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尾市
日本国  爱知县西尾市观光旅游手册

旧近卫官邸以及庭院

2021年3月 由西尾市观光协会发行

※手册中的讯息是2021年2月现在所示内容。之后或许会有所变更。

抹茶飘香之城

“小京都  西尾”

观光旅游 美食 甜品 温泉



西尾市被誉为抹茶飘香的
小京都

恩泽于温暖的气候 和矢作川（爱知县四大河流之一）雨露培育出肥沃的土

壤的西尾是占有全国 20% 的抹茶生产量的屈指可数的抹茶之乡。其历史是

始于 1271 年创建的实相境内的茶种播种。1872 左右红树院住职方丈足立

顺道师以导入茶种和制茶技术开始了茶的栽培、到大正后期以碾茶（粉末

状抹茶之前的原料茶叶）栽培以及制造为主，直至今日。

持稳的气候和矢作川的雨露而培育出的优
良的茶叶品质。 

在西尾市 96% 以上所生产的茶是「抹茶原料」

的「碾茶」。遮光培育出来的茶叶倍增甜 、香、

又具有鲜艳的绿色。在全国以抹茶特有化的生

产地只有西尾。

 醇厚的品味 浓郁的芳香 美丽的莺绿色
「西尾抹茶」

茶园内的日光被遮盖罩住着的

西尾是抹茶之乡。在西尾市内请随意来一杯抹茶轻松品味抹茶甜点如何。

抹茶以及使用了抹茶的商品非常适宜作为土特产礼品。

并且也可做抹茶工厂的参观以及点茶体验。

（西尾站开车需 5 ～ 10 分钟）

一起去吧！

住所 ：西尾市上町横町屋敷15

电话 ：0563-56-2233

营业时间 ：9:30～18:30  LO17:30

休息日 ：每月第一星期四（不包括5、7、9、12月）年初 

抹茶博物馆体验  0563-77-6572  须提前预约  

MAP p11  扩大 　HP ：https://www.matcha.co.jp

这是明治21年创业的一家抹茶老
铺。出售以自家工厂抹茶为主各种各样的茶、茶道
具、抹茶以及甜点等。茶屋备有抹茶以及甜点。在

「抹茶博物馆西条园和 和」可做各种抹茶体验。
（p8）

西条园(あいや)
Aiya本店 

住所：西尾市上町南荒子50-2

电话 ：0563-54-3360

营业时间 ：9:30～18:30  抹茶茶屋10:00～18:30（LO17:30）

星期二16:30

工厂参观、石臼体验    工厂参观需提前预约  体验日一星期前须预约结束  

休息日：星期三   MAP p11  扩大 　

HP ：https://www.syoukakuen.co.jp

拥有大量使用了抹茶的
甜点以及使用抹茶的用食等120种以上的种类。
并且有品种齐全的可以做土特产礼品的日本茶、
抹茶、茶道具和抹茶甜点。可以做各种实际体验。

（p8）

松鹤园（株）
（本店）

住所 ：西尾市上町上屋敷7

电话 ：0563-57-2570

营业时间 ：SABO AOI【2F】10:00～18:00  LO17:30

电话 ：0563-57-2570

店铺【1F】9:00～18:00

休息日 ：每星期四.第4星期日 

提前预约

MAP p11  扩大 　
※SABO AOI【2F】的营业只限周五周六周日 

HP ：https://www.aoiseicha.co.jp

是始于大正时代而至今
的老铺抹茶厂家。周五
周六周日可以在 2 楼品尝到抹茶以及甜点。在一
楼的小商部出售抹茶及各种类的日本茶、茶器、
抹茶甜点等。并且可以做抹茶工厂参观以及各种
体验。（p8）

葵制茶（株）

在茶屋品味抹茶！

旧近卫官邸以及庭院

采茶风景

自稻荷山茶叶公园眺望茶园风光

住所 ：西尾市上町下屋敷

15

MAP p11  扩大

于1291年创建圣一国师播种茶种子成为抹茶之
乡西尾的始源。

实相寺

住所 ：西尾市上町浜屋敷

83

MAP p11  扩大

住职方丈足立顺道在西尾传播茶产业文化。
以「茶祖之寺」而出名。

红树院 

自 1200 年开始就具有自己历史的抹茶之乡「西尾」。  

在江户时期以六万石的城下町之名而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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抹茶的
保管方法

