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九州美饌 5 日 

(伊勢龍蝦.鮑魚.三大螃蟹.鉄道記念館.單車湯布院) 

出發.售價:02/18  44,900 元 

◎ 全程飯店二人一室（含溫泉旅館），讓您感受不同的奢華享受，全程採用日本合法營業綠牌車，安全舒適有保障。  

◎【特色安排市場獨家，湯布院最豐富的行程內容，最充足的自由散策時光】 

 

  



 

 

 



 

    

 

【特色餐食】 

為了讓您體驗日本美食，我們為您安排各式特色日式料理：  

☆日式旅館飯店內精緻會席料理或豪華百匯自助餐 

『新年特別加晚宴酒水喝到飽』 

☆湯布院特色經典料理－食彩五衛門雞陶板御膳（價值￥2000.-） 

☆下關特色海鮮料理－河豚滿福御膳（價值￥2000.-） 

☆門司三大螃蟹料理－燒肉＋三大螃蟹(長腳蟹.帝王蟹.毛蟹)吃到飽喝到飽(含酒精飲料) 

『新年特別加贈一人一隻伊勢龍蝦+一顆鮑魚』（價值￥8000.-） 

☆博多膠原蛋白雙響鍋(膠原蛋白 V.S 豚骨湯頭)吃到飽  

『新年特別加贈一人一份長腳蟹.干貝』（價值￥3500.-） 



  

【注意事項】 

※本公司對同等級之飯店間入住選擇有最終決定之權利。 

※為考量旅客自身之旅遊安全，並顧及同團其它旅客之旅遊權益，年滿 70 歲及行動不便之貴賓，須事先

告知敝公司、且有能夠協助貴賓自力參與旅遊中各項活動之親友陪同參團，方始接受報名，不便之處，尚

祈見諒。 

※本行程設定為團體旅遊行程，故為顧及旅客於出遊期間之人身安全及相關問題，於旅遊行程期間，恕無

法接受脫隊之要求；若因此而無法滿足您的旅遊需求，建議您另行選購團體自由行或航空公司套裝自由行，

不便之處，尚祈見諒。 

※我們為維護旅遊品質及貴賓們的權益，在不變更行程內容之前提下，將依飯店具體確認回覆的結果，再

綜合當地實際交通等情況，為貴賓們斟酌調整並妥善安排旅遊行程、飯店入住之先後順序或旅遊路線，請

以說明會或最後確認的行程說明資料為準。 

※因氣候無法預測，故若遇大風雪、火山、颱風、地震等情況，則會以行程安全順利為考量，採緊急行程

應變措施，敬請見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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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敬祝各位貴賓本次旅途愉快！ 

※由於日本的團體房無法指定房型，所以有大床或三人房或相通房的需求，本公司會盡全力跟飯店爭取，

但無法保證。如飯店無法提供特殊房型，將以一般的雙人房(兩張單人床)，而三人房則提供雙人房加床(行

軍床比正常的床再小一點)，若是日式旅館的和式房則以相同房型多鋪一位的床墊方式作業，敬請見諒。 

※請務必詳閱各團的各項說明以確保您的權益。 

  

搭機參考航班(以下為本行程預定的航班時間，實際航班以説明會上確認的航班為準。) 

