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星野集團新聞稿 

 
「星野集團 RISONARE 那須」2019 年 11 月 1 日開幕 

～日本首座「農遊渡假村」～ 

 

  「星野集團 RISONARE 那須」於 2019 年 11 月 11 日於栃木縣那須町開幕，是星野集團 RISONARE 品

牌旗下的第四間渡假村。以「農遊渡假村」為概念，以體驗在地生產活動為主軸，為住宿旅客帶來享受渡假

飯店餐點與各種活動的全新旅遊型態。 

 

  本渡假村位於栃木縣北部那須岳的山腳下，海拔約 500 公尺，占地面積約四萬兩千坪。由住宿樓、農園

「農遊花園(Agri-garden)」、活動設施「POKO POKO」、兩座餐廳「OTTO SETTE 那須」與「SHAKI 

SHAKI」(自助餐餐廳)所組成，為住宿旅客打造身處大自然的美好渡假時光。從東京出發，搭乘新幹線或巴

士車程約一個半小時。 

 

核心概念「農遊渡假村」 

  農遊（Agriturismo）：為義大利文 Agricoltura（農業）和 Turismo

（旅遊）的複合詞，是指遠離都市喧囂，走入當地體驗農村生活，與大

自然進行文化交流的一種旅遊模式。據說起源於歐洲，以義大利為中心

發揚光大，深受各國旅客的青睞。本渡假村所在地那須地區擁有豐富的

自然環境，農業生產活動相當興盛。本渡假村的核心概念為「農遊渡假

村」，以體驗在地生產活動為主軸，讓住宿旅客享受渡假飯店的餐點與

活動，推廣全新旅遊型態「在地魅力×渡假時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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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農遊渡假村的特徵 

 

１ 能欣賞培育農作物風景的環境位置 

  在農遊渡假村停留的時光，能接觸農作生產活動的體驗。生產活動範圍的旱田與水田是那須地區的象徵性風

景之一，遊客在園區內也能一邊欣賞這樣的風景一邊度過美好時光。渡假村內有「農遊花園」，預計將在其中的

旱田和溫室，全年種植超過 80 種蔬菜和香草。而園區旁也有一整片寬闊的水田。 

 

２ 分布在天然樹林中的客房共有  43  間 

  位於大自然中的客房，兼具渡假村的舒適性以及雅致的空間設計。43 間客房分布在廣大的天然樹林中，在本

館與別館（別館內有兩個區域）的三個區域中一共擁有 14 種房型。無論哪一間客房都能讓住宿旅客近距離感受大

自然與季節更迭。室內設計是由親自操刀「RISONARE 山梨八岳」與「RISONARE 熱海」客房設計的「Klein 

Dytham architecture(KDa)」負責。 

 

＜客房種類＞ 共 14 種 

 

■本館： 

豪華樓中樓套房（6 間、4 人、62 平方公尺）、樓中樓套房（2 間、4 人、62 平方公尺）、高級套房（16 間、3 人、42 平方公

尺） 

 

■別館： 

庭園４人套房（2 間、4 人、46 平方公尺）、庭園３人套房（4 間、3 人、36 平方公尺）、標準雙人房（2 間、2 人、33 平方

公尺）、標準雙人房（寵物房）（2 間、2 人、25～28 平方公尺）、標準４人房（2 間、4 人、38 平方公尺）、標準３人房（1

間、3人、36平方公尺）、標準３人房 和洋式（1間、3人、38平方公尺）、花園３人房（2間、3人、39～46平方公尺）、

花園３人房 和洋式（1 間、3 人、37 平方公尺）、花園４人套房（1 間、4 名・50 平方公尺）、花園家庭套房 和洋式（1

間、5 人、62 平方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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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感受農業的餐點與生活方式 