1、做成为抹茶原料的碾茶（一次加工）

2、制造抹茶（二次加工）

将茶充分干燥、酿出其独特的茶香、根据消费者的所喜欢
的口味、进行调和。

茶园从 4 月露出新芽开始做覆盖，到 5 月中旬小心
摘取柔嫩的新芽。

将碾茶装入茶盒、茶袋中、在 -5℃～ -10°做冷藏
保管。充分酿就熟成茶叶的醇香、风味。

3

使用蒸汽将新芽蒸成鲜绿的蒸叶。继而是去尽蒸叶
水露进行冷却、干燥的工程而制成碾茶。再将碾茶
充分干燥。

2

在室温 20°、湿度保持在 40% 的环境下每小时磨成
40g ～ 60g、约 2 ～ 20μ 的超微粉末状。

充分确认粉末独特的颜色、芳香、及其风味。

※ 从冰箱及冷冻箱取出时、请不要立即开
封。冰冷时的开封容易导致弄湿、请慢慢
回归常温再开封。最佳使用期限为自制造
年月日的两个月期间。

未开封情况下 ：请保持未开封状放入
冰箱中保管。

开封后的保管方法 ：请放入密封性能
较好的容器中保管。

干燥后的

荒茶

使用茶臼研磨

成的抹茶

有效防止老化的一杯。 
抑制体内的酸化脂质过剩增长、以防止老化而引人注目。

可推荐孕妇饮用。
调查结果表明，孕妇喝上营养方面含有不可欠缺的无机物质的抹茶、
可减少低体重儿的出生。

预防虫牙、保证口腔清洁。
茶叶里大量含有防止虫牙的天然氟素、并且含有高性能的防臭效果的
叶绿素、有益于保持口腔清洁。

有效预防生活习惯病。
茶的成分可以使心脏血管流畅顺利、除去血栓、有效防止胆固醇增高。

是维生素群的宝库。
抹茶在针对病毒感染、增强抵抗力、预防坏血病方面非常具有效果。

可以减消精神压力、提高集中力。 
抹茶所含咖啡因、具有可刺激大脑、给予安定、提高集中力的作用。

加速促进记忆力和集中力。
茶里所含有的咖啡因和其甜感主要成分的茶氨酸有舒缓刺激大脑、中
枢神经活性化作用。备考生感到学习疲劳时的一杯抹茶、可提高理解
程度。

一杯抹茶可以

平衡身体健康

碱性超群  热量卡路里为 0。
是含有防止身体酸化的矿物质的茶、其碱性超群。

Alkalinity 

 只要具备茶碗 茶筅和热水、
　其余很简单 

如果在自家品味抹茶、不需要复杂的做法。在茶碗里放入 2g 的抹

茶（茶勺 2 ～ 3 杯），注入 80°的 50cc 热水、用茶筅进行 m 字的

搅拌、浮出柔弱泡泡即抹茶制成。抹茶放入茶碗时分解其凝固状态、

如是冬季要将茶碗事先温热好。如是夏季、推荐使用冷水制成的

「冰抹茶」。

使用茶勺将 2 ～ 3 左右的抹茶放入
茶碗中。

1

细微轻柔的泡泡浮出表面、不要损坏
泡泡、轻划一下停止搅拌。

3

使用茶筅边划「m」字、边振动手臂
认真集中搅拌。

2

请来一碗美味的西尾抹茶！

4

1

使用摇混器制造冰抹茶的方法

用右手端起茶碗，放
在左手上。

将茶碗按照原样返回正
面、轻轻地用右手在榻
榻米边缘处将茶碗放
好。

为了避免茶碗正面朝
自己，用右手握住茶
碗的的对侧，按照顺
时针轻轻转动 2 周。
(1/4 左右）

分 3 ～ 5 次喝干。喝
干后用拇指和食指轻
轻擦拭所喝之处后，
再用怀纸将手指擦净。

将凉水 50cc，2 个冰块儿

及 2 ～ 3g 的抹茶放入摇混

器中。

盖上摇混器的盖子摇晃 30

秒左右。

注入有凉感的茶具中 

冰抹茶完成。

抹茶的品味方法
抹茶的做成过程

抹茶的功效

1 2 3

2 3 4

有关抹茶的这个那个  

1 摘茶

1 将做好的茶充分干燥以及
调和

蒸、干燥 装入茶盒、茶袋、进行冷
藏保管

2 使用茶臼磨茶

3 质量检验

在茶叶批发商处（批发店）根据
不同的克数分别包装罐、袋中。

排列于店中、然后进入我
们家庭中。

4 制罐、包装、　装箱 5 茶屋（售货店）

【西尾抹茶】的品牌商标

此品牌商标是以可以意识到是抹茶的茶碗和茶筅的设计为图

案、使用抹茶的茶色。并延伸关联茶道本身、衷心祝愿西尾

抹茶业今后永远地广泛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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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喜欢抹茶甜品♥
美味甜品!

偶尔也要犒劳好自己呦
如今备受世界瞩目的抹茶甜点！漫步于西尾街中、乍眼一看、

街中这里那里都是

上好的适合大人们的甜品、让您犹豫不知所要哪个美味！

住所 ：西尾市今川町石桥 5-1

电话 ：0563-53-3401

营业时间 ：10:00 ～ 20:00

休息日 ：星期二

※完整的烤果子饼挞需提前3天预约 

可提前预约

MAP p11 扩大

住所 ：西尾市住吉町3丁目31-1

电话 ：0563-57-3993

营业时间 ：10:00～19:00（LO19:00）

休息日 ：每星期四·星期天　 可提前预约

MAP p11 扩大

【草莓芭菲】

CAFE

HOTCH POTCH

抹茶LA BO
西尾传想茶屋店 

住所 ：西尾市锦城町 122

电话 ：0563-56-0255

营业时间 ：10:00 ～ 17:00（LO16:30）

休息日 ：星期一 ※ 星期一是节日的情况下休息。

MAP p11 扩大

西尾抹茶芭菲
- WABI -

御果子司穗积堂  

住所 ：西尾市鹤舞町 54-1

电话 ：0563-57-2096

营业时间 ：9:00 ～ 18:00

休息日 ：星期一·星期二

可提前预约 MAP p11 扩大

住所 西尾市鹤﨑町 4-11

电话 0563-77-2136

营业时间 10:00 ～ 18:00（LO17:00）

休息日 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 ※ 节假日营业  可提前预约

MAP p11 扩大

茶素堂（KA TE KI N堂）

【抹茶大判烧】

【水珠抹茶】

住所 ：西尾市上町南荒子50-2

电话 ：0563-54-3360

营业时间 ：茶屋 10:00-18:30（LO17:30）星期二16:30

售货时间 ：9:30～18:30

休息日 ：星期三 可提前预约 只限星期一～星期五

MAP p11 扩大

松鹤园（株式会社）

【抹茶芭菲】

住所 ：西尾市上町横町屋敷 15 

电话 ：0563-56-2233

营业时间 ：9:30 ～ 18:30（LO 17:30）

休息日 ：每月第一星期四 （不包括 5、7、12 月） 年初 

MAP p11 扩大

西条园A I YA本店 

【A I YA特制抹茶芭菲】

住所 ：西尾市上町上屋敷 7（2 楼）

电话 ：0563-65-0215

营业时间 ：10:00 ～ 18:00（LO17:30）

休息日 ：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 ·第四星期日

MAP p11 扩大

葵制茶 “SABO AOI”

