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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川的赏樱佳处石川的赏樱佳处
日本春天的风物诗当属樱花了。
下面就为大家介绍几处石川县推荐的赏花佳处。

日本三大名园的“兼六园”及作为城下町象征的“金
泽城公园”将绽放满美丽的樱花。配合樱花的盛放，
将进行为期7天的免费开园及夜晚灯光秀。
●花期：4月上旬至中旬
●问询窗口：
　金泽城·兼六园管理事务所
 （TEL 076-234-3800）
●交通：
　在金泽车站乘坐金泽周游巴士20分钟，
　在“兼六园·金泽城”下车

兼六园·金泽城
（金泽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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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缓缓顺流前行的屋形船上观赏樱花，可以好好享受一番日本风情。
●花期：4月上旬至中旬
●问询窗口：KAGA旅MACHI NET（TEL : 0761-72-6678）
●交通：从金泽车站乘电车约40分钟，抵达大圣寺站后徒步15分钟　　

大圣寺 河上泛舟 (加贺市) 3

从列车车窗望见的樱花隧道十分值得一看！
观光列车“能登里山里海号”或者彩妆列车均有
运行。
●花期：4月中旬至下旬
●问询窗口：能登铁道株式会社（TEL : 0768-52-4422）
●交通：在金泽站乘坐特急电车约1小时，在和仓温泉
站换乘能登铁道后继续乘坐30分钟

能登樱花站
(穴水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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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主计町茶屋街的浅野川沿岸种满了樱花树，一旦到了春天，盛放的樱花
和此处古老的茶屋料理店等一起营造出旧日的风情。
●花期：4月上旬至中旬
●交通：在金泽车站乘坐金泽周游巴士20分钟，在“桥场町”下车

主计町茶屋街 (金泽市) 1



可以换上新娘的华服，体验穿越暖帘。也为男士准备
了新郎的服饰。
在这里留下宝贵的结婚纪念和旅行纪念如何？

装扮成新娘体验穿越暖帘

■体验费用：3000日元每人
■体验时间：10:00～16:00
   ※最终入场时间15:30
■所需时间：20～30分钟

开业
信息

交通
信息

妆点七尾春天的华丽节日。高12米，重20吨，车轮直径达2米的日本最大级
花车将在市内巡回。
■时期：5月3～5日
■交通：从金泽站乘坐特急电车约1小时，在七尾站下车。車
■问询窗口：七尾市观光协会  TEL0767-53-8424
http://www.nanaoh.net/index.php

花嫁暖帘是指，能登地区只在婚庆日上为新娘准备的
华丽门帘，许多是由加贺友禅制成，价格昂贵，别具一格。
在馆内，有花嫁暖帘的常设展示，可以体验穿越暖帘，还有可以
举办茶会的日式房间及游客的休息场所等。
■地址：七尾市一本杉通（马出町ツ部49）　■开馆时间：9:00～17:00
■休馆日：每月第4个星期二　■门票：成年人550日元（20人以上团体游客
450日元）、小学生及初中生250日元、学龄前儿童免费。
■交通：从金泽站乘坐特急电车1小时，在七尾站下车后徒步5分钟。

每年5月在小松市内举行，已有360年历史的节日庆典。豪华绚烂的八辆
花车齐聚一堂，还能见到当地孩子们表演的十分可爱的少儿歌舞伎。
■时间：5月13～15日
■交通：从金泽站乘坐特急电车约20分钟，在小松站下车。車
http://www.komatsuguide.jp/index.php/otabimatsuri/detail/tanosimu

活动
信息

“北陆弧形通票”
（Arch Pass）乐享
 新的黄金路线！

近江町市场等
武藏地区的5处商店
街的共用免税柜台

2016年
2月6日
开业

2016年
4月9日
开业

4月1日
开始可使用

金泽市武藏地区的5处商店街的共用免税柜台，在名铁
MZ1楼的黑门小路咨询台正式开业了！在该咨询台除了
可以办理免税手续外，还能够进行旅游咨询和兑换外
汇。当然，还常驻有会说外语的员工，令游客倍感安
心。到变得更加便利舒适的武藏地区来旅游一下如何？
■金泽市武藏町15-1　名铁M’ZA (Meitetsu emuza)　
   10:00～19:30
■交通：从金泽车站乘坐城下町金泽周游巴士5分钟
   在“武藏ヶ辻 •近江町市场”下车。車

