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he prices and discounts listed are information as of September 2019. Please check on site for details
设施名称 优惠内容 优惠内容

优惠条件
最近的IC交流道 邮政编码 地址 电话号码 营业时间 定期休息日

＜佐渡地区＞

1 相川乡土博物馆 门票优惠 大人300日元→240日元 佐渡岛 952-1505 佐渡市相川坂下町20 0259-74-4312 8：30～17：00（入馆截至16：30） 12月～2月的周六・周日・节假

日　　　　　　　　　　　　年
末年初（12/29～1/3）

2 佐渡金银山指南设施“KIRARIUMU佐
渡”

门票优惠 大人　300日元→250日元
儿童　150日元→100日元
※团体适用

佐渡岛 952-1562 佐渡市相川三町目滨町18-1 0259-74-2215 8：30～17：00（展示室受理截至16：
30）

12/29～1/3

3 史迹佐渡奉行所旧迹 门票优惠 大人500日元→400日元 佐渡岛 952-1531 佐渡市相川广间町1-1 0259-74-2201 8：30～17：00（入馆截至16：30） 年末年初（12/29～1/3）

4 史迹　佐渡金山 消费优惠 纯金甜筒冰淇淋　350日元→300日元
※含预约者最多可5名

佐渡岛 952-1501 佐渡市下相川1305 0259-74-2389 4月～10月　8：00～17：30
11月～3月　8：30～17：00

无休

5 佐渡博物馆 门票优惠 大人500日元→400日元 佐渡岛 952-1311 佐渡市八幡2041 0259-52-2447 8：30～17：00（入馆截至16：30） 年末年初（12/29～1/3）

6 新穗历史民俗资料馆 门票优惠 大人200日元→160日元 佐渡岛 952-0106 佐渡市新穗瓜生屋492 0259-22-3117 8：30～17：00（入馆截至16：30） 周一（逢节假日则顺延为次日）
12/1～2月最后一日

7 佐渡西三川GOLD PARK 门票优惠 大人800日元→720日元
儿童700日元→630日元
※含预约者最多可5名

佐渡岛 952-0434 佐渡市西三川835-1 0259-58-2021 8：30～17：30 无休

8 赤泊乡土资料馆 门票优惠 大人200日元→160日元 佐渡岛 952-0711 佐渡市赤泊2458 0259-87-3141 8：30～17：00（入馆截至16：30） 年末年初（12/29～1/3）

9 小木家 消费优惠 在卖店购物
2000日元以上优惠5％

佐渡岛 952-0605 佐渡市小木町1950 0259-86-3666 9:00〜16:30 无休

10 力屋观光汽船 盆舟
乘船费优惠

大人500日元→450日元
儿童300日元→270日元

佐渡岛 952-0605 佐渡市小木町1935 0259-86-3153 8:30〜17:00 无休

11 佐渡国小木民俗博物馆/千石船展示
馆

门票优惠 大人500日元→400日元 佐渡岛 952-0612 佐渡市宿根木270-2 0259-86-2604 8：30～17：00（入馆截至16：30） 12月～2月的周一
年末年初（12/29～1/3）

＜村上・新发田地区＞

1 温泉处荞麦面处　磐舟 入浴费优惠 大人700日元→500日元
※只限预约者有效

日东道
神林岩船港IC交流道

958-0037 村上市濑波温泉3-2-30 0254-50-7488 10:00～22:00（受理截至21:00） 不定期休息

2 村恭　神林店 消费优惠 意大利冰淇淋　双球:350日元→300日元 日东道
神林岩船港IC交流道

959-3424 村上市牧目砂山1262 0254-60-1122 10：00～19：00 第2・４个周三
（有变更）

3 国家指定重要文化遗产　渡边邸 门票优惠 大人600日元→500日元
儿童250日元→200日元
※含预约者最多可4名

日东道
荒川胎内IC交流道

959-3265 关川村下关904 0254-64-1002 9:00〜16:00 12/29～1/3

4 道路休息站“胎内” 消费优惠
免费

１）胎内市观光大使＜YARA猫＞特大毛绒：优惠500日元
２）胎内市观光大使＜YARA猫＞毛绒：优惠100日元
３）在馆内购物则免费提供1杯胎内咖啡（只限热咖啡）
※含预约者最多可2名