【抹茶芭菲】

住所 ：西尾市上町药师前20-2

电话 ：0563-56-2022

营业时间 ：9:00～16:00（LO15:30）

休息日 ：每周星期四·星期日 MAP p11 扩大

【抹茶提拉米苏芭菲】

Aikei cafe

住所 ：西尾市幸町 3

电话 ：0563-57-2027

营业时间 ：8:30 ～ 20:00

休息日 ：星期二 可提前预约

MAP p11 扩大

法式糕点 CI TA YA 

【抹茶布丁】

住所 ：西尾市上町南荒子36-1

电话 ：0563-54-9220

营业时间 ：7:00～19:00

休息日 ：每周星期一  第二·第四星期二

可提前预约

MAP p11 扩大

【香瓜抹茶】

Happy Bakery 
TAKUTAKU御果子司晴月园 

住所 ：西尾市上町横町屋敷 35

电话 ：0563-57-3755

营业时间 ：8:00 ～ 19:00

休息日 ：星期四 MAP p11 扩大

【茶茶丸】

住所 ：西尾市西浅井町坂下 6-1

电话 ：0563-65-2922

营业时间 ：售货时间 9:00 ～ 17:30

店内用餐 ：11:00 ～ 17:00

休息日 ：星期三 MAP p11 扩大

【农园珈琲＆年轮蛋糕专门店】

King Farm Cafe 茶々屋　南山园

【浓抹茶奢侈芭菲】

住所 ：西尾市高畠町 3 丁目 23-9  （Versa Walk 超市内）

电话 ：0563-56-7300

营业时间 ：售货时间 9:00 ～ 21:30

店内用餐 ：9:00 ～ 17:00（LO16:30）

休息日 ：无休息日

可提前预约 MAP p11 扩大

烤果子饼挞专门店
TA TA N 

【抹茶烤果子饼挞】

很有人气

甜点♥
抹茶

【抹茶瑞士卷蛋糕】

竹庵珈琲

住所 ：西尾市本町6

电话 ：0563-56-2783

营业时间 ：9:30～17:30

休息日 ：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  MAP p11 扩大

  人
人喜欢！抹茶甜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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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验之处确认！
边旅游观光边去周围逛逛吧

有关如何申请、由西尾市观光协会官方网站即可申请

体验抹茶
要提前预约

体验时间：10:00～、13:00～、15:00～所需时间：45分钟、75分钟

预约电话：0563-77-6572（9:30～17:00）

住所及其他关联信息 p3  MAP p11

在「抹茶博物馆西条园  WAKU WAKU」可以做参观制造工程顺序、调和茶叶、
点自己用茶臼磨过的茶的体验。 

【75分钟体验 需提前预约  : 每人1000日元】 
【45分钟体验 需提前预约  : 免费】
从本店网页可预约 
https://www.matcha.co.jp/factory/
休息日  每月第1星期四·年初（5，7，9，12月请于各店咨询）

西条园 A I YA本店

体验时间：①10:00 ②11:00 ③13:30 ④14:30(除此之外时间可随时商榷）

预约电话：0563-57-2570（9:00～17:30）

住所等关联信息 p3  MAP p11

抹茶工厂专门人士进行详细说明。
然后、一起享用极品薄茶与日式干点心。

【 需提前预约  每人350日元】
并且可以体验享用自己点的抹茶【每人500日元】同时实施茶道教室、日式点
心教室。( 费用制 / 不定期 )
休息日  星期四·星期六·星期天　五一连休·盂兰盆节·年末年初

