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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 子

內子町遊客中心
日本 791-3301 愛媛縣喜多郡內子町內子 2020
電話：0893-44-3790　傳真：0893-44-3798
uchiko-k@lagoon.ocn.ne.jp
www.we-love-uchiko.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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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子老街保存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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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蠟資料館 上芳我邸
( 國家重要文化財 )( 國家重要文化財 )

（國家重要文化財）（國家重要文化財）
（國家重要文化財）（國家重要文化財）

文
內子中學
文

內子中學 商業與生活博物館

內子座

內子高校

圖書館

內子町
行政中心

禪昌寺

內子町行政中心前
內子町行政中心前

內子保健中心內子保健中心

本町街

內子町
遊客中心

計程車搭車處
（大瀨/內子/池田） 旅里庵

(旅遊服務中心)
旅里庵
(旅遊服務中心)

內子車站前內子車站前

人工肛門廁所步行過程
*請不要在鎮線保護區開車，如圖所示

豆皮家　いなりや豆皮家　いなりや

豆皮壽司烏龍麵套餐 ¥850豆皮壽司烏龍麵套餐 ¥850

涼風亭 幸祇　涼風亭 幸祇涼風亭 幸祇　涼風亭 幸祇

十寸法師套餐 ¥1,296十寸法師套餐 ¥1,296

本週套餐 ¥1,728本週套餐 ¥1,728

KARARI餐廳　レストラン からりKARARI餐廳　レストラン からり

紅豆湯 ¥700紅豆湯 ¥700

DENJIRO咖啡　カフェでんじろうDENJIRO咖啡　カフェでんじろう
天津飯 ¥630天津飯 ¥630

蓮花　蓮花蓮花　蓮花

B套餐 ¥1,080B套餐 ¥1,080

 KABA忠　かば忠 KABA忠　かば忠

鯛魚飯佐妻汁拌飯套餐 ¥1,650鯛魚飯佐妻汁拌飯套餐 ¥1,650

吉長餐廳　御食事処 吉長吉長餐廳　御食事処 吉長

午餐套餐 ¥1,080午餐套餐 ¥1,080

洋食媽媽　洋食マザー洋食媽媽　洋食マザー

伍代　伍代伍代　伍代

伍代海鮮丼套餐 ¥1,100伍代海鮮丼套餐 ¥1,100

套餐 ¥1,100套餐 ¥1,100

休憩之家Sharon　レストハウス シャロン休憩之家Sharon　レストハウス シャロン

海鮮丼  ¥1,300海鮮丼  ¥1,300

米屋　米屋米屋　米屋

和牛套餐 ¥1,620和牛套餐 ¥1,620

Gacchan家　がっちゃん家Gacchan家　がっちゃん家

微辣的韭菜蛋湯麵  ¥650微辣的韭菜蛋湯麵  ¥650

拉麵煎餃 EN　ラーメン・餃子 えん拉麵煎餃 EN　ラーメン・餃子 えん

早午餐三明治套餐 ¥750～早午餐三明治套餐 ¥750～

Beans咖啡　カフェビーンズBeans咖啡　カフェビーンズ

鯛魚飯(生魚片) ¥1,080鯛魚飯(生魚片) ¥1,080

魚林・RINSUKE　りんすけ魚林・RINSUKE　りんすけ

KAMEYA麵店　麺処 かめやKAMEYA麵店　麺処 かめや

肉烏龍麵  ¥700肉烏龍麵  ¥700

蕎麥麵 下芳我邸　蕎麦 つみ草料理 下芳我邸蕎麥麵 下芳我邸　蕎麦 つみ草料理 下芳我邸

野趣套餐 ¥1,560野趣套餐 ¥1,560

內子美食地圖

※2019年10月價格可能有所調整



隨著日本經濟在 1954 至 1973 年迅速起飛，
國內紛紛蓋起了大樓，生活中隨處可見鋼
筋水泥建築。然而即便在當今的日本，內
子仍十分重視文化傳統與舊時的生活風格。
內子用心維護江戶時代（1603-1867）和明
治時代（1868-1912）所建造的優質宅邸，
以及獨一無二的日本景觀與特色。
從都會區來到內子觀光的日本遊客將可重
溫舊日的日本情懷。
歡迎與我們一同探索內子町、周邊村落與
群山。發掘日本古町之美，現在正是時候！

