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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發日期：2/8、2/15、2/22、3/1、3/8、3/15 

今日集合於高雄小港國際機場，由專業導遊辦妥離境手續之後，搭乘豪華班機，飛往日本【鹿兒島

機場】。 

【知覽特攻平和會館】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知覽為陸軍特攻隊的基地，許多年輕人就是在這裡出

任務為國捐驅。於是在該基地建立資料館以記錄戰爭的慘痛。 

【池田湖】沿著景色優美的日南海岸可抵達九州最大的湖泊，周長 15 公里，晚霞景色最為迷人。

也是海鰻的棲息地，乃是因火山陷落後而出現的火山口湖，此外亦有謠傳湖中有類似英國尼斯水怪

的伊斯水怪存在，因此吸引了許多人來此一探。 

【指宿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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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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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飯店：指宿岩崎／或指宿灣特雷斯 Bay-Terrace／或指宿鳳凰／或指宿海上／或指宿 sea side 

            ／或指宿白水館／或同級 

◎使用餐食：早－X／午－機上餐／晚－飯店內用和洋自助餐／或會席料理 

 

第二天  指宿城山公園(明治維新功臣—西鄉隆盛像，眺望整個鹿兒島市及櫻島火山的全

景) 九州最美日本庭園～磯庭園(別名仙嚴園，2008年 NHK 年度大河劇創下最高收

視率「篤姬」的拍攝地) 錦江灣渡輪(鹿兒島港～櫻島港) 櫻島火山(有村熔

岩展望台，欣賞火山熔岩奇觀) 霧島或鹿皃島 

【城山公園】屹立於市區北部的城山，為南北朝時代上山氏於山頂築城之地，慶長 7 年(1602 年)

島津久築鹿兒島城(鶴丸城)以後，變成城的屏障，在明治 10 年(1877)西南戰爭中，成為最後激戰地。

周圍被樟樹原生林所包圍，從山頂的城山瞭望台，分隔鹿兒島市區與錦江灣的正面，可遠眺櫻島雄

姿。 

【磯庭園】建於西元 1658 年，這座由第十九代藩主島津光久所建的別墅，又稱為「仙岩園」。這是

一座規模宏大的庭園，前面是寬闊的錦江灣，再往遠處是高高聳立的櫻島火山。磯庭園把這些景觀

融合其中，顯得非常壯觀。是一個人工和自然調和極佳的回遊式大庭園，此外，庭園內還有日本最

早的煤氣燈-鶴燈籠、琉球國王所贈送的建築物-望嶽樓以及千尋巖、曲水之庭等景物，構成雄偉壯

麗的日本名園美景，也是 2008 年 NHK 年度大河劇創下最高收視率「篤姬」拍攝地。    

第一天  高雄小港機場鹿兒島機場知覽特攻平和會館(二次世界大戰陸軍特攻隊的 

          基地)  (途經)池田湖指宿溫泉(砂浴發源地，世界唯一天然砂浴溫泉)～【特    

          別安排指宿砂浴體驗】         (暫訂) ITOO3 KHH/KMJ 0900/1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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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錦江灣渡輪】搭乘渡輪從鹿兒島港到櫻島港約 15 分鐘。櫻島位於九州南部，距鹿兒島市中心約 4 

公里，由別名錦江灣的鹿兒島灣內火山噴發形成，稱得上是鹿兒島的象徵。 

【櫻島火山】櫻島由北岳、中岳和南岳三個山岳組成，是一個與鹿兒島巿相鄰的活火山島嶼，也是

鹿兒島的標誌。聽說從前的櫻島只是一個小島，經過 1914 年的火山爆發後，噴出近 30 噸的熔岩，

把瀨戶海峽都填為陸地，櫻島和大隅半島亦被連接起來。聽說現今的櫻島火山仍舊十分活躍。 

◎使用飯店：鹿皃島東急 REI／或京瓷酒店(京 SERA) HOTEL KYOCERA／或 ROYA／或同級 

◎使用餐食：早－飯店內用／午－日式和食料理／或自助餐／晚－日式料理或洋和式自助式料理 

 

第三天  鹿兒島或霧島霧島神宮(南九州最大的神宮，也是霧島的地標) 蝦之高原

水前寺成趣園 (桃山風格日式庭園) 萌熊(Kumamon)電車(北熊本車站+++御代

志) 酷 MA萌部長辦公室(Kumamon Square) 熊本上下通商店街～【銀座

通散策～道地肥後料理聚集繁華街、五花八門創意美食】熊本或阿蘇 

【霧島神宮】祭祀著為了建立日本由天降臨的神祈－瓊瓊杵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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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紅色的殿宇座落在鬱鬱蔥蔥的樹林之中，春天的櫻花和秋