葵制茶

体验抹茶

体验时间：9:00～18:00  所需时间：45分钟～60分钟

预约电话：0563-54-3360

住所等关联信息 p3  

MAP p11

•可以参观工厂，可以点自己用茶臼磨过的茶。 

【9:00～16:00 需提前预约  每人1900日元赠送茶筅】
※所谓茶筅、就是图片中的女子右手使用的点茶道具。※10位以上的情况下需要申请 

•在一楼店铺可以品味自己体验点的抹茶。 

【10:00～18：00　每人680日元起～】
休息日  星期三

松鹤园本店

体验抹茶 体验和服

抹茶体验时间：10:00～16:00 所需时间：30分钟～

预约电话：0563-54-6758  9:00～18:00（10～3月到17:00）

住所等关联信息 p10   MAP p11

和服体验咨询处 电话：西尾市观光协会0563-57-7882 （截至体验日3天前）※星期一星

期二不受理预约。

休息日：每星期一（不包括节日） 年末12/29～新年1/3（有包用的情况下）

由京都迁筑于西尾历史公园的传播茶文化的一所建筑。可以享用到一杯
抹茶和和式点心。【和式点心 450 日元】也可以品味到自己点的抹茶。 

【 需提前预约 】
并且可以体验到小京都模式的穿上和服漫步于古街与历史公园之中。（不定
期举行）

旧近卫邸

King Farm
在咖啡厅可以享受美食、抹茶、草莓甜品

以及年轮蛋糕。

住所：西尾市西浅井町坂下 6-1

电话：070-5649-2578

营业时间：9:30～15:00

休息日：星期三

Ran Ran 草莓园
住所：西尾市市子町平加 43

电话：0563-56-8200

营业时间：10:00 ～ 15:00

休息日：星期五

MAP  p11  扩大

请尽情品尝光泽很好熟透的草莓。（12月

～5月）。 需要预约

大人1600～2000日元 ※根据时节会有
所变动 

采摘草莓 从西尾车站开车15分钟
由西尾车站徒步10分钟作用

大酱展园（HATO屋） 
住所：西尾市吾妻町 21-1

电话：0563-56-7373

营业时间：卖店 10:00 ～ 17:00

休息日：星期天　盂兰盆节·年末年初

HP ：https://www.misopark.com/

MAP  p11  扩大

是创业与1861年的制造大酱的老铺产
业、可以免费参观大酱仓库。
（所需时间30分钟）
并且可以体验自己原创的「大酱团儿」
的酱汤制作。【每人1000日元 所需时间
60分钟】。

※ 一切都要提前预约  （预约截止于一星
期前）
除此之外  有卖店和资料馆。 

华藏寺
住所：西尾市吉良町冈山山王山67

电话：0563-35-0935

MAP  p11  吉良幡豆

是1600年创建的临济宗妙心寺派寺
院。吉良家菩提寺。眺望枯山水日式园
林风光、以（禅宗）沉思方式不妨重新
审视一下自己吧。
参观费（配有抹茶）500日元
不需提前预约

（禅宗）冥想

三根山山顶 环山游览与
紫阳花之路  
三根山环山游览路收费处

电话：0563-62-3001

住所：西尾市东幡豆町入会山 1-141

营业时间：8:00 ～ 20:00

MAP  p11  吉良幡豆

从三根山山顶俯瞰整个的三河湾、那真
可谓是绝佳景色。
日出 日落都会带来感动.
每年6月7万棵的紫阳花（又名绣球花）
竞相开放。
不需提前预约  免费

三河玻璃工艺品美术馆 
住所：西尾市富山町东乡5

电话：0563-59-3334

营业时间：10:00～17:30（入馆17:00）

休息日：星期一·第一星期二·年末年初

与节日重叠的情况下定为节日第二天

MAP  p11  扩大

连岛沙洲群现象
东幡豆渔业协同组合

住所：西尾市东幡豆町小见行田 20-3

电话：0563-62-2068

MAP  p11  吉良幡豆

走进万华镜中！与各种色彩相遇的幻想
体验
入馆费：大人（13 岁以上）720日元
在玻璃小盘以及无把手杯上做雕刻作
品（每人 1530日元、所需时间 60 分钟）
的体验和彩色玻璃的体验很受欢迎。 

玻璃工艺制作体验以提前预约者优先
 

由西尾站开车15分钟

可以看到神奇的连岛沙洲群现象，连岛
海滩在退潮时可以步行到无人岛的前
岛！只有在涨潮退潮时才可能出现的大
自然的神秘现象。
※没有退潮差别时是看不到的。
无需预约  免费

西尾市盐田体验馆

吉良饗庭盐之乡 
住所：西尾市吉良町白浜新田宫前59-1

电话：0563-32-3373

营业时间：9:00～17:00（体验烤盐的时间到

16:15） 

休息日：星期一（节假日开馆）.年末12/29～

年初1/3

费用：入场费：免费

HP：http://www.aibajio.jp/

MAP  p11  吉良幡豆

西尾自古以来在三河湾制盐。通过制盐
体验可以了解到盐田的历史和盐的制造
方法。
制盐体验200日元

需提前预约  

榊原榻榻米店
住所：西尾市吉良町上横须贺池端 143

0563-35-0162

营业时间：9:00 ～ 12:00、13:00 ～ 16:00

（受理预约电话时间： 8:00 ～ 20:00）

休息日：不固定休息日

HP ：https://tatamikun.on.omisenomikata.

jp/

MAP  p11  吉良幡豆

使用在日本和式房屋的榻榻米、做微小
榻榻米（1张1000日元～ 所需时间60
分钟）以及杯垫（2张500日元 所需时
间45分钟）的体验。 

需提前预约

※请事先做好电话预约。
团体体验接受商榷。   

※所表示费用以2021年2月为基准的表示。请确认最新费用信息。

要提前预约

要提前预约 要提前预约

体验酿造大酱

从上横须贺徒步10分钟
榻榻米小物品制作体验

由东幡豆车站开车20分钟
享受绝景

由东幡豆站徒步15分钟
出现连接海陆的海底

制盐体验 由吉良吉田站开车10分钟

体验玻璃工艺品制作 由西尾站开车10分钟

体验抹茶

英文向导说明的特别旅游
在建筑100年的旧式民宅体验制作
中部地区正宗的乡土料理「五平饼」

6650日元　时间：2小时（大概）

使用古代武士们喜欢的大酱来
体验制作速溶酱汤。

6000日元　时间：2小时（大概）

由地区导游所做介历史以及在旧式
贵族宅邸体验正宗抹茶静心休息

6650日元　时间：2小时（大概）

在抹茶的一大生产地参观由茶叶
到成为抹茶＆体验做点抹茶

6650日元　时间：2小时（大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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鍮石门

