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租恳切出租车

萩市旅游课
邮编758‑8555  
萩市江向510
☎（0838）25－3139（平日）

萩市观光协会
邮编758‑0061  
萩市椿3537番地3
☎（0838）25－1750
http://hagishi.com/

(国营公司) NPO萩旅游向导协会
邮编758‑0072  
萩市吴服町一丁目33番地2
☎（0838）25－3527

萩温泉旅馆合作社
邮编758‑0044  
萩市唐樋町11
☎（0838）22－7599
http://www.hagi.ne.jp/

萩近铁出租车 ☎22－0924
萩第一交通 ☎25－5050
日之丸松野出租车
☎22－0163

出租自行车
○堀内区域
城　　山 ☎25－1666
花 之 江  ☎26－0011
SMILE自行车出租/事务所

☎22－2914

○东萩区域
SMILE自行车出租/事务所

☎22－2914
萩自行车出租

☎22－1195

出赁汽车
时报汽车出租萩店

☎21－1101
丰田汽车租赁山口（株）萩店

☎24－0100
※区位码 0838（五十音图的顺序）

2017年3月现在

○萩・石见机场
● 乘同乘出租车约75分

（预约制 需乘座前一天预定）

○山口宇部机场
● 到JR新山口站乘巴士约35分，从JR新山口站

乘巴士约70分
● 乘同乘出租车约75分

（预约制 需乘座前一天预定）

○福冈机场
● 乘同乘出租车约2小时40分

（预约制 需乘座前一天预定）

●咨询
萩近铁出租车(株) TEL(0838)22‑0924

中国自动车道美祢东JCT经由，

「小郡萩道路(免费)」绘堂I.C. 从约20分

ACCESS INFORMATION

利用车

利用飞机

○东京 ⇔ 萩（萩express）
东京（东京站八重洲南口）19:30→萩（萩公汽中心）10:04

东京（东京站日本桥口） 8:24←萩（萩公汽中心）17:45

○京都・大阪・神户⇔萩（Karst号）

大阪（阿部野桥巴士站）　22:30 → 萩（萩公汽中心）10:10

大阪（阿部野桥巴士站）　 7:05 ← 萩（萩公汽中心）19:30

●咨询
防长巴士信息化办公　 TEL（0838）22－3816

JR新山口站

○超级胫号（直达巴士）（约60分）

○防长巴士（约70分）　 新山口站〜美祢市〜萩公汽中心

○中国JR巴士（约110分）新山口站〜山口市〜萩・明伦中心

●咨询
防长巴士信息化办公 TEL（0838）22－3816
中国JR巴士山口店 TEL（083）922－2519

利用新干线

利用高速公路巴士



笠山山茶群生林

为笠山的虎崎周边伸展的簇生林
约 25,000 个野山茶野生着。每年
2月从中旬开始 1个月在「萩·
山茶节」被召开的多热闹。

萩反射炉

反射炉是在西洋被开发的金属熔
化炉。反射炉的遗骸只是与除了
萩以外韭菜山(静冈县)在旧集成
馆(鹿儿岛县)非常贵重。我国的
产业历史上，是贵重的遗迹一同，
看出在萩藩的幕府的末期的军备
充实的热情。

旧山村家的住宅

旧山村家的住宅，是由２栋正
房，２栋土墙仓房，离铺组成，
江户时代后期被建的大型的街上
的房子。浜崎地区2001年被国家
的重要传统的建造物群保存地区
选定，与地区内的130数栋街上
的房子和土墙仓房等一起被传统
的建造物特别指定。

旧汤川家的宅院

在蓝场川沿着有的武士住宅，沿
河有狭长的房屋门，房地的其中
渡桥进入。还有，到房地内拉进
河的水即使浴室和餐具洗等的生
活用水也使用着。

萩八景游览船 萩城郭遗址
（指月公园）
萩城庆长在9年(1604)时毛
利辉原为指月山山脚筑城了。被明治
7年(1874)建筑物拆卸，现在石垣和沟
的一部分留下了从前的身姿，旧本丸
痕迹作为指月公园被整备。

键曲
是在钥匙的手上(里)弯曲城下町特有
的马路。堀内地区有的口羽毛家住宅
旁边的键曲为了留下往时的旨趣施给
着关怀历史的景观，联想江户时代的
马路的铺修。

关于木户孝允的旧宅・青木周弼的旧宅・旧汤川家的宅院・桂太郎的旧宅・
伊藤博文的别邸・旧久保田家的住宅・口羽毛家住宅・旧田中别邸・旧厚狭
毛利家萩宅地的长屋的9设施，票价100日元/1次（小学生以上）
※关于旧厚狭毛利家萩宅地的长屋，关于与指月公园的共通入园券购买成为210日元。

见岛
是距离萩的海面45公里的，位于日本海上的
周长18公里的小岛。见岛有着独特的风俗习
惯和生态环境，岛上有着被誉为日本最古老
的和牛的见岛牛，以及被称为见岛龟的石鬼
和草龟等，这些都是天然纪念物。在多姿多

彩的大自然中海水浴，钓鱼，野
营场等都很受人们欢迎。

受欢迎 !

