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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陸新幹線 終於將在2015年3月14日 開通！
金澤∼東京間 2小時28分
最快速列車「かがやき」(Kagayaki)１天最多18往返運行！
定期班、臨時列車的時刻請參閱另附的時刻表。

可使用日本鐵路周遊券搭乘北陸新幹線
※不能使用グランクラス(Gran Class)艙
http://www.japanrailpass.net/

完善的車輛設備
－即使是普通車廂的座席也是寬敞設計
－並在全坐位上設置有電源插座
－在廁所設有溫水沖洗機能附著的馬桶座

新幹線

新幹線

東京

巴士

長野

金澤

１小時30分

1小時

白川鄉

Travel 將在各地所舉辦的旅行博覽會中作宣傳！
Fair
請大家來會場參觀。

1小時

■ 德國旅行博覽會 (ITB Berlin 2015)
3/4∼8
The Messe Berlin Exhibition Ground
■ 泰國國際旅行博覽會 (TITF)
2/25∼3/1 Queen Sirikit National Convention Center Bankok
■ 新加坡國際旅行博覽會 (Travel Revolution2015)
3/27∼29 Marina Bay Sands level B2 Exhibition Halls D, E and F
■ 馬來西亞旅行博覽會 (MATTA Fair KL)
3/13∼15 Putra World Trade Centre (PWTC)

北陸新幹線也可使用!非常優惠的折扣票!
和倉溫泉

金澤
小松機場

1 關西．北陸區域的巴士

上越妙高

北陸區域的巴士 2
黑部宇奈月
溫泉

富山

從關西機場有至關西．北陸區域無限次數乘坐的實惠巴士
（北陸新幹線利用區間：金澤∼上越妙高間）
※北陸新幹線「かがやき」(Kagayaki)不能使用
2 北陸地區巴士
北陸地區（富山、石川、福井）無限次數乘坐！（北陸新幹線利用區間：金澤∼黒部宇奈月間）
※北陸新幹線「かがやき」(Kagayaki)不能使用

長野

白川鄉
高山

福井
3

關西・北陸
區域的巴士 1

高山・北陸
旅遊巴士

4 昇龍道巴士票

名古屋

京都

▲

神戶
岡山

大阪
關西機場

中部國際機場
▼奈良、和歌山

其他還有許多種又方便又實惠的折扣票
東京

3 高山．北陸旅遊巴士

名古屋∼金澤∼大阪間的JR電車或巴士無限次數乘坐。
金澤∼白川郷∼高山∼名古屋間的高速巴士無限次數乘坐
不論是城下町．金澤或是世界遺產．白川郷、高山等日本屈指可數的觀光地等都可使用此方便
又划算的巴士。

4 旅遊昇龍道巴士票

金澤∼白川郷的巴士增班。1 日 8 往返運行！（2015 年 3 月 14 日∼）
從金澤至「白川郷」「高山」的交通更加的方便了。
http://www.hokutetsu.co.jp/news/270314takayama.pdf

“光的庭園”
3月7日
開張！

玉泉院丸庭園 1

所謂玉泉院丸庭園
在金澤城內的庭園、充滿匠心的高石垣來
構成的、在其他處所無法見到具獨創性之
庭園。其歷史比兼六園更為古老、在根據
各種文獻及調查為基礎、將約380年前的
美麗庭園再度整理呈現出來的。

玉泉院丸庭園
石川門
〈金澤城公園〉

兼六園

▼

▼

透過一整年、在假日前用3色燈光的變化來表
演打燈活動。請來欣賞於金澤市夜晚的新魅力
（星期五．六日、假日前 日沒∼晚上９點）
在休息處的「玉泉庵」中有自家原創
的和果子與枺茶提供給來訪者。

〈介紹城與庭園的嚮導義工〉
金澤城與兼六園的專門嚮導員。請不要客氣的詢問。
※只限在當場預約報名。(接受報名時間9:30∼15:30）

■
■

詢問處：金澤城．兼六園管理事務所 (TEL 076-234-3800)
交 通：金澤車站搭乘<城下町金澤周遊巴士>約20分
→在<兼六園下>站下車

兼六園．金澤城（金澤市） 1

櫻花

日本三名園的「兼六園」與代表城下町象徵的「金澤城公園」中
盛開的美麗櫻花。配合開花將舉行夜晚點燈活動。
■ 開花時期：4月上旬∼中旬
■ 詢問處：金澤城．兼六園管理事務所 (TEL 076-234-3800)
■ 交通：金澤車站搭乘<城下町金澤周遊巴士>約20分
→在<兼六園下>站下車

能登櫻花車站（穴水町） 2
從電車中可欣賞到櫻花隧道、是必見景點。並也有運行
觀光列車「能登里山里海號」與廣告卡通列車。
■ 開花時期：4月中旬∼下旬
■ 詢問處：能登鐵道株式 (TEL 0768-52-4422)
■ 交通：金澤車站搭乘特急電車約1小時
→在和倉溫泉車站換乘<能登鐵道>約30分

