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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山城 ⑥⑤ P7C ・
D-1 ・
2

@ 天守
天守
従松山城天守眺望，不可錯遇。可一眼遺
眺従石鎚山到瀬戸内海 3ω 度的景
色。 到城閤最上層制蝉狭窄又肱請:'J\Jt..

走。

@ 戸無門・筒井門・隠門
戸無円・筒井門・悶門
城門是防禦敵軍攻入的重要聞円。 松山
城裡有複数的城門，被指定為重要 文化
財，各局門都設計有防鎮敵人攻造 域的
機関。

e 石購
石垣

松山城也以排列盤斉優美的右婚而聞名.
其中本丸(主城鍾)的石蹟知立扉風似的
折畳棚起，超過 10 公尺高，令人嘆為圏直
止。也可欣賞彼構，.・如扇子的幽線美.

。野原櫓・乾櫓
野原檎・fE 槍
域内保存有古時候的野原檎(騎馬槽). 是
在築城時為防禦城後方而建的。 男外，
各座櫓的摘壁填満瓦片和小石頭， 以防止
子弾穿遇。

盈甲瞳験 甲宵体験

〆

総山繊天守 1 槍(進天守須賀門家).般有
「憧験綜穿蓋甲虫J.一造看穿蕃順序鴛富島，
可以自己 t;t 穿蓋甲。
倣為登城包念，檀験ー下武士気圃，不妨拍個照。

天守開門 天守開門
毎週六・周目、偲日早上 9 齢起，可鴎見「登城大蔵」聾。 大
厳聾具鱒送各種情磁的功能. E 合登城大蔵聾，遊客可親手推開
園家量要文化財産的一之門。

| 参照頁敏/地 E
圃:P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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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山城及其周漣・
松山城とその周辺

松山城二之丸古蹟庭園
訟山城ニ之克.史跡庭園 ⑨⑥ P7 C-2
整建松山城二之丸遺祉倣局庭園。 遺跡
四周種植柑橘樹和四季各色各様的 花
草，並配置流水等，重現古時的格局。 被
認定為是「情人的聖地 J.

大街道商盾街

松山銀天街商眉街

松山地下街(川
M
胸 at

大街道商唐街 ⑨⑥ P7 E-2・3・4
奥松山銀天街互遁，是松山市最大的
商唐街。時尚蜘陣屋和専橿底、日式
雑貨庖並列。

松山銀天街圃唐街 ⑨⑥ P7C・0-4
従伊予鍵路松山市拍起，一路連接著
商唐街，通往大街道。装殻有挟形屋
頂，雨天也可毎適的購物。

まつちかタウン ⑥面⑧骨 P7C-4
四国唯一的地下街。連接伊予鎌路
松山市結、伊予織高島屋和銀天街的
遺僚大馬路上，並排著従以前就己経
響的衣服底和餐鹿等。

11:089ド921-2000
開放/9: -17:00 (依季節不同)
休息日/12 月第3 週三門票/￥200日
圃

∞

ノ/

坂上之雲博物館

高翠旺

愛媛懸美術館

坂のよの思ミュージアム ⑩⑥ P70-2
以司馬遼太郎的小説『坂上之雲』為
主題的博物館。介紹松山出身的秋
山好古・真之兄弟奥正岡子規的生
涯，和明治時代的日本。建築物是由
安藤忠緯先生設計。
11:089-915-2600 開放/9:00-18:30
休館/坦ー(慣日開放) 門頭/￥400日圃

寓軍在 ⑩記号 P70-2

愛媛県美術館 ⑨⑥ P78-3
牧寂有 11，
000 件以上作品。 也事難
的大規模展覧倉和特別展等。

6

建於 1922 年鈍法圃式西洋建築
物。 指定為国家的重要文化財産。
館内皐緋個人展或音集曾等活動。
11: 089・921・3711 開旗/9:0018:00
門票/定期展大人￥300日圃
児童￥100 日圃(特別展買肱費)
休館/週一(偲日開政)

包:089
・932-0010 開舷/9:40-18:00
休館/週一(週領日友補偲日，則盟日).
但毎月第一個週一開放，翌日休館.
門罵/蚊臓晶展￥300 日直特別展男蚊費)

|参照頁敷 II:I!!匿圃:P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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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鷺闇
擾震闇
道後温泉本館建築物頂槙的振鷺閤，装
潰著比利時産的紅色 Giyaman 破璃。
内部吊掛著大鼓，所謂「刻大鼓」是分
別在上午 6:00、中午、下午 6:001披鼓，
倣為告知浴池開放的報時聾等。

