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發日：11/4.11.18.25                                 團費：每人／NT28,000 起 

12/2.9.16.23                                    每人／NT27,500 起 
【正確金額以實際出團日鋼友承辦客服業務報價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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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宿升級!!保證入住~五星福岡希爾頓海鷹飯店兩晚 

位於能夠享受博多灣美麗海景的絕佳位置，並且緊鄰九州大型購物和娛樂商城的海鷹城，擁有超過 1000 間的客房，並能夠

舉辦大型會議、典禮、研討會、展示會以及婚宴的飯店。 

 

加贈螃蟹雙響鍋、 長腳蟹吃到飽  

湯布院：湯布院有《晨霧和出泉之鄉》的美稱，是一個寧靜優雅的山中城鎮，溫泉更是自古聞名。 

金鱗湖：冬天早上能欣賞到晨霧彌漫的夢幻般景色聞名。黃昏時刻，湖面在夕陽照射下彷彿布滿了金色魚鱗般閃閃發光，而

為此命名。 



酷 MA 萌廣場：酷 MA 萌部長辦公室 KUMAMON SQUARE 

酷 MA 萌是日本全國人氣極高的熊本縣吉祥物，也是熊本縣營業部長，位於熊本泰特利亞大樓 1 樓(鶴屋百貨東館旁)的部長

辦公室，裡面充滿 MA 萌風，還有當店限定酷 MA 萌周邊商品和飲品。如果運氣好的話還可以看到熊本熊本尊。 

 

萌熊電車 KUMAMON：上熊本車站～藤崎宮前車站：以萌熊為主題的彩繪列車，2016 年 6 月全新起啟動，搭乘可愛的萌熊彩

繪電車，親身感受熊本的超人氣卡哇伊明星《萌熊》的超迷人魅力。在北熊本車站內備有熊本電鐵限定商品及萌熊商品，可

以在此歡樂選購。 

太宰府旅人列車：粉色系車廂，少女魂爆發。太宰府旅人列車是西日本鐵道近年推出的當紅炸子雞。車廂外部有六種不同含

意的花紋構圖、配上粉嫩色系，連同車廂內部也一起規劃設計，讓旅客都能因為這台列車成為滿載回憶的旅人。



柳川遊船：一條細長蜿蜒的小河，沿岸花朵、綠樹及紅瓦古建築，古色古香。著名詩人、童話作家北原白秋說《水鄉柳川就

是生我的故鄉，是我吟誦詩賦的泉源》，要體會水鄉之美，唯有船伕擺渡式的泛舟巡訪，才能進入白秋詩篇的世界。 

 

【行程特色】  

湯布院：有《晨霧和出泉之鄉》的美稱，是一個寧靜優雅的山中城鎮，溫泉更是自古聞名。  

黑川溫泉街散策：位於阿蘇山的北邊，在海拔 700 米的築後川支流，沿著田之原川，溫泉旅館鱗次櫛比，這裡迄今還保留著

溫泉療養場的氣氛：源泉的溫度在 80 度以上，屬於高溫溫泉，所以適合用作露天溫泉，溫泉鄉所有旅館都有情趣各異的露

天溫泉。 

櫻之馬場～城彩苑：2011 年 3 月新落成的體驗型園區，讓了解歷史再也不是一件枯燥乏味的事情。城彩院共分為湧湧座(不

含入內門票)及櫻之小路二部份，外觀都是以江戶時代的城下町街景為藍本，充份復原了舊時代的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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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時可見香客祈求學業順利，七五三等

日本傳統習俗時更是擠滿信徒。  

博多運河城：集合購物、娛樂、美食的大型商城。  

或博多車站 JR 城：西日本地區的交通中心和樞紐站，還是日本新幹線的西部終點站，開往九州地區各地的巴士也在這裡發

車。附近的天神還集中有博多運河城等各種大型商業設施、酒店賓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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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0  

第五天 BR119 福岡  高雄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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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天 高雄小港機場福岡機場(或佐賀) 

