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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航班 

航空公司 航班 出發地 目的地 出發時間 抵達時間 

台灣虎航 
IT2298 高雄 北九州 15:00 18:35 

IT2297 鹿兒島 高雄 19:25 21:25 

出發日期: 2/11.18.25  3/4.11.18 (星期日出發)(北鹿) 

第一天  高雄小港國際機場北九州空港北九州/福岡                                  

        (參考班機) IT2298 KHH/ KKJ 1500/1835 

集合於高雄機場辦理出境手續後，飛往日本『北九州空港』。 

◎使用餐食：早餐─ X ／ 午─機上輕便簡餐   ／ 晚─方便逛街，敬請自理 

◎使用飯店：ARK ／或 華盛頓 ／或 中央 ／或 SUTTON ／或 PRESIDENT ／或 AZ ／或 IP  

             ／或 八幡 ROYAL ／或 CROWN PALAIS ／或 玄海皇家 ／或 同級  

 

第二天  北九州/福岡門司懷舊區散策日本孔廟之稱～供奉日本學問之神～菅原道

真‧太宰府天滿宮『晨霧宇出泉之鄉』日本女性票選最喜愛的旅遊地～湯布院

夢幻與魅力之湖～金鱗湖九重滑雪場（贈送雪盆體驗極速快感）阿蘇/熊

本 

【門司港懷舊區】門司是日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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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9 年的門司港開港給該地區帶來了與中國等大陸之間的貿易發展和繁榮,很多海運

公司和商社等機構在此地建設了許多西洋式建築物。街道的許多地方至今還保存著當年的歷史見證

物,從中依然可以感覺到當年的榮華風光。新建的建築和商業設施也都採用了當年的建築設計方式,

與古樸的景觀保持協調,也已成為新的旅遊景點。舊門司三井俱樂部、舊大阪商船、舊門司海關等

建築物均為明治•大正時代所建,內部可以參觀。JR 門司港火車站至今還使用著大正年代所建站捨,

已被指定為國家重要文化遺產。在海峽 Drama Ship、九州鐵道紀念館裡,可以了解到門司港的歷史

和九州鐵道的歷史。 

【太宰府天滿宮】這裡祭祀學問之神-菅原道真，因此有許多信眾來此祈求考試順利、學業有成，

一整年熱鬧不已。境內種有多達 6,000 棵的梅樹，有著名的「飛梅傳說」，到了 2 月上旬與 3 月中

旬間，滿開的梅花將境內點綴地色彩繽紛。 

【湯布院】湯布院是一座溫泉城鎮，朝霧是最有名之代表，除溫泉湯霧終日炊煙外，清晨時段整座

小城市，便籠罩於霧氣中。四周環繞著雄偉的由布岳，在日本常榮登「最想去的溫泉區」排行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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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遊人充分感受到此地

濃郁的文化氣息。 

【金鱗湖】來到湯布院，沿着河道，不一會就走到湯布院的名勝金鱗湖。金鱗湖是 1 個周長約 400

公尺的小湖，湖的西邊湧出溫泉而東邊湧出的卻是清水，形成了溫冷各站一半的湖，是個不可思議

的湖。至今湖底仍不斷冒出溫泉。溫泉和清水的溫度差使得湖面上發生濃霧因而產生幻想景色，照

成金鱗湖在 9 月至 3 月之間清晨霧氣瀰漫的美景聞名，是代表湯布院的景色之一。沿著湖邊漫步，

不同的角度觀看隨時變化的湖面映像，享受湖光山色好風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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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美景觀，最為引人入勝。金鱗湖的迷濛之美是文人所愛，也是日本女

性喜愛的度假勝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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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重滑雪場】九重連山雄偉的大自然中備有一處在九州地區屬於非常稀有的滑雪場。滑雪場總長

