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飯店介紹 
 
北九州八幡ロイヤルホテル 

北九州八幡皇家度假大飯店 Kita-Kyushu Yahata Royal Hotel 

北九州八幡皇家飯店位在與遊園「SPACE WORLD」鄰接的高台上，景觀非常豐富，鄰近福岡市的地理位置，作為洽公

或觀光的據點也相當便利。晚餐後您可以前往使用天然溫泉的大浴場、三溫暖消除疲勞，或回到氣氛輕鬆的客房，眺望

著充滿活力的北九州街道，徹底放鬆、充分享受旅遊的喜悅！熱情友好的工作人員、完善的設施、優越的地理位置、便

於遊客前往北九州的各大景點，讓您度過一個流連忘返的美好時光。 

 

 

 

 

小京都の湯みくまホテル 



小京都之湯三隈飯店 Mikuma Hotel 全館面河房，九州第一高露天溫泉 

三隈飯店日式旅館設有室內和室外溫泉浴池和均享有河景的日式客房。客房內設有桌以及帶榻榻米（草編）地板的休息

墊。部分客房配有床，另一些則提供傳統的日式寢具。所有客房均配有 1 台平面電視、冰箱和帶洗浴用品的連接浴室。

九州第一高的總檜木湯屋,，為 50 公尺高，可眺望絕佳美景。 

 

 

 

 

 
 
  
稲佐山観光ホテル 

稻佐山觀光飯店 Inasa-yama Kankoh Hotel 眺望新三大夜景 稻佐山 

稻佐山夜景與函館夜景、神戶摩耶山夜景並稱為日本三大夜景，位於長崎市西北、海拔 332 米高的稻佐山以長崎最佳的

眺望景點聞名全國。不僅可以把被稱作“鶴之港”的美麗的長崎港一覽無餘，而且還可以眺望長崎市區。在晴朗的日子，

還可以遠望至雲仙、天草、五島列島的全景。夕陽西下、暮色漸濃之時，萬家燈火接連點亮的瞬間也是不能錯過的壯觀

景色，其美景就如同閃耀的鑽石傾瀉滿地，河面映照著燈景與山景，更增添長崎夜景神秘的浪漫。稻佐山觀光飯店位於

稻佐山的山腰，是觀賞長期感動夜景最佳位置，不論是白天或夜晚，都能欣賞到美麗景色。 
 

 

 

 
 
 
 
グランドハイアット福岡 

福岡君悅飯店 Grand Hyatt Fukuoka 福岡最大購物聖地博多運河城內 

此超五星級豪華酒店位於福岡最大購物聖地～博多運河城內，從氣宇非凡的外觀建築、摩登氣派的大廳設計，到舒適明

亮的寬敞客房，以及親切禮貌的貼心服務等，在在都讓您備感尊寵，享受至高無上的貴族禮遇。住宿於此，您不但能感

受到無比的尊貴，更可以享受飯店直通運河城的便利性，讓您自由穿梭於飯店和運河城之間，不論瘋狂購物亦或小憩歇

息皆無比盡興！  

 
 

 

 

 

 
 

ヒルトン福岡シーホーク 

福岡海鷹希爾頓酒店 Hilton Fukuoka Sea Hawk 眺望博多灣海景 都市景観 100 選 

福岡海鷹希爾頓飯店位於福岡，步行可前往人氣福岡巨蛋、王貞治棒球博物館、握手廣場。 福岡的頂級酒店不僅擁有無

與倫比的博多灣海景（Hakata Bay），還能俯瞰日本西大門福岡市的都市景觀和福岡塔。 

 

 

 

 
 
 

貼心保証 

◎全程【二人一室】（含溫泉區），不必擔心與其它團員共住的麻煩與尷尬。 

◎精心企劃行程內容，全程【專業資深導遊】貼心為您服務，讓您與家人一同享受到溫泉及美食的歡樂行程。 

◎全程使用【綠牌營業車】， 搭乘【中華航空】，精緻優質的服務，高標準的飛安要求，讓您舒適又安全。 



  

