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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越後妻有大地藝術祭  

  「2018 越後妻有大地藝術祭三年展」將於 2018 年 7 月 29

日～ 9 月 17 日舉行，這個以新潟縣越後妻有地域（十日町市・津南町）的十日町、川

西、津南、中里、松代、松之山等地區為舞台、從 2000 年開始舉辦的「大地藝術祭」本

著「人類就在自然之中」的理念，透過藝術家駐地、融入在地環境與生活，於村落、農

田、空屋、廢棄學校等空間，創作出與大自然及社區共生的藝術作品，至今已是全世界

最大型的國際戶外藝術節，更被國際藝術界稱為是「越後妻有模式」。   

官網  http://www.echigo-tsumari.jp/ 



2018全新推出兩條官方巴士導覽路線 

越後妻有距離東京約2小時的車程，包含新潟縣南部的十日町市與津南町，占地760 平方公

里，在4000 年前的繩文時代已有人居住，具有深厚的歷史及日本傳統里山文化。 

2018年大地藝術季全新推出兩條官方巴士路線，出發 /終點都在越後湯澤站（東口），每日發

車帶遊客參觀約10件藝術作品，並有導覽解說及午餐，費用每人9,800日圓，需預約。不含作

品鑑賞護照。 

1.鮭魚逆流路線：信濃川・河岸段丘編 

鑑賞作品 : Damián Ortega作品、繪本與木之實美術館等。 

午餐 : 產土之家或上郷丁香座餐廳 

預約 : https://www.asoview.com/item/activity/pln3000025970/  （日文） 

2.髭羚飛越路線～里山・土木編 

鑑賞作品：磯邊行久2018新作品、越後妻有里山現代美術館(Kinare新作等)、Leandro Erlich

新作等。 

午餐 : 奴奈川校園（米其林主廚米澤文雄監製的午餐） 

預約 :  https://www.asoview.com/item/activity/pln3000025971/  （日文） 



作品鑑賞護照 

「作品鑑賞護照」可在 2018 大地藝術季期間（2018

年 7 月 29 日～ 9月 17 日）觀賞各設施的藝術作品及

屋外作品。此外，提示此護照可享有十日町、津南町

的溫泉、住宿、活動等各種優惠。 

費用:3000 日圓。現在可至官網預購，7/28 日前預購

可享 500 日圓優惠。 

預購官網 

https://www.asoview.com/purchase/ticket/input?form 



 入住藝術品  體驗獨特的藝術空間 

夢之家 

 瑪莉娜．阿布拉莫維奇 

(Marina Abramović)的作

品，是一個關於夢的藝術創

作，以生活與藝術交融為主

題，是個與眾不同的空間，

一定可以讓你感受到奇異的

住宿體驗。 

  

節黑城營地木屋 

 

營地設有可供露營、而且廚

具齊全設施，亦有由新進建

築師所設計形形式式的小木

屋以供入住。 

  

光之館 

「光之館」是美國光影藝

術大師 James Turrell 於

第一屆越後妻有大地藝術

祭時創作的作品，概念來

自谷崎潤一郎的創作《陰

翳禮讚》一書，以日本重

要文化財「星名邸」為模

型，打造出的現代風格傳

統日式民居建築。 

屋頂可移動打開，躺在和

式客房塌塌米上就可以看

星空，浴室自然光與燈光

共演，提供遊客住宿中。 

澳大利亞之家 

「澳大利亞之家」原是澳

大利亞和日本的文化交流

基地，在 2011 年因地震

倒塌。 

重建方案由來自澳大利亞

的安德魯‧伯吉斯建築事

務所 (Andrew Burns Ar-

chitect)於 2012 年重新

建造完成。 

此次作為一般住宿設施開

放，讓遊客可以深入其

境，體驗這個獨特的空

間。 

脫皮之家 

脫皮之家位於美麗的星峠梯

田旁，由 150 年歷史的古民

家改造而成，整間屋子的

壁、床、柱等，都是由鞍掛

純一 以及日本藝術大學的

學生，以彫刻刀一刀一刀彫

刻出紋理，製作期間長達 2

年，是老屋改造的代表作品

之一。 

現在提供包棟出租，家族、

小團體都非常適合。 



 產土(うぶすな)之家 

80 年歷史的茅葺屋頂古

民家改造而成，一樓為

餐廳提供由當地的媽媽

們製作的四季家庭料

理，室內有日本陶藝家

手做的用品，二樓是陶

器展覽空間。 

 

