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企日本看花博五日遊
下關•萩城•小京都•花博•角島大橋•千鳥居•溫泉

限定出發日 2018 年 9 月 15 日

第一天 台北（桃園）CI 110 06:50 - 09:55
 萩 明倫學舍  溫泉酒店入住

福岡空港 松陰神社~ 松下村塾

今日集合於『桃園國際機場』櫃台前，由親切熱忱的領隊導遊協助您辦理出境手續後，飛往日本九州
首府－『福岡』又稱『博多』，降落於“福岡空港”。
抵達後專車前往山口縣首先帶大家享用當地有名的瓦蕎麥麵，相傳是明治
維新時代武士發明出來的麵食喔!!也在日本連續劇[月薪嬌妻]裡面有出現過
的，是當地非常有特色的風味餐食。
【松陰神社】世界遺產 
明治 23（1890 年）建造的神社，供奉著明治維新的先覺者思想家—吉田松陰。明治維新是廢除幕藩
制，構築了建立中央集權的統一國家和資本主義化的近代日本的政治和社會變革。吉田松陰是從親戚
那裡繼承的私塾，改修松下村塾的時候，松陰的老家—杉家作為自家祠堂在村塾西側修建了倉庫構造
的小祠。此後，以第一任內閣總理大臣伊藤博文和其他吉田松陰的門生的政治家為中心，掀起了神社
公有的運動，明治 40（1907）年，具有縣社社格的神社創建獲得批准。
【松下私塾】世界遺產 
幕府末期思想家吉田松陰主辦的私塾，國家指定的歷史遺跡。建築物本身是木造瓦茸平房，該私塾不
論身份和階級，廣泛地接受學生。在僅僅 2 年半的短時間內就培育了久阪玄瑞、高杉晉作（幕府末期
的志士）、伊藤博文（初代內閣總理大臣）、山県有朋（第 3、9 代內閣總理大臣）、山田顕義、品
川彌二郎（明治時代的政治家）等，在明治維新和建立明治新政府的活躍中做出了傑出貢獻的偉人。
神社境內保存私塾、以及試圖偷渡海外而被懲處幽禁的房間、生前的筆墨遺跡與史料館。
【明倫學舍】
近代日本教育啟蒙地，曾經是一所小學，擁有 300 年歷史的古蹟建築，校園範圍為日本最大的木造
校舍，教育了無數莘莘學子，直到 3 年前（2014 年）停止招生，在 2017 年 3 月完成改建，重整為
博物館、餐廳、觀光咨詢中心。在這裡可以充分瞭解，幕末維新時代工業革命的科學技術歷史。來到
日式校舍必須先換上校內的鞋子，就像走進了時光的迴廊，剎那間彷彿重回學生時期般。
住宿 : 萩 GRAND HOTEL 天空大飯店 或 千春樂 或 萩本陣(兩人一室) 或同級
餐食 : 中餐（蕎麥瓦片麵風味料理） 晚餐 (溫泉飯店內會席料理)

第二天

萩城下町散策  山口夢花博博覽會 湯田溫泉

【萩城下町散策】世界遺產 
17 世紀初，武將毛利輝元，在位於萩市西北部的指月山腳下建造了萩城，直到 19 世紀中葉，行政

部門移到現在的山口市之前，這裏一直是山口縣政府所在地。萩城裏還保留著部分城牆、石牆，現在
已作為指月公園對外開放。位於萩城外護城河東面的城下町，還保留著有悠久歷史的小路和倉庫，被
叫做生子壁的倉庫白牆壁上，貼著用泥灰固定的方形瓦。現在對遊客開放的江戶屋街、伊勢屋街、菊
屋街，這 3 條街道一帶，就是萩城的城下町，被指定為國家史蹟。護城河遺址東邊的內護城河附近，
過去是地位高的武士居住區，現在是重要傳統建築保護區。另外該地還是萩燒（萩陶瓷）的產地。
【山口縣夢花博】限定期間 9/14 開始
日本國內最大規模花與綠的祭典在山口縣初登場！1000 萬株的花朵，日本第一長的竹製雲霄飛車和
鞦韆等只有來這裡才能體驗的到! 來到這邊我開心假期特別安排當地的電視台來採訪大家，我們將是
第一團蒞臨日本最大的花卉博覽會喔!!
【湯田溫泉】白狐之湯傳說
位於山口縣山口市，相傳在距開泉的 600 年前，有一白狐於每晚皆會到此處的溫泉泡湯，而後被權
現山麓的寺廟中的僧人看見，其後於稻田中出現了金色的地藏及湧出了溫泉的源泉，因此溫泉區處處
可看到狐狸的雕像。此就是「湯田」之名的由來。
住宿 : 長門湯本溫泉西京 或 湯田溫泉松政
餐食 : 早餐（酒店內用餐）

