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本 南九州五日遊   

   日南太陽花園、平川動物園、櫻島足湯、指宿沙浴 

 

 

第一天  桃園 CI 14:25／17:35    宮崎 

集合於桃園機場，由專人協辦出境手續後，搭乘直飛班機飛往日本南九州～宮崎空港。 

宮崎縣位於九州東南部，除東面瀕臨太平洋的日向灘以外，其餘三面均爲群山環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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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宿 : 宮崎 MARIX HOTEL 或宮崎 MERIEGES HOTEL 或宮崎 Dormy Inn 或同級旅 

餐食 : （早餐）溫暖的家  （午餐）機上輕食  （晚餐）百匯自助餐¥2000 

 

 

 

 



第二天 宮崎～鬼之洗衣板～青島神社～亞熱帶植物園～鳳凰道の驛(加贈冰淇淋)～ 

       日南太陽花園(復活島的巨人像)～鵜戶神宮～霧島溫泉 

鬼之洗衣板：日本國家天然紀念物，青島綿延至巾著島約 8 公里的海岸，當退潮時，即會出現一片波

浪狀的奇岩。這一片波狀奇岩連綿不絕的神秘景觀是青島周邊最著名的景點，這一處奇景是由約

3000~1500 萬年前海底累積的砂岩及泥岩地層隆起，再持續受到海浪的侵襲而形成的。 

青島神社：位於日向灘突出地形上的青島，是一座相當特殊的小島，整座島上長滿了亞熱帶植物，還

有充滿著神話故事的神社。傳說山幸彥向兄長海幸彥借來釣竿，魚鉤卻不小心遺落在海中，鹽筒大神

現身便打造了一艘船讓他進入海中尋找，海幸彥在海中遇到海神的女兒，接受招待留下來並與其結為

連理，一轉眼過了三年，要回到人間時海神還給了他許多金銀財寶帶回。青島神社供奉的就是山幸彥

和妻子還有幫助他的鹽筒大神等，主要庇祐姻緣、安產和交通安全，頗受到當地人民的虔誠奉祀。 

青島亞熱帶植物園：青島亞熱帶植物園主要培育和展示 500 多種由不同國家進口的亞熱帶植物。植

物園的正中央有著綠意盎然的草坪，而花圃亦種植了不少色彩鮮艷的花。造型跟英文字母「M」相似

的大溫室，也是青島亞熱帶植物園的賣點之中，內裡種植了近 20 種椰子樹，還有很多不同種類的植

物，當中包括菠蘿、香蕉、木瓜、番石榴等熱帶水果，甚至阿拉比卡咖啡豆亦有種植。在溫室的西南

角還有與『新加坡授權的魚尾獅』，因風水的因素面朝東方 88 度。 

鳳凰道の驛(眺望太平洋)：蔚藍的天空，湛藍的海水，宮崎絕景堀切嶺(山嶺)，可以切身感受到宮崎

沿海之美。眼前出現太平洋，眺望過去海岸線上展開的波狀岩石，路邊鳳凰樹等，可以展望日南海岸

最美的雄偉景觀。 

★贈送品嚐宮崎冰淇淋(口味 5 選 1)： 

宮崎芒果口味、明日葉口味、海老(蝦)口味、日向夏(宮崎柑橘)口味、香草口味 

日南太陽花園 Sun-messe：想看復活島的巨人像不用千里迢迢跑到南美洲了，橫跨太平洋、與復活

島相一萬五千公里的日南太陽公園，就有正統授權的巨人像，公園佔地二十公頃，是以陽光與南洋之

浪漫為主題的公園，園區環繞著山丘而建造，包含天空之塔、摩埃岬牧場、兒童廣場、動物廣場、摩

埃廣場等主題區。 

註：若遇日南太陽花園定休則改前往『飫肥城跡』，不便之處敬請見諒。 

鵜戶神宮(日本唯一的洞穴神社)：座落於日南海岸邊大洞窟中，位於面臨太平洋最突出之鵜戶岬前

端，沿著嶙峋岩石中蜿蜒延伸的山道拾級而下，可見一朱紅色的殿宇座落在臨太平洋的崖洞之中，即

為自古以安產、夫婦百年好合、結緣等聞名的鵜戶神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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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山崖下的波浪中，