 
                                                                                                                                                                   

第一天 台北(桃園國際機場)/九州(福岡空港) →海底龍宮城～赤間神宮→馬關條約的歷史舞台～春帆樓→

徒步穿越關門海峽！全世界唯一海底步行隧道散策→門司海峽博物館→浪漫門司港散策→玄海溫

泉或八幡溫泉                           CI110 06:50/09:55  (暫定，以航空公司公佈為準)  
 

 

 

 

 

 

 

【福岡】是離台灣最近的直飛點，只要 2 個小時左右就可抵達了，但福岡對國內遊客來說可能頗為陌生。事實上，

福岡不但是自古以來日本與中國在文化上交流的門戶，近年來還多次被選為「亞洲最佳城市」。比起東京的流行搞

怪或是京都的古都風情，福岡的觀光特色或許沒那麼明顯，但對同樣來自高度都市化的台灣人來說，福岡市區的舒

適潔淨是相當討喜的。 

【赤間神宮】位於壇之浦北面的半山腰上，紀念第 51 代天皇所建，其水天門為仿海底龍宮的獨特的設計，是其他

神宮所罕見。也是日本歷史上兩大勢力－平氏與源氏的最終大戰之地壇之浦古戰場。 

【春帆樓】座落於關門海峽岸旁山坡的腳下，地勢稍高於前面的建築物，從樓上可臨眺往來的船隻，百餘年前取名

為春帆樓。這座四層高的建築，以金黄色瓦片蓋頂，在鄰近的樓房中別樹一格，頂層較小，卻曽是昭和天皇和皇后

的御用房間，下面一層是客房，連貴賓室共祇有十間，二樓是會議廳，地面是旅館大堂，也售賣旅館的紀念品，二

○○一年夏天大堂方重新裝修完竣。從正門出來，左側是建於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日清講和記念館，右側是敘述春

帆樓沿革的碑石，史蹟春帆樓，非虛也。 

【關門海峽海底步行隧道】從日本本州到九州只要走路 15 分鐘就可以到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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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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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完大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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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上非常罕見的可步行通過的海底隧道。 

【關門海峽博物館】作爲其中心設施而建，介紹海峽的歷史、自然和文化。2 樓至 4 樓有模仿海底建造的通風式“海

峽中廳”，它以充滿幻想和動感的方式介紹關門海峽的歷史，帶參觀者遨遊不可思議的時空之旅。另外還有再現大

正時代建築物和街區的“海峽懷舊大道”、“海峽歷史回廊”、“實時關門海峽”、“海峽兒童廣場”、“市民交

流畫廊”和“海峽餐廳”等設施。 

備註：如關門海峽博物館因休館或不可抗力之因素無法前往，將改為參觀「九州鐵道紀念館」，敬請見諒 

【門司港】是日本從日本明治代至日本大正時期作為國際貿易港口而繁榮發展，是連接日本本州與歐洲、中國及九

州地區的通道，於日本明治 22 年(1889 年)設置。早期所遺留下來的古蹟，使這裡成為處處充滿懷舊風情的觀光景

點。在重新開發之際，這一區的歐式建築經過以日本大正時期的懷舊復古風修復和復原的重新包裝，使得整個地區

洋溢著濃濃的懷舊風，改稱為門司港懷舊地區後所展現的重新面貌吸引不少日本國內遊客到此參觀。國土交通省都

市景觀百選。 

 

