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機遊日本．系列一】 

風馳電掣　重機遊日本   

日本 福岡.北九州.山陰.山陽.廣島  風馳電掣七日 

團    費 
新台幣 75,900 元/每位  (含小費、不含證照費 ) 

【純粹團費 不含重機租賃及油資與過路費】

█【租賃重機費用一覽表】 

車款及編號 CC 數 六日租費 保險費 合計 

①本田 CB-1300SB 1284  CC ￥85,300 ￥11,500 ￥96,800 

②本田 CB-1100 1140  CC ￥85,300 ￥11,500 ￥96,800 

③本田 CRF-1000  998 CC ￥85,300 ￥11,500 ￥96,800 

④本田 VFR-800X  781 CC ￥85,300 ￥11,500 ￥96,800 

⑤本田 NC-750X-DCT  745 CC ￥70,900 ￥11,500 ￥82,400 

⑥本田 CBR-650-F  648 CC ￥85,300 ￥11,500 ￥96,800 

❖上列費用以日幣算之(租賃費一律個人信用卡當場付清) 
❖汽油費用(概算約)￥7,000～8,000・過路費+停車費(概算約)￥25,000。←當地現金付 
 

█精選車型，任君挑│ 選定之後訂單送出即無法每日更改車型，但不限隊內友自行換騎敬請注意。  

 



 

 

 

 

 



█行車地圖： 

 

█搭乘航班│ 

出發日期 星期 航        段 航空公司 班機編號 起飛時間 抵達時間 

第一天 六 桃園 TPE  福岡 FUK 中華航空 CI-110 06：50 09：55 

第七天 五 福岡 FUK  桃園 TPE 中華航空 CI-117 20：35 22：20 

 

 

 

 



【出雲ひのみさき温泉・ふじ】 
位於島根縣日御崎周邊的高級旅館，全室面海，晚餐與早餐皆以當地最新鮮的食材做出和風膳食以饗貴
賓。離出雲大社約 10 分鐘車程，在大社參拜完後到此住宿讓神氣一直圍繞著為您帶來好運。 

  
【萩温泉・RESORT HOTEL 美萩】 
毗鄰日本夕陽百選之一「菊之濱」的絕景度假飯店。從大 
浴場、大廳、餐廳等館內各所均可欣賞到萩灣、萩八島等 
夕陽美景。晚餐提供以萩生產的食材，配以萩的獨特烹調 
方式精心製成融合法式及日式的創作會席料理供客人品嚐 
。 

  

█【行程特色】 
1. 厭倦了坐在遊覽車上的旅遊方式嗎？本行程要跳脫原有窠臼，讓您享受風馳電掣的快感！我們採用

了重型機車重點自駕的方式，讓您在日本適合重機自駕的道路上，體驗在不同國度騎乘重機的滋味。
不騎重機或無駕照之參團者，亦安排巴士隨隊同行，讓您一同輕鬆瀏覽美景。 
請注意！本隊使用之重型機車以排氣量 850cc-1300cc 左右車種為主，恕不提供指定廠牌及車型；
騎乘路線則以行程安排之規劃為主，懇請理解並敬請配合。 

2. 搭乘中華航空福岡進出早去晚回班機，規劃行程環繞日本中國地方（山陰、山陽）一周，總騎乘里

程數約為一千公里，特別安排馳聘日本海沿岸與瀨戶內海，完整飽覽當地天然及人文景觀。 
3. 每人保險部分採高規格：旅責險 500 萬+醫療 20 萬及旅平險 1500 萬+醫療 150 萬。 
4. 參觀米其林 3星觀光景點－【足立美術館】，並招待下午茶；以及鮮少觀光客前往參觀的古民家【拼

布美術館】(KIRUTO)，體驗在藝術作品中品嘗日式抹茶完整體驗視覺、味覺及感官享受。 
5. 造訪汽車廣告拍攝地【角島大橋】及 CNN 評比日本最美 31 選絕景【元乃隅稻成神社】。 
6. 以農曆推算，國曆 11 月 28 日-12 月 4 日是『神在月』大祭典，日本全國各地神明會來到【出雲 