一般資訊 ∙∙∙∙∙∙∙∙∙∙∙∙∙∙∙∙∙∙∙∙∙∙∙∙∙∙∙∙∙∙∙∙∙∙∙∙∙∙∙∙∙∙∙∙∙
區域導覽
  歷史街區 ∙∙∙∙∙∙∙∙∙∙∙∙∙∙∙∙∙∙∙∙∙∙∙∙∙∙∙∙∙∙∙∙∙∙∙∙∙∙∙∙∙∙∙
  村落風情 ∙∙∙∙∙∙∙∙∙∙∙∙∙∙∙∙∙∙∙∙∙∙∙∙∙∙∙∙∙∙∙∙∙∙∙∙∙∙∙∙∙∙∙
  群山環繞 ∙∙∙∙∙∙∙∙∙∙∙∙∙∙∙∙∙∙∙∙∙∙∙∙∙∙∙∙∙∙∙∙∙∙∙∙∙∙∙∙∙∙∙
活動 ∙∙∙∙∙∙∙∙∙∙∙∙∙∙∙∙∙∙∙∙∙∙∙∙∙∙∙∙∙∙∙∙∙∙∙∙∙∙∙∙∙∙∙∙∙∙∙∙∙∙∙∙∙
用餐 ∙∙∙∙∙∙∙∙∙∙∙∙∙∙∙∙∙∙∙∙∙∙∙∙∙∙∙∙∙∙∙∙∙∙∙∙∙∙∙∙∙∙∙∙∙∙∙∙∙∙∙∙∙
紀念品 ∙∙∙∙∙∙∙∙∙∙∙∙∙∙∙∙∙∙∙∙∙∙∙∙∙∙∙∙∙∙∙∙∙∙∙∙∙∙∙∙∙∙∙∙∙∙∙∙∙
住宿 ∙∙∙∙∙∙∙∙∙∙∙∙∙∙∙∙∙∙∙∙∙∙∙∙∙∙∙∙∙∙∙∙∙∙∙∙∙∙∙∙∙∙∙∙∙∙∙∙∙∙∙∙∙
交通方式 ∙∙∙∙∙∙∙∙∙∙∙∙∙∙∙∙∙∙∙∙∙∙∙∙∙∙∙∙∙∙∙∙∙∙∙∙∙∙∙∙∙∙∙∙∙

1

5
11
15
17
19
21
25
29

C O N T E N T S

有著迷人傳統魅力的內子町位於愛媛縣的
中心地帶，距離愛媛縣廳松山市西南方約
40 公里。總面積為 299.5 平方公里，並由
肱川的支流──小田川──貫穿其間。內
子大約 77% 的土地均為森林，少有平地；
但土壤肥沃，氣候溫暖潮濕，並且用有豐
沛的水資源。此地農業十分發達，尤其盛
產柿子、栗子、椎茸、葡萄、日本梨和水蜜桃。
由於內子地形以山地為主，因此擁有許多
自然景致，其中包括國有的小田深山溪谷
森林。在產業方面，內子有一半以上的生
產力落在第三產業，即物流、零售與服務
業。2005 年，內子、五十崎和小田三町合併，
目前的人口數約為 16,700。

內子簡介



一般資訊

若要搭乘大眾交通工具 JR四國鐵路是最方便的選擇。從 JR松
山站搭乘特急列車至內子約需25 分鐘。

投幣式置物櫃

旅里庵遊客資訊服務處
旅里庵遊客資訊服務處位於 JR內子站旁，提
供免費的觀光小手冊與地圖，並販賣明信片與
其他紀念品；此外也提供自行車出租，非常建
議騎著自行車尋訪內子風光。

JR內子站的入口旁設有
投幣式置物櫃，便於存
放行李。

JR內子站前設有計程車招呼站。如想前往更
遠的景點，如：石疊或小田，搭乘計程車是不
錯的選擇。可於內子地區的任何地點叫車。

計程車

如有事先預約，將有志工帶您導覽內子景
點；另亦有英語志工導遊。此為免費服務，
但需至少提前一週預約。

⑫JR 內子站 內子當地居民──外語志工導遊

池田計程車　　　電話：0893-44-2191
內子計程車　　　電話：0893-44-2345
立川計程車　　　電話：0893-45-0129

開放時間：9:00 〜17:00

www.we-love-uchiko.jp/contact_en/
www.facebook.com/uchiko.locals/

內子觀光導覽（預計時間為 2-3 小時，亦可提供更短時間的導覽行程）

A：沿著內子町保存地區步行，其中包括參觀3 個景點：900日圓
B：參觀一處景點，包括內子傳統日本紙

（和紙）手做體驗（限週末）造紙體驗：500日圓
從內子市區搭乘計程車至造紙廠：
來回約 1,700日圓
從 JR 內子站租自行車至造紙廠：
500日圓（3 小時）
請選擇其中一個景點：內子座劇場：400日圓
或日本木蠟資料館和上芳我邸：500日圓

1 2



3景點套票
購買此套票後將可進出以下景點：內子座劇場、日本
木蠟資料館與上芳我邸，以及商業與生活博物館。此
套票可於三個景點的任何一處購買。

郵局 ATM 是內子唯一可以使用信用卡提領現金的地方。可
使 用的卡片如下：Visa、Plus、Master Card、Maestro 及 
Cirrus。

抵達內子時，遊客中心應該
是您的第一站。任何行程規
劃所需的相關資訊均可於
遊客中心廣泛的簡章中獲得
解答，也可諮詢服務台的指
導人員。提供免費 Wi-Fi。

部分住宿、商家與餐廳接受信用卡付款。

穿上和服，來場穿越時空的古町巡禮！
您可以在有著140 年歷史的正統日式風格家宅
內，租一套和服穿上。視季節而定，最多有40 款
和服可供選擇。男性也十分流行穿和服。
預約：
歡 迎 透 過 Facebook：www.facebook.com/
uchikochou.kankoukyoukai， 或 電 子 郵 件：
uchiko-k@lagoon.ocn.ne.jp 預約。

⑨內子町遊客中心 A・runze

信用卡

國際 ATM

特殊觀光方案

開放時間：4月至9月   　　9:00 〜17:30
　　　　　10月至隔年 3月   9:00 〜16:30
　　　　　週四公休
電話：0893-44-3790 傳真：0893-44-3798
電子郵件：uchiko-k@lagoon.ocn.ne.jp
免門票

