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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川特有的
独特民宿
石川特有的
独特民宿

春兰之里共有40栋农家民宿，由一
个窗口统一接受预约。人数众多也

没问题。

所有民宿每天只接待一组顾客，只有

一个人那就由您包场。您会受到热情

的款待，就像去亲戚家做客一样。就

算是团队旅行，大家在一起用完餐后,

可以回到各自的寄宿家庭放松休息。

特集

◆ 费用
 （一晚二餐·人均费用）

14,580日元（1人入住时）
12,420日元（2人入住时）
10,260日元（3人入住时）

您可以住在日本传统的房屋，所有民居都有

日式地炉、粗横梁、榻榻米和隔扇。

◆ 交通指南
能登町宫地·鲑尾地区

从金泽站乘轮岛·珠洲·珠洲宇出津特急巴士1小时50分，
在“穴水此木”下车（有接送）

◆ 问询
http://shunran.info/index-CH.html 

秋天可以去体验挖红薯或

采蘑菇等，每个季节都有

应季的农家体验活动。

～体验日本乡村生活～农家民宿

“春兰之里”
里山，绵延在石川县北部能登半岛

山间，自然丰饶，生活传统。恬静

的田园风光，40栋传统民居点缀其

间，外国游客同样欢迎。一起去享

受当地热情款待，欢度能登独特的

乡村时光吧。

40栋民居群

有日式地炉的
传统日本民居

1日1组顾客

各个季节的
体验活动

您能享用到由当地食材制作

的手工乡土料理，并且是盛

放在美丽的传统工艺品轮岛

漆器里哦。

盛在传统
工艺品
轮岛漆器里的
精致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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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家民宿·寺院宿坊～

石川县观光战略推进部国际观光课发行



既有参禅，真正的禅修行体验，从早

上4点左右开始坐禅；也有借宿，应您
的需求也可坐禅。早上5点的早课,住
宿者全员需参加。

在僧侣们实际坐禅的“坐禅堂”，

可以进行坐禅体验。

可以品尝不使用肉、鱼，

以蔬菜、豆腐、谷类为中心的斋菜。 

有一位会说英语和德语的僧侣，您可以

听到更深奥的关于真正的禅的内容。

真正的修行体验

坐禅·斋菜

在广阔的寺院内，有几栋历史

建筑，可以四处转转看看。

※有部分建筑正在修缮当中。

 （预计2021年春季完工）

被岩山与洞窟所环绕，自然丰富的那谷寺。圆行山处在那谷

寺与日本三名山之一的白山之间，“生云”就在其山顶。极

目远眺一片绿色，在感受大自然伟大的同时，度过一段治愈

的时光吧。

住宿者可以参加日本古老的

祈愿仪式“火祭典”，祈祷

无病无灾。日本只有在生云

可以体验到火祭典，是非常

珍贵的体验。

眺望大窗户外壮丽的景色，写经、冥想，

您可以自由享用生云那沉稳静寂的空间。

生云是眺望白山、日本海、金泽、能登

半岛的极佳位置。清晨被从白山升起的

朝阳和野鸟的啼声唤醒，傍晚欣赏沉入

日本海的夕阳。

会说英语的
德国僧侣

处于大自然环抱中的山顶民宿

那谷寺“生云”

特色

特色
火祭典

写经、冥想

绝美景色

寺院宿坊是什么？
寺庙、神社的住宿设施。本来只供僧侣和参拜者住
宿，现在普通游客也可以住宿，特色各种各样。

◆ 费用（一晚二餐·人均费用）
6500日元（含门票（400日元）和
坐禅体验 （600日元））
※可以只参观，或只进行坐禅体验

◆ 交通指南
轮岛市门前町（从金泽站开车约2小时）

◆ 其他
接受团队（最多30人左右）（需商量）

◆ 问询
Tel：0768-42-0005  
E-mail：soin.geppert@gmail.com
 （联系人：Geppert昭元）

～接触佛教和神道的世界，平日所没有的珍贵体验～寺院宿坊

那谷寺的红叶也是绝美景色

http://www.natadera.com/CN/ 

◆ 费用
 （一晚二餐·人均费用）

20000日元（含火祭典、写经、那谷寺门票）
◆ 交通指南
小松市那谷町

 （从金泽站乘特急电车25分钟，在加贺温泉站下车，
从加贺温泉站开车约40分钟）
※从加贺温泉站、那谷寺有车接送（需预约）

◆ 其他
冬季（12月中旬到次年3月中旬）闭馆館

◆ 咨询
http://www.ikumo-hakusan.jp/

有悠久历史的曹洞宗寺庙“总持寺祖院”，禅之心流传

到现在。这座总持寺祖院内有宿坊，可以与在此修行的

约20位修行僧共同度过一天。在禅的故里，体验真正的

禅吧。

在有约700年历史的曹洞宗
体验真正的“禅”