達 2500m，最大傾斜度約 25 度，滑雪場內以初學者專用練習用滑道外，還有初級者、中・高級者

及高級者的滑雪道共 4 種路線。此外還有可以滑雪橇和放心玩雪堆遊戲的適合全家人遊玩的兒童廣

場。在此我們贈送雪盆讓您體驗極速快感，以及戲雪樂趣｡ 

◎使用餐食：早─飯店內享用 ／ 午─日式御膳 或 自助百匯 

                           ／ 晚─飯店內和洋自助餐 或 外用燒烤自助百匯 

◎使用飯店：阿蘇 GRANDVRIO ／或 阿蘇司 VILLA PARK ／或 阿蘇農莊 ／或 SEKIA  

            ／或 RIVER SIDE ／或 ARK ／或 AZ ／或 VERDE ／或 同級  

 

第三天  阿蘇/熊本古裝船夫吟唱小曲～柳川遊船藥妝免稅熊本水前寺公園(以      

          築山、浮石、芝生、松等植木來模仿東海道五十三次之景勝) 櫻の馬場～城彩苑

～遠眺熊本城(日本三大名城之一) 霧島/人吉溫泉 

【柳川浪漫遊船】被稱為世界著名水鄉之一的柳川是城中環繞的人工河。在柳川市內縱横交錯，這

條人工河原來有守城砦功能，同時也有各種各樣的功能；把過度的雨水暫時蓄存防止河水氾濫的放

災功能；可以利用農業用水和消防用水等蓄水功能，對市民非常有利。柳川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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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體會水鄉之美，唯有船伕擺渡式的泛舟巡訪，才能進

入詩篇般的世界。 

【免稅藥妝店】選購精美禮品，自用或饋贈親友。 

【水前寺公園】清澈的湧泉、優游的鯉魚，代表熊本的名園水前寺成趣園(俗稱水前寺院公園)是位

於祭祀歷代細川氏的出水神社內的桃山式池泉迴遊庭園，建於大約 360 年前。水前寺成趣園以熊本

籓第 1 代籓主細川忠利於日本寛永 13 年(1636 年)作為待客飲宴而用所建築的「水前寺御茶屋」為

起源，經過第 3 代籓主細川綱利增建泉水、築山等之後成為現在的形貌。水前寺成趣園名稱是引用

自中國詩人陶淵明的「歸去來辭」中的一節「園日涉以成趣，門雖設而常關」。本園也以日本江戶

時期由細川籓獻給江戶將軍家的貢品水前寺海苔的發祥地聞名。國家天然紀念物，國家名勝，指定

史跡。 

【城彩苑～眺望熊本城】2011 年 3 月 5 日在熊本城櫻花馬場地區新建了一座新的熊本觀光地標『櫻

花馬場 城彩苑』。販賣食品的『櫻花小徑』，是一座重現江戶時代城下町風情的物產館，裡面集結

了 23 個來自熊本縣內精選出來的店家。2016 年 4 月熊本地震後熊本城可由此前往眺望，災後復原

狀況。熊本城為加藤清正受封為熊本城主後於 1601 開始動工；1607 年完工的日本三大名城之一。

熊本城規模壯觀，是其牢不可破、堅不可摧的名城，其中以稱為「倒武者」的石牆最為出名。城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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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許多銀杏樹，所以別名銀杏城。 

◎使用餐食：早─飯店內享用 ／ 午─日式和風料理 ／ 晚─日式御膳 或 洋和式自助式料理 

◎使用飯店：霧島 ROYAL ／或 京瓷 ／或 霧島國際 ／或 皇家 ／或 城堡 ／或 觀光  

            ／或 鍋屋 ／或 SUN 人吉 ／或 同級 

 