※本日若因航空公司或不可抗力因素，而變動航班時間及降落城市，造成團體行程變更或增加餐食或減少餐食，本

公司不另行加價，亦不減價，敬請見諒。 

 住宿：玄海皇家或八幡皇家 或同級  

      貼心提醒【日本網購旅客注意事項】 

請有需要網購的旅客務必在入住前先與飯店確認是否有代收商品的服務，在得到飯店首肯後，回信告知約有幾件

商品會寄往飯店，讓飯店人員了解大概的情況，旅行社無法代為處理相關手續，等到飯店回覆同意後才能進行網

路下單訂購商品，由於這是旅客與網購業者及飯店之間的聯繫，旅行社及隨團導遊不負責居間聯繫溝通處理及所

有與旅遊無關的服務，如有發生貨品短少遺失等狀況請自行承擔風險，敬請諒察。 

http://www.crossroadfukuoka.jp/tw/event/?mode=detail&isSpot=1&id=4000000001365


 早餐：溫暖的家  午餐：下關名物~豪華河豚套膳  或日式

風味餐 

 晚餐：飯店內宴會餐或自助餐 

 

第二天 玄海溫泉或八幡溫泉→讓旅人感動的重要元素～別府湯布院藝術小鎮→九州第一美的溫泉湖～

金麟湖→地獄溫泉八景～國家認定名勝～美如仙境の海地獄→小京都之稱~日田→重要傳統建

造物保存地區~豆田町~懷舊街道散策→試飲見學～日田啤酒之森→日田溫泉 

 
 

 

 

 

 

 

 

※今日特別體驗＞＞品嘗日田啤酒之森の新鮮啤酒。 
 
【湯布院藝術小鎮】位於由布岳山腳下有晨霧和出泉之鄉的美稱，這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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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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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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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波無浪的寧靜氣氛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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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溫室利用溫泉熱氣，種植了亞馬遜河產的大王蓮等，

這裡還栽種了許多熱帶植物。 

【日田】日田市是位於大分縣西部的盆地，人口約 7 萬的小都市，市內有三隈川、花月川流經，日本江戶時期曾為

幕府的直轄地稱為「天領」，又稱之為九州小京都。日田市豆田町一帶是往返京都、博多和長崎之間的富商們以借

錢給諸籓大名們的金融業至富，同時發展這地區的地方產業和町人文化，創造出經濟與文化的精粹。 

【豆田町古街】位於大分縣西部盆地的日田市在江戶時代為幕府直轄地的「天領」，曾是九州政治、経済、文化中

心，現在則有「九州小京都」的美稱。值得慶幸的是，日田市在二次大戰時並沒有遭到空襲的破壞，所以完整留存

了長福寺、草野本家…等天領時代的建築，以及當時都市規劃的風貌，並在 2004 年被列為「傳統建築物群保存區」。 

【日田啤酒廠】九州日田是出名的水鄉，山澗岩水清冽甜美，2000 年春新設立札幌啤酒工廠，豐富的水和大自然

的恩惠，讓日田地區是做啤酒的理想環境，這裡有完整的製酒過程、發酵、儲藏等作業解說，讓您完全了解啤酒的

製造過程，並且可以品嘗新鮮的啤酒。 

【日田溫泉】以筑後川流域為中心而發展的溫泉、留有 400 年前的傳統建築物群的日田豆田，可看到古老懷舊的日

本，也可欣賞到傳統工藝。擁有符合水鄉之名的豐富自然美景。 

 住宿：小京都之湯三隈飯店 みくま 或同級  

 早餐：飯店內享用 午餐：日式風味餐  晚餐：★獨家體驗★安排三隅川『屋形船』 

         享用當地新鮮食材烹煮の精緻會席料理 

 

第三天 日田溫泉→日本三大稻荷神社之一～祐德稻荷神社→日本自然景觀百選之地〜千千石海岸→★

全台收視率冠軍外景節目！《綜藝玩很大》任務景點拍攝地：出島～穿越時空回到江戶時代～

特別安排和服體驗→長崎平和公園→長崎原爆資料館→日本三大感動鑽石夜景之一～稻佐山夜

景 
 
 
 
 
 
