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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春報喜、預購春節省更多

凡報名春節【歡鼠過新年系列團體】，並於 2019 年 11 月 30 日前提供正確開票名單，並繳交

訂金完成，享有當團團費優惠折扣 ~ 名額有限要搶要快喔 

❶.歡鼠過新年、早鳥減 3000 

❷.加贈時尚設計款行李束帶 (恕不挑色)  

❸.限全程參團旅客 / 嬰兒報名 恕無提供相關優惠及贈品。 

   

■ 每人每席訂金 NT 20,000       

 

 
★因飛行安全考量，每班次的嬰兒皆有搭乘人數限制，如旅客有 2 歲以下嬰兒同行，請務必提供嬰兒姓名、出生年月日及
父母(同行者)名單，待服務人員與航空公司回覆預訂 OK 後，方完成訂位 。 
※嬰兒訂位將以入名單先後順序受理，額滿即不再接受，亦不接受嬰兒佔位使用成人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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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I 198 高雄 熊本 13:30 16:50 

第五天 CI 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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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豪斯登堡三好禮】 

⑥. 五星飯店嚴選自助餐：選用長崎當地及九州的食材，融合日本料理和西洋料理美味。 

⑥. 豪斯登堡餐券日幣 1000 元：您可自由購物或享受美食。 

⑥. 彩繪荷蘭木鞋存錢筒體驗：自己動手彩繪傳統工藝，彷彿置身荷蘭一般。 

 

■【豪斯登堡】荷蘭語《森林之家》的意思，是一海水森林包圍，運河潺潺流過的主題樂園，佔地廣大的場內

娛樂、博物館、商店、餐廳和飯店等設施齊全。其在 1992 年建設重現中世紀荷蘭街道。而因為豪斯登堡所在地

長崎，自古就與荷蘭維持交流長達 400 年之久。荷蘭人秉持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精神建國，豪斯登堡正是以荷蘭

為模範建設的《自然和諧的街道》現在就一起到園內玩個過癮吧！ 

■【豪斯登堡光之王國】 

超過 1300 萬球的嶄新燈飾，您探索世界最大的光之盛典。今年的燈光秀準備了各種新穎的燈飾等待您來觀賞。

豪斯登堡最大的燈光秀景點，彷彿一片光海隨波蕩漾的蔚藍海浪，美不勝收，震撼您的視覺。整條運河從水中

發出彩虹色的光芒，華麗度更上一層。從沿著運河的道路上以及從運河船眺望的美麗景色，讓您彷彿置身於夢

幻世界中。盡情享受這美妙的一刻。 

 

■【珍珠九十九島旅情】 

★搭乘遊覽船遊覽風光明媚的九十九島：並可看到海上的珍珠養殖場，迎著海風享受溫暖的陽光。 



★西海珍珠水族館：館內養殖各類大大小小的魚群，在水深 4.8 米的大水槽裡，約有 120 種的海洋生物，回廊式

建造的水槽，讓你彷彿漫步於海底世界中。 

 

■【天山滑雪場(滑雪盆體驗)】九州天山滑雪場風景秀麗、森林涵蓋率高、負離子含量高，在這體驗銀白色世

界，體驗滑雪盆的速度感及堆雪人、打雪戰的樂趣，場內更有各式可愛造型的雪人及滑雪道，讓大人及小朋友

都能渡過一個快樂的銀色假期。 

 

■【湯布院】有《晨霧和出泉之鄉》的美稱，是一個寧靜優雅的山中城鎮，溫泉更是自古聞名。  

■【金鱗湖】冬天早上能欣賞到晨霧彌漫的夢幻般景色聞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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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為此命名。 

 



 

熊本熊購物袋 /  熊本熊保溫瓶 / 湯布院點心~人氣半熟布丁  ※以上贈品嬰兒恕不適用。 

  

 

第 1 天 高雄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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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達後，專車前往下榻

酒店辦理入住手續。 

■ 早餐：X  

■ 午餐：X  ■ 晚餐：豬肉涮涮鍋吃到飽+酒水無限暢飲(餐標 3500 日幣) 

■ 住宿：熊本全日空  或  熊本新大谷 THE NEW  或  熊本日航  或  SEKIA 溫泉渡假飯店 或同級旅館 

  

第 2 天 豪斯登堡三好禮 (五星飯店自助餐、彩繪存錢筒、園區餐券¥1000) 

