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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程地圖 

 



 
航班時間  TOP

以下為本行程預定的航班時間，以航空公司確認的航班編號與飛行時間為準。 

班機編號 起飛城市 抵達城市 起飛時間 抵達時間 

星悅航空 7G-800 台北(桃園) 北九州 11:50 15:05 

星悅航空 7G-801 北九州 台北(桃園) 15:55 17:40 

 
行程安排 TOP

 

第 01 天 桃園機場／北九州市空港～門司港散策～北九州市 
 
集合於台灣桃園國際機場，由專人辦理出境手續，搭乘豪華客機，飛往日本北九州。 
 
◆【九州門司港懷古地區散策】： 
★舊門司港三井俱樂部：建於 1921 年，從前是用來接待和住宿的設施，現在已變成旅遊觀光勝

地。 
★門司港車站：1914 年修建的最古老的車站，主體建築左右對稱，是典型的歐洲新文藝復興時

期風格的木造建築，1988 年 12 月，門司港站已經做為日本最初的鐵路車站並且被指定為日本國

家重要文化遺產。昔日的火車站成為今日有名的旅遊觀光景點。 
★舊門司稅關：曾經被稱為《世界的門司港》，紅磚建築舊門司海關則是那個時代的建築象徵。

★海峽廣場：有各種土特產店和禮品店等共 35 家商店，適合旅遊購物。 

餐食： （早餐）甜蜜的家   （午餐）機上    （晚餐）飯店內日式會席料理 

住宿：  北九州八幡皇家飯店 或同級  

第 02 天 
湯布院藝術小鎮→宮崎駿遇上愛麗絲～湯布院世界童話村～金鱗湖～

湯之花小屋→別府海地獄→別府溫泉  
◆【湯布院(湯之坪街道散策)】： 
九州‧大分縣‧由布市‧湯布院町是一個僅有 1 萬多人口的鄉下，沒有熱鬧的店街、沒有顯赫的

歷史遺跡，現在卻成為日本 OL 心中最佳的高級溫泉地，成為 NHK 連續劇拍攝的舞台場景，她

走過的路程告訴人們，只要用心與堅持做自己都可以成就非凡。自古以來，這兒一直保留著老式

旅店與別致的洋式私人旅館、高級酒樓與傳統茶室，偶一轉角又可發現有個性的美術館與小型展

覽室，新舊之間毫無違和自有其優雅的氣氛。 
 
◆【金麟湖(晨霧和出泉之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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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若是時

間允許您亦可自費到湖畔旁的 CAFE LA RUCHE 喝個下午茶咖啡品嚐咖啡及甜點，傍著金麟湖

畔享受悠閒的時光！又或是您自費到館內附屬別緻精巧的俄羅斯繪畫巨匠 MARC CHAGALL 美

術館，欣賞其畫作製成的明信片等等具有巧思的小小藝術品。 
 
◆【湯之花小屋】： 
湯之里擁有約 50 棟的茅草小屋，將從地底噴出的硫磺蒸氣引入栗石的縫隙之間，來到湯之里可

以親眼看到湯之花的成形過程，在茅草房內鋪上青粘土，擷取由粘土析出結晶體在製作成湯之



花，被列為珍貴的民族技術之一，可作為天然的入浴劑及藥用商品，是湯之里的人氣商品，從「湯

之花小屋」內噴出地白色地溫泉蒸汽讓前來遊覽的遊人得到充分享受。而茅草小屋的特殊景觀也

不能錯過。 
 
◆【別府海地獄】：距今約 1300 年前，鶴見岳火山爆發後形成了【海地獄】，別府八處「地獄溫

泉」中就屬此地湧泉量最多、最具代表性。泉脈深達 200 公尺，神祕藏青色的池水看似清涼，

卻高達攝氏 98 度，只要將雞蛋放入池中五分鐘便半熟，就是名物「溫泉蛋」了。 

餐食： （早餐）飯店內 （午餐）日式風味涮涮鍋 （晚餐）飯店內晚餐或外用日式風味料理 

住宿： 別府風月溫泉飯店 或 別府灣皇家飯店 或同級   

第 03 天 
別府～高千穗峽真名井瀑布～鬼之洗衣板～青島神社～平和台公園～

鵜戶神宮～宮崎  
◆【高千穗峽(神話之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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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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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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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和台公園：建於昭和 15 年的平和台公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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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界各地蒐集的奇石，近距離看，令人望之生畏。 
 
◆【鵜戶神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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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餐食：（早餐）飯店內  （午餐）日式風味餐 （晚餐）飯店內豪華自助晚宴   （

住宿：宮崎傑斯日南度假飯店或同級   

第 04 天 
宮崎～櫻島渡輪～櫻島火山迷你博物館～濱海公園足湯～黑醋工廠見

學～霧島溫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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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櫻島火山迷你博物館】： 
櫻島旅行人中心是適合推薦給「雖然來了櫻島，但不知去哪兒」的遊客們的一個迷你博物館。 
館內展示著許多關於櫻島火山的噴發，歷史等的資料和說明。非常活躍地活動著的「昭和火口」，

通過實時的 Live cam 或實時的地震表的數據，到目前為止的噴火·爆發次數等，可知道櫻島的＂

現在＂。在博物館裏了解櫻島的知識後，可以在博物館旁邊的容巖公園泡足浴享受。您會從天然

溫泉的溫暖裏，感受到火山的能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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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桷志田黑醋工廠見學】： 
參觀黑醋的製作方法及試飲水果醋的風味，在試飲及購買中寓遊於樂。因篤姬而聞名的鹿兒島，