 

http://www.welcomekyushu.tw/event/?mode=detail&isSpot=1&id=9999900000574
http://www.visit-oita.jp/spot/spot0012.tc.html
http://www.beppu-jigoku.com/umi/
http://www.oidehita.com/
http://www.hita-mameda.jp/stroll00_top.html
http://www.sapporobeer.jp/brewery/shinkyusyu/
http://www.oidehita.com/


 
 
 
 

※今日特別贈送＞＞長崎蜂蜜蛋糕小點心。 

※今日特別安排＞＞穿越時空回到江戶時代～出島和服體驗。 

【祐德稻荷神社】此地與伏見稻荷神社、笠間稻荷神社並稱【日本三大稻荷神社】。佑德稻荷神社是日本三大稻荷

神社之一，當地人稱之爲"佑德"。該神社坐落在綠樹叢中，鮮紅的建築物，還有神殿，前殿，樓門等主要建築物也

都被塗上漆，十分引人注目。作爲衣食住的守護神受到大家的敬仰。在那兒，人們祈禱五穀豐登，商業興隆，家業

繁榮，漁業發達，,交通安全等，每年的參拜者多達 280 萬人左右。 

【千千石海岸】島原半島西邊入口、面向橘灣的千千石町為日本自然百選。千千石海岸為日本白沙青松百選之一，

夏天海邊，有很多海水浴場游客，熱鬧不已。江戶時代初期的藩主松倉重成開始築堤防、種松樹，作為今天的防風

林、防潮林，也是町民休憩的場所。 

【長崎】位於九州島的美麗港口城市，也是長崎縣的首府。它是離亞洲大陸最近的日本港口城市，許多世紀以來，

長崎一直在外貿上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同時在日本的鎖國時期，它也是少數幾個開放給限定國外貿易商進入的港

口之中最重要的一個港口。近代史中，長崎是繼廣島後，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第二個被原子彈炸毀的城市。 

【出島】1636 年，出島是江戶幕府鎖國時期為限制基督教宣教而建築的扇形人工島，在鎖國時代的 200 年間，更

是當時日本對西方世界唯一開放的貿易港口。這裡擁有調理餐廳、倉庫等將近 49 棟建築物，包括當年荷蘭商館人

員用餐的料理部屋、居住的空間、還有儲藏砂糖、染料的倉庫等，走在出島的街道上，自己就彷彿穿越時空進入江

戶幕府與外國交流的場景。 

★特別安排和服體驗：讓人彷彿走入江戶時代的出島則是幕府鎖國時期為限制基督教宣教而建築的扇形人工島，當

時是日本對西方世界唯一開放的貿易港口。如今可以看到10棟修復完成的建築，包括當年荷蘭商館人員用餐的料理

部屋、居住的空間、還有儲藏砂糖、染料的倉庫等，換上和服，走在出島的街道上，你也可以來上演一場穿越劇！ 
 

 

 

 

 

 

 

 

