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酒店主餐厅能够在同一空间内品尝使用大量当季县产

食材，有着柔和风味的法国料理和细腻的日本料理。

肉类自不必说，还积极采用海产类和蔬菜等当地时令食

材烹调成的“濑户内中国料理”。

由“高松丽嘉酒店ZEST”直营的中国料理店。

使用主厨亲自挑选的县产时令食材。备有各种融汇传统

技法和灵活创意的华丽菜单。

除了使用严选的肉类、海产和蔬菜等县产食材烹调成的

烧烤料理，还能品尝到发挥食材原味的地中海料理、

Tapas料理。

生菜

（rarirure生菜）

香川县的农产品新鲜、美味又健康。

在日照时间长、全年气候温暖的香川县，

充分沐浴阳光茁壮成长的蔬菜和水果。

在得天独厚的风土中，一个一个精心地培育着。

以葡萄酿造的赞岐葡萄酒和以日本酒

为基酒配制的草莓利口酒也很受欢迎。

金时胡萝卜

芦笋

（赞岐苏醒）

大蒜

梨

（幸水）水果、蔬菜

香川县食材的餐厅

Guide　  MAP

香川县拥有全年温暖的濑户内海式气候，温和的气候风土孕育出在日本首次栽培成功的

橄榄及幼鰤鱼等海味、名产赞岐乌冬面等多种优质产品。

所谓“赞岐餐厅”是指香川县官方认定能够品尝到

香川县产品的餐厅。

在冠以香川县旧国名“赞岐”的这家餐厅里，

使用从县内农家及渔场送来的饱含生产者热情的食材，

提供各种料理。

您不想在赞岐餐厅留下美食之旅的回忆吗？

香川县的气候和风土孕育出的美味食材。

⑧高松丽嘉酒店ZEST 中国料理 桃花苑

⑦中国料理 北京 本馆

章鱼海苔

香川县渔业发达。

能够品尝到濑户内海刚捕获的

新鲜鱼类。

濑户内海的恩赐

海产类

蓝色马鲛鱼

橄榄幼鰤鱼

赞岐鲑鱼

橄榄牛

橄榄梦猪、橄榄猪

香川县食材的餐厅

https://www.kensanpin.org/
umaimon/global/cn/

※本册中刊载的菜单内容有可能因季节或店铺的进货情况等而变更。

发行日／2019年3月

发行人／香川县交流推进部县产品振兴科

邮政编码760‒8570 香川县高松市番町四丁目1番10号

各店的详细信息
在此!

A

在优质空间内品鉴赞岐的美味。
法国料理×日本料理

⑨高松丽嘉酒店ZEST 丽嘉餐厅&酒吧

● 地址／邮编760-0025
香川县高松市古新町9-1
高松丽嘉酒店ZEST 2楼

● 电话号码／+81-822-3501

● 营业时间／
午餐时间11:30～14:00
晚餐时间17:30～21:00
(最后点单时间 20:30)

● 定期休息日／周日

● 最近车站与路线／
从JR高松站步行10分钟

Wi-Fi

〈付款方式〉可以使用信用卡  Visa/JCB/American Express/Diners Club/银联/ＤＣ卡/ＵＣ/NICOS

⑩烧烤&葡萄酒　Regalo

可以品尝到严选赞岐食材的铁板烧休闲餐厅。

● 地址／
香川县高松市丸龟町14番地6
丸龟町贰番街2号3F

● 电话号码／+81-813-1670

● 营业时间／
11:30～15:00(最后点单时间14:00) 
17:30～22:30(最后点单时间21:30)

● 定期休息日／周一

● 最近车站与路线／
从琴電片原町站步行7分钟，
在丸龟町壹番街拱顶处朝南转弯。
贰番街罗多伦咖啡店的3楼

Wi-Fi

〈付款方式〉可以使用信用卡

充分利用县产食材，以“医食同源”
为理念创造中国料理的崭新魅力。

● 地址／邮编760-0040
香川县高松市片原町2番地8

● 电话号码／+81-822-2141

● 营业时间／午餐11:15～14:30
晚餐17:00～21:00
（最后点单时间20:30）

● 定期休息日／
周一、年末年初、不定期休息

● 最近车站与路线／
从琴电片原町站向西步行2分钟

Wi-Fi

〈付款方式〉不能使用信用卡

能够品尝新鲜的县产食材的细腻调味。
对顾客体贴的中国料理。

● 地址／邮编760-0025
香川县高松市古新町9-1
高松丽嘉酒店ZEST北侧分馆2F
● 电话号码／+81-822-6556
● 营业时间／
午餐时间 11:30～14:30
（最后点单时间14:00）
晚餐时间 17:30～21:00
（最后点单时间20：30）

