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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陆新干线金泽段开始运行
～从东京到金泽2个半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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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o Airport
能登空港
Noto
Airport
IC
Tokyo
能登空港IC
東京
Anamizu IC
穴水IC

Tokuda Otsu JCT
徳田大津JCT

3

Chirihama IC
千里浜IC
Noto Satoyama Kaido
(Free)
2 のと里山海道
Mukaiawagasaki IC
向粟崎IC
Kanazawa Nishi IC
金沢西IC

第1天

推荐路线

第2天

▶金泽1日游
▶海滩公路
▶和仓温泉（住宿）

▶和仓温泉
▶轮岛观光 (早市、轮岛涂、千枚田)
・观赏御阵乘大鼓
▶轮岛温泉（住宿）

第3天

Komatsu Airport
小松空港

7

▶舳仓岛观光
▶金泽

1

4

(Hokuriku Japan)
石川県
Osaka
大阪

2014

Suzu Road
珠洲道路

Kaga IC
加賀IC

10

6

Tsubata
津幡駅
Kanazawa
金沢駅

9

JR Hokuriku Line
JR北陸本線

Nanao
七尾駅

Nadaura IC
灘浦
JR
Nanao
Line
JR七尾線 Takaoka IC
高岡

Komatsu
小松駅

Daishoji
大聖寺駅

Noto
Peninsula
能登半島

8

Hokuriku
Expressway
北陸自動車道
Tokai-Hokuriku
Expressway
東海北陸自動車道
Shirakawa-Go IC
白川郷IC

Hakusan Super Rindo
Forest Road
白山スーパー林道

日本独一无二的美景 能登之旅！
让您深受触动、治愈心灵的旅程

能登有着日本最原始的自然风光，
里山里海已被评为世界农业遗产。
MAP-1

世界农业遗产

白米千枚田

夏日推荐行程！

MAP-2

从金泽去往能登，强烈推荐能登里山海道自驾游。
沿海的风景让人美不胜收。

千枚田面朝大海，由1000多块小小的水田组成，呈现出绿色的几何形模样。
随着四季的变换，水稻的生长，变幻出别具一格的独特风景。

骑行
能登属日本海沿岸的半岛，沿海道路等适合骑行的地方非常
多，最近有很多台湾和欧洲的骑行爱好者相继来到石川旅游。

去往能登的交通方式
■从东京出发

航班 羽田机场→能登机场（60 分钟 • 每天 2 班往返）

■从金泽去往和仓温泉的交通方式
JR 特急

“金泽站”→“和仓温泉站”

（约 50 分钟 • 每天 6 班往返（普通电车每天 10 班往返））
JR 西日本 https://www.westjr.co.jp/（日语、英语）
■从金泽去往轮岛的交通方式
北路铁道特急巴士轮岛特急线
“金泽站”→“轮岛站前”（约 2 小时 • 每天 10 班往返）
北陆铁道 http://www.hokutetsu.co.jp/index.html（日语）
■从和仓温泉去往轮岛的交通方式

独一无二
的景点！

MAP-3

千里浜海滩公路。能让汽车在上面自由
行走的海滩，日本仅此一处。
自行车也可以哦。让海风轻抚着脸颊，
心情会无比畅快。

■自行车租赁：和仓温泉观光协会
http://www.wakura.or.jp/ （日语、英语）
■“能登 400Tour” 沿能登半岛海岸线骑行 1 圈的比赛
（9 月 13 日 -15 日）
http://tour-de-noto.com/（日语）

能登铁道

和仓温泉→穴水（30 分钟 • 每天 16 班往返）

能登铁道 http://www.nototetsu.co.jp/（日语）
北铁奥能登巴士

穴水→轮岛（40 分钟 • 每天 12 班往返）
和仓温泉→轮岛（65 分钟 • 每天 3 班往返）

北铁奥能登巴士（Tel：0768-22-2314）

輪島

这里有日本最原始的风景，
人与自然相生相惜。

Wajima

景点・体验

【轮岛市观光协会】 http://wajimanavi.lg.jp/www/access/index.jsp（日语、英语）

美食

MAP-4

轮岛早市

轮岛涂（漆器）
漆器的英文是 japan，
不难看出它是日本极
具代表性的传统工艺。
轮岛涂从加工到完成
需要经过 120 道以上
的 工 序，凝 聚 了 工 匠
们 的 心 血。您 可 以 到
作坊进行参观，还能亲身体验筷子制作工艺，
制作一双专属筷子，让它成为一段美好的日本
回忆吧。

日本三大早市之一，已
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人
来 人 往，非 常 热 闹。在
这里可以买到鲜活的鱼
虾贝类、海草和蔬菜。
（每月第 2、4 周的星期
三及新年期间休市）

MAP-4

能登盖饭
用能登产的越光米做成香喷喷的米饭，与当地新鲜的能登肥牛、
海鲜等组成的绝佳搭配。连食器都是能登当地的轮岛涂碗筷。
■ Welcom奥能登
http://www.okunoto-ishikawa.net/ （日语）

http://wajimanavi.lg.jp/www/index.jsp
（日语、英语）

夏季庆典活动
御阵乘大鼓

MAP-4

表演日期：4月26日至11月23日期间，每周周六及周日
※其中，7月26日至10月31日，每天都会举行（仅8月30日休息）

据说，1576年邻国武将入侵时，没有武器的能登村民以树皮为面，海藻为
发，击鼓振气打退了敌人。鼓声犹如从地下深处发出，震人心脾。

轮岛大祭 日期：8月22日（周五）-25日（周一）
勇猛与幻想的夏季庆典

切笼祭
所谓切笼，就是四角被切去
的巨大灯笼，与轿辇同行，
为其照明道路，行进途中，
纵情狂舞。这一庆典一般于
7月 -9月 在 能 登 地 区 举 行 。
轮岛大祭属于切笼祭的一部
分，切笼在旋转和狂舞中，
气势逼人。最高潮要数将火
把放倒的时候，年轻人争相
扑上去抢供奉神明的御币，
活力十足。