今日集合於高雄小港國際機場，由專人協辦出境手續後，隨即搭乘豪華客機飛往日本九州第一大城～福

岡。從高雄至福岡僅三小時的飛行時間。  

註：本行程於福岡或佐賀或北九州所使用之飯店以簡單整潔之商務旅館為主。 

(早餐) xxx (午餐) xxx (晚餐) 機上輕食 

住宿：福岡方舟 ARK 或 運河城華盛頓 或 福岡麗池精緻酒店 或 博多 SUTTON CITY 或 博多 CLIO COURT 或 佐賀華盛頓 或 

佐賀鳥栖 BIENTOS 或 福岡天神中央 或 IP 或 同級旅館 

第2天 飯店湯布院～金麟湖黑川溫泉散策阿蘇溫泉(或熊本溫泉) 

【湯布院】：位於由布岳山腳下，有許多美術館及畫廊，是一個寧靜優雅的山中城鎮，溫泉更是自古聞



名。此外熱鬧、歡騰的藝術活動，更使來訪者捨不得離開。湯布院街道充滿藝術氣息的城鎮，經常榮登

日本人氣之觀光區；在此您可盡情享受城鎮的好山好水好風光，其精巧的陶藝、木雕、彩繪玻璃及壓花

等民間藝術皆極出色。另外您可自行漫遊尋找人氣名店：魔法少女琪琪的麵包屋、史努比茶屋、宮崎駿

專賣店。  

【金麟湖】：由溫泉匯流而成的金鱗湖，即使是嚴冬季節湖水也熱氣騰騰，是盆地中晨霧的來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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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人士，是湯布院最著名的湖泊；若是時

間允許您亦可自費到湖畔旁的 CAFE LA RUCHE 喝個下午茶咖啡品嚐咖啡及甜點，傍著金麟湖畔享受悠閒

的時光！又或是您自費到館內附屬別緻精巧的俄羅斯繪畫巨匠 MARC CHAGALL 美術館，欣賞其畫作製成

的明信片等等具有巧思的小小藝術品。  

【黑川溫泉街散策】：位於阿蘇山的北邊，在海拔 700 米的築後川支流，沿著田之原川，溫泉旅館鱗次

櫛比，這裡迄今還保留著溫泉療養場的氣氛：源泉的溫度在 80 度以上，屬於高溫溫泉，所以適合用作

露天溫泉，溫泉鄉所有旅館都有情趣各異的露天溫泉，來自淺溪的流水聲和微風中搖曳的美麗嫩綠為您

奏出的樂章，由於溫泉鄉裡非常注重保存街道，並禁止誇張奪目的招牌，可以看出當地人對景觀維護非

常用心，使整座小鎮有渾然一體之感，洋溢著濃厚的溫泉鄉味道。在此也可以體驗足湯。  

晚間安排溫泉飯店，享受日本人泡湯的樂趣，洗淨一身的疲備。 

 

(早餐) 飯店早餐  (午餐) 湯布院風味御膳料理￥1300  (晚餐) 飯店內會席料理 或 飯店內自助晚餐 

住宿：阿蘇格蘭 或 阿蘇 VILLA PARK 或 阿蘇 HOTEL 或 阿蘇 PLAZA 或 熊本 SEKIA 或 阿蘇農莊 或 杖立觀光溫泉 或 同

級旅館 

 

