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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点介绍

在“土佐平台（Tosaterasu)”常驻会

说英语的工作人员。这里销售 ＭＹ游

巴士票，乘坐ＭＹ游巴士去五台山或

者桂滨观光十分方便。买票时提示您

的护照可享受半价。用此票还可以免

费乘坐市内电车（当日有效）。

高知观光咨询处 
“土佐平台
（Tosaterasu)”
电话:088-879-6400
全年营业 

1 H-1

仁淀川是夸耀以高透明度而有名的河

川之一。能享受游泳、钓鱼、野营、

漂流等。流域还有很多名胜古迹。

仁淀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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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知县是日本纸的主要产地。在这里

可以了解到全世界的纸的历史及变迁。

并且，通过各种展品能够接触日本纸

的生产步骤。

伊野町纸博物馆
电话:088-893-0886
休馆日:每周一（如周
一恰逢节假日时，照
样开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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寺田寅彦（1878-1935）是著名的物理

学者、随笔家。从 4 岁到 19 岁，一直

住在这里。“天灾总是在被遗忘的时候

到来”。是他留下的警世性名言。当时

的正房、茶室和书房经过复原以后，

被公开至今。

寺田寅彦纪念馆
电话:088-873-0564
休馆日:每周三
12月27日-1月3日
免费可以参观

5 C-3

在高知市中央耸立的高知城 , 自 1601

年起由第一代土佐藩主山內一丰始建。

现在在日本还保有江户时代天守 ( 城

堡中央的高楼、瞭望楼 ) 的城堡，包

括高知城在内，仅剩有 12 座。在天守

上可以眺望高知市的全景。

高知城
电话:088-824-5701

2 D-4

它是高知县内年初参拜客最多的神社、

祭祀着学问之神。雕刻精致的院内楼

门被高知县指定为文化遗产。门的附

近有棵很大的樟树，推定有 400 年的

树齢。

潮江天满宫

9 F-6

因在以僧侣纯信和阿马的悲恋故事为

主题的高知名曲里提到这座桥而闻名。

对面的音乐挂钟，到了一定时间会随

着“夜来节音乐”（YOSAKOI) 的节奏而

翩翩起舞。

播磨屋桥

10 H-4

在高知市内，有个位于东经133度33分33秒
北纬33度33分33秒在地理上很有独特性的
地点。此地附近有13栋涂着“土佐漆喰”（石
灰石加盐后烧制成灰，然后和发酵处理的
稻草加水搅拌而成）的旧仓库。目前该仓
库作为艺术中心对外开放，定期举办文娱
等各种活动。“土佐漆喰”的特点是耐久
性很高，看起来很有风格。

地球33番地
藁工仓库

13 M-3

它是在高知市内唯一遗留至今的江户

时代武士宅邸。1989 年一位美国历史

专家提倡了保存。 通过传统的日式建

筑和陈设就能推见当时武士们生活的

样子。

高知市大川筋
武士宅邸资料馆
电话:088-871-7565
休馆日:每周三
12月27日-1月3日
免费可以参观

6 E-2

这座闲静的寺庙在 724 年创建在与中

国五台山很相似的山上。里面有寂静

的庭园、正殿（供奉主佛的厅堂）、五

层塔、“四国遍路”（巡礼四国八十八

个灵场）的祖师空海的大师堂（供奉

空海的厅堂）等，都值得一去。

竹林寺
（“四国八十八所”
第31号名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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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个与被称为“日本植物学之父”牧

野富太郎博士（1862－1957）很有渊

源的植物园。广阔的园里可欣赏到四

季应时的 3000 种花草树木。还有热带

植物的温室以及介绍博士业绩的纪念

馆，值得看一看。

高知县立
牧野植物园
电话:088-882-2601
休馆日:12月27日-1
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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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高知市东南部的五台山是樱花和

杜鹃花的著名地。从山顶上的展望台

上可以一目瞭望高知市内，美丽的夜

景也是相当迷人。

五台山展望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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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星期天举办的集市。星期天的市

场有 360 多年的历史。是高知市民生

活中，必不可少的市场。大约长达 1

公里内一共有 400 多个小摊，出售新

鲜蔬菜、水果、海产品、古董等各种

各样的商品。

日曜市
（星期天的市场）

3 F-4

从本地料理到外国料理，提供餐饮和

特色礼品的商店共有 60 余家。高知县

的特产应有尽有，还有会讲英文的服

务员。

弘人市场 
（HIROME市场）
电话:08-822-5287
开放时间:8 :00-23 :00
周日开放时间:
7 :00－23 :00

4 E-4

高知县是夜来节（YOSAKOI) 发祥地，

驰名于国内外。这里除了展示着其有

关资料，还可以亲身试穿夜来节时的

舞蹈服装。服装免费。

高知夜来节（YOSAKOI）
咨询交流馆
电话:088-880-4351
休馆日:每周三 
12月29日-1月１日
免费可以参观

11 H-4

漫画家横山隆一出生于“漫画大国”