 “总持寺祖院 宿坊”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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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信息

位于在能登半岛尽头的珠州市去年秋天举办了传统文化与现代美术

交相辉映的艺术庆典——奥能登国际艺术节2017，其部分作品，现
在也可以欣赏到啦。

作为能登的传统祭典，人们抬着被称为“切子”的巨大御神灯，气势威
武地结队缓行。轮岛切子灯笼会馆里排列着大大小小各式各样的切子

灯笼30个以上，馆内还会播放笛声、太鼓等声音，让人如临其境。

◆ 开馆时间

◆ 门票

◆ 交通指南

8:00～17:00
个人620日元，团队（20人以上）440日元
轮岛市Marine Town
 （从金泽站乘特急巴士约2小时，在轮岛Marine Town
下车）

作品名：运时而来的船
作家：盐田千春（日本/德国）
※只供20人以上的团队参观（需提前预约）

◆ 地点
珠洲市（从金泽站乘特急巴士约2小时50分钟）
还有其他可供欣赏的东西

◆ 咨询
奥能登国际艺术节执行委员会事务局（珠洲市政府企划财政课）

Tel:0768-82-7720 E-mail:info@oku-noto.jp

◆ 开园时间

間

◆ 营业时间

◆ 费用

◆ 交通指南

葡萄采摘（至10月末）
苹果采摘（10月至12月）
9:00～17:00
葡萄采摘（1500日元～1600日元）
苹果采摘（1500日元）
加贺市丰町

（从金泽站乘电车25分钟，在加贺温泉站下车，
再乘加贺CANBUS 30分钟，在加贺水果乐园下车

用在当地收获的荞麦粉制作面条，并能当

场食用。9月末可以欣赏盛开的荞麦花。

◆ 费用

◆ 所需时间

◆ 交通指南

◆ 其他

1钵2000日元（最多4人）
体验费500日元，试吃费100日元
1小时
白山市三屋野町

（从金泽站开车60分钟）
可接受团队、需预约

金泽东急大饭店新开设了Club 
Lounge，这一优雅的放松空
间，只有住在酒店的人可以利

用。在隐喻金泽丰富的自然山

水的同时，还有种植着黑松的

庭园，与兼六园的唐崎松相呼

应，展示着活跃在石川县的工

艺作家的作品，礼宾部工作人

员的贴心服务，使用北陆地区

餐具和食材的早餐，您可以在

这里度过悠闲的时光。

现在可以欣赏并体验由金泽三茶屋街的艺妓表演的

传统舞蹈和太鼓等特别公演。传统文化丰富的金

泽，去体验一下日本文化吧。

2018年10月10日～2019年3月22日期间，共30次
10月10,11,15,17,29日　　11月17,19,21,26,28日
※其他日程请看此处

http://www.pref.ishikawa.lg.jp/muse/event/geigi2015_10.html
14:00～15:00
石川县立音乐堂 和室
（金泽市昭和町）

从金泽站徒步1分钟
50人左右（按报名先后顺序）
个人1000日元
团队（15人以上）800日元
艺妓技能向上实行委员会

（石川县文化振兴课内）

E-mail: 
dentoubunka@pref.ishikawa.lg.jp

◆ 日程

◆ 会场

◆ 人数

◆ 费用

◆ 预约

奥能登国际艺术节常设作品

巨大切子灯笼林立的“轮岛切子灯笼会馆”

可以当场食用自己
采摘的水果
 “加贺水果乐园”

擀荞麦面条体验
“NIWAKA工房”

感受金泽文化的CLUB LOUNGE诞生

金泽艺妓之舞

秋季活动信息

作品名：Something Else is Possible 其他可能
作者：Tobias Rehberger（德国）

艺术

食

http://www.niwakakoubou.jp/contents/make/index.htmlhttp://www.furulan.com/chn/

金泽东急大饭店（金泽市香林坊）
https://www.tokyuhotelsjapan.com/global/zh-CHS/kanazawa-h/ 

http://wajima-kirik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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