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飯山雪屋餐廳 (B-9)
擁有豐富積雪量的飯山，1 月下旬到 2 月下旬的約一個月間，將出現
20 個令遊客欣喜的雪屋，可在雪屋中品嚐當地美食“ 味噌火鍋 ”。 
火鍋所使用的食材是當地產蘑菇、蔬菜、豬肉等。
夜幕降臨，雪屋被燈火照耀，美輪美奐，充滿夢幻情調。

戶隱奧社 (B-7)
戶隱神社座落於長野市的高海拔地區戶隱
山麓，由寳光社、火之御子社、中社、九頭
龍社和奧社的五座神社構成。奧社作爲戶
隱神社的本社受到廣大信徒的信仰。通往
神社的約2公里長的路程上中途的茅草屋頂
紅色隨神門莊嚴肅穆，樹齡約400年的參天
古杉更會震撼你的心靈。

日本第一星空阿智村 (J-2)

2006 年被環境署認定為日本
第一的星空。搭夜間纜車到
1,400m 的富士見台高原擡頭
就是一片瀲灧的星海。

長野縣的平均壽命男女均占日本上位。而與世界各國相比，日本男性
為第六位，女性為第一位，

男性 81.75 歲
日本第二位

女性 87.67 歲
日本第一位

第一名  瑞士         81.3

第二名  冰島         81.2

第三名  澳大利亞   80.9

第四名  瑞典         80.7

第五名  以色列      80.6

第六名  日本         80.5

第一名  日本         86.8

第二名  新加坡      86.1

第三名  西班牙      85.5

第四名  韓國         85.5

第五名  法國         85.4

第六名  瑞士         85.3

出處 : 2015 WHO

詳情請向下列單位查詢 :

長野縣觀光部國際觀光推進室
郵政區號：380-8570 長野縣長野市南長野幅下 692-2
電話 : +81-26-235-7252  傳真 : +81-26-235-7257 
E-mail: go-nagano@pref.nagano.lg.jp

一般社團法人 長野縣觀光機構
郵政區號：380-8570 長野縣長野市南長野幅下 692-2
電話 : +81-26-234-7205  傳真 : +81-26-232-3233 
E-mail: kokusaiinfo@nagano-tabi.net

長野市觀光資訊中心
郵政區號：380-0921 長野縣長野市栗田 1038-4 電話 : 026-226-5626 (8:00-19:00; 9:00-18:00; 12/30-31;1/1-3休息 )

別墅 阿爾卑斯 導覽中心
郵政區號：381-0401 長野縣下高井郡山之内町平穩 7148 
電話 : 0269-34-2731 (8:00-21:00)

松本市觀光導覽處 
郵政區號：390-0815 長野縣松本市深志 1-1-1 JR 松本站三樓
電話 : 0263-32-2814 (9:00-17:45; 12/29-1/3休息 )

松本市觀光資訊中心
郵政區號：390-0874 長野縣松本市大手 3-8-13
電話 : 0263-39-7176 (9:00-17:45; 12/29-1/3休息 )

安曇野市觀光情報中心
郵政區號：399-8303 長野縣安曇野市穗高 5952-3
電話：0263-82-9363 (4月‐10月9:00-17:30;11月‐3月 9:00-17:00) (12/29至 1/3休息 )

輕井澤觀光導覽中心
郵政區號：389-0102 長野縣北佐久郡輕井澤町輕井澤 1178 輕井澤站内
電話 : 0267-42-2491 (9:00-17:30)

山之内觀光聯盟 湯田中站導覽中心
郵政區號：381-0498 長野縣下高井郡山之内町平穩 3227-2
電話 : 0269-33-1126 (8:30 -17:30)

飯山站觀光導覽中心
郵政區號：389-2253 長野縣飯山市飯 772-6
電話 : 0269-62-7000 (8:30 -18:00)

八方咨詢中心
郵政區號：399-9301 長野縣北安曇郡白馬村大字北城 5734-1
電話 : 0261-72-3066 (4月-10月6:00-21:00;11月-3月6:00-18:00)

長野大都會大酒店
郵政區號：380-0824 長野縣長野市南石堂町 1346
電話 : 026-291-7000 (8:00 -20:00)

魚敏旅舘
郵政區號：381-0402  長野縣下高井郡山之内町佐野 2563
電話 : 0269-33-1215 (7:00-23:00)

白馬五龍滑雪場  艾斯卡爾廣場
郵政區號：399-9211 長野縣北安曇郡白馬村神城 22184-10
電話 : 0261-75-2101 (8:00-17:00;11月-4月休息 )

白馬山麓旅遊
郵政區號：399-9301 長野縣北安曇郡白馬村大字北城 6329-1 
電話 : 0261-72-6900 (7:00-18:00)

道之站 ( 花之站 - 千曲川 )
郵政區號：389-2414 長野縣飯山市常盤 7425
電話 : 0269-62-1887 (9:00-19:00;冬季 9:00-18:00)

上松町觀光導覽處
郵政區號：399-5601 木曾郡上松町大字上松 153-3
電話：0264-52-1133 (4月中旬‐中旬 9:00-17:00)

中央阿爾卑斯駒根纜車菅台公車總站
郵政區號： 399-4117長野縣駒根市赤穗 759-489
電話 : 0265-83-3107 (7:00-16:00;1/1至 1/3和11月至 3月休息 )

木祖村觀光協會
郵政區號：399-6201 長野縣木祖村藪 196
電話 : 0264-36-2543 (9:00-17:00;周一休息 )

信濃町觀光導覽處
郵政區號：389-1305 長野縣上水内郡信濃町柏原 2692-12
電話 : 026-255-3226 (9:00-17:00; 周三休息 )

Snow Monkey Resorts Info & Gift Shop
郵政區號：381-0401  長野縣下高井郡山之内町平穩
電話 : 0269-38-1739 (9:00-17:00)

上田站觀光導覽
郵政區號：386-0025  長野縣上田市天神 1丁目 1887-3
電話 : 0268-26-5011 (9:00-18:00;12/29-1/3休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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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inano Railways
Hokuriku Shinkansen Line

Hokuetsu Express Hokuhoku Line

越後令人心動
鐵路

愛之風富山鐵路IR 石
川鐵
路

北陸新幹線

妙高戶隱連山國立公園

於2015年3月14日開通

7,680

￥2,900～
￥4,800

￥5,220～
￥7,300

￥4,860～
￥6,500

Hokuriku Shinkansen  ̋ASAMA˝
Hokuriku Shinkansen  ̋ASAMA˝
Hokuriku Shinkansen  ̋ASAMA˝

3,180
5,390

￥2,600～
    ￥3,560

￥6,300～
    ￥7,300

￥2,600～
    ￥3,600

Nagano～Meitetsu Bus Center (Nagoya) 3

7 45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