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咨詢･·MACHIZUKURI 加賀株式会社（只･･日本語） TEL.0761-72-7777

※

加賀周遊巴士

1 JR加賀溫泉車站前　Abio City加賀 1 JR加賀溫泉車站前　Abio City加賀

1 JR加賀溫泉車站前　
Abio City加賀　加賀市美術館

2 九谷美陶園

3 山代溫泉桔梗丘

4 萬松園通、魯山人寓居遺跡 (Iroha)草庵

5 山代溫泉 總湯、古總湯

6 山代溫泉東口

6a 九谷燒窯跡展示館

7 那谷寺

8 加賀傳統工藝村湯國之森

9 日本汽車博物館

12 甜點之城加賀藩　加賀藩文化村

13 JR大聖寺車站口、加賀市政府

14 山下寺院群、石川縣九谷燒美術館

15 小舟與久彌與長流亭、加賀市民醫院

16 月兔之鄉

16a 吉崎御坊蓮如上人紀念館、越前加賀縣境之館

16b 竹之浦館

17 鴨池觀察館

18 加賀果園

13a 九谷滿月（陶藝體驗、人間國寶展）

20 北前船主屋敷 藏六園

21 北前船之鄉資料館

22 橋立漁港

23 尼御前岬

24 中谷宇吉郎 雪的科學館

24 中谷宇吉郎 雪的科學館

25 片山津溫泉西口

25 片山津溫泉西口

26 片山津溫泉 湯之元公園

26a 片山津溫泉 總湯

26 片山津溫泉 湯之元公園

26a 片山津溫泉 總湯

27 片山津溫泉1區

27 片山津溫泉1區

28 大日盛 橋本酒造（酒窖資料館）

29 動橋（茶房 實生）

以JR加賀溫泉車站為起訖站的加賀周遊巴士，是前往加賀

溫泉鄉各觀光景點極為便利的交通工具。可根據個人旅遊

行程自由搭乘，有山環線、海環線、小松機場線，三條路

線可供選擇。

1 山中漆座、山中漆器傳統產業會館
山中山中

1 小松機場
小松小松

2 山中溫泉　菊之湯、山中座
山中山中

Mountain Route
山環線 （62min～85min） 海環線 （56min～98min）

Sea Route
小松機場線 （31min）
Komatsu Airport Line

11 加賀夢之湯、箱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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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io City加賀（購物中心）營業時間9：30～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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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CANBUS售票處

廁所

投幣式置物櫃

服務台百圓商店(2層)

行李寄放時間為9:30～19:00
1個100日圓（大件行李可）

美食廣場 無線網絡連接點設施

酒店穿梭巴士站

·费用：成人一日券1,000 日元·二日券1,200 日元，儿童(小学生)一日券500 日元·二日券600 日元。次数不限，自由乘坐。
·乘车费用，不包含各个设施的入场费。
·单向巡回运行。请注意没有反向运行。
·乘车不能预约。满车时不能乘车。
·1張乘車券可搭乘３條線路。
·無販賣單次乘車券。（小松機場線除外）
·2日券可在連續三日間的2日中使用。
·可在巴士內購買乘車券。
·1日券更改為2日券時，須補差額。（成人500日圓，兒童200日圓）

中文指南

搭乘CANBUS注意事項

成人

1,000 yen
( 1日券 )

1,200 yen
( 2日券 )

兒童

500 yen
( 1日券 )

600 yen
( 2日券 )

CANBUS Fares

小松機場線
單程1日乘車券500日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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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繁體

※前往智慧型手機版
　時刻表網站。

CANBUS票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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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tayamazu I.CAmagozen S.A

KagaI.CHokuriku
Expressway

九谷美陶園

山代溫泉桔梗丘

山代溫泉 總湯、
古總湯

萬松園通、
魯山人寓居遺跡 (Iroha)草庵

甜點之城加賀藩
加賀藩文化村

13a

16a 16b

九谷滿月
(陶藝體驗、人間國寶展)