第四天  霧島/人吉溫泉宮崎平和公園(八紘一宇回音石)青島鬼之洗衣板鵜戶

神宮(濱臨日南海岸的幸福神宮) 有村溶岩展望所櫻島～搭乘錦江灣渡輪～

鹿兒島天文館通自由逛街購物 

【宮崎縣】位於九州東南部，除東面瀕臨太平洋的日向灘以外，其餘三面均為群山環抱。在與大分

縣和熊本縣接壤的北部到西部的一片區域有霧島山地，南部與鹿兒島縣接壤的地區有鱷擅山地和鵜

戶山地，所以冬季不會受到季風影響，再加上太平洋暖流的影響，這裏氣候相當溫暖。 

【平和台公園】平和台公園在海拔 60 米高的山丘上，有美麗的各季花卉和綠色草地。有可以一覽

宮崎市區的和平塔，充滿古代氣息的“埴輪園”以及利用自然林和山丘起伏結構的遊客步行道和競

技廣場等設施。小山丘上所建之塔，名為平和塔，是為了祝願世界和平而建的，塔高 37 公尺，是

由來自世界各地的石塊建成，並於 1940 年舉行儀式紀念，塔上刻有「八紘一宇」的字句，代表世

界成為一家的意思。 

【青島之鬼之洗衣板】海岸線有著相當奇特的景觀，像是平緩開闊的階梯朝著相同的方向呈現水平

線，形成不可思議的地形。這種被稱為波狀岩的景觀是 1500 百萬~3000 萬年前從海中浮出隆起的砂

岩和泥岩所累積的地層，長年累月受到海浪擊打侵蝕所打造出來，形狀看起來又像是洗衣板，所以

又被稱為鬼之洗衣板。 

【鵜戶神宮】自古以安產、夫婦百年好合及結緣等聞名。位於面臨太平洋最突出之鵜戶岬前端，鵜

戶神宮有華麗的社殿供奉著海神，此外在海邊的斷崖下有許多海蝕的洞窟，在廣達一千平方公尺的

範圍內，奇岩怪石林立。相傳鵜戶神宮是日本第一代天皇（神武天皇）父親之出生地。面向日南海

岸的鵜戶神宮，其本殿建於洞窟之內。傳說神武天皇之母親將雙乳留在洞窟之內，神武天皇便是飲

其乳汁長大。在鵜戶神宮山涯下的波浪中，有一個龜殼形的岩石，據說如能把開運石投進龜背的凹

陷處中，許下的願望便能實現。 

【山溶岩展望所】火山熔岩展望所展設在大正三年櫻島火山大爆發時流出來的熔岩上，以三百六十

度視野全覽整個錦江灣，晴朗的天氣還可以看到遠方美麗壯闊的霧島連山，走在全長達一公里的熔

岩原散步道上，可以遠眺廣闊的已漸漸被綠色所覆蓋的熔岩原，觀每個時段不斷變化的煙霧，是觀

察熔岩原的首推景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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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櫻島是世界上不多見的活火山，有史以來反復多次大爆發，本來是個孤島，

1914 年大爆發時，與大隅半島的陸地連接了起來。書寫了驚人的噴火歷史的熔岩原到處可見。 

【天文館購物城】鹿兒島市最大的、最繁華的商業街。這裡曾經是薩摩第 25 代藩主島津重豪為吸

取和推進歐洲文明，1779 年為觀測天文和製作曆書而建造明時館(別名天文館)，因此天文館通的名

稱由此而來。商店街內鄉土料理店、禮品店、咖啡店、餐廳、雜貨店林立，是南九州最時髦的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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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深受遊客的青睞。 

◎使用餐食：早─飯店內享用 ／ 午─日式和風料理 ／ 晚─方便逛街，敬請自理 

◎使用飯店：東急 REI ／或 SUN ROYAL ／或 REMM ／或 同級 

 

