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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季推荐信息
推荐活动

说到日本春天的风物
诗，就数“樱花”了。
下面为您介绍能够充
分享受石川春天风景
的景点。

金泽城、兼六园
开花时期

Anamizu Wakuraonsen
和倉温泉駅
穴水駅
Nanao
七尾駅
3
Noetsu Expressway
能越自動車道

JR
Nanao Hokuriku Shinkansen
北陸新幹線
Line
JR七尾線

Noto Satoyama Kaido (Free)
のと里山海道

春季号

6

2

Shirakawa-Go IC
白川郷IC

Komatsu
小松駅

JR Hokuriku
Line
JR北陸本線

金泽

1

4

Komatsu Airport
小松空港
Kaga Onsen
加賀温泉駅
Kaga IC
加賀IC

Kanazawa
金沢駅

4月上旬～中旬

专 栏

便当文化

便当作为日本饮食文化的一种扎根下来,有使
用当季食材的手工便当、车站便当等。在作
为石川县玄关口的金泽站也能买到各种各样

作为日本三大名园的“兼六园”和城下

的便当。在乘电车之前买好便当，在电车里

町象征的“金泽城”中，各有400株樱

享用便当也是日本文化的乐趣之一。另外，
日本人春天会带上便当去赏花。以下3个景点

花盛放。另外，配合开花时间，将举行

是石川县内可以带便当赏花的景点。

为期一周的免费开园(2019年为4月5日～
4月11日)和亮化 (18:00～)活动。

交通方式

利家御前（便当
品牌）将历代藩主
在城堡宴席上的菜单
整理成现代风格

从金泽站乘坐城下町
周游巴士约20分钟→
兼六园下・金泽城站下车

http://www.pref.ishikawa.jp/siro-niwa/kenrokuen/e/index.html
照片：大友楼

金泽

犀川河床
开花时期

加贺
地区

4

4月上旬～中旬

犀川两岸展现着樱花隧道般的景色。在
河床的草坪上，可以一边观赏樱花一边
野餐。
交通方式 从金泽站乘坐北铁巴士15分钟

→片町下车步行约10分钟
https://www.kanazawa-kankoukyoukai.or.jp/photo/detail_71.html

小丸山城址公园
开花时期

3

4月中旬

加贺藩祖前田利家建造的小丸山城遗迹所在的公园
里，约有200株樱花，如染井吉野、野樱、垂枝樱
等争奇斗艳。站在高台上，在灯光掩映中眺望街道
的夜樱也别有一番风味。

从金泽站乘坐特急电车51分钟
→从JR七尾站徒步10分钟
https://www.hot-ishikawa.jp/english/kanko/20034.html
交通方式

木场潟公园
能登
地区

开花时期

2

4月初

围绕木场潟一周6.4km的园路，有1700棵樱
花树，是很值得一看的樱花隧道。另外，从
北园地到西园地，可以欣赏到“木场潟”、
“樱花林荫道”、“白山”交织而成的绝佳
美景。
交通方式 从金泽站乘坐普通电车约35分钟

→从JR粟津站步行约20分钟
http://park18.wakwak.com/~kibagata/info.html

特 辑

可轻松体验到的日本文化的体验特辑

三弦琴体验

1

在位于茶馆街附近的店——三弦琴福嶋中，
可以观看艺伎舞蹈中不可或缺的三弦琴的制
作工序，还可以实际弹奏。
◆ 举办时间 每天10:00～16:00（前台受理截止至15:00）
間

※12月到2月的每周二休息

◆ 定 休 日 星期日、公休日、第2及第4个星期六
◆ 体验地点 三弦琴福嶋
◆费

用 500日元（包括体验，抹茶，干点心）

http://kanazawa-experience.com/program/shamisen-practice/

加贺八幡不倒翁绘画体验

1

这是在金泽的传统工艺“加贺八幡不倒翁”上使用颜料作画的体
验。从孩子到老人都能轻松体验。
◆ 举办时间 每天(闭馆日除外) 11:00～16:00(前台受理截止至15:00)
※12月到2月的每周二休息