● 定期休息日／周一
● 最近车站与路线／
从JR高松站步行10分钟

Wi-Fi

〈付款方式〉可以使用信用卡  Visa/JCB/American Express/Diners Club/银联/ＤＣ卡/ＵＣ/NICOS

日餐

高松市 B 县中西部 C 岛屿部

西餐 中餐

认证店铺设有此标牌。

■料理类别

■地区划分

■交通详情QR二维码

■吸烟、禁烟、Wi-Fi的有无

本地酒 

赞岐的风土
培育出的

香川县流淌着源自阿赞山脉清澈的伏流水，

能够种植适合酿酒的优质米等，具备酿造本地酒的条件。

一粒一粒手工采摘，并及时压榨出的香川县橄榄油，

其品质在世界著名的品评会上也获得了高度评价。

绝佳的美味和甘甜

橄榄畜产品

世界公认的高品质

新鲜、美味

葡萄酒、利口酒 富于变化的 橄榄油

橄榄土鸡

以香川县独有的饲料

及饲养方法，

精心培育的美味肉品。
A

可吸烟、
分区禁烟 有免费Wi-Fi不可吸烟 无免费Wi-FiWi-Fi Wi-Fi

能够享用以当季食材烹調的美食餐厅

A

A

A

枇杷
（夏便）

葡萄

（阳光玫瑰葡萄）

草莓

（赞岐公主）

桃子

温州柑橘

（香川小原红早生）

奇异果
（金赞岐）

白天辽阔的濑户内海和优雅的多岛美景一览无余，夜晚

可以一边眺望高松市区的夜景，一边享用以县产食材烹

调成的绝品法国料理。

①ALICE IN TAKAMATSU A

Wi-Fi

〈付款方式〉可以使用信用卡 Visa/Master Card/JCB/American Express/Diners Club/

DC卡/NICOS/UFJ

地上30层，能够欣赏整面窗户的濑户绝景。
使用香川县产食材烹调成的
地中海沿岸法国乡土料理。

● 地址／
高松市太阳港2番1号
高松MARITIME PLAZA塔楼30层
● 电话号码／+81-823-6088
（婚礼沙龙 +81-87-823-6177）
● 营业时间／
午餐11:30～15:00(最后点单时间14:00)、
晚餐17:30～22:00(最后点单时间20:00)、
咖啡11:00～17:00
● 定期休息日／无
● 最近车站与路线／
从JR高松站步行1分钟

位于“JR高松克雷缅特酒店”内的日本料理店。

充分发挥食材的原味，甚至连外观等细节都十分考究的

绝品料理。

②JR高松克雷缅特酒店 日本料理 濑户

可以尽情享受四季时令风味的日本料理

A

Wi-Fi

● 地址／邮编760-0011
香川县高松市滨之町1-1
高松JR克雷缅特酒店2F
● 电话号码／+81-811-1161

● 营业时间／午餐11:30～14:30、
晚餐17:00～22:00
(宴席料理最后点单时间21:00、
单点最后点单时间21:30)

● 定期休息日／无
● 最近车站与路线
从JR高松站步行1分钟

〈付款方式〉可以使用信用卡  Visa/Master Card/JCB/American Express/Diners Club/银联

位于“JR高松克雷缅特酒店”内的中国料理店。可以

享用四季时令风味以及使用当地食材烹调成的多种名菜

和中国料理的传统味道。

③JR高松克雷缅特酒店 中国料理 桃煌

使用当季的香川县产食材，
令人回味无穷的风味。

Wi-Fi

● 地址／
香川县高松市滨之町1-1
高松JR克雷缅特酒店2F
● 电话号码／+81-811-1162
● 营业时间／
午餐时间 11:30～14：30、
晚餐时间 17:00～22:00
（最后点单时间:套餐21:00、
单点21:30））
● 定期休息日／：周三
（如果适逢节假日，则次日调休）
● 最近车站与路线／
从JR高松站步行1分钟