又新殿
又新厩

道後温泉本館
道後温泉本館 唖⑧ P12

日-2

道後温泉擁有約羽 00 年的悠久歴史，是「日本書紀」中既己記載，日本
最 古老的温泉。其最具象徴的建築物.r 道後温泉本館 J. 於
建。

1894 年政

又新殿建於 1899 年、是日本唯一的皇室
専用浴室，採用桃山時代風格的優雅建
築様式。内部富麗堂皇，有以漆器開名的
「輪島塗」家具搬設等、和格子球的夫花
板、貼金箔的紙門等。6:00-21:30 (重量
観戴止 21:∞)、参観導覧:￥260 日圃

2009 年狸得「米其林録色指南日本篇」三頼星的評領。
089-921-5141

宮:

〆

若想渡過更為悠聞的時間，推麗利用「量之湯 3 槙
包廟」的入浴種類。泡完漂後，可換上専用的白鷺鴛
圃様浴衣，事受日式茶量占的少爺丸子和奉茶。 不
可錯過欣賞，砥部焼和輪島塗製的高貴茶具。

/

適合穿著浴衣，信歩漫遊的道後温泉郷，道後温
泉郷的族館和飯唐，提供浴衣給住宿客人穿。

男 9卜，在道後温泉商庖街内的和服出租盾，可租
古風的和服，唐家並協助客人穿著和服。

|参照頁歎/地匡圃:P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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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棲特別浴室

2 階特別浴室

重現道後温泉本館皇室専用浴室又新
殿的特別浴室，和使用伊予貸 (iyosu)
製作的細竹鏡、夫花板壷，現代版設計
的特別浴室。(照片是重現又新殿的特
別浴室。)

椿之間
道後温泉別館飛鳥乃湯泉
道後温泉別館飛鳥乃湯泉 ⑩⑥ P12B-2
在 1 槙浴室，装瑛著和道後温泉本館問機的砥部焼陶板壁壷，呈現輿道後温
泉相聞的日本詩歌的世界、置峰右鎚山和瀬戸内海。道後温泉本館所渡有的
露天浴池，則使用掻内産的愛媛局柏倣成的装飾壁画，立睡動態的設計，呈現
雄偉的山海世界。
宮:089-932-1126

帯の閏
5 問 2 棋個別休息室的其中一問。聖徳太
子前来道後温泉汰浴時，流傭下来的「湯
岡碑文」中的「椿之森」為主題，使用「今
治毛巾」装飾成山奈花的花様。其他 4 問
也分別以愛媛的侮統工蕃品呈現出輿道
後温泉相聞的故事。

〆

護出新温泉文化的嬢酷 新たな温泉文化を発信する拠点
道後温泉別館飛鳥乃湯泉内部，以「太古的
道後」為主題，用伊予餅或伊予竹工事晶、大 洲
和紙等「愛媛的偉続工聾」和「最尖端蕃術」
融合的作晶，展現輿道後温泉相聞的傭蛾和
故事。希望成為「療癒温泉」的同時，也遭向
成為只有在松山・道後オ能 檀験到，刺激感
性的「唆
出新温泉文化擦酷」的

目標。

|参照頁敷/地匡圃:P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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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照頁敷/地匡圃:P12

I 11

-遁後温泉本館及其周漣・
道後温泉本館とその周辺

少爺機関鐘
坊っち帯んカラクリ時計 ⑨⑥ P12B-2
在道後温泉誼前，搬設著以振鷺闇為設計
圃様的機関鐘。
8:
-22:00、毎一小時在
配集中，出現小説『少爺」中主角的少爺和
女主角。

∞

道後温泉姑

少爺列車

道後温泉駅 ⑨⑥ P12B-3

坊っち宇ん列車 ⑨⑧ P12B-3

道後温泉的玄関是，市内電車和少爺列車停隼的道後温泉
結。以明治時代的車結為範本的建築物，懐古的気圏，深
受歓迎。

以出現在松山為舞台，夏目激石的小説「少爺」中的 SL
局原型。目前考量環保，以復原的柴油火車行走。
直閏/道後温泉~大街道~松山市結、道後温泉~大街道-JR 松山描前~古町

車資/大人￥800日園児童￥400日圃

足浴
足湯 ⑩⑧ P12B-2
在道後温泉結前的放生園，掘著少爺機関鐘並設有免費泡脚的足浴。
其他，亦有数家族館或飯唐綾有足浴或手浴，不妨多走訪幾家，享
受ー下。

遁後公園

(渇策事遺跡)

道後観光資訊服務慮

熟田津小笹川ikitatsu no Michi )

道後観光案内所 ⑥面 P12 日-2

Seki 美術館

にきたつの道 ⑨⑧ P12A-B-2
従道後商庖街中程慮，往酉延長的
「熱田津小径」。路過有著濡漂流水
的小渓，優美的鋪石街道的街上，有
著老舗醸酒廠『水口醸酒廠」等。