間

◆ 所需时间 约30分～
◆ 体验地点 石川县观光物产馆2楼
◆费

用 1050日元

https://kanazawa-kankou.jp/en/#kagahachiman

做印章体验

1

用高压空气把自己的名字用研磨剂的沙子喷涂到玻璃上，可以体
验雕刻名字,制作原创印章。
◆ 举办时间 每天(闭馆日除外)10:00～17:00(前台受理截止至16:00)
間

※12月到2月的每周二休息

◆ 所需时间 约40分～
◆ 体验地点 石川县观光物产馆3楼
◆费

用 1880日元

https://kanazawa-kankou.jp/en/#suna

能面着装体验

1

金泽的藩主因奖励能剧而闻名，在金泽,在能乐美术馆，可以体
验到真正的能剧面具和能剧装束。
◆ 举办时间 10:00～16:00 ◆ 体验地点 金泽能乐美术馆
◆ 所需时间 10～20分

◆费

用 免费
(美术馆门票310日元)

https://www.kanazawa-noh-museum.gr.jp/english/

书道体验

1

选择自己喜欢的语言，用毛笔在日本的扇子上写字。也可以写
英语。
◆ 举办时间間不定休
◆ 所需时间 1小时

◆ 体验地点 苍风庵
◆费
用 1800日元

※需要填写以下表格进行预约

https://www.kanazawa-sofuan.jp/calligraphy-reservation/

新到信息

见城亭·怀华楼
重新装修开放

1

位于兼六园桂坂口旁，有着超过100年历史的“见城亭”。
由世界著名建筑家隈研吾设计，重新焕发为简练考究的空
间。这里使用当季食材制作料理，可以享受
金泽的工艺文化和饮食文化的融合。
◆ 所 在 地 金泽市兼六町1-19
◆ 营业时间 1楼/咖啡店10:00～16:30
2楼/早餐8:00～10:30
(仅限3月至11月的星期日)

午餐11:00～15:00
晚餐17:00～21:00(仅限周六)
◆ 定 休 日 星期二 ※根据季节不同会有调整
◆ 电话号码 +81-76-222-1600

在见城亭的姐妹店，位于东茶屋街的茶屋建筑—
—“怀华楼”的1楼的茶座，也以“怀华楼咖啡
馆”的名字重新开张了。

https://www.kenrokuen.jp/index.html（仅限日语）

金泽港游轮码头将于

2020年春季竣工

https://www.kaikaro.jp/eng/index.html

2020奥能登国际艺术节
2020年9月5日(六)- 10月25日(日)

4

5

近年来，由于金泽港的进港游轮数急剧增加，新建成

位于能登半岛顶端的珠洲，将举办最尖端的奥能登国际艺术节，在

了“金泽港游轮码头”。1楼有CIQ和等候区，可以充

这里，能登半岛的传统和来自世界各地的艺术家的感性相互呼应。

分应对2艘游轮同时靠岸的情况。2楼有学习·体验

此次艺术节距前次艺术节已有3年时间，将以进一步发展为目标，

室、研讨室、餐厅、有屋顶的展望甲板等，可以边享

和第一线的艺术家一起挖掘当地的潜力。

受时光边了解金泽港。建筑物靠海的一面是全落地玻
璃窗，能够眺望港口，充分欣赏风景。

https://oku-noto.jp/index-en.html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nCvLnMIfok&feature=emb_title

金泽市内酒店

新开业信息

1

◆ 大和皇家酒店D-PREMIUM金泽
https://www.daiwaroyalhotel.jp/en/kanazawa/?stt_lang=en

2019年10月1日开业

◆ 金泽FORZA酒店
https://www.hotelforza.jp/kanazawa/en/

2019年10月1日开业

◆ 金泽AGORA酒店

石川县金泽中央观光
信息中心(暂名)

将于2020年春季开业

https://www.agora-kanazawa.com/en/

2019年11月1日开放
1

为了充分应对想要体验城市散步乐趣的游客的要求，
金泽市南町新开设了观光咨询处。新的观光咨询处将
有多语种工作人员提供从咨询到建议、旅行安排的一
条龙服务，同时还将提供行李寄存、快递受理、SIM
卡销售等服务。

◆ 金泽香林坊奇怪酒店
https://www.hennnahotel.com/kanazawa-korinbo/

2019年12月24日开业

◆ 金泽东急STAY酒店
https://www.tokyustay.co.jp/e/hotel/KZ/

预计2020年2月13日开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