天的楓紅把神宮妝點得格外美麗。 

【蝦之高原】位於霧島山群的最高峰，韓國岳的山麓，富含珍貴高山植物的眺望美景。因硫磺氣體

將茅草染成蝦子般的紅色，故稱之。原始林及火口湖所圍繞的廣闊高原上空氣清新，景色優美，硫

磺山煙霧裊裊，不可多見的奇觀。這裡有野生三萬株的霧島之花~深山霧島(杜鵑)，每年 5 月下旬

到 6 月開花，滿開時整座山呈粉紅色，美艷動人。 

【水前寺成趣園】日本名園之一的水前寺，佔地七萬平方公尺，是一座典型的日式庭園。350 年前，

肥後（熊本早期的名稱）藩主細川忠利在這裡開設了「國府御茶屋」。之後，在他孫子細川綱利規

劃之下，模仿桃山時代的迴遊式庭園風格，內有仿建日本東海道五十三景﹝富士山﹞等之縮小庭園，

假山流水，故又名「成趣園」。 

【萌熊電車】以『萌熊』為主題的彩繪列車，2014 年 3 月開始運行，特別安排搭乘可愛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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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萌熊電車如遇不可抗力因素停駛，將退回團體料金每人￥200 元(不含嬰兒)。並改參觀熊本【酷

MA 萌部長辦公室(Kumamon Squ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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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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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當店限定酷 MA 萌周邊商品和飲品，也有酷 MA 萌的登台表演秀！(表演的時間請參照酷 MA

萌廣場官網) http://www.kumamon-sq.jp/ 

【熊本上下通商店街】人口超過 70 萬人的熊本市中心裡，擁有西日本規模最大的商店街。全長超

過 1 公里，通到熊本城邊的商店街就位於熊本市中心。商店街裡除了百貨公司、電器專賣店、藥妝

店及服飾店外，還有很多餐廳跟酒吧，在此可盡情享受熊本的美食。 

◎使用飯店：熊本日航／或熊本 ANA／或熊本新大谷／或熊本 KKR／或熊本 ARK／或熊本 SEKIA 

           ／或熊本東名 INN／或熊本 castle 八代 ROYTAL、司 ROYAL 或阿蘇 GRANDVIO／或 

           阿蘇之司／或同級 

◎使用餐食：早─飯店內用／午─日式和食料理／或自助餐 

             晚─日式定食／或燒烤自助餐／或飯店內用自助餐／或會席料理<視當日住宿飯店

而定> 

 

第四天  熊本或阿蘇柳川遊船(乘柳葉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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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有田歐風城堡) 免稅店小倉城跡(南

洋風格、唐風造型的城堡，漫步小倉文化史) 小倉河畔River Walk北九州(或

八幡) 

【柳川遊船】沿著垂柳投影的舊柳川城的水渠乘坐叫作“到恩拷”的小船悠哉地順流而下，可眺望

沿岸在 20 世紀初用紅磚建造的排倉和用灰土砌成的土倉等景觀，悠然自在。船老大的掌舵技術絕

妙高超，還帶觀光點的解說，邊划船、邊吟唱柳川小調，是人文薈萃文學家最多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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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倉城跡】建於十三世紀中葉的小倉城堡，在十七世紀時曾大幅整修過，成為現在充滿「南洋風

格、唐風造型」的風貌。這座古城的最大特色，就是在 4 樓與 5 樓間的屋頂沒有突出的屋簷，而 5

樓比 4 樓寬闊；這種建築稱為「唐造」。小倉城於 1865 年毀於火災，現在的建築則是 1959 年重建

的。城壁、碉樓、水壕及高聳的天守閣，不但顯示莊嚴的城堡威儀，也充滿優雅的端秀之氣。 

【小倉河畔 River Walk】位於小倉紫川河畔，勝山公園、小倉城近在咫尺，景色優雅。河畔的 River 

Walk，為一棟複合式智慧大樓，茶色、黑色、金黃色各代表著大地、居所、豐收，鮮豔的色彩，

是購物休閒的最佳場所。 

◎使用飯店：北九州 RIHGA ROYAL 小倉／或八幡 ROYAL／或玄海 ROYAL／或 STATION 小倉／ 

            或北九州 crownpalais／或CROWN PALAIS／或門司港HOTEL／或八幡ROYAL／或同 

            級 

◎使用餐食：早─飯店內用／午─日式和食料理／或自助餐 

            晚─和洋自助餐／或日式風味餐／或飯店內用自助餐／或會席料理<視當日住宿飯 

            店而定> 

http://www.kumamon-sq.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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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天  北九州(或八幡)  (途經)關門大橋(連結九州、本州的交通要道) 門司港懷

