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越後祕境~湯澤阿爾卑斯纜車新潟百選美人湯 五日 

超值版～(東京進出+單趟上越新幹線) 

 
『裏日本~越後新潟遊 不一樣的日本深度之旅』 

曾獲諾貝爾文學獎的大文豪川端康成也曾多次前往新潟旅行，並著《雪國》一書道盡日本之美；親自造訪越後之國，欣賞日本

鄉間品味深度溫泉湯宿之旅。  
 

行程特色：                                             本行程適用於         出發之團體 

 特別安排越後湯澤温泉、那須或鬼怒川温泉、月

岡温泉三晚住宿優質溫泉飯店 

 特別安排日本溫泉百選旅館設施第 1 名的白玉之

湯～泉慶華鳳 

 有形文化財～北方文化博物館，豪農之家大公開。 

 阿爾卑斯纜車~欣賞越後高原山谷間四季風光。 

 白根果園體驗(招待品嚐越光米冰淇淋‧終年依季

節體驗採收當季水果)。 

 越後第一大神社～彌彥神社.櫻花及楓紅季節更

是必訪之處.每 11月在此地舉辦全國菊花大賞。 

 特別贈送和果子精美小禮品～百年老店和菓子工

坊 

 特別安排於創業四百年-小嶋屋蕎麥麵專門店用

餐。這種蕎麥麵因加入布海苔另口感清爽，配合季節

海鮮食蔬作成之特別套餐令人讚不絕口。 

 前往日本著名抒情插圖詩人畫家【蕗谷虹兒紀念

館】值得細細品味的畫作 

 

 



飯店介紹： 

【白玉之湯－泉慶、華鳳、別邸越之里  溫泉飯店】日本溫泉百選飯店設施第 1 名、綜合第 3 名 的月岡温泉 白玉之湯 

此溫泉含高量負離子，能使皮膚柔嫩、具美肌效果，效能與泉質獲日本政府證書肯定。室內大浴場、庭園露天風呂『月鏡』風

呂、『花鏡』風呂、三溫暖..等，絕對給您超值的休閒享受!泉慶的晚餐也是相當令人激賞的，除了有以精緻的生魚片組合之外還

有著以法式作工烹調出來的美味懷石料理，不僅視覺上獲得絕佳的享受，料理更是讓人垂涎欲滴，服務人員的親切服務也讓你

可以深深的感受到賓至如歸的禮遇。（食材依當季時令有所變更，以實際呈現之料理為準）泉慶溫泉泉質簡介:含有食鹽的硫化

氫溫泉。效能:對於風濕性關節炎、糖尿病、疥癬、刀傷、凍傷、婦女病有著相當的幫助。 

 

 

【特別聲明】本行程凡屬於贈送的餐食或景點如果旅客不願使用恕不退費亦不得折換現金，不便之處敬請見諒，謝謝！ 

貼心保証： 

◎全程【二人一室】（含溫泉區），不必擔心與其它團員共住的麻煩與尷尬 

◎精心企劃行程內容，全程【專業資深導遊】貼心為您服務，讓您與家人一同享受到溫泉及美食的歡樂行程。  

◎全程使用【綠牌營業車】， 行程輕鬆精緻，用心優質的服務，高標準的食安要求，讓您渡過舒適又輕鬆的假日。 

 
 

第一天 台北(桃園國際機場)/ 成田空港／+++極速新幹線體驗+++／湯澤温泉   

(暫定，以航空公司公佈為準) 
今日集合於桃園國際機場第二航站櫃台旁，領隊辦理登機手續後，搭機飛往日本~成田，出關後隨即由專車接往飯店。 享用晚

餐後，養足精神以備翌日展開美好之旅。 

【越後湯澤】位於新潟縣的最南端，與長野縣和群馬縣相接。獲得諾貝爾獎的小說家川端康成所寫的《雪國》就是以這裏爲舞

臺的，因而廣爲人知，並且是具有悠久歷史的溫泉區。從首都圈到這裏交通很方便，成了人們喜愛的冬天滑雪、夏天郊遊或野

營的理想場所。 

【湯澤溫泉飯店】NASPA 飯店坐落於新瀉縣湯澤鎮的一個引人入勝的地方，是新大谷大飯店集團唯一正統的四季型渡假飯店。

※ 泉質：は弱アルカリ性単純温泉 www.naspa.co.jp/。（若遇飯店客滿另安排其它同級同價飯店,敬請見諒！） 



※本日若因航空公司或不可抗力因素，而變動包機航班時間及降落城市，造成團體行程變更或增加餐食或減少餐食，本公司不

另行加價，亦不減價，敬請見諒。 

住宿：NASPA 新大谷  或 同級 

早餐：溫暖的家 午餐：機上套餐 晚餐：溫泉御膳套餐或自助餐 

 