大聖寺 流舟（加賀市） 3
在屋形船上順著緩緩流水欣賞美麗櫻花、
充分享受日本的風情。
■ 開花時期：4月上旬∼中旬
■ 詢問處：KAGA旅町網站 (TEL 0761-72-6678)
■ 交通：在金澤車站搭電車約40分
→於大聖寺車站下車徒步15分

最新消息
觀光列車「能登里山里海號」１日5班運行！ 5
七尾∼穴水間70分、請暫時忘卻時間盡情享受能登的美麗風景
http://www.nototetsu.co.jp/satoyamasatoumisyousai.pdf

無敵鐵金剛Z
列車也在
運行中！

■ 詢問處：能登鉄道株式會社
TEL（0768)52-4422
http://www.nototetsu.co.jp/html/zikoku.html

免稅店
加賀屋
4
連續35年榮獲日本第一

觀光案內所

除了擴大免稅品的項目之外、申請免稅的手續也簡單化。
縣內的免稅店也增加了。
■ 免稅店一覽 (JNTO)
http://tax-freeshop.jnto.go.jp/eng/shop-list.php
（2 月 18 日現在石川縣內有 64 間店舖刊載中）

受到日本政府觀光局（JNTO）認
定的外國人觀光案內所在縣內增
加了9處、共有19處來為大家做貼
心的服務。如有看到認定標識時、
務必請別客氣的來訪。

和倉溫泉的加賀屋連續35年榮獲
「專業者所選日本的飯店．旅館
100選」中的第一名。
請來體驗日本第一的待客服務
■ 詢問處：0767-62-4111
http://www.kagaya.co.jp/

2015年3月
在金澤車站開始外幣兌換的服務！

■ 外國人觀光案內所一覽 (JNTO)
http://www.jnto.go.jp/eng/
arrange/travel/guide/voffice.php

3月7日於金澤車站開始營業的日本旅行金澤支店內設立了兌
換外幣的專門窗口！可在此兌換流通於世界的33種外幣！

新開張情報

「ホテルマイステイズ金澤」
(HotelMystays金澤)隆重開業！
（2014年11月23日）
從金澤車站徒步 5 分。全室 30 ㎡
以上寬敞舒適的空間。
■ 詢問處：TEL 076-290-5255
http://www.mystays.com/
1
location/kanazawa/

「AB Hotel金澤」隆重開業
（2015年4月18日）
從金澤車站徒步１分。方便的位
置盛大開業！
■ 詢問處：TEL 076-221-1305
http://www.ab-hotel.jp/

1

「パブリックホテル新竪町」
(PublicHotel新竪町) 隆重開業
（2015年1月28日）
至兼六園徒步 10 分。在金澤巿內
新的招待所登場。
■ 詢問處：FAX 076-231-5335
MAIL info＠pb-hotel.com
1
http://pb-hotel.com/

「金澤東急飯店」重新裝潢 「彩之庭飯店」開業
盛大開業（2014年10月）
（2015年3月9日）
設計成可讓人感受到金澤傳統文
化的室內裝潢並重新隡重的開業。
■ 詢問處：TEL 076-231-2411
http://www.tokyuhotelsjapan.com/
en/TH/TH_KANAZ/index.html

1

專題
▼

金澤城．兼六園夜間點燈活動
∼新幹線開業特別企晝∼

1

■ 期間：5月3日、4日（17：30∼21：00）
請來享受觀賞國內最高等級質量與規模的燈光表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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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P

1

のと鉄道「のと里山里海号」

Ishikawa

■ 期間：3月14日（六）∼22日（日）18：30∼21：00

金澤城投影映射▼

在感受四季美景的庭園，享受金
澤唯有的極至空間。
■ 詢問處：TEL 076-235-5111
http://www.sainoniwa-hotel.jp/

1

(Hokuriku Japan)
石川県
Osaka
大阪

Tokyo
東京

5

※照片與前次同樣的圖片

Noto Satoyama Airport
のと里山空港
Anamizu
穴水駅
Wakuraonsen
和倉温泉駅
Noto Tetudou 2
のと鉄道
Nanao
七尾駅
4
♨
Noetsu Expressway
能越自動車道
JR
Nanao
Line
JR七尾線

Noto Satoyama Kaido (Free)
のと里山海道

▲青柏祭（七尾市）日本最大規模的藝閣在街上遊行巡迴 4

旅祭（小松市）

▼

■ 期間：5月3∼5日
■ 交通：從金澤車站搭特急電車約1小時→七尾車站下車
■ 詢問處：七尾市觀光協會 TEL 0767-53-8424

豪華的藝閣與可愛小朋友表演的歌舞伎最值得一看。
■ 期間：5月8∼10日
■ 交通：金澤車站搭特急電車約20分→小松車站下車

1
Komatsu Airport
小松空港
Daishoji
大聖寺駅

6

Kaga IC
加賀IC
JR Hokuriku
Line
JR北陸本線

3

♨

Kanazawa
金沢駅

Hokuriku
Expressway
北陸自動車道

6

Komatsu
小松駅

♨

♨
♨

Shirakawa-Go IC
白川郷I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