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飯店主餐廳能夠在同一空間內品嚐使用大量當季縣產

食材，風味柔和細緻的法國料理和細膩的日本料理。

肉類自不必說，還積極採用海產類和蔬菜等當地時令食

材烹調成的「瀨戶內中料理」。

由「高松麗嘉酒店ZEST」直營的中國料理店。

使用主廚親自挑選的縣產時令食材。備有各種融合傳統

技法和靈活創意的華麗菜單。

除了使用嚴選的肉類、海產和蔬菜等縣產食材烹調成的

燒烤料理，還能品嚐到發揮食材原味的地中海料理、

Tapas料理。

生菜

（rarirure生菜）

香川縣的農產品新鮮、美味又健康。

在日照時間長、全年氣候溫暖的香川縣，

能充分沐浴陽光而培育出的蔬菜和水果。

在得天獨厚的風土中，一個一個精心地培育著。

以葡萄釀造的讚岐葡萄酒和以日本酒為基酒

配製的草莓利口酒也很受歡迎。

金時紅蘿蔔

蘆筍

（讚岐甦醒）

大蒜

梨

（幸水）水果與蔬菜

香川縣食材的餐廳

Guide　  MAP

香川縣擁有全年溫暖的瀨戶內海式氣候，溫和的氣候風土孕育出在日本首次栽培成功的

橄欖及鰤魚等海味，以及名產讚岐烏龍麵等多種優質產品。

所謂「讚岐餐廳」是指香川縣官方認定能夠品嚐到

香川縣產品的餐廳。

在冠以香川縣舊國名「讚岐」的這家餐廳裡，

使用從縣內農家及漁場送來的飽含生產者熱情的食材，

提供各種料理。

您也想在讚岐餐廳留下美食之旅的回憶嗎？

香川縣的氣候和風土孕育出的美味食材。

⑧高松麗嘉酒店ZEST 中國料理 桃花苑

⑦中國料理 北京 本館

章魚海苔

香川縣漁業發達。

能夠品嚐到在瀨戶內海

剛捕獲的新鮮魚類。

瀨戶內海的恩賜

海產類

鰆魚

橄欖鰤魚

讚岐鮭魚

橄欖牛

橄欖夢豬與橄欖豬

香川縣食材的餐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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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冊中刊載的菜單內容可能會因季節或店鋪的進貨情況等而變更。

發行日／2019年3月

發行人／香川縣交流推進部縣產品振興科

郵遞區號760‒8570 香川縣高松市番町四丁目1番10號

各店的詳細資訊
在此！

A

在優質空間內品鑑讚岐的美味。
法國料理×日本料理

⑨高松麗嘉酒店ZEST 麗嘉餐廳&酒吧 時香

● 地址／郵遞區號760-0025
香川縣高松市古新町9-1
高松麗嘉酒店ZEST2F

● 電話號碼／+81-822-3501

● 營業時間／
午餐時段11:30～14:00
晚餐時段17:30～21:00
（最後點餐時間20:30）

● 公休日／週日

● 最近车站与路线／
由JR高松站步行10分鐘

Wi-Fi

〈結帳方法〉可使用信用卡  Visa/JCB/American Express/Diners Club/銀聯/DC卡/UC/NICOS

⑩GRILL&WINE Regalo

可以品嚐到嚴選讚岐食材的鐵板燒休閒餐廳。

● 地址／
香川縣高松市丸龜町14-6
丸龜町貳番街2號3F

● 電話號碼／+81-87-813-1670

● 營業時間／
11:30～15:00(最後點餐時間:14:00)
17:30～22:30(最後點餐時間21:30)