營業日　8:45 〜19:00
例假日　9:00 〜17:00
內子郵局

和服租借費用：
• 和服：可選擇精選和服與腰帶（4,500日圓）
• 浴衣：共有20 款輕盈的棉質和服可供選擇（3,500日圓）
• 髮型設計：由專業髮型師處理（1,500 日圓）
• 日式足袋：可自備或購買（一雙 500 日圓）
取消費：2-5天前取消收取50%取消費，前一天取消收取80%取消費，當天取消則不退費

您可以在此找到各式各
樣的當地手工藝品與紀
念品。Nanze 位於內子
町遊客中心後方，是在露
天咖啡館品嚐當地原創
甜點或享用輕食的絕佳
休憩去處。提供免費 Wi-
Fi，並提供自行車出租服
務（每 3 小時500日圓）。

⑩Nanze 咖啡廳與紀念品店

價格： 　成人：900日圓
           兒童：450日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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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座在1916 年由藝術愛好者出資興建的木造劇場。在
當時內子座是町上主要的娛樂場所之一，提供日本傳統劇

（歌舞伎）或人形浄瑠璃劇場（文樂）等表演。然而，隨著時
間過去，表演數量日益減少，劇場老舊的外觀也面臨拆除
危機。在歷史街區保護運動期間，逐漸衍生出將劇場做為
具歷史價值建築保留的構想。因此，內子座於1985 年翻修
整新之後再度做為劇場使用。目前日本國內仍有20 多座傳
統劇場，但內子座由於至今仍提供展演活動，因此是廣受
推崇的「活劇場」。

本芳我家住宅是由一名靠生產植
物蠟致富的商人，於內子木蠟生產
的顛峰時期所建造。整座建築物
的設計宏偉奪目。即便在古街保護
區之中，本芳我家住宅仍舊在傳統
日式建築中顯得格外出眾搶眼。
僅開放庭園與建築外部參觀。

歷史街區

八日市・護國古街保護區自江戶時代（1603 年~1867年）至明治時代（1868 年~1912 年）便做
為日本木蠟生產中心而盛極一時。隨著此區商機不斷成長累積，因此也出現許多美觀耐用的
住宅。內子史上第一次歷史街區保護運動於1972 年展開。在1982 年，內子成為四國第一個
擁有日本指定國家重要傳統建築物群保護區的城鎮。目前全日本有超過 100處指定保護區，
但內子的獨特之處在於町內古色古香的傳統家宅均仍有人居住。該町也訂立嚴格的規定，禁
止住戶擅自對宅邸進行翻修。房屋如需維修，住戶必須遵守規則與法令，使建築保有原本設
計的樣貌；這與採用現代化結構相較，通常得耗費龐大的費用。儘管有著嚴格限制，但保護
區仍由當地居民盡心維護長達 30 年以上。由於當地居民扮演著維護傳統屋宅的重要角色，
因此歷史街區保護運動也為保護當地歷史與文化做出重大貢獻。多虧當地居民的理解與配
合，內子的歷史街區樣貌才得以保留至今。

①古街保護區

④本芳我家住宅
　（國家重要文化財）

⑪內子座劇場
　（國家重要文化財）

町並保存地区

開放時間：9:00 〜16:30
地址：內子町內子 2102
電話：0893-44-2840（僅提供日語服務）
門票：成人 400日圓，兒童 200日圓

本芳我家住宅
（国の重要文化財指定）

内子座
（国の重要文化財指定）

視劇場當下舉行的活動而定，有時可能無法提供內部導覽行程。請事先確認：www.town.uchiko.
ehime.jp/site/uchikoz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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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日本木蠟資料館與上芳我邸
　（國家重要文化財）

⑥高橋邸 ②八日市・護國古街
　保護中心

⑧商業與生活博物館
木蠟資料館 上芳我邸

（国の重要文化財指定）

文化交流ヴィラ高橋邸
八日市・護国町並保存センター

商いと暮らし博物館

上芳我邸是靠生產日本植物蠟致富的
「芳我」家族支系富商的住所。在這間
傳統的日式住宅內有著曾經是工作場
所的鍋爐室，而榻榻米房間則可一瞥
舊時的生活風格。資料館介紹當時的
製蠟過程，並提供各種與內子製蠟產
業相關的豐富資訊。

朝日啤酒是日本啤酒釀造產業的龍頭。有著
日本啤酒之王稱號的高橋龍太郎是朝日啤
酒的前身──Japan Beer的董事長。他的
出生所在地就是內子。高橋龍太郎將出生的
住所捐給內子町，現在做為賓館使用。內部
提供與該宅邸相關的永久展示品。

此保護中心是內子歷史街區保護運動的核
心。您可以在此找到關於鎮上保護歷史建築
的歷史、起源與事蹟，還可參觀興建歷史建
築的展示，包括當時使用的器具。

此傳統的富商屋宅為佐野家族所
擁有。該家族自1897年起開始於
內子經商。屋宅已經過整修，目
前做為博物館之用。博物館使用
真人大小的人類模型描繪用餐與
日常生活場景，逼真呈現大正年間