第3天 飯店櫻之馬場～城彩苑萌熊電車酷 MA 萌廣場柳川遊船特別加

贈:頂級螃蟹雙響鍋 長腳蟹吃到飽福岡希爾頓海鷹飯店 

【櫻之馬場～城彩苑】：2011年 3月新落成的體驗型園區，讓了解歷史再也不是一件枯燥乏味的事情。

城彩苑共分為湧湧座(不含入內門票)及櫻之小路二部份，外觀都是以江戶時代的城下町街景為藍本，充

份復原了舊時代的風情。只有在櫻之小路上才能夠品嚐得到當地風味美食，為您準備了很多那樣獨特的

東西。根據 7家飲食店和販 16家商品銷售店創造出熊本的高質量的食文化和製作商品的文化。  

【萌熊電車 KUMAMON】：以『萌熊』為主題的彩繪列車，2016年 6月全新彩繪，行程特別安排從<北熊

本>到<藤崎宮前>搭乘可愛的『萌熊彩繪電車』，親身感受熊本的超人氣卡哇伊明星『萌熊』的超迷人魅

力。在北熊本車站內備有熊本電鐵限定商品及萌熊商品，可以在此歡樂選購。 

旅遊便利貼～ 

★列車運行段：上熊本站＜++++++++＞北熊本站。 

★六月份起列車運行段改成：北熊本＜++++++++＞藤崎宮前。 

★搭乘時間:約 6~10分鐘。 

特別說明～ 

註：Kumamon 萌熊電車每週三為定期安檢，如遇安檢或不可抗力之因素停駛，將改熊本市市區路面電車體驗，若路面電車因

不可抗力之因素停駛則退回團體料金成人￥200 元、兒童￥100 元。  

【酷 MA 萌廣場】：日本人氣第一的萌熊部長～酷 MA萌部長辦公室 KUMAMON SQUARE，酷 MA萌是日本全

國人氣極高的熊本縣吉祥物，也是熊本縣營業部長，位於熊本泰特利亞大樓 1樓(鶴屋百貨東館旁)的部

長辦公室，裡面充滿 MA萌風，還有當店限定酷 MA萌周邊商品和飲品。如果運氣好的話還可以看到熊本



熊本尊。  

【柳川搖船】：一條細長蜿蜒的小河，沿岸花朵、綠樹及紅瓦古建築，古色古香。著名詩人、童話作家

北原白秋說《水鄉柳川就是生我的故鄉，是我吟誦詩賦的泉源》，要體會水鄉之美，唯有船伕擺渡式的

泛舟巡訪，才能進入白秋詩篇的世界。 

註：柳川搖船搭乘時間：約 30 分鐘 

 

(早餐) 飯店早餐 (午餐) 熊本風味料理￥1300  (晚餐) 頂級螃蟹雙響鍋~長腳蟹吃到飽￥4500 

住宿：保證入住-福岡五星希爾頓海鷹飯店 或 同級旅館 

第4天 福岡太宰府旅人觀光電車(二日市++++太宰府) 太宰府天滿宮(贈送梅枝餅) 免

稅店海濱博多灣博多灣港口塔博多運河城(或博多車站 JR城) 福岡希爾

頓海鷹飯店 
【太宰府旅人觀光列車「旅人－Tabito－」】  

運行理念為"搭乘列車，即開始太宰府之旅。外部裝飾為太宰府各觀光景點，內部裝飾由 6種開運圖案組

成，整部列車仿佛是日本畫的世界，洋溢著濃郁日式風情。可以一邊選擇希望祈願的車廂，一邊欣賞極

具太宰府特色的車廂。車身顏色為淺粉色。通過傳統的日式圖案?麻葉紋，洋溢??厚歷史感與日式?情的

街道和太宰府的氣息便撲面而來。正面豎條的紅線象徵著通往太宰府的鐵軌。搭配上精美字體的旅人二

字，便打造出專列標誌。  

旅遊便利貼:  

列車運行段：太宰府＜－＞二日市。搭乘時間:約 5~10分鐘。  

特別說明:  

太宰府觀光列車如遇列車變更時間或停駛，則改車行前往，每人退費團體料金日幣 150，本公司將調整

行程順序，不便之處敬請見諒。  

【太宰府天滿宮】：祭祀被成為《日本學問之神》的官原道真的全國天滿宮的總本宮。公元 901年，右大

臣菅原道真突然被貶至太宰府為役人，兩年後客死於此，後在其墓地上修建了現在的天滿宮，1591年修

建了現在的本殿，已被指定為日本國家重要文化遺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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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在往太宰府的表參道到有一間號稱日本最美的星巴克，若有經過別忘了進去看