〈付款方式〉可以使用信用卡  Visa/Master Card/JCB/American Express/Diners Club/银联

A

兼具日式和西式两种空间的酒店餐厅。使用考究鲜度及

品质的县产食材，尽可能以合理的价格提供美食。

④珍珠花园酒店 濑户之花餐厅

一边眺望流淌着瀑布的日本庭园，一边享受四季的
更迭和使用香川县产食材的日式和西式菜肴。

A

Wi-Fi

● 地址／邮编760-0066
香川县高松市福冈町2-2-1
珍珠花园酒店1F
● 电话号码／+81-87-821-8500

● 营业时间／早餐7:00～10:00
午餐11:00～14:00
晚餐17:00～22:00
(最后点单时间21:30)

● 定期休息日／全年无休
● 最近车站与路线／距JR高松站8分钟
距琴电片原町站5分钟

〈付款方式〉可以使用信用卡 （部分电子支付）
Visa/Master Card/JCB/American Express/Diners Club/银联

创建于1952年的老字号法国餐厅。

通过古典法国菜的传统技术和新创意，备有能发挥县产

食材崭新魅力的各种料理。

⑤香松餐厅

濑户内的山、海、村丰收的恩赐最大限度
进行展现的法国料理

A

Wi-Fi

● 地址／
香川县高松市福冈町3－26－1
● 电话号码／+81-823-1233

● 营业时间／
午餐11:30-15:00
(最后点单时间14:00) 、
晚餐17:30-22:00
(最后点单时间20:30)

● 定期休息日／周三、年末年初

● 最近车站与路线／
从JR高松站出发10分钟车程

〈付款方式〉可以使用信用卡  Visa/Master Card/JCB/American Express/Diners Club/

以传统技艺创造出的法国料理和充满滋味的日本料理。

可以品尝到以主厨亲自挑选县产时令食材为主题的绝品

料理。

⑥高松国际酒店 Grill Yashima

由日式和西式菜肴专属厨师烹调而成，
考究的赞岐风味。是高松国际酒店的主餐厅。

A

Wi-Fi

● 地址／ 邮编760-0080
香川县高松市木太町2191-1
高松国际酒店主楼1楼

● 电话号码／+81-831-1575
● 营业时间／
午餐时间 11:30～14:00 
晚餐时间 17:00～21:00
(最后点单时间20:30)
● 定期休息日／无
● 最近车站与路线／乘坐琴电巴士
(庵治线/浦生线/高松东医院与大学医院线)
在高松国际酒店前下车，步行1分钟

〈付款方式〉可以使用信用卡  Visa/Master Card/JCB/American Express/Diners Club/银联/

DC卡/UC/NICOS

能够品尝到新鲜的县产蔬菜及橄榄牛、橄榄梦猪、橄榄土

鸡等县产食材的法式家庭料理。能够享用严选葡萄酒的高

级休闲餐厅。

大量使用县产蔬菜的法式
家庭料理和严选葡萄酒的餐厅

⑬锻冶屋町洋食酒场AGORA A

● 地址／
香川县高松市锻冶屋町4-1
FESTA2大厦 5F
● 电话号码／+81-822-6600

● 营业时间／
周一～周六18:00～25:00
（膳食最后点单时间24:00、
饮品最后点单时间24:30）

● 定期休息日／周日
（团体订餐敬请垂询）

● 最近车站与路线／
从琴电瓦町站步行12分钟

Wi-Fi

〈付款方式〉 可以使用信用卡  Visa/Master Card/JCB/American Express/

为
您介

绍当地人推荐的香川美食
!