14花嫁
暖帘馆

青柏祭 (七尾市)

旅行祭

東京
成田空港

羽田空港

長野

金沢

和倉温泉

大阪
関西空港

京都

东京至大阪（7～10天）
样本路线

[第1天]
抵达羽田或者成田机场
[第2天及第3天]
游览东京（浅草寺、新宿等）
[第4天]
游览长野县（善光寺、雪猴等）
※乘坐北陆新干线需1.5小时
[第5天至第7天]
游览石川县（兼六园、东茶屋街、和仓
温泉、那谷寺等）
※乘坐北陆新干线需1小时
[第8天及第9天]
京都•大阪（伏见稻荷大社、金阁寺、新
世界等）
※乘坐JR特急需2小时
[第10天]
从关西机场出发回国

5

4

使用JR的该车票，可以从首都圈经过北陆地区达到关西地区（或者从关
西地区经过北陆地区到达首都圈）。

大阪•东京“北陆弧形通票”成年人24,000日元，儿童12,000日元
（连续 7天内有效）



话   题

和仓温泉的加贺屋连续36年于“专业评选日本酒店、旅馆百选”活动中
荣获日本第一。请务必前来体验一下日本第一的热情款待。

■询问窗口：0767-62-4111   http://www.kagaya.co.jp/

加贺屋 连续36年日本第一 4

周游高70米的大喷泉及浮见堂等被灯光照亮的片山津温泉柴山泻。
眺望着湖面上摇曳的温泉旅馆的灯火倒影，被令人心情舒畅的夜风轻轻
吹拂，一定会是一次难忘的夜色巡航。
■活动日：4月29日～10月31日
■开船时间：20:15、20:45、21:30（巡航时间30分钟）
■地点：从片山津温泉的汤之元公园出港
■费用：800日元
■问询窗口：片山津温泉观光协会 0761-74-1123
http://www.katayamazu-spa.or.jp/
[MOVIE]→ http://tabimati.net/movie/?p=51020

星空夜色巡航 (片山津柴山泻) 6

■路线名：金泽 SAMURAI TOURS  (KANAZAWA SAMURAI TOURS)
■费用：6,000日元（成人）、3,000日元（儿童：7～12岁）、
幼儿 （6岁以下）免费

■运营时间：每周二至五的上午9点出发，正午结束。
（除去4月29日～5月6日、12月29日～1月4日）
■路线内容：金泽站～长町武家旧宅～东茶屋街～金泽城 •兼六园～解散
■预约方式：Web   http://kanazawatravel.jp/kst/
或者   Email   nakamura@hokkokukanko.co.jp

下面为大家介绍一下从金泽站发车
的巴士观光路线，该路线有精通金
泽历史文化的英语导游同行。

KANAZAWA SAMURAI TOURS 1

通过该活动可以欣赏到附有英文解说的艺妓表演。请一定欣赏一下加贺
百万石的传统艺能。
■活动日期：3月27日～4月29日之间的每周一、三、五、日，共计20次。
■地点：东茶屋街 怀华楼
■时间：18:00～19:00　（17:15开始入场、19:30闭馆）
■费用：3,500日元～7,000日元
■预约电话：090-2832-5175
※详情请见→ http://geisha.artexinc.com

Geisya Evenings in KANAZAWA. 1

去年2015年，代表了石川县的观光圣地——兼六园共接待了29万人次以上
的外国游客，创下了过去最高纪录。
赏樱期间将有免费的夜晚灯光秀，请大家一定去感受下兼六园在四季变幻
中的无穷魅力。

到访兼六园的外国游客数量突破29万！

～早春～
3月11日至20日
可欣赏梅园等满满的早春景致。載
～樱花绽放期的灯光秀～
4月上旬頃
※根据樱花的花期举行。
■日程等详细请见→ 
http://www.pref.ishikawa.jp/
siro-niwa/japanese/top.html

兼六园灯光秀信息報1

面向海外宣传石川旅游资源的Facebook
官方网页正式开通了！
今后我们将通过该页面及时发布各类旅
游信息，欢迎大家常来看看！

石川县开设Facebook页面開設

https://www.facebook.com/
Discover-Ishikawa-Japan-
1707686196110375/

https://www.facebook.com/Discover-Ishikawa-Japan-1707686196110375/
http://www.pref.ishikawa.jp/siro-niwa/japanese/top.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