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 年白川鄉冬季點燈】 

 

（※HP 注意：點燈活動相關信息隨時更新以及臨時變更） 

 

1. 重要事項 

2. 限制參觀人數點燈活動的原因 

3. 點燈活動日程 

4. 點燈活動參加方法 

5. 關於展望台入場券 

6. 白川鄉冬季氣候・冬季著裝建議 

7. 冬季冰雪路面專用輪胎 

8. 關於附近地區前來白川鄉的相關路線信息 

9. 乘坐公共巴士前來白川鄉的日歸觀光遊客 

10. 白川鄉白山出租車公司 

11. 關於旅行社・巴士公司預約白川鄉冬季點燈 

12. 白川鄉禁止的違法行為 

13. 經常會問到的問題 

１、重要事項 

・為防止新型冠狀病毒的感染與傳播 

感謝您訪問白川鄉觀光協會的官方網站。 

多虧長期以來大家對白川鄉的厚愛與支持，我們才能順利舉辦每一次的冬季點燈活動。但從

2020 年開始，由於新型冠狀病毒的傳播，僅舉辦了一場後，我們就不得不取消了該活動。 

但是，我們非常高興地通知您，我們已決定在 2023 年舉辦繼續白川鄉冬季點燈活動。 

 

在此，我們請您對以下幾點的理解和合作。 

• ✓ 只有參加抽選並當選的客人才能參加活動。 

• ✓為了避免擁擠，活動的參加人數和展望台的參觀人數將受到限制。 

• ✓ 如果您感到不適，請考慮退出該活動。 

• ✓請在入活動期間佩戴口罩。 

 

・參加白川鄉冬季點燈活動是需要進行預約抽選的活動 

參加白川鄉冬季點燈活動都必須提前參加抽選。根據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情況，點燈活動可能

會發生變化。請隨時查看我們網站上發布的最新信息。 

①不參加點燈活動，一般觀光 

*參觀世界遺產村預計所需時間約為 2 ～ 3 小時。 



* 非預約點燈活動的觀光客可在 展望台滯留至 15:00，請您在 15:00 後離開展望台。 

*前往展望台的巴士運行時間為 10:00 至 14:40。 （有午休，整點每 20 分鐘一班，無需預約） 

→ 步行前往展望台，從和田家後面的步行道步行約 15～20 分鐘即可到達展望台。 

 

（普通車・非預約點燈車輛） 

・停車場（Seseragi Park 停車場/Midashima 停車場） 

 

【非預約點燈活動普通車輛】 

* 非預約點燈的普通車輛活動當天在 13：00 後禁止進入停車場。   

注意：一旦停車場滿員，我們會關閉停車場，屆時非預約車輛無法進入停車場。 

*停車場營業時間：Seseragi Park 停車場可使用至 14:30, 請在 15：00 前離開停車場。 

*停車費：每輛車 1,000 日元。 

* 考慮到觀光時間，我們建議您在 12:00 之前到村參觀。 

*點燈活動當天會出現交通異常擁擠，經常發生長時間交通阻塞。 

 

【非預約點燈活動小巴以上的大型車輛】 

僅限 Seseragi Park 停車場。請在 17:00 之前離開該停車場。 

*停車費：每輛車 3,000 日元。 

 

【非預約點燈活動乘坐高速巴士來村的客人】 

從白川鄉出發的末班車是在點燈活動前，16:00～17:00 發車。 

・請務必提前確認巴士時刻表。 

・高速巴士的詳細信息及預約請直接與資訊各巴士公司。 

 

②禁止使用無人機 

白川鄉是住宅區，禁止使用無人機。 

點燈活動中也禁止使用無人機。違反者將接收嚴厲處罰。 

・關於汽車裝備 

請一定要使用冬季冰雪路面專用輪胎。 

 

2. 點燈活動參觀人數限制原因：緩解重大交通擁堵，確保安全，避免混亂 

世界遺產白川村是一個人口只有 1500 人左右的小村莊。 

我們非常感謝大家對這裡的喜愛，但很抱歉我們並沒有能力容納和應對近年來游客數量的快

速增長，因此在過去的幾年裡出現了交通擁堵和擁堵等各種問題。為此我們接受了如何提高活

動安全性的指導。 此外，我們也曾因為無法正確分發觀景台門票，給諸位帶來不便，並在現

場造成了混亂。 



所以，從 2019 年起，我們將採用“提前預約抽選系統”，以便遊客們可以更加、安全便利的參

加我們組織的點燈活動。 

感謝您的理解。 

 