● 公休日／週一

● 最近车站与路线／
由琴電片原町步行7分鐘
從丸龜町壹番街圓屋頂往南走。
貳番街羅多倫咖啡的3F

Wi-Fi

〈結帳方法〉可使用信用卡

充分利用縣產食材，以「醫食同源」
為理念創造出中國料理的嶄新魅力。

● 地址／郵遞區號760-0040
香川縣高松市片原町2-8

● 電話號碼／+81-822-2141

● 營業時間／午餐11:15～14:3
0晚餐17:00～21:00
（最後點餐時間20:30）

● 公休日／
週一 年末年初 不定期公休

● 最近车站与路线／
由琴電片原町站往西步行2分鐘

Wi-Fi

〈結帳方法〉不可使用信用卡

能夠品嚐新鮮的縣產食材的細膩調味。
對顧客體貼的中國料理。

● 地址／郵遞區號760-0025
香川縣高松市古新町9-1
高松麗嘉酒店ZEST北側別館2F
● 電話號碼／+81-822-6556
● 營業時間／
午餐時段 11:30～14:30
（最後點餐時間14:00）
晚餐時段:17:30～21:00
（最後點餐時間20:30）

● 公休日／週一
● 最近车站与路线／
由JR高松站步行10分鐘

Wi-Fi

〈結帳方法〉可使用信用卡 Visa/JCB/American Express/Diners Club/銀聯/DC卡/UC/NICOS

日餐

高松市 B 縣中西部 C 島嶼部

西餐 中餐

認證店鋪設有此標牌。

■料理類別

■地區劃分

■交通詳情QR二維碼

■吸煙、禁煙、Wi-Fi的有無

本地酒 

讚岐的風土
培育出的

香川縣具備流淌著源自阿讚山脈清澈的伏流水，

能夠種植適合釀酒的優質米等，釀造本地酒的條件。

一粒一粒手工採摘後立即壓榨的香川縣橄欖油，

其品質在世界著名的品評會上也獲得了高度評價。

絕品的美味和甘甜

橄欖畜產品 

世界公認的高品質

新鮮、美味

葡萄酒與利口酒 富於變化的 橄欖油

橄欖土雞

以香川縣獨有的飼料

及飼養方法，

精心培育的美味肉品。
A

可吸煙、
分區禁煙 有Free Wi-Fi不可吸煙 無Free Wi-FiWi-Fi Wi-Fi

能夠享用以當季食材烹調的美食餐廳

A

A

A

枇杷
（夏便）

葡萄

（晴王麝香葡萄）

草莓

（讚岐公主）

桃子

溫州柑橘

（香川小原紅早生）

奇異果
（金讚岐）

白天遼闊的瀨戶內海和眾多小島的美景一覽無遺，夜晚

可以一邊眺望高松市區的夜景，一邊享用以縣產食材烹

調成的絕品法國料理。

①ALICE IN TAKAMATSU A

Wi-Fi

〈結帳方法〉可使用信用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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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port2-1
Maritime Plaza高松Tower棟30F
● 電話號碼／+81-87-823-6088
（婚禮沙龍 +81-87-823-6177）
● 營業時間／
午餐11:30～15:00(最後點餐時間14:00)，
晚餐 17:30～22:00(最後點餐時間20:00)，
咖啡館11:00～17:00
● 公休日／無
● 最近车站与路线／
由JR高松站步行1分鐘