 
班機日期 參考航班 起飛城市 起飛時間 抵達城市 抵達時間 

1 2018-02-18(日) BR106 桃園機場 08:10 福岡機場 11:15 

2 2018-02-22(四) BR105 福岡機場 12:15 桃園機場 13:50 



行程內容 

第 1 天 台北/福岡→AEON MALL 福岡→水前寺成趣園→風靡全世界的超級人氣爆紅吉祥

物 KUMAMON～くまモンスクエア～熊本熊部長辦公室→阿蘇 

【AEON MALL 福岡】 

AEON 購物中心相信許多人都不陌生，中文名稱叫「永旺」。

距離機場約 15 分鐘，營業時間早上９點至晚上９點，餐廳部

分至晚上１１點，大大小小店鋪約２百多間，千萬別錯過這個

購物的好機會。 

【水前寺~成趣園】 

此處仿造東海道五十三次第江戶時代從江戶到京都的東海道五十三個驛站)和富士山的景觀。水前寺~

成趣園是熊本最具規模的日本迴遊式庭園，園內著名的景觀是以假山、水池和樹木。除了可感受到庭

園造景美感之外，亦可漫步於園中，別有一番風味。網址： 

【くまモンスクエア～熊本熊部長辦公室】 

熊本熊（日語：くまモン，英語：Kumamon），又譯為萌熊，日本九州熊本縣政府於 2010 年邀請當地

出身的作家小山薰堂及設計師水野學設計出來的地區吉祥物，為日本全國知名在地吉祥物的其中一個

角色，志在於九州新幹線全線通車後推動本土經濟與觀光推廣。推出不到三年，其認知度已經是全日

本第一，甚至超越了米奇老鼠及凱蒂貓。雖然身為吉祥物但卻是第一位有擁有官方身分的熊本縣公務

員吉祥物，職銜為營業部長兼幸福部長，也曾經由於減肥失敗於 2015 年一度被降職至代理營業部長，

之後經過認真檢討與努力工作後而復職，在日本各地甚至遠赴海外出席宣傳活動。它亦曾經在日本天

皇及皇后面前表演「熊本熊體操」，熊本熊推出的首兩年據日本銀行估計，已經帶來了 1,232 億日圓的

收入，當中包括各式各樣的熊本熊商品和額外的旅遊收益。在 Kumamo 熊本熊部長辦公室裡，有

Kumamon 平時上班辦公用的營業部長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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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餐點 早 敬請自理 

中 AEON 自理餐(發放代金￥2000.-） 

晚 飯店內用百匯自助料理(新年加贈酒水喝到飽) 

夜宿  熊本-阿蘇農場渡假村飯店 

第 2 天 飯店→【天空步道】九重夢大吊橋→日本女性人氣最愛～漫步湯布院小鎮【特別

加贈單車慢遊湯布院以及五衛門 700.-商品劵】～田園風光、湯布院車站(藝術、自

然、購物、美食)→夢幻景色、魅力之湖～金麟湖→夢幻英國芙蘿爾村→大分(別府

溫泉) 

http://fukuoka-aeonmall.com.t.vd.hp.transer.com/
http://www.suizenji.or.jp/
http://www.kumamon-sq.jp/


【九重夢大吊橋】 

九重“夢”大吊橋在大分中部的九重地區，一個海拔 777 公里

謎樣的高山在 2006 年 10 月開放了，這座大吊橋長 380 米,高

172 米,寬 1.5 米,是以步行者專用吊橋,而言日本最大的吊橋，橋

上所看到的景觀是蔚藍的天空和茂密的森林，一望無際像是飛

翔在森林之上。這座吊橋雖然非常的高，但因爲有大柱子支撐

著，所以再大的風也可以安全的承載著旅客,感覺不到搖晃，

這座吊橋可以同時承載著高達 1800 個人，穿越此大吊橋則需要 20 分鐘的時間，大吊橋上還可以看到

被票選進入日本百強瀑布中的”震動瀑布”不管任何時刻前往大吊橋都能看到因季節而不同的景色。 

【湯布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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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天慢遊湯布院特別加增單車慢遊，有別於市場散步慢遊湯布院，特別加贈１人１台腳踏車，讓你

體驗不同的湯布院。(單車慢遊為特別加贈，如天候狀況不允許或不想騎乘的貴賓，恕不再另行退費，

造成不便敬請見諒。) 

【湯布院車站】 

車站外觀是在平成 2 年 12 月由知名磯崎樣建築師所設計，以義大利翡冷翠的禮拜堂為主題，改建成歐

洲常用的十字形結構，十字交接處為挑高 12 公尺的透光高塔，將內部 40 坪的寬敞空間顯得相當明

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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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湯布院最著

名的湖泊。 

【夢幻英國芙蘿爾村】 

這個仿英國科斯沃（Cotswolds）地區打造的英式小村莊，結合了宮崎駿吉卜力的日式幻想風格與英國

鄉村風，您可以在村子裡看到愛麗絲夢遊仙境相關商品的店、彼得兔的寵物花園，還有宮崎駿作品~魔

女宅急便中的【琪琪麵包店】及魔女快遞服務。 

餐點 早 飯店內早餐 

中 食彩五衛門雞陶板御膳（￥2160.-） 

晚 飯店內用和風精緻會席料理(新年加贈酒水喝到飽) 

