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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登兜风路线示例 ]

一起用环保的方式去美丽的能登半岛兜风如何？

2011年 6月，能登的里山里海被正式认定为“世界农业遗产”。
在最适合兜风的秋天，让我们乘坐充电式环保汽车去体验能登半岛的自然魅力吧！

石川丰田租车公司已准备了5辆配置英文版导航仪的环保

汽车（普锐斯 PHV）。

英文版导航仪完备

在能登已设置21座充电站

“G-Station”，在此充电后即可自由

随心、饱览能登的自然风光。同时，

充电竟然是免费的！！！而且在

“G-Station”附近还可使用WiFi。

位于推荐景点边
的充电站

提供观光地信息和道路指南的安卓系统应

用软件。租车用推荐路线也应有尽有！完全

对应日语、英语、中文（简·繁）、韩语等。

同时也有iPhone用观光应用软件。

兜风时使用
“Ishikawa Travel Gu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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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住宿设施请点击

http://www.hot-ishikawa.jp/rindou/

（日语、英语、中文（简·繁）、韩语）http://www.hakusan-rindo.jp/

从停车场下台阶,在绿色的隧
道中步行约 20 分钟。远远望
去一道瀑布跃入眼帘，仿佛老
太婆一头凌乱的白发。近处可
体验的足浴和温泉是名副其实
的“密汤”。姥泷也被入选“日
本的泷（瀑布）100 选”。

落差高达 86m 被誉为蛇谷第
一壮观的大瀑布，有时瀑布
的飞沫甚至会浸湿路面。站
在展望台前远眺，任由被瀑
布的飞沫浸润的微风拂过脸
颊，非常惬意。

白山超级林道是连接石川县白山市与岐阜县白川村之间的全长33.3KM的收费观光道路。欣赏红
叶的胜地“白山超级林道”，据称其年间通行者的4成都是在10月份来访。山间的斜面上布满红
叶，无论何处都是景色非凡，赏心悦目。下面就一些推荐景点进行介绍。
■赏枫时间：10月上旬～10月下旬
■道路交通：距离北陆自动车道金沢西 IC60KM·1小时 30 分车程
　　　　　　距离小松机场 40KM·1小时车程
■收      费：普通车 3150日元、微型面包车 9370日元、大型巴士 21000日元（单程行驶时）
■咨      询：白山林道石川县管理事务所（TEL:076-256-7341）

乘坐私家车或巴士前往加贺温泉（粟津、片山津、山代、山中）、辰口温泉、白山温泉乡、金沢温泉乡
等赞助和协作单位的住宿设施，并住宿的家庭或团体，将实行单程过路费返还活动！！

■白山超级林道利用后 ,住宿：通过发票进行确认后 , 过路费返还
■住宿后 ,利用白山超级林道：在返程时将发放免费使用券（含有效期限）

距离中宫收费站约 40 分钟车
程。位于白山超级林道的最高
点 ,即石川·岐阜县境内。从
这里至三方岩岳山顶（标高
1736m）的登山路已修整完毕
（上山 50 分、下山30 分）、从
山顶展望白山、北阿尔卑斯山
非常壮观。

白山超级林道的
景点介绍

白山超级林道单程免费活动今年也将继续实行！！

蟹解禁！！
石川味觉体验之季隆重登场！！

代表冬季味觉的雪蟹有“味觉之王”的美称，11月 6日捕捞雪蟹开始解禁。在石

川县公蟹被称为“加能蟹”、母蟹被称为“香箱蟹”。当地人喜好“香箱蟹”、不仅

在高级料理店在居酒屋和回转寿司点也可品尝其美味。

■捕 捞 期：11月 6日～ 3月 20日（「香箱蟹」截止1月10日）

http://www.c-nexco.co.jp/news/2786.html

高速道路无限使用「G-PASS」

中日本高速道路株式会社以访日外国人为对象的商品「速旅 Central Nippon Expressway Pass 

2012 in Autumn」（昵称：G-PASS）已正式发售。中部·北陆地区的高速公路在支付定额的

费用后即可无限使用（仅限使用 ETC）。在日本的外国人也可使用。今年秋天，让我们乘坐

租赁汽车尽情游览北陆·中部地区的各个景点吧！

■使用时间：2012 年 8月10日（周五）～11月14日（周三）期间最长连续使用 3•5•7天
■对 象 者：持外国护照的人或拥有外国永住权的日本人

　　　　　   （但仅限持日本承认的驾驶证的人）

■对象车种：安装 ETC 无线通信行驶的各租车公司的汽车

■费      用：3日间10,000日元、5日间13,000日元、7日间16,000日元

■申请地点：丰田租赁爱知  中部国际空港店   TEL:0569-38-0100

　　　　　　马自达租赁车中部机场 中部交际空港店   TEL:0569-38-7055

　　　　　　※仅限在上述2店铺进行汽车的租赁和返还（不可在其他店铺进行租借或返还）

http://shunran.info/

位于石川县能登半岛的农家民宿“春兰之里”。可在广阔的大自然中，随季节变换进行各种

体验的春兰之里，从英国 BBC主办的“World Challenge 2011”收到的 600 多份申请材料中脱

颖而出，成功入选最终12名“Final List”名单，这份骄人的成绩使得春兰之里至今仍备受

世人瞩目。自今年春天到夏天，有来自中国的约 300 名学生通过教育旅行访问这里。吃着自

己采集的食材做成的饭菜，体验日本家庭式的热情招待。在被列为世界农业遗产的美丽大

自然完好保存的能登半岛，与当地的风土人情亲密接触，进行生活体验，想必一定会给学

生们留下美好的深深回忆

■交通路线：距离能登机场约10 分钟车程

■费　　用：9,450日元（1宿 2 餐、含体验费用）

■体验内容（秋）：采蘑菇、割稻子、制作树屋等

教育旅行中不可缺的「春兰之里」。
已有300 名海外游客造访！

MAP-11石川点心博览会2012

自加贺百万石时代起点心文化就在石川生生不息。今年秋天，将召开全新的点心节！

日本全国有名的和式西式点心店将齐聚一堂，举行贩卖展示、舞台表演、点心茶会

等众多丰富多彩的节目。日本三大和式点心产地之一的“石川县”的实力，敬请期待！

■时     间：2012 年11月 3日（周六）·4日（周日）
■地     点：石川县立音乐堂交流大厅、石川县政纪念椎木迎宾馆等 
■问 讯 处：石川县观光推进课　TEL:076-225-1542（仅限日语）

MAP-10

（NEXCO 中日本）

三方岩停车场（三方岩岳）
（标高1450ｍ）

瓢之大瀑布（标高900ｍ）

亲谷之汤·姥泷
（标高770ｍ）

中宫收费站

石川县← →岐阜县

↓合影留念时的景象

↓寄宿家庭的父母们

↑↓丰富的体验内容

有关美味
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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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んさ本铺主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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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山脚下的
枥饼非常
好吃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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