セキ美術館 ⑨⑧ P12A-2

提供松山・道後的観光資訊和介紹放館和飯
唐等、也提供多種的観光筒介。提供観光用
的出租自行車。
宮:089-921-3708 開放/8:30-17:00

12

展示活躍於明治到昭和時代宣家的
近現代日本壷和酉量、羅丹的大理石
彫刻等。
ft:089-94 6-5678 開肱/10:00-17:00
休館/週一，週ニ門票/￥700 日
圃

道後 Giyaman 破璃美術
館
道後ぎやまんガラス美術館 ⑨画 P12 日ー1
展示江戸・明治・大正時代破璃製品
等。免費多観庭園。殻有餐風。
ft:089-933-3637 開放/9:00-22:00
休館/無 門累/￥600日圃
|参照頁撤/地匿圃:P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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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那群島側諸島

二五|

⑨孟り P36A・B・C-1・2・3・
4
中島和興居島等，包指浮在松山洋面的 9 個有人島，由30 個以上的小島形成忽那群
島。
在美魔的海灘事受海水浴或海洋運動、垂釣、新鮮的海鮮料理等，充満島峡的魅力。
従松山乗坐波輪或高速艇可前往各島。

|

跡浴?熔鴎具

由時一

lf
司

忽那群島伺保存著優美的自然環境，有精神よ的療癒数果，是可一回避的渡偲
島，受人数迎。特別是在，中島的姫潰海灘，有出租住宿用的帳鑑和拷肉道具，可
空手去玩。 t!:089-997-0149

〆

松山的山 松山の山
道之躍(道路休息描)風早之郷風和里 j 腰折山

鹿島

道の駅鳳阜の郷鳳和里 ⑩⑥ P360-1
販管在北僚海面捕獲的新鮮海産和
種植的麓果，加工晶等。章魚焼和義
式涼漠淋、鯛魚飯等莱色彼多。

鹿島 ⑨⑥ P360-1
浮在雌北僚 400m 的海面，是一周約

腰折山 ⑨⑥ P360-1
従登山口到山頂約

SOOm 。 可遺

眺高鍋山和鹿島浮出的海面。

1.Skm 的小島。春夫賞根、夏天海水
浴、冬天垂釣，車受四季不問的遊集，

089-911-7700 公休ノ
12 月 31 日起亙 1 月 2 日 開
放/8:00-18:00
包

就如島的名稿，有鹿棲息著。

御幸寺山
情人的聖地衛星 恋人の聖地サテライト 骨問 60-

1
是最適合求婚，羅畏帯克的地方。鹿島己被告臣定是「情人的聖地衛星」。
島内有求姻録的神社之 9 卜，遺有鹿島海面上的夫婦岩，是求姻線復霊験的
景酷。瞭望台上有「記念鐘塔 J. 商人一起敵幸福鐘，織愛就曾有好結果。 (夫
婦岩，可従周遊舶反展望台観望。)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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訟山市野外活動セン 9ー ⑨⑥ P36 E-3

松山総合公園 ⑨⑧ P36 C-4

汽車替地和小木屋、 運動遊具、
天然草皮運動場或檀育館等運動
施設費全。

在小山正上的瞭望贋場，有一座

宮:089-9n-2400

酉式的瞭望塔，可全方位的遺眺
瀬戸内海和松山市街。也有児童

御宰寺山 ⑨⑥ P360-4
標高約 160m。在走訪ー草庵等 的
途中，不妨順便散歩，走上去看看。 従
山頂可遺眺松山市匝。

的複合遊具。

|参照頁敵/地匡圃:P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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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謂四国遍路
四国遍路とは
擦説僧侶・弘法大師(空海)於西元 815 年、在四国開創 88 慮量場(寺院)。至今為止，仰然有徳多巡檀者，懐著不問的
心 情去供養、祈福、観光等巡櫨寺院。四国的居民，自古就己培養出「接待ヨ 的心胸，温馨的迎接遺些遍紡寺院的巡檀者。
全 程約 1，400 公里。「徒歩巡植者」約 40 夫可走完全程，男外也可利用族遊巴士、汽車或自行車巡祖。

四国霊場 52 競札所太山寺

田園霊場 52 番札所太山寺

傭自覚於 587 年，為答謝譲九州的真野富豪逃
週海難，一夜之間建起。
1305 年重建的本
堂，指定淘園賓。境内的聖徳太子堂，毎逢
考試季節，有許多畢生来肪許願。

\
在山門(寺院的玄関). 在洗手慮，按洗左手→
先ー鞠弼向傍祖和大師
右手→淑目的順序浮身。
表示敬意，再進入寺院
激口表示，清滞身瞳肉
境内。 固去時也別忘了一 9ト。
鞠軒。

供奉 1 支蝋燭和 2、3
代替巡植者的名片，持
支
「納札(護身符)J 放入規
香。上三支香，代表「現在・ 定的箱子。財銭不能薗 L
過去・未来 Jr祖先・自己・ 投，要軽放到財銭箱。
子孫」等各種酒義。