日东道
中条IC交流道

959-2806 胎内市下赤谷387-1 0254-47-2723 9:00～18:00 无休

5 清水园 门票优惠 大人：700日元→600日元
中小学生：300日元→250日元
※含预约者最多可5名

日东道
圣笼新发田IC交流道

957-0056 新发田市大荣町7丁目9-32 0254-22-2659 3月～10月 9:00〜17:00
11月〜2月 9:00〜16:30

开园期间无休

6 新发田温泉　菖蒲汤 入浴费优惠 大人　400日元→350日元
※含预约者最多可5名

日东道
圣笼新发田IC交流道

957-0013 新发田市板敷795-1 0254-26-1173 10:00〜21:00（受理截至20:30、周
日・节假日截至6:00〜）

第1・3个周一
12/31、1/1

7 蕗谷虹儿纪念馆 门票优惠 大人　500日元→400日元
※含预约者最多可5名

日东道
圣笼新发田IC交流道

957-0053 新发田市中央町4-11-7 0254-23-1013 9:00〜17:00（受理截至16：30） 周一（逢节假日则顺延为次日）

8 旧县知事公舍纪念馆 门票优惠 200日元→150日元 日东道
圣笼新发田IC交流道

957-0021 新发田市五十公野4926 0254-23-2525 参观：9:00〜16:30
借出：9:00〜21:30

周一（逢节假日则顺延为次日）

9 刀剑传承馆・天田昭次纪念馆 门票优惠 大人350日元→300日元
中小学生150日元→100日元

日东道
圣笼新发田IC交流道

959-2338 新发田市月冈温泉827 0254-32-1121 9:00〜17:00 周三（逢节假日则顺延为次日）

10 菅谷不动尊　菅谷寺 免费 彩色指南册　100日元→免费
※只限预约者有效

日东道
圣笼新发田IC交流道

59-2511 新发田市菅谷860 0254-29-2022 9：00～16：00 无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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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city.shibata.lg.jp/shisetsu/kanko/kanko/1005062.html
http://www.city.shibata.lg.jp/shisetsu/kanko/kanko/1005065.html
http://www.city.shibata.lg.jp/shisetsu/kanko/kanko/1005070.html
http://www.city.shibata.lg.jp/shisetsu/kanko/kanko/1005070.html
http://www.city.shibata.lg.jp/shisetsu/kanko/kanko/1005070.html
https://shibata-info.jp/archives/sightseeing/菅谷不動尊%E3%80%80菅谷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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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新发田总镇守　诹访神社 小赠品 购请了神社专用御朱印（300日元）者可获赠供于神前的大米
※只限购请了御朱印者

日东道
圣笼新发田IC交流道

957-0055 新发田市诹访町1-8-9 0254-22-2339 9：00～17：00 无休

12 新潟县指定文化遗产　市岛邸 门票优惠 大人600日元→540日元
中小学生300日元→250日元

日东道
丰荣新潟东港IC交流

道

959-2325 新发田市天王1563 0254-32-2555 4〜11月：9:00〜17:00（受理截至
16:30）
12〜3月：9:00〜16:30（受理截至
16:00）

周三（逢节假日则顺延为次日）

＜新潟・阿贺地区＞

1 水边公园"VIEW福岛潟" 门票优惠 大人400日元→300日元

小学・中学・高中生 200日元→100日元

※含预约者最多可5名

日东道
丰荣新潟东港IC交流

道

950-3324 新潟市北区前新田乙493 025-387-1195 9:00～17:00（入馆截至16：30） 周一（逢节假日则顺延为次日）
12/28～1/4