山代溫泉東口

那谷寺

日本汽車博物館

加賀夢之湯、箱宮

加賀傳統工藝村湯國之森

JR大聖寺車站口、
加賀市政府

山下寺院群、
石川縣九谷燒美術館

小舟與久彌與長流亭、
加賀市民醫院

月兔之鄉

竹之浦館

吉崎御坊蓮如上人紀念館、
越前加賀縣境之館

鴨池觀察館

加賀果園

北前船主屋敷 藏六園
北前船之鄉資料館

橋立漁港

尼御前岬

中谷宇吉郎 雪的科學館

片山津溫泉西口

片山津溫泉 湯之元公園

Katayamazu Onsen

Yamashiro Onsen

Yamanaka Onsen

片山津溫泉
 總湯

片山津溫泉1區

大日盛 橋本酒造
（酒窖資料館）

動橋
（茶房 實生）

Komatsu
Airport

山中溫泉　菊之湯、山中座

山中漆座、
山中漆器傳統產業會館

九谷燒窯跡展示館

JR加賀溫泉車站前
出發點

Abio City加賀

1
小松小松

片山津温泉

山代温泉

山中温泉

4 trips per day 

※❸、❻、13、25、27 號站為沒有景點的巴士乘車處

各設施標記收費為成人費用。其餘費用請向各設施確認。

喫茶處 食堂 愛心雨傘 投幣式置物櫃 體驗活動 Ticket 乘車券附優惠券 出借身障者輔具 無線網絡連接點設施 購物

Mountain Route
往山代溫泉、那谷寺方向

線途經山代溫泉 往山代溫泉、
那谷寺方向

線途經山中、
山代溫泉，直達加賀溫泉車站

Sea Route
往大聖寺、吉崎、橋立、
片山津溫泉方向

Komatsu Airport Line
途經片山津溫泉

往大聖寺、吉崎方向

往橋立、片山津溫泉方向

加賀フルーツランド

一整年 都 可享受採摘水果的樂
趣 、 園 內 也 可 烤 肉 及 打
ParkGolf。
休館日：無休（12月～2月每星期
二公休）
入館費：免費

TEL.0761-72-1800　9:00~17:00

●加賀果園

尼御前岬

位於國定公園越前加賀海岸，特
色為起伏多變的海岸以及峭立的
懸崖。

●尼御前岬

石川県九谷焼美術館

是九谷燒瓷器的專門美術館。不
只是展示作品而以、美術館與庭
園相融合的建築設計也是參觀的
重點。在館內的咖啡店裡可享用
用心製作約茶與和果子。
休館日：星期一（國定假日除外）
入館費：成人500日圓，高中生以
下免費

TEL.0761-72-7466　9:00~16:30

●石川縣九谷燒美術館

北前船主屋敷蔵六園

開放江戶時期所建北前船主宅邸
以及日本庭園。可在茶室中遠眺
山中植物。
休館日：無休
入館費：成人400日圓

TEL.0761-75-2003　9:00~17:00

●北前船主屋敷 藏六園

中谷宇吉郎雪の科学館

跟隨雪博士的足跡與實驗成果，
介紹雪與冰的不可思議之處。
休館日：星期三（國定假日除外）
入館費：成人500日圓，高中生以
下免費

TEL.0761-75-3323　9:00~16:30

●中谷宇吉郎 雪的科學館

片山津温泉総湯

面向湖的公共溫泉及咖啡處。是
由著名的 建 築 師谷口吉生 設計
的。可眺望湖面的浴室與可眺望
庭園的浴室2種(男女相互替換使
用)、在2樓的咖啡廳可享受使用
本地的食材做出美食及甜點。
休館日：無休（有臨時休館日）
入館費：成人440日圓

TEL.0761-74-0550　6:00~22:00

●片山津溫泉 總湯

舟と久弥と長流亭

可自十萬石的城下町乘舟而下，
享受雅士風流。亦可在深田久彌
山文化館中，喫茶處的露臺上享
用茶水。
休館日：乘舟（星期二、冬季），
深田久彌山文化館（星期二，國定
假日除外）費用：乘舟（1,000日
圓～預約制），深田久彌山文化館
（成人300日圓）

●小舟與久彌與長流亭

山ノ下寺院群

實性院是祭祀大聖寺歷代藩主的
禪寺。全昌寺裡有517尊從江戶時
代末期所作的五百羅漢像、至今
都無缺失任何一尊佛像被安置祭
拜著、在國內是非常珍貴的。
參觀費：另計。

Jisshoin TEL.0761-72-1104
Zenshoji TEL.0761-72-1164

Nagashibune 
TEL.0761-72-6662
Choryutei 
TEL.0761-72-0551
Mountain Culture 
Museum
TEL.0761-72-3313

●山下寺院群

橋立漁港

代表南加賀的漁港，其周邊也有
許多料理店及海產店。
自北前船之里資料館步行至橋立
漁港約10分鐘。自橋立漁港步行
至尼御前岬約10分鐘。

●橋立漁港

片山津温泉湯の元公園
（浮御堂）

在柴山潟湖湖畔溫泉街中心，有
棧橋可通往「龍神傳說」中的浮
御堂。

●片山津溫泉 湯之元公園（浮御堂）

大日盛 橋本酒造
（酒蔵資料館）

自創業以來不斷精 進的 釀酒 技
術，老師傅能登杜氏注入靈魂所
釀製的絕妙滋味，讓人身心舒暢
的佳釀美酒。
休館日：星期三（3月～10月），除
夕及新年期間
入館費：免費

