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租懇切出租車

萩市旅遊課
郵編758‑8555  
萩市江向510
☎（0838）25−3139（平日）

萩市觀光協會
郵編758‑0061  
萩市椿3537番地3
☎（0838）25−1750
http://hagishi.com/

(國營公司) NPO萩旅遊嚮導協會
郵編758‑0072  
萩市吳服町一丁目33番地2
☎（0838）25−3527

萩溫泉旅館合作社
郵編758‑0044  
萩市唐樋町11
☎（0838）22−7599
http://www.hagi.ne.jp/

萩近鐵出租車 ☎22−0924
萩第一交通 ☎25−5050
太陽旗松野出租車 ☎22−0163

出租自行車
○堀內區域
城　山 ☎25−1666
花的水灣 ☎26−0011
微笑出租自行車/事務所

☎22−2914

○東萩區域
微笑出租自行車/事務所

☎22−2914
萩租借自行車

☎22−1195

出賃汽車
時報汽車出租萩店

☎21−1101
豐田汽車租賃山口(株)萩店

☎24−0100
※市外局號 0838（五十音圖的順序）

2017年3月現在

○萩 ∙石見機場
● 乘同乘出租車約75分
（預約制前一天之前申請必要）

○山口宇部機場
● 到JR新山口站乘巴士約35分， 從JR新山口站乘
巴士約70分

● 乘同乘出租車約75分
（預約制前一天之前申請必要）

○福岡機場
● 乘同乘出租車約2小時40分
（預約制前一天之前申請必要）

●諮詢
萩近鐵出租車(株) TEL(0838)22‑0924

中國自動車道美禰東JCT經由，
「小郡萩道路(免費)」從繪堂I.C.20分鐘

ACCESS INFORMATION

利用車

利用飛機

○東京 ⇔ 萩（萩express）
東京（東京站八重洲南口）19:30→萩（萩客運中心）10:04
東京（東京站日本橋口）　  8:24←萩（萩客運中心）17:45
○京都 ∙大阪 ∙神戶⇔萩（岩溶號）
大阪（Abenohashi巴士站）22：30 → 萩（萩客運中心）10：10
大阪（Abenohashi巴士站）7 ：05 ← 萩（萩客運中心）19：30
●諮詢
防長交通(株)巴士中心問訊處 TEL（0838）22−3816

JR新山口站
○超市脛號(直達巴士)（約60分）
○防長巴士（約70分）　新山口站～美禰市～萩客運中心
○中國JR巴士（約110分）新山口站～山口市～萩∙明倫中心
●諮詢
防長交通(株)巴士中心問訊處　TEL（0838）22−3816
中國JR巴士(株)山口支店 TEL（083）922−2519

利用新幹線

利用高速公路巴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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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の総門入口