越後妻有「上鄉丁香

座」餐廳 

越後妻有「上郷丁香

座」餐廳由舊上郷中學

改造而成，提供由當地

婦女手作的套餐料理。

她們會一邊表演一邊上

菜。要預約

2018/7/29 － 9/17 

13:30 － 14:20 週四

休，所需時間 50 分 。 

 

Hachi Café 

位於「繪本、木果實美

術館」內的咖啡廳，咖

啡廳位於其中一個舊課

室，桌椅都是以教室的

舊桌椅改造，提供以時

令蔬菜菜餚、甜食和飲

料。營業時間為 11:00

～ 16:00 。 

 越後信濃川酒吧 

以越後信濃川豐饒大

地賜予的自然食材，

新潟產的越光米、海

鮮及來自山川、平野

等豐富大地的“五味

五法＂和“一汁三

蔬＂的原則，製作出

質樸而富有品味的創

意料理。 

営業時間 10:00 ～

17:00 星期三休。 

 越後松代里山食堂  

以時令新鮮蔬菜製作

的里山健康美食自助

餐，從食堂可欣賞由

卡巴科夫夫婦（Ilya 

and Emilia Kaba-

kov）創作的的「梯

田」作品。2018年4月

28日重新裝修開張。

營業時間10：00-17：

00  

美食餐廳  



許願花火申

請表格 

許願花火每日開放15發讓

民眾許願，1發10000日

幣，每人最多可申請4 

發，你可以寫上你的願望

或訊息，掛在花火上一起

在夜空中綻放! 

 

 

 

 

那智山青岸渡寺西國三十三所 

草創1300年記念許願花火活動 

 

西國三十三所是位於近畿的大阪府、京都府，以及奈良縣、和

歌山縣、兵庫縣、滋賀縣和岐阜縣的33處觀音靈場（寺院），

自第一番的青岸渡寺開始，歷史悠久的古寺、古剎連續不斷，

是日本最古老的巡禮路線。 

 

2018年是那智山青岸渡寺西國三十三所草創1300年記念，有許

多紀念活動、特別參拜、特別朱印、甜點巡禮等精彩內容。其

中最精采的是9/1、2二日間 晚上8點至8點30分左右在勝浦灣

度之島舉行的許願花火活動。 

官網  http://www.saikoku33-1300years.jp/ 



那智山青岸渡寺西國三十三所草創 1300 年記念 

18 家店舗「Instarally 拉力」即日起開跑 

 

為慶祝那智山青岸渡寺西國三十三所草創 1300 年記念，由那智勝浦町、太地町、新宮市 18 家

店舗合作推出的「Instarally 拉力」即日起開跑! 

每個人都可以參加，凡是持圖片上的宣傳單，至 18 家合作商店，可獲得折扣優惠或小禮物等

各種服務。「Instarally 拉力」辦法很簡單，請至各店家拍 2 張照片，店鋪外觀及食物皆

可，以及 1張那智勝浦町内的觀光景點，上傳至 IG、FB、Twitter 發表，完成後將畫面出示給

本協會，即可獲得透明資料紀念品。活動截止日期至 2019 年 3 月 31 日止。   

查詢電話 0735-52-5311      官網  http://www.nachikan.jp/ 



飯 店 專 區 

伊豆稻取溫泉稻取莊位於東伊豆能夠瞭望大海原的最佳地點，擁有可一望大海、感受到海

風的美景露天浴池“蒼空"，在這裡泡湯可以帶給您至高無上的身心放鬆體驗。6/28 日開

始，“蒼空"採男女交換制。女性利用時間 15:00 ～ 24:00。男性利用時間 5:00 ～ 10:00 

 

此外，6/28開始貸切風呂三日月也全新裝

潢。即使沒入住這裡也可來享受絕景的

露天風呂，同時感受天空、海洋與海風

喔 !  