【平和公園】中央豎立著和投了就平祈禱雕像是公園的象徵。祈禱雕像抬高的手臂象徵著原子彈的威脅、張開的手

臂象徵和平，閉上的眼睛是為殉難者祈福。和平泉的周圍有世界各國贈送象徵和平的紀念碑。 

【長崎原爆館】二次世界大戰美軍在長崎丟了原子彈，戰後，長崎立即建立了原爆資料館，館內展示了原爆當時及

戰後的相關物品和相片，這些呈現都讓人彷彿置身當下，也讓世人了解當年受爆的慘狀和乞求和平等資料。 

【稻佐山夜景】與函館夜景、神戶摩耶山夜景並稱為日本三大夜景，位於長崎市西北、海拔 332 米高的稻佐山以長

崎最佳的眺望景點聞名全國。不僅可以把被稱作“鶴之港”的美麗的長崎港一覽無餘，而且還可以眺望長崎市區。

在晴朗的日子，還可以遠望至雲仙、天草、五島列島的全景。夕陽西下、暮色漸濃之時，萬家燈火接連點亮的瞬間

也是不能錯過的壯觀景色。被說成價值一千萬美元的夜景確實名不虛傳。 

 住宿：稻佐山觀光飯店   或同級    

 早餐：飯店內享用  午餐：道地鄉土料理釜飯+烏龍麵風味餐 

  【贈送】長崎蜂蜜蛋糕小點心 或日式風味餐 

 晚餐：飯店內日式會席料理或自助餐 

第四天 長崎→九十九島～2009 年新登場：KIRARA 海族館～挖珍珠體驗→有日本孔廟之稱，供奉日本學

問之神～太宰府‧天滿宮→免稅店→福岡最頂級規模最大之購物聖地〜博多運河城〜入住超五星

飯店 
 

 

 

 

 

 

 

http://www.inasayama.co.jp/index.php


 

【九十九島遊覽船】九十九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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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擁有 99 個島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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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IRARA 海族館】日本國內少見的室外大水槽【九十九島灣大水槽】內展示約有 120 種 130,000 隻生物。沒有屋

頂，光線是由日光直接照射為此水槽最大的特徵。水槽深處到水面，有迴廊式的走道包圍著大水槽，像是在海中散

步一般欣賞水中生物。【海豚戲水池】海豚在直徑 11 公尺的水槽表演，可體驗與海豚親密接觸、也介紹海豚身 體

能力和優秀頭腦的魅力節目。【水母交響樂廳】至今已約有 100 種水母於九十九島海域發現，打算準備 11 個水槽來

展示。 

【挖珍珠體驗】珍珠館挖珍珠體驗，看看您的手氣會不會挖到超級珍珠出土哦。 

【太宰府‧天滿宮】為日本一萬三千座天滿宮的總殿，寶物殿內有國寶「翰苑」，歷史館內記載菅原道真公一生的事

蹟，庭園內則有一株千年樟木、六千株梅樹及三萬株菖蒲花，美麗多姿，桃山時代的山型牆建築，使其成為日本重

要的文化財產，寺外更有一條將近 2000 公尺長的石道，兩側均是土產精品及飲食店，讓您眼花撩亂。 

【博多運河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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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放盡是琳瑯滿目的廣場內，您可在此盡情享受逛街購物的暢快樂趣，讓您不知該從何著手，如您想散散步，可在

廣場中的月光大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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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一

縷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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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事項：君悅飯店如逢周六、日本休假日前，改入住海鷹希爾頓飯店或是凱悅麗晶，敬請見諒。 
 

 住宿：福岡君悅飯店  或福岡海鷹希爾頓酒店  或 凱悅麗晶  或 同級 

 早餐：飯店內享用  午餐：自助餐 或日式風味餐  晚餐：日式風味餐 

 

第五天 福岡→頂級早餐(超高級、超尊貴、超享受) →深旅福岡恣意行~全日自由活動(自費)建議您可選擇：

1. 洽商訪友 2.SHOPPING 百貨公司或地下街→九州(福岡空港)/台北(桃園國際機場)       

                    CI117 20:35/22:20 (暫定，以航空公司公佈為準) 

今天晨喚後請帶著愉悅的心情接受飯店高級的自助式精緻百匯早餐服務，當您步入餐

廳時，領檯人員早已帶著甜美的微笑在門口恭候了。餐廳內所有的餐點、熟食均由一

流知名師父烘焙調製，跨國界的料理手藝讓來自各國的觀光客都給予極高的評價與讚

美，用餐的氣氛寧靜優雅，熱誠的服務令人感動，回想起昨夜商城內燈火通明人聲鼎

沸的模樣，格外有著一分對照的趣味。看著行色匆匆的上班族，再細細感受您在餐廳

的悠閒，所以就把這趟旅程的最後一個整天，全部留給時尚又美麗的福岡市吧。 

★全日自由活動 

建議自由前往：福岡市有三個主要的購物區段，天神站、博多運河城、還有博多 JR 站。【博多運河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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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放盡是琳瑯滿目的廣場內，