第三天

或同級

中餐（漁市海鮮套飯）

晚餐 (飯店內會席料理)

元乃隅稻成神社(龍宮之潮吹)  角島大橋展望台 赤 間 神 宮 
—路 經 關 門 大 橋  門 司 舊 港 口 福 岡 博 多 運 河 商 城 (UNIQLO &
ZARA)

【元乃隅稻成神社(龍宮之潮吹)】美國 CNN 票選「最美景點 31 選」之一
被譽為一生至少要去一次的絕美景點。被譽為一生至少要去一次的絕美景點。綿延不斷紅色鳥居與海
天一色懸崖峭壁所形成的絕景，從神社到俯瞰海洋的山崖，湛藍的海洋水交織著 123 座紅色鳥居，
十分壯觀！如同海水衝往上空樣子看起來好像昇空的龍，所以有龍宮之潮吹之稱。神社參道出口的大
鳥居上設置了功德箱，因投入香油錢的難度極高，相傳若成功將香火錢投入，願望便會成真。
【角島大橋展望台】角島大橋於 2000 年 11 月 3 日開放通行。筆直的大橋橫架在蔚藍的大海之上，
搭配著遠方翠綠的角島，以及漂浮在大橋旁的小島，這絕妙的組合，彷彿一幅構圖完美的風景畫。
【赤間神宮】源氏家族及平氏家族的戰爭引發起大規模的海戰，無辜的安德天皇成為?牲者因而紀念
所建之神宮。依據海底龍宮城的形象所建成的水天門，白牆朱漆的特色十分著名，另外落難平家一門
的七盛塚、小泉八雲怪談中的木像，都佇立在神宮內。每年五月三日舉行的先帝慰靈祭，是下關的代
表性祭典，而華麗的「女流」遊行，則是源自表達對天皇女侍在主子死去後流為娼妓的敬意。
【關門大橋】關門海峽是本州下關與九州門司相對的海峽，其相連接之大橋稱為關門大橋，兩海港之
間曾經發生過許多美麗、浪漫的故事；全長 1068 公尺，是連結九州、本州的主要交通要道。
【門司港地區】自由散策，在大正時代時陸陸續續興建許多洋館，充滿異國風情。您可在這浪漫地區

裡參觀九州最古老木造車站建物的門司港車站、保持愛因斯坦住過房間原貌的三井俱樂部、紅磚瓦玻
璃美術館、懷古風味的舊門司海關、固定時間會將橋面打開與水面呈現 60 度角的 Bluewing Moji、
遊覽關門海峽、參觀九州鐵道紀念館等處。
【博多運河城】是擁有許多人氣商店的複合型購物設施，從時尚用品到生活雜貨，城內有約 250 家
店鋪、咖啡廳、餐館、劇院、遊戲中心、電影院、兩間酒店及一條小運河，喜歡購物的遊客，一定能
夠在運河城眾多的商店中找到感興趣的東西，絕對是個讓您驚艷的購物景點。
住宿 : 福岡天神 ARK 皇家 或 天神 THE B

(兩人一室) 或同級

餐食 : 早餐（酒店內用餐） 中餐（日市定食餐）晚餐 (飯店內會席料理)

