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由乘降区间 ( 德岛 / 室户 / 高知自由周游区间 ) 以及可以利用的交通机关

·四国旅客铁道（JR 四国）        从德岛到海部区间以及从后免到高知区间的慢车普通自由席

·阿佐海岸铁路                                从海部到甲浦之间慢车的普通自由席

·高知东部交通                              甲浦岸壁～甲浦站～奈半利站～安芸营业所区间的公共汽车（高速巴士除外）

·土佐黑潮铁路                                奈半利～安芸～后免区间的快车 /慢车的普通自由席

55利用期限  
到 2020 年
3月 31 日

※发售至 2020 年 3月 29 日
出发为止的车票

ご利用期間  2019 年 4 月 1日～ 2020 年 3月 31 日

     年        月       日
～３日間有効

ご利用開始日をご記入ください。
乗 車 券

德岛  ⇌  室户  ⇌  高知
徳 島                            室 戸                             高 知

沿着德岛～室户～高知的55号国道区间的铁道和
高知东部交通巴士可以自由上下车的车票

四国右下角
55自由套票
四国右下角
55自由套票55

 ５,０００ ５,０００
日元日元儿童半额儿童半额

儿童的价格适用于6周岁～11周岁儿童的价格适用于6周岁～11周岁

可以连续３天
自由上下车
可以连续３天
自由上下车

四国旅客铁道（JR四国）
阿佐海岸铁路   
高知东部交通
土佐黑潮铁路

利用时⋯  
· 乘坐特快列车和绿色车厢、指定席等时、请另外加购相应的座位票。
· 列车等乘车后、车票过了有效期限时、只要中途不下车、在到达该列车等的
     自由乘降区间内的终点站为止、均为有效。

关于购买车票

                         在四国旅客铁道（JR 四国）站等可以在出发日的提前一个月购买车票。
     发售站       JR 四国站的绿色窗口 , Warp 支店 , 站前Warp Plaza 以及在四国主要的旅行公司
                         土佐黑潮铁路以及阿佐海岸铁路发售的 [ 四国右下角 55自由套票 ] 可以不指定利用日期。
     发售站       土佐黑潮铁路（安芸站 , 奈半利站 , 野市站） , 阿佐海岸铁路（宍喰站）

示 范
土佐黑潮铁路/阿佐海岸铁路发售
[四国右下角55自由套票]

有关此票的查询⋯
只对应日语  
  土佐黑潮铁路股份有限公司/安芸站  电话：0887-34-8800 （5:30-21:00）
  阿佐海岸铁路股份有限公司/总公司  电话：0884-76-3701（平日9:00-17:30）

JR四国電話案内センター  Tel.(0570)00-4592
し こ く に

8：00～20：00（年中無休）
（通話料がかかります） 

※お忘れ物や列車の運行状況については、駅にお問い合わせください。
※お客様がお使いの電話回線の種類によりご利用いただけない場合があります。

列車の発着時刻、運賃・料金、JR四国で発売している「鉄道企画商品」
お問い合わせ内容お問い合わせ内容

只对应日语

铁铁路,巴士

【简体字】

http://asatetu.com/
shikokumigishita/

日和佐日和佐

阿南阿南

德岛德岛
徳島徳島

阿南阿南

日和佐日和佐牟岐牟岐

海部海部

宍喰宍喰

甲浦甲浦

室戸岬室戸岬

奈半利奈半利

安芸安芸

後免後免高知高知
高知高知 后免后免

安芸安芸

奈半利奈半利

宍喰宍喰

海部海部

牟岐牟岐

室户岬室户岬

甲浦甲浦



值得推荐的沿线观光景点 【简体字】

牛岐城趾公園（阿南市） 

以前也有被称呼为别名[富岡城]的城,以城附近一带作为繁
华的城下町而昌盛一时。现在作为居民的消闲之地而被使
用,从绚丽的LED灯光效果装饰的展望台上可以瞭望到整个
阿南市全景。到了春季，染井吉野樱花铺满城山，景色壮
观，作为名胜古迹广为人知。

牛岐城趾公园（阿南市）

距离阿南站
大约 850 米

薬王寺（美波町）
药王寺 ( 美波町 )

四国八十八所灵地的第23号札所。在陡坡的石阶上可献
上香钱参拜，据说这样做可以消除灾难或避免灾难的发
生。作为消灾弭祸的寺院而广为人知。在日和佐站附近
的"道之站"的"巡礼之地"，还精心准备"温泉泡脚"过路休
息的地方,充分让人感受盛情的接待。

