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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航  班                                                 

地   點 航   班 時   間 

高雄熊本 中華航空 CI198 13:30-16:50 

熊本高雄 中華航空 CI199 17:50-19:40 

 
 

    出發日期•團費                                                

2018/11/25 NT$78,900 元 

◆兩地機場稅兵險、燃油費 

◆旅遊綜合責任險。 

◆導遊•司機小費 

團費不包含： 

◆新辦護照用費 NT 1,400 

◆行程中未列出之額外項目：行李、床頭小費等、自費項目、房間服務、飲料、酒水、

電話費、個人行李超重費…等支出 

 

 

第 1 天   高雄／熊本 

參考路程： 

熊本機場= = (約 30 分鐘) = =熊本市區 

抵達熊本機場後，前往享用晚餐。 

晚餐後前往飯店休息。  

餐食： （晚）涮涮鍋料理   

住宿： Crowne Plaza ANA Kumamoto New Sk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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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天   熊本→通潤橋→高千穗峽 

參考路程： 

熊本= = (約 1.5 小時) = =通潤橋 = = (約 1 小時) = =高千穗峽 

◆【通潤橋】 

橫跨於轟川上的單一拱橋，建於日本嘉永 7 年(1854 年)，長 75.6 公尺、高 20

公尺，作為日本江戶時期所建造的石橋，它的拱門直徑和高度是日本國內最大，

也獲指定為國家重要文化財產。 

建造通潤橋的目的不是給人過而是為了運送水的灌溉渠，橋上排列了 3 列石製

通水管。當水位滿時，由橋中央兩側之排水口直瀉而下，形同飛瀑，極其壯觀。 

 

◆【高千穗峽】(賞楓期間 11 月中旬～下旬) 

五瀨川侵蝕阿蘇熔岩而形成的 V 字形峽，兩岸沿途是略帶紅

色的安山岩絕壁。最值得一看的是翻騰著白色飛沫、從高達

17 米斷崖飛瀉而下的真名井瀑布。峽谷沿途建有約 600 米的

遊覽步行道，從春天到初夏山櫻花、杜鵑花、紫藤妝點岸壁，

秋天紅楓盡染，一年四季可以觀賞不同景色。最值得一看的

是，翻騰著白色飛沫從高達 17 公尺的斷崖發瀉而下，緩緩流

入深綠色潭水中的【真名井】百選瀑布，峽谷沿途建有約 600 

米的徒步遊覽路，品味深處日本神話中祕境。 

餐食： （早）飯店內 （午）日式特色餐 （晚）飯店內會席料理 

住宿： 高千穗溫泉 神隱 http://kamigakure.jp 

 

第 3 天   高千穗→霧島神宮→霧島溫泉 

參考路程： 

高千穗= = (約 3 小時) = =霧島神宮= = (約 30 分鐘) = =霧島溫泉 

◆【霧島神宮】(賞楓期間 11 月中旬～下旬) 

神社內有紅色迴廊的社殿和曲線優美的唐式山形牆座落在鬱

鬱蔥蔥的樹林之中，祭祀著為了建立日本由天降臨的神祈－瓊

瓊杵尊。為天孫降落之地，更是霧島的地標。神宮的外參道大

鳥居，高 22.4 公尺，兩柱間隔 16 公尺為西日本最壯大。霧島

神宮傳說是 6 世紀時興建的，但現在的祭神殿是 18 世紀初重

建的，朱紅色的殿宇春天的櫻花和秋天的楓紅把神宮妝點得格

外美麗。 



完全旅遊‧盡在五洲  五洲旅遊與您同遊五大洲 

五洲旅行社 

餐食： （早）飯店內 （午）西式特色餐 （晚）飯店內會席料理 

住宿： 霧島溫泉 淨流莊或悠久一心或同級 (待告) 

 
 

第 4 天   霧島溫泉→仙巖園→長崎鼻→指宿 

參考路程： 

霧島= = (約 1.5 小時)= =仙巖園= =(約 1 小時 50 分鐘)= =長崎鼻= =(約 1.5 小時) = =指宿 

◆【仙巖園（又稱磯庭園）】(楓葉期間 12 月上旬) 