（1912~1926）日本商人的生活形態。

開放時間：9:00 〜16:30
地址：內子町內子2696
電話：0893-44-2771
門票： 成人 500日圓
　　　兒童 250日圓

開放時間：9:00 〜16:30
地址：內子町內子 1938
電話：0893-44-5220
門票：成人 200日圓，兒童 100日圓

開放時間：9:00 〜16:30　週二公休
地址：內子町內子2403
電話：0893-44-2354
免門票

開放時間：9:00 〜16:30　週二公休
地址：內子町城廻211
電話：0893-44-5212
免門票

日本木蠟是使用漆樹的莓果所製
成。漆樹的莓果經壓榨、磨成粉
末之後，以蒸氣加熱萃取蠟質，
然後待其乾燥硬化，稱為氣蠟

（kirō）。芳我家族以原創的漂白
技術，將木蠟漂白之後生產出高
品質的白蠟（hakurō）。原蠟與白
蠟一般通稱日本木蠟（mokurō）。
自 明 治 時 代（1868 年 -1912 年 ）
起日本木蠟開始出口到其他國
家，用於製作蠟燭、肥皂或木製
品拋光。

木蠟とは?什麼是日本木蠟？

漆樹的莓果

1900 年世界博覽會所展
出的樣

旭鶴（振翅高飛的鶴）商標白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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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大村家住宅
　（國家重要文化財）

建議路線

⑬五十崎風箏博物館 五十崎凧博物館

大村家住宅建於1789至1801年間，是內子古
街保護區最古老的私人住宅之一。房宅於2009
年重新翻修，並在3 年內修復為原始樣貌。
僅開放建築外牆參觀。

這座博物館展示了來自日本全國與全球各地的風
箏。館內有詳盡的展示，說明如何使用日本紙和竹
子製作風箏，為象徵日本文化傳統的風箏提供詳細
的見解。博物館提供免費風箏出借，訪客可以到河
邊體驗放風箏的樂趣。

⑭天神產紙工場 天神産紙工場

乾淨的水是製造日本紙（和紙）的關鍵，內子因為擁有小田川
的豐沛純淨水源而成為高品質日本紙的產地。天神產紙工場
以傳統技術生產和紙，擁有悠久的歷史。一旁則是工場的禮
品店，販售獨家的手做日本紙和手工藝品。如有預約，可試
著在工坊內製作個人專屬的和紙，但僅限於平常工作日。

開放時間：9:00 〜16:30（若週日為國定假日則週一不營業）
地址：內子町平岡甲1240-1
電話：0893-44-2002
免門票
製紙體驗：500日圓（需事先預約，限平日）

開放時間：9:00 〜16:30
　　　　 （若週日為國定假日則週一不營業）
地址：內子町五十崎甲1437
電話：0893-44-5200
門票：成人 300日圓，兒童 150日圓

⑫ JR 內子站

⑫ JR 內子站

⑪內子座劇場

⑧商業與生活博物館

④本芳我家住宅
⑤大村家住宅

③日本木蠟資料館上芳我邸

②八日市・護國古街保護區

步行 
13分鐘

步行 
5 分鐘

步行 
9 分鐘

步行 
4分鐘

步行 
4分鐘

步行 
30 分鐘

400日圓

200日圓

500日圓

免費
入場

所需時間：約2 小時
大村家住宅

（国の重要文化財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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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莊

石疊的秀麗風光一如往昔，從未
改變，勾起每一位日本人的兒時
記憶。此地區風俗傳統的傳承與
保護受到高度重視。來自市區的
日本遊客到訪石疊時總不免勾起
舊時的記憶，在原始純樸的風光
中，感受有如家一般的氣息。

此區曾經有 30 座水車，但
隨著時間流逝，水車數量
越來越少；幸虧有了當地
的志 工幫忙修復 三 座 水
車，打造成石疊清流園，如
今已是當地最具代表性的
景點。修復後的人造水車
以獨特的方式轉動著，並
做為碾米的日常工具使用。

這 95片灑落於山腰
上的梯田僅靠當地
三戶務農家庭維護，
是日本最美梯田之
一，更入選「日本百
大梯田」。

內子曾經有十多座在愛媛縣南部十分常見的廊橋，但很遺憾絕大多數都已遭洪水沖垮，至今
所剩無幾。廊橋由於設有遮蓋物，可幫助抵抗天候侵襲與腐壞，因此受到維護保存。田丸廊
橋不僅利於小村莊之間的進出往來，同時也是貯藏煤炭的地方，並且為農夫提供有遮地的休
息之處。

石疊 ⑰石疊清流園

⑲泉谷梯田

廊橋

石畳地区 石畳清流園

泉谷の棚田

屋根付き橋

田丸廊橋 通往弓削神社的太鼓廊橋

日式旅館 石疊之

⑮ ⑯

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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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裡是 1994 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大江健三郎──出生及長大的地方。此地區過去因貨
物往來流通而興盛一時，成為朝聖者的駐足之地。之後所形成的城鎮風貌有別於八日市・護
國地區的古樸風貌，而是由包括森林與河流等多元大自然環境所環繞。據聞大江健三郎有
多部作品均是以此地為靈感創作。

這個路邊市集販售內子地區的農產品與手工
藝品。除了有攤販販售新鮮的當地特產與蔬
果外，還有餐廳、烘焙坊和冰淇淋店，購物
十分方便。如果走累了，還可在露臺上休息
片刻，眺望小田川的景致，並嚐嚐 Karari 
有名的內子豬肉味噌漢堡。

