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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rihama IC
千里浜IC

Noto Satoyama Airport
のと里山空港
Anamizu
穴水駅
10 Wakuraonsen
和倉温泉駅

Mukaiawagasaki IC
向粟崎IC
Kanazawa Nishi IC
金沢西IC

“AKB”。

Komatsu Airport
小松空港
Daishoji
4
大聖寺駅
Kaga IC
9
加賀IC

5
6

8

1

Tsubata
津幡駅
Kanazawa
金沢駅

Komatsu
小松駅

JR Hokuriku Line
JR北陸本線

3

Nanao
七尾駅
JR
Nanao
Line
JR七尾線

Noto Satoyama Kaido (Free)
のと里山海道

下面，就为大家介绍“美食季”中，石川县的美味

▲

Tokyo Noto Airport IC
能登空港IC
東京
Anamizu IC
穴水IC
Noto Tetudou
のと鉄道
Tokuda Otsu JCT
徳田大津JCT

石川的秋天是尽享美食的季节！

A maebi

2

(Hokuriku Japan)
石川県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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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11月6日起，可开始捕捞蟹类。 石川县的帝王蟹被称为“ 加能蟹 ”，

甜虾

K ani

甜虾有着“ 海洋宝石 ”的美誉，
其口感浓郁甘甜，是石川县的
绝佳特产。
渔获期：9 月〜 2 月

▼蟹

被誉为冬季的“ 美味之王 ”。
11 月至 2 月份的加能蟹味道口感最佳。
渔获期：11 月〜 3 月

【精彩活动资讯】
蓝色的标牌
是“ 加能蟹 ”的
身份证。

石川的鰤鱼全国闻名，脂肪肥厚，
肉质紧实，是上好的食材。
时期：12 月〜 3 月

去哪儿才可以吃到呢？
近江町市场
（金泽市）

1

轮岛早市
（轮岛市）

鰤鱼

2

能登食祭市场
（七尾市）

3

加贺桥立渔港
（加贺市）

2

螃蟹初食祭

5

时间：11 月 16 日（周日）9 点〜 14 点
地点：轮岛市 MarinTown 特设会场
联系方式：石川县渔业协同协会轮到
分会（能登轮岛海物语实施委员会）
（TEL 0768-22-1485）
http://www.jf-net.ne.jp/ikwajimag
yokyo/news/2013/1001.html

▲

B uri

轮岛螃蟹祭 2014

4

时间：11 月９日（周日）10 点〜 13 点
地点：加贺市山代温泉 hadutiwo 乐堂
联系方式：山代温泉观光协会
（TEL 0761-77-1144）
http://tabimati.net/event/detail.
php?p=491

山中温泉大锅蟹宴

6

时间：2014 年 11 月１日起至
■交通方式：从金泽站乘坐 ■交通方式：从金泽站乘坐 ■交通方式：从金泽站乘坐 ■交通方式：从金泽站乘坐
2015 年 3 月 31 日 10 点〜 11 点 30 分
城下町金泽周游巴士至五藏 开往能登方向的特急公交车 电车至 JR 七尾站下车，车 电车至 JR 加贺温泉站下车，
地点：加贺市山中温泉汤气街道
至轮岛 MarinTown，车程约 程约 1 个小时，到站后步行 车程约 25 分钟。接着，在
辻下车，车程约 5 分钟
“ 町人旅亭 ”
加贺温泉站换乘加贺沿海线
2 小时，到站后步行 5 分钟。 10 分钟左右。
联系方式：山中温泉观光协会
■联系电话：
路周游巴士至桥立渔港下车。 （TEL 0761-78-0330）
■联系电话：
■联系电话：
近江町市场事务所
http://www.yamanaka-spa.or.jp/
■联系电话：
轮岛市早市协会
能登食祭市场
（TEL 076-231-1462）
event/index_013.html
加贺市旅游信息中心 KAGA
（TEL 0768-22-7653）
（TEL 0767-52-7071）
（TEL 0761-72-6678）

赏红叶推荐景点
白山超级林道

到这里赏石川的红叶!

