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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陸新幹線金澤站預定開業
〜從東京只要2小時半即抵達金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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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川之秋、美食之秋！
AKB」讓大家飽享“食欲的秋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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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1月6日是捕撈螃蟹的解禁日！ 石川縣產的松葉蟹稱為「加能螃蟹」、

甜蝦

K

被稱為「海中寶石」的美麗甜蝦。
濃厚甘甜是最大特徵的石川甜蝦、
絕品！
時期：9 月 ~ 2 月

(Kani)

▼ 螃蟹

被稱為冬天的「味覚之王」、從 11 月
至 2 月是盛產期也是最美味的時期。
時期：11 月∼ 3 月

美食情報
掛上此藍色牌子是
證明其為真正的
「加能螃蟹」之意。

於全國有名的石川鰤魚非常的肥碩、
魚肉新鮮有彈性也是絕品之一。
時期：12 月〜 3 月

可在哪裡吃得到呢？
近江町市場
（金澤市）

1

輪島早市
（輪島市）

鰤魚

2

能登食祭市場
（七尾市）

3

加賀橋立漁港
（加賀市）

2

初食螃蟹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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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11 月 16 日（日）9 點∼ 14 點
場所：MarineTown 特設會場
詢問處：石川縣漁業協同組合輪島支所
（能登輪島海物語實行委員會）
（TEL 0768-22-1485）
http://www.jf-net.ne.jp/ikwajimag
yokyo/news/2013/1001.html

▲

B (Buri)

輪島螃蟹祭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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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11 月９日（日）10 點∼ 13 點
場所：加賀市山代温泉 Haduchio 樂堂
詢問處：山代温泉觀光協會
（TEL 0761-77-1144）
http://tabimati.net/event/detail.
php?p=491

山中温泉螃蟹大鍋湯的提供
■交通方法：在金澤車站
搭城下町金澤周遊巴士約
5 分→武蔵之辻站下車即到
■詢問處：
近江町市場事務所
（TEL 076-231-1462）

■交通方法：在金澤車站搭 ■交通方法：在金澤車站搭
前往能登方面的特急巴士約 電車約 1 小時→JR 七尾車站
2 小時→MarineTown 下車→ 下車→徒步 10 分
徒步 5 分
■詢問處：
■詢問處：
能登食祭市場
輪島市早市組合
（TEL 0767-52-7071）
（TEL 0768-22-7653）

■交通方法：在金澤車站
搭電車約 25 分→JR 加賀
温泉車站下車→搭加賀周遊
CanBus 繞海線約 48 分→
橋立漁港下車
■詢問處：加賀市觀光情報
中心 KAGA Tabi Machi Net
TEL 0761-72-6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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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間：11 月 1 日起至 27 年３月 31 日止
10 點∼ 11 點 30 分
場所：加賀市山中温泉熱氣街道上的
「町人旅人亭」處
詢問處：山中温泉觀光協會
（TEL 0761-78-0330）
http://www.yamanaka-spa.or.jp/
event/index_013.html

推薦觀賞紅葉最好的景點
白山超級林道

要說石川的紅葉即是下列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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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川縣白山市∼岐阜縣大野郡白川村）
總長 33.3km 之間的山道是觀賞紅葉的絕景勝地。
且不只是紅葉、在｢日本瀑布 100 選｣中被選出的
姥姥瀑布之外、有許多的美麗景觀都是值得一看的。
http://www.hakusan-rindo.jp/contents/kouyou/kouyou25/kouyou.html
＊紅葉時期：10 月上旬∼ 10 月下旬
联詢問處：白山林道石川管理事務所（TEL 076-256-7341）
另外也有舉辦如此特殊的活動。 白山超級林道早晨賞楓健走
當地的嚮導人員介紹重點的絕景給參加者。
請在此些景點拍一張值得留念的記念照如何。
＊早晨賞楓健走是針對住宿者舉辦的服務活動。
日期：2014 年 10 月 12 日（日）・26 日（日）的早上 6 點出發
詢問處：白山市觀光情報中心（TEL 076-273-4851）

↓石川縣內還有許多美麗非凡的賞楓景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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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山之寺寺院群

鶴仙溪

兼六園

8

沿著溪流散步於遊步道上、可 360°眺
被包圍在美麗的自然中、擁有 1300 年
望周遭的紅葉、景色真的是別有風格。 曆史的寺廟。廣大寺內的奇岩山壁、
＊紅葉時期：11 月上旬∼ 11 月下旬
池塘與紅葉相對稱、協調成非常美麗
而壯觀的奇景。
■交通方法：從金澤車站搭電車約
＊紅葉時期：11 月上旬∼ 11 月下旬
25 分→JR 加賀溫泉站下車→再搭加

不但是從各地來的觀光客、對於本地人
也是極高人氣的、可說是石川縣的象徵
代表。在紅葉時期許多的遊客都為觀其
美景而到訪。
＊紅葉時期：11 月初旬∼ 12 月初旬

■交通方法：從金澤車站搭城下町金澤 賀周遊 CanBus 繞山線約 24 分→
周遊巴士約 20 分→< 兼六園下 > 站下車 在山中溫泉的菊湯・山中座站下車
■詢問處：
金澤城・兼六園管理事務所
（TEL 076-234-3800）

那谷寺

■詢問處：
山中溫泉觀光協會
（TEL 0761-78-0330）

■交通方法：從金澤車站搭電車約
25 分→JR 加賀溫泉站下車→再搭加
賀周遊 CanBus 繞山線約 30 分→
那谷寺站下車
■詢問處：
那谷寺（TEL 0761-65-2111）