本丸丑寅櫓

旧近卫邸

天守台石墙
屏风式的土墙

二之丸广场

二之丸丑寅櫓

西尾市资料馆

去感受历史浪漫之街、小京都的「西尾」

西尾是德川家康在 1561 年任命家臣为西尾城主所管治之地六万石的城下町、曾经繁荣。有历史的御堂及

名胜古迹、古式优雅的传统技能、大名队伍为首的文化艺能等有名祭拜、被珍惜如今得以传承。不妨您

也感受去做一次小姐公主或家丁武将如何？

小京都  
西尾的值得一去之处

历史！

住所：西尾市锦城町176-1  电话：0563-53-0380

营业时间：9:00～18:00（10～3月截止17:00）

※包用截止晚上9点

休息日：星期一（不包括节日） ·年末12/29-新年1/3·更换展览

品的期间

费用：入馆免费 MAP  p11  扩大

再现西尾城东之丸的架构、昭和初期建成的日本庭园。

尚古庄

住所：西尾市锦城町231-1

电话：0563-54-6758（旧近卫邸）

休息日：园内设施休馆日/每星期一（如果星期一与节日或换休日重叠时

开馆）年末12/29～新年1/3

※园内随时可以散步。

入馆费用：免费 MAP  p11  扩大

在西尾城二之丸古迹复原天守台石墙.本丑寅櫓石墙。二者都使
用的是当地的幡豆石。

西尾市历史公园

在本丸丑寅方（东北方）建造的橹
MAP  p11  扩大

本丸丑寅櫓

位于二丸正门的橹门
MAP  p11  扩大

鍮石门

（顺海町）

城下街西尾

天守台石墙
318

稻荷山 茶园公园

葵制茶

红树院

A I YA Aikei Cafe 

实相寺

金时神社

横町屋敷

龟泽町

道光寺南

今川町

矢曾根町莲运寺

矢曾根町

花木町 4丁目

本町西尾小前

鹤舞町

御城下下町

下町大道

法光寺町

上矢田

花木町三

菅原町

上町

善兵卫屋敷

绿町 5

中央大道

七福

西尾口站

八面山

名铁西尾线

POWASON

松鹤园
茶房茶游 
TAKUTAKU

鱼寅 

三河工艺玻璃美术馆 

晴月园

大漁亭 西尾店

西尾市政厅

西尾站 西尾站 

TATAN

King Farm
Cafe

去东名冈崎高速公路
入口处方向↑↑

名古屋

去一色方向↓
↓去吉良吉田站方向 

西尾扩大图 b 

西尾扩大图 a 

由西尾站开车15分钟圈内

地 图［详细地］

住所：西尾市锦城町231-1

电话：0563-54-6758

休息日：每星期一（不包括节日） 年末12/29～新年1/3（有包用的情况下）

入馆费用：免费 MAP  p11  扩大

由京都迁至此处、是传播茶文化的建筑。由书院和茶室构成。

旧近卫邸
（西尾市历史公园内） 

一杯抹茶
收费

450日元

重点

有免费Wi-Fi

住所：西尾市锦城町229  电话0563-56-6191

营业时间：9:00～17:00

休息日：星期一（不包括节日） ·年末12/29-新年1/3·

更换展览品的期间

费用：入馆免费 MAP  p11  扩大

有关西尾藩时代的资料展示及古文书及工艺品
的展览会
到2021年9月休馆

西尾市资料馆 有免费Wi-Fi

↓去吉良吉田方向

↓去一色方向

鹤城公园

西尾市历史公园

二泽川

绿川

西式点心处TUTAYA

胜山寺

康全寺

妙满寺
伊文神社

盛严寺

丰田车包租
西尾店

尚古庄
抹茶RABO

HOTCH
POTCH

KIKU寿司

御剑八幡宫

西尾市资料馆
本丸丑寅櫓

旧近卫邸

鍮石门

西尾站

茶素堂

穗积堂

顺海町充满情调街面

南山园
（BERUSAWOKU 内）

上町

鹤舞町

御城下 西尾小前 本町

若松町

花木町三

下町

HATOYA
大酱之园

珈琲竹庵

炸猪排锦
TONKATU錦

平井鳗鱼店

大渔亭西尾店

山味

西尾观光服务处

旬彩石川

名铁西尾线

↑
名古屋

花木町四 出租自行车

W

W

W

西尾扩大图 b

2019年3月地图

出租车乘车处

由西尾站徒步30分钟圈内

·西尾市资料馆

·西尾市观光服务处

·旧近卫邸
免费Wi-Fi

P

P

尾崎民宿 （OSAKI民宿）尾崎民宿 （OSAKI民宿）

大和旅馆
旅馆YAMATO
大和旅馆
旅馆YAMATO

吉良观光饭店吉良观光饭店

宫崎海水浴场宫崎海水浴场

吉良Waikiki海滩 吉良Waikiki海滩 

观海景
热水温泉（吉良温泉）

观海景
热水温泉（吉良温泉）

吉良温泉观光组合吉良温泉观光组合

Sunrise ParkSunrise Park

三河湾度假村LINX三河湾度假村LINX

幡头神社幡头神社

楼梯楼梯

万叶歌碑万叶歌碑

蛭子社蛭子社
惠比寿海水浴场惠比寿海水浴场

宫崎渔港宫崎渔港

吉良饗庭盐之乡吉良饗庭盐之乡

榊原榻榻米榊原榻榻米
华藏寺华藏寺 →去东幡豆站方向

名铁蒲郡线

吉
良
吉
田
站

三河湾三河湾

吉良幡豆

三ヶ根山三ヶ根山
殉国七士の墓殉国七士の墓

三根山环山路三根山环山路

三河湾HILLS饭店三河湾HILLS饭店

爱知儿童公园爱知儿童公园

三根山隧道三根山隧道

收费处收费处

爱知儿童公园爱知儿童公园

陆连岛沙滩 陆连岛沙滩 

东幡豆东幡豆

东幡豆港东幡豆港

由西尾站开车30分钟圈内。由吉良吉田开车10分钟圈内

从西尾市中心开始

鳗鱼之处一色
一色鱼港

一色鱼中心店

一色鳗鱼渔业协同组合

渡船

三河湾三河湾

至佐久岛

渡船处渡船处

三河三水亭三河三水亭

西尾市政厅
一色支所
西尾市政厅
一色支所

兼光鳗鱼兼光鳗鱼

对米

野田

一色

由西尾站开车30分钟圈内

公共汽车站

2021年10月改装后重新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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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受西尾的美味