您可在此盡情享受逛街購物的暢快樂趣，讓您不知該從何著手，如您想散散步，可在廣場中的月光大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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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一縷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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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自由前往【博多 JR 站】相較之下比較「美味」一點。這裡充滿了往來福岡、

搭乘 JR的旅客，因此站內的兩個購物商城：東急手創及阪急百貨，都賣了各式各樣的甜食、便當、果醋、瓶裝酒

及紀念品，洋洋灑灑的，真的非常適合旅行者挑選。在這邊買個不貴、精緻、會令人開心的小禮，帶回台灣送給親

朋好友吧。或自由前往【天神商圈】福岡市的天神地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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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自由前往【福岡塔】高 234 米，在海濱塔中，以福岡塔的高度為日本第一。塔高 123 米處設有展望室，

可眺望福岡市美麗的街景。或自由前往【大濠公園】位於福岡城西，公園圍繞福岡城的護城河修建而成，造型仿杭

州西湖，總面積約 4.1 平方公里。園內設置有日本庭園、能樂堂、福岡市美術館、餐廳等設施。是日本僅有的幾個

水上公園之一，擁有一個周長約 2 公里的池塘，園內又以一座橋連接 4 個綠意盎然的小島嶼。池畔種滿迎風搖曳的

垂柳、花容秀麗的杜鵑，為整個公園增添不少美麗的氣息。以大濠公園為會場的花火大會也是福岡人夏天的盛事之

一。或自由前往【福岡瑪麗諾亞城】九州最高級的名牌 OUTET 購物中心，擁有 170 多家店舖從時尚的服裝到運動、

裝飾用品、室內裝飾等各種類型應有盡有。購物中心面向大海、景色優美，甚至還有摩天輪(JPY500)可搭，可一邊

http://www.canalcity.co.jp/cn/index.html
http://www.canalcity.co.jp/cn/index.html


吹著海風一邊享受購物樂趣。 
 

※本日若因航空公司或不可抗力因素，而變動航班時間及降落城市，造成團體行程變更或增加餐食或減少餐食，本

公司不另行加價，亦不減價，敬請見諒。 

 住宿：溫暖的家 

 早餐：飯店內享用  午餐：為了您遊玩方便，發放日幣 1500 元  晚餐：機上精緻套餐 
  

行程備註： 

※團費不含：  

1.導遊、司機小費 (建議每天新台幣 250 元/人)  

2.行程表上未表明之各項開支，自選建議行程交通及應付費用。  

3.純係私人之消費：如行李超重費、飲料酒類、洗衣、電話、電報及私人交通費。 

※成團人數：16人以上方可成行並派隨團導遊隨行服務。 

※本行程餐廳將視餐廳公休日將略有調動，用餐時間依實際行程安排做調整，造成不便之處，敬請原諒。 

※本行程內容於印製前已致力提供正確無誤資料，對於因臨時變動而不及通知之處，請參考行前說明會資料內所附

之正確行程。 

※為了本次各位貴賓行程愉快順利，旅遊行程住宿及旅遊點儘量忠於原行程，有時會因飯店確認行程前後更動或互

換觀光點，若遇特殊情況或其他不可抗拒之因素以及船、交通阻塞、觀光點休假，本公司保有變更班機、行程及

同等飯店之權利與義務，不便之處，尚祈見諒！ 

※如貴賓為單 1 人報名時，若經旅行社協助配對卻無法覓得合住的同性旅客時（可能為兩人房亦有可能為三人房），

則需另補單人房差額，差額視住宿飯店之不同由旅行社另行報價，敬請了解並見諒，謝謝！最後，敬祝各位貴賓

本次旅途愉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