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全旅遊‧盡在五洲

航

五洲旅遊與您同遊五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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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點

航

班

時

間

高雄福岡

⻑榮航空 BR120

15:30-19:20

福岡高雄

⻑榮航空 BR119

20:20-22:20

出發日期•團費
2018/09/16

NT$30,800 元

2018/09/23

NT$31,800 元

2018/10/13.20.27

NT$32,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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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岡機場→北九州市或下關或福岡

本日集合於高雄小港國際機場，由專人辦理出境手續之後，搭乘豪華客機飛往日本九州【福岡】福
岡是九州地區的『第一大城市』，歷史上與中國交往較深，歷史遺蹟眾多。福岡市，一年四季氣候溫
和，國際港口，國際機場都在市內，被稱為日本最方便的城市。被評為「世界最能享受購物樂趣的
地方」的這座城市，有著許多可感受日本文化的古蹟，山明水秀的自然景觀，近處有溫泉、火山、
主題樂園，觀光內容豐富，更有美食、大型傳統活動，令遊人目不暇給。
餐食： （晚）機上輕食
住宿：

北九州 CROWN PALAIC 或 北九州八幡皇家 或 小倉麗嘉皇家 或ステーションホテル小倉
或 PREMIER HOTEL 門司港 或福岡新大谷 或
五洲旅行社

華盛頓 或 ROYAL PARK 或 博多 KKR 或 同級

完全旅遊‧盡在五洲

第2 天

五洲旅遊與您同遊五大洲

北九州市或下關或福岡→經關門海峽(海底步行隧道)→下關春帆樓•日清講
和紀念館－2018 山口夢花博展覽(展覽期間:9 月 14 日～11 月 04 日)→亞洲最
大鐘乳石洞『秋芳洞』→湯田溫泉(或湯本溫泉)

【關門海峽】是指中國下關與九州門司間的海峽，由關門大橋連接起來。關門海峽一天有 4 次漲潮
的流動變化型海峽。在附近觀看能感受到被那股巨大的氣勢所壓倒的感覺。除了車道外，這裡還設
置了關門人行道隧道，全長 780 公尺，連接本州島與九州島，是世界上唯一一條行人專用的海底隧道。
走到對岸（山口縣下關市）只需 5 分鐘。
【春帆樓】，此處為中日簽訂馬關條約之地，1895 年滿清年間甲午一戰戰敗，清朝重臣
李鴻章到此，簽下了對中國不平等的「馬關條約」。
而原本簽約的餐廳，後來改名為【日清講和紀念館】。
【山口夢花博展覽館】
：日本國內最大規模花與綠的祭典在山口縣
初登場！1000 萬株山口縣的花朵、各式的體驗設施、「日本第一」
長的雲霄飛車與「日本第一」長的鞦韆等，還有許多只有在山口
夢花博才能體驗到的樂趣喔！！
*只含門票入場費,部份展覽館如客人要參觀需要自費!!!
【秋芳洞】山口縣的秋吉台是日本最大的喀斯特地形高原，高原底下 100 公尺的秋芳洞也是日本最大
的鐘乳石洞，兩者都被規劃為秋吉台國家公園。從瞭望台眺望秋吉台全景，翠綠的草原上佈滿無數
的奇岩怪石，頗為壯觀有趣。而地底下 的秋芳洞鐘乳石洞則是石灰岩經地下水慢慢的溶化後，經過
數十萬年的時間侵蝕堆積，形成許多不可思議的自然奇景，有的像柱子、有的像瀑布，還有形成山
錐狀的「洞內富士」，更有宛如許多盤子層層相疊的「百枚皿」，令人嘆為觀止。它也亞洲最大鐘乳
石洞。
餐食： （早）飯店內享用

住宿：

第3 天

（午）壽司燒烤自助式料理或
洋和式自助式料理或日式料理

（晚）迎賓溫泉會席料理或
和洋自助料理

湯田溫泉 NEW TANAKA 或 西之雅 常盤 或龜福 或グリーンリッチ 或ユウベルホテル松政
或

湯本西京觀光 或同級

湯田溫泉(或湯本溫泉)→琉璃光寺五重塔•視覺的讚嘆→津和野•山陰小京
都→太鼓谷稻成神社～千鳥居→荻•悠走於武士與文人之間～松陰神社→荻
或湯本溫泉

【琉璃光寺.五重塔】
：琉璃光寺五重塔在日本現存的最古老的五重塔中占據第十位，以其壯美的外觀，
更被稱為日本三大名塔之一。在櫻花和楓葉圍繞而成的山背下，大內文化被優雅的傳頌接續著。除
此之外，從日落開始到家家燈火被冉冉點亮的這一段時間，也是值得欣賞的美景之一。相伴的琉璃
光寺則是 1690 年遷來的曹洞宗寺院。此外，琉璃光寺內還有薩摩蕃與長州蕃秘密結盟的枕流亭、江
戶末期的露山堂茶室，都為這寧靜的方外之地，增添幾許歷史與人文的滄桑色彩。
五洲旅行社