⑳大瀨──成留屋地區城鎮風光

⑦Karari 農夫市集與餐廳

大瀬 成留屋地区の町並み

道の駅 内子フレッシュパークからり

建議路線

⑫ JR 內子站 ⑯⑰⑱

JR 內子站 JR 內子站大瀨─成留屋
地區城鎮風光

Karari 
農夫市集與餐廳

⑫ JR 內子站
石疊觀光

25 分鐘
車程

騎單車 
30 分鐘

騎單車 
30 分鐘

騎單車 
10 分鐘

25 分鐘
車程

30分鐘

30分鐘 40分鐘

所需時間：約 90 分鐘

所需時間：約 2.5 小時

石疊巡禮

大瀨單車巡禮

強烈建議開車前往石疊。但如果有事先預約，也可預約鎮上近於平日營業的私人巴士。請透
過電子郵件與遊客中心聯繫：uchiko-k@lagoon.ocn.ne.jp

可於旅里庵觀光資訊處租借腳踏車。

⑫ ⑫⑳ 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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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往小田山的路上會經過有三棵大樹環繞的廣瀨神社，每
棵樹的樹齡均超過 1000 年。經年累月下來這些樹被認為是

神的住所，因此十分受到珍
視。如要造訪小田，不妨在前
往小田山的中途稍做停留，感
受此神聖之地的神祕能量。

此處販售小田地區收成的蔬果及使用
天然材質製作的手工藝品。您可以到
鄰近的Kajika-tei餐廳品嚐小田特有
的木盆烏龍麵（Tarai Udon）。

群山環繞

小田深山溪谷位於內子的東隅，在這些珍貴
的山林裡，您將會發現極為原始純淨的大自
然。如詩如畫的景色，讓您有機會用最純粹
的形式感受日本的四季；從初夏到秋季，看
著葉子由綠轉為橙紅。小田山是熱門的步行
與健走景點。抵達山區後將可見到各個季節
特有的生物：螢火蟲、紅點鱒魚及各種鳥類。

�小田深山溪谷 �廣瀨神社的橡樹和日本櫸樹

�Seseragi 農夫市集

小田深山渓谷 イチイガシとケヤキ（広瀬神社）

道の駅 せせらぎ

建議路線

JR 內子站 JR 內子站廣瀨神社 小田深山
溪谷

Seseragi 
農夫市集

30 分鐘
車程

30 分鐘
車程

40 分鐘
車程

40 分鐘
車程

所需時間：約4 小時

20分鐘 60分鐘 20分鐘

⑫ ⑫� � �

11月初

6月底

日本櫸樹橡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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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

於每年兒童節（5月5日）舉行的五十
崎大風箏競賽現已邁入第 400 年。
在兩邊河岸的天空上飄揚著採獨特
彩繪的風箏，拼出「いかざき」（五十
崎）的字樣。每一只風箏的線上均
裝有切割工具或刀刃，用於切斷其
他風箏的線。每支隊伍均力求表現，
五十崎也是日本唯一舉辦此類風箏
競賽的地方。

五十崎大風箏競賽 小田火祭

八日市古街賞月祭

いかざき大凧合戦 寺村 山の神火祭り

八日市町並観月会

日期：5月5日（如遇雨則順延至下一個週日）
地點：豐秋河原

這項傳統活動自1823 年起便在小田舉行。在寺山山
腳下，用火寫出「山神」的字樣。燦爛奪目的煙火點
亮夜空，稻田中央則有太鼓表演，令人充分感受到
活力與雀躍的氣氛。

每逢一年一度的中秋賞月活動，街道上便會擺滿竹子與紙燈籠，點亮充滿歷史意義的街區，
同時也營造出一股迷人的氛圍。在如此道地的日本賞月活動中當然少不了各式傳統音樂表
演，以及在月光下享用美味日式煎餃的樂趣。

日期：8月15日
地點：大田區379 路線沿途

日期：中秋滿月之日，連續兩天
地點：八日市・護國古街保護區

※如欲瞭解其他活動訊息，歡迎造訪：www.we-love-uchiko.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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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餐

木盆烏龍麵（Tarai-udon）

內子豬肉味噌漢堡

丸壽司   圓形魚丸

柚子餅   日式糕點

內子特有的佳餚與珍饈風味均根據傳統食譜製作，令人憶起遺忘已久的美味。既然遠道而
來造訪內子，不好好品嚐當地美食就太可惜了！

這是小田地區特有的烏龍麵。
麵條煮熟之後盛在裝有熱水
的小木盆裡，然後沾特製的
醬汁食用。烏龍麵的麵條柔
軟有嚼勁，醬汁則是以醬油
與椎茸調製而成。
鄰近小田 Seseragi農夫市集
的Kajika-tei小餐廳及小田地
區其他餐廳，均有販售木盆
烏龍麵。

當地飼養的高品質內子豬肉
肉質極為新鮮健康，又稱SPF

（無特定病原）豬肉。內子豬
肉漢堡於內子Karari農夫市
集與餐廳販售。鬆軟可口的
麵包夾著滿滿的內子豬肉、
新鮮當地蔬菜和非精煉味噌
的細膩風味，是無可挑剔的
美味組合，也因此成為內子的
招牌美食。