考究当地食材，最大限度发挥县产时令食材优点的正宗

中国料理。

位于国家特别名胜“栗林公园”内的意式咖啡馆，在日式

摩登风格的店内能够欣赏到四季不同的庭园景观。

使用安全安心的当地食材烹调成的“款待意大利料理”。

在充满日式民居风情的店内，能够品尝到使用县产时令

食材烹调成的套餐料理和香川本地酒。

本店采用完全预约制，请事先预约。

不拘泥于法式、意式、日式等料理形式，通过独创的调

配，追求最能让食材大放异彩的烹调风格。

打造配合场景及需求的饮食空间。

餐厅附设在直岛的“倍乐生之家”内。透过玻璃窗，濑户内

海一望无际。使用当地现采的新鲜食材，最大限度发挥大自

然恩赐的“大地料理”。

使用餐厅附近的当季自然食材，通过发挥食材原味的烹

调法，能够品尝到美味健康的意大利料理。

能够品尝到精心设计的日本料理，使用向本地渔民采购

的海产、岛上采摘的蔬菜和使用杉木桶酿制的酱油和岛

上特有的调味料烹调而成。

每天早上送来的濑户内鲜鱼是本店引以为豪的特选食

材。

有机的慢餐料理。有益身体健康的法国料理。

鲜度一流的章鱼、贝类、鲳鱼等由丸龟、本岛的渔民直

送而来，可以尽情享用濑户内海丰富的鱼类料理。

这家日本料理店还兼营茶室，设有宴会席和包间，采用

完全预约制。使用严选的当地鱼类和蔬菜等，是重视食

材时令美味的怀石料理。

以吧台座位为主的餐厅营造出居家氛围，客人能够看到

烹调的情景，还可以与工作人员交谈。融合县产食材烹

调成的法国料理有着香川独有的风味。

咖啡馆&餐厅坐落于丰饶自然的金刀比罗宫一隅。能够品尝到

创业百余年的传统美味和源自香川的崭新风味的结晶。使用县

产水果制作的芭菲等甜点也很丰富。

㉕海鲜、寿司、本地酒　Hokuroya

㉖永乐亭

㉗赞岐法餐 Latelier le.Mas

㉘咖啡馆&餐厅　神椿

⑱栗林公园咖啡馆

⑰日本料理　木下

㉑露台餐厅海之星　Etoile de la mer

㉒Ristorante FURYU

㉓日本料理 岛宿真里

㉔濑户内法国食堂　OGUNI

■从高松机场的交通指南■交通信息

高
松
机
场

JR高松站

JR琴平站

JR丸龟站

JR坂出站

⑳The Chelsea Dining

能够在绿意盎然的悠闲空间内品尝到
濑户内时令食材。

自然、艺术、美味兼具。
五感皆能满足的法国料理。

● 地址／邮编761-3110
香川县香川郡直岛町琴弹地
● 电话号码／+81-879-82-2030
● 营业时间／
早餐 7:30～10:00
(最后点单时间9:30)
晚餐 18:00～21:30
(最后点单时间21:00)

● 定期休息日／基本无休
(贝尼斯之家维护暂停营业时休息)

● 最近车站与路线／
从直岛宫之浦港出发10分钟车程

Wi-Fi

〈付款方式〉可以使用信用卡  Visa/Master Card/JCB/American Express/银联

从烹调香川独有风味的开放式厨房
中演绎现场感。

● 地址／邮编763－0094
香川县丸龟市三条町526-7

● 电话号码／+81-877-85-9803

● 营业时间／
午餐 11:30～13:30(最后点单时间)
晚餐18:00～20:00(最后点单时间)

● 定期休息日／每周一
（每月有2～3天不定期休息）

● 最近车站与路线／
从JR善通寺站出发10分钟车程

Wi-Fi

〈付款方式〉不能使用信用卡

金刀比罗宫之资生堂精品餐厅。
使用严选的香川食材烹调成东京银座老字号的风味。

● 地址／邮编766-0001
香川县仲多度郡琴平町892-1
● 电话号码／+81-877-73-0202

● 营业时间／
咖啡馆 9:00～17:00
(最后点单时间16:30)
餐厅 11:30～14:00(最后点单时间)、
18:00～21:00(晚餐需要在前一天
15:00之前预约)

