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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您能前往懷舊街區漫步，超値票券發售中！
搭乘特快列車從松山站前往「內子站」約25分鐘。前往「伊予大洲站」約35分鐘。

流經街區中心的肱川沿岸，保留有許多日本江戶時期、明治時期

建築物，充滿懷舊氛圍。各位不妨一邊漫步在風情獨具的眾多知

名景點間一邊感受時光的流逝。

◎有效期限為1天。◎兒童票券為成人之半價。◎自由區段內的特快列車及普通列車之普通車廂自由座可無限次數搭乘。◎自由區段內搭乘「伊予灘物語」時請另行購買票券（自由區段之外的乘
車必須另行付費）。此外，無法搭乘綠色包廂。必須另行購買有效的乘車券及票券。◎搭乘特快列車之普通車廂指定座或綠色車廂時，僅限乘車券有效。請另行購買特急票券。

◎未使用且有效期間尚未開始或仍於有效期限內之票券，於發售處（道後溫泉之旅館、飯店除外）承辦退票手續，收取660日圓作為手續費。但使用後即使列車無法行駛或延遲等狀況也一概
不予退票。

◎於内子町、大洲市出示「内子、大洲街區漫步1日券」，部分觀光設施可享受優惠。此外，設施等公休日無法享受優惠，尚請留意。

名產「月窗餅」的特徵是口感柔滑，入
口即化，還有蕨菜餅的風味及青仁綠
豆粉的香氣。

●營業時間／9:00～17:30
●公休／無公休

◉發售、利用期間／至2023年3月31日為止
◉發售處／JR四國的車站綠色窗口、綠色售票機Plus、Warp分店、車站Warp廣場、四國內的主要旅行社及JR四國

旅遊網站道後溫泉大和屋總店、道後館、道後王子大飯店、道後格蘭飯店
■使用注意事項

■退 票 事 宜

■票券優惠措施

2,840日圓成
人

兒
童1,420日圓【發售價】

マルス番号 27212

讓漫步行程更舒適！出租自行車 【伊予大洲站觀光諮詢處】

（大洲市網頁）
（日文及機械翻譯的外文）

出租自行車
（電動輔助自行車）

2小時600日圓→500日圓
●營業時間／9:00～17:00（可出租自行車的時間） ※請於17:00之前歸還自行車。
                  9:00～18:30（店舖營業時間） ※年底年初公休

優惠

3 村田文福老舖本町本店

明治34年（1901年）
建成的紅磚建築物，
原為大洲商業銀行，
巧妙融合了日式、西
式風格。

6 大洲紅磚館

優惠
門票折扣［大洲城］
〈成人〉550日圓→495日圓
〈國中小學生〉220日圓→198日圓

優惠
門票折扣［臥龍山莊］
〈成人〉550日圓→495日圓
〈國中小學生〉220日圓→198日圓

優惠
回憶倉庫門票折扣
〈成人〉200日圓→免費
〈國中小學生〉100日圓→免費

大洲城、臥龍山莊［套票］
〈成人〉880日圓→792日圓
〈國中小學生〉330日圓→297日圓

優惠 消費金額1,000日圓以上，
致贈「生Shigure」１個

優惠 致贈小禮品

優惠 月窗餅6個裝
810日圓→750日圓

5 小花通
以20世紀50年代的日本為主題，展示懷舊明星
照、零食、玩具。後方還有重現昭和年間懷舊風
景的「回憶倉庫」，讓人有如走進時光隧道一般。

4 Pokopen橫丁、回憶倉庫

將建於明治初期的喜多郡郡長私人宅邸改建成餐
廳。提供大洲傳統鄉土美食等精心烹調的單點菜
餚。二樓席位（所有包廂）都能將大洲城盡收眼底。

●營業時間／11:30～14:30
　　　　　　17:00～21:30（20:30截止點餐）
●公休／週一（如遇例假日則延至週二公休）

優惠

9 餐廳Tonomachitarui 

餐後奉上當令水果
※入店時請出示票券。優惠

除了以大洲銘菓「Shigure」為首的特產銷
售、現場展銷、觀光諮詢處、餐廳外，還可預
約大洲鸕鶿捕魚與街區漫步等觀光內容的
設施。銷售區陳列著琳瑯滿目的大洲獨家
商品，個個挑起購物慾。敬請順道光臨選購。

