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保證入住日本溫泉百選飯店~ 

設施第 1 名、綜合第 3 名~月岡溫泉白玉の湯~泉慶 
 

     https://www.senke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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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senkei.com/


  

彌彥溫泉~四季之宿 MINOYA  http://www.minoya.net/ 

擁有 300 多年的歷史，憑藉美味的菜餚的聲譽，榮獲日本日式旅館 100 美食烹飪肯定！在高層的露天風呂可眺望四

季變換如新的彌彥山。春天盛開的櫻花、夏天茂密的綠意、秋天滿山的楓紅、冬天則是一片雪白的雪景，就讓大自然

的美景撫慰您旅途的疲憊。特別推薦「早晨風呂」，讓自己置身於彌彦森林清澈的空氣裡，徹底打開每一個毛細孔。 

鹼性單純溫泉的 pH 値超過 8.5 以上，具有去除老舊角質的效果，因此，也稱為【美肌之湯】。 

效能：神經痛、肌肉痠痛、關節疼痛、五十肩、肌肉神經麻痺、關節僵硬、撞傷、挫傷、慢性消化器官疾病、手腳冰

冷、病後痊癒期、增進健康。 

 

 

 

file://Asahidrive/asahi雲端-台中/Dropbox/ASAHI雲端-台中/行程資料庫/當季校稿行程/四季之宿%20
http://www.minoya.net/


 

岩室溫泉～YUMOTOYA http://www.yumotoya.co.jp/ 

座落在綠意盎然的田園風景中，是一間具有傳統與歷史的著名旅館。從 1880 年開始

經營湯療場，其後興建小型建築，以溫泉旅館的形式開始營業。昭和初期進行擴建並

拓展事業。如今已成為受到日本國內外旅客極佳評價的住宿。 

 

 

 

 

http://www.yumotoya.co.jp/


 

  

   https://www.matsunoi.com/facilities/facility01.html 

擁有面積 10000 坪的日本庭園“HanaShoen”沿利根川上游源頭建，你可以感受到

從花園的水四季的性質。當您在優雅的日式花園漫步時感受早晨和晚上的風，請享受片刻 

2 個大型公共浴池 3 個室外浴池 5 個溫泉溫泉 

酒店設有 4 個溫泉的熱水是“源排水”。沒有添加水的天然溫泉，來自我們公司擁有的來源。 

在熱愛四季的自然的同時，您可以沉浸在濃郁的水中，享受奢華的時光。 

 

 

 
 

 

https://www.matsunoi.com/facilities/facility01.html


閃耀之宿~兩津山喜屋   http://r-yamaki.com/ 

兩津秋津溫泉～『山喜屋』，位於佐渡兩津碼頭旁，居高臨下，可眺望加茂湖及日本海，

是島上欣賞日出最美的地方。飯店提供溫泉泉源是來自地下 1500 公尺深海湧出，泉質

含有大量的硼酸，彌足珍貴。 

 

 

 

http://r-yamaki.com/


新潟 OKURA 大倉  http://www.okura-niigata.co.jp/stay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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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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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京巨蛋飯店   https://www.tokyodome-hotels.co.jp/tw/ 

矗立在東京都中心最大的遊樂園“東京巨蛋城市(TOKYO DOME CITY)”，這裡有著名的 LAQUA 天然溫泉

和東京巨蛋城市遊樂園(TOKYO DOME CITY ATTRACTIONS)。  

交通十分方便，都內 5 條地下鐵路線匯集于此，徒步 1～6 分鐘便可到達任何一線的車站。  

地面 43 層，可以一覽東京的萬千氣派，擁有客房 1006 間，中央走廊將客房分成南北兩側，從南側客房可

以眺望日本皇宮，北面客房可欣賞公園景致。 

 

 

東京池袋大都會  https://www.hotelmetropolitan.jp/zh-tw 

酒店爲正方形棕色建築。大廳裝有二層高的磨砂玻璃吊頂，大理石雕刻的壁飾。大廳中央設有帶噴泉的水池。餐

廳的名字都代表著火車的名字，天空休閒廳內可觀賞壯觀的東京景色，而且每晚都有現場音樂演奏。義大利餐廳

以活潑明亮的家具佈置得非常現代。酒店地處與繁華的 Ikebukuro 區，環境安靜。交通方便，步行約 3 分鐘可到

「池袋站」西口。 

 
 

http://www.okura-niigata.co.jp/staying/
https://www.tokyodome-hotels.co.jp/tw/
https://www.hotelmetropolitan.jp/zh-tw


參考航班資訊(航班時間暫定，以航空公司公佈為準) 