大社】集會，難得機會在此期間參拜可得到眾神庇佑。 
7. 騎重機耗費體力，五晚住宿安排溫泉飯店，放鬆身心、舒活筋骨，儲備明日能量。 
8. 全程指派經驗豐富、服務親切、講解一流之優秀專業導遊，另指派一位騎重機的前導導遊帶領。交

通安全不馬虎，全程使用合法營業「中型觀光巴士-保母車」，車況佳，坐得舒適，行車更安全。 

█【行程內容】 

 

第一天 桃園機場／福岡機場│小倉－角島大橋－元乃隅稻成神社－萩‧溫泉  

行車距離：今日騎乘公里數: 約 150.5 公里/4 小時 

今日帶著愉快又期待的心情，於指定時間前至桃園國際機場第二航廈中華航空櫃檯前集合，由

專人 協助辦理出境手續後搭乘包機前往日本福岡，抵達後開始七日精彩的【風馳電掣，重機遊

日本】摩托車自駕之旅。 

【小倉】小倉自古與門司港同樣是地方的交通樞紐城市。小倉城建於公元 1602 年，做為城下町



的小倉，百姓安居樂業，歷史上一度繁榮。現在，JR 小倉站附近一帶仍保留有往昔風貌的餐飲

店、商店，同時，現代化的商業設施不斷興建，鱗次櫛比，形成了僅次於福岡市的繁榮商圈。 

【角島大橋】於 1993 年 9 月 6 日開工，2000 年 11 月 3 日開通的屬於山口縣道 276 號角島神田

線的一部分。總長 1780 公尺，2005 年沖繩縣開通了古宇利大橋，全長 1960 公尺，它就成為了

日本第 2長橋。奔跑到左右蔓延著鈷藍色的海士瀨的盡頭，景色是十分怡人的。完成後其景觀

用作電視廣告，特別是汽車的廣告的外景拍攝地，口碑也一口氣提升到絕景層面。因此人氣突

然升高。現在是山口縣的新興的觀光勝地。曾經，通往角島的主要交通是擺渡，大橋的完成使

陸路連接起來了。最高時速限制為 40 公里，強風的時候一般車輛禁止通行。另外，由於它位於

北長門海岸國定公園內，是採用了抑制橋墩的高度而建造的景點。2003 年獲得「土木學會設計

獎 2003」優秀獎。 

  

【元乃隅稻成神社】列以清澈碧藍海洋及茂盛翠綠植物為背景的赤紅色鳥居，構成動人的風景。

位於面向日本海的山口縣長門市的元乃隅稻成神社，是擁有色彩對比鮮明的絕景之神社。元乃

隅稻成神社是由位於毗鄰的島根縣太鼓谷稻成神社在大約 60 年前分靈出來的神社。傳說，白狐

神在當地漁民的夢境中出現，告訴他們在此地祭祀祂，於是當地人便建設了神社。這裡令人最

難忘的，莫過於 123 座排列超過 100 公尺的鳥居。進入仿如隧道的鳥居，祈求漁獲豐收、商業

繁榮及航海安全。據說，元乃隅稻成神社的神明除了會亦會實現姻緣和求子等各樣願望。 

   

餐食：早餐：自理 /午餐：自然食自助百匯  /晚餐：飯店內會席料理 

住宿：RESORT HOTEL 美萩  http://resorthotel-mihagi.com/  

 

第二天 萩－山陰小京都‧津和野－萬福寺－出雲大社－日御碕(夕陽) 

    行車距離：今日騎乘公里數: 約 255 公里/ 5.5 小時(含休息時間) 