-従松山市描到太山寺的交通
松山市描→三津描(高潰・横河原線往高潰
伊予鍵路郊外電車) 三津描前→太山寺(乗
換三津環放線巴士 往太山寺)
所須時間

35 分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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畠老山瞭望公園

来島海眠急流観潮崎

村上水軍博物館

亀老山鹿望公園
位於大島直老山的瞭望公園。 従瞭
望台橋上，可眺望来島海峡大橋 和来
島海峡的潮流、石鎚山等。

来島海峡.涜観湖船
是日本三大急流海潮之一的来島海
峡。大潮時，最大 10 knots ，可近距
離的世験(時速約 18km) 激烈的急
流海潮。

村上水軍博物館

運航/9:00-16:00
舶 票 / ￥1 ，
500 日
宮:0897-84-3710

圃

出租自行車租借方法 レンタサイクルの借り方

島波自行車線洲
しまなみサイクルオアシス

大山祇神社
大山抵神社

由首地居民的善意所提供的自行車
体息難。可上洗手問、充気補給水、
提供資甑等的利用。
i 骨著島波海道
酷在。

倣為海神、山神、戦神，自古淘、武将所
崇拝。樹齢約 2600 年大楠樹和被指定
為国家重要文化財産的正殿和拝殿，値
得一見。
包: 0897-82-0032

在各島的自行車描，可利用出租自行車。
〔出租自行車姑〕 今治/Sunrise 鯵山、
JR 今治、港湾交流中

Sunrise 綿山
サンライズ糸山
在来島海峡大橋芳，具備住宿、餐飲、出
租自行車等功能，是瀬戸内島波海道白
行車之腺的撮酷。
宮: 0898-41-3196

∞

開放/ヰ旬9 月 8:00-20:

心、大島/宮窪観光資訊 服務慮、道之騨「吉海 Iki-lki 館」、伯方島/
道之騨 ri 自:方 5・C Par k.J、 大三島/道之扉「島波之扉御島」、道
之層「多々羅島波公園」
〔出租収費〕
電動輔助自行車/6 小時以内￥1 500 目圃※不可就地遺車 隻人自行
車/1 天￥1，
2∞日圃 ※不可就地温車 其他的自行車/1 天￥1
000 日圃 ※在所有的自行車結均可就地温車
※保瞳金各￥1，
000 日圃(在奥出租自行車描問機的島内自行車抽選車時，
則可退団保鐙金.若在以上自行車枯外還車(就地還車)，
.11 11 不遇還保世金。)

t

〆

可畢習戟園時代，稿覇瀬戸内海的村
上水車歴史的施設。 可穿著甲胃和
頭蓋拍照。
門票/￥300日圃
開放/9:00-17:00 (入館-16:30)
ft:0897-74-1 065

Tokoro 美術館大三島
ところミュージアム大三島
展示 Giacomo 蜘 nzù、
Noe Katz.寄世界有名聾術量的
立橿作品約 30件。融入置菱自慎景観的重量輸、世遭担

可鵬望瀬戸内高，是ー個削卜均繍輔副長棚.
門票/￥300日圃
開放/9:00-17:00 (入館-16:30)
ft:0897-83-0380

休館/週一(偲日時局翌日)

松山・今治自行車行程
訟山・今治サイクリングコース

10-3 月 8:0<ト
-17:00

従今治抽到畠波海道各畠的交通 今治駅からしまなみ海道各島へのアクセス
大 島/鍾大島南，乗車 20 分鐘・粟坐巴士到吉海支所前巴士描 25 分鐘 伯方島/鑑伯
方島，乗車 35 分鐘・乗坐巴士到伯方島巴士描 40 分鐘 大三島/鍾大三島，乗車 45 分
鐘・乗坐巴士到大三島巴士結 50 分鐘 生口島/錘生口島南，霧車 50 分錨・到瀬戸田 PA 坐
巴士 37 分鑑、東坐巴士到瀬戸田巴士結 41 分錨 因 島/鍾因島南，乗車 50 分鐘・乗坐巴士到因
島量井巴士描 47 分鑑、到因島大橋巴士枯 50 分鐘 向 島/鍾向島，乗車 55 分鐘・乗坐巴士
到向島巴士描 55 分鑑、向東巴士描 57 分鐘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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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巾美術館

野間馬 Highland

鈍川温泉郷

鏡路歴史公園 in SAIJO

西保市観光受流中心

伊予三湯本谷温泉

タオル美術館
使用毛巾創作的聾術作品，並署費出
凱息的美術館。除可.観毛巾製造
過程外，也設有毛巾的鋪告届和餐

のまうまJ、イランド

舗川温泉郷
位於有著翠緑樹林的鈍川渓谷遭，
以美人泉而聞名的鈍川温泉。 春夫賞
根、夏夫享受清流、秋夫賞楓、 冬天晶
噌奥野猪交配事者的猪肉料理 等，四
季都適合披遊是最大的魅力。

