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發日：4 月 12 日  團費/每人 NT 35,000 元起 (以上團費含機場稅及 燃油附加費；不含小費) 

 ※歡迎使用團體旅遊專用券及旅遊商品兌換券支付※ 
 

＊輕鬆遊日本，全程綠牌營業車(一億日幣保險)安全有保障；專業導遊服務，安全、貼心、有保障。 

＊【阿蘇山】日本第一的活火山參觀；東西寬約 18 公里，南北長約 24 公里，在 5 萬年前，阿蘇火

山結束了一連串猛烈的火山爆發後，火山熔岩覆蓋了山區各地，其範圍約可畫出一個半徑超過數公

里的大片窪地，乘纜車可眺望到阿蘇山四周壯觀的景色，視野非常遼闊。 

 

＊【篤姬拍攝地～磯庭園】是 2008 年 NHK 年度大河劇創下最高收視率「篤姬」的拍攝地，也是

九州最美日本庭園【磯庭園】 (別名仙嚴園)～薩摩藩主島津氏的別邸，以櫻島和錦江灣為背景，

結合日式的傳統造形建築及四季植物花卉，構成雄偉壯麗的日本名園美景。 

＊【阿蘇山纜車】特別安排搭乘阿蘇空中纜車前往深入阿蘇中岳火山口，沿途壯闊美景盡入眼簾。 

＊【關之尾瀑布】以霧島連山為背景，日本百大瀑布之一，空氣清新的山水景緻。 

＊【水前寺公園】建於西元 1632 年，由籓主細川忠利下令建造，為面積將近 7 萬平方公尺的桃山

式迴遊庭園，同時又有「成趣園」之稱，模仿東海道沿途 53 個驛站設計而成的園中水池鯉魚迴遊

綠意鋪陳，風景十分迷人，相當值得您駐足欣賞喔。 

＊【鹿兒島指宿砂浴～世界上唯一的蒸沙浴溫泉】世界上也是極為少見的溫泉，將溫暖的細沙覆蓋

於身，聆聽著潮音，那股舒服勁兒不禁使人心曠神怡混然忘我。砂浴是九州獨有的體驗，300 年前

流傳至今的天然砂浴溫泉，經過現代醫學的證明有促進新陳代謝及排除體內毒素的功能，療效是一

般溫泉的三倍。 



 
＊九重夢大橋：於 2006 年秋天完工的「九重〝夢〞大橋」，橫跨於鳴子川的溪谷，吊橋長 390m，

高度是號稱日本第一的 173m。吊橋專供步行者使用，走到橋的中心點，可以眺望美麗動人的「震

動瀑布」。 

 

航   班 地   點 起飛時間 到達時間 

中華航空 AE7312 高雄/熊本 06:45 10:05 

中華航空 AE7313 熊本/高雄 11:30 1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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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與飛行時間為準 

 

符號標示：◆特殊交通載具●下車觀光（或駕車經過）★入內參觀（或含入場券） 

第一天 4/12(日) 高雄小港國際機場／熊本空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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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霧島溫泉 

    集合於高雄機場辦理出境手續後，飛往日本九州熊本縣『熊本空港』。達後，專車前往今日下

褟飯店；今晚您必須好好休息，明日精彩行程即將展開。 

★水前寺~成趣園：建於西元 1632 年，由籓主細川忠利下令建造，為面積將近 7 萬平方公尺的桃

山式迴遊庭園，同時又有「成趣園」之稱，模仿東海道沿途 53 個驛站設計而成的園中水池鯉魚迴

遊綠意鋪陳，風景十分迷人，相當值得您駐足欣賞喔。 

●霧島溫泉：從天孫子降臨傳說的霧島山的懷湧出的霧島溫泉鄉在 850m 之間從標高 600m 從 9 個

大小的溫泉哪方面都位于，有各種各樣的泉質，有效果對所有症狀。 

餐 食：早餐：×   午餐：機上套餐/拉麵簡餐   晚餐：飯店內和洋自助餐或迎賓會席料理 

住 宿：霧島國際或霧島城堡或霧島皇家或京瓷或 同級 

 