● 定期休息日／周一（仅限晚餐）

● 最近车站与路线／从琴电琴平站/
JR琴平站步行30分钟/车程10分钟

Wi-Fi

〈付款方式〉可以使用信用卡  Visa/Master Card/JCB/American Express/Diners Club/银联

在由古民居改建的日式摩登空间内，
品尝发挥食材风味的日本料理。

位于高松机场附近小山丘上的餐厅。
宣传优质县产食材的魅力。

B A

C

香川县

小豆岛

直岛

儿岛IC

坂出站

坂出IC

赞岐府中SA

高松机场

高松
中央IC 高松东IC

长尾站 津田东IC

高松高速公路

多度津站多度津站

濑
户
大
桥

濑
户
大
桥

宇多津站
高松西IC高松西IC

坂出北IC坂出北IC 志度站志度站

三本松站三本松站

丸龟站丸龟站

善通寺IC

善通寺站善通寺站

JR琴平站JR琴平站
琴电琴平站琴电琴平站

高濑SA高濑SA

The Chelsea
Dining

20

露台餐厅海之星　Etoile de la mer21

咖啡馆&餐厅
神椿

28

赞岐法餐
Latelier le.Mas

27

永乐亭26

海鲜、寿司、本地酒
Hokuroya

25

濑户内法国食堂
OGUNI

24

日本料理 木下17

栗林公园咖啡馆18

珍珠花园酒店
濑户之花餐厅

4

中国料理 华宫19

高松站

JR高松克雷缅特酒店 日本料理 濑户2

JR高松克雷缅特酒店 中国料理 桃煌3

ALICE IN TAKAMATSU1

香松餐厅5

高松国际酒店
Grill Yashima

6

Ristorante
FURYU

22

日本料理 岛宿真里23

中国料理 北京 本馆7

高松丽嘉酒店ZEST 中国料理 桃花苑8

高松丽嘉酒店ZEST
　丽嘉餐厅&酒吧 时香

9

烧烤&葡萄酒 Regalo10

Town’s Schule 96311

濑户内 海产 鱼鱼一12

锻冶屋町洋食酒场AGORA13

高松皇家花园酒店 日本料理 锦14

葡萄酒与膳食之店 旭屋15

广东料理 中国酒家16

◎东京～高松

◎琴电巴士
约45分钟

约45分钟

约1小时15分钟

约50分钟

◎琴空巴士

◎琴参巴士

⑲中国料理 华宫

最大限度发挥县产食材魅力的中国料理

● 地址／邮编761-8071
香川县高松市伏石町2133-16

● 电话号码／+81-868-3767

● 营业时间／中午 11:30～14:00/
夜晚 17:30～22:00
(最后点单时间21:00/※周六、周日
及节假日的夜晚从17:00开始营业）

● 定期休息日／周二

● 最近车站与路线／
从琴电三条站出发8分钟车程

〈付款方式〉可以使用信用卡  Visa/Master Card/JCB/American Express/Diners Club/银联/discover

A C B B

BC

AA C B

A

Wi-Fi

Wi-Fi

Wi-Fi

Wi-Fi

● 地址／
香川县高松市栗林町1-20-16
特别名胜 栗林公园 商工奖励馆内

● 电话号码／+81-87-813-0870
● 营业时间／10:00～16:00
（用餐从11:00开始）

● 定期休息日／周一
（如果适逢节假日，则次日调休）

● 最近车站与路线／
从JR栗林公园北口站步行3分钟，
从琴电栗林公园站步行10分钟

〈付款方式〉可以使用信用卡  Visa/Master Card/JCB/American Express/Diners Club/discover

● 地址／邮编760-0071
香川县高松市藤冢町3-10-9

● 电话号码／+81-862-3510

● 营业时间／17:30～21:30
（可能会变更）

● 定期休息日／
不定期休息（敬请垂询）

● 最近车站与路线／
从JR栗林站步行10分钟

〈付款方式〉可以使用信用卡  Visa/Master Card/JCB/American Express/楽天卡

● 地址／
香川县高松市香川町川东下1878
（THE CHELSEA内）
● 电话号码／0120-816-557(直拨)
● 营业时间／午餐 11:00～14:30
(最后点单时间 14:00) 
晚餐 18:00～22:00
(最后点单时间 21:00)
※晚餐采用在前一天之前预约的预约制
● 定期休息日／周二 (节假日照常营业)
※午餐仅在周一、周三、周四、
周五营业

