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外投注处(WINS)
WINS 札幌
地址:
A 馆: 日本北海道札幌市中央区南 3 条西 4-3 邮编 060-0063
B 馆: 日本北海道札幌市中央区南 2 条西 5-20 邮编 060-0062
交通:
A 馆:
・从地铁南北线或市内电车的芒草野（Susukino）站步行，
约需 2 分钟（从地铁芒草野（Susukino）站有地道直通）
・从地铁东西线的大通站步行，约需 5 分钟
・从市内电车的西 4 丁目站步行，约需 4 分钟
B 馆:
・从地铁南北线或市内电车的芒草野（Susukino）站步
行，约需 4 分钟
・从地铁东西线的大通站步行，约需 5 分钟
・从市内电车的西 4 丁目站步行，约需 4 分钟

WINS 钏路
地址:
日本北海道钏路郡钏路町中央 2-5 邮编 088-0606
交通:
・距 JR 根室本线的钏路站约 15 分钟车程
・从 JR 根室本线的钏路站乘坐钏路巴士，在“场外发卖所前
（场外投注处前）”站下车。
・从 JR 根室本线的东钏路站步行，约需 25 分钟

WINS 津轻
地址:
日本青森县南津轻郡田舍馆村大字高樋字大曲 7-1 邮编 0381111
交通:
・距东北高速公路的黑石出口约 5 分钟车程
・从弘南线铁道弘南线的田舍馆站步行约需 15 分钟
・距弘前市内约 20 分钟车程

WINS 新白河
地址:
日本福岛县西白河郡西乡村大字小田仓字山 50 番地 邮编 9618061
交通:
・从 JR 东北本线或东北新干线的新白河站西口（高原口）步行，
约需 5 分钟。面向车站方向靠右走，有通往 WINS 新白河投注处
的通道。从新白河站到 WINS 新白河投注处步行约需５分钟。
・距东北高速公路的白河出口约 5 分钟车程

横手场外
地址:
日本秋田县横手市安田字向田 201 邮编 013-0043 TELETRAC
横手（由岩手县赛马工会运营）内
交通:
・距 JR 奥羽本线的横手站约 10 分钟车程
・距秋田高速公路的横手出口约 3 分钟车程

WINS 银座
地址:
日本东京都中央区银座 2-10-13 邮编 104-0061
交通:
・从 JR 的有乐町站步行，约需 8 分钟
・从东京地铁日比谷线或都营浅草线的东银座站步行，约续 3 分
钟
・从东京地铁银座线的银座站步行，约需 3 分钟
・从东京地铁有乐町线的银座一丁目站步行，约需 3 分钟

WINS 锦丝町
地址:
西馆: 日本东京都墨田区江东桥 2-11-7 邮编 130-0022
东馆 : 日本东京都墨田区江东桥 3-8-2 邮编 130-0022
交通:
西馆·东馆:
・从 JR 总武线或东京地铁半蔵门线的锦丝町站步行，约 3 分钟

WINS 浅草
地址:
日本东京都台东区浅草 2-8-6 邮编 111-0032
交通:
・从筑波特快的浅草站步行，约 2 分钟
・东京地铁银座线、东武伊势崎线的浅草站步行，约 7 分钟
・从都营浅草线的浅草站步行，约 8 分

WINS 汐留
地址:
日本东京都港区东新桥 2-18-1 邮编 105-0021
交通:
・从 JR、东京地铁银座线、都营浅草线或赤味鸥（Yurikamome）
线的新桥站步行，约 8 分钟
・从都营大江户线、或赤味鸥（Yurikamome）线的汐留站步行，
约 8 分钟

WINS 新宿
地址:
日本东京都新宿区新宿 4-2-11 邮编 160-0022
交通:
・从 JR 的新宿站南口步行，约 3 分钟
・从东京地铁丸之内线或都营新宿线的新宿三丁目站步行，约 3
分钟
・从都营大江户线或都营新宿线的新宿站步行，约 8 分钟

WINS 涩谷
地址:
日本东京都涩谷区涩谷 3-12-10 邮编 150-0002
交通:
・从 JR 的涩谷站新南口步行，约 3 分钟
・从东急东横线或东京地铁银座线、半蔵门线的涩谷站步行，约
5 分钟

