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發日: 11/4、18                                            團費：每人/NT3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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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仙巖園《世界文化遺產、日本文化財指定庭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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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櫻島火山：鹿兒島的象徵，由於活躍的火山活動，大量的熔岩填埋了當時的櫻島和大隅半島間的海峽，使現在其間有陸地相

連，蔚為特別景觀。  

 

櫻島熔岩海濱公園足湯：在「櫻島熔岩海濱公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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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千穗峽：是五瀨川侵蝕阿蘇熔岩而形成的 V 字形峽谷，兩岸沿途是略帶紅色的安山岩絕壁。最值得一看的是翻騰著白色

飛沫、從高達 17 米斷崖飛瀉而下的真名井瀑布。峽谷沿途建有約 600 米的徒步遊覽路，從春天到初夏山櫻花、杜鵑花、

紫藤妝點岸壁，秋天紅楓盡染，一年四季可以觀賞不同景色。高千穗還是與日本建國相關的神話傳說中的地方，散佈著高千

穗神社、國見丘、天岩戶神社等許多與神話相關的觀光景點。 

 

日南太陽花園(摩艾石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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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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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I198  高雄  熊本  13:30  17:00  

第六天 CI199  熊本  高雄  17:50  1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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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雄熊本上通商店街 

集合於高雄小港國際機場，由專人辦理出境手續，搭乘豪華客機，飛往熊本。 

【上通商店街】以模仿巴黎奧賽美術館設計而成的商店街，您可盡情的自由購物，享受美食。 

註：本行程於熊本所使用之飯店以簡單整潔之商務旅館為主。 

(早餐) X (午餐) 機上輕食 (晚餐) 日式拉麵(餐標 1000 日幣) 

住宿：熊本 ARK HOTEL 或 熊本 RIVERSIDE HOTEL 或 熊本 AZ 龜之井 或 CANDEO HOTEL 或 熊本丸小 HOTEL 或 同

級旅館 



第2天 飯店青井阿蘇神社錦灘酒造磯庭園(篤姬的拍片現場+島津兩棒餅點心) 鹿
兒島石橋紀念公園鹿兒島路面電車體驗(日本最南端) 天文館購物城鹿
兒島 

【青井阿蘇神社】平安時代初期 806 年(大同元年)供請阿蘇神社的分靈所設立的神社，祭祀建磐龍命、
后神阿蘇津媛命、及兩神的神子國造速甕玉神。建築外貌融合了中世紀球磨地方獨特的建築樣式和桃山
時期豪華絢麗的建築裝飾。現在的神殿群(樓門、拜殿、幣殿、迴廊、本殿)是 1610 年(慶長 15 年)奉人
吉蕃主相良家第 20 代家長每的命令，耗費 3 年興建；在平成 20 年，這 5 座神殿群被指定為國寶。青
井阿蘇神社的樓門高 12m，完美地融合了禪宗及桃山的建築樣式。 
【錦灘酒造】《遇見薩摩與捷克》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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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在此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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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可以體驗到美味的捷克啤酒、特色料理、捷克工藝品與
其它的特色商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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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因電視劇《篤姬》在此取景，而成為日本國內旅遊必玩的景點。 
【兩棒餅】來到島津武士的別墅，怎麼可以錯過島津家遠近馳名的點心。是一種麻糬甜食，經火輕烤過
後再淋上特調的醬油醬料及味噌醬料調味，吃起來鬆軟又清爽，而兩棒指的是在麻糬上面插的兩根竹籤
形狀像是日本武士的雙刀造型，因而命名。註：若無法品嚐兩棒餅則改以香濃冰淇淋 1 個替代。 
【鹿兒島石橋紀念公園】擁有鹿兒島城下町的石橋紀念公園，篤姬從鶴丸城前往江戶之際曾途經的西田
橋，就被移築於此，在日劇中，齊彬的隊伍進入鹿兒島城(鶴丸城)的畫面就是在這裡取景。 
【日本最南の鹿兒島路面電車體驗】自 1912 年開始營運，有超過 100 年的歷史了，是鹿兒島人生活的
一部份。鹿兒島路面電車是一項環保以及觀光便利性的交通工具，這邊每個電車，都有可愛的彩繪造型
塗裝，老式列車復古又可愛！遊客可搭乘它遊覽鹿兒島市内的各大知名景點。從 2006 年開始實施的市
營電車軌道的草坪綠化，則是爲了讓鹿兒島市成爲環境舒適，充滿綠色的環保城市。註：實際車型、車次