航空公司 去程 回程 

CI 中華航空 100/101 桃園/成田 09:00/13:30 成田/桃園 14:35/17:45 

CX 國泰航空 450/451 桃園/成田 12:50/16:50 成田/桃園 15:15/18:30 

JL 日本航空 802/805 桃園/成田 10:00/14:05 成田/桃園 11:15/14:35 

AE 華信航空 266/267 清泉崗/成田 07:30/12:00 成田/清泉崗 13:00/15:50 

 

Day 01 台北／成田 or 羽田／群馬／水上 or 磯部 or 老神 or 伊香保溫泉 

今日集合於桃園國際機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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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馬溫

泉飯店。享用晚餐後，養足精神以備翌日展開美好之旅。 

【群馬縣】位於日本列島的正中心的群馬縣。以草津、伊香保、水上、四萬之 4 大溫泉地為首，據稱群馬縣內

有超過 200 所的溫泉地。本縣被譽為全國屈指可數的『溫泉大國』的緣由卻不只是因為數量多，還在於這裡擁有

泉質、湧出量、歷史、文化等各個方面都豐富多彩的溫泉。這裡既擁有以赤城、榛名、妙義之「上毛三山」為首

的名山，此外還有淺間山、谷川岳之類的名山，以及作為國立公園特別保護地區的尾瀨等豐富的大自然資源， 

※【水上溫泉】位於谷川連峰旁的溪流沿岸，是被豐富的自然風光所包圍的溫泉地，「水上峽」「諏訪峽」在夜晚點上

照明燈後，景色夢幻浪漫無比。泉質：硫酸鹽泉 

▼功效：一般適應症・傷口・燙傷・慢性皮膚病・動脈硬化。 

※【伊香保溫泉】擁有 800 年歷史的越後湯澤溫泉，作為川端康成的小說《雪國》的舞台而聞名。春有鮮花、        

   夏有翠綠、秋有紅葉、冬有白雪和滑雪。四季各具特色。 

   泉質：屬弱鹼性的單純泉。▼功效：對筋肉痛、神經痛、疲勞回復等效果極佳 

※【磯部溫泉】位於群馬安中市，以溫泉記號“♨”的發祥地而聞名的溫泉區。 

   泉質：氯化物泉▼功效：一般適應症、傷口、燙傷、慢性皮膚病、虛弱兒童、慢性婦科病 

 



 

住宿：水上溫泉~松乃井或猿ヶ京溫泉或 老神溫泉~觀山莊或伊香保溫泉~如心の里 或 同級 

早餐：X 午餐：機上套餐  晚餐：飯店會溫泉會席料理或自助餐  

 

Day 02 水上或湯澤／谷川岳纜車（紅葉：10 月上旬～11 月中旬，如遇天候不佳則改前往阿爾卑斯

山纜車）奧只見湖遊船(櫻花：4 月中旬至 5 月中旬//紅葉：9 月下旬至 11 月中旬)／日本最

大金屬食器產地～燕三条食器展示中心/彌彥神社（櫻花：４月中旬～５月中旬//紅葉：

10 月中旬～11 月中旬）／彌彥或岩室溫泉※如住宿彌彥溫泉時，特別安排參觀日本神社早上

供食儀式，自由參加！【05：30~06：30】 

【谷川岳纜車】鋼索橫跨土合口站與天神平站，長約 2,400 公尺。秋天受熾熱的紅葉所感動。冬天則可

欣賞銀白的雪山。這裡有能令您一年四季都可享受不同的自然特色的自信。 

 

 



【奧只見湖】奧只見位於源于群馬縣尾瀬沼地的只見川上游、新潟縣與福島縣的交界處，屬於越後三山只見國

定公園。在 18 世紀江戶時代的中期，此處的銀山與佐渡的金山，同爲當時的經濟基地。銀山平位於奧只見湖的

西面，過去作爲挖采銀礦的城鎮，有 1000 戶以上的人家在這裏安居樂業。現在這裏建造了日本最大的人工湖─

─奧只見水庫湖，當年的村落就沈睡在湖底了。 

 

【燕三条】位於新潟的，其實是「燕市」與「三条市」的合稱。「燕市」是日本產出最多餐具、鍋碗瓢

盆的產地，「三条市」則是日本重要的金屬加工、機械製造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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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岩室溫泉】擁有 300 年歷史的溫泉鄉。傳說有雁子在此處溫泉療傷，因此也被稱為「靈雁之湯」， 

       功效：神經痛、風濕相當有效，也能讓肌膚變得滑嫩光澤。 

※【彌彥溫泉】溫泉從彌彥山東麓湧出，從山頂能眺望到佐渡島等地的雄壯景緻。 

       功效：神經痛・割傷・類風濕性關節炎・燒傷・糖尿病・皮膚病・慢性婦科疾病 

 

