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螃蟹捕捞
解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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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1月6日，
勘察加拟石蟹和香箱蟹捕捞解禁！

Komatsu Airport
小松空港

解禁当天来买螃蟹的人挤满了近江町市场。这个时节无论是日式高级饭庄
还是居酒屋最美味的就是螃蟹，请一定品尝。
※渔期：11月6日[水]～3月20日[木]
（“香箱蟹”到 1 月 10 日）

Tsubata
津幡駅
Kanazawa
金沢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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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kusan Super Rin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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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R Hokuriku Line
白山スーパー林道
JR北陸本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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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

石川的

秋天
红叶观赏资讯報

在县内各地都可以观赏到美丽的红叶。
这里简单向您推荐几个观赏景点！

白山高级林道
（石川县白山市～岐阜县大野郡白川村）

MAP-4

白山高级林道 ▲

鹤仙溪

MAP-5

（加贺市）

全长33.3km的长距离林道，超人气景点，
每年经过这里四成的人10月份会来这里。

大圣寺川清清流水中，从黒谷桥到蟋蟀桥大约1.3km的溪谷。
沿溪流有散步道，可以边看红叶边散步。

◆ 通行时间 6月1日～11月10日
◆ 通行费用 普通车 3150日元（两轮车·行人不可通行）
◆ 咨 询 处 白山林道石川管理事务所
TEL: 076-256-7341
http://hakusan-rindo.jp/

◆ 红叶观赏时间 往年11月中旬～11月下旬
◆ 交 通 方 式 从JR加贺温泉站坐加贺温泉巴士·温泉山中线
（2号乘车点）30分钟 → 山中温泉巴士始发站巴士站
下车后，徒步10分钟
◆ 咨 询 处 山中温泉观光协会 TEL: 0761-78-0330

特集

这个秋天，欢迎您到风景优美，绚丽灿烂的石川县来！

举办日期 2013年11月9日（六）～ 平成26年3月16日（日）

田埂的
光芒

千枚田夜景灯光

MAP-1

由20461个太阳能LED灯组成，2012年11月14日获得世界吉尼斯记录。
由于时间较长，雪景中也可以看见照耀出夜景的灯光。另外，夜景灯光
变暗后，就会发出灿烂的光芒。

“田埂的光芒”系列设有临时巴士！
临时巴士从轮岛站前（信步访梦）开始运行。
（16点20分～17点50分／间隔30分钟）
◆ 车费：大人500日元 小人200日元

被认定为世界农业遗产的轮岛市 “白米千枚田”在夜景灯光照耀下，美轮美
奂，令人陶醉。曾在美国CNN电视台的网站“联想2012年的写真集”中介绍
过，是受世界好评的景点。

东茶屋街

夜景灯光观赏点推荐…

MAP-2

依然保留当时城下町的风貌，富有情趣的景致。

交通方式

从“金泽站”坐巴士 15 分钟 →“桥场町”下车
※灯光周游巴士路线内

金泽市在2011年世界城市照明表彰

City People Light Award 2011
（表彰为提高居住环境，高效利用照明的城市）中，代表日本首次被选为

世界第３位！

柴山泻
MAP-2

兼六园
“金泽城·兼六园夜景灯光

～秋季时节～”

MAP-3

到了夜晚，打开夜景灯光，加贺市柴山泻的巨大的喷
泉一下变的美轮美奂，让人充满幻想。
◆ 交通方式
从“JR加贺温泉站”坐康乐巴士环海线1小时
→ 片山津温泉·汤之元公园下车后，徒步5分钟

只有这个时节才能观赏到的红叶和各种夜景灯光，
是一定要看的。
（免费开放）
◆ 举办日期
11 月 16 日（六）、17 日（日）、23 日（六·节日）、24 日（日）
间
◆时
17:30〜21:00
◆ 交通方式
从金泽站坐巴士15分钟 →“兼六园下”下车
（※灯光巴士周游路线内）

灯光周游巴士

MAP-2

如果您晚上想漫步于金泽，欢迎乘坐“灯光周
游巴士”！通过车窗可以眺望美丽的夜景，而
且从巴士站下车去各个景点观光十分方便。让
您体会到与白天不一样的古都金泽。

◆时 间
毎周六运行 金沢站东口1号乘车点出发
（始发：19点，之后每10分1班。末班21:22分）
◆车 费
金泽灯光巴士专用自由乘车券
300 日元（大人·小孩一样）（一次乘车大人 200 日元、小孩 100 日元。
乘车 2 次以上的话，使用自由乘车券最划算！）
◆ 咨询处
北陆鉄铁道株式会社 TEL: 076-237-5115
http://www.hokutetsu.co.jp/bus/lightupbus/

值得一听的资讯 秋季篇 MAP-2

利用“金泽自行车租赁”
轻松地观光金泽！
金泽市内设置了19个租借、返还点以及城市自
行车租赁事务所,以上任何地方都可以租借。只
要你您持有在日本可以使用的信用卡或者身份
证，就可以登记租借。可以到市内的城市型酒
店的前台咨询。