【津和野】津和野町位於島根縣西南部，是沿津和野川開發起來的、自然環抱的「城下町」（以

諸侯的居城爲中心發展起來的城鎮），有濃厚的城下町氣氛，因此有「山陰的小京都」之美名。

津和野町中心的「殿町街道」上，帶有白色圍牆，有格子移門結構的小酒館和點心鋪類的店鋪

之古代建築鱗次櫛比，此外還保留著 17 世紀的武士住宅和白牆土倉等昔日市容風貌。被稱為

津和野象徵的色彩繽紛的鯉魚在路邊的水渠中悠然游著。津和野飼養鯉魚的習慣是在 17 世紀到

19 世紀時期形成的，那時人們在用來灌溉和防火的小河流裏飼養鯉魚，以備作饑荒時的食物。



這裡也作為文學作家「森鷗外」和啟蒙思想家「西周」的故鄉而聞名。 

【萬福寺】庭園為寺院樣式。將眾多石塊加以巧妙佈置是雪舟畫的特徵。與此庭園完美融合的

萬福寺的本堂被譽為 「石見的法隆寺」，被指定為國家的重要文化財產。以池泉回遊式兼鑑賞

式庭園的製作者雪舟用以不浪費的構思及安定的石頭組潮的巧妙石庭園至今都被稱為是最能代

表雪舟本能真面目的心思而流傳著。 

【出雲大社】是日本最古老的神社。根據《日本書紀》記載，大國主命完成了造國的大業以後，

就把豐葦原的瑞穗國讓給了日本民族的大親神「天照大御神」。天照大御神對於大國主命沒有私

心的「譲國」非常感激，於是就為大國主命建造天日隅宮，讓二兒子「天穗日命」仕奉大國大

神。天日隅宮就是今日的出雲大社，而天穗日命的子孫代代自稱「出雲國造」，擔任出雲大社的

宮司，可見出雲大社是歷史悠久、地位崇高的古神社。現在的第 84 代出雲國造千家尊祐宮司繼

承了神統與道統。出雲大社裡所供奉的大國主命以結縁神及福神出名，正殿風格稱為「大社造」，

與三重縣伊勢神宮的「神明造」及大阪府住吉大社的「住吉造」同稱是日本最古老的三大神社

建築風格。出雲大社擁有規模宏大的古殿社建築、日本第一的大鳥居牌坊，瀰漫靜謐莊嚴的氣

氛參拜者絡繹不絕。 

   

❖11 月 28 日-12 月 4 日正值今年出雲大社『神在月』大祭典期間，相傳日本全國各地神祇  
  都會來到【出雲大社】集會，難得機會在此期間參拜可得到眾神庇佑。 

餐食：早餐：飯店內   /午餐：日式風味餐 /晚餐：飯店內自助餐 

住宿：出雲日御碕之宿富士  http://www.izumohinomisaki.jp/  

 

第三天 日御碕－KIRUTO 美術館－由志園－足立美術館－皆生溫泉      

    行車距離：今日騎乘公里數: 約 100 公里/ 3 小時(含休息時間) 