看並拍照，感受不一樣的星巴克。  

【免稅商店】：選購精美禮品，自用或饋贈親友。  

【海濱博多灣】：博多 Bayside Place自古便是博多的海上門戶，商業貿易十分繁榮。現在依然是全年遊

人不斷，熱鬧非凡。這裡有各種各樣的店鋪、餐廳和溫泉設施，還會舉辦豐富多彩的表演和活動，是一

處很有人氣的景點。也有很多來自海外的遊客，在此逛逛免稅店，飽覽博多港塔頂風光。  

【博多灣港口塔】：為《日本鐵塔六兄弟》之一：長男─名古屋電視塔、次男─通天閣、三男─別府塔、

四男─札幌電視塔、五男─東京鐵塔、六男─博多港塔。您收集幾座了呢？博多塔建於昭和 39(1964)年，

長年作為博多港的象徵，為人所熟知，從高 70公尺可 360度全景觀賞的展望室，可將福岡市的街景盡收

眼底，並可遠眺各種各樣的船隻往來交會的博多灣。  

【博多運河城】：強調人與街市的諧調融合關係是博多運河城特色，並且使用空間佈置的手法巧妙設計，

突出表現這種人與街市的情節關係，追求並創造一個以人為中心的《富有人情的安樂空間》；您可在這裡

逛街購物，滿足在心裡。  



或【博多車站 JR城】：西日本地區的交通中心和樞紐站，JR博多站還是日本新幹線的西部終點站，開往

九州地區各地的巴士也在這裡發車。博多站附近的天神還集中有博多運河城等各種大型商業設施、酒店

賓館等。博多車站本身除交通樞紐的作用外，還是個購物區。位于 JR博多車站地下的博多地下商業街，

共有時裝店、禮品店、雜貨店、美食店等各種店鋪 150多家，還有阪急百貨、AMU PLAZA百貨、TOKYU手

創館等。佔地面積約 4668平米，內有時裝店、禮品店、九州銘果店、博多土特產店等各種店鋪 91 家的

博多車站 MING名店街也是博多車站主要購物區。 

 

(早餐) 飯店早餐  (午餐) 日式風味定食￥1300   (晚餐) 方便逛街～敬請自理 

住宿：保證入住-福岡五星希爾頓海鷹飯店 或 同級旅館 

第5天 福岡佐賀城跡本丸歷史館佐賀 PREMIUM OUTLET機場高雄 

【佐賀城跡本丸歷史館】： 是將修築建於江戶時代末期(1838年)的佐賀城本丸御殿復原利用的博物館。

其木造建築物復原修築之規模為日本之最。館內鋪有 700多張的榻榻米，寬廣的空間，透過資料、映像

和模型等，展示幕末、維新期佐賀之相關文物展覽。 

【佐賀 PREMIUM OUTLET】：帶有濃厚的美國風情，更展現了美國加州南部城市的美麗。也因為具美國建

築特色設計為主題，顧客置身其中，有如在美國的城市街道散步，是一個不可多得的體驗。除此之外還

包括多家世界知名名牌專賣店如：Armani、Bally、Coach、Dolce & Gabbana、Etro、Hugo Boss、Salvatore 

Ferragamo等世界一流名牌每天均以七五折至三五折的優惠價出售。中心的店鋪均由各名牌直接經營，

各品牌商都非常重視自家公司的品牌質量，只銷售質量上乘的商品，所以無需擔心產品質素。讓你輕鬆

享受購物的樂趣。 

之後專車前往機場，帶著不捨的心情前往福岡機場，搭乘豪華客機返回台灣。 

註 1：行程將依實際狀況由導遊做小幅度順序調整，但保證行程會全部走完，不便之處，尚祈鑒諒。  

註 2：行程表中列明之住宿順序僅為先行提供給貴賓參考之用，請依當團行前說明會公佈之正確資料為準。 

 
(早餐) 飯店早餐  (午餐) 博多拉麵餐￥800   (晚餐) 溫暖的家 

住宿：甜蜜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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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加本行程應付導遊(領隊)、司機服務費，每位貴賓每日新台幣 250 元 X 天數。 房間吧台上零食及

冰箱小瓶酒、飲料等取用請自行登記再至櫃台結帳。但茶包則為免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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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6.12 製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