有一龜形的岩石，據說若能把運玉投到龜背的凹陷處，所許的願望便能實現。相傳廟中供奉神武天皇

的父王，同時這裡也是《鈴噹馬》故事發源地。來此參觀者多為新婚夫婦祈求婚姻幸福。 

霧島溫泉：在霧島山的山腰，可遙望鹿兒島海灣和櫻島。霧島溫泉周圍的溫泉鎮有各種各樣的大小民

宿、旅館及酒店。他們的許多泉源是輪流動的，每輪蒸汽滾滾看似大煙堆。泉質有食鹽泉、單純硫化

水素泉、硫黄泉等，這類泉水可緩和疾病例如胃病，神經損傷和糖尿病等。  

住宿 : 霧島城堡飯店或霧島國際 HOTEL 或霧島京瓷 CERA HOTEL 或霧島 ROYAL HOTEL 或同級旅 

餐食 : （早餐）飯店早餐  （午餐）宮崎風味料理或宮崎地雞定食￥1300   

       （晚餐）飯店內自助晚餐 或 飯店內會席料理 

 

 

 

 

 

 

 



 

第三天  霧島溫泉～霧島神宮《南九州最大的神宮》～高千穗牧場～霧島酒造工廠見 

        學(加贈燒酎白霧島)～關之尾瀑布～湯之平展望台～熔岩海濱公園(足湯)～ 

        櫻島渡輪(橫越錦江灣)～鹿兒島天文館商城～鹿兒島 

霧島神宮《南九州最大的神宮》：也是霧島的地標，祭祀著日本傳說中的日本開國之神《瓊瓊杵尊》。

傳說霧島神宮是欽明天皇時期(509 年~571 年)，一位名叫慶胤的僧侶，奉命在高千穗峰與火常峰之間

創建的神社為起源；另外一種說法，說是霧島神宮起源於對高千穗峰的山岳信仰。朱紅鮮豔的殿宇，

比起其他神社，其雕刻與色彩分外

顯眼、華麗，特別是殿宇布置豪

華，柱、梁等全被漆為紅色以外，

主要地方都繪有彩色文樣及鑲有

鍍金飾。除了外觀以外，同樣重視

內部裝飾的神社極為稀有，因此霧

島神宮享有別名《西邊的日光》。 

高千穗牧場：九州地區最大的畜牧

養殖場，位於霧島國立公園內，高

原景色美不勝收。除畜養乳牛之

外，亦畜養品種繁多的馬匹供遊客觀賞。在場內，另有一座乳製品工廠可供遊客參觀，了解牛乳製作

過程外，其間亦販售各式各樣乳製品，是一處兼具知性和休閒的好處所。 

霧島酒造工廠見學(加贈燒酎白霧島)：日本最大燒酎酒廠之一，共有四間酒廠，單日的燒酒可產出 16

萬瓶，同時也是日本地區燒酒銷售量最高的酒造，最有名的燒酒就是赤霧島燒酒，限量推出，而另一

個黑霧島燒酒也是相當有人氣的。除了產燒酒外，霧島酒造因為製作燒酒產量驚人，每日會產出 640

噸的酒槽，因而衍生出酒槽製作之麵包坊和廢棄酒糟的發電裝置，麵包香氣濃郁，入口紮實，是至此

走訪值得推薦的產品。註：因日本政府規定未滿 20 歲以下無法贈送或購買，恕不贈送敬請見諒。 

關之尾瀑布(日本瀑布百選)：寬約 40 公尺，落差 11 公尺高，是

南九州數一數二的瀑布。大瀧上流有世界最大規模的甌穴群，

被指定為國家的自然保護植物。在此瀑布的水源上流有許多奇