費用: 50分鐘 2160円。 

官網  http://www.inatoriso.com/ 

         伊豆溫泉 海一望絕景之宿  稻取莊               



 大阪喜來登都飯店  

「抹茶精品」自助甜點  甜蜜上桌！ 

大阪喜來登都飯店位於於大阪歷史文化發祥地的上町臺地，距離難波和心齋橋

很近，逛街購物觀光都很便利。客室內高雅的家具與藝術、雅致的室內裝潢色

調、加上為了求追理想的睡眠而誕生的喜來登香夢床(Sheraton Sweet Sleep-

erTM)，讓您享受到融合西方機能和日式平靜之美。 

 

h 官網  ttps://www.miyakohotels.ne.jp/osaka/index.html 

大阪喜來登都飯店的 Buffet & Lounge 「Top of Miyako」自 6月開始至 7月 19 日為

止，每週二、週三、週四限定推出以抹茶為主題的自助甜點「抹茶精品」，是逛街購物

之後享受醇厚茶香和美味甜品的好去處! 



太陽之里 別邸海與森佇立在犬吠埼海洋與森林之間，這塊地曾經是日本皇族伏見宮21代

貞愛親王在明治37年時建設別墅之地，旅館老闆買下這塊地後整整花了七年作環境的調查

與評估才開始興建，整座飯店既有現代化與精緻豪華的設施，卻仍保留有日本傳統旅館沉

潛和厚重的文化氣氛，讓人有一種擁抱天與地的境地。  

太陽之里 別邸海與森 

此外，大量使用漁穫量日本數一數二的

當地漁港才有的新鮮海鮮的日本料理，

也是魅力之一。 

 

 

 官網   http://ryokan-umitomori.com/tw/  



                   我們的會員   https://goo.gl/peM2os  

1 156レストランラッキ- 

2 山人旅館 

3 ㈱有馬ビューホテル 

4 ㈱有馬ビューホテル 

5 中央アルプス観光㈱ 

6 ゆとりっちグループ 

7 奈良遊景の宿 平城 

8 いなとり荘 

9 祖谷溪溫泉觀光株式會社 

10 吉田屋 鴨川館 

11 Sunkara Hotel & Spa 屋久島 

12 ㈱デーベロップヤリタ（太陽の里） 

13 奥州平泉温泉 そば庵 しづか亭 

14 ユカタ交通株式会社 

15 ㈱東北ロイヤルパークホテル 

16 鬼怒川グランドホテル㈱ 

17 トラビスジャパン㈱ 

18 江戸ワンダーランド 日光江戸村 

19 グランメール山海荘 

20  ルート１０１観光連絡協議会 

21 ㈱ゆもとや（湯元屋） 

22 阿波観光ホテル 

23 信州フルーツランド 

24 ㈱ワールド・ヘリテイジ 



 

由日盟國際策劃執行的「日本東北我來了～春夏秋冬東北

觀光講座」6 月 9日(六)高雄場、6 月 10 日(日)台中場兩

場講座圓滿結束，感謝 400 名聽眾的熱烈參與! 

此次講座邀請旅遊作家李昂霖「艾瑞克」主講，提供很有

深度的日本東北介紹，轟動整個中南台灣，日盟國際/日聯

國際代理多家會員，定期為您帶來最新日本旅遊情報與動

態，歡迎造訪我們的網站： www.ri-meng.com/  

【日本東北我來了～春夏秋冬東北觀光講座圓滿結束】 

 

 

 

  日盟國際商務有限公司       地址: 台北市長春路6號7樓    

   電話 : (02) 2531-5626    Email: info@ri-meng.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