３、活動日期 

回数 開催日時 照明時間 

第１回 1 月 15 日(日) 

17:30 – 19:30 

第２回 1 月 22 日(日) 

第３回 1 月 29 日(日) 

第４回 2 月 5 日(日) 

第５回 2 月 12 日(日) 

第６回 2 月 19 日(日) 

 

4．參加方法 

所有抽選都是提前進行。 

*參加抽選的方法如下： 

 

① 活動當天村內住宿：含展望台入場券票 

為公平起見，白川鄉觀光協會負責的點燈活動住宿預約將通過抽選方式進行。 

最新信息會在協會網站上公佈，敬請關注。 

 

② 使用冬季點燈活動專用停車場（一般個人車輛（非旅行社關係車輛））：不包含展望台入場

券 

點燈活動的停車位預訂遵循先到先得（非抽選制）的原則。 

有關最新信息，請查看本網站上的信息。 

*預訂後不可更改或取消。 （取消後費用概不退還） 

*為了預防新型冠狀病毒感染，我們對展望台入場人數實施人數限制，因此 2023 年冬季點燈

活動中預定停車位不再附加展望台入場券。 



 

③ 預約高速巴士（濃飛巴士、加越巴士）公司白川鄉冬季點燈活動專門遊覽套餐的顧客: 包

含展望台入場券 

通常高速巴士在夜間不運行，但為了響應 2023 年白川鄉亮燈時刻表的公佈，將運行預約制

特別巴士。 

*詳情請直接諮詢各巴士公司。 

・濃飛巴士：請確認濃飛巴士的網站。（詳細信息日後會再濃飛巴士官方網站公佈。） 

・加越能巴士：請查看加越能巴士的網站。 

④ 出租車：不包含展望台入場券 

與一般車輛相同。只有在停車場預訂確認後才能停車。 

 村內沒有出租車專用乘降站。 

*請申請點燈活動專用停車場以及一般車輛。停車場預約確認後，請向出租車公司預約。 

5．如何獲得展望台入場券 

有兩種方式可以獲得展望台入場券。 

1.點燈活動當天在白川鄉留宿。 

2, 使用高速巴士（濃飛巴士、加越野巴士）預訂白川鄉冬季點燈活動之旅。 

 

*上述以外的客人只能在村里觀光無法在 15：00 以後前往展望台。 

☆詳細獲取方法☆ 

1.冬季點燈活動當天在白川鄉留宿。 

①通過白川鄉觀光協會網站參加抽選活動，當選者確認預約後可在點燈活動當日獲得展望台

入場券。 

 

2, 使用高速巴士（濃飛巴士、加越野巴士）預訂白川鄉冬季點燈活動之旅。 

①有關如何預訂巴士的詳細信息，請直接聯繫相關巴士公司。我們的協會無法提供相關信息。 

 

☆ 持有展望台入場券的顧客 

展望台的大門於 17:00 開放。請您在門口向工作人員出示您的入場券。 

請根據門票上註明的通行時間前往展望台。 

可以在展望台內停留多長時間沒有時間限制，但請體諒等候參觀的其他遊客。 

從展望台返回村內只能步行。 

*如果您沒有展望台入場券，您將無法前往展望台。 

 

*我們會為行動不便的遊客提供前往展望台專用巴士。 （請您在確認展望台展望台入場券預約

後聯繫觀光協會說明理由，屆時我們會幫助您預訂冬季點燈活動展望台專用巴士。） 



 

6．關於白川鄉冬季的天氣與防寒服裝 

點燈活動期間是一年當中最冷的時候，並且村內道路照明設施不足。這裡的雪很大，點燈活動

期間還可能會有雨夾雪的惡劣天氣，因此路面濕滑。冬季平均氣溫零下 10°C 至 0°C，道路

凍結。我們強烈建議您穿防水防寒冬裝和防滑靴，並且強烈建議您準備手電筒等路面照明設

備。 

 

7．冬季冰雪路面專用輪胎 

如果您選擇在冬季駕車前來白川鄉，請您務必換上雪地專用輪胎。並且為了您的人身安全，我

們建議您選擇四輪驅動的車輛。前來白川鄉的道路上會覆蓋著冰雪，所以請小心駕駛。 

 