【キルト（KIRUTO）美術館】喜歡涉獵手工藝的話便會知道所 

謂「キルト」就是襯在拼布背後的棉芯、或是棉被中間有圖案 

刺繡的布亦或是日式和服新娘妝的外掛都是要做出キルト藝術 

品的主要布料。出雲キルト美術館並非西式現代建築物，而是 

在屋齡 200 年的出雲傳統日式古宅中展出八幡垣睦子的拼布藝 

術作品，每年更換四次展品，這些棉芯拼布作品與建築物內的 

插花等房間布置相調和，傳達出不同的空間感，以及深厚的出 

雲傳統及日本文化之心。 ❖招待貴賓日式抹茶+手工茶果點心 

【由志園】位於松江市的大根島，是日本第一的牡丹産地，也 

是日本著名的雲州高麗蔘産地。大根島中部有一片回遊式日本 

庭園--由志園，這片位於山體背面的最大庭園，面積達 3 萬平 

方公尺以上，春季的牡丹、櫻花、杜鵑花，夏季的蝴蝶花、繡 

球花，秋季的紫薇、紅葉，冬季的冬牡丹、山茶花，一年四季 

都可觀賞到美麗的植物，是以庭園及牡丹花為主題的地方。由 

志園所在的大根島是一個因火山噴發而形成的周圍大約為兩公 



里的小島。1950 年代曾經因為養蠶而繁榮，但後來衰退，大根島的女性們為了生計開始把牡丹

的苗木帶到島外出售。由志園的創業者初代園主門脇榮看到了之後，為了讓島上的女性不用出

島也可以擁有收入，就決心建造一個可以吸引全國觀光客的日本庭園。由志園現在是一個一年

會有卅萬遊客的觀光名勝。 

【足立美術館】為島根縣安來市出生的商人足立全康所開設，以日本畫名師橫山大觀的作品為

主；足立美術館除了畫以外，同樣有名的就是其日本庭園，美術館的周圍配搭著「枯山水庭」、

「白砂青松庭」、「苔庭」和「池庭」，極具日本風情氣氛，被冠為米其林三星名景觀。美國專門

日本庭園雜誌「Journal of Japanese Gardening」的日本庭園部門中連續 13 年獲得第 1 位，

特別是「枯山水庭」中，其背景的山脈巧妙地混在庭園風景中，自然的風景和人工的庭園巧妙

的交織成廣闊美麗庭園。春天的新綠、夏天藍天和白色庭園的對比、秋天時背景中被紅葉覆蓋

的山還有被雪包圍的寂靜冬天，是一個一年四季都可以來訪，訪客會滿足於感受不同季節美感

的地方。 

❖招待貴賓一份下午茶點 

 

【皆生溫泉】「皆生」的地名，源自天正年間這裡被稱為「海池」的大池塘。慶應 3 年「海池」

被改稱為「皆生」，傳說是當地人用「海池」的諧音起了「皆生」之名。最初發現的溫泉是距離

岸邊 200 公尺的美保灣海面上，漁民偶然間發現了噴湧而出的海水，此後的一個多世紀，海中

噴湧的溫泉以山陰地區屈指可數的名湯而繼續廣為人知。 

餐食：早餐： 飯店內 /午餐：雲州藥膳人蔘料理 /晚餐： 飯店內自助餐 

住宿：皆生 GRAND HOTEL 天水  https://www.kaike-grandhotel.co.jp/tensui/  

 