有外语版宣传手册！
▼ 英语版宣传手册

◆费 用
1000日元 ～（每延长30分钟增加200日元）
◆ 咨询处
金泽租赁自行车 城市自行车租赁事务所
http://www.machi-nori.jp/

http://www.machi-nori.jp/pdf/machinoriEnglishmap.pdf

▼ 韩语版宣传手册
http://www.machi-nori.jp/pdf/korean.pdf

▼ 汉语版宣传手册
http://www.machi-nori.jp/pdf/chinese.pdf

Pure

Japan 石川县的建筑
2集

免于战祸的石川县历史建筑和现代建筑并存，这在日本也很是少见的。金泽市的 “城下町的传统和文化”
被指定为 2012 年 “重要文化景观” 的理由之一，就是当时江户时代大致建成的围绕城下町的街道和用水
体系历经 350 年以上至今仍然不变。
拜访金泽之际，不妨漫步在这历史情趣和现代气息和谐共存、不可思议的空间。

第

历史建筑

MAP-2

尾山神社

作为加贺藩藩祖前田利家的主祭神，尾山神社的门把和·洋·
汉3种思想模式混合在一起，十分有特色。玻璃是镶有钻石的
彩色玻璃，屋顶还设有日本最古老的避雷针。
◆ 交通方式 从金泽站坐巴士15分钟 → 尾山町下车

MAP-2

武家宅邸遗迹野村家

亲自走在当时中流武士生活过的地方。2003 年的海外杂志《日本庭院杂志》
的日本庭院排名第 3 位，享有很高的海外评价。

重要传统的建筑群保存地区
为传统的的建筑群保存地区是为保护城下町以及宿场町、
渔村等历史风景环境，市町村指定的地区。石川县共计
有 8 个地方，在此介绍一处。

加贺市加贺桥立

◆门 票 费
◆ 开馆时间
◆ 交通方式
◆咨 询 处

500日元
10月～3月 8点半～16点半
从金泽站坐巴士20分钟 → 香林坊下车后，徒步10分钟
TEL: 076-221-3553 http://www.nomurake.com/

MAP-6

原来半农半渔生的村落，18 世纪中期开始出现了一
位北前船的船主，逐渐发展起来。但是随着汽船和
铁道运输的发达，北前船也从运输主角的位置逐渐
衰退下来。现在的桥立还保留好几处以前北船桥桥
主以及船老大豪华壮丽的宅邸。宅邸遗迹倒塌的石
头围墙和过于繁茂的树木让人在联想到过去的辉煌
的同时，也不禁产生一份特有的悲伤之情。

寺岛蔵人邸

另外一个
“武家宅邸” 加贺藩中级武士寺岛藏人的宅邸遗迹。除了展示蔵人所写的
书和古董外，还可以观赏庭院。
◆ 入 园 费 300日元
◆ 开馆时间 9点半～17点
◆ 交通方式 从“金泽站”坐巴士 20 分钟 →“桥场町”
下车后，徒步 5 分钟

“北前船”是？
北前船是从江户到明治期间，往返于北海道和大阪的商船。曾作为 “移动的海上市场” 带来
巨大的财富。
◆ 交通方式 从金泽站坐电车25分钟 → 在JR加贺温泉站坐加贺周游巴士“康乐巴士环海线”
43分钟 → 北前船之里资料馆巴士站下车

现代建筑
金泽站·鼓门
2 个大鼓竖排并列，形状稀有的
门。2011 年，在美国旅行杂志
《旅游与休闲》WEB 版上被选
为十佳 “世界最美的车站”。

MAP-2

©D. T. Suzuki Museum

金泽21世纪美术馆

MAP-2

铃木大拙馆

MAP-2

协调地融入金泽市的中心部，整个圆形透明玻璃构成的现代美术馆。没有正面入口，
可以从各个入口进入。

向世人广泛传播世界级佛教哲学家铃木大拙氏（D.T.Suzuki）思想和足迹的设施。
相比展示，更重视“空间”设计，用脚步去追寻大拙的轨迹。

用 分为收费区域和免费区域。详细情况请咨询。
◆费
◆ 开馆时间 收费区域（10时～18时）、免费区域（9时～22时）
◆ 交通方式 从金泽站坐巴士15分钟 → 广坂下车
◆ 咨 询 处 金泽21世纪美术馆 TEL: 076-220-2800
http://www.kanazawa21.jp/

用 300日元
◆费
◆ 开馆时间 9点半～17点
◆ 交通方式 从金泽站坐巴士30分钟 → 本多町下车后，徒步4分钟
◆ 咨 询 处 铃木大拙馆 TEL: 076-221-8011
http://www.kanazawa-museum.jp/daisetz/index.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