城下町「萩」道路指南

道之驿萩市海滨市场

「萩市海滨市场」是海边市场的省
略如字面那样海边的市场。因为
作为本地市民对象平民市场，以
本地价格能购买萩的应时的名产
一号的好处。

道之驿“萩往环”

以低价格能购买除了海产品和地
方酒，酸橙点心等本地特产销售
以外本地农家被采用蔬菜，在
和·西餐餐厅，使用本地食材的
菜单也能技能熟练。松阴纪念馆
也在用地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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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遗产

惠美须鼻
造船所遗址

是海防強力化從幕府受到大船建
造的請求的萩(長州)藩建設的軍
艦製造所痕跡。1856 年萩(長州)
藩首次的西式軍艦「丙辰丸」，
1860 年第 2艘的「庚申丸」下水
了。當時的堤防殘留著，痕跡地
今後發掘調查被進行。

世界遗产

a
历史动画

历史动画

历史动画

游览路线是向起点手指月桥，通过萩城郭
遗址横(侧)的水渠，进入在(到)桥本川主
流，从河眺望堀内传建地区内·平安古传
说建地区内的武士住宅群的约40分的往返
渠道。一边听船老大先生的说明从河面上
面一边能享乐宽敞舒适动的游览船，与平
时不同的萩的魅力。

旅 游 设 施 利 用 费 用
比赛场馆

地　址
TEL

利用小时数・休馆日 备　考

萩　博　物　馆

萩城郭遗址指月公园
旧厚狭毛利家
萩宅地的长屋和共通

堀内1-1

（0838）25-1826

４月〜10月 8：00〜18：30  
11月〜２月 8：30〜16：30
３月 8：30〜18：00

不休息

东　　光　　寺
椿东1647

（0838）26-1052

椿4132

（0838）22-2124

吴服町1-1

（0838）25-8282

今鱼店町47

（0838）25-5535

平安古町586-1

（0838）24-2400

椿东1537

（0838）26-9116

堀内502-6

（0838）25-8981

椿东426-1

（0838）26-5180

南古萩町23

（0838）22-3078

南古萩町6

（0838）22-3031

堀内122-1

（手指月桥）

（0838）21-7708

一般展示：一般／300（240）日元，

（　）里面20名以上的团体费用
※70岁以上和18岁以下，和为高

级中学·中等教育学校·特别

支援学校在校的学生免费。

特别展示∶
召开期间中，
作为决定另

外的费用

没有团体费用

为初中生以上
城下町地图

礼物

不满3岁
免费

8：30〜17：00　
不休息

堀内355

（0838）25-6447

9：00〜17：00　
（入馆连16：30）

不休息　

３月〜11月上旬 8：00〜17：00
11月下旬〜２月 8：00〜16：30

不休息

8：30〜17：30
（入馆连17：15）

12/31闭馆

9：00〜16：00

不定期休息

9：00〜17：00（入馆连16：30）
每月星期（关于庆祝日和祭祀
日次日）和年末年初闭馆
因为有全馆临时休馆日咨询给

9：00〜17：00　

不定期休息

9：00〜17：00　

不休息

9：00〜17：00

不休息

9：00〜17：00

不定期休息

8：00〜17：00　

不休息

受理时间
3月〜10月  9：00〜16：00

11月   9：00〜15：30
从10名以上能预约。

12月〜2月、和坏天气时休息

大　　照　　院

菊屋家的住宅

熊 谷 美 术 馆

山口县立萩美术
馆・浦上纪念馆
（陶瓷工艺馆包括）

吉田松阴历史馆

椿东1537

（0838）24-1027

9：00〜17：00　
（入馆连16：30）

不休息

松阴神社宝物殿
至　诚　馆

萩烧（陶瓷）资料馆

吉贺大眉纪念馆

高杉晋作的诞生之地

圆　　政　　寺

萩八景游览船

）（

江向602

（0838）21-2018

9：00〜17：00　
（餐厅·咖啡从11：00〜21：00）

不休息
萩・明伦学舍

费用（只大人）

510日元

210日元

300日元

200日元

600日元

700日元

500日元

500日元

500日元

500日元

100日元

200日元

1,200日元

300日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