鉄道歴史パーク in SAIJO

西条市観光交涜センター
日本最高峰「石鎚山」、名水百遅之

伊予の三湯本谷温泉
輿松山的道後温泉、今治的鈍川温
泉並列，是「伊予三湯」之ー，属天然
温泉。給住宿者提供嘗地食材的日
式膳食。也可首天往返的利用。 宮:

鹿。

可看到或騎日本最小的圏内晶種馬一野間
馬的殻施。野間馬的騎馬瞳験是以 3 歳

~ 小学 6 年級，檀重 30kg 以下的人為劃
象。

宮:0898-56-1515

開政/9:30-18:00

門票/￥800 目圃

D: 0898-32-8155 公休/週二(偲日時局

翌日)，年底年初 開放/中v10 月

10:00-18:00
11-3 月

10:00-17:00

従松山的受遁資訊 松山からのアクセス情報

圏内最有展示第一代 O 系列新幹線等的
「四圃鎌路文化館」和新幹線的開強者，

r+

第四代園管鍵路鍵裁相聞的物品的 河 信
二記念館」等，皐習鍍路歴史的設施。

D:0897-47-3855 公休/星期三 開放時
間/9:00-18:00 (入館 17:30 為止) 門票
/[大人]高中生以上￥300日圃
小・中畢生￥100 日圃

一的水 rUchinukiJ 的試飲，酉保市
的伴手檀、特産品的販管等，是雪量出
酉僚市魅力的観光資凱基地。
宮:0897-56-2605 公休/無休
管業時間/9:00-18:00

牧費/免費

従松山的交通資訊 松山からのアクセス情報

従松山 IC 至伊予西線 1 C3 5 分鐘

国道 196 競線，所須時間 1 小時 10 分

-乗

・乗坐 JR

従 JR 松山描至 JR 今治結 35 分鐘

・鎌路(JR)

従 JR 松山描至 JR 伊予西僚描 1 小時 従松山市

・乗坐巴士

従松山市描 5 蛾乗車慮，至今治拡前 1 小時 15 分

・巴

結

-坐

車

鐘

鐘

0898-66-0372 公休/無休
牧費/大人￥400 日圃小譲￥200 日圃
普業時間/10:00-22:00 (21:30 最終入浴)
※毎週四，因清潔工作的関係，下牛 31宙開門.

車

士

8 競乗車慮至酉僚姑前 1 小時 39 分鐘

沼健山

o

5km

L 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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砥部爆停統産業曾館

砥部町陶董創作館

坂村真民紀念館

棲花之湯観光物産中心

少爺劇場

郷里支流館「棲花之湯」

砥部焼伝統崖集会館

砥部町陶芸創作館

坂村真民 i!念館

事〈らの渇観光物量センター

展示砥部焼的歴史資料和貴重的陶聾作

可以使用稿為呉須 (Gosu) 的顔料，
倣濃淡彩鎗的「上色睡験」或使用電

以「心中有念必得花開」的詩句而閏名前

療癒詩人・坂村真民。劃宇宙寓物深切的

錦接著槙花之湯，也殻有農産品車
鋪所、販管特産和提供観光資郎等
的「観光物産服務慮」、自行車出租、
也皐耕睡験活動等。

坊っち宇ん劇場
日本唯一自主製作音集劇作品，並
一整年期間上演的常設劇場。同一
用地内，設有温泉鼓施「利祭」和亘
鋪的「朝露市集」。

ふるさと変涜館「さ〈らの渇」
泉質能使泡漣後肌膚潤滑，不須要
擦化放水，而有美人湯之稿的「棋花
之湯」。提供多種類泡湯、也殻有温
水瀞泳池、健身房等，設備費全。

品、優秀的現代作品，是砥部焼的責庫。

2 槙則時常事鱗個展或圃瞳展等多様的
活動，也販告約 80 聞陶窯的砥部焼。

∞

It:089-962-6600 開放時間/9: -17:00
公休/星期一(遁偲日為翌日)、
12 月 29日~翌年 1 月 1
日
門票/￥300 日圃

愛和人生鹿走的方式等詩歌，給予親者

聞 :時間/伺ト
17 側
: 入館 16 却島止)
公休/星期四(逢俄日為翌日)、
12 月 29日~翌年 1 月 3
日 世職枚費/￥300 日
圃~

It:089-969-3643

冒:08!何回-6145

勇気和夢想，擁有男女老少腐 lZ 的粉線。
開放時間/9:00-17:00 (入館 16:30 為止)