2 新潟市文化遗产　旧小泽家住宅 门票优惠 门票　8折
※含预约者最多可5名

日东道
新潟龟田IC交流道

951-8068 新潟市中央区上大川前通12-2733 025-222-0300 9：30～17：00 周一、节假日的次日

3 新潟市历史博物馆（MINATOPIA） 门票优惠 普通３００日元→２４０日元
高中・大学生２００日元→１６０日元
中小学生１００日元→８０日元
※中小学生周六・周日・节假日→免费
※1张优惠特典券最多可５名

日东道
新潟龟田IC交流道

951-8013 新潟市中央区柳岛2-10 025-225-6111 ９：３０～１８：００（１０月以后
９：３０～１７：００）※门票售出截
至闭馆前３０分钟

毎周一（逢节假日则顺延为次
日）
休息日的次日
年末年初（12/28～1/3）
※临时闭馆（2/3～2/10）

4 新潟市美术馆 门票优惠 ①藏品展
　　普通200日元→160日元

　　高中・大学生150日元→110日元

　　中小学生100日元→70日元
②策划展　团体优惠可
　　※中学生以下免费　1次最多可5名

日东道
新潟龟田IC交流道

951-8556 新潟市中央区西大畑町5191-9 025-223-1622 9：30～18：00 周一（有临时闭馆。请咨询）

5 新潟市漫画・动漫情报馆 门票优惠 常设展8折（团体优惠可）
※1次最多可5名

磐越道
新潟中央IC交流道

950-0909 新潟市中央区八千代2-5-7万代城
BP2　1楼

025-240-4311 11：00～19：00
（周六周日节假日10：00开馆、入场截
至18:30）

1/1（展品更替时有临时闭馆）

6 新潟市漫画之家 小赠品 赠送花野古町・笹团五郎贴纸
※只限预约者

磐越道
新潟中央IC交流道

951-8063 新潟市中央区古町通6番町971-7 025-201-8923 11：00～19：00 周三（逢节假日则顺延为次日）

7 新潟市水族馆　MARINEPIA日本海 门票优惠 大人1500日元→1200日元
中小学生600日元→480日元
幼儿200日元→160日元
※1次最多可5名

磐越道
新潟中央IC交流道

951-8101 新潟市中央区西船见町5932-445 025-222-7500 9：00～17：00（夏季有变更） 12/29～1/1
3月第1个周四・周五

8 新潟县自然科学馆 门票优惠 大人 570日元→470日元
※含预约者最多可5名

磐越道
新潟中央IC交流道

950-0948 新潟市中央区女池南3-1-1 025-283-3331 工作日 9:30～16:30 周六周日节假日・
夏季9：30～17：00

周一（逢节假日则顺延为次日，
其它请参照开馆挂历）

9 豪农馆　北方文化博物馆 门票优惠 大人800日元→700日元
※含预约者最多可5名

磐越道
新津IC交流道

950-0205 新潟市江南区泽海2-15-25 025-385-2001 4月～11月 9:00〜17:00　　　　12月
〜3月 9:00〜16:30

无休

10 新津铁道资料馆 门票优惠 大人300日元→240日元
高中・大学生200日元→160日元
中小学生100日元→80日元　※中小学生周六・周日・节假日・特別展期
间免费
※1次最多可3名。购买门票前需说明使用优惠“ドラ割
（DORAWARI）”。

磐越道
新津IC交流道

956-0816 新潟市秋叶区新津东町2-5-6 0250-24-5700 9：30～17：00（入馆截至16：30） 周二（逢节假日则顺延为次日）

11 史迹古津八幡山　弥生之丘展示馆 小赠品 赠送参观者“弥生之丘展示馆 独家冰箱贴” 磐越道
新津IC交流道

956-0846 新潟市秋叶区蒲泽264 0250-21-4133 10:00～17:00 周一（有变更）

12 新津美术馆 门票优惠 “再次袭来！魔法美术馆”（6/15～9/1）
　普通1000日元→800日元
　大学生・高中生500日元→400日元
“新创造型　新潟县画家展2019”（6/2～8/19）
　普通700日元→560日元
　大学生・高中生300日元→240日元
※含预约者最多可5名