  在「農遊花園」，遊客可以參考當地農家建議的有機農法，實際進行從耕耘、製作肥料、灑蔬菜或香草

的種子到收成等一連串的農事。RISONARE 那須不單單視農業體驗為收成體驗，而是舉辦「農夫教室」，在

當天的農事作業中工作人員將扮演農夫的角色為來賓講解。此外，農遊花園內的溫室預計舉辦以不浪費農作

物的農家生活為靈感的打造的工作坊「農家手工作業」，以及自由採摘各種香草，享受製作花草茶樂趣的

「製作獨一無二花草茶體驗」。 

  「農夫教室」             「農家手工作業」          「製作獨一無二花草茶體驗」 

 

  農遊花園內種植的蔬菜和香草不僅會用於工作坊，還預計配合季節跟收穫量將一部分用於各餐廳和咖啡

館。渡假村內有主餐廳「OTTO SETTE 那須」、自助餐餐廳「SHAKI SHAKI」、位於 POKO POKO 內的

「BOOKS&CAFE」，透過義式套餐、自助餐、午餐披薩等料理，為客人提供各式各樣享用美食的方式。 

 「OTTO SETTE 那須」前菜            「SHAKI SHAKI 自助餐餐廳」早餐           「POKO POKO」披薩 

 

＜美饌享受＞ 

■主餐廳「OTTO SETTE 那須」 

  這是繼「RISONARE 山梨八岳」與「RISONARE 熱海」開幕的

第三間「OTTO SETTE」。「OTTO SETTE 那須」提供進昇華成

豪華全餐的義大利托斯卡尼鄉土料理，材料使用當地生產者們精心培

育的當季食材。客人可以在享用美味佳餚的同時，品嚐由侍酒師嚴選

的義大利自然派葡萄酒，在森林中的餐廳享用特別的晚餐。 

＜參考價格＞晚餐：1 人 11,818 日幣（未稅）＊需預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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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助餐餐廳「SHAKI SHAKI」 

  早餐供應日式與西式自助餐，包含能直接享受蔬菜口感的沙拉與

香氣濃郁的 15 種麵包，以及在眼前現做的歐姆蛋等料理。而晚餐除了

有供應義式冷盤與熱菜的自助餐外，同時供應每天更換的主菜像是烤

牛肉與香草豬肉捲，將送到各桌在客人眼前進行切割，為客人帶來充

滿現場表演樂趣的愉快晚餐。 

＜參考價格＞早餐：1 人 2,545 日幣、晚餐：1 人 5,636 日幣  

＊均為未稅價格，需預訂。 

 

■「BOOKS&CAFE」 

  POKO POKO 內的 BOOKS&CAFE 供應的午餐是用石窯現烤的道地義式披薩，另提供其他咖啡館簡餐。

此外還有每天限量舉辦的披薩製作活動，讓遊客使用部分農遊花園裡種植的蔬菜和香草來點綴，享受自己動

手做披薩的樂趣。 

 

4 「嬉遊自然」活動提案 

  在農遊渡假村不僅能接觸生產活動，還能享受利用當地自然環境的活動帶來的樂趣。以活動設施

「POKO POKO」作為據點，帶給遊客在寬闊土地上享受那須大自然樂趣的體驗。像是早晨在森林裡散步，

秋天在園區裡收集變紅的落葉來烤番薯，冬天在 POKO POKO 裡玩雪等等，使大人跟小孩都能樂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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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嬉遊自然活動體驗據點「POKO POKO」 

  從本館入口穿過長橋後，可以看到森林中有

一棟建築物，其特徵是屋頂有三個圓錐重疊。這

是 一座全 天開放的 設施 ，設施 內除了 有 

BOOKS&CAFE，還設置了由全長約 6.5 公尺的

攀爬網與球池組成的「遊樂區(play area)」，以

及托兒設施「托兒中心(Nursery)」，讓帶著幼童

的親子家庭也能好好享受。設施前方有讓人能圍

著火堆放鬆的露臺以及一整片設置了沙發床的

「POKO POKO 廣場」。除了頗具特色的建築

外，設計團隊對地標設計也十分講究。從橋延伸

出去的步道連接本館與別館，為了讓遊客能好好

享受在林中散步的樂趣，刻意將路徑設計得蜿蜒

曲折。 

 