的高知县。馆内展示着有关他的代表

作品《小阿福》等的珍品。男女老少

都可以在这里享受隆一的充满乐趣和

轻松的世界。

横山隆一纪念漫画馆
电话:088-883-5029
休馆日:每周一（如周一
恰逢节假日时，照样开馆）
12月28日至1月4日

12 I -5

2017 年 3 月 4 日开馆。以 260 年治理

高知县的山内家遗留下来的贵重资料

为主，展示着还有许多与高知县有关

的历史资料。通过体验型的展示和影

像、能愉快地学习历史。

高知城历史博物馆
开馆时间:
9 :00-18 :00

（周日开馆时间:8 :00-
18:00）

7 E-4

高知县第一英雄是坂本龙马（1835－

1867）。他就出生在这里附近。用映像

等绍介他青少年时期的一些小故事。

能通过立体模型看到当时人们的生活

状况。还有英文中文韩文的讲解器。

坂本龙马诞生地
纪念馆
电话:088-820-1115
全年营业

8 B-5

“You can get a certificate for your 
visit from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www.chikyu33.com)

面向太平洋的桂滨，碧蓝色的大海和

不断涌来的白色波浪对称着深绿色的

松树林，匹配出了一个美景。此外，

它还是著名的赏月名胜。附近的小山

上矗立着坂本龙马的铜像。

桂滨
电话:088-842-0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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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介绍着江户时代末期的武士坂本

龙马（1835－1867）的生涯。生前，他

给当时的日本社会和政治改革带来了

巨大影响。馆内展示着龙马的亲笔书

信等贵重资料。

坂本龙马纪念馆
电话:088-841-0001  
全年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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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ol! 时髦摩登的木造建筑。在这里可以得到有

关高知的各种各样情报。

Cool! 美丽的庭园！日本最著名的植物学权威

牧野先生会给您带来无比的感动。

Cool! 也不要忘记后面的文书馆呀，它会让我们

体会到从古至今的悠久历史的气息。
Cool!

雅致木造的纪念馆。对意志坚强的坂本

龙马迷来说，在馆内展示的龙马遗物，

绝不可错过！

Cool! 纪念馆是传统的日式建筑，还有日式庭

院。可以感受到历史气息。 

Cool!  可以说是一个国际市场！可以买，可以

吃，还可以尽情畅饮！ 
Cool!

在星期天的市场散步，即能感受到日本

人的日常生活又可以发现很多稀少的食

材，一定要来看一看哦！

Cool!
可以在近距离观赏自古以来流传的日本

纸制造过程，是非常有魅力的。不妨您

也试试做一做日本纸怎么样。

Cool!
站在高高的展望台，俯首遥视高知市，

大街小巷如诗如画。当日如是晴空万里

的好天时，你的视野会更加宽广，美丽

的街景会让你留连忘返。 

Cool! 在这里不仅可以看到“夜来节”的历史，而

且还能试穿服装及体验跳夜来节舞 !  
Cool!

日本最让人失望的三大名胜之中可以说

是屈指第一！虽然极小，但是也值得为

它的可爱鼓掌啦！

Cool! 能领到实行委员会发行的访问证明书。

(http://www.chikyu33.com/)  

Cool!
在日本古老的城堡里，保有天守和追手

门双方的只有三个，高知城就是其中之

一。

Cool!
资料大约有 6 万 7 千件，还有国宝！博

物馆内有能眺望高知城的展望厅以及咖

啡店，并且还有介绍高知县的文化观光

情报等的专柜。

Cool! 天晴的时候，透过大玻璃窗眺望一望无

际的太平洋，有种心旷神怡的感觉。
Cool!

蔚蓝的天空，广阔的大海！美丽的沙滩，

新鲜的空气！耸立的坂本龙马铜像！让

您尽情地投入大自然的怀抱吧！ 

Cool!
宝物馆里展出的 17 尊做工精细，栩栩如

生的佛像，可以说是佛教美术之精品。

这些是各个时代的完美之作，也是一部

杰出的美术史，值得一看。

Cool! 信仰的圣地，请站在附近的天神桥上尽

情享受着高知的美丽晚霞吧。

Cool!
仁淀川的天蓝色水质是日本最高级的 ！

洁净清澈的河川和四季美丽的山岳，能

洗涤人们疲惫的心灵！

Cool!
高知县是漫画王国！纪念馆设置在著名

的高知市文化广场“CUL-PORT”之内。是

绝对不可错过的地方 。

高知SGG善意翻译俱乐部
高知SGG善意翻译俱乐部是高知县的志愿者团体。

e-mail: kochisgg@hotmail.co.jp　　　　　
http://kochisgg.web.fc2.com/
版权 高知SGG善意翻译俱乐部（2017年）

简单的旅行会话
Kon’nichiwa（こんにちは） 您好。

Arigato（ありがとう） 谢谢。

Sumimasen（すみません） 不好意思。

~e ikitai no desuga..  我要去〇〇。
（～へ行きたいのですが・・） 
Donokurai jikanga kakarimasuka? 需要多长时间？
（どのくらい時間がかかりますか。） 
koreo kudasai（これを下さい。） 我要这个。

Ikura desuka?（いくらですか？） 多少钱？

Kokowa doko desuka? 这是哪里？
（ここはどこですか？） 

联系我们

高知市观光咨询处（JR高知站内）　高知駅案内所

088-822-8229

国际交流课（高知县政府内）　高知県国際交流課

8:30-17:15　　088-823-9605

高知县观光会议协会　高知県観光コンベンション協会

8:30-17:15　　088-823-1434　　http://www.attaka.or.jp/

高知县国际交流协会　高知県国際交流協会

8:30-17:15　　088-875-0022　　http://www.kochi-kia.or.jp/

救护车／消防局／紧急　救急車・消防署・緊急　　电话 119

警察　警察　　电话 110

高知观光指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