请享用西尾
有名特产的鳗鱼 

住宿 吉良温泉
 三根山

住所：西尾市一色町坂田新田西江95-10

电话：0120-718-819

营业时间：11:00～14:00/17:00～20:00（11月～3月到19:00）

            最终点菜截止19:30（11月～3月为18:30）

休息日：每星期三休息

可提前预约 MAP p11 一色

一边眺望眼前日式庭园一边品尝一色特产的鳗鱼

鳗鱼 割烹 三河三水亭

住所：西尾市一色町一色东下二割18-1

电话：0563-73-6688

营业时间：11:00～14:30　最终点菜截止14:00

            /17:00～20:00　最终点菜截止19:30

休息日：每星期二休息 

（如星期二是节假日时第二天为休息日※繁忙时会有所变更）  

可提前预约 ※ 不可当天预约。至少需提前一天。

※ 可打包带走 MAP p11 一色

批发厂家直接经营的良心价
格与充足的量感，请品尝。

鳗鱼橫丁  兼光鳗鱼本店

住所：西尾市一色町小藪船江东176

电话：0120-60-0141

营业时间：星期一～星期五10:30～15:00　星期六·星期天·节假日10:00～15:00

最后点餐时间  14:00　休息日：每星期三

可提前预约 MAP p11 一色

使用肉厚脂多的一色鳗
鱼 外部甜脆里面松软。

一色鳗鱼渔业协同组合  鳗鱼之处一色

住所：西尾市会生町41

电话：0563-57-2410

营业时间：11；00～14:00/17:00～20:00

休息日：每星期一　 MAP p11 扩大

西尾站出发步行10分钟 

使用至上的鳗鱼与极品酱汁烤制成的。

平井鳗鱼店

住所：西尾市花ノ木町1-26

电话：0563-55-3888

营业时间：11:00～21:30  最终点菜截止21:00

休息日：无休息　 MAP p11 扩大

请和亲人，朋友一起来享受可口的寿司！

回转寿司 大渔亭 西尾店

住所：西尾市盐町18

电话：0563-56-7788

营业时间：11:00～14:00  最终点菜截止13:30

　　　　 17:00～21:30  最终点菜截止21:00

休息日：每星期二休息

可提前预约 MAP p11 扩大

除炸猪排还备有牛排、涮锅。

炸猪排 锦寿司处 菊寿司（kiku寿司）住所：西尾市永吉3-2

电话：0563-57-2205

营业时间：11:30～14:00（最终点菜截

止13:30）

17:00～21:30(最终点菜截止20:45）

休息日：每星期三（每月一次 星期二休息）

可提前预约

MAP p11 扩大

新鲜食材的手握寿司、再加
上天妇罗 日式蒸蛋 饭后甜
品等午餐深受客人的欢迎。

住所：西尾市上町药师前1-10

电话：0563-57-3044

营业时间：10:00～14:00  最终点菜截止13:30

            17:00～22:00  最终点菜截止20:30

休息日：每星期四　

可以提前预约

MAP p11 扩大

西尾的碾茶鳗鱼，蔬菜的小灶锅，还备有其他
日式料理。

日本料理  鱼寅 

住所：西尾市吉良町宫崎上ノ山102

电话：0563-32-2819　无指定定期休息日 

MAP p11  吉良幡豆

可以深深感受大海的民宿。可以享受烧烤与放流挂面（日本
特有的挂面游戏吃法）。由黑猫出迎接客。

尾崎民宿（Osaki）

住所：西尾市吉良町宫崎中道下15

电话：0563-32-3711　无指定定期休息日  

MAP p11  吉良幡豆

三河湾的绝景尽收眼底的度假酒店。
全室皆为海景房。

三河湾霖克斯度假酒店（LINX）

住所：西尾市东幡豆入会山1-287

电话：0563-62-4111　无指定定期休息日    

MAP p11  吉良幡豆

全景皆为海景的疗养度假之地。
欢迎光临绝境壮观的三根山宾馆

三河湾HILLS饭店

住所：西尾市吉良町

宫崎西部田15

电话：0563-32-0238

无指定定期休息日 

MAP p11  吉良幡豆

海水浴场近在咫
尺的海边旅馆

大和旅馆
（Yamato旅馆）

住所：西尾市吉良町宫崎田ノ上15

电话：0563-32-1181 

MAP p11  吉良幡豆

位于可将三河湾尽收眼底
的高台之上。使用斜坡滑车
到达的露天浴池得到一致好
评。

吉良观光宾馆

温泉·天然温泉

温泉·天然温泉 温泉·天然温泉 温泉·天然温泉

温泉·天然温泉

住所：西尾市今川町大城46-3

电话：0563-65-3801

营业时间：11:00～14:30 最终点菜截止14:00

             17:00～21:30 最终点菜截止21:00

休息日：每星期一 　年末年初

关于午餐的预约只限11:00开始的进餐时间

MAP p11 扩大

良心价格提供 请与您的家人以及友人美
味本店的海鲜

帕瓦松（powason）

住所：西尾市寄住町东浦60-9

电话：0563-53-0729

营业时间：11:00～15:00　最终点菜截止14:00

             17:00～24:00　最终点菜截止23:00

休息日：每星期一　 MAP p11 扩大

使用本地食材的食材的美味什锦烧
请享用品尝本店的kiya日式炒面。
同时备有一道道下酒菜。

七福(日式什锦烧）

住所：西尾市吾妻町285-1

电话：0563-57-4148

营业时间：11:30～14:00  最终点菜截止13:30/

　　　　 17:00～21:00  最终点菜截止20:30

休息日：每星期一· 每星期日晚　 可提前预约 MAP p11 扩大

每天午餐是从两种主要料理中来选择，还备有其
他日式料理。

和游膳 山味

住所：西尾市樱木町4-34

电话：0563-57-0998

营业时间：11:30～14:00/17:30～22:00

休息日：每星期三

可提前预约

MAP p11 扩大

旬彩 石川
请一边全身心感受舒服的日
式庭园、一边品尝精心制作
的至品的季节料理。

新鲜诱人的

海产品

热水温泉

不由想吃

吉良温泉

观海景

※三河湾HILLS饭店距离东幡豆站开车15分钟、距离吉良吉田站开车10分钟

三根山

由西尾站出发开车5～15分，或者步行也可到达的餐厅。（拍11）

※平井鳗鱼店距离西尾站步行10分钟、除此之外开车30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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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方屋 东方屋

大浦海水浴场大浦海水浴场
海神位海神位

八剑神社八剑神社

向阳庵向阳庵

佐久岛东港乘船所佐久岛东港乘船所

弁财天弁财天

佐久岛西港乘船所佐久岛西港乘船所

秘密基地阿波罗秘密基地阿波罗

佐久岛庭园佐久岛庭园

弁天岛弁天岛

紫沙滩紫沙滩

海神之分身海神之分身

东港东港

大岛大岛 筒岛筒岛

 西港 西港

海鸥停车场海鸥停车场

北 RIBON北 RIBON

佐久岛社区农园佐久岛社区农园

午休屋午休屋

黑壁部落黑壁部落 大叶邸大叶邸

山茶之路山茶之路

弁天沙龙弁天沙龙

欣赏

浮现于三河湾之上的离岛佐久岛、拥有大自然与自然赐予的慰藉、还有22种艺术之处对您的出迎。请边享受放眼望去的四季盛开的花朵、边聆听鸟儿叫声开始您的艺术郊游。不妨试试在没有红绿灯交替变化街中，让您忘记时间的流逝。时尚美食屋与顶级海产品也是此行郊游绝美的享受。

