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野 吃遍長野縣！5城市美食之旅

最鮮日本
#

81

∼飯山、湯田中溫泉、小布施、松本、奈良井∼

日期

時間

8:00 → 11:50

12:20→ 12:42
午餐

13:19→ 14:11

行程

旅程表
參考費用（家族兩大一小）

桃園機場 → 富山機場（CI170）
富山機場 → 富山站（機場巴士）

410圓日幣

白蝦亭（白蝦天蓋飯・白蝦刺身蓋飯）
富山站 → 飯山站（新幹線白鷹564號 東京行）

11120圓日幣（★乘車券：富山- 東京都區內
7560圓日幣＋新幹線指定席：3560圓日幣）

〈移動〉步行約15分

14:30 PATISSERIE HIRANO（甜點聖代）
〈移動〉步行約13分

第一天

15:30

飯山手篩和紙體驗工房
〈移動〉搭乘計程車約10分

16:45
晚餐

17:00

明信片1張：210圓日幣
約2300圓日幣

飯山市雪屋之里
雪烏村餐廳

18:50→ 19:10 〈移動〉雪屋之里號（雪屋村餐廳事先預約者優先臨時巴士）
19:25→ 19:36 飯山站 → 長野站（新幹線白鷹564號 東京行）
SNOW MONKEY PASS購入

19:52→ 20:41 長野站 → 信州中野站（長野電鐵長野線 信州中野行）

300圓日幣
860圓日幣（★＋新幹線自由席：860圓日幣）
3500圓日幣
SNOW MONKEY PASS使用

20:50→ 21:05 信州中野站 → 湯田中站（長野電鐵長野線 湯田中行）
〈移動〉免費接送約2分

住宿

信州湯田中溫泉 油屋橙千

住宿一晚含早晚餐 （標準和室客房）
：1名12000圓日幣∼

早餐後Check out 寄放行李（提供住宿房客免費行李搬運服務）

8:30 → 8:30

移動〉油屋燈千
→ 地獄谷野猿公苑停車場（提供住宿者免費接送服務）
〈移動〉步行約35分

9:05 → 9:45

地獄谷野猿公苑

SNOW MONKEY PASS使用

〈移動〉步行約35分

10:25 → 10:39 〈移動〉雪猴公園 → 湯田中站（長電巴士）

SNOW MONKEY PASS使用

車站前領行李
（油屋橙千 → Tea Salon都 提供住宿房客免費行李搬運服務）

10:57→ 11:23 湯田中站 → 小布施站（長野電鐵特急湯煙列車 野行）

SNOW MONKEY PASS使用

第二天

〈移動〉步行約10分

11:40 富藏家（三色蕎麥麵）
〈移動〉步行約3分

12:30 北齋館

入館費：1000圓日幣

〈移動〉步行約3分

13:30 Entotsu Café（蒙布朗蛋糕）
〈移動〉步行約12分

14:27 → 14:52 小布施站 → 長野站（長野電鐵特急湯煙列車 長野行）
15:00 → 15:51 長野站 → 松本站（廣景信濃18號 名古屋行）
15:55 → 15:59 〈移動〉松本站城口

SNOW MONKEY PASS使用
590圓日幣（★ ＋ 自由席：590圓日幣）
200圓日幣

→ 松本市美術館（Alpico交通巴士 北市內東循環）
16:00 松本市美術館
〈移動〉搭乘計程車約5分
辦理入住

約730圓日幣

長野 吃遍長野縣！5城市美食之旅

最鮮日本
#

81

∼飯山、湯田中溫泉、小布施、松本、奈良井∼

日期

時間

18:00

晚餐

旅程表

行程

參考費用（家族兩大一小）

I；caza（松本花月內飯店內餐廳 信州和牛套餐）
〈移動〉步行約5分

第二天

20:00 國寶 松本城（點燈秀）
〈移動〉步行約7分

20:30 MAIN BAR COAT
〈移動〉步行約7分

住宿

松本花月內飯店

住宿一晚含早晚餐（雙床房）
：1名9720圓日幣∼

朝食後Check out
〈移動)搭乘計程車約7分

7:49 → 8:05

8:17 → 8:40

松本站 → 鹽尻站（篠之井線 塩尻行）
鹽尻站 → 奈良井站（中央本線 中津川行）

約880圓日幣
★
乘車券：塩尻 → 奈良井

第三天

奈良井宿（木曾大橋）
喫茶TANAKAYA

11:26 → 11:50 奈良井站 → 鹽尻站（中央本線 松本行）

12:08 → 14:41 鹽尻站 → 新宿站（搭乘新幹線梓16號）

820圓日幣（乘車券：塩尻 → 奈良井）

2700圓日幣（★ ＋ 指定席：2700圓日幣）

〈移動〉步行10分

15:10 → 16:10 新宿轉運站 → 羽田機場國際線航廈（機場利木津巴士）

1230圓日幣

17:55 → 21:00 羽田機場 → 松山機場（CI9223 ）

46,615 圓日幣∼

合計（參考價格）

每人 約

＊機票、用餐費用另計

＊2 位合計 約 93,230 圓日幣∼

交通方式／推薦的優惠票劵資訊

【推薦的優惠票劵資訊】
■SNOW MONKEY PASS
（成人 3500 圓日幣・小孩 1750 圓日幣）
自長野站出發的鐵路、電車乘車券以及包含地獄谷野猿公苑的入場券與特急電車費用的划算套票，可在長野站或湯田中站等地購買。
http://nagaden-net.co.jp/info/ticket/
■長電無限乗車券（1 日用：成人 1860 圓日幣・小孩 930 圓日幣 2 日用：成人 2320 圓日幣・小孩 1160 圓日幣）
無限搭乘長野電鐵電車，不含特急費用可在長野站或湯田中站等地購買。
http://nagaden-net.co.jp/info/ticket/
■長野県觀光官方網站
http://www.go-nagano.net/tw/

■飯山市觀光官方網站
http://www.iiyama-ouendan.net/lang/index_c2.php?id=1
■山之内町觀光官方網站
https://www.info-yamanouchi.net/
■小布施町觀光官方網站
http://www.obusekanko.jp/

■松本市觀光官方網站
https://visitmatsumoto.com/zh-hant//
■奈良井宿觀光官方網站
https://www.naraijuku.com/narai/

■新宿巴士轉運站
http://shinjuku-busterminal.co.jp/zh-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