布着牟

使用费用/3小时500日元(延长每1小时100日元）

以庵治石的采石场而闻名的五剣山耸立在八栗站的边上，周边散布着牟

礼源平石灯路，八栗寺等艺术和历史景点。景区之间步行有点远，可以骑

电动自行车，

轻松省力♥

贴心

KOTODEN 13

从濑户内海公园远眺

因发明了日本最初的「摩擦静电发生装置（医疗用摩擦发
电机）」而知名的平贺源内出生于讃岐市志度。在平贺源
内纪念馆内可以追寻他生前作为发明家，艺术家，企业家
等多才多艺的人生足迹。漫步位于东边550
米外的旧邸（国登録有形文化財）的源内通
路，也能让人感受到旧商店街风情。

附有这个标志的电车站，有推荐乌冬面店，详情请参照14页。　◎刊载内容以2016年6月的情况为准。

☎＋81-87-870-1500

◯交通方式/ 从八栗站步行约20分钟

◯门票/成人，大学生2,160日元，高中生1,080日元

　中学生以下免费团体票有优惠　中学生以下免费团体票有优惠　中学生以下免费团体票有优惠

http://www.isamunoguchi.or.jphttp://www.isamunoguchi.or.jphttp://www.isamunoguchi.or.jp

定休日/无休

费用/成人930日元（往返），

小学生460日元（往返）

交通方式/从八栗站步行约20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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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町 八栗新道
六万寺

盐屋

旧邸旧邸旧邸旧邸旧邸旧邸旧邸旧邸旧邸

焙煎元焙煎元焙煎元焙煎元焙煎元焙煎元焙煎元焙煎元焙煎元焙煎元焙煎元焙煎元
和乐和乐和乐

志度高

内纪念馆内可以追寻他生前作为发明家，艺术家，企业家

高松市
石头民俗资料馆

牟礼源平的石灯路

庭院美术馆
八栗登山口

八栗缆车

今桥 松岛二丁目

沖松岛

八栗缆车 　※另外，需租赁保证金3000日元(还车时退还)

◯利用方法/在窗口填写申请表和使用同意书。

　（需提示身分证明）

◯实施日/限周六，周日和节假日　◯区间/志度线
◯车厢/3辆车厢当中靠瓦町边的那节车厢
　※根据季节有变动　
★时间等详情请看主页
☎+81-87-863-7300（平日9:00～17:00）

　+81-87-831-6008（夜间和休息日）
http://www.kotoden.co.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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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攒岐市政府

志度寺
讃岐市讃岐市讃岐市讃岐市讃岐市讃岐市讃岐市讃岐市讃岐市讃岐市讃岐市讃岐市讃岐市讃岐市讃岐市讃岐市讃岐市讃岐市讃岐市讃岐市讃岐市讃岐市讃岐市讃岐市讃岐市讃岐市讃岐市讃岐市

电机）」而知名的平贺源内出生于讃岐市志度。在平贺源
内纪念馆内可以追寻他生前作为发明家，艺术家，企业家

大约2分钟 大约1分钟 大约1分钟 大约2分钟 大约2分钟

六万寺
大町 八栗新道

盐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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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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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贺源内平贺源内平贺源内平贺源内平贺源内平贺源内平贺源内平贺源内平贺源内平贺源内平贺源内平贺源内平贺源内平贺源内平贺源内
旧邸旧邸旧邸旧邸旧邸旧邸旧邸旧邸旧邸旧邸旧邸旧邸旧邸旧邸旧邸旧邸旧邸旧邸旧邸旧邸旧邸旧邸旧邸旧邸旧邸旧邸旧邸旧邸旧邸旧邸旧邸旧邸旧邸

电机）」而知名的平贺源内出生于讃岐市志度。在平贺源
内纪念馆内可以追寻他生前作为发明家，艺术家，企业家

源单车

观光地租借自行车（平贺源内纪念馆）

◯租借时间/9:00~16:30

◯租借费用/A 附带观光门票…1,800日元　B 附带平贺源内記念馆入馆门票…1,400日元

　C 仅租借源自行车…1,100日元（还车时退回500日元押金）

◯使用方法/电话预约+81-87-894-1684（平贺源内纪念馆　周一休馆）

　（需要提示身份证）※详情请咨询平贺源内纪念馆

参照源内的陶瓷工艺『源内焼』的颜色打造的特别自行车显得

非常可爱。无论是感受海风的遍路旅途，还是当地美食之旅，

亦或者探访历史之旅，都能让你满载而归。

房前 原房前

大约2分钟 大约3分钟

琴电志度
房前 原房前

观光地租借自行车（平贺源内纪念馆）

A 附带观光门票…1,800日元　B 附带平贺源内記念馆入馆门票…1,400日元

　C 仅租借源自行车…1,100日元（还车时退回500日元押金）

使用方法/电话预约+81-87-894-1684（平贺源内纪念馆　周一休馆）

　（需要提示身份证）※详情请咨询平贺源内纪念馆

参照源内的陶瓷工艺『源内焼』的颜色打造的特别自行车显得

非常可爱。无论是感受海风的遍路旅途，还是当地美食之旅，

上坡也
轻松♪

在电车站
租借自行车吧！

考究的咖啡豆
是馈赠首选礼品

沿着海岸线
感受海风

作为志度的
传统工业很
有名

自行车可以

带上电车

直达目的地

在周六，周日和节假日运行！在周六，周日和节假日运行！

志度线是琴电最早开通的线路。志度线是琴电最早开通的线路。

高松市福冈町3-8-5　永旺高松东店3楼

交通方式/从沖松岛站步行约10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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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人2,000日元，初中生、高中