公休/星期一(進偲日為翌日)
門票/￥400 日圃

It:089-993-8054 公休/
毎月第 4 星期三 管業時
間/8:30-17:00

宮:089-955-1174

宮:089-960-6511

公休/星期ニ 門頭/普通席位曽
田￥3，
910 日圃
預嘗￥3，
600 日圃

三

従松山的交通資訊 松山からのアクセス情報

Accessfrom Matsuyama 松山からのアクセス情報

-乗

鐘由圃進 33 競線 25 分

-乗

従伊予鎗路松山市描至砥部町公所 45 分鐘

・乗郊外電車

車

鐘
・乗巴士

24

動技匪機(犠櫨)製作陶器的「手技
脹睡験」等砥部焼製作曲験。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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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

公休/毎月第 4 星期

開放時間/6:00-23:00 (22:30 最終入浴)

門票/大人(中華生以上)￥410 日圃
小抜 (4歳以上)￥260日圃

経由園道 11 破線 30 分鐘
従伊予鎌路松山市描至見奈良 27 分鐘

|参照頁敷/地匡圃:P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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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式蝉燭

1
町経争入
|
町田 場

I

長漬大橋

和ろうそ〈
⑨ppjP26

従江戸時代起至明治時代，就以木蝋興和紙而繁
柴的内子町。「大森和蝋燭屋」至今仰依古法 1，
枝 1 枝的製造蛾燭。

長浜大橋

和平紀念公園

大和博物館

尾道

⑥⑧ P26

平和 i!念公園
和平紀念公圏内有原子弾爆弾後留存
的圃頂建物和慰霊碑、展示庚島歴史
浩草和核爆受災責際情形的廃島和平
記念資料館等。

大和ミュージアム
以忠賓的重現在呉市建造的軍艦「大
和」的 1/10 比例尺模型為首，也展
示「零戦」、人間魚雷(載人魚雷)等
貫檀資料。

D: 082-241-4004 休館/12 月 30 日&31
日門票/￥200 日圃 開放/ 8:30 -

D:0823-25-3017

尾道
有可欣賞和遺眺尾道美麗街景的千
光寺公園和具酋地特色的文畢・電影
資料館等。加諸背油的尾道控獅，昧
道可口，深受歓迎。乗坐高速巴士，
従松山市描至新尾道描鈎 2/J 、時 20
分鐘。

1935 年完工，指定為国家重要文化財産的「長漬大
橋 j。倣為日本唯一的公路可動橋，至今伺然運作中。
宮:0893-52-1198(大洲市政府・長潰鱗事慮)

18:00(因時期而異}

休館/週ニ
(慣日時局翌日，黄金週・暑偲・年康年初照常開肱)
門事/￥500目圃開瞳/9:ω-18:00 (入植-17:30)

従松山的交遁資訊 松山からのアクセス情報
内子町/錘圃遭 56 競線、松山自動車道(公路)，内子五十崎 IC 下交流道。汽車 45 分
鐘
従 JR 松山枯至 JR 内子結電車 25 分鐘
大洲市/鍾園道 56 競線、松山自動車道(公踏)，大洲 IC 下交流道。汽車 55 分
鐘
従 JR 松山描至 JR 伊予大洲描電車 35 分鐘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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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乗車 従松山自動車道(公路)松山 IC，鍾過島波海道，在山陽道・鹿島東 IC 下
受流道。 庚島東 IC 至鹿島描 20 分鐘。所須時間 2 小時 40 分鐘(尾道在酉瀬戸尾道
IC 下交涜遭)。

・坐舶
高速舶(Super Jet) /従松山観光港至臭港 55 分鐘、贋島港 1 小時 B 分鐘
渡輪/従松山観光港至具港 1 小時 55 分鐘、鹿島港 2 小時 40 分鐘
|参照頁敵/地匿圃:P27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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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沙蛋様捲・
少爺丸子

柑橘・柑橘甜酷
柑繍・格衝のデザート

タルト.U;っち帯ん団子

松山有「橘子王圃」之稿，柑橘栽培興盛。 従近年開雪
量的『紅璃丹捌』和「瀬戸香」到松山産的品 種「宮内
伊予柑」等柑橘，種類彼多。男外也有用柑橘 倣的義
式球漠淋和霜漠淋、果凍、果汁等豊富的加工 品。也
有 f Li!多果汁専寅庖。

「豆沙蛋様捲」是在館中加入四
園特産的柚，捲成圃筒形的日
式蛋犠，風味凋特，是松山有名
的犠動。少爺丸子是道後温泉
本館，為招待客人而倣的三色
丸子。

松山署司・五色麺線
訟山僻・五色そうめん

竹製手工董晶

「松山寄司」是慶典等時吃的松山美食。
用酷加魚的鮮湯混合後梓飯，飯上放 fLi!多的瀬戸内産
小魚和星鰻、時議等用料。男 9ト，r 五色獅線」是自江戸
時代流侮，具傭統特色的細線。難蛋的黄色、抹茶的線
色、膏萎的褐色、烏梅肉加紫蘇的紅色、白的麺線等五
種顔色，値得晶噌。