使用豆渣（豆腐皮）包覆住
圓形魚丸，搭配愛媛南部
的新鮮當季魚類，這是位
於內子最古老商店街中間
第一家魚店 Katsumori 廣
受好評的招牌料理之一。

據說日本知名武將平清盛的第五
個女兒土岐公主（Princss Toki）
和她的隨從，在一次派系衝突期
間來到內子的小田避難。她是這
款日式糕點的靈感來源。以輕透
的外皮包覆香甜的白豆泥，上頭
綴以碎柚子皮，象徵土岐公主的
甜美本質。這款糕點由小田的琴
松堂製作，但 Nanze 咖啡館紀
念品店也有販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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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念品

日本蠟燭與燭臺

日本金箔紙

行燈─日本室內燈籠

草木染

內子是一個擁有眾多傳統工藝職人的小鎮。若仔細端詳每一件紀念品，將可看出工藝職人
對細節的重視，並感受到他們對每一件作品所投注的愛與溫暖。在內子的各式商家均可購
得這些紀念品，其中包括咖啡館與紀念品店 Nanze、內子道之驛農夫市集、小田 Seseragi 
農夫市集，以及位於內子古街保護區的手工藝職人之家（Handicraft Artisans’ House）。

大森家族在製造日本蠟燭方面已經有六代
的歷史。這些蠟燭不會滴落蠟油，而且燃
燒時幾乎不會產生煤煙。
手工打造的鐵製燭臺是由內子地區的第三
代鐵匠，以傳統技法鑄造而成。

貼金（Gilding）是西方的一種裝飾技術，使用輕薄的金箔，在紙上或其他材質上創造出各種
設計。位於五十崎的五十崎社中融合了東方與西方技術，使用當地的手做日本紙進行貼金。
日本金箔紙廣泛應用於產品設計中，包括書籍封面和信紙組。

這些30 公分的立方體燈籠是內子
手工 藝 協會（Uchiko Handicraft 
Association）的作品，融合了當
地木匠、鐵匠、染房工、畫家和日
本紙工匠的技藝。行燈包含木框
和手做的日本紙鑲板。這些行燈
象徵著內子對日本傳統手工藝的
承諾。可於該協會經營的「手工藝
職人之家」（Handicraft Artisans’ 
House）購得。

位於小田的「Yume Fūsen 工房」生產用於
為圍巾和包袋染色的天然染料。使用栗子、
日本柿葉和茜草根等天然成分製作出優美
的染色。顏色會隨著使用而逐漸變得更加
深邃迷人，呈現各種顏色的自然純樸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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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酒 葡萄酒

濁酒

味噌與醬油

千代龜酒造株式會社
最早可追溯至江戶時代（1603-1868）的千代龜已傳承至第九代。該酒造使用當地的米和水，
希望釀造出獨一無二的日本酒。千代龜所釀造的日本酒完全不添加酒精或糖，十分精緻純
粹。主要產品有大吟釀酒（精米步合 50%）和吟釀酒（精
米步合 60%）。千代龜更勇於接受挑戰，發展出獨家釀
酒技術，可釀造出風味十足特殊的日本酒。
梨風（照片右）是一款口感醇厚濃烈的日本酒，餘韻散
發新鮮梨子的芳香。梨風曾獲選 2008 坎城影展宴會用
酒，廣受賓客好評。
千代龜的槽無垢（照片左）則是使用將外層磨去 50％
的酒米所釀造而成的日本酒。剛釀好的槽無垢風味濃
郁，帶有鮮明的清新香氣。千代龜力於釀造高品質的
原創與道地日本酒。

酒六酒造
酒六酒造成立於1941年，至今仍沿用原始的木製酒
藏。老舖酒藏有著大量酵母，加上酒造專業的釀酒判
斷力與技巧，因此釀造出風味獨特的「京雛」。這款酒
的口感與當地特有的風味，不會隨著時間而有所改變。
如入內參觀酒造，將可試喝口感純粹高雅的「京雛」日
本酒。
同樣為酒六酒造所釀製的吹毛劍（照片左）則有著現割
稻米風乾後的細緻風味。這是一款水果酒，十分順口，
通常推薦女性飲用。
深山（照片右）是一款溫和的日本酒，十分適合搭配洋食。
由於是秋季限定酒款，因此最適合於秋冬時節飲用。

企業聯合釀酒廠
（Business Union Winery）

內子夢葡萄酒（照片左）是當地一位葡萄種植
者抱持長年以來的夢想所釀造出的成品。這
款葡萄酒是使用悉心照料的葡萄所釀造而成。

企業聯合濁酒工房
濁酒是一種當地的日本酒，是專為在豐收後
向天神表達感謝所特別釀造的酒。這些未經
過濾的「原型」酒在日本各地均可見，但只有
在內子才能品嚐到該鎮專有的濁酒（照片右）。

Ofuku味噌和祕藏醬油均使用愛媛當地的
大麥，風味溫和清淡。這兩項商品是森文釀
造自於1893 年成立以來的長青產品，可於
內子數家商家購得。

Hishio味噌與醬油是小田郊區一家小型釀
造廠精心釀造而成，是絕佳的伴手禮選擇。
兩者均可於小田Seseragi農夫市集和內子
道之驛農夫市集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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豪華等級 傳統日式家庭住宿

住宿
※如需更多住宿選擇，歡迎造訪www.we-love-uchiko.jp

Auberge 內子  （オーベルジュ内子）
費用： 每晚 30,240日圓起，含早晚餐
　　  可容納入住人數：15人／僅有5間套房
電話：0893-44-6565
地址：五十崎乙 485-2
www.orienthotel.jp/uchiko/