8．附近地區信息 

如果您想乘坐出租車或自駕前來白川鄉，最近的地區如下： 

·從高山市（岐阜縣）車程約 1 小時 

·從金澤市（石川縣）車程約 1 小時 10 分鐘 

·從富山市（富山縣）車程約 1 小時 20 分鐘 

由於天氣狀況或其他不可預見因素，車程時間可能比上述指示的時間長。 

 我們無法協助您安排出租車或租車預訂。 

 

從附近城市前來白川鄉的相關路線信息 

https://shirakawa-go.gr.jp/access/ 

9．乘坐公共巴士前來白川鄉的日歸觀光遊客 

公共巴士從清晨開始運營到下午 16：00～17：00 左右為止。請仔細檢查您的巴士時間表和預

約信息。欲了解更多詳情或預訂車票，請直接聯絡巴士公司。 

*我們無法協助您預訂巴士車票。 

１0．白川鄉白山出租車公司 

白山出租車公司在點燈活動期間不運營。 

在點燈的活動日，有從巴士總站出發到平瀨溫泉的班車。 

※該班車可提前一個月預訂。（預約請聯絡觀光協會） 

11．關於旅行社・巴士公司預約白川鄉冬季點燈 

對於正在考慮預訂燈光之旅的旅行社和巴士公司 

對於前來參加白川鄉冬季點燈活動的麵包車以上車輛採取的是必須預約制度，預約後我們會



為您製作點燈活動許可證。 

沒有點燈活動許可證（非預約）車輛是無法參加點燈活動的（沒有展望台入場券）。 

此外，所有乘客都接受“當日付費使用白川村內設施的服務”的條件下接受預訂。 接待車輛台

數有上限，接待車輛台數因設施而異。 白川鄉冬季點燈活動委員會事務局（白川鄉觀光協會）

不負責就接待設施與旅行社或巴士公司之間的溝通，因此請直接聯式接待設施。 

*不保證預訂。 

12．白川鄉禁止的違法行為 

禁止在指定停車場外停車、上下車等。 為活動的順利進行，敬請諒解與合作。 （以下為處罰

規定） 

• 對於違規車輛，每輛車罰款 50,000 日元 

• 對於相關公司將被永久禁止參加白川鄉點燈活動 

• 在協會網站上公開違規者的姓名以及公司名稱 

 

13．經常會問到的問題 

【參與方式】 

問：如何參加白川鄉冬季點燈活動？ 

答：未提前預訂的人將無法參加。 

請務必按照白川鄉觀光協會網站指導的方法進行預訂。 

問：可以在村里過夜嗎？ 

答：有可能。 

 

問：可以乘坐出租車去嗎？ 

答：與一般車輛相同。只有出示停車場預訂確認書才可以使用停車場。村內沒有出租車專用乘

降站。 

首先，請像一般車輛一樣遵循預約申請程序。 （先到先得） 

當您確認停車場預約後，請向出租車公司預約。 

停車費與一般車輛相同。 

預訂停車位後取消預訂將不予退款。 

 

問：除了停車場，還有可以上下車的地方嗎？ 

答：沒有。 

對於違章車輛，我們將增加警力，從嚴管控。 

 

【展望台】 

問：如何獲得點燈活動當天的展望台入場券？ 



答： (1) 通過白川鄉觀光協會網站預訂點燈活動當天住宿的顧客(2) 預約高速巴士（濃飛巴

士、加越野巴士）點燈活動之旅的顧客。 

（所有人都需要提前預訂） 

 

問： 點燈活動專用展望台巴士適用對象？當天怎麼去展望台？ 

答：您只能步行前往展望台觀看點燈。但是，我們會為殘障人士和行走不便的人準備展望台往

返專用巴士（需要預訂，並提前向協會報告原因）。請將車票出示給當日接待處的工作人員。  

 

【關於車載設備】 

問：我會開車參加，有什麼需要注意的嗎？ 

答：請務必安裝冬季冰雪路面防滑輪胎。四輪驅動 (4WD) 車輛，則更加安全。我們已採取一

切可能的措施除雪，但請安全駕駛，因為冬季的白川鄉是屬於大雪地帶，所以請注意不要開得

太快，尤其是在彎道行駛的時候，控制車速並保持車距，請安全駕駛。 

 

【其他】 

問：點燈當天白天可以去觀光嗎？需要預訂停車位？ 

答：白天觀光無需預約。但是，請注意點燈當天訪問白川鄉的話，由於晚上點燈活動活動準備，

屆時我們我會要求一般遊客（非預約點燈活動的客人）提前離開白川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