位於「JR高松克雷緬特飯店」內的日本料理店。

充分發揮食材的原味，甚至連外觀等細節都十分考究的

絕品料理。

②JR高松克雷緬特飯店 日本料理 瀨戶

可以盡情享受四季時令風味的日本料理

A

Wi-Fi

● 地址／郵遞區號760-0011
香川縣高松市濱之町1-1
JR高松克雷緬特飯店2F
● 電話號碼／+81-811-1161

● 營業時間／午餐11:30～14:30，
晚餐17:00～22:00
（會席料理最後點餐時間21:00，
單點料理最後點餐時間21:30）

● 公休日／無
● 最近车站与路线
由JR高松站步行1分鐘

〈結帳方法〉可使用信用卡  Visa/Master Card/JCB/American Express/Diners Club/銀聯

位於「JR高松克雷緬特飯店」內的中國餐廳。可以享

用四季時令風味以及使用當地食材烹調成的多種名菜和

中國料理的傳統味道。

③JR高松克雷緬特飯店 中國料理 桃煌

使用當季的香川縣產食材，
令人回味無窮的風味。

Wi-Fi

● 地址／
香川縣高松市濱之町1-1
JR高松克雷緬特飯店2F
● 電話號碼／+81-811-1162
● 營業時間／
午餐時段 11:30～14:30，
晚餐時段 17:00～22:00
（最後點餐時間:套餐料理21:00，
單點料理21:30）
● 公休日／週三
（逢國定假日則次日補休）
● 最近车站与路线／
由JR高松站步行1分鐘

〈結帳方法〉可使用信用卡  Visa/Master Card/JCB/American Express/Diners Club/銀聯

A

兼具日式和西式兩種空間的飯店餐廳。使用鮮度及品質

考究的縣產食材，盡可能以合理的價格提供美食。

④明珠花園飯店 瀨戶之花餐廳

一邊眺望流淌著瀑布的日本庭園，一邊享受四季的
更迭和使用香川縣產食材的日式和西式菜餚。

A

Wi-Fi

● 地址／郵遞區號760-0066
香川縣高松市福岡町2-2-1
明珠花園飯店1F
● 電話號碼／+81-87-821-8500

● 營業時間／早餐7:00～10:00
午餐11:00～14:00
晚餐17:00～22:00
（最後點餐時間21:30）

● 公休日／無休
● 最近车站与路线／距離JR高松站
8分鐘 距離琴電片原町站5分鐘

〈結帳方法〉可使用信用卡 （部份電子貨幣）
Visa/Master Card/JCB/American Express/Diners Club/銀聯

創建於1952年的老字號法國餐廳。

透過古典法國菜的傳統技術和新創意，備有能發揮縣產

食材嶄新魅力的各種料理。

⑤香松餐廳

將在瀨戶內的山、海、村豐收的恩賜
最大限度進行展現的法國料理

A

Wi-Fi

● 地址／
香川縣高松市福岡町3－26－1
● 電話號碼／+81-823-1233

● 營業時間／
午餐11:30-15:00
（最後點餐時間14:00），
晚餐17:30-22:00
（最後點餐時間20:30）

● 公休日／週三、年末年初

● 最近车站与路线／
由JR高松站乘車10分鐘

〈結帳方法〉可使用信用卡  Visa/Master Card/JCB/American Express/Diners Club

以傳統技藝創造出的法國料理和充滿滋味的日本料理。

可以品嚐到以主廚親自挑選的縣產時令食材為主題的絕

品料理。

⑥高松國際飯店 Grill Yashima

由日式和西式菜餚專屬廚師烹調而成，
考究的讚岐風味。是高松國際飯店的主餐廳。

A

Wi-Fi

● 地址／ 郵遞區號760-0080
香川縣高松市木太町2191-1
高松國際飯店本館1F

● 電話號碼／+81-831-1575
● 營業時間／
午餐时间 11:30～14:00 
晚餐时间 17:00～21:00
(最后点单时间20:30)
● 公休日／無
● 最近车站与路线／琴電巴士
(庵治線／浦生線／高松東醫院、大學醫院線)
高松國際飯店前 下車步行1分鐘

〈結帳方法〉可使用信用卡
Visa/Master Card/JCB/American Express/Diners Club/銀聯/DC卡/UC/NICOS

能夠品嚐到新鮮的縣產蔬菜及橄欖牛、橄欖夢豬、橄欖土

雞等縣產食材的法式家庭料理。能夠享用嚴選葡萄酒的優

質休閒餐廳。

大量使用縣產蔬菜的法式
家庭料理和嚴選葡萄酒的餐廳

⑬鍛冶屋町西餐酒館AGORA A

● 地址／
香川縣高松市鍛冶屋町4-1
FESTA2大樓 5F
● 電話號碼／+81-822-6600

● 營業時間／
週一～週六18:00～25:00
（餐點的最後點餐時間24:00，
飲品的最後點餐時間24:30）

● 公休日／週日
（若有團體來訪需求，請致電洽詢）

● 最近车站与路线／
由琴電 瓦町站步行12分鐘

Wi-Fi

〈結帳方法〉 可使用信用卡
Visa/Master Card/JCB/American Express/Diners Club/銀聯/discover

為
您介

紹當地人推薦的香川美食
!



