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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情享受石川夏日
的各种活动

乐此不疲的体验套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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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Phone 版观光向导软件

← Android 版观光向导软件

石川县的观光情报

与您的

  智能手机联袂！

Download

n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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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川县的观光情报
与您的

  智能手机联袂！

「石川县翻译导游协会」的启动

石川县开发了对应 Android 智能手机的多

语言观光向导软件

「Ishikawa Travel Guide」！内含经典路线等

石川县诸多观光情报。

请您一定下载试用！

石川县也为使用 iPhone 的游客开发了对应的观光向导软件。

iPhone 的用户请点这里。

iPhone 系统应对软件 下载地点

http://itunes.apple.com/jp/app/ishikawa-travel-guide/
id412377293?mt=8

＜Android 版观光向导软件＞

[ Ishikawa Travel Guide ]http://hot-ishikawa.jp/f-lang/app/index_en.html

「Ishikawa Travel Guide」的主要机能

·可对应日语，英语，中文（简体，繁体）韩语

·免费下载

·观光设施，住宿设施的搜索，道路向导

·介绍石川县20 个景点 及诸多标准、

  经典观光路线。

·提供观光向导处和行李寄存处等旅居常用信息

＜iPhone 版观光向导软件＞

４月１日，在石川县内的外语导游们的努力下，「石川县翻译导游协会」正式成立了。

在您需要外语导游的时候，请您一定使用这项服务。

对应语言：英语，中国语，泰语，法语

※请直接联系以下部门。

全球最大的旅游评论网站「tripadvisor」，「海外旅行者中最有人气的日本观光景点」排行榜上、
兼六园在欧洲游客中排名第一、全世界所有游客中排名第６位！
去年 4月至今年 3月为止一年间，tripadvisor 实施的「海外旅行者中最有人气的日本观光景点」排行榜上、

兼六园在欧洲游客中排名第一、全球所有游客中排名第 6位。

[ Tripadvisor 的主页 ] http://www.tripadvisor.jp/pages/HotSpotJapan_2012.html

[ 石川县翻译导游协会 ]　E-mail:kanazawa_guidelink@hotmail.co.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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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情享受石川夏日的
各种活动

乐此不疲的体验套餐

能登切子灯笼祭典

http://www.okunoto-endenmura.jp/
[奥能登盐田村主页] （日语·英语）

以空中运动和单板滑雪的人气场所而闻名、立于海拔650m的狮子吼高原，金泽的广阔原野可尽收

眼底。可进行在陆地上学习初级操作的新手体验及和有教练陪同的两人双乘在空中翱翔的体验。

■举行时间：天气不好时休业，新手体验套餐、双乘翱翔套餐星期二休业

■时间：9:30～17:00

■费用：缆车往返票1000日元，新手体验套餐2500日元

※需事前预约，双乘翱翔套餐7000日元

■路线：JR金泽站下车／乘巴士40分钟、北陆铁道鹤来站下车／乘车5分钟

■咨询电话：076-272-0600 (sky狮子吼)

约从400年前在能登流传下来的传统制盐方法之一「扬滨式制盐」。目前，能登是日本唯一的

「扬滨式制盐」古法传承之地。在奥能登盐田村，每年的5至9月间可在野外的制盐场体验亲手

制盐。请一定亲临体验，使之成为您夏日之旅的美好回忆！

■时间：9:00～17:00   ■进场费：体验费用500日元～（需要预约）■休息日：年中无休

■路线：从轮岛市中心坐车约30分钟   ■咨询电话：0768-87-2040（奥能登盐田村）

http://www.ishikawazoo.jp/guide/map3/index.html
[石川动物园HP] ※可以下载英语、汉语、韩语相对应的园内地图

在园内放养场设置夜晚照明、以便可以观察暗处的动物。因为园内很多动物有昼伏夜出的习性，通过夜间动物

园可以观察到动物们白天看不到的动态。

■举办期间：8月11日(星期六)  12日(星期日) 18日(星期六) 19日(星期日) 25日(星期六) 26日(星期日)、

9月15日(星期六) 16日(星期日) 22日(星期六) 23日(星期日)、10月6日(星期六) 7日(星期日)

■时间：9:00～17:00（夜间动物园开放期间会延长到21:00）■门票：810日元   

■路线：JR金泽站坐车大约60分钟，在「石川动物园」下车   ■咨询电话：0761-51-8500（石川动物园）

http://www.notoaqua.jp/[能登岛水族馆主页] （日语·英语）

馆饲拥有以在能登半岛近海处に栖息的各种鱼类为主的约500种4万个生物，同时还举办海豚·海狮表演、海獭

进食、企鹅散步、真鲷的影音世界等各种活动。因此该馆是可以进行喂食体验和接触海豚等的参加型水族馆。

并且这里因是日本海沿岸唯一生息着鲸鲨的水族馆而为人津津乐道。请一定和您的家人来这里参观！

■门票：成人1800日元　儿童500日元（有团体优惠票）（接触海豚海滩：成人2000日元、儿童1000日元）

■开馆时间：9点～17点（12/1～3/19期间营业至16点30分）■路线：从金泽市坐车大约一个小时，从和仓温泉

乘巴士大约30分钟   ■咨询电话：0767-84-1271（能登岛水族馆）

sky 狮子吼MAP-8 石川动物园「夜间动物园」MAP-10

能登岛水族馆MAP-11
奥能登盐田村MAP-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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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hofu.pref.ishikawa.jp/shofu/kiriko/index.html
[ 能登切子灯笼祭典主页 ] ※网页虽然只有日语介绍、但是你可以观看各个灯笼祭典的动画。

7月上旬至 9月中旬间、在能登各地会举行各种切子灯笼祭典。
被称为「KIRIKO（切子）」的巨大灯笼被人们高高抬起，在深夜的街道上游走。
下面先介绍一部分。

和仓温泉
夏季花火

片山津温泉
纳凉花火祭

MAP-5
(加贺市)

MAP-4
(七尾市)

(金泽市)

MAP-6 北国烟花
金泽大会

(川北町)

MAP-7 川北祭

■ 8 月 9 日（星期四）
北陆地区最大级的 3尺玉的大烟火在空中盛开，
将金泽港的水面装饰得流光溢彩。

■ 7 月 28 日～ 8月 26 日的每天
每夜不休的烟花映在柴山新泻的湖面上。

■ 7 月 28 日（星期六）
12000 发的烟花盛开在流淌在金泽市内的犀川
河的夜空上。

■ 8 月 4 日（星期六）
县内最大规模、总数 20000 发的烟花大会。
在终场连续放 2000 发烟火。

暴走狂
欢节祭

八朔祭

蛸岛的
秋季祭典

■ 7 月 6 日 ( 星期五 ) ～ 7 日 ( 星期六 )
约 50 座切子灯笼，人们在熊熊燃烧的松明周围欢歌
起舞，非常雄壮的祭典。

■ 8 月 28 日 ( 星期六 ) ～ 29 日 ( 星期日 )
为数最多的切子灯笼被逐个抬出，据说数量超过
100 座。

■ 9 月 10 日 ( 星期五 ) ～ 11 日 ( 星期六 )
用总漆（一种漆的名称）涂抹华丽雕刻出的切子
灯笼，在能登切子灯笼中格外的美丽。

MAP-1
(能登町宇出津)

MAP-2
(志贺町)

MAP-3
(珠洲市蛸岛町)

烟花大会
将日本夏季的夜空装扮得
绚丽多彩的 [ 烟花 ] 大会，
将于 7月到 9月间在
石川县内各地里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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