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hikawa

石川县观光战略推进部国际观光课发行

(Hokuriku Japan)
石川県
Osaka
大阪

2015年
冬季刊

第30号

特 集

Tokyo
東京

8
Noto Tetudou
のと鉄道

石川县
观光新闻邮件

Tokuda Otsu JCT
徳田大津JCT

Noto Satoyama Kaido (Free)
のと里山海道

Komatsu Airport
小松空港
Daishoji
大聖寺駅

石川县拥有以白山为水源的清冽的底流水以及肥沃的大地，在这样的自然环
境中培育出的美味大米被用来酿造成众多的地方酒。作为冬天才能享受到的
乐趣，去酒窖参观酿酒过程，并试饮一下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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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川之冬，美酒之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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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石川县的酒窖介绍
宗玄酒造
品

牌 宗玄

品

自1768年创业以来，深深
扎根地方，所酿之酒微甜醇
和。被评定为高品质酒，该
酒厂的大吟酿酒曾被使用于
全日空国际航班的头等舱。

车多酒造
品

数马酒造

1

福光屋

牌 天狗舞

品

从1823年开始在能够眺望到白山的加贺平野
上开始酿造“天狗舞”。为了充分发挥原料米
本身的甜味，培育强有力的酵母，不惜时间和
工本。

牌 竹叶

虽然在江户时代是以酿造
味噌和酱油为主业，现在
通过和当地农户签订栽培
契约，以“能登米、能登
水、能登酿酒师”为理念
开展酿酒事业。

珠洲市宝立町宗玄24-22
http://www.sougenshuzou.com
（日英对照版）

4

2

凤珠郡能登町宇出津ヘ36
http://chikuha.co.jp/
（备有英文、中文简体版）

3

牌 福正宗，加贺鸢

创业于1625年，是金泽历
史传统最悠久的酒窖。以
加贺百万石的华丽饮食文
化为背景，继承了讲究自
然风味的传统酿酒技术。
金泽市石引2-8-3
http://www.fukumitsuya.co.jp
（备有英文版）

酒造参观信息
观看完关于酿酒的DVD后,可以参观“百年水”和酒窖内部。
还能够品尝新酒及季节限定的美酒。

白山市坊丸町60-1
http://www.tengumai.co.jp
（备有英文、中文简体版）

②小知识

为什么冬天是日本酒的酿造时期？

http://www.fukumitsuya.co.jp/english/
sakebrewery/index.html （英语）

③推荐的石川县地方酒购买点

日本酒讲究“寒酿”，通常在11月到第二年3月之间进行酿造。

金泽地酒藏
理由1

因为作为日本酒原料的酒米的收货时间是秋天。

3

JR金泽站 Anto 内
营业时间

8:30～20:00 全年无休

冬天容易募集到在酒窖工作的人。
理由2

过去，冬天是农闲期，只有在冬天才容易募集到许多可以在酒窖工作的人。
也因为如此，下雪多的地方也有就较多外出赚钱的酿酒工团体。

冬天的低温适合发酵。
理由3

在低温情况下，慢慢地发酵的话，才能够酿出好酒。造酒的微生物在低温时，
也就是冬季时比较活跃。

在这里可以购买到石川县内35家
酿酒厂生产的地方酒。店内还设
置有地方酒自动贩卖机，只需100
日元即可购买。在酒吧台还有可
用于细细比较口味的套餐。提供
免税服务。

交通信息
① 隆重推出十分划算的
新开发旅行商品！
（从东京大阪到北陆地区）

大阪・东京
“北陆弧形通票”

Wakuraonsen
和倉温泉

Kanazawa
金沢

Kobe
神戸

JR西日本、JR东日本

使用期限

2016年4月1日开始的一整年

销 售 日

海外：2016年1月2日开始销售
日本国内：2016年4月1日开始销售

对象区域

从“成田机场、羽田机场所在的东京首都
圈地区”及“关西机场所在关西地区”到
北陆地区时，北陆新干线及区域内的特
急、快速、普通列车均可自由乘坐。

有效期间

连续七天内

金

成人（12岁以上）： 24,000日元

Toyama
富山

（Osaka・Tokyo Hokuriku Arch Pass）
把北陆和关西及首都圈连接起来的JR通票
终于开卖了！有了它可以随便乘坐从羽田
机场、成田机场、关西机场到北陆地区的
北陆新干线或者特急列车。还可以任意乘
坐东京都内及京阪神地区的JR，
对于想在关西、北陆、
东京旅游的人来说
Osaka
大阪
再合适不过了！

销 售 方

Nagano
長野

额

儿童（6～11岁）： 12,000日元
※在日本国内购入时，
成人25,000日元、儿童12,500日元

Tokyo
東京

Lake Biwa
琵琶湖

购买条件

Kyoto
京都
Nara
奈良

Haneda Airport
羽田空港

Narita
International
Airport
成田空港

持日本以外护照的外籍人士，且在日停留
期间不超过90天。

Kansai International Airport
関西空港

地方旅游商品信息
②金泽市内观光定额出租车
（9:00开始、3小时套餐、配备懂英文的
乘务员） 3
（旅游代码）PTX1CTAXI058B

（旅游代码）BUS1C05612CCB

这是一个有懂英语的乘务员陪同的金泽市内三小时观
光出租车服务。因为是整车租用，不管买多少土特产
都不怕装不下了。只要在时间范围内，具体路线可当
日协商。在金泽市内观光时请一定乘坐看看。
可租用日