时间：20点30分至20点50分
表演场所：道之站论道flat访梦
■ 联系方式：轮岛站观光中心（Tel：0768-22-1503）
http://www.wajimaonsen.com/event/78/post_41.html（日语）

海女之岛

除了轮岛大祭之外，在能登半岛各地会举行一百多次切笼祭。
https://www.hot-ishikawa.jp/english/attraction/events/index.html（英语、日语）

— —“舳仓岛”MAP-5

温泉旅馆
■ 和仓温泉
MAP-6
和仓温泉有着1200多年的历史，自然风光优美，
山珍海味丰富，到了这里，你就会身心放松。这里的旅馆，有的
可以尽览七尾湾的风光，有的已连续30多年被评为日本第一，
有的家庭氛围浓厚，可以满足游客的不同需求。
http://www.wakura.or.jp/index.php（日语、英语）

舳仓岛全岛周长4km，位于轮岛以北50km处，是天然的
渔场。每年夏天（6月-10月），到了渔汛期的时候，渔
民们就会搬迁到这里，海女们在此捕捞鲍鱼和海螺。此
外，这里气候温和，来自世界各地的候鸟常常在此停留
休憩。
＊到舳仓岛游玩时，最好穿长裤，并带上防虫喷雾。
■ 联系方式 舳仓航路株式会社
（Tel：0768-22-4381）（90 分钟 • 每天 1 班往返）
http://www11.ocn.ne.jp/~hegura/index.html（日语）

七岛：在去往舳仓岛的途中可以看到

海女
所谓海女，是指不借助任何潜水工具就能潜入水下捕捞海
螺和鲍鱼等贝类和海藻类的女子。轮岛的海女渔业据说已
有350多年的历史。

想了解更多有关能登的资讯，请登录以下网站。
能登net http://www.notohantou.net/modules/toppage/（日语）

MAP-4
■ 轮岛温泉乡
这里有些旅馆或民宿，可以欣赏到日本海岸夕阳西下的美景。
http://www.wajimaonsen.com/index.shtml（日语）

能登半岛广域观光协会 http://www.notohantou.com/sightseeing.html（日语）

夏季庆典活动
白金之旅

片山津温泉烟花大会

MAP-7

[交通方式]
（电车 JR）金泽站→加贺温泉站（campaus）
→片山津温泉

金泽·白山⇔白山超级林道⇔
世界遗产·白川乡⇔飞弹高山

MAP-8

这一趟旅程囊括了白山的超级林道、世界
遗产白川乡和历史氛围浓厚的飞弹高山，
有专线观光巴士。
（6 月 -11 月上旬每天都有班次）

一般于7月至9月举行。
具体时间到下面的网站查询。
http://www.katayamazu-spa.or.jp/
（日语、英语）

株式会社 white ring
http://www.whitering.jp/
（日语、英语）

最新资讯
北陆地区巴士
可以在北陆地区自由乘坐 JR 电车的 “JR-WEST RAIL
PASS (Hokuriku Area Pass)” 已 开 始 发 售，让 您 的 旅
行更加方便。
※4 天内可自由乘坐任意班次的特急电车（自由席）和
普通电车的车票。在一些旅游景点，出示该车票还能享
受特价优惠。
■使用时间：2014 年 5 月 1 日（周四）2015 年 2 月 28 日（周日）
JR西日本
http://www.westjr.co.jp/press/article/
2014/02/page_5157.html
（日语、英语）

Science hills 小松

MAP-9

这 里 的 3D剧 场 可 以 观 看 天 文 星
象，还能亲身体验最先进的科学
技术和神奇的自然科学。除了普
通游客，这里也很适合学生团体
参观学习。
■交通方式：
从小松机场驾车约10分钟左右，
JR小松站东口出步行3分钟
http://science-hills-komatsu.jp/
（日语）

金泽玉泉邸

MAP-10

这是一处花园式餐厅，庭园建于江户
时代，花费了100年左右时间建成。您
可以一边欣赏美景，一边享用美食。
■ 地址：金泽市小将町8番3
http://www.gyokusen-tei.jp/
index.html（日语）

Watch＆Listen 人气歌曲×石川县
WORLD ORDER
《THIS IS LIFE 》

石川县
Facebook账号开通
“Welcome to Ishikawa（暂定）”
现在正在制作页面中，届时您可以通过这里

WORLD ORDER 是日本很受欢迎的舞
蹈组合。他们穿着严肃的西装，梳着一
丝不苟的发型，典型的上班族模样，却
大跳动漫舞蹈。《THIS IS LIFE》这支舞
蹈 MV 中，以石川县的景色为背景，展
现了独具魅力的舞蹈与音乐。

了解更多有关石川县的旅游咨询。制作完成
后，会通过本刊告知大家，敬请期待！

http://www.youtube.com/
watch?v=vQosBq6B9hU
© Japan Association of Travel Agents (JATA)

感谢您的阅读。
关于石川县旅游资讯，
您若有好的建议、想法或感想，
请发送给我们。

石川县旅游资讯 https://www.hot-ishikawa.jp/index.html（日语、英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