住宿：岩室溫泉 YUMOTOYA 或彌彥溫泉~四季之宿 MINOYA 或 同級 

早餐：飯店內 午餐：越光米風味套餐 晚餐：飯店會溫泉會席料理或自助餐  

 

Day 03 彌彥 or 岩室／故鄉村（春：鬱金香／夏～秋：天竺／牡丹等花卉：4 月下旬至 5 月上旬）／

白根果園（２-６月：草莓/8-11 月：葡萄、無花果/9-10 月：梨子/6-7 月：藍莓）／新潟港

～兩津港／佐渡金山（春：新綠／櫻花：4 月中旬）／秋津溫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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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季綻放當季鮮花的花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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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越光米冰淇淋口感鮮美，可以吃到冰淇淋的香，以及隱藏在

冰淇淋中的米粒，美味的令人一再回味！※一年四季採收不同的水果。 



【佐渡金山】佐渡島於 1600 年至 1800 年之間因金銀採掘而變得十分熱鬧。渡金山是佐渡櫻花樹數量最多的櫻

花名勝景點。春天旅遊旺季到來時的四月中旬，正是賞花季節。 

 

住宿：兩津山喜屋溫泉飯店 或 同級 

早餐：飯店內 午餐：日式海鮮風味料理 晚餐：極品日本海鮮豪華御膳料理 

  

Day 04 兩津／小木盆舟體驗／宿根木懷舊古町／歷史傳說館（櫻花：3~4 月、冬雪）／

夫婦岩／長谷寺或妙宣寺（牡丹花期：4~5 月）／兩津港～新潟港／新潟市 

 

 



【小木盆舟】體驗日本知名動畫大師宮崎駿筆下的神隱少女千尋劇中曾乘坐的交通工具~盆舟，原為方便捕捉鮑

魚、龍蝦、貝類而設計出方便於岩石間活動之海上交通工具，讓您體驗坐在舊式洗衣桶裡划船的滋味。 

【宿根木】宿根木從中世紀起就有港口，歷經了佐渡金山繁榮期的 17 世紀，從江戶後期到明治初期，北前船行

業（商船）在此發展。面向小海灣，利用船板修建成板壁的民家，在街道上聚集了 100 多家，被認定為國家的“重

要傳統建築物群保護地區。 

 

 

     【佐渡歷史傳說館】在 平成 七年 三月 開幕，裡面 介紹 著佐 渡島 800 年 間的 歷 史背 景、藝 術等

各方 面的 設施，用 最 新的 科學 技術，以 蠟 人機 器演 出，將被 流 放的 罪犯 及貶 官或 知 名的 異議

人士 的傳 奇故 事， 栩 栩如 生地 展現 眼前 。  

 

http://park19.wakwak.com/~rikiyakankou


 

【夫婦岩】沿著七浦海岸，您可欣賞佐渡海岸線的奇岩怪石，例如象徵著男女恩愛的夫婦岩。此地盛產

岩海藻為佐渡之一絕。 

【妙宣寺】寺院內的五重塔是仿建日光東照宮五重塔模的，被指定為國家重要文化財產。 

 

【長谷寺】長谷寺為公元 807 年開基的古剎。統管該寺的總寺院奈良的長谷寺被稱為牡丹寺，由此該寺

也開始作為藥草種植牡丹，從此以來作為牡丹寺而聞名於世。 

住宿：新潟大倉 或 全日空 或 同級 

早餐：飯店內 午餐：夫婦岩漁獅鍋定食 晚餐：和洋料理自助餐或蕎麥特色料理風味餐 

 



Day 05 新潟／豪農之家~北方博物館（※紫藤季：５月／／楓葉：11 月）／太子妃雅子故

鄉~村上古街．喜川／日本百大名城~新發田城（※櫻花季大約在四月上旬～中旬

左右）／白鳥瓢湖／雪國美人湯~月岡溫泉～泉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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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季都有動人美景，春櫻、夏蓮、秋楓以及冬雪，

博物館中心處更有樹齡 150 年的紫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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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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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上因為盛產鮭，自古累積了 100 多種鮭魚料裡(全國居冠)。 

http://hoppou-bunka.com/


【新發田城】是日本重要文化財之一，是新潟縣內唯一周邊有護城河的城堡。城邊種植大片櫻花樹，每到花季時，櫻

花盛開從城牆漫出，與新發田城勾織出有如明信片般的日式特有美景，邊公園也有種植約 300棵染井吉野櫻，以及 60

棵八重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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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宿：月岡溫泉泉慶飯店 或指定升等華鳳（另補價差 NT$5000/晚/人）、越の里（另補價差 NT$10000/晚/人） 