第二天 湯沢阿爾卑斯纜車（櫻花: 4 月中旬至 5 月中旬紅葉:10月中至 11月中旬 滑雪:1月至 3月中旬）／越後

的米開朗基羅石川雲蝶雕塑作品～西福寺開山堂／彌彥神社（全國菊花大賞:11月初至 11

月底）／紅葉谷 （櫻花:4月中旬至 5月中旬 紅葉:10月中至 11月中）／白根菓園(招待品嚐越光米冰

淇淋‧依季節體驗採收當季水果)／新潟故鄉村（鬱金香:4月上旬至 5月上旬）／新潟 

 

 

☆【湯澤空中纜車】從溫泉街的山麓車站乘湯澤溫泉纜車，可登上海拔 1000 米的山頂。山頂車站周圍有高山植物園阿爾卑斯

故鄉，春天有觀音蓮、夏天有日光黃菅（一種黃色的百合花）、秋天有落葉松的紅葉可以觀賞。冬天是一 片銀白色的世界，到

處都能聽見滑雪者們的歡聲笑語。 

【石川雲蝶作品～西福寺開山堂】雲蝶是一位技藝超群的雕塑家，被譽為“越後的米開朗基羅”。在藝術創作中他並未僅停留

於木雕，還廣泛涉獵石雕、隔扇畫、浮雕、拉窗等藝術領域，無論任何一件作品都能生動地表現出雲蝶的世界觀。讓我們來探

求 150 年後的今天仍讓人激動不已的石川雲蝶的足跡吧。石川雲蝶的雕塑作品魄力非常，作品範圍涉獵甚廣，包括石雕、隔扇

畫、浮雕等，甚至被稱為「越後的米開朗基羅」。西福寺開山堂中收藏了他眾多作品，可一覽石川雲蝶纖細中帶有大膽、宏偉

莊觀，具有壓倒性魄力的美麗雕刻。 

【彌彥神社】座落於蓊鬱森林中的彌彥神社，是越後第一大宮殿，自古就是當地居民的敬奉之地，主要供奉傳授人們捕魚、農

耕、製鹽之術的天香山命 (也就是天照大神的孫子)，是全日本供奉天孫的總神社。 彌彥神社規模之大、氣勢磅礡，可從大鳥

居的百年檜木、整塊石頭所搭建的橋樑欄杆、千年御神橋、御神木(天孫將手杖插在此即長出樹根)..以及寶物殿裡的珍藏看出。

此的春天是賞櫻聖地，秋天因臨近紅葉谷可欣賞到滿山的楓紅是著名的賞楓名所。四季迴異的景觀，美不勝收。每年 11 月並

在此舉辦全國菊花大展。 

【新潟故鄉村】其佔地六萬三千多平方公尺，是集觀光、市集、歷史介紹、美景觀賞、娛樂於一體的主題公園，您可在此體驗

新潟之人文、風景人化。以新潟的風味和特產匯聚一堂的“Bazaar Hall(集市館)”，介紹新潟的歷史、文化、觀光的“APPEAL 

HALL(魅力館)”為中心建成的綜合觀光設施。所舉辦的各種活動深受好評。約６萬隻鬱金香競相綻放。 

【白根果園】佔地面積寬廣且全年無休的白根果園，盛產果樹花卉，是農產直營地。時序進入夏季，還有水蜜桃、梨子、奇異

果、蘋果等有機水果陸續成熟。此外，園區人氣超旺的義式冰淇淋極受歡迎，以越後牛奶、南瓜、越光米、越後公主草莓做原

http://www.yuzawakogen.com/green/attraction.html
http://www.kudamonogari.com/


料，滋味獨特，口感鮮美，有冰淇淋的香，米粒就隱藏在冰淇淋中，就連米粒都吃得到，還有米粒的嚼勁，值得您品嚐。 

 

 