磐越道
新津IC交流道

956-0846 新潟市秋叶区蒲泽109-1 0250-25-1300 10：00～17：00（门票售出截至
16:30）

周一（逢节假日则顺延为次日）

13 安田酸奶　Y&Y GARDEN 消费优惠 Y&Y GARDEN内华夫屋　各品种优惠50日元

※1次每个团体每人只限优惠1个华夫

磐越道
安田IC交流道

959-2221 阿贺野市保田733-1 0250-68-5151 9:00〜17:00 无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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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osuwasama.jp/
http://www.city.shibata.lg.jp/shisetsu/kanko/kanko/100506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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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旧斋藤家別邸 门票优惠 大人300日元→240日元

中小学生100日元→80日元（中小学生周六・周日・节假日免费）

※每个团体最多可5名

磐越道
新潟中央IC交流道

951-8104 新潟市中央区西大畑町576 025-210-8350 4～9月　9：30～18：00
10～3月　9：30～17：00

周一（逢节假日则顺延为次日）
12/28～1/3※有临时闭馆

15 道路休息站“新潟故乡村”物产馆 消费优惠 物产馆1楼咨询台发送100日元餐食・购物券
※只限预约者

北陆道
新潟西IC交流道

950-1101 新潟市西区山田2307 025-230-3000 卖店 9:30〜17:30
饮食街 11:00〜15:00（点餐截止时
间）

无休

16 新潟市岩室观光设施　岩室屋 消费优惠 泽西牛甜筒冰激淋　300日元→250日元
※可使用时间段 9:00～17:00
※每个团体最多可5名

北陆道
巻潟东IC交流道

953-0104 新潟市西蒲区岩室温泉96-1 0256-82-1066 9：00～19：00
卖店9：00～17：00
食堂11：00～14：00
足浴9：00～18：30

