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發日：106 年 2 月 25 日                                     團費：／每人 35,500 元 

(以上團費含機場稅、燃油附加費。不含小費、護照辦證費用) ※歡迎使用團體旅遊專用券及旅遊商品兌換券支付※ 

 

◆長崎豪斯登堡：亞洲最大的休閒主題樂園，園內為仿照荷蘭鄉鎮而建的歐洲風情渡假村 

 

◆天山滑雪場：佐賀縣唯一的人工滑雪場，而且是北九州滑雪者經常利用的場所 

 

◆熊本城：熊本城與大阪城、姬路城合稱《日本三大名城》 



 

◆大觀峰：地處阿蘇火山山系外環的最高處，周圍山巒、草原儘收眼底 

 

◆湯布院：有《晨霧和出泉之鄉》的美稱 



◆太宰府天滿宮：祭祀被稱為《日本學問之神》的官原道真，地位相當於中國的孔廟。 

 

 

第 1 天  高雄小港機場福岡空港佐賀(或唐津或福岡或北九州)  

【福岡】位於九州北端，東北部瀕臨周防灘，西北部面對玄海灘，西南部面對有明海。這裏與朝鮮半

島和中國大陸隔海相望，是日本最早接觸大陸文化的地方。自 7 世紀設置九州總督府太宰府以來，

 

 (早餐) Ｘ (午餐) X   (晚餐) 機上精緻餐食 

住宿：佐賀新大谷、龍登園或唐津 ROYAL、西鐵格蘭登、馬林諾亞、HILTON SEA HAWK 海鷹、新大谷、全日空、北九州 RIHGA 

ROYAL 小倉、八幡 ROYAL、CROWN PALAIS 或同等級旅館 

 

第 2天  佐賀(或唐津或福岡或北九州) 長崎豪斯登堡(含護照券！多項有趣的遊樂設施，季節性活動，各

國風味料理與各式紀念品專賣店，在此可自由放鬆，享受美食與購物樂趣，是座能滿足大人小孩的夢幻歐風渡假村)(季節

活動：（光之王國：2016.10.1～2017.04.17）長崎豪斯登堡(或佐世堡或長崎)  
【豪斯登堡】亞洲最大的休閒主題樂園，園內為仿照荷蘭鄉鎮而建的歐洲風情渡假村，紅磚建築物、

班機日期 班機編號 起飛城市 抵達城市 起飛時間 抵達時間 

第一天 BR120 高雄 福岡 15:30 19:10 

第五天 BR119 福岡 高雄 20:10 22:10 

以上為本行程預定的航班時間，實際航班以團體確認的航班編號與飛行時間為準 



教堂、高塔等…還有優美的運河倒映著成排房舍，春季時，園內街道被盛開的花朵圍繞著，宛若身處

歐洲般。園內有多處遊樂設施、異國風味美食，是座能夠滿足大人與孩童的夢幻樂園。 豪斯登堡園

內遊樂設施包括：荷蘭女王宮殿、歐式庭園、畫廊美術館、運河遊船、復古帆船航行體驗、高塔展望

台、洪水立體冒險館、神秘的 3D 艾莎劇場、泰迪熊王國(日本最大泰迪熊展示)、西洋與日本顫慄鬼屋、

MJ 紀念館、錯覺藝術館、2005 年愛知萬博中最受歡迎的 IFX 劇場：『三菱未來館@如果地球沒有了月

亮』…等 3D 立體電影，更有日本最大的魔鏡迷宮，荷蘭木鞋、音樂盒、玻璃、陶瓷藝術等迷你秀珍

博物館，還有最受歡迎的大型米飛兔專賣店、各式歐洲進口食品與雜貨專賣店等…。 

（※ 園區內部分最新遊樂設施以及季節性活動需另行收費：例如：2011 年 11 月 25 日全新完工之豪斯登堡新地標：雪白

摩天輪(700 日幣)、5D 立體劇場、豪斯登堡宮殿、光之王國運河遊船、自行車與協力車出租(1000 日幣起)等遊園交通公具

或其他期間限定的特別活動、運河釣魚等等，一切依園方公佈為準! ※若遇遊樂區娛樂設施不定期輪流保養維護、或項目

歇業，敬請見諒!)  

