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松山城 天守閣」 

以濑户内为背景耸立的天下名城  

作为日本最后的完整城郭建筑（桃山文化样式），21 栋建筑物被指定为日本国家重要文化遗产，大

天守、小天守、隅橹相互连接，彻底服务于战备的天守建筑物群位列日本三大连立式平山城之一。

司马辽太郎著『坂上之云』的序文中将其描述为文学都市松山的象征，作为松山市的地标而备受喜

爱。守护了松山城下町的这座城堡，今后也会继续守候松山市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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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後温泉」 

以 3000 年历史为豪的天下第一古温泉  

在《古事记》和《万叶集》中粉墨登场的日本最古老温泉，充满情趣的城郭式・木造三层楼的本馆，整

栋建筑物都被指定为日本国家级别的重要文化遗产。以《少爷哥儿》为代表，在众多小说和电影名作

中作为松山的门面闪亮登场。泡过使肌肤触感爽滑的名温泉之后，再换上日式浴衣，在漂浮着文化

香气的道后街景中散步，更能营造出温泉的情趣。2017 年 9 月还新设了采用 6～8 世纪建筑样式

的別馆“飞鸟乃汤泉（ASUKANOY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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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子 内子座」 

重现昔日欢声笑语的传统歌舞伎剧场  

从大正时代起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作为娱乐中心不断为内子的人们带来欢乐的歌舞伎剧场。因年

久失修曾经一度计划拆除，在町民的热情支持下得以复原，现用于多种用途。没有活动的日子，还

可以参观内部和后台，站在舞台和花道上，体验名角的感觉，或坐在被称为桝席（MASUSEKI）的观

众席上神驰当年热闹非凡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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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床渓谷」 

清流和大自然所编织的神秘溪谷美  

位于四万十川支流目黑川上游的大溪谷。以雨水侵蚀冲刷而成的光滑花岗岩河床为特征，可以欣赏

清流在名为“千畳敷”和“出合滑”的广阔岩石表面上不停流淌的美景。从一片巨大的岩石斜面上优

美落下的雪轮瀑布，是滑床溪谷的象征，被指定为“日本瀑布 100 选”。沿着溪谷还建有约 12 公里

长的游歩道，可以享受大自然中的散步，每到新绿和红叶时节，来访者络绎不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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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淀川」 

"NIYODO BLUE"，是诞生于奇迹清流"仁淀川"的神秘颜色。这是被它的美丽所折服，不断拍摄其美

景的摄影师高桥宣之为它起的名字。 

清澈透至河底的蔚蓝水流。 

深情拥抱落下清流的青色深潭。 

宛如墨水晕染而成的美丽深蓝之渊。 

在全场 124 千米的水流中，随着环境和太阳位置，季节的变化，展现出丰富多彩的"天然色彩"。仁

淀蓝之美在近年广为流传，慕名而来的观光客也不断增加。靠近高知市，交通便捷也是它如此热门

的理由之一。仁淀川常年蝉联日本 1 级河川水质排行榜之首，欢迎前来造访仁淀川，仔细欣赏它与

支流交织汇成的神秘蓝色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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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津渓谷」 

"中津溪谷"位于仁淀川水系的中津川，入选四国的水边八十八所，风景优美。同时还被指定为县立

自然公园，是另一个欣赏仁淀蓝的热门景点。溪谷的特征是沿河整备、全场约 2.3 千米的步行道。

沿着巨大岩石的缝隙前进，沿石桥多次穿过河流，彷如迷失在神话世界里，错综复杂的步行道引人

逐渐进入深处。清澈见底的清流在浅滩或深潭，不断变幻出丰富多彩的仁淀蓝。秋季如火的红叶与

透彻的蓝色交相辉映，让美景更加多彩。不断飘落于溪水中的红叶，也是值得一看的景色之一。沿

着步行道前进约 20 分钟，出现在眼前的是中津溪谷的标志景点--"雨龙瀑布"。从 20 米高处落下的

宏伟景象被称为"龙吐水"。此外，随着气候与时间段的变化，有时还可看到如梦似幻的彩虹。除此

以外，游客还可以寻访"龙宫渊"、"红叶瀑布"、"石柱"等自然与水雕琢而成的绝美景点，在散步的同

时悠然自得地沐浴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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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礼大正市場」 

