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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潟傳奇〜
新潟傳奇〜戶隱鏡池賞楓
戶隱鏡池賞楓､
鏡池賞楓､黑姬高原百萬波斯菊､
黑姬高原百萬波斯菊､

星峠梯田､
星峠梯田､豪農之家､
豪農之家､足輕長屋､
足輕長屋､岩船海鮮市場､
岩船海鮮市場､月岡溫泉四日
月岡溫泉四日

《新潟縣》
新潟縣》位於本州中部，瀕臨日本海，南北走向呈細長形。從 17、18 世紀江戶時代以來
就作爲日本海的交通中心而繁榮發展起來，19 世紀以後又成爲和俄羅斯、韓國等外國進行貿
易的重鎮而日益發展。從山間流向日本海的信濃川是日本最長的河流，它的流域是肥沃的新
潟平原，盛産大米有「
「越光米的故鄉」
越光米的故鄉」的美名。

出發日期：
本行程不進免稅店
出發日期：2017 年 10 月 07 日 【卡四連休】
四連休】(本行程
本行程不進免稅店)
不進免稅店
航班資訊▼

(

桃園
新潟

航班時刻暫定；以航空公司公佈為準)
新潟
桃園

去程航班

起飛時間

抵達時間

FE8622

05:00

09:30

回程航班

起飛時間

抵達時間

FE8621

20:00

23:00

行程規劃▼
行程規劃▼
第一天 桃園機
桃園機場日本.
日本.新潟空港
新潟空港／
空港／朱鷺展望台
朱鷺展望台／白根果園體驗(
白根果園體驗(招待品嚐
越光米冰淇淋‧
越光米冰淇淋‧依季節體驗可自費採購
依季節體驗可自費採購當季水果
自費採購當季水果)
當季水果)／第一大地主〜
第一大地主〜北
方文化博物館《豪農之家
方文化博物館 豪農之家》／
豪農之家 ／新潟故鄉村／
新潟故鄉村／新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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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集合於『桃園國際機場』第一航廈－遠東航空團體櫃台，由親切熱忱的導遊協助您辦理出境手續
後，搭乘豪華噴射客機，飛往日本『新潟空港』
。

景點介紹：
景點介紹：

【朱鷺展望台】
朱鷺展望台】位於沿著信濃川興建的萬代島大樓 31 樓的免費觀景台。高度約 125m，是日本海沿岸
城市中最高的觀景台。眼前 360 度的遼闊大全景除了新潟市的街景之外，還包括日本海、佐渡島、五
頭連峰的群山等景色也都盡收眼底。
【白根果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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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序進入秋季，葡萄、梨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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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方文化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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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的大門、面向壯觀的迴遊式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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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瀉故鄉村】
新瀉故鄉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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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車經新潟市歷史博物館，原為新潟海關辦公樓，是
目前唯一保存完整反映當時風貌的建築物，被指定為國家重要文化財產，內展示許多重要的資料，訴
說新潟歷史淵源。
早餐：機上餐食