※季節活動~光之王國(2016 年 10/01~2017 年 04/17)：超過 1100 萬球的燈光秀，帶領您探索世界最大

的光之祭典。光之王國陸續誕生了嶄新的燈飾！例如【燈光與噴泉的運河】整條運河從水中發出彩虹

色的光芒，華麗度更上一層。 從沿著運河的道路上以及從運河船眺望的美麗景色，讓您彷彿置身於

夢幻世界中。或【光之藝術花園】 豪斯登堡最大的燈光秀景點。彷彿一片光海隨波蕩漾的「蔚藍海

浪」美不勝收，震撼您的視覺。 今年的燈光秀不僅遠遠超越去年的演出，還準備了各種新穎的燈飾

等待您來觀賞。 

 

(早餐) 和洋中式豐盛自助餐或日式和風朝食料理  (午餐) 為方便遊玩敬請自理 (晚餐) 為方便遊玩敬請自理 

住宿：豪斯登堡─WATER MARK 華特馬克、JR 大倉、天堂花園、蘿拉溫泉 SPA 渡假大飯店、西海橋粉紅城堡 、弓張之丘、

日昇館、全日空或同等級旅館 

 

第3天 長崎豪斯登堡(或佐世堡或長崎) 天山滑雪場戲雪(提供雪盆滑雪~堆雪人、賞雪趣，盡享冬季

戲雪快意人生) 遠眺熊本城江戶城下町重現(櫻之馬場．城彩苑．櫻之小路)大觀峰(一

覽阿蘇五岳全景的最佳地點) 阿蘇溫泉 (或杖立或熊本)  

【天山滑雪場】佐賀縣唯一的人工滑雪場，而且是北九州滑雪者經常利用的場所。由於引進了可以造

雪的冰壓碎機，所以在季節中隨時可以造雪而不受氣溫的影響。玩法很多，例如冬天可以玩船形雪橇，

夏天則玩滑草、山地車、船形山橇等。( 提供雪盆，供各位貴賓輪流親自體驗滑雪之樂趣，2016.11.26~2016.03 月

中~如遇休園改至柳川遊船) 

【遠眺熊本城】與大阪城、姬路城並稱日本三大名城；過去的熊本城，曾在明治時代的動亂「西南戰

爭中」穩住日本的半壁江山。當時九州豪傑西鄉隆盛的大軍，從鹿兒島誓師北上，所向披靡。但是大

軍殺到熊本城後，百攻不下，只能望城興嘆。周圍有古意盎然的石牆，城中有 49 座小城樓、48 個炮

台、18 個城門和兩層塔樓，中心的天守閣現已改建為歷史博物館，陳列了熊本的發展史和歷代城主的

刀劍、鎧甲等物品。 由於城內種有大量銀杏樹，到秋天時一片金黃魅惑，又稱為銀杏城。(●休館 12/29~31) 

【江戶城下町重現～櫻之馬場．城彩苑．櫻之小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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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含入內門票)和「櫻之小路」兩部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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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觀峰】地處阿蘇火山山系外環的最高處，周圍山巒、草原儘收眼底。登上峰頂展望台，下看是萬

頃碧波的草原，仰望是五座外型完整的火山錐，阿蘇五岳峰峰相連，從北方遠眺就像是一座釋迦的側

臥姿(涅盤像)，相當雄偉壯觀。 

(早餐) 和洋中式豐盛自助餐或日式和風朝食料理 (午餐) 日式和食料理或日式風味料理  (晚餐) 飯店內自助餐或日式會

席料理 或 外用-日式定食或燒烤自助餐 

住宿：阿蘇 VILLA PARK、阿蘇格蘭、阿蘇 PLAZA、阿蘇 FARM LAND、肥前屋、熊本日航、ANA CROWNE PLAZA 、熊本 NEW 

SKY(原全日空)、新大谷或同等級旅館 

 