第1・3个周三

＜弥彦・三条地区＞

1 农产品直销所弥彦 消费优惠 盐味饭团优惠30日元（通常180日元优惠至150日元）
※含预约者最多可3名

北陆道
三条燕IC交流道

959-0323 弥彦村弥彦1121 0256-77-8578 10：00～18：00 无休

2 山咖啡屋 消费优惠 套餐“和筐便当”（2000日元(不含税)）优惠10％ 北陆道
三条燕IC交流道

959-1351 加茂市仲町4-15 0256-52-0104 11：30～17：00 周一（逢节假日则顺延为次日）

3 道路休息站　庭园之乡　保内 消费优惠 各饮品优惠50日元
※含预约者最多可5名

北陆道
三条燕IC交流道

955-0021 三条市下保内4035 0256-38-7276 9:00～18:00 年末年初

＜长冈・柏崎地区＞

1 见附的优质品云集于此。未来市场 消费优惠 消费1000日元以上者返还100日元
※只限购物者本人

北陆道
中之岛见附IC交流道

954-0052 见附市学校町1-16-15 0258-62-7877 9：00～18：00 7月31日

2 道路休息站　越后出云崎　天领里 门票优惠 时代馆门票优惠
大人500日元→300日元
儿童400日元→200日元

北陆道
西山IC交流道

949-4308 出云崎町大字尼濑6-57 0258-78-4000 9：00～17：00 第1个周三（8月无休）

3 木村茶道美术馆 门票优惠 优惠１０％
※含预约者最多可5名

北陆道
柏崎IC交流道

945-0841 柏崎市缘町3-1松云山庄内 0257-23-8061 10：00～16：30 周一
（逢节假日则顺延为次日、12月
～3月冬季闭馆）

4 柏崎珍藏馆
乡土玩具馆 痴娱之家

门票优惠 大人500日元→400日元
中小学生300日元→200日元

北陆道
米山IC交流道

949-3661 柏崎市青海川181 0257-22-0777 9:30～17:00 周三

5 柏崎珍藏馆
同一庵蓝民艺馆

门票优惠 大人500日元→400日元
中小学生300日元→200日元
※含预约者最多可10名

北陆道
米山IC交流道

949-3661 柏崎市青海川181 0257-21-1199 9:30～17:30（11・12月～16：30） 周三
（冬季闭馆：12月初旬～3月上
旬）

6 柏崎珍藏馆
黑船馆

门票优惠 大人500日元→400日元
中小学生300日元→200日元
※含预约者最多可5名

北陆道
米山IC交流道

949-3661 柏崎市青海川181 0257-21-1188 9:30～17:00（11、12月〜16:30） 周三

7 日本海FISHERMAN'S CAPE 免费 为购买鲭鱼三明治的顾客免费提供1杯软饮（S) 北陆道
米山IC交流道

949-3661 柏崎市青海川133-1 0257-23-6293 9：00～18：00 无休

8 北陆高速公路（上）米山SA休息服
务站餐饮区

免费 为进餐的顾客免费提供1杯咖啡
※只限进餐本人

北陆道
米山SA休息服务站

上行线

945-0855 柏崎市鲸波字若宫甲177 0257-22-7070 7:00～20:00 无休

9 北陆高速公路（下）米山SA休息服
务站区餐饮区

免费 为进餐的顾客免费提供1杯咖啡
※只限进餐本人

北陆道
米山SA休息服务站

下行线

949-3662 柏崎市笠岛字御堂前235 0257-26-2000 8:00～21:00 无休

10 新潟县历史博物馆 门票优惠 秋季策划“啊！这个我知道！埴轮、土偶、火焰土器的昭和平成时代”
（9/14～11/4）
普通920日元→820日元
※含预约者最多可5名

关越道
长冈IC交流道

940-2035 长冈市关原町1丁目权现堂2247-2 0258-47-6130 9：30～17：00（入馆16：30） 周一（逢节假日则顺延为次日，
但8/13开馆）“ドラ割
（DORAWARI）”实施期间的
7/15、9/16、23、10/14、11/4
开馆

11 蓬平温泉和泉屋 免费 免费提供1杯饮料 关越道
长冈IC交流道

940-1122 长冈市蓬平町1508-2 0258-23-2231 7：00～23：00 不定期休息

花之宿　四方山馆 免费 免费提供生啤、多种鸡尾酒、软饮、温酒中的1杯。
※含预约者最多可4名
※预约时需说明使用优惠“ドラ割（DORAWARI）”。

关越道
长冈南越路速通卡专

用IC交流道

940-1122 长冈市蓬平町甲130-1 0258-23-2121 15:00〔入住〕～10:00〔退房〕 不定期休息

12 酒乐故里　朝日山 小赠品 给购物500日元以上的顾客赠送“越后逸品”
※只限预约者

关越道
长冈南越路速通卡专

用IC交流道

949-5412 长冈市朝日584−3 0258-92-6070 10:00〜19:00 无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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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关越高速公路（上）越后川口SA休
息服务站餐饮区

免费 为进餐的顾客提供1杯免费咖啡
※只限进餐被人

关越道
越后川口SA休息服务

站

949-7513 长冈市西川口字泽入4420 0258-89-2100 8:00～21:00 无休

14 关越高速公路（下）越后川口SA休
息服务站餐饮区

免费 为进餐的顾客免费提供1杯咖啡
※只限进餐本人

关越道
越后川口SA休息服务

站

949-7513 长冈市西川口字泽入4375 0258-89-3131 7:00～20:00 无休

＜越后妻有・鱼沼地区＞

1 酒窖参观　越后雪藏馆 小赠品 为购物1000日元以上的顾客提供季节性小赠品 关越道
小出IC交流道

946-0216 鱼沼市须原1643 025-297-2777 9：00～16：00 无休

2 奥只见湖游览船 船票优惠 船票优惠１０％
　①周游路线 980日元
　②银山平路线1250日元
　③尾濑口路线1250日元（大人金额）
※消费税有变则金额产生变化。
※只限预约者