以現場鹿兒島市電鐵道公司調派為主，敬請見諒。 
【鹿兒島天文館購物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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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當地老字號的百貨公司，從世界高級名牌商品到家電應有盡有，
商品種類繁多，讓您盡情享受購物樂趣。 註：本行程於鹿兒島市區所使用住宿飯店以簡單整潔之商務旅館為主。 

   
(早餐) 飯店早餐 (午餐) 仙巖園風味定食套餐￥1620 或 鹿兒島風味御膳料金￥1620 (晚餐) 逛街方便敬請自理 

住宿：鹿兒島東急 REI 飯店(客房內有免費 Wi-Fi) 或 鹿兒島 REMM(客房內有免費 Wi-Fi) 或 鹿兒島 BEST WESTERN 

REMBRANDT(客房內有免費 Wi-Fi) 或 鹿兒島 DORMY INN(全館內有免費 WIFI) 或 同級旅館 

 

第3天 飯店櫻島火山渡輪(橫渡錦江灣) 櫻島熔岩海濱公園足湯湯之平展望台
青島神社鬼之洗衣板日南太陽花園宮崎 

【櫻島(搭乘渡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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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史以來反覆多次大爆發，而櫻島本來是個孤島，在 1914

年爆發時，才與大隅半島的陸地連接了起來，寫下了驚人的噴火歷史的熔岩原到處可見！櫻島還以世界

最大蘿蔔的櫻島蘿蔔和世界最小的櫻島蜜桔產地而著名。 

★櫻島渡輪：搭乘約 15 分鐘。  

【櫻島熔岩海濱公園足湯】在「櫻島熔岩海濱公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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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的清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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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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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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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南太陽花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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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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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九州風味御膳(餐標?1620) 或 黑醋健康料理(餐標?1620) (晚餐) 飯店內用自助晚餐 或 飯店內

用會席料理 

住宿：宮崎觀光溫泉飯店 或 HOTEL J's 日南 RESORT 或 ANA HOLIDAY INN RESORT 宮崎(原青島棕梠) 或 宮崎喜來

登 或 日南海岸南鄉王子大飯店 或 同級旅館 

第4天 宮崎平和公園高千穗峽九重夢天空步道(紅葉) 血池地獄別府溫泉 
【平和公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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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世界成為一家的意思。 

【高千穗峽】是五瀨川侵蝕阿蘇熔岩而形成的 V 字形峽谷，兩岸沿途是略帶紅色的安山岩絕壁。最值得

一看的是翻騰著白色飛沫、從高達 17 米斷崖飛瀉而下的真名井瀑布。峽谷沿途建有約 600 米的徒步

遊覽路，從春天到初夏山櫻花、杜鵑花、紫藤妝點岸壁，秋天紅楓盡染，一年四季可以觀賞不同景色。

高千穗還是與日本建國相關的神話傳說中的地方，散佈著高千穗神社、國見丘、天岩戶神社等許多與神

話相關的觀光景點。註：可自費搭乘划船，30 分鐘約￥2000 元，每艘船限乘 3 人，但需配合團體集合時間。若遇天侯

不佳等影響造成水位上漲時，將暫停營業。 

【九重夢天空步道(紅葉)】日本第一大吊橋～九重夢吊橋，標高 777 高 173 全長 390 的人道專用，懸掛

在九醉溪谷上方，是日本第一步行專用的吊橋，站在橋的中央可看到日本百水名水之一的《震動之瀑布》，

往下可欣賞九醉溪的 360 度美景，遠方還有九重連綿的群山為背景，視野相當遼闊令人震撼。 

註：參觀吊橋時依規定遇雨不得撐傘，避免風大危險(因為在峽谷正上方，有時會忽然起大風)，建議可準備輕便雨衣。 

【血池地獄】以湧動著含紅色粘土熱泉的血池地獄此泉質的顏色非常特殊，整個泉質是呈現出淡淡紅色，

讓人乍看之下以為血流成池的景像，非常的特殊，而溫度也將近高達 80 度 C，當地人也認為血池地獄的

泉質具有消腫的療效非常的新奇。 

來到這特殊的八景地獄溫泉區，怎麼能夠錯過泡足湯呢？所以安排旅客在血池地獄或是海之地獄其中一

處泡泡足湯，促進血液循還，讓您一天的行程都不覺得累。註：建議您預先準備好小毛巾，方便您享受足湯樂趣

之後的清爽。 



今日安排溫泉飯店，讓您洗淨一身的疲憊。 

   