生1,800日元，儿童1,300日元

（车票+电影票+小杯爆米花）

平贺源内纪念馆

因发明了日本最初的「摩擦静电发生装置（医疗用摩擦发因发明了日本最初的「摩擦静电发生装置（医疗用摩擦发因发明了日本最初的「摩擦静电发生装置（医疗用摩擦发

行电车票+电影票+小杯爆米

高松市福冈町3-8-5　永旺高松东店3楼

交通方式/从沖松岛站步行约10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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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人2,000日元，初中生、高中

生1,800日元，儿童1,300日元

（车票+电影票+小杯爆米花）

平贺源内纪念馆

因发明了日本最初的「摩擦静电发生装置（医疗用摩擦发因发明了日本最初的「摩擦静电发生装置（医疗用摩擦发因发明了日本最初的「摩擦静电发生装置（医疗用摩擦发

有方便实惠的「当天全线自由 源单车

租借时间/9:00~16:30

租借费用/

　C 仅租借源自行车…1,100日元（还车时退回500日元押金）

使用方法/电话预约+81-87-894-1684（平贺源内纪念馆　周一休馆）

　（需要提示身份证）※详情请咨询平贺源内纪念馆

参照源内的陶瓷工艺『源内焼』的颜色打造的特别自行车显得

非常可爱。无论是感受海风的遍路旅途，还是当地美食之旅，

亦或者探访历史之旅，都能让你满载而归。

行电车票+电影票+小杯爆米
源单车

租借时间/9:00~16:30

租借费用/

　C 仅租借源自行车…1,100日元（还车时退回500日元押金）

使用方法/电话预约+81-87-894-1684（平贺源内纪念馆　周一休馆）

　（需要提示身份证）※详情请咨询平贺源内纪念馆

参照源内的陶瓷工艺『源内焼』的颜色打造的特别自行车显得

非常可爱。无论是感受海风的遍路旅途，还是当地美食之旅，

亦或者探访历史之旅，都能让你满载而归。

高松市福冈町3-8-5　永旺高松东店3楼

交通方式/从沖松岛站步行约10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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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人2,000日元，初中生、高中

生1,800日元，儿童1,300日元

（车票+电影票+小杯爆米花）

平贺源内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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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租借时间/9:00~16:30

◯租借费用/

　C 仅租借源自行车…1,100日元（还车时退回500日元押金）

◯使用方法/电话预约+81-87-894-1684（平贺源内纪念馆　周一休馆）

　（需要提示身份证）※详情请咨询平贺源内纪念馆

非常可爱。无论是感受海风的遍路旅途，还是当地美食之旅，

亦或者探访历史之旅，都能让你满载而归。



来讚岐一定要吃的乌冬面！向大家介绍一下电车　站工作人员极力推荐的「讚岐乌冬面店」。既有超有名的店铺，也有深受本地人喜爱的乌冬面店，都在沿线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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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田家乌冬大本营

将八乌冬

志度线
八栗站

志度线
琴电志

度站

琴平线
栗熊站

琴平线
羽床站

琴平线
琴电琴

平站

香川屋本店

高松市牟礼町牟礼 3186　☎+81-87-845-6522

◯营业时间／ 10：00 ～ 20：00　◯定休日／无休

◯交通方式／从八栗站步行约 15 分钟

丸龟市綾歌町栗熊东 469-1　☎+81-877-57-1675

◯营业时间／ 10：00 ～ 18：30　◯定休日／第 1 周周二

◯交通方式／从栗熊站步行约 3 分钟

羽床
正宗手擀自助式乌冬面店

綾歌郡綾川町羽床下 2222-5　☎+81-87-876-5377

◯营业时间／ 10：00 ～ 17：00

◯定休日／周一（遇节假日时延至次日）

◯交通方式／从羽床站步行约 18 分钟

WARA家

志度线
琴电屋

岛站

高松市屋岛中町 91　☎+81-87-843-3115

◯营业时间／10：00～19：00（周六，周日和节假日 9：00 开始，冬季 18：30 结束※最后点餐时间:关门前 30 分钟）

◯定休日／无休　◯交通方式／从琴电屋岛站步行约 5 分钟

牟礼制面
有着 60 年历史的老牌制面所最自豪
的乌冬面种类是「素汤乌冬面（180
日元）」。用鲣鱼，小鱼干，海带煮出的
清爽的汤汁和这里面条非常相配。也
许这碗面里特有的纯纯的，让人怀念
的味道是它一直广受欢迎的原因吧。
除乌冬面外还能品尝到中华面与荞
麦面也是这家面馆的特色之一。面店
紧靠琴电志度站的站台，店内贴有列
车时刻表，在等待电车的时间里可以
顺便一逛。