出羽島（牟岐町）
出羽岛（牟岐町）

这里有自然保护植物野生白玉藻池塘，左右四周只有
4km之长的小岛。虽然只有差不多70人左右在这里生活，
确不见一台车辆行走。沿着散步道环绕一周，可以一边
体会大自然的气息，一边在悠然自得的时光流逝中尽享
"岛上时光 "。

海洋自然博物館マリンジャム（海陽町）
海洋自然博物馆 Marine jam（海阳町）

海底观光船BlueMarine号的海中展望室中可以观赏到竹岛
海域公园美丽壮观的珊瑚和色彩缤纷的热带鱼。使馆内再
现了竹岛之海【岛上迷你水族馆】的自然画面。到了夏季
还可以体验海皮艇和浮潜。是比较人气的旅游景点。

海の駅  東洋町（東洋町）
海之站 东洋町（东洋町）

むろと廃校水族館（室戸市）
室户废校水族馆 ( 室户市 )

为您提供当地的特产品和现摘的新鲜蔬菜应有尽有!说
到海产品要的就是新鲜感和味美价廉!在这购买的生鱼
片还可以在店内设置的餐厅里吃,无论是观光的游客或
是当地居民都称赞不已!这里的椪柑冰淇淋也非常受人
们的喜爱。

是旧椎名小学改修后被再利用的水族馆。校舍内约设有50种水
槽,在这里能够观赏到上千条鱼游来游去。在露天浴池里有被
套在当地固定网上的鲨鱼和海龟正悠然自得地在水中漫步。使
人怀念的校园桌椅仍保持着原来的样子,巧妙地利用校园設施
来为人们展现的这种方式正是废校水族馆才有的魅力。

室戸世界ジオパークセンター（室戸市）
室户世界地质公园中心（室户市）

有繁茂的亚热带树林和海岸植物,可以一边感受天地灵气
一边眺望雄伟壮观的地势形态。室户面向太平洋,耸立着
许多奇岩怪石,留下了这里曾被空海大师作为修行悟道之
处等传说,还可以体会到室户美丽富饶的大地和多姿多彩
的自然文化。

室戸ドルフィンセンター（室戸市）
室户海豚中心（室户市）

一边沐浴在四处飞溅的水花中,一边触摸海豚的肌肤,与
聪明伶俐的海豚玩耍指令游戏,以至近的距离尽情观赏
海豚活力的跳跃,使在场观众无论是大人或小孩儿都兴
奋不已。在海水中和海豚一起潜水也非常受欢迎。

奈半利町並み（奈半利町）
奈半利街（奈半利町）

13处37件被登陆为有形文化财产,主要以传统的建筑物沿
着旧道被存留至今，当时被建造的样子还完好如初。全
部路程徒步只需两个小时轻松逛完。带着观光手册边在
街中自由漫步,边享受轻松自在的悠闲时光。

伊尾木洞（安芸市）
伊尾木洞（安芸市）

神秘的能量聚合地。在距今300万年前,经过地层隆起被
波浪冲击后所形成的海食洞。沿着伊尾木川的山谷穿过
洞穴,有被蕨类植物覆盖得密密麻麻的岩壁,犹如梦幻般的
世界。阳光通过树叶被照耀进来,真是充满绿色世界的秘
境之地。

旅途相关链接 自行车出租情报
·道之站 [日和佐 ]
·宍喰站
·甲浦站（9:00-14:00）
· 室户世界地质公园中心

·奈半利站物産馆 [ 无花果 ]
·道之站 [ 田野站屋 ]
·安田町文化中心
·安芸站 JIBASAN 市场
·野市站

VISIT KOCHI
(简体字)

Discover Tokushima
(简体字)

Information map 
around the station

(日语)

Tourism Shikoku
(简体字)

Access Kochi
(日语)

▼ 四国 ▼ 德岛 

▼ 高知▼ 高知

距离日和佐站
大约 300 米

从牟岐站到联
络船码头
600 米

距离宍喰站
大约 3.7 千米

距离甲浦站
大约 1千米

室户废校
水族馆前公交站

附近

室户世界地质公
园中心巴士公交
站附近即是

距离室户营业所
巴士公交站
大约 700 米

奈半利站
附近

距离伊尾木站
大约 700 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