关越道
小出IC交流道

946-0082 鱼沼市汤之谷芋川字大鸟1317-3 025-795-2242 9:00～17:00 无休

3 八海山缆车 车票优惠 往返车票优惠
　　 〜9/30：大人1800日元→1500日元
　　　　　　 儿童900日元→750日元
10/1〜11/10：大人2200日元→1900日元
             儿童1100日元→950日元
※1次最多可5名

关越道
六日町IC交流道

949-7121 南鱼沼市山口1610 025-775-3311 工作日8:20〜16:00（下16:20）
周六・节假日8:00〜16：20（下17:00）

营业期间无休（〜11/10まで）

4 千手温泉　千年之汤 免费 租用毛巾免费
※只限预约者

关越道
六日町IC交流道

948-0144 十日町市水口泽121-7 025-768-2988 10：00～22：00　※受理截至21：30 无休（临时查检时闭馆。请咨
询）

5 道路休息站　CROSS-TEN　十日町 消费优惠 甜筒冰淇淋（350日元）优惠100日元
※只限预约者

关越道
六日町IC交流道

948-0003 十日町市本町六一丁目71-26 025-757-2323 9：00～18：00 第2个周三

6 越后妻有里山现代美术馆"KINARE" 门票优惠 大人800日元→700日元
中小学生400日元→300日元

关越道
六日町IC交流道

948-0003 十日町市本町6-1 025-761-7767 10：00～17：00 周三

7 越后十日町　小嶋屋 免费 赠送进餐的顾客美味天然水“鱼沼之水”500ｍｌ 关越道
六日町IC交流道

948-0082 十日町市本町4-16-1 025-757-3155 10：30～20：00 周三

8 鱼野故里 消费优惠 购买商品优惠5％
※含预约者最多可2名
※米・口香糖・甜筒冰淇淋・餐厅饮食等一部分商品除外
※信用卡不可

关越道
盐泽石打IC交流道

949-6425 南鱼沼市姥岛新田699 025-783-6788 工作日9：00～18：00

周六・周日・节假日8：00～19：00

无休

9 清津峡溪谷隧道 入场费优惠 大人600日元→550日元
儿童300日元→250日元
※含预约者最多可5名

关越道
盐泽石打IC交流道

949-8433 十日町市小出 025-763-4800 8：30～16：30 无休（冬季有停业期）

10 HINA NO宿　CHITOSE 免费 晚餐时为住宿顾客每人免费提供1杯生啤
预约时请说明使用优惠“ドラ割（DORAWARI）”

关越道
盐泽石打IC交流道

942-1432 十日町市松之山汤本49-1 025-596-2525 14:00（入住）〜10:00（退房） 不定期休息

11 松代“农舞台” 门票优惠 农舞台・乡土资料馆通票
大人600日元→500日元

关越道
盐泽石打IC交流道

942-1526 十日町市松代3743-1 025-595-6180 10：00～17：00 周三
免费展示期间（7/1～8/2、9/24
～10/11）
此期间，乡土资料馆的门票另需
300日元。