坐落于被称之为「四国村」的四国民
宅博物馆一角的「WARA 家面馆」，是
由江户时代的古民宅迁移改建而来，
店面显得非常有特色。这家县内为数
不多的以锅起面为主的面馆，给客人
提供现打现煮的乌冬面。调入姜汁，
将乌冬面蘸着小杯子里的汤汁送入
口中的吃法，深受家族客人以及外国
游客的喜爱。

讃岐市志度 503　☎+81-87-894-0039

◯营业时间／ 11：00 ～ 16：00　◯定休日／周日

◯交通方式／从琴电志度站步行约 1 分钟

出了琴电琴平站往「金刀比罗宫」方
向走，马上就能看到这家店的大招
牌。虽然是位于景区的座位点餐式店
铺，540 日元的中午套餐（乌冬面＋
饭团＋关东煮）还是非常实惠的。受
游客和食欲旺盛的学生们欢迎的「巨
无霸油豆腐乌冬面」，由 5 份乌冬面
配上两张特大油豆腐组成，15 分钟
内能吃完的话免费。你也来挑战一下
吧！

藏身于静寂住宅街里头的自助式乌
冬面店。由仓库改建而来的店面别有
风趣。最受欢迎的是肉乌冬面，铺满
一层柔软的薄牛肉片。面条的弹性适
中，口感滑爽，采用天然素材熬煮而
成的汤汁也非常清爽可口。

仲多度郡琴平町邮局前 664-14　☎+81-877-75-3224

◯营业时间／ 10：00 ～ 15：00　◯定休日／周二

◯交通方式／从琴电琴平站步行约 2 分钟

上原屋本店

琴平线
栗林公

园站

高松市栗林町１丁目 18-8　☎+81-87-831-6779

◯营业时间／ 9：00 ～ 16：00　◯定休日／周日

◯交通方式／从栗林公园站步行约 5 分钟

乌冬之田

琴平线
佛生山

站高松市寺井町 38-1　☎+81-87-889-2930

◯营业时间／ 10：00 ～ 14：00（周六 6：00 开始）　

◯定休日／周日（遇节假日时照常营业）

◯交通方式／从佛生山站步行约 10 分钟

山田家乌冬店改装于被登入
有形文化遗产的世家宅邸的一部
分。位于大约 800 坪的大院子里稍稍
偏离本馆的地方，从座位上看庭院，可
以感受到随四季变化的风景。坐在充
满风情的空间里，品尝着地道的手打
乌冬面，也算是旅途一绝。

肉，面，汤三位一体绝妙搭配的牛肉乌冬
凉面是每天都销售一空的超人气单品。
采用日本国产牛肉，弹力十足的粗面则
是使用数种小麦粉独自配合擀制而成。
在这家自助式面店能吃到如此选料考究
的上乘乌冬面，是由于店主始终坚持要
给客人呈上一碗「自己也想吃的乌冬面」
的理念。拥有 72 个座位的店里，无论平
时还是节假日都是人头攒动。

因循季节变化和配合客人喜好，呈上
一碗最适合你的乌冬面，是香川屋本
店的执着追求。在这里，无论是影响
到面条弹力和粘性的粗细因素，还是
熬制汤汁的火候，都得到了细心的留
意和调整，各种配菜和天妇罗的种类
也非常丰富，同时不忘积极开发原创
菜单。加入秋葵，酸梅，海菜的新菜单

「梅酱汤乌冬面」深受女性客人的喜
爱。

「热的？」，「冷的？」。
掀开暖帘进去，便可以听到从服务台
后边传来充满活力的询问声音。接过
乌冬面，选取自己喜欢的天妇罗等配
菜。将过完热水后的面条放入碗中，淋
入汤汁加入自己喜欢的佐料。在上原
屋本店能充分体验到自助式乌冬面的
乐趣。面店对面条的弹力，水温，汤汁
等细节毫不马虎，就为了给你呈上一
碗完美的乌冬面。

在水车转动的古民宅里品尝釜扬乌冬面深受当地乌冬迷喜 爱的自助式乌冬面店。

因原创菜单而大受 欢迎的店铺。

正宗自助式乌冬面店

优惠中午套餐很合 算的非自助式乌冬店。朴素而又让人感觉亲切的自助乌冬店。

感受有形文化遗产之风情

等车时间里可以顺便一逛的乌冬店

◎本刊刊登内容以2016年6月份的信息为准。

来讚岐一定要吃的乌冬面！向大家介绍一下电车　站工作人员极力推荐的「讚岐乌冬面店」。既有超有名的店铺，也有深受本地人喜爱的乌冬面店，都在沿线附近。

琴电
员工
也推
荐的

正宗
乌冬
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