截至2016年3月31日（周四）的每天
（12/31～1/3、1/9～11、3/19～21除外）

可乘坐人数

1～4人

金

17,400日元／1辆（含税）
※需提前2天预约

额

乘车地点

③（金泽站抵离）世界遗产
白川乡和五箇山合掌村
一日游（英语乘务员同行） 5
这是一个从金泽站出发前往世界遗产白
川 乡 和 五 箇山 合 掌 村 参 观 的 一 日 游 路
线。包含五箇山豆腐膳（午餐）及手工
烧煎饼体验。因为有懂英语的乘务员同
行，尽可安心享受旅行乐趣。
可参加日

金

金泽都酒店、ANA Crown PLAZA 酒店、日航
金泽酒店、金泽东急酒店、金泽白鸟路山乐酒
店、元汤石屋

行

额

截止到2016年3月31日（周四）
为止的周一、三、五。
※4人以上开团
9,800日元／1人
儿童（6～11岁）8,800日元/1人
※以上价格含税，需提前2天预约

④体验团扇制作，
参观怀华楼茶屋，
品尝加入了金箔的
抹茶点心。 3
（旅游代码）ACT1CEACT013B

在这个旅游商品中包含了参观东茶屋街怀华
楼，体验制作艺妓使用的团扇，品尝加入了金
箔的抹茶和点心等。这些都是只有在金泽的艺
妓街区才能体验到项目。
可利用日

截止到2016年3月31日（周四）的每天
（12/5除外。1月开始不定期休息）

金

4,300日元／1人（含税）
※2人以上开团

额

集合地点

程

路线范本
9:00 金泽站西口出发
9:00 从指定酒店出发
东茶屋街（30分）

白川乡（90分）
午餐：五箇山豆腐膳（45分）

兼六园（50分）

五箇山合掌村（60分）

金泽21世纪美术馆（20分）

煎饼烧体验（30分）

长町武家住宅（30分）

16:30 抵达金泽站

近江町市场（30分）
12:00 回到酒店

※关于②～④线路的预约及咨询

TEL：03-5796-5454（7:00～21:00）

其他线路信息请点击→http://japanican.com/chubu

怀华楼入口（9:00～15:30）

相关开业信息
①金泽之宿 绿草音

②加贺屋分店 松乃碧

3

6

从兼六园乘车约10分钟可到达被绿色植物环绕的，位于高台上的
“和之旅馆”。在这个由私宅改造的两层楼内设有7间客房，每个
房间可住2至4人，一共可容纳19人。住宿费一晚4万日元/人（含
早晚餐，不包含消费税、服务费）。

2015年
10月开业

2015年
6月开业

作为和仓温泉加贺屋的分店开馆，是北陆第一个价格全包式旅馆。
酒店内或者客房内的酒水费用全部包含在住宿费内。共有31间客
房，可容纳96人。住宿费一晚4万日元/人（包含早晚餐，不包含消
费税、服务费）。

TEL: 076-208-3999

TEL : 0767-62-8000

http://ryokusone.jp/

http://www.matsunomidori.jp/#123

活动信息
③金泽城及兼六园的
冬季夜晚灯光秀 3
活动时间：2016年1月29日（周五）～31日（周日）
2月5日（周五）～14日（周日）
17:30～21:00
随着季节变换，展示着不同风采的金泽城和兼
六园。在冬季可以享受到灯光映照下的雪吊所
带来的梦幻景致。

⑤2016雪中牡蛎烧烤节

8

④2016雪人节

7

活动时间： 2016年2月6日（周六）桑岛地区
2月12日（周五）白峰地区
美食节15:00～、灯光秀17:00～21:00
白峰地区的居民们制作大大小小的雪人，届时当地
将挤满可爱的雪人。当给它们点亮蜡烛后，整个小
镇都会被梦幻的氛围所包裹。
交 通 ： 从 JR金 泽 站 乘 坐 加 贺 白 山 巴 士 （ 白 峰 方
向），约经过2小时在“桑岛温泉”的白山体验村
下车。

⑥山中温泉“螃蟹汤大锅”节

山中温泉汤气街道“町人旅人亭” 9

活动时间：2016年1月30日（周六）10:00～16:00、31日（周日）9:00～15:00
在穴水湾的“asunaro广场”设有全长400米的炭火烧烤台，可以在那慢慢
品味牡蛎这一能登冬季美味。（牡蛎一袋1000日元）
交通：从金泽车站乘坐JR七尾线前往和仓温泉站，在和仓温泉站乘坐能登
铁路，在终点穴水站下车后徒步走10分钟，抵达asunaro广场。
http://translate.google.co.jp/translate?hl=ja&sl=ja&tl=en&u=
http%3A%2F%2Fwww.town.anamizu.ishikawa.jp%2F (英文)

活动时间：2015年11月1日（周日）～2016年3月31日（周四）10:00～11:30
要说山中温泉冬季的有名之物，就数这个用考究的食材做成的“螃蟹汤大锅”
了。费用是1杯200日元，十分划算，请一定尝尝。
交通：从JR加贺温泉站乘坐加贺周游巴士CANBUS，在第二站“山中温泉菊
之汤•山中座”下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