第四天 皆生溫泉－青山剛昌ふるさと館(柯南記念館)－鳥取砂丘－砂丘美術館－浦富海岸(山 

    陰松島遊覽船)－山田養蜂場－湯鄉溫泉           

    行車距離：今日騎乘公里數: 約 218 公里/ 5.5 小時(含休息時間) 
【青山剛昌ふるさと館（柯南記念館）】本名為「青山剛昌故 

鄉館」，世界知名人氣漫畫《名偵探柯南》的作者－青山剛昌 

先生的出生地就在鳥取縣北榮町。此館收藏名偵探柯南等青山 

先生的作品，展示內容不僅有原畫和漫畫，還提供遊客體驗柯 

南解謎，不知不覺中自己也成了名偵探。館內還有柯南使用的 

阿笠博士發明道具的體驗區，另販賣只有此處才買得到的限定 

商品。 

【鳥取砂丘】面對著日本海，隸屬山陰海岸國家公園，東起 

駟馳山，西至氣多岬，東西長約 16 公里，南北寬約 2.4 公里 

，高低落差達 90 公尺，是日本最大的砂丘。砂丘的形成，是 

因位於日本中國地區的中國山地岩石風化後，飄落到千代川 

，順流而下在出海口堆積，在日本海的風吹浪擊之下，歷經 

10 萬年所形成。廣闊的砂丘像大自然的畫布，在海風吹拂下 



形成美麗的「風紋」圖案，或是沿斜面滑落形成「砂簾」，強風時掺雜小石頭的沙子留下，其周

圍的輕砂被吹散而形成「砂柱」，就像是一幅幅變化萬千的砂之畫，因此經常被藝術家當成創作

題材。 

【砂丘美術館】位於鳥取砂丘旁，世界唯一使用「砂」做為雕刻作品素材的室內美術館，於 2012

年 4 月盛大開幕。每年都會變更主題，歷年展期為 4月到隔年 1月。以沙雕專家兼策劃製作人，

活躍於國內外並被選為「全世界最尊敬的 100 位日本人」的茶園勝彥氏任職總企劃，每年從海

外各國召集沙雕專家，展現世界最高水準的沙雕作品。連細節部分也精心雕刻的沙像，因隨時

間變化有易崩毀的特性，觀賞場所和時間也被限定。這樣的無可取代性，也是沙雕之所以美麗

且深具魅力之處。從館內玻璃屋和屋外廣場可眺望鳥取砂丘。  

【浦富海岸】為山陰海岸國立公園的一部分，長約 15 公里，被列為日本百景之一。這帶地形為

里亞斯式海岸，沿岸共有 166 座島嶼、16 個洞門等形成了特殊的海上景觀。由於類似宮城縣著

名的松島，故又有「山陰的松島」之稱。由日本海激烈的海浪和風雪所雕刻成的奇景，是視覺

上的大饗宴，浮於清澈透明海水上的洞門、洞窟、和多數的奇岩，自古以來浦富海岸因明媚風

景吸引眾多遊客前來。「島めぐり遊覧船」穿梭島嶼之間，可近距離欣賞具有魄力壯觀的奇岩，

這是只有坐遊覽船才能享受的樂趣。約 40 分鐘的航程中，由船長親自廣播導覽，有趣地介紹浦

富海岸。 

【山田養蜂場】以優質的蜂蜜或蜂王乳為原料製成食品和化妝品，為日本蜂王乳市占率第一的

公司。在直營農場「蜜蜂農園」除了可體驗養蜂、採蜜和製作蜂蠟蠟燭外，亦可享受季節採果

樂(需收費、需預約），也能享用蜂蜜口味的甜點。 

【湯鄉溫泉】湯鄉溫泉是位於岡山縣的一個溫泉區。傳說中，此溫泉是僧侶慈覚大円仁法師發

現的，而且曾經有一只腳受了傷的白鷺在此沐浴。1200 年來這座溫泉就一直被大眾所喜愛。此

溫泉是一個氯溫泉，帶著鐳泡泡,對神經痛和貧血有治療幫助。同時，浸泡完此溫泉之後，皮膚

會更加光滑。在岡山縣中，奧津溫泉、湯原溫泉和湯鄉溫泉被稱為「美作三溫泉」。溫泉街上有

大大小小合計數十間的住宿設施，能夠輕鬆享受當天來回的泡湯和免費的足浴。建議購買可在 3

處泡溫泉的「溫泉周遊杯墊」。店家會在杯墊上蓋章，可帶回家作紀念，並盡情享受湯鄉溫泉的

浴池。 

   

餐食：早餐：飯店內   /午餐：海鮮蒸籠料理 /晚餐：飯店內創作法式料理 

住宿：罌粟花春天 SPA 渡假飯店  http://www.poppy.co.jp/ 

 

第五天  湯鄉溫泉－岡山後樂園－吉備津神社－尾道(島波海道大橋馳聘) －廣島平和公園－ 

   　廣島 

    行車距離：今日騎乘公里數: 約 236 公里/6 小時(含休息時間) 

【岡山後樂園】日本屈指可數的迴遊式庭園『岡山後樂園』，是代表江戶時代的大名庭園之一，

建於西元 1700 年，至今擁有 300 多年歷史，並與『金澤兼六園』及『水戶偕樂園』稱為日本三

大名園。岡山後樂園佔地面積約 13 萬平方公尺，獨特的木橋、建築、與園景的佈置是集各朝各

地的特色，園區內以澤之池、唯心山為中心，以岡山城為背景更加襯拖出後樂園的庭園美景。 



【吉備津神社】傳說是「桃太郎」原型的神社。重建於 1425 年的中心建築物被指定為國寶。神

社內最大的特色是全長 360 公尺的大迴廊，沿著筆直延伸的迴廊前進，兩旁可欣賞到四季花卉，

包含春季的櫻花、5 月的牡丹花、杜鵑花，特別是每年 6 月 1500 株紫陽花盛開的紫陽花園更是

值得一睹風采。桃子形狀的戀愛御守「桃守」是廣受喜愛的紀念品。 

【島波海道】西瀨戶自動車道，別名瀨戶內島波海道，於 1999 年 5 月 1日開通。這條公路是從

廣島縣尾道市到愛媛縣今治市，經過瀨戶內海中部芸予群島中的向島、因島、生口島、大三島、

伯方島、大島等六島。它的建成，方便了本州和愛媛之間的交通，也使在芸予群島六個島嶼間

駕車兜風成爲可能。島波海道上，有斜張橋─多多羅大橋、三連吊橋─來島海峽大橋等具有個

性的大橋將島與島之間連接，形成了一道與自然相互協調的新景觀。 

 