第五天  鹿兒島鹿兒島城山公園別名仙嚴園，2008年 NHK年度大河劇創下最高收視率

「篤姬」的拍攝地~磯庭園石橋紀念公園鹿兒島空港高雄小港國際機場                 

        (參考班機) IT2297  KOJ/KHH 1925/2125                                 

【城山公園】。在所有平山城裡，高山城被譽為「天下三大名城」，1585 年(天正 13 年)越前大野城

主金森長近在豐臣秀吉的命令之下攻打三木氏，拿下飛驒地區成為領主。金森氏 6 代居住於此，直

到 1695 年(元祿 8 年)，因為飛驒被德川幕府指定為直轄市，高山城在德川幕府的命令之下遭前田氏

拆除。優美的自然風景及寧靜的環境使得城山公園享有多種榮譽，高山城的歷史遺跡依然保留，可

同時享受大自然絕景以及歷史古蹟。園内的「白雲水」是岐阜縣名水，被甄選為岐阜縣名水 50 選。 

【磯庭園】「篤姬」出生於薩摩藩(今鹿兒島)原為武士之女，後經薩摩藩主收養，後來嫁給幕府第

十三代將軍德川家定成為御台所(將軍夫人)。她憑藉著聰明才智以及堅毅的個性一步步進入了「大

奧」。篤姬一生傳奇不斷，歷經嫁給幕府將軍、年輕守寡、幕府倒台等 48 年的人生，到了晚期由於

「推翻幕府」的聲浪不斷，讓德川家面臨重大威脅，此時的篤姬不但以智慧化解戰爭衝突，力保德

川免遭滅族之禍，更無血開城拯救江戶百姓，促成幕府政權和平轉移，改變了整個日本的命運，並

讓後人對他留下了無限的景仰。此劇在日本也創下有史以來最高的收視率。篤姬養父島津齊彬思想

開明，鼓勵兒女透過傳教士吸收西洋新知，島津家英文譯名「SHIMADZU」並未按照日文羅馬拼音

規則，就是英國傳教士按照讀音直譯，一直流傳到現在。島津齊彬更引進紡織機等輕工業設備，讓

薩摩成為全日本最早受到工業革命影響的地方，直到今天「薩摩切子」 (彩繪琉璃)仍是島津家的

獨門絕活，到仙巖園別忘了買個漂亮的切子琉璃杯回家。 

【石橋紀念公園】是隔海觀看鹿兒島地標櫻島的絕佳地點，距離公園入口最近，而設計也是最古舊

的西田橋更是遊客拍照的熱點。其實石橋紀念公園中的三座石橋是經過移設保存在這裡，它們曾經

架設於甲突川上，展示了江戶時代後半期石匠的高超技術，而西田橋更是江戶時期供各藩藩主使用

的通道，別具歷史價值。 

爾後搭乘專車前往鹿兒島空港，搭乘豪華客機返回溫暖的台灣，結束此次在日本愉快難忘的 5 日遊。 

◎使用餐食：早─飯店內享用 ／ 午─日式料理或洋和式自助式料理 ／ 晚─機上輕便簡餐 

◎使用飯店：溫暖的家 

 

 

※備註： 

■本行程最低出團人數為 16 個成人以上(含);最多為 45 人以下(含)，台灣地區將派遣合格領隊隨行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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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請見諒。 

■行程餐食如遇季節關係或預約狀況不同，若有更改，敬請見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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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如遇觀光景點休假及住宿飯店地點調整，或遇不可抗力之現象（氣候），本公司保有變更行程之權利。如有離

隊放棄參觀行程，恕不退費。 

■因氣候無法預測，故若遇大風雪、火山、颱風、地震等情況，則會以行程安全順利為考量，採緊急行程應變措施，

敬請見諒。 

■本行程報價不含護照、日本簽證及個人消費雜支等費用。  

■日本國土交通省於平成 24 年(2012 年 6 月 27 日)發表資料，為防止遊覽車司機過勞駕駛緊急因應對策，每天行車時

間不得超過 10 小時（以車庫實際發車時間，至回抵車庫時間為基準），相關連結如下（發表單位：日本國土交通省）  

■日本新入境審查手續於 2007 年 11 月 20 日起實施，前往日本旅客入境時需提供本人指紋和拍攝臉部照片並接受入

境審查官之審查，拒絕配合者將不獲准入境，敬請瞭解。  

■自 2008 年 6 月 1 日起，日本交通法規定，基於安全考量，所有乘客（包含後座）均需繫上安全帶。  

 ■如遇旺季期間，本公司保有飯店變更地區之權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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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搭乘虎航，請特別注意 
1.因為是 LCC 團體票只會提供去程 一件 20 公斤回程 20 公斤 的託運行李額  

2.需將於出發前 21 天前提供名單並且 14 天前要開票  

注意：採自助登機，行李另辦，務必提前 2-3 小時到場辦理，以免無法搭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