●營業時間／9:00～18:00
●公休／12/29～12/31

8 大洲街區休息站「晨靄」
老牌日式點心店，
名產「Shigure」據說是
大洲藩江戶家族宅邸的家
傳私密糕點。

●營業時間／10:00～17:00
●公休／不定期公休

7 富永松榮堂

俯瞰肱川首屈一指美景的山莊庭園。

●門票／成人550日圓　國中小學生220日圓
●營業時間／9:00～17:00（16:30截止售票）
●公休／全年無休

2 臥龍山莊

平成16年（2004年），天守閣根據老照片及史料以木
造結構完全復原。

●門票／成人550日圓　國中小學生220日圓
●營業時間／9:00～17:00（16:30截止售票）
●公休／全年無休

1 大洲城

名產「Shigure」

Pokopen橫丁 ●舉辦日期／毎週日（4～11月）
 　　　　　　第3個週日（12～隔年3月）
 ●舉辦時間／10:00～15:30
回憶倉庫 ●門票／成人200日圓、
 　　　　國中小學生100日圓
 ●營業時間／9:30～16:30
 　　　　　 （16:00截止售票）
 ●公休／12/29～12/31

穿過日本江戶時代武士宅邸與商人住宅
間的道路，保留有從日本江戸時代後期
到明治時期的各類建築物。

※刊登資訊為2022年3月1日內容。可能未經預告變更。並且，照片為示意圖。

Ozu

自由區段

還能在據稱日本離海最近的
下灘站下車！

●門票／免費（別館需付費）
●營業時間／9:00～17:00
●公休／12/29～12/31

街區漫步一日券

為防範新冠肺炎疫情擴大，外出時懇請配合「新常態的旅遊禮儀」。

大洲可樂餅1個
200日圓→100日圓

其他觀光資訊洽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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肱川鸕鶿捕魚

臥龍之湯

大洲市役所

三之丸南隅檜

大洲商工會議所

肱川
肱川橋

市民會館
肱南公民館

大洲城

標記處可租借自行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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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記處可租借自行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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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子保健中心