★特別安排體驗～【島波海道上騎單車】→給非騎重機的貴賓：騎自行車遊覽極具魅力，而島

波海道在日本是最值得推薦的路線之一。橋上除了汽車車道，尚有專門的自行車道、人行道等。

頭頂蔚藍色天空，望見蔚藍色的大海騎行，自由自在，愜意非常。自行車遊覽路線全距離約 70

公里，騎完全程亦不超過 7小時。此次單車體驗約安排 1 小時在兒島大橋邊騎邊欣賞瀨戶內海

風景。※(為安全起見，如遇雨天則取消，改於休息站品嚐咖啡)※ 

【廣島平和公園】位於原爆圓頂館旁，太田川和元安川兩條河流之間。今日的廣島已從原子彈

爆炸過後的灰燼中重建起來，爆炸中心點的附近被整頓為和平公園，園內保留了當時被爆唯一

留下來的建築物，也另外建設了和平記念資料館、各種供養塔和慰靈碑等紀念設施，還成群放

養象徵和平的鴿子，目的是讓人們永遠記取這個教訓，絕不允許這樣的悲慘事件再度發生。 

【廣島】乃是戰後重建而復興迅速的城市，現已經成為中國地區的最大城市，新舊交織的面貌，

帶著嶄新風格的百貨公司商業大樓林立，購物中心商業設施鱗次櫛比，紙屋町、本通商店街、

地下街等都圍繞在徒步輕鬆的距離，廣島美食如廣島燒、拉麵…都是來此不可錯過的當地名物。

若有興趣，還可自費搭乘體驗路面電車的樂趣。廣島市在工業、商業、行政以及娛樂各方面都

取得良好平衡，一般認為是一個「萬能都會型城市」。 

   
餐食：早餐：飯店內    /午餐： 有機蔬食自助餐或和風御膳 /晚餐：廣島居酒屋風味餐 

住宿：廣島格蘭王子飯店 

 

第六天  廣島－宮島(世界文化遺產＆日本三景之一)－錦帶橋(日本三奇橋)－秋吉台國定公園 

   　秋芳洞(日本三大鐘乳石洞)－經關門海底隧道－福岡 



    行車距離：今日騎乘公里數: 約 245 公里/ 5.5 小時(含休息時間) 