第二天 4/13(一) 霧島溫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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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覽武家屋敷－池田湖（水怪傳說）－長崎鼻(浦島太郎遊龍宮

物語)－指宿溫泉‧砂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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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覽武家屋敷：是島津藩政時代 113 所建築的外城中的一個。每一家庭院的石牆上都栽種了修剪

的很整齊的樹籬，並且借用母岳的自然景觀作為庭院的背景，庭院與街道相映成趣。武家屋敷群約

有 18.6 公頃，被國家選定為“重要傳統建築群保存地區”，並且有 7 處庭園作為“名勝”被指定

為國家文化財產。與武家屋敷群平行的縣道邊流淌著清澈的小溪，小溪里鯉魚在歡快的游動著。在

這條美麗的街道上可以讓我們充分的感受日本的歷史和文化，這裡自古以來就有“薩摩小京都”的

美譽。 

●池田湖：它是一個火山湖是九州島上最大的湖，同時也是霧島錦江灣國立公園的一部分。湖面標

高 66 公尺，深 233 公尺，最深處達海拔-167 公尺。湖底是一個直徑約 800 公尺，高 150 公尺的火

山。池田湖所在的窪地地形稱為池田火山臼，古代龍神傳說中被稱為開聞御池和神御池。 

●長崎鼻：薩摩半島最南端突出的半島，傳說「浦島太郎」在此潛入龍宮城，西有開聞岳、東邊對

著佐多岬，半島最前端有步道，藍色的海洋加上白色的燈塔，景觀非常美，是攝影最好的地點。 

 

餐 食：早餐：飯店內享用  午餐：風味日式定食  晚餐：飯店內迎賓自助百匯或日式會席料理 

住 宿：岩崎觀光 或 SEASIDE 或 海上 或  鳳凰 或 同級 

 

第三天 4/14(二) 指宿溫泉－城山公園（櫻島火山最佳展望處）－鹿兒島渡船～櫻島－有村溶岩展 

                望所－關之尾瀑布－青島（鬼之洗衣板） 

●城山公園：這座山成為西南戰爭最後的戰場如前所述，但西南戰爭有關洞穴的歷史遺跡西鄉總部

今日（稱為“西鄉洞”）放置，如西鄉隆盛年底土地留下是目前，山南部（鹿兒島 Shinshoin 鎮中）

城公園酒店和 NHK 的調頻廣播（在發送站鹿兒島主站•電視調頻廣播電台，並建有也發出一次模

擬電視的無線電波。）那裡。停車場也有人提出在公園維修的時間。由於這個原因，上面城堡尖釘

的城堡是在此區域不從左被破壞。 

●有村溶岩展望所：有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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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蜿蜒的步道旁，有一座日本文學家海音寺潮五郎的歌碑，寫著“在我們

眼前的櫻島火山，是西鄉、大久保也曾目睹的噴火之山”。寬闊無邊的熔岩群讓人有如置身在月球

的錯覺，貼耳大地，也彷彿可以聽到從地層深處傳出的強勁生命搏動。 

●關之尾瀑布：為《日本瀑布百選之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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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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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出一片傳奇的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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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千五百萬~三千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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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餐 食：早餐：飯店內享用   午餐：日式風味定食   晚餐：飯店內和洋自助餐  

住 宿：青島棕梠渡假村 或 宮崎觀光 或 同級 

 