中餐：日式定食料理

晚餐：日式御膳套餐或日式風味餐

宿：新潟長岡新大谷
新潟長岡新大谷 或同級

苗名瀑布／
第二天 飯店
飯店／
／
苗名瀑布／黑姬高原大
黑姬高原大波斯菊園／
波斯菊園／
高田城三重櫓／
高田城三重櫓／新潟

景點介紹：
景點介紹：

戶隱高原〜
戶隱高原〜鏡池／
鏡池／

【苗名瀑布】
苗名瀑布】位於妙高高原東方，新潟縣和長野縣的交界。落差 55 公尺，由美麗的柱狀節理玄武岩
壁往下直衝的景象充滿魄力、十分壯觀，因而被選為「日本瀑布百選」
之一。水量多時，巨大轟隆的水聲令人彷彿置身地震當下的震撼，使
得苗名瀑布享有「地震瀑布」的別名。每當春寒料峭、冬雪初溶，有
如萬馬奔騰的景緻十分壯麗，想一探苗名瀑布名聞遐邇的「地震」爆
發力，可得親身造訪。如果來往的時刻正值炎炎盛夏，瀑布四周依然
十分清涼，是首屈一指的避暑勝地。一般而言，本瀑布人潮最多的季
節是 10 月中旬楓紅片片的秋季。由停車場到瀑布有整理過的行徑道
路，大約 10 分鐘即可到達。不管是充滿綠意、生機盎然的春、夏季，
還是滿山楓紅的秋天，四季不同的絕妙風景，
「苗名瀑布」都令人流連
忘返。
【黑姬高原大
黑姬高原大波斯菊園】
波斯菊園】黑姬高原位於長野縣和新潟縣(世界屈指可數
的大雪地帶)的分界處，黑姬山的東山麓平緩舒展的高原上，春天有"
立金花"和辛夷花開放；夏天遼闊的牧場上，有悠閒吃草的牛群；秋天
有楓葉點綴，黑姬高原的大波斯菊園內，亦有一百萬株大波斯菊爭芳
鬥豔；冬天有優質的細雪等您享受滑雪（滑雪板、雪橇）的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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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鏡池】
鏡池】位處戶隠高原 1,200 公尺處的鏡池，誠如其名，平靜的湖面
就如一面明鏡，將秀麗的戶隠連峰完整地倒映在廣達 45,000 ㎡的水面
上。戶隠連峰是由戶隠山、八方睨、九頭龍山、五地蔵岳、高妻山…
等，標高 2000 公尺的群山所組成，在神話中是一座被神明丟棄的靈
山。每年 10 月過後，戶隱連峰就會染上濃艷的色彩，再搭配上高原蔚
藍的天空和忠實的複製艷麗山容的鏡池，將會營造出神秘、夢幻的絕
美光景！這也讓許多攝影師都不遠千里的來到這座高原湖泊取景。
【高田城三重櫓(
高田城三重櫓(箭樓)
箭樓)】越後國的高田藩在戰國時代是屬於越後國上
杉謙信的領地。當時，上杉謙信以春日山城為政治、軍事中心。上杉謙信死後，上杉景勝繼承了他的
地位。後來，被豐田秀臣移封至會津。德川家康得天下後，派六子松平忠輝到越後。松平忠輝是伊達
政宗的女婿。他把政經中心由春日山城移至高田。松平忠輝在短時間內(只花了 4 個月)完成了高田
城。據說這是為何高田城是三重三階的三重櫓而沒有天守閣。德川家康派松平忠輝守越後國，其實是
為了防著加賀 100 萬石的前田利家。此城雖小，但白壁在朝日光輝下非常漂亮，有著高陽城的別稱。
同時，因為城池像貝殼形狀，也被稱為螺城。
早餐：飯店內用

中餐：日式定食料理

晚餐：日式燒肉自助餐或日式御膳套餐

宿：新潟長岡新大谷
新潟長岡新大谷 或同級

第三天 飯店
飯店／
／星峠梯田／
星峠梯田／三國街道〜
三國街道〜塩沢宿･
沢宿･牧之通／
牧之通／越後一宮〜
越後一宮〜彌彥神
社／白鳥瓢湖／
白鳥瓢湖／美人の
美人の湯〜月岡溫泉

景點介紹：
景點介紹：

【星峠梯田】
星峠梯田】曾獲選為日本鄉里百選，擁有懷舊的田園風情。若天氣狀況適宜，清晨還可見到雲海，
隨著日出漸漸染為金黃，照耀在梯田上，美麗而奇幻，也是許多攝影師追逐的絕景。著名的松代町一
直都是每 3 年舉辦一次的“越後妻有大地藝術祭”的地點。
【牧之通】
牧之通】這裡重現了三國街道的宿場町(如古代的客棧)的一角。郵局、書店到一般民家，統一裝潢
成和風式建築。在這裡，因為步道上方覆蓋了傳統除雪的屋頂「雁木」
，所以下雨也不怕被淋溼，可
以悠閒散步。
【彌彥神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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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瓢湖】
瓢湖】是白天鵝的生態保護地以及水鳥的寶庫，每年 10 月上旬，五、六千隻左右的的天鵝便會從
西伯利亞飛來這裡覓食，多達一萬隻的綠翅鴨、綠頭鴨、青頭潛鴨等也相約來訪，其壯觀的場面，每
年都吸引無數愛好野鳥生態與攝影的人絡繹不絕的前來獵取精彩鏡頭。春季到秋季可以觀賞到菖蒲園
中的菖蒲與蓮花，一年四季都很適合來遊玩。
早餐：飯店內用