12 NEW GREENPIA津南 入浴费优惠 大人500日元→400日元
小学生300日元→200日元
※含预约者最多可5名

关越道
盐泽石打IC交流道

949-8313 津南町秋成12300 025-765-4611 9:00～21:00 无休

13 龙窪温泉　龙神馆 入浴费优惠 大人600日元→500日元
儿童300日元→200日元

关越道
盐泽石打IC交流道

949-8204 津南町大字谷内7031 025-765-5888 10：00～21：00 周二

14 石打YUNG PARUNAS 入浴费优惠 大人900日元→700日元
※含预约者最多可5名

关越道
汤泽IC交流道

949-6372 南鱼沼市石打字土堂946 025-783-7888 5:30〜23:00（8:00〜10:00的清扫时间
不可使用）

无休

15 汤泽高原缆车/ALP故里 往返乘车券优惠 大人2000日元→1800日元
儿童（小学生以下）1000日元→900日元
※含预约者最多可5名

关越道
汤泽IC交流道

949-6101 汤泽町大字汤泽490 025-784-3326 8：40～17：00 无休

16 汤泽GRAND饭店　季里之汤 免费 赠送前台水吧咖啡券 关越道
汤泽IC交流道

949-6101 汤泽町汤泽2494 025-784-2351 〔入馆时间〕7：00～21：00 不定期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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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双叶饭店 免费 为住宿的顾客免费提供1瓶酒或饮料 关越道
汤泽IC交流道

949-6101 汤泽町汤泽419 025-784-3357 14:00（入住）〜11:00（退房） 不定期休息

18 NASPA NEW OTANI 入浴费优惠 当日往返温泉大浴场
大人1100日元→900日元
儿童600日元→500日元
※1次限最多5名

关越道
汤泽IC交流道

949-6101 汤泽町汤泽2117-9 025-780-6111 8：00～17：00　※清扫时间有变更，
请咨询馆内

12/2～12/6

19 汤泽町历史民俗资料馆“雪国馆” 门票优惠 大人500日元→400日元
中小学生250日元→200日元
※含预约者最多可5名

关越道
汤泽IC交流道

949-6101 汤泽町汤泽354-1 025-784-3965 9:00～17：00（入馆截至16：30） 周三

20 汤泽NEW OTANI 入浴费优惠 当日往返温泉
大人1000日元→900日元
儿童（4岁～12岁）500日元→400日元
※租用毛巾均需付费

关越道
汤泽IC交流道

949-6101 汤泽町汤泽330 025-784-2191 10：30～20：00 有清扫时间，请咨询馆内

＜妙高・上越地区＞

1 鹈滨人鱼馆 门票优惠 大人550日元→495日元
※含预约者最多可5名

北陆道
大潟速通卡专用IC交

流道

949-3102 上越市大潟区九戸滨241-8 025-534-6211 10:00〜21:30（11〜3月〜21:00） 周二（逢节假日则顺延为次日）
12/31〜1/1

2 雪人温泉　雪之汤 门票优惠 大人600日元→550日元
小学生500日元→450日元
※含预约者最多可5名

北陆道
上越IC交流道

942-0534 上越市安塚区须川雪人高原 025-593-2041 11:00〜18:00（周六・周日・节假日
20:00）

周一（冬季无休）

3 玉翠园・谷村美术馆 门票优惠 大人500日元→400日元
高中生以下300日元→200日元
※含预约者最多可5名

北陆道
糸鱼川IC交流道

941-0054 糸鱼川市京峰2-1-13 025-552-9277 9：00～16：30（受理截至16：00） 12〜3月中旬的周二（逢节假日
则顺延为次日）
12/29〜1/3

4 翡翠园 门票优惠 大人500日元→400日元
高中生以下300日元→200日元
※含预约者最多可5名

北陆道
糸鱼川IC交流道

941-0055 糸鱼川市莲台寺2-11-1 025-552-9277 9:00〜16:30（受理截至16:00） 12月〜3月中旬

5 糸鱼川FOSSA MAGNA MUSEUM 门票优惠 大人500日元→400日元
长者之原考古馆通票　600日元→500日元
※高中生以下免费
※1次最多可5名