考究當地食材，最大限度發揮出縣產時令食材優點的正

宗中國料理。

位於國家特別名勝「栗林公園」內的義式咖啡館，在現代

日式風格的店內能夠欣賞到四季不同的庭園景觀。使用安

全安心的當地食材烹調成的「誠心待客義大利料理」。

在充滿日式民居風情的店內，能夠品嚐到使用縣產時令

食材烹調成的套餐料理和香川本地酒。

本店採用完全預約制，請事先預約。

不拘泥於法式、義式、日式等料理形式，透過獨創的調

配，追求最能讓食材大放異彩的烹調風格。

打造能配合場景及需求的飲食空間。

餐廳附設在直島的「倍樂生之家」內。透過玻璃窗，瀨戶內

海一望無際。使用當地現採的新鮮食材，將大自然恩賜發揮

到極致的「大地料理」。

使用餐廳附近的當季自然食材，透過發揮食材原味的烹

調法，能夠品嚐到美味健康的義大利料理。

能夠品嚐到精心設計的日本料理，使用向本地漁民採購

的海產、島上採摘的蔬菜和使用杉木桶釀製的醬油和島

上特有的調味料烹調而成。

每天早上送來的瀨戶內鮮魚是本店引以為傲的特選食

材。

有機的慢食料理。有益身體健康的法國料理。

鮮度一流的章魚、貝類、鯧魚等由丸龜和本島的漁民直

送而來，可以盡情享用瀨戶內海豐富的魚類料理。

這家日本料理店還兼營茶室，設有宴會席和包廂，採用

完全預約制。使用嚴選的當地魚類和蔬菜等，是重視食

材時令美味的懷石料理。

以吧台座位為主的餐廳營造出居家氛圍，客人能夠看到

烹調的情景，還可以與工作人員交談。融合縣產食材烹

調成的法國料理有著香川獨有的風味。

咖啡館&餐廳坐落於豐饒大自然懷抱中的金刀比羅宮一隅。能

夠品嚐到創業百餘年的傳統美味和源自香川的嶄新風味的結

晶。使用縣產水果製作的百匯等甜點種類也很豐富。

㉕海鮮、壽司、本地酒　Hokuroya

㉖永樂亭

㉗讃岐法國料理 Latelier le.Mas

㉘咖啡館＆餐廳　神樁

⑱Garden Cafe Ritsurin

⑰日本料理　木下

㉑海之星露台餐廳　Etoile de la mer

㉒Ristorante FURYU

㉓日本料理 島宿真里

㉔瀨戶內法國料理食堂　OGUNI

⑳The Chelsea Dining

能夠在綠意盎然的悠閒空間內品
嚐到瀨戶內時令食材。

自然、藝術與美味兼具。
五官都能滿足的法國料理。

● 地址／郵遞區號761-3110
香川縣香川郡直島町琴彈地
● 電話號碼／+81-87-892-3223
（代表號）
● 營業時間／
早餐 7:30～10:00
（最後點餐時間9:30）
晚餐 18:00～21:30
（最後點餐時間21:00）
● 公休日／基本上無休
 （有時配合Benesse House
 的維護休館日休息）
● 最近车站与路线／
由直島 宮之浦港乘車10分鐘