【豪斯登堡三好禮】 

❶.五星飯店嚴選自助午餐：選用長崎當地及九州的食材，融合日本料理和西洋料理美味。 

❷.豪斯登堡餐券日幣 1000 元：您可以自由選擇園區內特色異國料理。 

❸.彩繪荷蘭木鞋存錢筒體驗：自己動手彩繪傳統工藝，彷彿置身荷蘭一般。 

※ 五星飯店嚴選自助午餐，請於預約時間前到達，若逾時造成用餐時間縮短或自行放棄者恕不退費。若預約滿席則改至豪斯 

  登堡高塔城享用自助餐並退豪斯登堡餐券￥1000 元。 

※ 豪斯登堡餐券請妥善保管，若遺失恕不補發或餐券未使用恕不退現。 

※ 彩繪荷蘭木鞋存錢筒：此項活動為贈送體驗，自行放棄者恕不退費。   

■【豪斯登堡】荷蘭語《森林之家》的意思，是一海水森林包圍，運河潺潺流過的主題樂園，佔地廣大

的場內娛樂、博物館、商店、餐廳和飯店等設施齊全。其在 1992 年建設重現中世紀荷蘭街道。而因為



豪斯登堡所在地長崎，自古就與荷蘭維持交流長達 400 年之久。荷蘭人秉持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精神建

國，豪斯登堡正是以荷蘭為模範建設的《自然和諧的街道》現在就一起到園內玩個過癮吧！ 

■【機器人王國】豪斯登堡於 2016 年設立了第 6 個王國～機器人王國。有機器人的店長和料理長的奇

特餐廳、或是體驗型機器人的機器人館, 都是擁有日本國內最初的機器人複合設施,可以近距離的碰觸

或和機器人直接互動。可以體會到跳舞機器人和搭乘型機器人的魅力,在『機器人館』也有部分的家用

機器人,配合商店的開幕,不管是大人或小孩都可體驗和機器人互動的樂趣。 

另外園內的新城市區裏有各式的娛樂設施，以下為最受歡迎的排行榜提供您參考： 

■【泰迪熊王國】裡頭展示許多稀有且價值珍貴的泰迪熊,並有泰迪熊的發展史也是人氣最旺的館 

■【超級錯覺藝術館】館內有許多驚奇又有趣的錯覺藝術，也利用您視覺上的錯覺，您親眼所看見的都

不見得是真的，還可以拍攝有趣的紀念照片值得您體驗，喜歡照相的您絕對不能錯過! 

■【洪水來襲冒險館】用水氣、波浪和豪雨重現龍捲風、閃電和打雷等場景。提供體驗實際在荷蘭發生

的驚濤駭浪的大洪水】是一場威力十足的體驗型劇場。 

■【德姆特倫高塔觀景台】105 公尺園內標誌燈塔。從 80 公尺高的瞭望台可以看到街道和大村灣一望

無際。 

■【戰慄城 (恐怖遊戲區) 】惡夢實驗室/監禁醫院/鬼魅的婚禮/數位鬼屋/日本怪談鬼屋等。 

■【豪斯登堡光之王國】◎(2018/10/20~2019/04/21)◎ 超過 1300 萬球的嶄新燈飾，您探索世界最大的

光之盛典。今年的燈光秀準備了各種新穎的燈飾等待您來觀賞。豪斯登堡最大的燈光秀景點，彷彿一

片光海隨波蕩漾的蔚藍海浪，美不勝收，震撼您的視覺。整條運河從水中發出彩虹色的光芒，華麗度

更上一層。從沿著運河的道路上以及從運河船眺望的美麗景色，讓您彷彿置身於夢幻世界中。盡情享

受這美妙的一刻。 

※ 豪斯登堡園區內部分最新遊樂設施以及季節性活動需另行收費，費用不包含在團體入園券內，一切依園方公佈為準 

※ 園區之節目內容、娛樂設施不定期保養維護、演出時間可能隨季節、氣候或維修或項目歇業變動，依園方公佈為準  

※ 豪斯登堡園區夜間出入園時間不盡相同，一般為 21:00，請以園方公告為準  

■ 早餐：飯店早餐    

■ 午餐：飯店歐式自助餐(￥2800)    ■ 晚餐：園區餐券(￥1000) 

■ 住宿：WATERMARK 華特馬克飯店 或  JR 豪斯登堡大倉溫泉飯店 或  奇特機器人飯店 或同級旅館   

第 3 天 

豪斯登堡西海國立公園(九十九島遊船+西海珍珠水族館+體驗挖 

珍珠) 天山雪世界 (滑雪盆體驗) 杖立溫泉(或阿蘇溫泉或日田溫 

泉) 