(早餐) 飯店早餐 (午餐) 高千穗風味御膳￥1620 (晚餐) 飯店內用自助晚餐 或 飯店內用會席料理 

住宿：別府清風(大廳有免費 WIF) 或 別府皇家渡假飯店(客房內提供免費 WIFI) 或 別府 PASTORAL(全館有免費 WIFI) 或 

別府龜之井(大廳有免費 WIFI) 或 別府新鶴田 NEW TSURUTA 或 日田小京都?湯 MIKUMA(大廳有免費 WIFI) 或 同級旅

館 

第5天 溫泉飯店湯布院(晨霧出泉之鄉) 金麟湖(紅葉) 太宰府天滿宮(紅葉) 光明禪寺
(紅葉) 免稅店博多運河城(晚餐自理) 福岡(或佐賀)  

【湯布院】由布岳山腳下，有《晨霧和出泉之鄉》美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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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自費品嚐著名的可樂餅美食乙份或是香濃冰淇淋乙個。  
【金麟湖】如夢似幻的魅力之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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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宰府天滿宮(紅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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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喜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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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在其墓地上修建現在的天滿宮，1591
天正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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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天的紅葉更將太宅府點綴得格外典雅美麗，是您值得一看的美景。  
【光明禪寺(紅葉)】位於太宰府南部臨濟宗禪宗寺。是由京都東福寺創始人的弟子始建于鐮倉時代(1192

年至 1333 年)是屬於臨濟宗東福寺派別的禪寺。禪寺的日式花園十分有名，裡面有兩個岩石花園。前園
佛光石庭是規模較小，用 15 塊大小各異的岩石，以 3、5、7 塊方式略排成光字，非常有意思，每到秋
天的紅葉時節更將光明禪寺點綴得格外典雅美麗，是您值得一看的美景。 
【免稅商店】選購精美禮品，自用或饋贈親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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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水館自助餐(餐標 1620 日幣) 或 日式風味料理(餐標 1620 日幣) (晚餐) 敬請自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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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玄海皇家 或 福岡 THE B 天神 或 同級旅館 



第6天 福岡水前寺(成趣園) 萌熊電鐵(加贈萌熊名水) AEON MALL(加贈 92 折券) 機場
高雄 

【水前寺公園】位於熊本市東邊的日本庭園。據說在 17 世紀時，熊本城的城主細川氏在獵鷹造訪之際，
因十分中意其豐富的湧泉而設立茶屋，是此園最早的開端。之後，湧泉匯集成的池水和巧奪天工的假山

等等巧妙地結合，完成了這座豪華的庭園。據說其造景，是摹仿當時結合江戶和京都的街道～東海道而
成。尤其是從園內的古今傳授之廳眺望出來的庭園景觀，堪稱一絕。被比喻為太平洋般的池子對面，可
以看到如富士山般格外高聳的假山，讓人感覺彷彿在旅行街道一般。 
【熊本路面電車】熊本市擁有十二公里的路面電車網，由熊本市交通局營運的路面電車，Y 字形的路網
以兩條路線營運。熊本市電早在一九九七年便率先使用低地板的輕軌電車，也是全日本少數保留車掌的
路面電車。目前市區軌道種植草坪，讓視覺景觀更貼近歐洲輕軌電車的風情。 
★體驗路段：北熊本～藤崎宮前。 
★搭乘時間：約 6 分鐘。 
註：若路面電車因不可抗力之因素停駛，則以退回團體料金成人￥200 元、兒童￥100 元。 

【AEON MALL】在大型店鋪中設有專門店一條街，匯集了大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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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贈 AEON 商場 92 折折價，部分店家及商品無法使用，敬請見諒。 
專車前往機場，帶著不捨的心情前往熊本機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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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為準。 

   

(早餐) 飯店早餐 (午餐) 日式燒肉吃到飽(餐標 1620 日幣) 或 日式風味定食(餐標 1620 日幣) (晚餐) 機上輕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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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07~6910  中鋼總部分機:27040.27041   

市區中華路 07-2158999  中龍福利大樓分機:2328.2326   107.09.17 製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