竹工芸

28

使用愛媛騒良質竹子倣成的竹
手工芸品，各個都是師僧手編
的。抜競竹手工蔓晶是始於 596
年，聖徳太子在道後温泉 入浴
時，看到
多竹林，就停授了嘗
地人竹能的舗法。

m

松山富地醸的日本酒・道後陣酒

峰山の地酒・iI.ピーJ"

瀬戸内特有的温暖集候和肥沃的土地，
字宵了侍続技術，醜出不問的風味。用清
激的水和優質的醸造米醸造出松山首地
的日本酒，獲得全圃和海外相首高的評
債。在進後地直醸酒廠製造的首地時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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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
山
bhh山
h町b観光資訊 松山のお役立ち情報
l 匪見

服装

両智について

凪襲について
在日本全園，年平均気温 16.5 度，属比較温暖的松山
市，夏季 (7-9 月)可穿短袖 T 岨、冬季 (12-2 月)
須穿羽織衣等外套。
其他的季節. JlIJ 可準備毛衣外套或爽克等外套，可穿可
目先，比較能因慮集候型量化。
6 月梅雨前後，因多雨的聞係，摘帯雨具較方使。

海外竣行的信用帝可在郵儲銀行 ATM 或 7-日even
銀 行 ATM(設置在松山機場、
7・日 even 便利商脂)提款
(部 分的信用恭，不能因臆)。 男外，松山中央郵局、
伊予銀行和愛媛銀行等部分的銀 行盲目可免換外幣。

免税
緊急聯絡慮
緊急連絡先
遇交通事故或犯罪事件、遺失物時，舗聯絡嘗察車位。
嘗察・・・
110 急病或受傷須要緊急救護、火災時，請聯鋳
消防車位。 消防・・・
119
※憂媛感普察車位免費提供英文・中文・韓文・葡萄牙文的外
園人

免税について
圏外遊客等短期在目的人購物，在商唐結帳時，只要
提出護照，就所購買的土産品或化放晶可免税。 免税
脂包括市中心的百貨庖和道後商底街的商唐等。
※各商品項目的購買像件等詳細内容，請参照 JNTO
網頁，加以確認。

110 帝片。

FreeW 卜
Fi
F 問時 Wト円
在松山城・道後温泉本館等主要観 光 施 殻 可 使 用
rEhime Free W トFiJ 、rMatsuyama 免費 W トFiJ。
PC 或智慧型手機鋼路名稿為 rEhime_Free_Wi-FiJ 、
rMatsuyam_Free_Wi-FiJ 。免費利用。

松山年間活動一覧表

松山のイベントカレンダー

-松山城的正月活動( 1 目、2 目、3 日)
・山茶花節 (3 天期問。有時在 1 月皐鱗。)

道後温泉祭

北傑鹿島祭

松山港祭三津漬煙火大曾

道後温.まつり
告知道後地方春夫到来的祭典。毎年
都非常熱問。有撤麻薯和跳道後温泉
舞等. fli 多活動。其中最吸引人的是，
穿著慶典時的日式外套的年輯婦女
例従放生国一路遊行到道後温泉本
館前的「女人拾神輔競費大遊行」。

北袋鹿島まつり
北僚春夫定期事耕的祭典。 被指定
為愛媛感無形民俗文化財的 舞踊，
是慶祝以前在首地活躍的水軍 打
勝 !:.現在是由年韓人在舶上表
演。男外也有，一年一度的「大注連
縄換新」的侍銃活動。

訟山港まつり三津浜花火大会
四国最大規模的煙火大舎。 従海上打
上煙火、水中煙火等多敷的 煙火，長
遺 80 分鐘，使夜空五彩績紛。 不妨手
傘著在擁販買的食物或飲料， 事受ー
下煙火的精彩景象。

.愛媛馬控松
・道後温泉祭(下旬)
・松山春祭(古城祭)(第 1 週的週五、週六、週日)
・北僚鹿島祭 (3 目、4 日)
・風早海祭(下旬週六)
・松山港祭三津潰煙火大曾(第 1 週日)

a周

-松山祭(包含第 2 週目的週五《週六、週日)
・松山城「光城 J (中旬 4 夫期間)
・中島泳騎胞三項競婁(下旬的週日)
・大神輔錦練(神輔表演、遊行)
・奥居島的舶舞(第 1 週六) ・松山地方祭 (5 目、6 目、7
日)
・ー瞳胞(拾神輔衝刺施歩)(7 日) ・北線秋祭(中旬)
・Wonderland 河野氏祭(下旬)