完全旅遊‧盡在五洲

五洲旅遊與您同遊五大洲

【津河野.山陰小京都】擁有“山陰的小京都”之美名的津和野町位
於島根縣西南部。是沿津和野川開發起來的、自然環抱的“城下町”
（以諸侯的居城爲中心發展起來的城鎮）
。如今，城堡本身沒有保留
下來，但是保留了數百年前的武士宅邸和商人街。在位於城鎮中心
的殿町附近，有格子移門結構的小酒館和點心鋪之類的店鋪，此外
還保留著 17 世紀的武士住宅和白牆土倉等昔日市容風貌。並且，在沿殿町道路流過的小河中，還可
以看到成群的色彩斑斕的鯉魚。津和野飼養鯉魚的習慣是在 17 世紀到 19 世紀時期形成的，那時人
們在用來灌溉和防火的小河流裏飼養鯉魚，以備作饑荒時的食物。當您造訪此城鎮，首先映入眼簾
的是家家戶戶的紅瓦屋頂。以這個地方的土製成的「石州瓦」耐雪和凍結，防火性卓越，所以在雪
量多的津和野廣泛使用。紅瓦產生了津和野的獨特景觀。
【太鼓谷稻成神社】神社所供奉的稻荷大神一般是作為五谷豐登之
神為人們所信仰的，到了江戶時代也被人們當作生意興隆之神參拜。
太鼓谷稻成神社的神被人們當作“達成願望”之神而崇敬，所以不
妨在這裏許個願吧。這裏已經成為京都伏見稻荷大社等日本五大稻
荷神社之一。通往正殿的坡道上，林立著朱漆的鳥居，其數量多達
1175 座。綿延約 300 公尺的鳥居所形成的隧道，氣氛神祕。也是非
常壯觀的。
【松陰神社】萩最著名的神社，就是供奉將日本導向明治維新的吉田松陰之「松陰神社」。來到松陰
神社寶物殿的至誠館，可欣賞吉田松陰在赴死刑前，寫給書院學生的《留魂錄》。而當時教導許多門
下弟子學問知識的書院「松下村塾」，雖然只是毫不起眼的一幢小屋，幕末時代許多革命志士卻都在
此獲得啓蒙、養志，只要對於日本近代史發展略有認識，便知道眼前的簡素板屋散發無與倫比的光
芒，是來此必訪的珍貴景點。另外，與吉田松陰波滔萬丈的人生息息相關諸人物，也做成蠟人偶於
「吉田松陰歷史館」介紹。來到松陰神社就像坐上時光機，帶領旅人回溯幕末歷史。
餐食： （早）飯店內享用

（午）日式地方鄉土風味料理

（晚）迎賓溫泉會席料理
或和洋自助料理

住宿： 萩 格蘭天空 或 湯本觀光或同級

第4 天

荻或湯本溫泉→名水百選~別府弁天池→元乃隅稻成神社→角島•角島大橋→
關門大橋→門司港散策．藍翼門司．懷舊洋館巡禮→免稅店→福岡或北九州

【別府弁天池】的泉水，是從秋吉台的喀斯特台地湧出來的地下水。透明度極高，被選為日本名
水 100 選之一。從池子到周邊的河川，都是清澈見底, 水面有不同的漸層顏色，完全想象不要這
麼有色彩層次感的池水是天然形成的。