第4天 阿蘇溫泉(或杖立或熊本) 湯布院藝術小鎮(溫泉湯霧終日炊煙，整座小鎮洋溢悠閒浪漫氛圍，

日本女性票選最喜愛的旅遊地之一) ~贈送每人乙份可樂餅(或布丁銅鑼燒) ~金麟湖森林小
徑(湖底湧出溫泉造成白霧迷濛的夢幻仙境) 日田啤酒廠(見學參觀與試飲) 鳥栖 Premium 

Outlet 購物商城福岡(或北九州) 

【湯布院藝術小鎮】有許多美術館及畫廊，是一座寧靜優雅的山中溫泉城鎮，四周環繞著雄偉的由布

岳，街道充滿藝術的氣息，在日本常榮登「最想去的溫泉區」排行榜，也是日本女性票選最喜愛的旅

遊地之一，這個古老的小山城洋溢著悠閒的渡假氣氛，湖光山色的自然美景引人入勝，其精巧的陶藝、

木雕、彩繪玻璃及壓花等民間藝術皆極出色。※貼心贈送品嚐當地著名的美食：可樂餅美食乙份或布丁銅鑼燒一

個)。 

【金麟湖】湯布院地區最具代表性的觀光景點之一，當陽光照耀在清澈的湖面時，所產生的折射彷彿

金色魚鱗般的閃爍而得名，終年自湖底湧出的溫泉，造成湖上白霧迷濛的景象，更是如同夢幻仙境一

樣迷人，這一帶充滿情趣的風景，深深地迷戀了與謝野晶子和北原白秋等眾多著名日本文人墨客，是

湯布院最著名的湖泊。 

【音樂盒博物館】收集有西洋、東洋、古典、現代的各式各樣音樂盒，讓您沈醉於美妙的音樂及典雅

的工藝之中。 

【日田啤酒工場見學試飲】在札幌啤酒的九州日田酒廠內展示著其釀造過程及美味，日田天領水釀好

的啤酒，工廠直送的新釀啤酒美味讓人感動；特別為您安排美味啤酒試飲，不妨小酌一杯，令人為之

神清氣爽喔！(不喝酒的貴賓，將為您另外準備果汁)。※需 3 個月前予約 TEL：0973-25-1100 

※日田啤酒工場於 12 月及 1 月的每週三及 12 月 24 日～1 月 4 日之期間休館將無法安排參觀工廠，若逢休館日或見學預約

額滿或法定年度維修，則啤酒見學試飲行程將改至●【日田豆田町古街散策】，敬請見諒。 

【鳥栖 Premium Outlet 購物商城】九州首創正統名牌大賣場。賣場佔地廣大，有首次在日本開幕的

許多外國名牌的精品名店和來自日本國內的高級名牌的的直營店、餐飲等 94 家店舖。歡迎您光臨這個

集合世界名牌的正統名牌大賣場。 



(早餐) 和洋中式豐盛自助餐或日式和風朝食料理  (午餐) 日式和食料理或自助餐或日式和式料理 (晚餐) 外用~鹿兒島黑

豬肉+河豚.帝王蟹海鮮拼盤涮涮鍋+飲料暢飲或飯店內用自助餐或溫泉會席料理，視當日住宿飯店而定 

住宿：西鐵格蘭登、馬琳諾亞、運河城華盛頓、新大谷、HILTON SEA HAWK 海鷹、全日空、北九州 RIHGA ROYAL 小倉、八

幡 ROYAL、CROWN PALAIS 或同等級旅館 

 