WINS 后乐园
地址:
日本东京都文京区后乐 1-3-61 邮编 112-0004
交通:
・从 JR 总武线的水道桥站步行，约 1 分钟
・从都营地铁三田线的水道桥站步行，约 3 分钟
・从东京地铁丸之内线或南北线的后乐园站步行，约 4 分钟
・从都营地铁大江户线的春日站步行，约 6 分

WINS 立川
地址:
A 馆: 日本东京都立川市锦町 1-3-6 邮编 190-0022
B 馆: 日本东京都立川市锦町 1-3-18 邮编 190-0022
交通:
A 馆·B 馆:
・JR 中央线、南武线或青梅线的立川站（南口）步行，约 3 分钟
・从多摩都市轻轨的立川南站步行，约 3 分钟

EXCEL 田无 (会员制)
地址:
日本东京都西东京市田无町 2-1-1 LIVIN 田无大楼 6 楼 邮编 1880011
交通:
・从西武新宿线的田无站步行，约 1 分钟（有人行平台直通站）

WINS 横滨
地址:
A 馆: 日本神奈川县横滨市中区宫川町 3-70 邮编 231-0065
交通:
・从 JR 根岸线或横滨市营地铁的樱木町站步行，约 8 分钟
・从京浜急行线的日出町站步，约 3 分钟

WINS 新横滨
地址:
日本神奈川县横滨市港北区新横滨 2-15-7 邮编 222-0033
交通:
・从新横滨车站（JR 东海道新干线·JR 东日本横滨线）步行约 5
分
・从横滨市营地铁新横滨车站 8 号出口步行约 1 分

EXCEL 伊势佐木
(按当日到达顺序限制人数的收费观战室)
地址:
日本神奈川县横滨市中区伊势佐木町 1-7-1 横滨松坂屋西馆 邮
编 231-0045
交通:
・从 JR 根岸线或横滨市营地铁的关内站步行，约 5 分钟
・从 WINS 横滨投注处步行，约 10 分钟

WINS 石和
地址:
日本山梨县笛吹市石和町窪中岛 1017-1 邮编 406-0036
交通:
・距 JR 中央线的石和温泉站约 5 分车程；步行约需 20 分钟
・从中央高速公路一宫御坂出口下高速后，沿国道 20 号线（甲府
侧道）向甲府方向行驶约 15 分钟

EXCEL 滨松
(以当日入场先后为序采取收费定员制)
住址:
日本静冈县滨松市中区锻冶町 1-2 锻冶广场 4F 邮编 430-0933
交通:
・从 JR 滨松站步行 3 分钟
・从远铁新滨松站步行 1 分钟

WINS 名古屋
地址:
日本爱知县名古屋市中川区尾头桥 1-1-47 邮编 454-0012
交通:
・从 JR 东海道本线的尾头桥（WINS 名古屋前）站步行，约 5 分
钟
・从 JR 中央线、名铁本线、地铁名城线或地铁 4 号线的金山综
合站步行，约 10 分钟

WINS 京都
地址:
日本京都府京都市东山区大和大路大街四条下ル 4 丁目小松町 1
邮编 605-0811
交通:
・从京阪电铁的四条站步行，约 10 分钟
・从阪急电铁的河原町站步行，约 12 分钟
・从京都站乘坐京都市巴士 206 系统，在东山安井下车，然后步
行约 10 分钟

WINS 难波
地址:
日本大阪府大阪市浪速区难波中 2-10-70 邮编 556-0011
交通:
・从南海电铁的难波站步行，约 3 分钟（有地道直通）
・从地铁御堂筋线、四桥线或千日前线的难波站步行，约 5 分钟
（有地道直通）
・从近铁的难波站步行，约 8 分钟
・从 JR 关西本线的难波站步行，约 10 分钟

WINS 道顿堀
地址:
日本大阪府大阪市中央区道顿堀 1-3-3 邮编 542-0071
交通:
・从地铁千日前线、堺筋线或近铁难波线的日本桥站步行，约 5
分钟
・从地铁千日前线或御堂筋线的难波站、近铁难波线的难波站
步行,约 10 分钟