自名铁西尾站，乘用西尾 ·一色公交车，在「一色鱼市

场，佐久岛行船处」下车（所需时间约30分钟），然后在

乘船处乘船去佐久岛西港或东港。

此处可尽情了解有关佐久岛的事情
开馆时间:9:00～17:00
休息日:12/29～1/3  星期一（如星期一
是节日时在接下来的一般日休息）7～8月
无休息日

※乘船时刻表、佐久岛活动信息、请参考佐久岛公式网页。

※●涂粉红色圆圈的时刻是可以转乘名铁公交车的

※ 由于天气恶劣等原因可能出现取消船运或船运时刻变更

情况

☆秋季活动时 由吉良宫崎港有船出航

要找到你

满意的作

品哟

弁天沙龙

海鸥停车场

秘密基地阿波罗
大叶邸 

海神分身

紫色沙滩 新古海岸

午休之屋

弁天岛

海神之位

1

1

6

8

9

32

4

4

9

6

11
7

10

10
11

5

3

8

5

在佐久岛停船处有更详细的旅游指南，请务必确认！
请尽情享受艺术郊游与佛法传播！

旅行指南

更详细说

明！

在西尾旅游问询处租车到处转转（丰田租车）

佐久岛 （艺术与自然）
看看这里吧！

野山茶花街道树排列
着 山茶花之路每年3～

4月可供观赏

每年春季从午休之屋一眼望去到处绽
放日本野生萝卜花、充满着春日烂漫

好评口传

最具人气！
一眼望去的
海鸥是此处
绝佳景色！

黑壁部落
2

夕阳西下壮
观绝景

照片

详情请
见此处

去佐久岛方法

请使用便利出租
自行车

在西港、东港卖店可以租到（非免费）
※台数有限、按照先后顺序

询问处

【有关佐久岛乘船之事】 西尾市佐久岛振兴课 0563-72-9607

【有关运行状况】 去佐久岛方向乘船处 0563-72-8284

东方之屋

7

绝品美食！请尽情享
受大蛤蜊盖浇饭

有关抹茶的看·喝·吃··买的名处
在西尾站的西尾旅游问询处租自行车到处转转！

（一天 500 日元 9 ：30 ～ 16 ：00  不可预约）

西尾站(西尾旅游问询处)
▼ 骑自行车约需15分钟

实相寺
▼ 骑自行车约需5分钟

P3 稻荷山茶园公园
▼ 骑自行车约需10分钟

P3

红树院
▼ 骑自行车约需5分钟

P3

茶屋
▼ 骑自行车约需10分钟

P3

西尾站(西尾旅游问询处)
▼ 骑自行车约需5分钟

西尾站出发到达
（所要时间 ：骑自行车约需 3 个小时）

西尾市历史公园 P10

旧近卫邸 P8・10
可以喝到抹茶。（附有和式点心）

   抹茶RABO·抹茶甜点 P7

有关西尾有名景点的介绍
体验西尾和
西尾街道美食景点

▼ 开车约需15分钟

▼ 开车约需20分钟

King Farm摘草莓　12月〜5月　　 P9

▼ 开车约需10分～45分钟

　　　　　　西尾海鲜午餐 P12、13

华严寺的沉思冥想 P9

▼ 开车约需20分钟

西尾站

　在茶屋可以体验抹茶、美食抹茶甜点、也可购物

　　大酱展园HATOYA  参观酱仓
▼ 开车约需10分钟

▼ 开车约需10分～30分钟

P3、6〜8

P9

西尾站

西尾站出发到达（所需要时间大约5小时）

艺术!岛上很多猫咪！喜欢猫咪的你 一定好兴奋

从一色港
乘船约需
20分钟

好评口传

■定期时间表（每天7次往返）

去佐久岛方向 一色港出发

去一色方向 东港出发 西港出发

06:30 07:00 07:07

07:40 08:30 08:37

09:30 10:10 10:17

11:30 12:30 12:37

13:40 14:50 14:57

15:50 17:15 17:22

17:50 18:20 18:27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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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尾

音羽蒲郡高速
公路入口处

丰桥

丰川高速公路入口处

至东京方面

伊勢湾海岸线道路

蒲郡

碧南

吉良吉田