為日本庭園中首屈一指，由島津家第１９代藩主島津光

久於１６５８年建造的別邸，佔地５萬坪。園內奇岩怪

石滿佈，尤以景色優美錦江灣及雄偉壯大的櫻島為借景，

將薩摩的宜人景色，完美呈現。另有日本最初的石燈籠、

反射爐跡等珍貴文化遺產，讓人對幕府末期薩摩藩全面

性的發展驚嘆不巳。 

★【指宿市】 

擁有豐富的泉源，市內遍佈大約 800 個泉源，是南九州最大的溫泉鄉，尤其是天然砂浴的「砂蒸」

是日本唯一的【天然砂浴溫泉】，也是指宿最大的特徵，世界稀有。大約有 300 年歷史的天然砂浴溫

泉的構造非常的簡單。天然砂浴溫泉位於海邊，海邊並沒有溫泉，但在後方大約 100 公尺的山上的

硫磺泉地下泉脈順著地勢緩緩流向海邊，這溫泉把海濱沿岸砂灘加熱而形成了天然高溫砂土。 

◆【長崎鼻】 

位於鹿兒島縣南部，是薩摩半島最南端的海岬。海岬為三角

形，雖然全日本各地都有很多以“鼻”來命名的海岬，但此

處最為出名。長崎鼻的突出部位佇立著白色燈塔，西方聳立

著雄壯的開聞嶽。由於沒有遮擋視線的障礙物，所以從海岬

眺望到的山景非常美麗。晴天的時候可以從展望台望到遠處

屋久島的宮之浦岳和硫黃島。在如此風景秀麗的土地上，旅

遊業自古以來都相當發達，從海岬展望台延伸 1～2km 的沿線排列著眾多土產店和餐廳，另外還設有

長崎鼻動植物園。長崎鼻一帶流傳著關於浦島太郎的的日本民間傳說，三崎的前端供奉著一座龍宮

神社。 

餐食： （早）飯店內 （午）日式特色餐 （晚）飯店內會席料理 

住宿： 指宿 白水館(磯客殿) http://www.hakusuikan.co.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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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天   指宿→釜蓋神社→錦灘酒造→曾木瀑布公園→人吉溫泉 

參考路程： 

指宿= = (約 1 小時) = =釜蓋神社= =(約 2 小時) = =錦灘酒造= = (約 1 小時) = =曾木瀑布公園= = 

 (約 1 小時) = =人吉溫泉 

◆【釜蓋神社】 

釜蓋神社又名「射楯兵主神社」，是日本知名的「Power Spot」

之一，號稱到訪此地能讓人充滿能量靈氣。神社位在可遠

眺薩摩富士開聞岳的海邊，佔地雖然不大，但據說參拜後

就會有好運和幸福降臨，加上附近景色優美，所以時會有

遊客專程來此祈福。 

釜蓋神社的祈願法相當特別，必須頭頂木製的釜蓋，從入口

處的鳥居往前走到前殿，假如釜蓋沒有掉下的話就可以實現

願望、開運解厄。除了頂釜蓋之外，神社也有把迷你小鍋蓋掉

進鍋子就可實現願望的傳說。 

◆【錦灘酒造】 

《遇見薩摩與捷克》的創始人被稱為近代燒酒之父，河內源一郎是第三代繼承者所經營的鹿兒島燒

酒製造廠商。在這裏釀造各種酒類(燒酌、清酒、葡萄酒、當地啤酒、水果甜酒)，您可在此試飲不同

口味的酒類。因全世界的啤酒當中，只有捷克的啤酒最好喝，怎麼喝都喝不膩。其實日本啤酒最早

就是以捷克皮爾森啤酒藍本製造出來。在此，可以體驗到美味

的捷克啤酒、特色料理、捷克工藝品與其它的特色商店。 

◆【曾木瀑布公園】(賞楓期間 11 月中旬～12 月上旬) 

為寬 210 公呎，高 12 公尺的大規模瀑布有《東洋的尼亞加拉

瀑布》的美稱，最令人讚嘆的為其激起飛濺的水花傾瀉而下的

清流最為壯觀。附近一帶為自然景觀公園，四季景色宜人，尤

其是賞櫻跟紅葉時期更是美麗，是賞楓時節的人氣所在，別有

一番韻味。 

餐食： （早）飯店內 （午）日式特色餐 （晚）飯店內會席料理 

住宿： 人吉溫泉 AYU 之里 http://www.ayunosato.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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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天   人吉→人吉老街→城彩苑→熊本空港／高雄     CI199  17:50-19:40 

參考路程： 

人吉溫泉= = (約 20 分鐘) = =人吉老街= = (約 1.5 小時) = =城彩苑= = (約 1 小時) = =熊本空港 

◆【鍛冶屋町街道】 

呼吸著相良家 700 年歷史氣息的老街--鍛冶屋街道。這裏充滿舊情懷的鋪石地板以及讓人感受到歷史

的老店等，如今成了城下町的散步景點。用石頭鋪成的這條老街上，有茶莊、味噌・醬油倉庫，還

有鐵匠屋等，給人一種猶如走在小京都的氣氛。 

◆【櫻之馬場．城彩苑】 

緊鄰熊本城的「櫻之馬場－城彩苑」，是 2012 全新落成

的體驗園區，共可分為「湧湧座」和「櫻之小路」兩部

分，「湧湧座」是兩層樓的建築，使用投影、立體模型、

戲劇來呈現日本戰國加藤清正的時代，民眾還可免費穿

著傳統服飾、坐轎子、騎上馬拍照留念，相當有趣。外

圍的「櫻之小路」是販賣手工藝品、美食小吃的商店區，

建物以江戶時代的城下町街景為藍圖，復原舊時代的店

舖，遊客可邊逛逛記念品店邊吃一些平民小吃，讓歷史園區不再刻版。 

餐食： （早）飯店內 （午）和洋式自助餐 （晚）機上簡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