五洲旅行社

完全旅遊‧盡在五洲

五洲旅遊與您同遊五大洲

【元乃隅稻成神社】面向日本海一壁蔚藍的元乃隅稻成神社是由位於毗鄰
的島根縣太鼓谷稻成神社大約在 60 年前所分拆出來的神社。傳說，白狐
神在當地漁民的夢境中出現，告訴漁民要在在此地祭奠祂，於是當地人便
建設了神社。這裡最特別的風景，便是擁有 123 座分列超過 100 米（328
尺）的鳥居，讓人仿如進入地道一樣平常前去神社，乞求漁獲豐收、商
業繁榮及帆海平安。別的，元乃隅稻成神社除保佑豐收安然外，也會幫
忙實現姻緣和求子等願望。
【角島.角島大橋】角島位於山口縣的西北端，是日本海上的一座島嶼，在「角島大橋」開通後成為
山口縣人氣觀光景點。這座小島最大的特色在於白砂海濱和清澈的寶藍色大海，再加上海水浴場、
露營區、燈塔、小教堂…等景觀後，宛如置身於南國的光景讓人無法跟日本海聯想在一起！角島也
因此與山口縣北部的海岸一起被指定為「北長門海岸國定公園」的一部分。如此不可多得的美麗海
岸，讓許多電影、電視節目或廣告都選在此處取景。
【關門海峽大橋】本州下關與九州門司相對的海峽，其相連接之大橋稱
為關門大橋，兩海港之間曾經發生過許多美麗、浪漫的故事；此橋完工
於 1973 年，全長 1068 公尺，是連結九州、本州的主要交通要道。關門
橋橋塔之間 712 米，吊橋檯面全長 1068 米，供 6 條車道通行，為東洋
少有的大規模吊橋。海面到橋底距離在高潮時約 61 米，穿越關門海峽
的大型航船也可輕易通過。
【門司港】從明治至大正時期的繁榮的國際貿易港，是連接日本本州與歐洲、中國大陸及九州地區
通道。門司周圍興建了很多銀行、商社的歐式建築，街景給人一種昔日情懷油然而生的感覺。此外，
門司興建了許多現代型城市觀光景點，是新舊景色共存、耐人尋味的著名觀光區。
【藍翼門司吊橋】這是日本唯一的步行者專用吊橋。每隔一段時間，吊橋會向兩旁張開，有如一雙
藍色翅膀而得名。夜晚也會投以照明，絢爛的燈光投映在水面上，為門司港的夜景增添浪漫氣氛。
前 往 【免稅店】，店內有馳名豐富的禮品，琳瑯滿目的物產供您選購。
餐食： （早）飯店內享用

（午）下關名物~河豚御膳料理

（晚）百匯自助餐或日式風味套餐
或日式料理
福岡新大谷 或 華盛頓 或 ROYAL PARK 或 博多 KKR 或北九州 CROWN PALAIC 或 北九州八
小倉麗嘉皇家 或ステーションホテル小倉 或 PREMIER HOTEL 門司港或玄海
住宿： 幡皇家或
ROYAL 或同級

五洲旅行社

完全旅遊‧盡在五洲

第5 天

五洲旅遊與您同遊五大洲

福岡或北九州 →學問之神～太宰府•天滿宮→一蘭之森拉麵工廠→博多運
河城→福岡機場→高雄

【太宰府天滿宮】供奉日本「學問之神」菅原道真，是全國天滿宮本社，每逢考試期間，就擠滿了
祈求考試合格的學子及家長；由於菅原道真非常愛梅，天滿宮園中遍植梅樹而有了「飛梅傳說」之
稱。梅餅、梅茶等為當地著名特產。
【一蘭之森拉麵工廠】，在相當於 2 個東京巨蛋面積的園區中開設了拉麵博物館及工廠，探處可以了
解一蘭擁有超高人氣的秘密。除了戶外的音光茶庭、一蘭特有的每人一格獨立 counter 區外，還有依
照昭和各年代氣氛裝潢的三間「一蘭屋台」
。名產部分，福岡限定、售完為「一蘭袋麵」是必買品項，
還有布丁、餅乾、明太子等等甜鹹點心與特產，令人目不暇給。
日本首創的大型娛樂購物廣場－「博多運河城」，運河城內共分為劇院大
樓、娛樂大樓、商業大樓及大榮大樓等，在放盡是琳瑯滿目的廣場內，
您可在此盡情享受逛街購物的暢快樂趣，讓您不知該從何著手，如您想
散散步，可在廣場中的月光大道、星光中庭、水晶峽谷或海洋中庭內悠
閒的漫步，看看林蔭大道上花團錦簇的美麗盆栽，以及一縷縷垂掛在太
陽廣場的長春藤，照映整個街道生氣蓬勃、光鮮亮麗。夜晚則化身為都會男女浪漫談情欣賞外籍歌
手美妙歌聲的 LOUNGE BAR，吸引了許許多多在地人級觀光客的流連。
傍晚整理行裝，專車前往機場，由本公司專業導遊協辦離境手續之後，搭機飛返溫暖的家，結束此
次愉快難忘的旅程。
餐食： （早）飯店內享用

（午）逛街方便~敬請自理

五洲旅行社

（晚）逛街方便~敬請自理(機上簡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