中芳我俱樂部  （中芳我邸ゲストハウス）
費用：每晚 6,000日圓起，不含稅金及餐點
可容納入住人數：4人／僅有1間套房
電話：0893-50-6270
地址：內子2655
電子郵件：kamihaga@gmail.com
http://kamihaga-club.com/?tid=8&mode=f4

日式旅館

Muraya  （むらや）
費用：每晚 8,640日圓起，含早晚餐
可容納入住人數：10人
電話：0892-52-2120
地址：本川3073

大福旅館
費用：每晚 7,500日圓起，含早晚餐
可容納入住人數：7人
電話：0892-52-2402
地址：寺村1140

Uchikobare 酒吧旅館  （内子晴れ）
費用：每晚 4,000日圓起，不含餐點
可容納入住人數：14人
電話：0893-57-6330
地址：內子3025
http://uchikobare.jp/

free
Wi-Fi

御宿月乃家  （月乃家）
費用：每晚 8,610日圓起，含早晚餐
可容納入住人數：12人
電話：0893-43-1160
地址：內子2646
http://uchiko-tsukinoya.com/

Wi-Fi

Hisa （久）
費用： 每晚 50,000日圓，不含餐點；如欲訂購，
　　　每名房客額外收取 1,500日圓
不含稅
可容納入住人數：6人／整棟房舍出租
電話：0893-44-5735
地址：內子2871
www.uchi-cocoro.com/

Wi-Fi

Ori  （織）
費用： 每晚 50,000日圓，不含餐點；如欲訂購，
　　　每名房客額外收取 1,500日圓
不含稅
可容納入住人數：6人／整棟房舍出租
電話：0893-44-5735
地址：內子3013
www.uchi-cocoro.com/

Wi-Fi

町家別莊Cocoro  （町家別荘こころ）
費用：每晚 9,800 日圓起，含早餐
可容納入住人數：5人／僅有1間套房
電話：0893-44-5735
地址：內子1949
www.uchi-cocoro.com/

Wi-Fi

Cocoro・kura 飯店  （HOTEL こころ・くら）
費用：每晚 9,800日圓起，含早餐
可容納入住人數：6人／僅有 2 間套房
電話：0893-44-5735
地址：內子1995
www.uchi-cocoro.com/

Wi-Fi

高橋邸
費用：每晚 6,260日圓起，含早餐
可容納入住人數：10人／僅有1間套房
電話：0893-44-2354
地址：內子2403

Wi-Fi

日式旅館 松乃屋  （松野屋）
費用：每晚 10,500日圓起，含早晚餐
可容納入住人數：30人
電話：0893-44-5000
地址：內子1913
www.dokidoki.ne.jp/home2/matunoya

Wi-Fi

Fujiya 旅館  （ふじや旅館）
費用：每晚 7,500日圓起，含早晚餐
可容納入住人數：20人
電話：0892-52-2002
地址：小田253

Wi-Fi

Auberge 內子  （オーベルジュ內子） 町家別莊Cocoro  （町家別荘こころ） 御宿月乃家  （月乃家）

Cocoro・kura 飯店  （HOTEL こころ・くら） 中芳我俱樂部  （中芳我邸ゲストハウス）Ori （織） Hisa （久）

※2019年10月價格可能有所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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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更多住宿選擇，歡迎造訪www.we-love-uchiko.jp

農村觀光住宿 朝聖者旅館

商務旅館

Ikadaya（いかだや）
費用：每晚 7,700日圓起，含早晚餐
可容納入住人數：18人
電話：0893-59-9900
地址：大瀨東 3581

Yamamomo民宿（民宿 やまもも）
費用：每晚 3,500日圓／不含餐點
可容納入住人數：5人／僅有1間套房
電話：090-5912-8785
地址：內子 885-7

獅子越莊（獅子越荘）
費用：每晚 6,500日圓起，含早晚餐
可容納入住人數：64人
電話：0892-52-3232
地址：小田深山中川

天忠之宿 Hiroko（天忠の宿 ひろこ）
費用：每晚 8,500日圓起，含早晚餐
可容納入住人數：5人／僅有1間套房
電話：0893-45-0601
地址：立山3105

泉谷之宿 花穗（泉谷の宿 花穂）
費用： 2人入住為 8,000日圓，每多一人加收 1,000日圓／

不含餐點
可容納入住人數：4人／整棟出租
電話：0893-43-0620
地址：北表甲1167
http://m.facebook.com/misoginogururi/

里山綠色觀光飯店 [Green Tourism Satoyama]

（グリーンツーリズム里山）
費用：每晚 8,085日圓起，含早晚餐
可容納入住人數：8人
電話：0893-45-0755
地址：川中2366

農家民宿 RAUM古久里來
（ファーム・インRAUM古久里来）
費用：每晚 8,500日圓起，含早晚餐
可容納入住人數：8人
電話：0893-44-2079
地址：五百木 636
www.dokidoki.ne.jp/home2/kokuriko/

Wi-Fi

立山旅館 [Log Tachiyama]（ログ立山）
費用：每晚 8,500日圓起，含早晚餐
可容納入住人數：5人／僅有1間套房
電話：0893-45-0222
地址：立山3925