● 最近车站与路线／
从琴电佛生山站出发10分钟车程

〈付款方式〉可以使用信用卡  Visa/JCB/UC

伫立在小豆岛“酱之乡”的人气旅馆。
使用岛上精选食材制作的调味料。

● 地址／邮编761-4421
香川县小豆群小豆岛町苗羽甲2011

● 电话号码／+81-879-82-0086

● 最近车站与路线／
从草壁港出发10分钟车程

● 营业时间／
午餐时间 12:00～15:00
晚餐时间18:00～22:00

● 定期休息日／不定期休息

Wi-Fi

〈付款方式〉可以使用信用卡  VISA / MasterCard / JCB / AmericanExpress

大量使用赞岐四季的时令蔬菜和海产。
请轻松享用身体健康的法国料理。

● 地址／邮编769-0201
宇多津町滨一丁目7-16
SUTEITSU壹号馆1F
● 电话号码／+81-877-49-0551
● 营业时间／
午餐11:00～15:00(最后点单时间13:30)
晚餐18:00～22:00(最后点单时间19:30)
※午餐和晚餐均为预约优先
● 定期休息日／
周三，每月有一次连休
● 最近车站与路线／
从JR宇多津站出发5分钟车程

Wi-Fi

〈付款方式〉不能使用信用卡

位于小豆岛草壁港旁小山丘的
隐秘意大利餐厅。

● 地址／香川县小豆郡小豆岛町
草壁本町872-2

● 电话号码／+81-879-82-2707

● 营业时间／17:30～21:00

● 定期休息日／
每周四以及每月第一、第三个周三

● 最近车站与路线／
从草壁港步行5分钟

Wi-Fi

〈付款方式〉不能使用信用卡

能够以最佳状态品尝
濑户内海捕捞的新鲜海产。

● 地址／邮编763-0082
香川县丸龟市土器町东9-284
CLOVER SHOEI A栋1F E号

● 电话号码／+81-877-21-3715

● 营业时间／17:30～23:30

● 定期休息日／周一

● 最近车站与路线／
从JR宇多津站出发5分钟车程

Wi-Fi

〈付款方式〉可以使用信用卡  VISA / MasterCard / JCB / AmericanExpress

以茶怀石料理为基础的日本料理。
考究的美味、器皿和空间编织出柔和的时光。

● 地址／
永乐亭

● 电话号码／+81-877-24-0299

● 营业时间／
中午11:30～13:30(最后点单时间)
夜晚17:30～20:30(最后点单时间)

● 定期休息日／不定休

● 最近车站与路线／
从JR丸龟站出发10分钟车程

Wi-Fi

〈付款方式〉可以使用信用卡  Visa/Master Card/JCB/American Express

B

锻冶屋町
洋食酒场
AGORA

13

葡萄酒与膳食之店 旭屋
15

高松丽嘉酒店ZEST
丽嘉餐厅&酒吧 时香

9

广东料理
中国酒家
16

高松丽嘉酒店ZEST
中国料理 桃花苑

8

濑户内 海产
鱼鱼一 12

高松皇家花园酒店
日本料理 锦

14

中国料理
北京 本館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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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松市街区放大图
上面的地图　  局部放大视图