北陆道
糸鱼川IC交流道

941-0056 糸鱼川市一宫1313（美山公园
内）

025-553-1880 9:00〜17:00（受理截至16：30） 12月～2月的周一・节假日的次日

6 JODEL金谷餐厅 消费优惠 消费1000日元以上的顾客，每人优惠100日元 上信越道
上越高田IC交流道

943-0893 上越市大贯2-17-40 025-523-0681 11：00～22：00 周二

7 惠信故里　YASURAGI庄 门票优惠 当日往返入馆费
大人520日元→320日元
小学生310日元→110日元
※含预约者最多可5名

上信越道
新井速通卡专用IC交

流道

944-0124 上越市板仓区久々野1624-1 0255-78-4833 当日往返入浴10：00～20：00 周二（周二为节假日・休息日时
营业）

8 道路休息站新井　KUBIKI野情报馆 消费优惠 热咖啡　150日元→100日元
甜筒冰淇淋　250日元→200日元

　上信越道
新井速通卡专用IC交

流道

944-0075 妙高市猪野山58-1 0255-70-1021 9:00～21:00（卖店9：30～16：30） 无休

9 LOTTE新井渡假村 消费优惠 "アドベンチャーパス(adventure券)"优惠
大人 4800日元→4300日元
4岁〜小学生 2800日元→2500日元
※含预约者最多可3名

　上信越道
新井速通卡专用IC交

流道

944-0062 妙高市两善寺1966 0255-75-1177 〜9/23为9:00〜17:00（受理截至
16:00）
9/24〜11/4为9:00〜16:00（受理截至
15:00）
※Adventure的营业时间。

营业期间无休

10 赤仓庄 免费 为住宿的顾客免费提供当地酒、饮料类、香浓咖啡之一。
※只限电话预约，预约时请说明使用优惠“ドラ割（DORAWARI）”。

上信越道
妙高高原IC交流道

949-2111 妙高市赤仓30 0255-87-2043 15:00（入住）〜10:00（退房） 不定期休息

11 赤仓饭店 入浴费优惠 大人1000日元→800日元 上信越道
妙高高原IC交流道

949-2111 妙高市赤仓486 0255-87-2001 10：00～20：00（随时入浴） 不定期休息

12 太閤饭店 入浴费优惠 当日往返入浴费优惠100日元
800日元→700日元

上信越道
妙高高原IC交流道

949-2111 妙高市赤仓温泉402 0255-70-4195 11:00〜21:00（当日往返入浴） 无休

13 妙高高原啤酒园TATRA馆 免费 为进餐的顾客免费提供软饮服务（饮品自助吧）
※包括团体全体成员

上信越道
妙高高原IC交流道

949-2112 妙高市池平2452 0255-86-2600 17：30～21：00（最后受理时间LO
20：00）

无休

14 温泉咖啡馆　LANDMARK妙高高原 门票优惠 大人门票优惠100日元（儿童・老人除外）
※含预约者最多可5名

上信越道
妙高高原IC交流道

949-2112 妙高市关川2413-11 0255-86-5130 10:00〜22:00 无休（春秋季维修时闭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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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akakuraso.com/
http://www.akakura-hotel.com/
https://www.h-taiko.net/
http://www.alpen-blick.com/blog/tatra/
http://www.onsencafe.com/


The prices and discounts listed are information as of September 2019. Please check on site for details
设施名称 优惠内容 优惠内容

优惠条件
最近的IC交流道 邮政编码 地址 电话号码 营业时间 定期休息日

15 妙高高原VISITER中心 小赠品 赠送纪念品
※1个团体（最多4名）1次有效

上信越道
妙高高原IC交流道

949-2112 妙高市关川2248-4 0255-86-4599 9:00～17：00 12～3月期间的每周三・周四

16 CANADIAN旅馆 消费优惠 赠送成人住宿顾客500日元馆内利用券
※只限电话或电子邮件的直接预约，预约时请说明使用优惠“ドラ割
（DORAWARI）”。

上信越道
妙高高原IC交流道

949-2106 妙高市田口1394 0255-87-2186 7:00〜20:00 不定期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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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myokovc.jp/
http://www.canadian-h.com/facilities.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