Wi-Fi

Sharon 民宿（民宿 シャロン）
費用：每晚 4,500日圓／不含餐點
可容納入住人數：8人
電話：0893-44-3339
地址：內子1619

Wi-Fi

AZ 飯店（ホテルAZ）
費用：每晚 5,180日圓起，含早餐
可容納入住人數：172人
電話：0893-44-3371
地址：內子1529-1
www.az-hotel.com/uchiko/

Wi-Fi

Pension Stellar Mira（ステラ・ミラ）
費用：每晚 9,300日圓起，含早晚餐
可容納入住人數：21人
電話：0893-44-5987
地址：論田898-2
www.stellar-mira.sakura.ne.jp/

Wi-Fi

大瀨館（大瀬の館）
費用：每晚 4,000日圓／不含餐點
可容納入住人數：20人
電話：0893-47-0102
地址：大瀨中央 4601-1

農家民宿 RAUM古久里來（ファーム・インRAUM古久里来）

日式旅館 石疊之宿（石畳の宿） 大瀨館（大瀬の館）

日式旅館 石疊之宿（石畳の宿）
費用：每晚 8,800日圓起，含早晚餐
可容納入住人數：12人
電話：0893-44-5730
地址：石疊 2877
http://imm-2.chobi.net/yado.html

Wi-Fi

Hidamari（日だまり）
費用：每晚 9,000日圓起，含早晚餐
可容納入住人數：6人／僅有1間套房
電話：0893-57-6868
地址：五百木 346-3

Wi-Fi

Nagata Mountain School
（お山の学校 ながた）
費用：每晚 6,300日圓起，含早晚餐
可容納入住人數：20人
電話：0893-45-0232
地址：五百木 4192

Wi-Fi

※2019年10月價格可能有所調整

日式旅館 石疊之宿（石畳の宿）

日式旅館 石疊之宿（石畳の宿）

農家民宿 RAUM古久里來（ファーム・インRAUM古久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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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機

搭船

搭巴士

搭火車

開車

交通方式

至松山機場

●從東京起飛 ··························· 約 1 小時 20 分鐘
●從大阪起飛 ··························· 約 50 分鐘
●從福岡起飛 ··························· 約 50 分鐘
●從首爾起飛 ··························· 約 1.5 小時
●從上海起飛 ··························· 約 3 小時
從松山機場搭乘巴士 前往 內子或 JR 松山站

廣島

松山

伊予

伊予北條

今治

壬生川

伊予西城
新居濱 伊予三島

土佐山田

阿波池田

穴吹

鴨島

甲浦

海部

牟岐

日和佐

阿南

鳴門

三本松坂出
多度津

琴平

明石

福山

三原

新山口

內子
伊予長濱

大洲
八幡濱

卯之町

宇和島

江川崎

宿毛

臼杵臼杵

佐賀關佐賀關

三崎三崎
八幡濱八幡濱

柳井柳井

吳吳

廣島廣島

三津濱港三津濱港

今治今治

子彈頭列車
希 / 光 / 回音

特快列車 Uwakai

德島機場德島機場

高松機場高松機場

關西國際機場關西國際機場

松山機場松山機場

高知機場高知機場

東予東予
新居濱新居濱

神戶神戶
大阪大阪

松山觀光港松山觀光港

大分大分

別府別府

中村

窪川

須崎

佐川

後免
安藝

奈半利

高知

大分

德島

高松

岡山

姬路
神戶

大阪

和歌山

川之江

特快列車 Shiokaze
特快列車 Ishizuchi

快速 Marine Liner
寢台特快列車 Sunrise Seto

特快列車 Nampu
特快列車 Shimanto

特快列車 Ashizuri

特快列車 Muroto

特快列車 Uzushio

特快列車 Tsurugisan

土讃線

內子線

予土線

予讃線

長濱線 牟岐線

阿佐海岸鐵路

土佐Kuroshio 鐵路

土佐Kuroshio 鐵路
（御免・奈半利線）

四國鐵路周遊券
使用四國鐵路周遊券即可無限次搭乘四國地區的鐵路。
如需更多資訊，請造訪：www.shikoku-railwaytrip.com/

至松山觀光港
●從廣島出發 ···························· 約 2 小時 40 分鐘
●從小倉出發 ···························· 約 7小時
●從廣島／吳（高速船）····· 約 1 小時 10 分鐘
從觀光港搭巴士／鐵道 至  JR 松山站

至八幡濱港
●從臼杵出發 ···························· 約 2 小時 15 分
●從別府出發 ···························· 約 2 小時 50 分
從八幡濱港搭計程車 前往  JR 八幡濱站

至三崎港
●從佐賀關出發 ······················· 約 1 小時 10 分鐘
從三崎港搭巴士 前往 JR 八幡濱站

至內子巴士站
●從松山出發 ···························· 約 1 小時
●從大洲出發 ···························· 約 15 分鐘
●從八幡濱出發 ······················ 約 35 分鐘

至內子站JR予讃線／內子線
●從高松出發 ················································ 特快列車約 3 小時
●從松山出發 ················································ 特快列車 25 分鐘／普通列車 60 分鐘
●從八幡濱出發 ·········································· 特快列車 25 分鐘
●從宇和島出發 ··········································· 特快列車 60 分鐘

前往內子五十崎IC

●從伊予交流道（高速公路）············· 約 20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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