TEL.0761-74-0602　
9:00~16:30

●大日盛 橋本酒造（酒窖資料館）

月うさぎの里

以加賀的「月兔傳說」為主題，可
和約50隻兔子互動。館內設有餐
食處與土產銷售處。
休館日：無休
入館費：免費

TEL.0761-73-8116　9:00~17:00

●月兔之鄉

鴨池観察館

在西日本是最大級的水鳥越冬之
地。也是登記於國際拉姆薩公約
(Ramsar Convention)的濕
地。在館內可享受觀察鳥類的樂
趣、也可在此學習水鳥的生態。
休館日：無休
入館費：成人310日圓

TEL.0761-72-2200　9:00~17:00

●鴨池觀察館

北前船の里資料館

所謂「北前船」是活躍於江戶～
明冶時代的貿易船。在當時最為
榮華富貴的船主之一的豪宅公開
做為資料館開放供參觀。資料館
周圍的市街以作為保 存區來維
修。
休館日：無休
入館費：成人310日圓

TEL.0761-75-1250　9:00~16:30

●北前船之鄉資料館

魯山人寓居跡いろは草庵

日本有名的美食、陶藝家北大路
魯山人氏曾在1915年居住於此。
可一邊欣賞美麗的日本庭園悠閒
的在此渡過美好時間。
休館日：星期三（遇國定假日開
放）
入館費：成人500日圓

TEL.0761-77-7111　9:00~16:30

●魯山人寓居遺跡Iroha草庵

那谷寺

開寺於717年（奈良時代）後 於
1640年重建。是以輪迴轉生的聖
地被知曉、寺廟整體溶入於周遭
的自然景觀中、一年四季都可欣
賞其美景、但最有特色的是秋天
的紅葉景觀。
參觀費：成人600日圓

TEL.0761-65-2111　8:30~16:45

●那谷寺

JR加賀温泉駅前アビオシティ加賀

加賀百撰街

匯集各種加賀名點、日本海海鮮、
加賀傳統工藝品等，最適合購買
加賀土產。加賀特產匯聚一堂。
休館日：不定休　入館費：免費

●加賀百撰街

加賀ゆめのゆ

擁有多種溫泉及按摩服務的休閒
設施，同時可享受正統印度料理
及各式和洋美食。
休館日：無休，24小時營業
天然溫泉入浴套裝：成人620日
圓

TEL.0761-74-0126　6:00~4:00

●加賀夢之湯

山代温泉総湯・古総湯・
はづちを楽堂

山代溫泉的公共溫泉「總湯（Soyu）」和
復 原 模 彷 明 冶 時 代 樣 式 的「 古 総 湯
（Ko-Soyu）」。新的源泉水不停的流出。
休館日：每月第4個星期三6：00～12：00
入浴費：總湯成人440日圓、古總湯成人
500日圓

有喫茶處及土產品，也可以在此取得旅遊資
訊。
休館日：星期三（國定假日除外）、12/30～1/1

●山代溫泉總湯・古總湯

●HAZUCHIO樂堂

加賀伝統工芸村ゆのくにの森

移 建10 0 年以 上的古民 房 於 館
內、重現日本古早的原風景。有
50種以上的日本傳統工藝能夠在
此做體驗。
休村日：全年無休（有臨時休館
日）
入村費：成人540日圓

TEL.0761-65-3456　9:00~15:30

●加賀夢之湯

九谷美陶園

代 表加賀市工藝品的九谷 燒瓷
器、將其設計成現代模樣的九谷
燒作品來銷售。古典設計的作品
至現代作家所製作的漂亮摩登模
樣的作品都能在此採購得到。
休館日：星期三（遇國定假日開
放）
入館費：免費

TEL.0761-76-0227　9:00~17:009:30~20:00

●九谷美陶園

御菓子城加賀藩加賀藩文化村

可選購名產加賀福等各種豐富甜
點及當地美酒，同時還有充實的
參觀活動及餐飲店可供享受。
休館日：12/30、31
入 館 費：免 費（ 部 分 設 施 須 付
費）、體驗活動（須付費）

TEL.0761-77-0100　8:15~17:00

●甜點之城加賀藩　加賀藩文化村

九谷焼窯跡展示館

現存的九谷燒窯跡中最古老的登
坡窯。在館中除了銷售九谷燒瓷
器外、也能體驗上色、拉丕轉陶
輪等DIY。
休館日：星期二、12/31、1/1（星
期二遇國定假日開放）
入館費：成人310日圓