【新潟‧大倉】位於新潟市最美的地標萬代橋旁，同時也是新潟市區最具代表性的酒店。由萬代橋僅需數分鐘便可抵達萬代城

購物商業區或古町傳統商店街，逛街十分方便。 

【新潟 OKURA 大倉】 

大倉度假村會員飯店，位於新潟市中心，信濃川畔的幽靜處。具有現代風格的 14 層建築,位於新潟市中心的萬代橋旁，是俯視

信濃川的最理想地點。飯店從單人間到套房共設有 263 間西式客房和 2 間日式客房，休閒的裝修風格、完善的日用品、舒適的

配套設施，歡迎您前來入住。飯店設有多個餐廳，可提供法國料理、中華料理、日本料理，您可根據自己喜好隨意挑選。 

這是一座城市型飯店，高 16 層，整體建築呈扇形，是新潟的地標式建築。交通便利且安靜閒適。擁有大宴會廳等，可承接國

際會議以及各種宴會，購物休閒都很便利。 

 

住宿：新潟‧大倉 或同級 

早餐：飯店內享用 午餐：日式風味和定食 晚餐：和洋豪華自助餐 或小嶋屋蕎麥麵特別套餐 

http://www.okura-niigata.com/


 

第三天 新潟／仙貝王國／太子妃雅子的故鄉～村上市（村上喜川鮭屋塩引鮭魚）／百年老

店和菓子工坊（特別贈送和果子精美小禮品）／蕗谷虹兒紀念館／百年造酒廠～市島酒造（獲

得國際評酒家一致讚賞）／百年歷史白鳥過境浩蕩之美～白鳥瓢湖（天鵝觀賞:10月至 3月櫻

花 4月中旬至 5月上旬.菖蒲 6 月中至 6 月底、蓮花:7 月至 8 月）／月岡温泉（本日特別指定入住白

玉之湯～泉慶） 

 

【仙貝王國】如其名是製作日本米菓的大本營，用聞名的越光米去製作的米。仙貝王國本身其實就是一個迷你的仙貝博物館，

展示著新潟縣各米果產地的發展史、製造過程等，同時可買到各個不同種類口味的仙貝。 

【村上喜川】越後村上鮭之鄉，村上曾是繁榮一時的城下町，盛產鮭魚、茶、漆器、和果子、日本酒。村上地區的三面川流域

也是日本著名的鮭魚產地，處處可見鮭魚料理的餐廳及鮭魚產品，不愧是鮭魚之鄉。 村上觀光的第一招牌，門口有個 "鮭" 大

字的那家就是了。這家店保留鹽漬鮭的古法，不用任何化學調味料。除了能參觀鮭魚乾廠房，還能購買各種鮭製品。村上因為

盛產鮭，自古累積了 100 多種鮭魚料裡(全國居冠)  

 

【蕗谷虹兒紀念館】是日本著名抒情畫家、插圖畫家和詩人，紀念館中收藏並展示著因現代畫風為風靡一時的蕗谷虹兒的 800

幅原畫和親筆手稿等資料。是值得細細品味的。 

【市島酒造】有著二百多年的歷史。得益於富饒的自然環境―極其適合於釀酒的氣候,優質的水質,美味的大米,再加上爐火純青

的釀酒技術,推出了三十多個品種。在酒廠參觀至於之餘,還可以品嘗該廠的各個品牌的美酒,如果遇到中意的話,一定要記得買回

一瓶慢慢享用喔。適度飲用清酒的話,你一定會更加健康美麗！ 

【白鳥瓢湖】棲息於西伯利亞的白天鵝以及十幾種水鳥紛紛趕在氣候轉冷之際飛抵瓢湖過冬，到春暖花開的 4 月才陸續返回故

鄉，年復一年，據估計每年出現在瓢湖的白天鵝就多達 6 千隻左右，而水鴨數量更是直逼 1 萬，場面壯觀。 

 

 

【月岡‧泉慶露天溫泉】為日本著名的頂級溫泉酒店，日本溫泉百選綜合第 3、設施第 1 的白玉之湯，此溫泉含高量負離子，

能使皮膚柔嫩、具美肌效果，效能與泉質獲日本政府證書肯定。室內大浴場、庭園露天風呂『月鏡』風呂、『花鏡』風呂、三

溫暖..等(採男女輪流入浴制)，絕對給您超值的休閒享受！※泉質：硫化氫溫泉。 

保證入住新潟泉慶飯店，如遇飯店客滿，行程將略做前後調整.不影響住宿飯店及餐食。 

飯店升等加價：指定住宿華鳳補價差台幣 NT5000/晚/人；指定住宿越之里補價差台幣 NT10000/晚/人 

住宿：月岡‧泉慶溫泉 或 同級 

早餐：飯店內 午餐：創作和風健康洋食料理 晚餐：越後傳統精緻懷石料理 

 