【宮島‧嚴島神社】座落在瀨戶內海上的島嶼‧宮島上，既是 

日本三景之一也是世界文化遺產。位於海上的大鳥居，有如一 

隻展翅欲飛的大鳥。此寺廟由佐伯鞍職創建於日本推古天皇元 

年(593 年)，主要祭奉日本古老傳說中的三位海洋女神「宗像三 

女神」(市杵島姬命、田心姬命、湍津姬命)。宮島是神社島的 

意思，主要是因為嚴島神社位於此島嶼。宮島俗稱「安藝之宮 

島」，和宮城縣的松島及京都府的天橋立並稱日本三景。嚴島神 

社視海為寺廟的領域，據說是將整個島視為神聖地區的緣故。 

世界上獨特的寺廟風格和寢殿式樣的華麗建築樣式造就了壯麗 

的古寺。退潮時可步行到大鳥居，漲潮時正殿和迴廊等有如浮 

在海上，經由平清盛和佐伯景弘整頓的殿宇群據說是基於日本 

平安時代的極樂信仰而具體表現出極樂世界的思想。正前方面 

臨瀬戶内海，後方是神降臨的彌山，嚴島神社充分展現出視自 

然為神的傳統信仰，也巧妙融合了自然美和人工美，至今國內 

外香客絡繹不絕。 

【錦帶橋】岩國市位於山口縣東端、瀨戶內海的安藝灘西岸 

。流經市內的錦川上架著一座橋，叫錦帶橋，是岩國的象徵 

。橋的直線長 193.3m、寬 5m，從橋基起高度有 6.6m，是只用 

包鐵和插銷固定、充分應用精巧的木工技術的橋樑結構，採 

用了傳統的木工工藝。不用一根釘子，爲日本三大名橋之一 

。弧線優美的五拱橋與錦川清澈的河水、城山等周圍風景融 

為一體，形成了美麗的景觀。 

【秋吉台/秋芳洞】秋吉台是屬於秋吉台國定公園的日本最大的喀斯特地形的高原，與秋芳洞一

同被指定為天然紀念物。喀斯特地形是在約 3億年前，珊瑚礁因板塊移動被擠壓到地面上後，

在地殼運動中逐漸形成了山體，後經雨水不斷侵蝕形成的地形。在秋吉台可以看到各種形態的

石灰岩，如在碧綠的高原上冒出來的無數的石灰岩柱、石灰坑、石灰坑集中的石灰盆等，在圓

形的秋吉台喀斯特瞭望臺上可以眺望到秋吉台的全景。「秋芳洞」在秋吉台地下約100公尺之處，

為東洋第一大鐘乳洞。這個巨大的鐘乳洞，是石灰岩被地下水慢慢地溶化後，經過 30 萬年的歲

月逐步形成的，目前已確認的全長就達 10 公里。其中有約 1 公里已開發為觀光景點對外開放，

在裏面可以觀賞到青天井、百枚皿等許多奇觀。洞內氣溫常年保持在攝氏 17 度左右，即使夏天

也需要穿長袖。  

【關門海底隧道】下關市位於山口縣的最西端，隔著關門海峽與九州的門司港相望。位於山口

縣與福岡之間的「關門海底隧道」，是日本亦是全世界第一條海底隧道，全長 3,461 公尺。其中

連接日本本州山口縣下關與九州福岡縣門司港的步行海底隧道部份共 780 公尺，走完大約 15 分

鐘左右，就可到達門司市的和布刈神社前，裡面也可騎乘單車，是世界上非常罕見可步行通過

的海底隧道。 

    



【福岡】福岡九州最大的城市，也是日本人口最密集的前十大城市之一，地理位置非常靠近亞

洲大陸。福岡處於重要港口城市地位已經有數世紀之久，12 世紀蒙古進攻日本時，就是選擇福

岡為登陸點。福岡其實是由兩區合併而成，於 1889 年，博多與福岡合而為一，成為今日的福岡，

博多則仍然是福岡中心重鎮，也是主要鐵路交通的樞紐。 

餐食：早餐： 飯店內 /午餐：長州風味餐   /晚餐：天神屋台街美食體驗￥3000 

住宿：福岡西鐵格蘭飯店 

 

第七天  福岡－柳川遊船－太宰府天滿宮－福岡天神商圈自由散策－【福岡機場】／【桃園機 

    場】      

    行車距離：全天遊覽巴士旅遊 

【柳川遊船】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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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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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宰府天滿宮】祭祀成為《日本學問之神》菅原道真的全國天滿宮總本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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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道兩旁林立著許多出售傳說可驅除病魔的「梅枝餅」

茶室。菅原道真深愛梅花，當必須要和種在家裏的梅花道別時，所作和歌表現出深沉哀傷，而

後梅花更是悲傷過度、太思念著菅原道真，因而一夜之內從京都飛奔到太宰府來，這就是有名

的「飛梅傳說」。 

【福岡天神】福岡主要購物點「天神 Tenjin」是福岡最繁華的商業區，各種交通滙集，購物設

施非常集中，該區域的"渡邊大街"一帶，佈滿各類時尚百貨大廈，其中的天神地下街是根據十

九世紀的歐洲而設計，購物十分方便，非常熱鬧，是遊客必到的旅遊點。天神地下街是褔岡市

內也是九州地區最大的地下繁華街。 

   

結束觀光後前往福岡機場，由專人協助辦理登機手續後搭機返回台灣，在互道再見聲中結束此

次「風馳電掣，重機遊日本」七日旅程，並期待下次與您在其他旅程再相逢。 

餐食：早餐： 飯店內 /午餐：日式燒烤&壽司自助餐 /晚餐：機上餐 

住宿： 溫暖的家 

※以上行程、景點圖片轉載僅供參考，行程順序原則上不變，但如因天候交通等因素可能有所更動，敬請見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