古地區漫步(20世紀初為國際貿易港，建築多為歐式風格)【※贈送：門司港懷舊觀光

展望台+飲料一杯】博多運河城或天神百貨區或 JR博多車站購物城太宰

府‧天滿宮(求學名府．日本學問之神菅原道真) 福岡機場高雄小港機場                    

(暫訂) ITOO4 FUK/KHH 1930/2140  

【關門大橋(途經)】完工於 1973 年，全長 1068 公尺連結了九州、本州的交通要道，經由關門海峽

大橋，跨越湍急的洋流關門海峽，觀賞海峽絕景，以各種角度欣賞關門海峽與橫跨九州及本州關門

大橋的雄偉。 

【門司港懷古地區漫步】20 世紀初作為國際貿易港口而繁榮發展的門司港在當時是一個擁有高文

化水準的現代化港口城市；當時也是日本進入崇洋的最盛期，其中門司港車站，建於大正 3 年(1914

年)，外型模仿羅馬的特米尼車站，屬於德國風格。門司港車站本身就是個觀光重點，站前廣場的

噴泉和夜間點燈相當吸引人，它還是門司港復古散步路線的起點。直至今日這裡還保存許多留有往

日風貌的建築物。 

【門司港展望室】由世界知名的黑川紀章所設計。從 31 樓的高層大樓的往下看門斯港懷古地區，

關門海峽也能一併全覽。人氣的夜景名所之一。(營業時間 10:00~22:00，最後入場 21:30)，休館日：

年 4 回不定休 (※需傳真予約表 FAX：093-332-8273) 

★若上展望室贈送每位旅客飲料乙杯，讓您享用飲品欣賞美景。※此為特別贈送，如不飲用者，恕

不退費，不便之處，敬請見諒。 

註：若遇門司港展望室休館(無法贈送飲料乙杯)則每人退團體日幣料金大人￥300 元，小孩￥200

元。(不含嬰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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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R 博多城】是 2012 年全新落成的博多車站兼商業休閒複合式大樓。包含東急手在內約有 230 家

專門店，並有「博多阪急百貨」，是當地居民及觀光客的購物天堂。樓頂上的燕子森林廣場為一開

放式的綠地屋頂花園，設有可眺望福岡市街風景的休息區，購物之餘，可在此小憩。此外，還有匯

集了博多、九州甚至是日本全國各地的美食餐飲區「城市廚房天空」以及電影院等，是可滿足各個

年齡層需求的博多熱門景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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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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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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飯店：溫暖的家 

◎使用餐食：早－和洋中式豐盛自助餐／或日式和風朝食料理／午－為方便逛街請自理   

            晚－機上餐 

※備註： 

■由於日本的團體房無法指定房型，所以有大床或三人房或相通房的需求，本公司會盡全力跟飯店爭取，但無法保證。

如飯店無法提供特殊房型，將以一般的雙人房(兩張單人床)，而三人房則提供雙人房加床(行軍床比正常的床再小一點)，

敬請鑒諒。 

■如遇旺季期間，本公司保有飯店變更地區之權力，如:大阪或京都或神戶或奈良，造成不便深感抱歉! 

■貼心提醒 

因各國風俗民情各異(日本人的素食大多可食用蔥、薑、蒜、蛋、奶等食材)，與台灣人素食習慣完全不同，參加日本

團體旅遊，小小叮嚀~素食客人可先自行準備素食罐頭或泡麵等，以備不時之需，團體的午晚餐外用餐廳或飯店內的

早晚餐，日本提供全素客人的菜色會多數以生菜、漬物、水果等佐以白飯或麵類主食，感謝您的諒解。 

■團體日前所提供之歷年平均氣溫表，因目前全球氣候異常，無法正確顯示出您所要前往旅遊地區的氣候狀況，請旅

客於團體出發前可上網查詢日本天氣圖，祝您旅途愉快。 

■本行程設定為團體旅遊行程，為顧及旅客於出遊期間之人身安全及相關問題，於旅遊行程期間，恕無法接受脫隊之

要求；若因此而無法滿足您的旅遊需求，建議您另行選購團體自由行或航空公司套裝自由行，不便之處，敬請見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