第四天 月岡／北方文化博物館豪農之家（梅花:3月水仙、水芭蕉:4月 櫻花:4月底 紫藤花、牡丹 :5中旬月

至 6月上旬）／豬苗代湖（紅葉:10月中旬至 11月下旬）／大內宿、江戶古村（櫻花:3月底至 4月中

下旬）／那須高原牧場／那須或鬼怒川溫泉 
 

http://www.murakamisake.com/
http://www.senkei.com/


【北方文化博物館】江戶時代中期從農民發展成越後首屈一指的大地主，在 1900 年代初的全盛時期耕地面積達到 1300 公頃以

上的伊藤家宅邸，現在作為博物館開放參觀。總榉造的大門、面向壯觀的回遊式庭園而建的大廳、雪國特有的結構堅固的圍爐、

用長 30m 的圓杉木做橫梁的茶室等極盡奢華的建築風格在在體現了當時的繁榮景象。它的宅院是按古代建築迴游式日本庭園式

樣建造的，庭園內春櫻秋楓非常亮麗高雅，冬季雪景更是別有一番風味。 

 

【豬苗代湖】新綠和野鳥之春、湖水浴和水上體育之夏紅葉之秋、冬季體育和白鳥之冬，相當於磐梯朝日國立公園的外入口處。

此湖被稱爲日本第四大湖，猶如天鏡把磐梯山的英姿映照在湖面上，因而也被稱作“天鏡湖”。以北岸的長濱爲中心，春天可

以欣賞新綠和野鳥，夏天可以盡情野營、滑水板運動、划船、河泳等活動，秋天可以觀賞紅葉，冬天可以看白鳥、盡情於冬季

體育運動。由於其四季各具的魅力，一年中來訪的遊客絡繹不絕。 

【大內宿】：為江戶時代的驛站，至今仍完整保留原貌，在１９８１年列入日本國家重要傳統建築物群的保存地區，是江戶時

代曾經繁華一時的驛站和街道，至今仍完整的保留當時茅草式建築，無論是古意盎然的街道、日式傳統建築以及屋內家庭生活

的展示，都將江戶時代大內宿完整的呈現在您眼前，讓您彷彿墜入時光隧道，走在江戶時代裡，體驗日式風情。 

【那須高原】位於栃木縣的北部，那珂川的上游。海拔 1917 米的那須嶽是那須火山的主峰，直徑約 100 米、深 20 米的火山口

彌漫著以水蒸氣爲主要成分的噴煙。那須火山的山腳下綿延起伏的高原地帶上分佈著湯本溫泉、高熊溫泉、大丸溫泉等溫泉，

形成了那須溫泉鄉。作爲娛樂休假勝地，區內配備有高爾夫球場、滑雪場等設施，一年四季遊客絡繹不絕。從高原地帶到平原

的廣闊區域內，分佈有可以體驗擠牛奶、乘遊樂小汽車的霜季湖家庭牧場，和可以直接接觸各種各樣的貓和狗小動物、欣賞動

物表演的那須動物王國等。 

 

住宿：那須皇家 或 鬼怒川觀光.御苑 同級 

早餐：飯店內 午餐：日式風味定食套餐 晚餐：和洋中豪華自助餐 或 溫泉御膳料理 

 

http://hoppou-bunka.com/


第五天 飯店／淺草觀音寺（遠眺晴空塔）／東京免稅店／成田空港／台北(桃園國際機場)  

 (暫定，以航空公司公佈為準) 
 

【淺草觀音寺】創建於 628 年，是東京都內最古老的寺院。現世利益的「淺草觀音」為眾多信徒所信仰，每年有來自國內外約

3000 萬人到此參拜。這裡曾是江戶文化發展的中心，現在其週邊依然殘留著當時的風貌，這裡還會應不同的季節，舉辦酸漿市

集和毽子板市集等許多活動。雷門前懸掛的巨大的燈籠全國知名。 

【免稅店】綜合購物，各種吃喝玩樂與商電應有盡有。包括日本品牌服飾、日用品雜貨、藥妝等這裡皆有，在此可輕鬆舒適的

享受 SHOPPING 樂趣。 

收拾您的行李及所有豐富的戰利品，細細回想一下在這幾天當中有那些地方、哪些景點讓您心曠神怡、回味無窮？又是哪些地

方讓您流連忘返的呢？仔細回味過之後就該帶著滿足的笑容起身前往機場囉，準備回到您溫暖的家與親朋好友們一同分享您此

趟的豪華旅程。抵達成田國際空港後由本公司專業導遊協辦離境手續後，搭乘豪華客機返回溫暖的家，結束此次愉快百選名湯

之旅。 

                       敬祝      各位貴賓旅遊平安，假期愉快!! 