妙的洞穴群。是世界有數的甌穴群，瀑布乃是高 18 公尺寬 40

公尺分為：大瀧、男瀧、女瀧共三股瀑布映著彩虹狀的吊橋，

景色迷人，寬有 60 公尺長有 600 公尺的龜甲狀的石疊，在溪中

呈現一片傳奇的美景。 

湯之平展望台：海拔 373 公尺，位於櫻島 4 分之一的位置，是

個櫻花造型屋頂令人印象深刻的展望台。從這裡往上瞭望的南岳山景和噴煙的景象是絕景。往下看是

像鏡子一樣平滑的錦江灣和鹿兒島街，往南可以看到開聞岳，是可以全覽島內景色的名勝地。越過錦

江灣看到的鹿兒島夜景，因為距離較遠，像是帶狀一樣展開的夜景是特徵。 

熔岩海濱公園足湯：可以眼前是一望無際的錦江灣，背後聳立著雄偉的櫻島，可以身臨其境地感受到

自然的能量。體驗到全長 100 公尺的足湯。引用地下 1000 公尺處湧出的天然溫泉來治愈旅途中疲憊

的雙腳吧。註：建議您預先準備好小毛巾，方便您享受足湯樂趣後的清爽。 

櫻島渡輪(橫越錦江灣)：航向對岸美麗的櫻島觀光。巴士開進船

艙內後，人可自由走動於船艙內，360 度觀賞錦江灣的美景。眺

望【櫻島火山】有北、中、南岳三峰相連，其中南岳到現在仍

持續活躍的火山活動，噴煙不斷，壯觀景象令人嘆為觀止。櫻

島以出產世界最大的蘿蔔和世界最小的櫻島蜜桔聞名。山形近

似正三角形的美好姿態，是鹿兒島人心中的聖山，也是大奧篤

姬當初對鹿兒島最唸唸不忘的美景。再來到有村熔岩展望台位



於櫻島南側、有村崎之前，坐落在 1946 年大噴發中流出的熔岩原上略微高起的小山丘上，近在眼前

的櫻島景觀非常吸引人給人一種震撼的力量。 

旅遊便利貼～搭乘時間：約 15 分鐘。 

自行夜訪天文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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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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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深受遊客的青睞。沿著電車通兩旁延伸的拱廊為中心，排列有：TEN PARK 通、HAIKARA 通、

GOURMET 通等各具特色的街道。 

住宿 : 鹿兒島東急 REI 飯店 或 鹿兒島萊克斯頓 LEXEON 酒店 或 鹿兒島 BEST WESTERN 

REMBRANDT 或同級 

餐食 : （早餐）飯店早餐  （午餐）黒酢風味料 或 日式燒肉定食或 南九州風味御膳￥1300   

       （晚餐）鹿兒島風味拉麵￥1000 或 發餐費代金￥1000 

 