玉木病院前新堀

萩美術館 浦上記念館
萩城城下町入口

萩博物館前



笠山椿簇生林

為笠山的虎之崎週邊伸展的簇生

林約25,000個野山茶野生著。每

年２月從中旬開始１個月在

「萩·山茶節」被召開的多熱鬧。

萩反射爐

反射爐是在西洋被開發的金屬熔

化爐。反射爐的遺骸只是與除了

萩以外韭菜山(靜岡縣)在舊集成

館(鹿兒島縣)非常貴重。我國的

產業歷史上，是貴重的遺跡一

同，看出在萩藩的幕府的末期的

軍備充實的熱情。

舊山村家住宅

舊山村家住宅，是由2棟正房，

2棟土牆倉房，離舖組成，江戶

時代後期被建的大型的街上的房

子。浜崎地區2001年被國家的重

要傳統的建造物群保存地區選

定，與地區內的130數棟街上的

房子和土牆倉房等一起被傳統的

建造物特別指定。

舊湯川房產

在藍場川沿著有的武士住宅，沿

河有狹長的房屋門，房地的其中

渡橋進入。還有，到房地內拉進

河的水即使浴室和餐具洗等的生

活用水也使用著。

萩八景遊覽船 萩城址
（指月公園）
萩城慶長在9年(1604)時毛

利輝原為指月山山腳築城了。被明治

7年(1874)建築物拆卸，現在石垣和

溝的一部分留下了從前的身姿，舊本

丸痕跡作為指月公園被整備。

鑰匙曲子
是在鑰匙的手上(裡)彎曲城下町特有

的馬路。堀內地區有的口羽毛家住宅

旁邊的鑰匙曲子為了留下往時的旨趣

施給著關懷歷史的景觀，聯想江戶時

代的馬路的舖修。

關於木戶孝允舊宅·青木周弼舊宅·舊湯川房產·桂太郎舊宅·伊藤博文別
邸·舊久保田家住宅·口羽毛家住宅·舊田中別邸·舊厚狹毛利家萩房地狹
長的房屋的9設施，票價100日元/1次（小學生以上）
※關於舊厚狹毛利家萩房地狹長的房屋，關於與指月公園的共通入園券購買成為210日元。

見島
是萩海上約45公里的日本海上有的周圍18公

里的島。見島風俗習慣和生態系統也有獨特

東西被認為是在日本最舊的日本牛見島牛，

被稱作為見島烏龜的ishigame和金龜全都成

為自然保護植物。在豐富自然中的海水浴和

釣魚和野營地等是受歡迎。

受歡迎!

城下町「萩」道路指南

道之驛萩海邊市場

「海邊市場」是海邊市場的省略如

字面那樣海邊的市場。因為作為

本地市民對象平民市場，以本地

價格能購買萩的應時的名產一號

的好處。

道之驛萩往來

以低價格能購買除了海產品和地

方酒，酸橙點心等本地特產銷售

以外本地農家被採用蔬菜，在

和·西餐餐廳，使用本地食材的

菜單也能技能熟練。松陰紀念館

也在用地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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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遺產

惠美須之鼻
造船廠遺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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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遺產
a

歴史動画

歴史動画

歴史動画

遊覽路線是向起點手指月橋，通過萩城址

橫(側)的水渠，進入在(到)橋本川主流，從

河眺望堀內傳建地區內·平安古傳說建地

區內的武士住宅群的約40分的往返渠道。

一邊聽船老大先生的說明從河面上面一邊

能享樂寬敞舒適動的遊覽船，與平時不同

的萩的魅力。

旅 遊 設 施 利 用 費 用
比賽場館 地　址

T E L 利用小時數 ∙休館日 備　考

萩　博　物　館

萩城址指月公園
舊厚狹毛利家
萩房地狹長的房屋和共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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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　　光　　寺 椿東1647
（0838）26‑1052

椿4132
（0838）22‑2124

吳服町1‑1
（0838）25‑8282

今魚店町47
（0838）25‑5535

平安古町586‑1
（0838）24‑2400

椿東1537
（0838）26‑9116

堀内502‑6
（0838）25‑8981

椿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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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指月橋）

（0838）21‑7708

一般展示：一般／300（240）日元，
（　）裡面20名以上的團體費用 
※70歲以上和18歲以下，和為高級
中學∙中等教育學校∙特別支援學校
在校的學生免費。

特別展示：
召開期間中，
作為決定另
外的費用

沒有團體費用

為初中生以上
城下町地圖
禮物

不滿3歲
免費

8：30～17：00　
不休息

堀内355
（0838）25‑6447

9：00～17：00　
（入館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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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館連17：15）

12/31閉館
9：00～16：00
不定期休息

9：00～17：00（入館連16：30）
每月星期（關於慶祝日和祭祀日
次日）和年末年初閉館
因為有全館臨時休館日諮詢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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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10月  9：00～17：00
（接待連16：00～最後航班16：20）

11月 9：00～16：10
（接待連15：00～最後航班15：30）

團體推薦預約
12月～2月、和壞天氣時休息

大　　照　　院

菊 舖 家 住 宅

熊 谷 美 術 館

山口縣立萩美術
館 ∙浦上紀念館
（陶瓷工藝館

包括）

吉田松陰曆史館

椿東1537
（0838）24‑1027

9：00～17：00　
（入館連16：30）

不休息

松陰神社寶物殿
至　　誠　　館

萩 燒 資 料 館

吉賀大眉紀念館

高杉晉作誕生地

圓　　政　　寺

萩八景遊覽船

）（

江向602
（0838）21‑2018

9：00～17：00　
（餐廳∙咖啡從11：00～21：00）

不休息
萩 ∙ 明 倫 學 舍

費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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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