 

 

 

 

關於「POKO POKO」的設計 

 

■建築設計「Klein Dytham architecture (KDa)」 

  就如同其名般，「POKO POKO」建築的特徵在於其凹凸狀（譯註：日文發音為 POKO POKO）相連的三個大屋頂。儘

管存在感強烈，卻逐漸融於那須森林中的相疊圓錐獨特外觀，以及讓任何年齡層的人都能感到舒適友好的空間，本渡假村的目

標便是做出兼具這兩者的設計。白天聳立於樹林間，擁有充滿標誌性的存在感；夜晚整體建築物從內部散發出柔和的光芒，打

造出只有屋頂漂浮於黑暗中一般的夢幻風景。支撐這個大屋頂的木質結構由原木組合而成，其富有律動感的設計營造出友好舒

適的空間。白天自然光線從巨大天窗傾注而下，形成與室外木地板融為一體、具有開放感的空間；到了晚上，光線反射木材風

貌，形成被柔和光線包圍的溫暖空間。 

 

■地標設計 「株式會社 studio terra」 

  在營造情境時，特別留意的是仔細地織下既有的土地風格與記憶。由於這塊土地的海拔超過 500 公尺，位於山區與平原間，

因此園區內有從山上流下來的豐沛河川，與一整片由昌化鵝耳櫪、枹櫟、水楢一類樹種構成的落葉闊葉林。因其海拔高，冷熱

溫差大，因此可以欣賞到更為鮮豔美麗的紅葉與新綠風景。園區內有旱田與水田，其風貌一整年不斷地改變。為了將園區內廣

大的各種場地連接起來，也整修了道路並造林。「RISONARE 那須」今後將隨著時間持續孕育風景下去。希望到訪的旅客都

能享受這份變化和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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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魅力設施 

  本渡假村除了有剛剛介紹地四處特色設施外，還有針對大人設置的「旅行圖書館」、能一邊欣賞那須森

林風景一邊享受內湯與外湯泡湯樂趣的「大澡堂」，以及利用自然力量讓人放鬆身心的精油護理療程

「RISONARE 那須 Spa」等設施，使住宿旅客在農遊渡假村度過的時光更加充實。 

 

設施概要 

渡假村名稱：星野集團 RISONARE 那須 

地址：〒325-0303  栃木縣那須郡那須町高久乙道下 2301 

預約電話：+81-50-3786-1144  

公共設施：住宿樓（本館、別館）、主餐廳、自助餐餐廳、農遊花園、POKO POKO、大澡堂（男女湯各

一）、Spa、休息室 

客房數 ：43 間（客房種類：14） 

     入住時間 15:00／退房時間 12:00 

參考價格：2 人 1 間，每位每晚 21,000 日幣起(含早餐方案，不含稅)  

交通方式：［電車］JR 東北新幹線「那須鹽原站」搭乘接駁巴士車程 40 分鐘 

開幕日期：2019 年 11 月 1 日 

官網：https://risonare.com/nasu/ 

 

 

 

 

關於「RISONARE」 

 

  RISONARE 是在日本國內擁有三處設施（山梨八岳、TOMAMU、熱海）的渡假飯店

品牌。渡假村為旅客提供當地的體驗活動以及豐富多樣的時令美食，無論是大人的旅行，

還是與孩子的親子旅行，都可以在這裡獲得最舒適的住宿體驗。RISONARE 那須則是此品

牌旗下的第四間渡假村。 

For inquiries about this press release, 

contact Hoshino Resorts PR at: 

E-mail:global@hoshinoresort.com 

 

https://risonare.com/nas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