7

（石川县白山市�岐阜县大野郡白川村）
全场 33.3km 的路上，有几处赏红叶的胜地。此外，除了红叶，
这里的瀑布也很多，姥瀑布还入选了 “ 日本瀑布 100”。
http://www.hakusan-rindo.jp/contents/kouyou/kouyou25/kouyou.html
＊赏枫时间：10 月上旬� 10 月下旬
联系方式：白山林道石川管理事务所
（TEL 076-256-7341）
还有这样的活动哦！

白山超级林道清晨赏枫漫步

当地的讲解员会为大家介绍这里的风景名胜。
别忘了在最佳取景地拍张照留念哦。
＊清晨赏枫漫步活动是为在当地住宿的旅客而举办的活动。
时间：2014 年 10 月 12 日（周日）・26 日（周日）早晨 6 点出发
联系方式：白山市观光信息中心（TEL 076-273-4851）

↓石川县的赏枫胜地还有很多。↓

6

1

鹤仙溪

3

兼六园

8

山寺寺院群

那谷寺

兼六园深受游客和当地人的喜爱。每到 沿着溪流漫步，可欣赏到 360°全方位的 那谷寺有着 1300 多年的悠久历史，风 由 16 座寺庙组成的寺院群。其中，本行
赏红叶的季节，会有很多人慕名而来欣 红叶美景。
景秀丽。寺院内风景开阔，石山、池塘 寺又被称作 “ 枫叶寺 ”。这里有树龄长达
赏美景。
＊赏枫时间：11 月上旬〜11 月下旬
和红叶形成了一道独特的美景。
700 多年的椎树，四季草木如画，是休闲
＊赏枫时间：11 月上旬〜12 月下旬
漫步的好去处。
■交通方式：从金泽站乘坐电车至 JR 加 ＊赏枫时间：11 月上旬〜11 月下旬
■交通方式：从金泽站乘坐城下町金泽 贺温泉站下车，车程约 25 分钟→换乘山 ■交通方式：从金泽站乘坐电车至 JR 加 ＊赏枫时间：11 月上旬〜11 月下旬
周游巴士至兼六园下站下车，车程约
林线路加贺周游巴士至山中温泉菊之汤 · 贺温泉站下车，车程约 25 分钟→换乘山 ■交通方式：从金泽站坐车至 JR 七尾站
20 分钟
山中座站下车。
林线路加贺周游巴士至那谷寺站下车
下车，下车后步行约 15 分钟
■联系电话：金泽城·兼六园管理事务所 ■联系电话：山中温泉观光协会
■联系电话：那谷寺
■联系电话：七尾市观光交流课
（TEL 076-234-3800）
（TEL 0761-78-0330）
（TEL 0761-65-2111）
（TEL 0767-53-8424）

轮岛·千枚田“田埂之光”

光 影表演

2

2014 年 10 月 18 日（周六）〜2015 年 3 月 15 日（周日）

能登轮岛的千枚田已被评为世界农业遗产，这里的光影之景如
梦如幻。2012 年，这里所安装的 21000 个太阳能 LED 灯还打
破了吉尼斯纪录。
交通方式：从金泽站乘坐开往能登方向的特急公交车至轮岛站
下车，车程约 2 小时→换乘临时公交车至千枚田下车，车程约
20 分钟
联系电话：轮岛市观光课（TEL0768-23-1146）
http://wajimanavi.lg.jp/www/event/detail.jsp?id=1450

金泽城·兼六园夜间亮灯�秋季时间段
金沢城光影表演
10 月 11 日（周六）〜12 日（周日）

1

以菱橹、五十间长屋为幕墙，放映金泽具有代表性的画面。
这将是日本国内最大规模的光影表演。
交通方式：从金泽站乘坐城下町金泽周游巴士至兼六园下站下车，车程约 20 分钟
联系电话：新干线金泽开业纪念事业实行委员会／金泽市（TEL 076-220-2759）
http://www4.city.kanazawa.lg.jp/17215/pm_kanazawa_c.html