■【九十九島遊覽船(約 50 分)】散落在長崎縣西部的北松浦半島西側的島嶼被稱九十九島，是西海國立

公園的代表性景地。與大大小小 170 多個島嶼蜿蜒交錯的裏亞式海岸，在從佐世保到平戶延綿約 25 公

里的海面上形成了自然的鬼斧神功。並可看到海上的珍珠養殖場，迎著海風享受溫暖的陽光。 

※ 九十九島遊覽船可能隨日期、季節調整航班，實際時間請參考九十九島遊覽船官網，行程順序也可能配合調整  

※ 九十九島遊覽船若遇維修、預約滿席或天候等不可抗力因素無法搭乘，則退團體料金成人 1000 日圓、兒童 500 日圓   

■【西海珍珠水族館】館內養殖各類大大小小的魚群，在水深 4.8 米的大水槽裡，約有 120 種的海洋生

物，回廊式建造的水槽，讓你彷彿漫步於海底世界中。海豚泳池：是一個可以讓您近距離接觸可愛海豚

的好地點。在九十九島的海域裡，約有 100 種的水母種類，透過圓形的展示槽，可以欣賞到水母悠遊其

中，像一場小型的交響音樂會，在此可以盡情感受到水母獨特的魅力。※ 海豚表演可能因海豚狀況不佳而中止

或因表演時間安排無法配合則有可能無法看到，敬請了解  

■【挖珍珠體驗(約 5 分鐘)】讓您體驗挖珍珠的樂趣，依珍珠色澤的不同，還能測出最近的運勢。 



■【天山滑雪場】九州天山滑雪場風景秀麗、森林涵蓋率高、負離子含量高，在這體驗銀白色世界，體驗

滑雪盆的速度感及堆雪人、打雪戰的樂趣，場內更有各式可愛造型的雪人及滑雪道，讓大人及小朋友都

能渡過一個快樂的銀色假期。※ 天山滑雪場預計開放至 2020 年 3 月中旬，如因氣候因素造雪量不足提前關閉，此景

點將更改為佐賀城下町。佔床旅客將退費日幣 1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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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賀牛壽喜燒(￥3000) 或 佐賀牛陶阪料理(￥3000)     ■ 晚餐：飯店內自助晚餐 或 飯店內會席料理 

■ 住宿：杖立觀光溫泉飯店 或 阿蘇之司昇龍館 或 同級旅館 

   

第 4 天 
阿蘇大觀峰展望台湯布院(贈人氣布丁) 金麟湖太宰府天滿宮 

免稅店博多運河城(或 JR 博多車站) 福岡 

■【阿蘇大觀峰展望台】內牧溫泉東北方的北外環山的最高峰，大觀峰曾被稱為《遠處的鼻子》；續來到

由著名作家德富蘇峰將此山命名為《大觀峰》，在此可以看到阿蘇五嶽和久住連綿起伏的山峰，特別是

從此處遠眺，阿蘇五嶽相連的雄姿宛如釋迦涅磐像般神秘；如果從展望台遠眺，阿蘇的街景盡收眼底。

在展望台邊還有土特產禮品店，讓您帶回滿滿的伴手禮，別忘了要試試阿蘇的牛奶喔。 

■【湯布院】位於由布岳山腳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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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您可自行尋找人氣名店：魔法少女琪琪的麵

包屋、史努比茶屋、宮崎駿專賣店。 

■【金麟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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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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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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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在其墓地上修建了現在的天滿宮，15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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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在往太宰府的表參道到有一間號稱日本最美的星巴克，若有經過別忘了

進去看看並拍照，感受不一樣的星巴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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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您可到運河城內五樓著名的拉麵競技場內，自費享用令人垂涎三

尺且不同湯頭的博多拉麵，裏面共有八間日本精選的拉麵店提供您選擇。 

或 

■【JR 博多車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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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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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厚牛釜飯三吃(￥3000)     ■ 晚餐：黑毛和牛鐵阪燒料理￥6000 



■ 住宿：希爾頓海鷹酒店 或 凱悅麗晶飯店 或  大倉飯店 或 蒙特埃馬納酒店 或  西鐵格蘭  或同級旅館 

   

第 5 天 櫛田神社鮮採水果樂上通商店街機場(晚餐自理) 高雄 

■【櫛田神社】為博多總鎮守，位於福岡市博多區，供奉天照大神和須佐之男命兩尊神祇。著名的博多

祇園山笠祭，其山笠就存放於這間神社。這間神社是福岡最具代表性的神社。 

■【鮮採水果樂】◎50 分鐘吃到飽◎ 九州的觀光果園，一年四季都有新鮮水果讓您現採現吃，如 1~5 月

為草莓季、7~9 月為各式品種的葡萄等等，週邊的葡萄園、蘋果園、橘子園、梨園、草莓園都是人氣

的採果勝地！當季水果又多汁、又甜美，讓您在園內摘到盡興、也吃的開心。 

專車前往機場，帶著不捨的心情前往福岡機場，搭乘豪華客機返回台灣。 

■ 早餐：飯店早餐  ■ 午餐：日式風味套餐(￥2000)   ■ 晚餐：敬請自理 

■ 住宿：溫暖的家 

 

A.新辦護照者：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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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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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男生已服完兵役或免役者,需繳交退伍令正本。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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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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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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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