第 5 天   福岡(或北九州) 太宰府‧天滿宮(求學名府．日本學問之神菅原道真) 免稅店博
多運河城或天神百貨區福岡機場高雄小港機場 

【太宰府天滿宮】日本全國各地供奉著菅原道真宮的天滿宮的總本宮就座落於此。菅原道真公是日本

著名的學問之神，幼年就被喻為神童，成人以後更是平步青雲。每逢考試前夕，這裡總是擠滿了前來

祈求考試合格的莘莘學子。這裡流傳著"飛梅傳說"的故事，據說境內的飛海樹是在公元 901 年(延喜元

年)，道真被降職至此地時，從京都飛越而來。每年有近 700 萬人前來參拜，祈禱學業上進、袚除災難、

家人平安。太宰府天滿宮參道沿途土產店以「梅枝餅」和招福開運神鳥木刻民藝品「木鷽」最受歡迎。 

【博多運河城、天神百貨區】博多運河城內有娛樂、美食、購物、影院、劇場、酒店等商業設施。博

多運河城周圍還有 3 萬 5000 平米的綠地，全長 180 米的運河流經一側，附近設計新穎的噴泉形成了迷

人的景觀。博多特有的價廉物美的商店雲集在此，成爲這裏的特色，因此不論年輕人還是老年人都願

意光顧。天神是辦公街和商業街相互融和的繁華地區。許多大型百貨店、時裝大樓和綜合型多功能大

樓匯集於此，時髦的咖啡店、餐廳、小百貨店等也鱗次櫛比。到了黃昏，從中洲春吉橋周圍到天神大

丸百貨商店周圍、昭和大道沿線等許多地方都會擺滿成排的特産小攤兒，有湯麵、雜煮、比薩餅、墨

西哥風味"塔可斯"等，在市井的喧囂中可品嘗到豐富多彩的風味小吃。無論男女老少，只要坐在一起

便是朋友的隨意氣氛也是逛小攤兒的一種樂趣。由專車前往機場，在導遊安排辦理登機手續後，帶著

依依不捨的心情，返回溫暖的家，為這次美好的旅程，畫下休止符!! 

(早餐) 和洋中式豐盛自助餐或日式和風朝食料理  (午餐) 方便逛街敬請自理 (晚餐) 機上精緻餐食 

住宿：溫暖的家 

 應  備  證  件 : 

A.新辦護照者： 

(一)請繳交照片二張(3 個月內拍攝之二吋光面白色背景、脫帽、五官清晰正面半身彩色照片，人像自

下顎至頭頂長度不得少於 3.2公分，不得使用戴墨鏡照片及合成照片) 。 

(二)請繳驗國民身分證正本，十四歲以下未請領身分證者，繳驗戶口名簿正本或最近三個月內辦理之

戶籍謄本(驗畢退還)，並附繳影本乙份。 

(三)男生已服完兵役或免役者,需繳交退伍令正本。  



(四)持照人，倘若更改中文姓名、國民身分證編號等項目，應於申請換發新護照時繳交 3 個月內所申

請之戶籍謄本正本乙份 。 

(五)護照期滿申請換新者請繳交尚有效期之舊護照。  

＊首次新辦：若由旅行社代辦者，需到戶籍所在地之任一戶政事務所辦【人別確認】，再將護照申請

書委由旅行社業者代辦。 

 注 意 事 項 ： 

※行程如遇觀光景點休假及住宿飯店地點調整或遇不可抗拒之現象（天候不佳），本公司保有變更 

  行程之權利。 

※行程班機時間及降落城市與住宿飯店之確認以說明會為主。 

※餐食如遇季節關係或預約狀況不同，若有更改，敬請見諒。 
※行程次序、內容、班次時間及住宿飯店，本公司保留調整之權利，以團體出發前說明資料為準。 
 
 
 

                       中鋼福利大樓分機:6908  中鋼總部分機:27042   

市區中華路 07-2158999  中龍福利大樓分機:2328.2326   105.11.16製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