第四天 4/15(三) 宮崎～平和公園(八紘一宇回音石)－高千穗峽(斷壁蜿蜒的神祕峽谷‧欣賞絕壁、 

溪谷、名瀑‧神道傳說眾神降臨之地)－阿蘇山纜車(搭乘阿蘇山登山纜車到火山

口附近，火之國．火活山口的奇景．若遇天候不佳則改參觀阿蘇火山博物館．欣

賞大自然的奧妙)米塚－草千里－阿蘇火山口－阿蘇溫泉 

●平和公園：小山丘上建有一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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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千穗峽：是五瀨川侵蝕阿蘇熔岩而形成的 V 字形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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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遊覽步行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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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蘇山：日本第一的活火山參觀；東西寬約 18 公里，南北長約 24 公里，在 5 萬年前，阿蘇火山

結束了一連串猛烈的火山爆發後，火山熔岩覆蓋了山區各地，其範圍約可畫出一個半徑超過數公里

的大片窪地，乘纜車可眺望到阿蘇山四周壯觀的景色，視野非常遼闊。觀後徒步沿火山熔岩散步而

下，除了體驗當年火山遺留下熔岩之爆發威力外，更可欣賞到整個阿蘇山所構成氣勢雄邁的阿蘇國

立公園。 

★安排搭乘阿蘇山登山纜車，可眺望到阿蘇山四周壯觀的景色，視野非常遼闊。與山腰上旺盛的自

然生命力相較，由山頂俯瞰火口底部白濁的殘水與滾滾硫氣，只能說又是一番自然豪情。 

 

餐 食：早餐：飯店內享用  午餐：風味日式定食   晚餐：飯店內會席料理或和洋自助餐  

住 宿：肥前屋 或 大自然 或 阿蘇司 VILLA PARK 或 阿蘇農莊 或  阿蘇 角萬 或 同級 

 

第五天 4/16(四) 阿蘇溫泉－九重夢大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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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孔廟之稱～供奉日本學問之神～菅原道

真‧太宰府天滿宮－福岡免稅藥妝店－運河城或天神地下街鬧區-福岡 

★九重夢大橋：於 2006 年秋天完工的「九重〝夢〞大橋」，橫跨於鳴子川的溪谷，吊橋長 390m，



高度是號稱日本第一的 173m。吊橋專供步行者使用，走到橋的中心點，可以眺望美麗動人的「震

動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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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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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岡免稅藥妝店：選購精美禮品，自用或饋贈親友。 

＊運河城地下街鬧區：日本首創的大型娛樂購物廣場，運河城內共分為劇院大樓、娛樂大樓、商業

大樓及大榮大樓等，在盡是琳瑯滿目的廣場內，您可在此盡情享受逛街購物的樂趣，讓您不知該從

何著手，如您想散步，可在廣場的月光大道、星光中庭、水晶峽谷或海洋中庭內悠閒的漫步，看看

林蔭大道上花團錦簇的美麗盆栽，及垂掛在太陽廣場的長春藤，照映整個街道生氣蓬勃、光鮮亮麗。 

餐 食：早餐：飯店內享用  午餐：日式御膳    晚餐：方便逛街敬請自理 

住 宿：福岡 海鷹希爾頓 或 新大谷 或 大倉 或 都 或 同級 

 

第六天 4/17(五) 福岡－熊本空港／高雄小港國際機場 

早餐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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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餐 食：早餐：飯店內享用  午餐：機上套餐   晚餐：X 

住 宿：溫暖的家 

  

注意事項： 
※ 飯店團體如遇單男或單女時會以三人房作業)若單人報名，不能湊成雙人房時，請補房間差額。 

※ 此行程航班為包機業務，付訂後不可更改日期或取消，否則訂金全額沒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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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以上出發日期會因客滿或行程變更而有調整，本公司會在出發前 10 天與貴賓確認是否如期出    
   團，屆時再請假。 
※ 團體旅遊價格較便宜，但受限也較多（如限制同進同出、行程需配合多數團員而略作變更），須

配合基本成行出發人數，若未達出團人數將協助變更出發日期。 
                       中鋼福利大樓分機:6908  中鋼總部分機:27042   

市區中華路 07-2158999  中龍福利大樓分機:2328.2326   104.02.02 製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