Wi-Fi

〈結帳方法〉可使用信用卡  Visa/Master Card/JCB/American Express/銀聯

從烹調香川獨有風味的開放式廚房
中演繹現場感。

● 地址／郵遞區號763－0094
香川縣丸龜市三條町526-7

● 電話號碼／+81-877-85-9803

● 營業時間／
午餐 11:30～13:30（最後點餐時間） 
晚餐18:00～20:00（最後點餐時間）

● 公休日／每週一
（每月不定期休息2～3天）

● 最近车站与路线／
由JR善通寺站乘車10分鐘

Wi-Fi

〈結帳方法〉不可使用信用卡

金刀比羅宮之資生堂餐廳。
使用嚴選的香川食材烹調成東京銀座老字號的風味。

● 地址／郵遞區號766-0001
香川縣仲多度郡琴平町892-1
● 電話號碼／+81-877-73-0202

● 營業時間／
咖啡館 9:00～17:00
（最後點餐時間16:30）
餐廳:11:30～14:00(最後點餐時間)，
18:00～21:00
（晚餐需在前一日15:00前預約）

● 公休日／週一（僅供應晚餐）

● 最近车站与路线／由琴電琴平站
JR琴平站步行30分鐘 乘車10分鐘

Wi-Fi

〈結帳方法〉可使用信用卡  Visa/Master Card/JCB/American Express/Diners Club/銀聯

在由古民居改建的現代日式空間內，
品嚐發揮食材風味的日本料理。

位於高松機場附近小山丘上的餐廳。
宣傳優質縣產食材的魅力。

⑲中國料理　華宮

在最大限度上發揮出縣產食材魅力的中國料理

● 地址／郵遞區號761-8071
香川縣高松市伏石町2133-16

● 電話號碼／+81-868-3767

● 營業時間／午餐 11:30～14:00／
晚餐 17:30～22:00
(最後點餐時間21:00/
※週六日、國定假日的晚上為17:00～)

● 公休日／週二

● 最近车站与路线／
由琴電三條站乘車8分鐘

〈結帳方法〉 可使用信用卡（10,000日圓以上即可使用）
Visa/Master Card/JCB/American Express

A C B B

BC

AA C B

A

Wi-Fi

Wi-Fi

Wi-Fi

Wi-Fi

● 地址／香川縣高松市栗林町1-20-16
特別名勝 栗林公園 商工獎勵館內

● 電話號碼／〇咖啡館的預約、
諮詢請致電 +81-87-813-0870
〇宴會、婚禮、聚餐的預約、
諮詢請致電 +81-87-863-6685

● 營業時間／10:00～16:00（餐點11:00～）
※公園舉辦特別活動期間，不限公休日、
營業時間一律照常營業。營業時間外也接待團
體顧客、受理包租利用。

● 公休日／週一（逢國定假日則次日補休）

● 最近车站与路线／
由JR栗林公園北口站步行3分鐘 ， 
由琴電栗林公園站步行10分鐘

〈結帳方法〉可使用信用卡  Visa/Master Card/JCB/American Express/Diners Club/discover

● 地址／郵遞區號760-0071
香川縣高松市藤塚町3-10-9

● 電話號碼／+81-862-3510

● 營業時間／17:30～21:30
（有可能變更）

● 公休日／
不定期公休（敬請洽詢）

● 最近车站与路线／
由JR栗林站步行10分鐘

〈結帳方法〉可使用信用卡  Visa/Master Card/JCB/American Express/樂天卡

● 地址／
香川縣高松市香川町川東下1878
（The Chelsea內）
● 電話號碼／0120-816-557(直通)
● 營業時間／午餐 11:00～14:30
（最後點餐時間14:00）
晚餐 18:00～22:00
（最後點餐時間21:00）
※晚餐採預約制，請在用餐前一日預約 
● 公休日／週二（國定假日營業）
※午餐的營業時間僅限週一、週三、
　週四、週五
● 最近车站与路线／
由琴電佛生山站乘車10分鐘