拱形商店街与摊贩市场拥有 100 年以上的历史，作为平民的厨房为大众所熟悉。到了上午 11 点左

右，把当地渔夫刚捞出的鱼陈列在店里时，整个市场愈发生气勃勃。不仅有鲜鱼，还有本地产的蔬

菜、水果，以及渔夫家阿妈们手工制作的各种熟菜，不一而足。最受欢迎的就是在怀旧风市场享受

美食，摆上自己喜爱的食材，新鲜度满分的海鲜盖饭（久礼盖饭）。 

 

 

 

 

 

 

 

 

 

 

 

 

 

            

稻草烤拍松鲣鱼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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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河渓谷」 

四季景致變幻的溪谷宛如大自然的畫布  

面河溪谷位於石鎚山山麓，是遠近馳名的日本國家指定觀光名勝，四季景色變化萬千，為造訪的遊

客帶來無窮樂趣。溪水十分清澈，從步道可以看到河底。這裡有二條步道，主流路線有五色河原、紅

葉高原、虎瀑布等眾多景點，鐵砲路線則能沿著清靜的鐵砲川悠閒散步。此外，面河溪谷有很多樹

木的葉片會轉紅，每到紅葉季節的 11 月上旬，遊客絡繹不絕，非常熱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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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谷葛藤桥」 

桥身是用山谷间野生的攀缘茎制成的，做为生活道路原来这样的桥到处都是，但如今仅存无几。自

桥上向脚下山谷望去，会令人不由地腿脚瘫软。现已成为日本著名的三大奇桥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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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歩危峡」 

在吉野川横穿四国山脉之处，结晶片岩被水冲击而形成千姿百态的峡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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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知市内観光 

「高知城」 

天守阁（瞭望楼），追手门（正门）以下 15 栋建筑物被认定为国家重要文物。高知城于 1603 年由山内

一丰建造，1727 年因大火而烧毁。现在的天守阁是 1749 年重建起来的。 

现存的高知城是日本全国唯一保留整个本丸建筑群的古城，在这里除了能够充分感受城池的魅力，

更因为城池面积小巧玲珑，不用花太多时间就能看完城内所有的景点。此外，高知城的天守阁是现

存的十二座天守之一，同时也只有在高知城，才能将追手门与天守阁拍攝在同一张照片内，因此这

里也是人气甚高的拍照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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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浜」 

高知县具代表性的名胜景点之一。在浦户湾口、龙头岬及龙王岬之间开阔的海岸形若弓状，背后是

茂密的松林，与海滩上五颜六色的砂石和澄碧的海水，形成如盆景般协调优美的风景胜地，自古作

为赏月名胜而闻名，连“夜来小调”这首高知民谣也这样歌颂着：“赏月名胜为桂滨……”。东侧的龙

头岬有面朝太平洋的惊涛骇浪伫立着的幕府末期志士－－“坂本龙马”的铜像。海滨一带为“桂滨公

园”，公园内小商店林立，设有土佐斗犬公园、桂滨水族馆等，靠山侧则设有坂本龙马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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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曜市 周日市場」 

在高知市内，由于当天是星期日，于是去周日市场逛了逛，看到许多高知特有的名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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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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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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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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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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小豆島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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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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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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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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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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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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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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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波舞会館」 

在“阿波舞会馆”,每天都能欣赏到阿波舞♪ 

这里是一年中一直都能欣赏到阿波舞的德岛的代表性观光景点。 

阿波舞会馆的外观,是以高挂的阿波舞灯笼为装饰的倒梯形独特形状,白天是由专属团队演出的“阿

波之风”,晚间是有名团队的演出,大家可以一起参加跳舞。 

另外,在“眉山空中索道”的山麓站附近,有可以学习阿波舞历史的“阿波舞博物馆”,和德岛土特产齐

全的“什么都有(Arudeyo)德岛”(德岛县物产观光交流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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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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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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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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