※本日若因航空公司或不可抗力因素，而變動包機航班時間及降落城市，造成團體行程變更或增加餐食或減少餐食，本公司不

另行加價，亦不減價，敬請見諒。 

 

住宿：溫暖的家 

早餐：飯店內享用 午餐：方便逛街、退餐費自理 晚餐：溫暖的家 

 

 

【行程備註】 

※團費不含：  

1.導遊、司機小費 (建議每天新台幣 300 元/人)  

2.行程表上未表明之各項開支，自選建議行程交通及應付費用。  

3.純係私人之消費：如行李超重費、飲料酒類、洗衣、電話、電報及私人交通費。 

4.倘若各項稅金因國際燃油價格或匯率而所有調漲，本公司將提早公告，若您己繳付訂金者，為保障您的權利，本公司將無條件吸收

調漲之費用。  

※成團人數：16 人以上方可成行並派隨團導遊隨行服務。 

※遊覽行程全部使用合法綠牌車、安全有保障。 

※旅客請於訂位 24 小時內繳付訂金，並附上護照印本，以便保留機位及辦理開票作業。未繳付費用者恕無法為您保留機位。 

※此團體必須團進團出，不可延回。 

※此機票經開立後不可更改日期、航班及變更名單，開票後亦無法辦理退票。  

※報名後，觀光局國外旅遊定型化契約書即生效力，變更或取消行程將依契約內容辦理。 

※包機起降參考時間，會因日本政府實際核准時間而有差異，故包機時間及降落城市以航空公司為最後確認。 

※若因航空公司或不可抗力因素，而變動包機航班時間及降落城市，造成團體行程變更或增加餐食或減少餐食，本公司不另行加價，

亦不減價，敬請見諒。 

※此特惠機票為團體機票，航空公司保留更改航班之權力，若產生任何問題無法成行時，本公司將優先為您尋找當天可出發之替代航

次，以便讓您順利成行。 

※倘若您所指定之出發日皆無任何團體機位成行，本公司將按國外旅遊定型化契約書規定，於出發前七天通知各位貴賓。  

※此票種不可累積航空公司哩程數、不可事先指定坐席或劃位（航空公司將依旅客英文姓名排序），另不可使用會員、哩程數及其他

方式升等座艙。 

※各出發日之航班可能會因不同出發日期而有所變動，請先依出團日期查詢。  

※旅客請於起飛前 2 小時到達機場辦理登機手續。依目前各航空公司規定，旅客需自行至航空公司櫃檯辦理行李託運的手續。 

※請務必確認訂單中所填寫之英文名字拼音需與您所持用之護照相同。若因旅客提供的資料有誤，造成機票姓名錯誤所致生之任何損



失，本公司恕不負責。  

※再次提醒：進入各國皆需六個月以上有效期限的護照，及出入境國有效簽證。請務必檢查您的證照資料，以免因疏失而無法出國。

本公司銷售此特惠機票不負證照查驗之責任，但如需本公司協助辦理簽證事宜，請洽本公司客服專員。【特殊身分者如：役男(16-18

歲)與軍警等公務人員，請自行確認條碼或章戳是否有效】。 

※本行程餐廳將視餐廳公休日將略有調動，用餐時間依實際行程安排做調整，造成不便之處，敬請原諒。 

※本行程內容於印製前已致力提供正確無誤資料，對於因臨時變動而不及通知之處，請參考行前說明會資料內所附之正確行程。 

※為了本次各位貴賓行程愉快順利，旅遊行程住宿及旅遊點儘量忠於原行程，有時會因飯店確認行程前後更動或互換觀光點，若遇特

殊情況或其他不可抗拒之因素以及船、交通阻塞、觀光點休假，本公司保有變更班機、行程及同等飯店之權利與義務，不便之處，

尚祈見諒！ 

※如貴賓為單 1 人報名時，若經旅行社協助配對卻無法覓得合住的同性旅客時（可能為兩人房亦有可能為三人房），則需另補單人房

差額，差額視住宿飯店之不同由旅行社另行報價，敬請了解並見諒，謝謝！最後，敬祝各位貴賓本次旅途愉快！ 

【本行程之各項內容及價格因季節、氣侯等因素而有所變動、請依出發前說明會資料為主，不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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