J　　　R

高速巴士

飞 机

东京→约3小时15分钟→冈山→
快速Marine Liner 1小时→高松

东京→约9小时45分钟→高松

东京(羽田)→约1小时20分钟→高松

东京(成田)→约1小时30分钟→高松

◎大阪～高松

J　　　R

高速巴士

新大阪→约45分钟→冈山→
快速Marine Liner 1小时→高松

大阪→约3小时30分钟→高松
☎+81-877-22-9191

☎+81-877-75-2920

☎+81-821-3033

在渔港卸货的鱼类当场处理，以新鲜状态烹调成的海鲜

料理堪称绝品。还可以享用以严选肉品烹调成的肉类料

理及搭配料理的本地酒和葡萄酒。

能够品尝到新鲜的县产蔬菜及橄榄牛、橄榄梦猪、橄榄土

鸡等县产食材的法式家庭料理。能够享用严选葡萄酒的高

级休闲餐厅。

大量使用香川县产山珍海味，充分发挥其风味的广东料

理。可以品尝到由食材的魅力和熟练的厨艺打造出的顶

级料理。

使用四季时令食材，发挥出色厨艺的日本料理。在由大

厅和5个包间构成的现代空间里，可以品尝到精心制作

的多彩美味。

在充满日本风情和怀旧气息的店内，可以享用大量融

入县产食材的法国、意大利料理。葡萄酒的品类超过

百种

⑯广东料理　中国酒家

⑫濑户内　海产　鱼鱼一

⑭高松皇家花园酒店 日本料理 锦

大量使用县产蔬菜的法式
家庭料理和严选葡萄酒的餐厅

⑬锻冶屋町洋食酒场AGORA A

● 地址／
香川县高松市锻冶屋町4-1
FESTA2大厦 5F
● 电话号码／+81-822-6600

● 营业时间／
周一～周六18:00～25:00
（膳食最后点单时间24:00、
饮品最后点单时间24:30）

● 定期休息日／周日
（团体订餐敬请垂询）

● 最近车站与路线／
从琴电瓦町站步行12分钟

Wi-Fi

〈付款方式〉 可以使用信用卡  Visa/Master Card/JCB/American Express/

● 地址／香川县高松市瓦町1丁目9-25

● 电话号码／+81-836-9101

● 营业时间／
17:30～24:00
（料理最后点单时间23:00）、
节假日～23:00
（料理最后点单时间22:00）

● 定期休息日／周日

● 最近车站与路线／
从琴电瓦町站步行7分钟

完整品尝濑户内的恩赐，
以海鲜料理为主的多彩赞岐料理。

● 地址／邮编760-0028
香川县高松市锻冶屋町4-18

● 电话号码／+81-811-0301

● 营业时间／
17:00～23:30
（最后点单时间23：00）

● 定期休息日／
周日、节假日（不定期休息）

● 最近车站与路线／
从JR高松站出发4分钟车程
从琴電瓦町站或片原町站步行8分钟

Wi-Fi

〈付款方式〉可以使用信用卡  Visa/Master Card/JCB/American Express/Diners Club

以细腻的服务运用精选食材，
搭配卓越厨艺烹调而成的怀石料理。

● 地址／
高松市瓦町1-3-11
高松皇家花园酒店2F

● 电话号码／+81-823-2055

● 营业时间／
昼席 11:30～14:00（LO13:30）
夜席 17:00～22:00（LO21:00）

● 定期休息日／无
● 最近车站与路线／
从琴电瓦町站步行5分钟

Wi-Fi

〈付款方式〉可以使用信用卡  Visa/JCB/American Express/Diners Club/银联/

DC卡/UC/NICOS

以熟练技艺发挥食材原味的广东料理

● 地址／
香川县高松市常磐町2-2-1
Great Success大厦1F

● 电话号码／+81-862-5586

● 营业时间／11:30～14:00、
17:00～22:00(最后点单时间21:45)

● 定期休息日／周一

● 最近车站与路线／
从琴电瓦町站步行5分钟

Wi-Fi

〈付款方式〉可以使用信用卡  Visa/Master Card（仅限晚餐）

由旧旅馆改装，保留怀旧风情，
营造出柔和舒适的成人空间。

⑮葡萄酒与膳食之店 旭屋 A

Wi-Fi

〈付款方式〉可以使用信用卡  VISA / MasterCard

A

A

A

精选当地安全美味的食材，健康温和的料理尤其受到女

性的欢迎。在绿意盎然的咖啡馆里可以悠闲地放松。

⑪Town’s Schule 963

在绿意盎然、轻松自在的咖啡馆，
享用可感受季节的午餐及蛋糕。

● 地址／
香川县高松市丸龟町13-3
丸龟町参番街东馆2F

● 电话号码／+81-800-7888

● 营业时间／11:30～18:00
(午餐～15:00、最后点单时间17:30)，
周五、周六、周日为11:30～22:00

● 定期休息日／每月第三个周一
(如果适逢节假日，可能发生变更)

● 最近车站与路线／
从琴电片原町站步行10分钟

Wi-Fi

〈付款方式〉不能使用信用卡

A

高松川六
Her-Stage酒店

高松市埋藏
文化财中心

丸龟町
GREEN

五番丁医院

高松市役所

中央公园

高松市美术馆

高松东急
REI饭店

高松三越

琴电片原町站 高松大仓酒店

丸中通町店

Newgrand Mimatsu
拱顶街

福屋酒店

Daiwa
Roynet Hotel
TAKAMATSU

多美迎高松

香川銀行总行

百十四大楼

高松瓦町郵局

琴电瓦町站

琴电现在桥站
高松知豪酒店

APA飯店高松瓦町

KUWAYA医院

高松鹽屋町郵局

紅十字医院

香川县厅

KKR高松医院

高松國稅局

县立高松高中

县立高松商業高中

Golden
Time高松

Shigoto Plaza

超級酒店高松田町

高松城市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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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原町商店街

常磐町商店街

菊池宽通

兵库町商店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