中餐：日式定食料理

晚餐：飯店內迎賓溫泉會席料理套餐

宿：月岡溫泉
月岡溫泉 花瓠莊 或同級

第四天 飯店
飯店／清水園
清水園．
清水園．足輕長屋／村上的新鮮海味
足輕長屋 村上的新鮮海味.
村上的新鮮海味.岩船海鮮市場／
岩船海鮮市場／越後村
上鮭の
上鮭の博物館／仙貝王國
博物館 仙貝王國／新潟南
仙貝王國 新潟南 AEON／新潟空港
AEON 新潟空港
新潟空港桃園機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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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點介紹：
景點介紹：

【清水園･
〝清水園
清水園〞原新發田藩主之庭園，傳統日式迴遊式庭園，四季皆呈現出不同之禪
清水園･足輕長屋】
足輕長屋】
清水園
宗世界。足輕（日本步兵）是在江戶幕府時代最下級的的武士。
〝新發
新發
田藩足輕長屋
田藩足輕長屋〞是江戶時代初期地位較低的武士住宅，1 棟房子隔成 8
戶合住的簡陋住宅，迄今仍保留著藩政時代的風貌，由此可展現出當
時諸侯大名及武士所住房子高低的區分。
【岩船海鮮市場】
岩船海鮮市場】在這裡有販賣日本海新鮮魚產的鮮魚店、販賣特產
「村上鮭魚」
、乾貨海產店，以及販賣日常用品的雜貨店、飲食店等店
舖林立於此。店家擺滿當日新鮮打撈上岸的海產如同日本海的螃蟹、
鰤魚、甜蝦等等，在日本國內得到高評價的魚產，市民與觀光客絡繹
不絕。
【鮭の博物館】
博物館】新潟縣村上市鄰近日本海，每年 10 月到 12 月，鮭魚為了產卵會沿著三面川逆流而上，
自古以來當地居民就「靠水食水」以捕魚為生，因此鮭魚就成了日本村上市地區區民最珍貴的資產，
有"鮭魚故鄉"的美名；
「鮭魚博物館・越後村上市 鮭の博物館イヨボヤ会館」建於 1987 年，至今已
有近 30 年的歷史，
「鮭魚博物館・越後村上市 鮭の博物館イヨボヤ会館」內展示著鮭魚的生態及傳
統的捕魚方法，還可以看到真正溯三面川而上的鮭魚，是一個可以觀察到鮭魚一生的博物館是寓教於
樂的優質景點。
【仙貝王國】
仙貝王國】仙貝是將米輾成粉末後，揉成糰再壓成薄片烘烤，最後
以醬油或鹽調味的日式零嘴，新潟縣是日本第一的仙貝產地，在仙貝
的主題樂園「新潟仙貝王國」中可以參觀仙貝的製造過程，也可以自
行 DIY 體驗親手烤仙貝，另外也有附設伴手禮店與餐廳。
【永旺新潟南購物中心】
永旺新潟南購物中心】館內以流行服飾、室內裝飾、生活百貨、家
電、化妝品、書籍、DVD/CD、UNIQLO、無印良品、食品、飲食..等等，
琳瑯滿目，能滿足您的購物需求。
之後前往〝新潟空港〞搭機返國，本次旅程終告結束，在此感謝您的選擇參加，並且期待擱再相會，
敬祝您旅途愉快，萬事如意，謝謝！
早餐：飯店內用

中餐：日式定食料理

晚餐：方便購物；敬請貴賓 OUTLET 自理！

宿：溫暖的家

1. 本行程交通、住宿及旅遊點儘量忠於原行程,有時會前後更動觀光點如遇特殊狀況或交通阻塞或主題
樂園及參觀景點休園日或住宿飯店調整順序時有變更, 若有變動以行前說明會資料為準。
2. 行程班機時間與飯店之確認以說明會資料為準！
3. 餐食如遇季節關係或預約狀況不同，若有更改，敬請見諒！
4. 本行程內容之圖片僅供參考示意之用，若季節因素與實景有所差異，敬請見諒！

備註：
備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