專稱寺

街區停車場

八日市·護國町街區
保存中心

内子座 1
商業與生活博物館2

木蠟資料館
上芳我宅邸

3

八日市護國街區 4

五十崎風箏博物館 5

民房資料館 7

文化交流村
高橋宅邸

8

大森和蠟燭屋 9

坂見輝月堂10

道路休息站内子
Fresh Park

 Karari

6

魚林・RINSUKE

下芳我宅邸 12

（  國家重要文化財產）
（  國家重要文化財產）

JR内子站

11

從日本江戶時代到明治時代，內子

町因為木蠟盛極一時，街區內每棟建築

都匠心獨具，獲指定為國家重要傳統建

築物保存地區。

【旅里庵】
普通自行車

500日圓無限次數騎乘●時間／9:00～17:00
　（年底年初公休）　

●費用／出租自行車 普通 3小時：500日圓
　　　　電動 3小時：900日圓（1日無限次數騎乘：1,200日圓）僅2部
　　　　手提行李寄放處：300日圓

※刊登資訊為2022年3月1日內容。可能未經預告變更。並且，照片為示意圖。 2022年3月1日現在 8618102－営商－8608143 

烤酒糟醃漬
内子豬肉漢堡

讓漫步行程更舒適！出租自行車 優惠

優惠
木蠟資料館上芳我宅邸門票折扣
〈成人〉500日圓→380日圓
〈國中小學生〉250日圓→200日圓

優惠
參觀費折扣
〈成人〉400日圓→300日圓
〈國中小學生〉200日圓→160日圓

優惠
傳統文化設施套票折扣※
〈成人〉900日圓→720日圓
〈國中小學生〉450日圓→400日圓

江戶至明治時代以生產木蠟興盛的商家。內部亦設有介紹木蠟生產
流程的展示棟，可一窺昔日的豪商生活，同時學習支撐其發展的製
蠟業。

●門票／成人500日圓、國中小學生250日圓
●營業時間／9:00～16:30 ●公休／12/29～1/2

3 木蠟資料館上芳我宅邸

優惠 餐後咖啡免費

將歷史140年的商家改建成店舖，各位能在此嘗到以
日本國產蕎麥粉橄的蕎麥麵與當地精選食材烹調的餐
點。店舖是日本國家登錄有形文化財產。

●營業時間／11:00～15:00（14:30截止點餐）
●公休／週三（例假日除外）

12 下芳我宅邸

優惠 鯛魚飯1,100日圓→1,000日圓

餐廳「RINSUKE」，能在此輕鬆品嘗歷史120年以上的
料亭「魚林」美味。推薦各位點飯上放有新鮮鯛魚生魚
片的名產「鯛魚飯」。

●營業時間／11:30～14:00、17:00～20:00
●公休／週三

11 魚林・RINSUKE

優惠 消費金額1,000日圓以上，
致贈100日圓分量的「雞蛋小饅頭」

有120年以上歷史的老牌和果子店。銷售各類適合作
為伴手禮的糕點如栗子饅頭、最中、卡斯提拉蛋糕、雞蛋
小饅頭等。

●營業時間／9:00～18:00
●公休／週三

10 坂見輝月堂

展示從日本以及全世界收集而來的風箏。
除了傳統的各地風箏外，還展示並介紹最
新的風箏。常年展示約400個風箏，還展
示每年5月5日的大風箏合戰登場之出世
風箏。（館藏約3000個）

●門票／成人300日圓、國中小學生150日圓
●營業時間／9:00～16:30
●公休／週一（例假日除外）、12/29～1/2

●門票／成人400日圓、國中小學生200日圓
●營業時間／9:00～16:30  ●公休／12/29～1/2

5 五十崎風箏博物館
塗上淺黃色灰泥的堅固厚牆，與街道平行的平入型態建
築等，街道兩側的屋簷連綿不絕，十分美麗。

4 八日市護國街區

閃耀在黑暗中的紅色燭火，自古以來
人們就在日常生活中使用蠟燭，內子
町有製作蠟燭的工匠。

●營業時間／9:00～17:00
　　　　　 （12:00～13:00除外）
●公休／週二、週五、年底年初、中元節假期
　　　　※公休日也可能臨時營業

9 大森和蠟燭屋
高橋龍太郎的老家。高橋對日本
啤酒業界貢獻良多，戰後則作為
通產大臣致力推動日本復興。主
屋作為咖啡廳使用，能在這裡喝
咖啡、紅茶、果汁等。

●門票／免費參觀
●營業時間／9:00～16:30
●公休／週二、12/28～1/4

8 文化交流村高橋宅邸
將建於寛政5年（1793年）的民
房修復後對外開放。能參觀當時
商人居住的典型民房。

●門票／免費
●營業時間／9:00～16:30
●公休／12/29～1/2

7 民房資料館

優惠
①冰淇淋單球 可改為雙球
②烤酒糟醃漬内子豬肉漢堡
　折價50日圓
　　　　　　　（任選其一）

設有販售内子農家現採的蔬菜、水果及糕點
等的「特產直賣處」、以當地產食材及精緻當
季料理而自傲的「餐廳Karari」等。

●營業時間／（漢堡）平日10:00～14:00、週六日10:00～15:00
　　　　　　（冰淇淋）8:00～17:00  ※可能因天氣變動
●公休／1/1～1/3

6 道路休息站内子Fresh Park Karari

大正5年（1916年），內子
町有識之士共同出資建成
的小劇院。重建後的劇院
復原當時的樣子，一方面
可作為多功能設施使用，
同時也是對外開放的歷史
性建設物。

1 内子座

優惠
門票折扣
〈成人〉200日圓→150日圓
〈國中小學生〉100日圓→80日圓

優惠
門票折扣 
〈成人〉300日圓→230日圓
〈國中小學生〉150日圓→120日圓

●門票／成人200日圓、國中小學生100日圓
●營業時間／9:00～16:30  ●公休／12/29～1/2

利用日本江戶時代後
期至明治時期的商家
住宅，介紹大正10年
（1921年）前後的藥
房生活。

2 商業與生活博物館

冰淇淋

※「傳統文化設施套票」可於內子座、商業與生活博物館、
　木蠟資料館上芳我宅邸購票入場。

https://shikoku-railwaytrip.com/tw/

Uchiko

（内子町觀光協會網頁）
（日文、英文）

其他觀光資訊洽詢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