由 16 個寺院集中成的寺院群。其中有
1 個 < 本行寺 > 是被稱為「楓葉寺」。寺
內除了有樹 已逾 700 年的椎木之外、
隨四季的變化花草樹木多樣、建議在此
散步欣賞必令人賞心悅目。
＊紅葉時期：11 月上旬∼ 11 月下旬
■交通方法：從金澤車站搭電車約 1 小
時→JR 七尾站下車→徒步 15 分
■詢問處：
七尾市觀光交流課（TEL 0767-53-8424）

輪島・白米千枚田 Aze No Kirameki

光 的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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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18 日（六）∼ 27 年 3 月 15 日（日）

在被認定為世界農業遺産的能登・輪島千枚田上、舉行充滿了
夢幻般的點燈活動。共有 21,000 個太陽能 LED 燈被點著、於
2012 年在金氏記錄中被認定。
交通方法：在金澤車站搭前能登方面特急巴士約 2 小時→於輪
島車站前下車→再搭乘臨時巴士約 20 分→千枚田站下車
詢問處：輪島市觀光課（TEL0768-23-1146）
http://wajimanavi.lg.jp/www/event/detail.jsp?id=1450

金澤城・兼六園的夜間點燈∼秋之段
金澤城投影表演
10 月 11 日（六）∼ 12 日（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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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金澤城的菱櫓、五十間長屋等做為背景、為國內最大規模放映以金澤為主題且的映像。
交通方法：在金澤車站搭城下町金澤周遊巴士約 20 分→< 兼六園下站 > 下車
詢問處：新幹線金澤開業記念事業實行委員會 金澤市（TEL 076-220-2759）
http://www4.city.kanazawa.lg.jp/17215/pm_kanazawa_c.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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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11 日（六）∼ 12 日（日）18:30 ∼ 21:00
11 月 21 日（五）∼ 30 日（日）17:30 ∼ 21:00
http://www.pref.ishikawa.jp/
siro-niwa/event/index.html

被世界認同的石川觀光地・名勝
「TripAdviser」政界的人氣地標・公園部門
亞洲第 5 位

「TravelRanger」世界中最美麗的車站

兼六园
1兼六園
世界最大的旅行口啤網頁「TripAdviser」的世界人氣地標・公園部門
之亞洲區、被選為第５位人氣。

1 金澤車站
被美國的旅行雜誌「TravelRanger」選為是世界的車站中最為
美麗的車站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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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ipAdviser」
連続３年榮獲最優秀認証

※照片僅為參考

番外編

10 能登水族館
「TripAdviser」的口啤中、只有一直能持續維持最高評價的設施才
能得到的榮譽封號「最優秀認証」、已連續3年得獎。

交通情報

世界最熱門的旅行嚮導出版物「Lonely
Planet」中、最棒的旅行地「Best In
Travel 2014」中、北陸地區被選為世界
排名第 4 位。

最新情報

【北陸】

北陸新幹線金澤線的開通就快到了！
各式各樣的“ 款待 ”已陸陸續續的開始準備了。

昇龍道高速
巴士車票

“Anto” 開張

JR 金澤車站內主要的商業施設「金澤百番街」、集合了「土
產館」與「品味館」將其命名為「Anto」而重新開張營業。
詢問處：金澤百番街（TEL 076-260-3700）
http://www.100bangai.co.jp/floor/floorinfo.php?
floor=omiyage

「昇龍道高速巴士車票」大家知道
嗎。是金澤 - 白川 - 高山 - 名古屋
之間的快速巴士、能在各點自由
的上下車無限制、非常划算的車
票。利用此票可以至歴史及傳統
非常深奧的金澤、或是是世界遺
產的白川鄉等、自由的計劃自己
想去之地、周遊此地區的景點。
詢問處：名古屋鐵道廣報部
（TEL 052-588-0813）

石川縣的宣傳展示間
「石川百萬石物語・江戸本店」
於 10 月 8 日在銀座開張。
開設的目的在希望更多的民眾知道石川的魅力、
並且是傳達石川情報的據點。
場所：東京都中央區銀座 2-2-18
交通方法：山手線（有楽町駅）徒步約 4 分 東京メトロ
（Metro）・有樂町線（銀座 1 丁目站）4 番出口前

※照片僅為參考
白川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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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山市傳統街道

主題
申請參加縣內馬拉松大會的手續即將
開始了。
3
能登和倉萬葉之里
馬拉松 2015 [ 七尾市 ]
（舉辦日：2015 年 3 月 15 日）
＊能夠享受欣賞能登的自然風光明媚的
行程、今年預定有許多從海外來的参加者。
詢問處：能登和倉萬葉之里馬拉松大會
事務局（七尾市觀光交流課內）
（TEL 0767-53-8436）

兼六園
的雪吊

1

兼六園的雪吊是石川在冬
天季節性的傳統作業、每
年的 11 月 1 日開始實施。

加賀温泉郷馬拉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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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賀市]

（舉辦日：2015 年 4 月 19 日）
＊跑遍３温泉街是變化多樣的行程、
經過 2 年的休息後又重新舉辮的大會。

熊甲祭 [七尾市] 3
9 月 20 日（六）
被指定為重要無形民俗文化財、被稱為猿
田彦（Sarutahiko）長的像天狗的神明、手
上拿著大紅旗是其最大的特徵、是代表能
登的奇祭。祭典的起源傳說來自朝鮮半島、
在海外所有愛好祭典的人都無所不知的。
詢問處：七尾市觀光交流課
（TEL 0767-53-84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