松山祭

松山地方祭

愛媛馬控松

松山まつり
四圃 4 大祭典之ー，自1966 年開始
皐鱗。倣為日本的棒球王国，有以棒
球局主題的舞踊，要雑技式的過跳
著，遍在市中心遊行，引人注目。

訟山旭方策
慶祝豊牧，在各地皐行各種慶典。 其
中之ー是，附和著「傘来!傘来!J 的破
聾ー起，南方的神橋激烈的互撞， 道後
地匿的「撞輔」是非常批観的。

.媛マラソン
毎年 2 月召開。是自愛媛孫政府前開
砲，堀之内的城山公園為終酷的金程
馬控松。沿路有景多的人為量全力
施歩的市民胞者加油。也歓迎海外的
砲者参加。

・愛媛/松山産業祭(下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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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行程

\

松山市観光
出租自行車
松山市観光レンタサイクル
松山市備有方便走防市内的

出租自行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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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推薦行程是償援利用最短時間的公共交通工具等。

観光出租自行車出租・渥草地貼
道後姑前硯光出租自行車抽
道後観光資訊服務慮

大街道硯光出租自行車拍
大街道商唐街・市普大街道白行車停車場

松山城観光出租自行草枯
松山城鏑車描

松山姑前観光出租自行草枯
JR 松山描前・市普松山結前自行車停車場

利用者割象

利用方法

収費

可安全騎自行車者

在出租自行車結填寓規定的表格。 必

1 人 1 天 1 次￥300日

利用時間

須提出附臓部照片的身伶鐙明書。 可

圃

8:30-17:00在
( 規定時間内必須選車}

在任何出租自行車描還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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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松山的交通

従属島懸・愛媛豚往松山市的交通

二
今治砂松山
鏡路(JR)…・・… ……… ….. 35 分鐘 巴
士・・・・・・・・・……・・・・・・・・・………1 小時 15 分鐘
汽車……………........……・1 小時 10 分鐘

宇和島砂松山
鍵路(JR)………………… 1小時 20 分
巴士…………………………
2 小時
鐘
汽車・・・・・・...........................1 小時 30 分
鐘

大洲砂松山
鍵路(JR)……………………・ 35 分鐘
巴士....・ ・...………………・・・
1 小時
H

汽車・・・・・・・・・……・・・・・・・・…・……

圃I

55 分鐘

内子砂松山
鍵路(JR)……………………・ 25 分鐘
汽車……………………………・ 45 分鐘

従国際線往松山的支遁資訊 醐織から峰山へのアクセス欄

地
圃

在松山機場，倣Z電車航班機，有飛往首爾班機(済州航空)i 和飛往上海班梅(中園東方航空)的航班。 従首爾，週
日・迦ニ・酒田毎週 3 班，所須時間1 小時 30 分鐘。従上海，週一・週五毎週 2 班，所須時間1 小時 40 分鐘。

品品.....

漉輸・・・
班)

信畠ー一
高速公路

呉砂松山

軸i

睡
(J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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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島砂松山

渡酪

鍵路

. . ...1 小崎 8 分飯高温蛸

地
圃

Z 小時 40:分歯医姐常掛
斑)

渡輸……………… 55 分甑高建鮒班)
1 小時 55 分甑遁常舶
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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榊往岡山市
(

榊往高松市

路線園
理量

鰹

時，

国松山

ーーー 伊予繊路市内電車
ーーー伊予鎗路郊外電車

国 ーーー 利木津巴士(道後温泉~松山楓光港)

困 =-=-=0 JR 四国(市坪~今治)

図 ーーー 機場利木津巴士(道後温泉~松山機場)

-巴士

-市内電車
従後方車門上車，下車時，
在前方的下車口支付車資

従後方車門上車，下車時，
在前方的下車口支付車資

腫
覇、
)6

組理券叩

確臨車資標示槍'
所標示現碕的車資

換事鏡
換紙幣

市内電車一日券 ￥600 日圃，市内電車一回避!
・
適用範囲

出信金額大人￥600 日圃見童￥300 日園
市内電車(全匝段 j

地
圃

田智票盲口

・可免費需坐 Kururin (伊予織高島屋・摩天輸) 伊予鋪信事中，
b・伊予鋪路膝行社・道後温泉描内管扇
慮・市内電車内(向司樽胸間) ・伊予鏡蹄各描友其他
一次 l
*但透明吊廟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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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道

.醐

-[]]献線。脅山市誼→'JR 松山描前→松山市船

ー 松山視光港利木津巴士

-[2]環状線。世山市誼→大街道→松山市描) [3]

ー 松山糊利木津巴士

-松山市結線(道後温泉骨大街道骨松山市詰)

直 JR 松山描前線姐後温泉骨大街道剣R 松山描和

厚事…都崎環東南保

国珊川

-[IJ 本町線(松山市誼錦町 6 丁目描)

cho)ATM
?巴士描

圃圃 少鷲列車

① 間制

固 免換畑一到週 E

O 市内電車停隼誼

⑨ 少爺列車停隼描

机'.l''.l''."・
..'..Ut= ...".1・L'I':IUt= JI 司・....l ユーl 盟
w'.l' '.l''I4 III・"J 市

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