〈結帳方法〉可使用

佇立在小豆島「醬之鄉」的人氣旅館。
使用島上精選食材製作的調味料。

● 地址／郵遞區號761-4421
香川縣小豆群小豆島町苗羽甲2011

● 電話號碼／+81-879-82-0086

● 最近车站与路线／
由草壁港乘車10分鐘

● 營業時間／
午餐時段 12:00～15:00
晚餐時段18:00～22:00

● 公休日／不定期休息

Wi-Fi

〈結帳方法〉可使用信用卡  VISA / MasterCard / JCB / AmericanExpress

大量使用讚岐四季的時令蔬菜和海產。
請輕鬆享用對身體無負擔的法國料理。

● 地址／郵遞區號769-0201
宇多津町濱1-7-16
SUTEITSU壹番館1F
● 電話號碼／+81-877-49-0551
● 營業時間／
午餐11:00～15:00(最後點餐時間13:30)
晚餐18:00～22:00(最後點餐時間19:30)
※午餐、晚餐預約者優先帶位
● 公休日／
週三、每個月連休1次
● 最近车站与路线／
由JR宇多津站乘車5分鐘

Wi-Fi

〈結帳方法〉不可使用信用卡

位於小豆島草壁港旁小山丘的
隱秘義大利餐廳。

● 地址／香川縣小豆郡小豆島町
草壁本町872-2

● 電話號碼／+81-879-82-2707

● 營業時間／17:30～21:00

● 公休日／
每週四、第一和第三個週三

● 最近车站与路线／
由草壁港步行5分鐘

Wi-Fi

〈結帳方法〉不可使用信用卡

能夠以最佳狀態品嚐在
瀨戶內海捕撈的新鮮海產。

● 地址／郵遞區號763-0082
香川縣丸龜市土器町東9-284
CLOVER KYOTO A棟1F E號

● 電話號碼／+81-877-21-3715

● 營業時間／17:30～23:30

● 公休日／週一

● 最近车站与路线／
由JR宇多津站乘車5分鐘

Wi-Fi

〈結帳方法〉可使用信用卡  VISA / MasterCard / JCB / AmericanExpress

以茶懷石料理為基礎的日本料理。
考究的美味、器皿和空間編織出寧靜的時光。

● 地址／
香川縣丸龜市城東町1-8-9

● 電話號碼／+81-877-24-0299

● 營業時間／
白天11:30～13:30（最後點餐時間）
晚上17:30～20:30（最後點餐時間）

● 公休日／不定期休息

● 最近车站与路线／
由JR丸龜站步行10分鐘

Wi-Fi

〈結帳方法〉可使用信用卡  Visa/Master Card/JCB/American Express

B

在漁港卸貨的魚類當場處理，以新鮮狀態烹調成的海鮮

料理堪稱絕品。還可以享用以嚴選肉品烹調成的肉類料

理，以及搭配料理的本地酒和葡萄酒。

能夠品嚐到新鮮的縣產蔬菜及橄欖牛、橄欖夢豬、橄欖土

雞等縣產食材的法式家庭料理。能夠享用嚴選葡萄酒的優

質休閒餐廳。

提供顧客使用了大量香川縣產山珍海味，充分發揮其風

味的廣東料理。可以品嚐到食材的魅力和由熟練的廚藝

打造出的頂級料理。

使用四季時令食材，發揮出色廚藝的日本料理。在由大

廳和5個包廂構成的現代和風空間裡，可以品嚐到精心

製作的多彩美味。

在充滿日本風情和懷舊氣息的店內，可以享用大量融

入縣產食材的法國與義大利料理。葡萄酒的品類超過

百種。

⑯廣東料理　中國酒家

⑫瀨戶內　海產　魚魚一

⑭高松皇家花園酒店 日本料理 錦

大量使用縣產蔬菜的法式
家庭料理和嚴選葡萄酒的餐廳

⑬鍛冶屋町西餐酒館AGORA A

● 地址／
香川縣高松市鍛冶屋町4-1
FESTA2大樓 5F
● 電話號碼／+81-822-6600

● 營業時間／
週一～週六18:00～25:00
（餐點的最後點餐時間24:00，
飲品的最後點餐時間24:30）

● 公休日／週日
（若有團體來訪需求，請致電洽詢）

● 最近车站与路线／
由琴電 瓦町站步行12分鐘

Wi-Fi

〈結帳方法〉 可使用信用卡
Visa/Master Card/JCB/American Express

● 地址／香川縣高松市瓦町1-9-25

● 電話號碼／+81-836-9101

● 營業時間／
17:30～24:00
（餐點的最後點餐時間23:00），
國定假日～23:00
（餐點的最後點餐時間22:00）

● 公休日／週日

● 最近车站与路线／
由琴電瓦町站步行7分鐘

完整品嚐瀨戶內的恩賜，
以海鮮料理為主的多采多姿讚岐料理。

● 地址／郵遞區號760-0028
香川縣高松市鍛冶屋町4-18

● 電話號碼／+81-811-0301

● 營業時間／
17:00～23:30
（最後點餐時間23:00）