1

10 月 11 日（周六）〜12 日（周日） 18:30〜21:00
11 月 21 日（周五）〜30 日（周日） 17:30〜21:00
http://www.pref.ishikawa.jp/
siro-niwa/event/index.html

全世界认可肯定的石川县观光名胜
兼六园：

金泽站：被《Travel＋Leisure》

被 TripAdvisor 网站评为亚洲地标类 · 公园类景点第 5 名

评为世界上最美的车站

1 兼六园
兼六園
在世界上最大的旅行点评网站 TripAdvisor 上，兼六园被评为世界人
气地标类 · 公园类景点亚洲第五名。

1 金泽站
美国旅游杂志《Travel＋Leisure》将金泽站评选为世界上最美的
车站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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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像仅供参考

能登岛水族馆：

连续 3 年获得 TripAdvisor 的满意认证

番外篇

10 能登岛水族馆
连续 3 年获得 TripAdvisor 的满意认证
在 TripAdvisor 一直都拥有很好的口碑，连续三年获得满意认证。

交通指南

最新资讯

升龙道高速
大巴车票

【北陆】

金泽站北陆新干线即将开通运营！
为此，我们准备了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活动。

“Anto”开业 1
JR 金泽站的商业街“ 金泽百番街 ”内，原有的
“ 土特产馆 ”和“ 体验馆 ”合并更名为“Anto”，
正式开始营业。
联系电话：金泽百番街（TEL 076-260-3700）
http://www.100bangai.co.jp/floor/floorinfo.php?
floor=omiyage

您知道“ 升龙道高速大巴车票 ”
吗？这张车票非常实惠，可让您
自由换乘金泽 - 白川 - 高山 名古屋之间的高速大巴。带您周
游有着悠久历史的传统都市——
金泽和世界遗产胜地——白川乡。
联系方式：名古屋铁道广报部
（TEL 052-588-0813）

白川乡

世界上销量最大的旅游指南出版物
《Lonely Planet》中，将北陆地区评为
“2014 年最佳旅游景点 ”第 4 名。

石川县宣传推广店
“ 石川百万石物语 · 江户本店 ”
于 10 月 8 日在银座正式开张。

高山的传统市街

※画像仅供参考

这里是了解石川的魅力所在的情报站。
地址：东京都中央区银座 2-2-18
交通方式：山手线（有乐町站）下车后，步行约 4 分钟
东京地铁 · 有乐町线（银座一丁目站）4 号出口处

热点话题
县马拉松大赛即将启动报名。

2015 年能登和仓万叶之乡 3
马拉松大赛 [ 七尾市 ]
（举办时间：2015 年 3 月 15 日）
＊该项马拉松大赛的路线涵盖了能登许多
风光秀丽的自然之景。今年，还将有来自
海内外的选手参加比赛。
联系电话：能登和仓万叶之乡马拉松大赛
事务局（七尾市观光交流课）
（TEL 0767-53-8436）

兼六园 1
雪吊
雪吊是石川县冬季的独特
一景，雪吊的安装从 11 月
1 日起开始进行。

加贺温泉乡马拉松大赛 9
[加贺市]
（举办时间：2015 年 4 月 19 日）
＊该项马拉松大赛时隔 2 年再次举行，其
路线经过精心设计，沿途将经过 3 个温泉街。

熊甲祭 [七尾市] 3
9 月 20 日（周六）
熊甲祭被评为重要非物质民俗文化遗产。
这一活是能登地区非常具有代表性的祭祀
庆典，天狗神猿田彦和红色大旗是其一大
特色。据说，这一活动起源于朝鲜半岛，
海外闻名。
联系电话：七尾市观光交流课
（TEL 0767-53-84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