第四天

日田豆田町~九州小京都－湯布院溫泉鄉．由布院車站(途經)．湯之坪街道
尋寶 ~由布岳．金麟湖散策－別府海地獄－別府溫泉鄉 或阿蘇溫泉鄉

【日田豆田町】九州小京都
日田豆田町曾為江戶幕府的將軍領地因而繁榮。江戶時代這裡商家眾多，至今仍保有許多商用倉庫、
土圍牆等，充滿舊江戶的氣息，有「九州小京都」之美稱。夏季還會舉辦鵜鶘捕魚等活動。
【由布院車站(途經)】
日本溫泉三大湧出量最多溫泉之一的「湯布院」渡假小鎮。參觀由布院車站外觀是由知名磯崎樣建築
師所設計，以義大利翡冷翠的禮拜堂為主題，改建成歐洲常用的十字形結構，十字交接處為挑高 12m
的透光高塔，將內部 40 坪的寬敞空間顯得相當明亮。
【金麟湖】
當陽光照在清澈的湖面時，彷彿金色魚鱗般的閃耀而得名，金鱗湖的湖水來自地下溫泉湧泉，因湖水
溫度較高容易產生煙霧，湖面如同罩在層層白紗之下，走在由布岳的森林小徑湖畔散策，欣賞湖光山
色的清幽景緻。
【別府海地獄】
所謂地獄是指從地下 250～300 公尺深處噴出的高熱溫泉及蒸汽所造成的恐怖氣氛，此景觀只有在別
府才能觀賞到。安排參觀的【海地獄溫泉】擁有夢幻般鈷藍色的池水，是別府地獄八湯中最大的溫泉
池。池水呈藍色的原因是溫泉中的硫酸鐵解離而成，彷彿海一般蔚藍。日本昭和天皇與皇太子也曾來
此一遊，對此地奇景大感興趣，在展望台立有紀念碑。
住宿：別府 NEW TSURUTA 或 別府皇家 或 別府龜之井 或別府 new turuta 或 別府 pastrol 或同級
餐食 : 早餐 (飯店內) 午餐（湯布院風味料理 或 湯布院自助餐） 晚餐 (飯店內會席料理或自助餐)

第五天

太宰府~日本學問之神─太宰府旅人列車—免稅店—AEON 購物中心
—福岡機場 CI 117 20:35 - 22:10
桃園國際機場

【日本孔廟-學問成就首選．太宰府天滿宮】
「菅原道真」出生在西元 845 年，年少時就展現自己學問方面的才能，成為當代一流的學者、政治
家與文人，並深受天皇的信賴。後被稱為「天滿大自在天神」，成為日本學子學問祈願的第一首選。
太宰府的天滿宮，更是日本全國上下祭祀「天神菅原」約 12000 社的總本宮。本殿呈現桃山文化的
華麗與豪放的建築方式，宮內有寶物館，收藏菅原氏的遺物，
大多被列為國寶或重要文化財；四周種有六千多棵梅花樹，三
萬株的花菖蒲，點綴出不同季節風味的美景。
【太宰府開運旅人列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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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部裝飾各車廂各有千秋，分為六個主題
《學業有成、健康長壽、辟邪、平安分娩、闔家安康、喜結良緣》，通過象徵該含義的圖案表現美好
寓意。
【免稅店】在免稅店裡有琳瑯滿目的日本製商品任您選購，還有安排中文解說店員為您服務，如對商
品有不明白的地方，店員會親切的為您解答及服務，因此您可安心採買選購您所需要的商品。
豐富的禮品與琳瑯滿目的土產讓您再回國前盡情選購！
【AEON 購物商城】特別加贈 92 折商品購物劵
是日本國際連鎖的購物商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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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國民品牌等等..只要您想要的這裏都找的到喔，千萬別錯過這個購物的好機會。
前往福岡機場，機場商店街內自由購物。搭乘豪華客機返回台灣，抵達後在互道珍重再會聲中結束此
次愉快日本之旅。預各位貴賓旅途愉快。
住宿：溫暖的家
餐食 : 早餐 (飯店內) 午餐（日式風味套餐料理） 晚餐 (機上簡餐)
本行程將依當地實際狀況由當團導遊做小幅度的順序調整，但保證行程會全部走完，不便之處，尚祈鑒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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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