除了擁有混然天成的美麗景色外，錦江灣沿岸的福山地區就是日本有名的黑醋之鄉，在日本歷史

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也是現在有益身體健康及講求養生潮流下的新寵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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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餐食： （早餐）飯店內  （午餐）鹿兒島黑猪肉風味餐 （晚餐）飯店內豪華百匯晚宴 

住宿： 霧島 CASTEL 或同級  

第 05 天 
霧島～熊本名園代表～水前寺成趣園→萌熊廣場～熊本熊部長辦

公室→江戶城下町重現櫻之馬場．城彩苑．櫻之小路．名產點心街

道) →南關溫泉  
◆【水前寺成趣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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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萌熊廣場~萌熊辦公室】： 
在 Kumamon Square 裡，有 Kumamon 的營業部長室，放著得到的獎杯獎狀還有跟許多各地吉

祥物的合照。另外也有交流空間，不定時會有 Kumamon 的活動。以及販賣許多 Kumamon 的原

創商品還有輕食，廣場裡面還有許多小地方裝飾著 Kumamon 的巧思等著大家到現場去探索！ 
 
◆【櫻之馬場～城彩苑】： 
2011 年 3 月新落成的體驗型園區，讓了解歷史再也不是一件枯燥乏味的事情。城彩苑共分為湧



湧座(不含入內門票)及櫻之小路二部份，外觀都是以江戶時代的城下町街景為藍本，充份復原了

舊時代的風情。只有在櫻之小路上才能夠品嚐得到當地風味美食，為您準備了很多那樣獨特的東

西。根據 7 家飲食店和販 16 家商品銷售店創造出熊本的高質量的食文化和製作商品的文化。 

 

餐食： （早餐）飯店內   （午餐）熊本風味料理   （晚餐）長腳蟹握壽司百匯晚宴 

住宿： 南關溫泉 SEKIA 渡假溫泉飯店 

 

第 06 天 
柳川遊船→太宰府天滿宮～一蘭之森～博多港塔～免稅藥妝店～福岡

天神購物商圈 
 
◆【柳川遊船】： 
一條細長蜿蜒的小河，沿岸花朵、綠樹及紅瓦古建築，古色古香。著名詩人、童話作家北原白

秋說《水鄉柳川就是生我的故鄉，是我吟誦詩賦的泉源》，要體會水鄉之美，唯有船伕擺渡式的

泛舟巡訪，才能進入白秋詩篇的世界。 
註：柳川搖船搭乘時間約 30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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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蘭之森】： 
體驗一蘭拉麵的魅力吧！2014 年 7 月 18 日在福岡縣系島市設立了結合工廠及店鋪，占地約 2
萬 8 千坪，共有 5 大區域！一蘭之森的拉麵生產工廠中，首次公開拉麵的製作過程，遊客可以

窺見一蘭拉麵美味的秘訣。值得觀光客注目的是餐廳，除了招牌的天然豚骨拉麵及博多豚骨煎

餃外，還有限定版的新拉麵：市場系豚骨、滋味系豚骨，每周更換。除此之外也有土產店，陳

列各種人氣商品以及當店的限定產品，另外還有如東京巨蛋一般大小的茶亭，寬闊的草坪，清

新的空氣,遊客亦可感受絲島自然風情。 
 
◆【博多灣港口塔】： 
為《日本鐵塔六兄弟》之一：長男─名古屋電視塔、次男─通天閣、三男─別府塔、四男─札幌

電視塔、五男─東京鐵塔、六男─博多港塔。您收集幾座了呢？博多塔建於昭和 39(1964)年，

長年作為博多港的象徵，為人所熟知，從高 70 公尺可 360 度全景觀賞的展望室，可將福岡市

的街景盡收眼底，並可遠眺各種各樣的船隻往來交會的博多灣。 
 
◆【免稅商店】：選購精美禮品，自用或饋贈親友。 
 
◆【天神商圈】： 
是九州最繁華的商業街。天神地區的主要街道渡邊大街一帶辦公大樓、大型百貨店、時尚大廈

鱗次櫛比。百貨商店、時尚大廈大部分與天神地下街相連，地下街的中央廣場設有旅遊導遊資

訊處。天神一帶巴士、電車、地下鐵等交通工具集中，每到周末，來自九州各地的年輕人聚集

於此，熱鬧非凡。 
 

餐食： （早餐）飯店內 （午餐）一蘭拉麵套餐 （晚餐）發放日幣 1000 自選餐 



住宿： 福岡麗池 THE RESIDENTIAL SUITES FUKUOKA 或 ARK 或同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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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帆樓】：馬關條約簽訂地點；此處為中日簽訂馬關條約之地，1895 年滿清年間甲午一戰

戰敗，清朝重臣李鴻章到此，簽下了對中國不平等的「馬關條約」。而原本簽約的餐廳，後來改

名為日清講和紀念館。 
 
爾後，專車前往機場，帶著不捨的心情前往北九州機場，搭乘豪華客機返回台灣。於桃園機場

解散各自返回，珍重再見。 

第 7 天 福岡/赤間神宮～春帆樓～小倉站前百貨商店街購買伴手禮～桃園機場

餐食： （早餐）飯店早餐  （午餐）門司港海鮮料理或日式和風御膳  （晚餐）機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