WINS 梅田
地址:
A 馆: 日本大阪府大阪市北区芝田 2-1-16 邮编 530-0012
B 馆: 日本大阪府大阪市北区芝田 2-2-33 邮编 530-0012
交通:
A 馆·B 馆:
・从 JR 大阪站步行,约 5 分钟
・从阪急电铁或地铁御堂筋线的梅田站步行,约 3 分

WINS 神户
地址:
A 馆: 日本兵庫县神户市中央区元町通 2-10-2 邮编 650-0022
B 馆: 日本兵庫县神户市中央区元町通 3-7-1 邮编 650-0022
交通:
A 馆:
・从 JR 神户线或阪神电铁的元町站步行,约 1 分钟
・从地铁海岸线的港口元町站东出口步行,约 5 分钟
・从地铁西神山手线的“县府前”站步行,约 5 分钟

B 馆:
・从神户市营地铁海岸线的港口元町站东出口步行,约 2 分钟
・从 JR 神户线、阪神电铁的元町站步行,约 5 分钟
・从神户高速铁道的花隈站步行,约 5 分钟

姫路场外
地址:
日本兵库县姫路市广峰 2-7-80 邮编 670-0882 姫路赛马场（兵
库县赛马工会）内
交通:
・距 JR 姫路站约 15 分钟车程
・从 JR 姫路站乘坐“经国立医院开往姫路独协大学”的神姫巴士
约 15 分钟，在“赛马场前”站下车
・距山阳自动车道的姫路东出口约 30 分钟

WINS 广岛
地址:
日本广岛县广岛市南区的场町 1-1-8 邮编 732-0824
交通:
・从 JR 山阳本线的广岛站步行，约 3 分钟
・从广岛电铁本线的的场町站步行，约 1 分钟

WINS 米子
地址:
日本鸟取县米子市大崎 3602-3 邮编 683-0104
交通:
・从 JR 境线的和田浜站步行，约 25 分钟
・距 JR 米子站约 20 分钟车程
・经内浜产业公路（县道 47 号线）约 11km

WINS 高松
地址:
日本香川县高松市田村町字中川原 426-3 邮编 761-8057
交通:
・从 JR 予讃本线高松站的 13 号车站乘坐免费接送巴士约 20 分
钟
・从 JR 予讃本线高松站乘坐琴电（Kotoden）巴士，在“桥诘”
站下车后，步行约 7 分钟
・距高松机场约 30 分钟车程

WINS 佐世保
地址:
日本长崎县佐世保市豪斯坦博斯（荷兰村）町 8 番 6 邮编 8593243
交通:
・距 JR 的佐世保站约 25 分钟车程
・距西九州高速公路大塔出口约 15 分钟车程
・从 JR 大村线的豪斯坦博斯（荷兰村）站有免费巴士接送
・从佐世保巴士中心（JR 佐世保站前）有免费巴士接送

WINS 小郡
地址:
日本山口县山口市小郡上乡 5360 邮编 754-0001
交通:
火车:
・距 JR 山口线仁保津站约 1.5km（步行约 20 分钟）
・距 JR 山阳本线新山口站约 5km（开车约 10 分钟）
车程:
・经中国自动车道朝山口方向行驶, 在小郡出口下高速后行约 1km
・距山口市内约 20 分钟

WINS 八代
地址:
日本熊本县八代市日奈久平成町 1-13 邮编 869-5138
交通:
・距南九州自动车道(西转方向)日奈久高速公路出入口 1 分钟。
・有从 JR 八代车站发车的直达车(九州产交巴士) ※只有举办赛
事的日子运行。
・从肥萨橘子铁道日奈久温泉站步行 25 分钟左右。

EXCEL 博多
(按当日到达顺序限制人数的收费观战室)
地址:
日本福冈县福冈市博多区中洲 3 丁目 7 番地 24 号 Gate’s Bldg. 4
楼 邮编 810-0801
交通:
・与福冈市营地铁「中洲川端站」4 号出口直接连接

宫崎场外
(采取使用者登记制)
住址:
日本宫崎县宫崎市花之岛町大原 2347 邮编 880-0036

盛冈赛马场
地址:
日本岩手县盛冈市新庄字上八木田 10 邮编 020-0803

水泽赛马场
地址:
日本岩手县奥州市水泽区姉体町阿久户 1-2 邮编 023-0831

佐贺赛马场
地址:
日本佐贺县鸟栖市江岛町字西谷 3256-228 邮编 841-007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