● 公休日／
週日、國定假日（不定期公休）

● 最近车站与路线／
由JR高松站乘車4分鐘
由琴電瓦町站、片原町站步行8分鐘

Wi-Fi

〈結帳方法〉可使用信用卡
Visa/Master Card/JCB/American Express/Diners Club

以細膩的服務運用精選食材，
搭配卓越廚藝烹調而成的懷石料理。

● 地址／高松市瓦町1-3-11
高松皇家花園酒店2F
● 電話號碼／
+81-87-823-2055（直通）
● 營業時間／
午餐時段 11:30～14:00
（最後點餐時間13:30），
晚餐時段 17:00～22:00
（最後點餐時間21:00）
● 公休日／無
● 最近车站与路线／
由琴電瓦町站步行5分鐘

Wi-Fi

〈結帳方法〉可使用信用卡
Visa/JCB/American Express/Diners Club/銀聯/DC卡/UC/NICOS

以熟練技藝發揮食材原味的廣東料理

● 地址／
香川縣高松市常磐町2-2-1
Great Success大樓1F

● 電話號碼／+81-862-5586

● 營業時間／11:30～14:00，
17:00～22:00
（最後點餐時間21:45）

● 公休日／週一

● 最近车站与路线／
由琴電 瓦町站步行5分鐘

Wi-Fi

〈結帳方法〉可使用信用卡  Visa/Master Card（僅供應晚餐）

由舊旅館改裝，保留懷舊風情，
營造出柔和舒適的成人空間。

⑮供應葡萄酒和佳餚的餐館 旭屋 A

Wi-Fi

〈結帳方法〉信用卡：可使用  Visa、Master

Visa/Master Card/JCB/American Express/Diners Club/銀聯/discover

A

A

A

精選當地安全美味的食材，健康溫和的料理尤其受到女

性的歡迎。在綠意盎然的咖啡館裡可以悠閒地放鬆。

⑪Town’s Schule 963

在綠意盎然、輕鬆自在的咖啡館，
享用可感受到季節的午餐及蛋糕。

● 地址／
香川縣高松市丸龜町13-3
丸龜町參番街東館2F

● 電話號碼／+81-800-7888

● 營業時間／11:30～18:00
(午餐～15:00，最後點餐時間17:30)，
週五、週六、週日11:30～22:00

● 公休日／第3個週一
（逢國定假日有可能變更）

● 最近车站与路线／
由琴電片原町站步行10分鐘

Wi-Fi

〈結帳方法〉不可使用信用卡（可在咖啡館以外的銷售區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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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松市街區放大圖
上面的地图　  局部放大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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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京→約3小時15分鐘→岡山→
快速Marine Liner 1小時→高松

東京→約9小時45分鐘→高松

東京(羽田)→約1小時20分鐘→高松

東京(成田)→約1小時30分鐘→高松

◎大阪～高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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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巴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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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Marine Liner 1小時→高松

大阪→約3小時30分鐘→高松
☎+81-877-22-9191

☎+81-877-75-2920

☎+81-821-3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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