                 ※華鳳：https://www.kahou.com/     越の里：https://www.koshinosato.com/ 

早餐：飯店內 午餐：越後特色定食或日式創作套餐 晚餐：越後傳統精緻懷石料理 

 

https://www.kahou.com/
file://Asahidrive/asahi雲端-台中/Dropbox/ASAHI雲端-台中/行程資料庫/當季校稿行程/越の里：https:/www.koshinosato.com/


Day 06 月岡／會津若松城（櫻花、水仙：4 月//牡丹、紫藤花、杜鵑、芝櫻：5 月//玫瑰、山芍花、

水蓮：6 月）／經豬苗代湖／大內宿／那須高原牧場／東京 

 

 

【會津若松城】2013NHK 大河劇「八重之櫻」中女主角持槍抵抗薩摩軍之地。又名「鶴城」，園內種植著多種花

卉，一年四季隨著季節的不同，而盛開著不同的花卉，任何時候都可欣賞到季節性的花朵綻放著美艷又繽紛燦爛

的色彩。 

 

【豬苗代胡】日本第 4 大湖，因由磐梯山、安達太良山所流下來的長瀨河為火山性的酸性水質，注入猪苗代湖後，

使猪苗代湖成為水質 PH5 以下的弱酸性貧營養湖，造成水中植物、藻類不茂盛，使得湖水的透明度高，位居全日

本第 3。 



【大內宿】是 日 本 三 大 茅 葺 部 落 之 一，另 外 兩 個 分 別 是 京 都 府 美 山 町 北 村、岐 阜 縣白川鄉合掌村

而 大 內 宿 也 有福島版合掌村之 一 。 是 日 本東北旅遊推 薦 必 去 的 景 點 之 一 !! 

【 那 須 高 原 牧 場 】那須位於高原地帶，空氣比城市清涼純正得多，四周也被翠綠包圍，到處都是牧場與農地，

成分百分百天然。這裡飼養 200 頭左右 GAMJI 的牧場 , 因為能採集的牛奶品質好、但是非常稀少，貴重

到被稱為 黃金牛奶。 

 

住宿：東京巨蛋 或 大都會 或同級 

早餐：飯店內 午餐：日式風味定食套餐 晚餐：健康蔬食風味餐或涮涮鍋料理 

Day 07 飯店／關東賞楓.賞櫻名所～新宿御苑（櫻花：3/25~4/24//紅葉：11/1~11/15）

or 根津神社（3 月底~4 月初賞櫻、4 月底~5 月初賞杜鵑）／AEON 購物廣場／成田

or 羽田／台北 

 

 

【新宿御苑】是東京知名景點，更是賞楓、賞櫻的熱門去處占地廣達 58.3 萬平方公尺，御苑內結合日

式庭園設計、法式幾何庭園與英式歐風庭園，成為當地人的休閒遊憩的去處。 



 
【根津神社】位於東京都北側，所在的根津地區與附近的谷中、千駄木合併稱為「谷根千」，二戰時期奇蹟

般地未因空襲完全燒失，至今仍留有江戶風情。根津神社的杜鵑花祭最為盛大，而成為東京杜鵑花活動的代表，

神社境內有 100 種 3000 株杜鵑花。 

【AEON 購物廣場】安排前往購物廣場，讓您購買一些紀念品或小禮物。 

搭乘專車前往機場，在導遊安排辦理登機手續後，帶著依依不捨的心情，返回溫暖的家，為這次美好的

旅程，畫下休止符！！ 

 

住宿：溫暖的家 

早餐：飯店內 午餐：機上套餐 晚餐：溫暖的家 

※本日若因航空公司或不可抗力因素，而變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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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事項：  

1. 導遊、司機小費 (建議每天新台幣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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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團人數：16 人以上方可成行並派隨團導遊隨行服務。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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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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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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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本旅遊團房間數配置依團體總人數而定，例如 20 人團即設定 10 間房。如產生自然單間時（例如 19 人團產

生 1 人自然落單時）安排單人房一間不加收旅客額外費用。但如果產生 2 人落單時（例如 20 人團產生 1 男 1

女自然落單時）多增加的 1 間單人房費須由 2 人平均負擔，特此敬告敬請配合。 

9. 【特別報告】：因季節、天候（下雨、颳風或氣溫…）的關係會影響花朵開綻放的時間，會前往原景點純欣賞；

賞藤花日期以去年同時段為參考日期。敬請了解! 

 

敬祝各位貴賓本次旅途愉快！ 

 

https://matcha-jp.com/tw/309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