TEL.0761-77-0020　9:00~16:30

●九谷燒窯跡展示館

日本自動車博物館

是日本國內最大規模的汽車博物
館。有500台以上的車被展示、除
了有名的高級車及跑車之外、還
有非常貴重稀少的古典車。
休館日：無休、12/26～31
入 館 費：成 人（ 高 中 生 以 上 ）
1,000日圓

TEL.0761-43-4343　9:00~16:30

●日本汽車博物館

山中うるし座
山中漆器伝統産業会館

代表加賀市的傳統工藝品「山中
漆器」之專門店。除了展示作品
之外、可購買得到日常一般可便
用的山中漆器。
休館日：除夕及過年期間　入館
費：免費

TEL.0761-78-0305　9:00~17:30

●山中漆座  山中漆器傳統產業會館

山中温泉菊の湯・山中座

山中溫泉的公共溫泉「總湯」
（Soyu）。松尾芭蕉氏稱讚不絶
的名湯。到了傍睌時刻、本地的
浴客來訪讓總湯熱鬧非凡。在裡
面附設有山中座是觀光響導處。
在俳聖芭蕉也絕讚的名湯「菊之
湯」泡溫泉，也可在匯集了山中漆
器精髓的館內參觀。
入浴費：菊之湯成人440日圓

TEL.0761-78-5523
Kikunoyu 6:45~22:30
Yamanakaza 8:30~22:00

●山中溫泉　菊之湯、山中座

小松空港

小松機場的固定航班有6條國內
航班、3條國際航班，堪稱北陸的
空中玄關。

●小松機場

Mountain
Route

Komatsu
Airport
Line

Sea
Route

每日行駛11班次（1周約需53～85分鐘）

於每日8：50～17：10間

自JR加賀溫泉車站出發

每日行駛11班次（1周約需56～98分鐘）

於每日8：45～17：10間

自JR加賀溫泉車站出發

每日行駛5班次（所需時間約76分鐘）

於每日8：45～16：40間

自JR加賀溫泉車站出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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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谷満月（陶芸体験・人間国宝展）

展示數量豐富的石川縣特產——
九谷燒，為北陸地區最大的專門
店。目前舉辦人間國寶特展。另
有體驗專區，可親自體驗「拉陶
胚」或「上釉彩」。快來挑戰親手
製作一個 全球獨 一無二的瓷 碗
吧！
休館日：無休（但12月27日～31日
期間每天下午休息）
入館費：免費

TEL.0120-47-2121　8:00~17:00

●九谷滿月（陶藝體驗、人間國寶展）

13a

吉崎御坊蓮如上人記念館

介紹北陸的偉人－－蓮如上人畢
生傳說以及開宗之寶的博物館。
附設的喫茶、特產專櫃「鳳凰閣
（免費入館）」，擁有遠眺浮現北
潟湖中的鹿島森林絕景。另有念
珠手藝體驗講座，歡迎預約。
休館日：每星期四、12月28日～1月2日
入館費：蓮如館（博物館）成人每
位50 0日圓，團體成人（20位以
上）400日圓

TEL.0776-75-2200　9:00~17:00

●吉崎御坊蓮如上人紀念館

16a 越前加賀県境の館

建於石川縣、福井縣縣境的難得
設施，4月份起對外開放。
館內可瀏覽越前加賀的歷史與觀
光資訊，並推薦拍攝跨縣境紀念
照。
休館日：每星期二（國定假日除
外）、除夕及過年期間
入館費：免費

TEL.0776-75-1705　9:00~17:00

●越前加賀縣境之館

竹の浦館

一座將木造廢校小學重新利用的
文化交流施設，可體驗製作蕎麥
麵、豆腐等活動。（需要預約）
使用了自製豆漿及味噌的食堂菜
單，均大受好評。
休館日：每星期三（遇國定假日
時，順延至次日）、12月29日～1
月3日
入館費：免費

TEL.0761-73-8812　9:00~17:00

●竹之浦館

16b

2624 28

動橋（茶房 実生）

TEL.0761-74-2425　10:00~18:00

●動橋（茶房實生）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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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山中山中

1
小松小松

2
山中山中

海環線

Soyu/Kosoyu
TEL.0761-76-0144　6:00~22:00
Hazuchio
TEL.0761-77-8270　9:30~18:00

加賀特産的「加賀棒茶」(用茶葉
的梗烘焙製作的茶)的製茶場。周
邊漂散著製茶的甜香味。咖啡店
與直接錹售的店面併設著。
休館日：星期三（若遇星期三為
國定假日則為隔日休館）
入館費：免費

山環線

小松機場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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