第四天  鹿兒島～鹿兒島水族館～知覽武家屋敷群～指宿砂浴～JR 西大山站(日本最 

        南端的車站)～AEON MALL(加贈 92 折券)～鹿兒島 

鹿兒島水族館：在水量 1500 公噸的黑潮大水槽裡，可以享受到鮪魚、鰹魚及大型魟魚等魚類在水中

來回游動，魄力滿點的景色。另外，像是「海豚的時間」使用電視牆及水中麥克風解說海豚跳躍、游

泳的自然生態和生物構造；因為可愛的行為有高人氣的海獺水槽；生命森林的紅樹林水槽；南美洲物

種世界最大的淡水魚類象魚水槽等等，有許多各有獨自特色

的區域。在鹿兒島水族館，有世界初次展覽的海底動植物

區，海藻水槽等等，展現了錦江灣及鹿兒島周邊的海底世界。 

知覽武家屋敷群：留存在知覽町郡的私人武士住宅區，至今

己有 260 多年的歷史。知覽武家屋敷群曾經是薩摩籓主島津

家重臣的住宅區，260 餘年的歷史建築，格外地耐人尋味。

另外共有 7 座被列為名勝的造景庭園開放參觀，可以漫步園

中，靜靜享受日式池泉庭園與枯山之美。重要傳統建築物群

保存地區，名勝。日本江戶時期的薩摩籓，雖然在一國一城

的政策之下形式上破壞了籓內各地的城堡，但實際上卻建立了稱為

《麓》的外城制度，以保持軍事和行政機能，薩摩籓內也就形成了

以鶴丸城(鹿兒島城)為中心的組織性軍事網。麓就是一般所謂的武

家屋敷群，因此，鹿兒島縣各地現今尚保留一些武家屋敷群。成為

知名的觀光景點。 

體驗世界唯一的天然砂浴蒸溫泉～指宿砂浴：指宿的天然砂浴蒸溫

泉非常有名，這是在被天然湧出的溫泉加熱的沙中進行沙浴，穿著

浴衣把適量的砂在人的身上大約十分鐘，可促進發汗、消除疲勞和

美麗超群效果，是您一定不能錯過的難得體驗。註：如不使用沙浴

者視同放棄，將不另行退費。 

JR 西大山站(日本最南端的車站)：這個鄉間車站每日有 16 班列車

會在此靠站，是一個周圍環繞著稻田環境的寧靜車站，此車站最自

豪的是從車站可眺望開聞岳的絕佳景色。在車站旁邊設置的據說可

傳遞幸福的黃色郵筒也是日本唯一的黃色郵筒。您可藉著黃色郵筒

寄出您對家人、朋友、情人的幸福思念(名信片、郵資敬請自理)，或是在觀光案內所蓋上紀念郵戳帶

回做為留念，此車站也是日本許多旅行者必定造訪之處。 

 



AEON MALL：日本最有名的購物商場。在大型店鋪中設有專門店一條街，匯集大約 40~200 間專門

裏面應有盡有，舉凡日式藥妝店、平價超市、電器、美食街、還有日本的國民品牌 UNIQLO 等，只

要您想要的這裏都找的到，千萬別錯過這個購物的好機會。 

住宿 : 鹿兒島東急 REI 飯店 或 鹿兒島萊克斯頓 LEXEON 酒店 或 鹿兒島 BEST WESTERN    

REMBRANDT 或同級 

餐食 :（早餐）飯店早餐  （午餐）指宿流水涼麵 或黑豚釜飯 或 南九州風味御膳￥1300  

      （晚餐）敬請自理 

 

第五天  鹿兒島～石橋紀念公園～仙巖園(世界文化遺產)～PRAHA&GEN 錦灘酒造～

平和台公園～宮崎  CI 115 18:35 / 19:50   桃園 

石橋紀念公園：大河劇《篤姬》取景的重要景點之一，園內有三座經典之橋，離公園入口最近、造型

最優美的西田橋、過了御門還有高麗橋、玉江橋兩座石橋，特別是西田橋精巧的橋欄上還有青銅裝飾，

造價比其它石橋還要昂貴。 

仙巖園：又稱《磯庭園》位於鹿兒島市，是由當時統治這一地

區的島津光久作為私人別墅在 1658 年建造的，1848 年擴建後

面積達 5 公頃，在 1958 年定為國家指定名勝，庭園內還有據

說是日本最古老的瓦斯石燈籠。島津家族掌管了鹿兒島近七百

年，直到 1868 年領主時代的結束。以櫻島為背景，是具有仙

島之稱極具代表性的日本式庭院。 

PRAHA&GEN 錦灘酒造：創始人被稱為近代燒酒之父，河內

源一郎是第三代繼承者所經營的鹿兒島燒酒製造廠商。在這裏

釀造各種酒類(燒酌、清酒、葡萄酒、當地啤酒、水果甜酒)。可試飲不同口味的酒類，因全世界的啤

酒當中，只有捷克的啤酒最好喝，怎麼喝都喝不膩。其實日本啤酒最早就是以捷克皮爾森啤酒藍本製

造出來。這裡便可自費體驗美味的捷克啤酒、特色料理、捷克工藝品與其它的特色商店。 

平和台公園：建於昭和 15 年，此為標高 60 公尺的丘陵台地，由此可眺望市街風光與日向海灘的美景。

園內有仿照古十幡旗祭神驅邪的奇異寶塔，建於昭和 15 年的和平塔，正面刻有《八紘一宇》四字，

二次大戰後已改稱《和平之塔》。其高達 37 公尺的塔基石塊，都是由世界地蒐集的奇石，近距離看，

令人望之生畏。 

專車前往機場，搭機返台。  

住宿 : 溫暖的家 

餐食 :（早餐）飯店早餐（午餐）仙巖園飛龍定食套餐 或 鹿兒島風味御膳￥1620 (晚餐) 機上簡餐 

 

出發日：2018 年 7 月 28 日 

團費：NT$29,600 元(含稅、含小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