佐久岛

新安城

东冈崎

国道1号线

国道23号线

名古屋铁路名古屋干线

东海新干线干线

三河湾

一色

吉良幡豆

渥美半岛

大府高速公路入口处

三河安城

名古屋

知立

丰明高速
公路入口处

东名三好高速
公路入口处

名古屋高速
公路入口处

至京都·
大阪方向

至三重 方向

东名高速公路

东海环状线

新东名高速公路

至东京方面

半田高速
公路入口处

半田中央高速
公路合流处

中部国际机场

丰田高速公路入口处

丰田东高速公路合流处

丰明高速
公路入口处

丰田南高速公路入口处

JR东
海
铁
路
干
线

名古屋铁道
西尾线

名古屋铁道
蒲郡线

衣浦海底
隧道

知多半岛道路

冈崎高速公路入口处

2021年3月·现在

西尾抹茶英文网页

Please SHARE!!

交　通

ご利用交通機関

西尾周边网状结构铁路线

来自关
西地区

来自关
东地区

大阪站 名古屋站

东京站 丰桥站

蒲郡站 吉良吉田站

新安城站
西
尾
站

JR

JR

JR

名铁线（名古屋铁道）

名铁线

名铁线

普通12分

JR

名铁线本线

特急27分

普通30分

急行18分

普通23分

特急车6分
急行车6分

特急18分
急行24分

特急21分

去岐阜方面

去东京
方面

去大阪方面

名铁线
名古屋站

神宫
前站

中部国际
机场站

新安城
站

西尾站
蒲郡站

吉良
吉田站

丰桥站

  乘坐电车去

●自名铁线名古屋站至吉良吉田大约需要50分钟
● 自名铁线蒲郡站至吉良吉田换乘约需45分钟

ご利用交通機関

西尾周边网状结构铁路线

来自关
西地区

来自关
东地区

大阪站 名古屋站

东京站 丰桥站

蒲郡站 吉良吉田站

新安城站
西
尾
站

JR

JR

JR

名铁线（名古屋铁道）

名铁线

名铁线

普通12分

JR

名铁线本线

特急27分

普通30分

急行18分

普通23分

特急车6分
急行车6分

特急18分
急行24分

特急21分

去岐阜方面

去东京
方面

去大阪方面

名铁线
名古屋站

神宫
前站

中部国际
机场站

新安城
站

西尾站
蒲郡站

吉良
吉田站

丰桥站

  坐车去
●自东名高速公路冈崎高速公路入口处约需45分钟 

● 自东名高速公路音羽蒲郡高速公路入口处约需40

分钟

● 自伊势湾海岸线路丰田南高速公路入口处约需40

分钟

●自知多半岛线路半天高速公路入口处约需30分钟

◎咨询·申请处  西尾旅游观光服务处 
　电话 0563—57—7840　传真  0563—57—2261

西尾旅游观光租车服务
TOYOTA丰田租车
[使用车种]  Vitz  Passo类
（小型汽车 定员5位） 
[时间] 9:30～19:30 (返还车) 
[费用] 每辆车5000日元 

※包括加油费  ※每增加一天需付5000日元（未包括消费税）外加

自行车Ma Qiang号

电动自行车
[时间] 9:30～16:00
[费用] 3小时以内300日元　超过3小时 500日元

祝西尾之旅愉快 !! 西尾市观光

西尾旅游服务处
（西尾站西侧  西尾聚会大厅建筑内1楼）　◆9:30～16:30

请任意咨询有关西尾市内观光自行车（非免费9:30～16:00）等
移动工具、以及住宿饮食等问题。 

电话 ：0563-57-7840
休息日 ： 年末年初

地点 ：西尾市花木町 4 丁目 64 番地

西尾会议大厅·西尾 ACCESS IN  HOTEL

（入口） （小卖部） （所入建筑）

有免费Wi-Fi

  市内公共汽车路线
●六万石环转公共汽车
　市内街道主要线路·东转方向·西转方向　车票200日元  

●名铁线东部交通公共汽车
●ⅠQｉａｎｇ一色公共汽车
　一色地区交流公共汽车　车票200日元

●Friend友好公共汽车
　连接名铁线吉良吉田站和碧南站的公共汽车

※详细地图请参考第11页。

　　

西尾市观光

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