夜宿  別府灣 大和皇家飯店 

第 3 天 飯店→關門海峽→春帆樓→下關唐戶海鮮市場~品嘗當地最新鮮的海鮮料理→城下

町長府~和服體驗→村田蒲鉾店→懷舊風情~門司港懷舊地區巡禮→九州鉄道記念

館→小倉  ※(新年特別加贈一人一隻伊勢龍蝦.一顆鮑魚)晚餐享用三大螃蟹＋燒烤

吃到飽＋飲料喝到飽（含酒精飲料） 



【關門海峽】 

關門海峽是指本州地區的山口縣下關市和九州地區的福岡縣北

九州市門司區之間的海域。因處於海上交通要塞眾多的船舶通

過此海峽,最狹窄的海域只有約 600 米寬。是個因海流急而知

名的航海險處。跨過海峽兩岸的關門大橋全長有 1068 米,建為

六行車道,一到夜裡在彩燈映照下顯得非常美麗壯觀。在門司

港懷舊地區有專門的旅遊船在運行,具體的路線有關門海峽游

船路線和在江戶初期宮本武藏與佐佐木小次郎進行決鬥的嚴流島上岸路線。每年 8 月舉行海峽花火大

會時,眾多的遊客雲集此地觀看大會。 

【春帆樓】 

位於日本山口縣下關市阿彌陀寺町一間割烹旅館，鄰境赤間神宮旁、可眺望關門海峽的一處高台上。

此地原為醫院，之後改為旅館兼餐館，由伊藤博文題為現名、並在 1888 年成為現代日本第一間合法提

供河豚料理的餐館。春帆樓在華語圈為人所知，乃因此為中日《馬關條約》的談判與簽署地點。原建

物在 1945 年因戰爭空襲而燒毀，之後經過重建，即今所見之主建物，一旁則建有「日清議和紀念館」

以留紀念。經過多次經營權易手，現今的春帆樓是在日本各地提供高級和式料理的連鎖餐廳；下關總

店則仍設有旅館，為當地知名觀光景點。 

 【下關唐戶海鮮市場】 

既然來到下關，就不可不嚐嚐河豚料理。在下關有眾多販售河豚料理的店家，在此可以品嚐到剛捕獲

的新鮮魚料理，唐戶市場是日本首屈一指的海鮮批發市場，不僅這裡的河豚相當有名，鯛魚和鰤魚也

同樣出名。當地漁民會把野生捕撈的漁獲和人工飼養的魚拿到市場中販賣。 

 【城下町長府】特別加贈和服体驗 

在江戶時代，長府地區作為長府毛利藩的城邑而繁華一時，並且在江戶末期作為維新運動的舞台而聞

名於世。在飽經歲月風霜的街道中，仍然保留著武士住宅、土瓦牆、小胡同等日本江戶時代的風貌。 

 【九州鉄道記念館】 

門司港車站是九州地方鐵路的發祥地。 于 1891 年九州鐵路公司成立，開始建設九州地方第一次條鐵

路。此後九州地方的鐵道合併國營鐵路，現在成立了 JR 九州。。所以這站從很早就作為渡輪船碼頭繁

華起來。可是關門(門司與下關的簡稱)隧道開通以後，成為了單純的終點車站。 現在偏離了幹線,不過

門司港站附近很多保存的古老建築物。是懷念的地方從前的繁榮。曾經作為舊九州鐵道本社屋的建

築，現在展示著曾活躍的車輛、備品、和列車有關的制服和車站便當等物品。 匯集了九州鐵道的歷史

和文化。 還可以試開真正的迷你列車。 

 【門司港】 

支撐著近代日本歷史的港都－門司港，至今仍遺留著受到海外文化的影響而建成的古老建築。以作為

火車站首次被列為（預計至平成 30 年即西元 2018 年完工）國家重要文化財的門司港車站為首，悠閒

地來遊覽風情萬種的紅磚街道。 

餐點 早 飯店內早餐 



中 下關河豚滿福御膳(￥2160.-） 

晚 (特別加贈一人一隻伊勢龍蝦和一顆鮑魚)三大螃蟹＋燒烤吃到飽＋飲料喝到飽（含酒精

飲料）（￥8000.-） 

夜宿  小倉 RIHGA 皇家飯店  

第 4 天 飯店→一蘭之森『拉麵工廠見學』→太宰府天滿宮→免稅店~自由選購紀念品給親

朋好友→福岡～自由逛街博多運河城或天神中洲或博多車站商圈 

【一蘭之森】 

相當於 2 個東京巨蛋面積的園區中開設了拉麵博物館及工廠，

探訪此處可以了解一蘭擁有超高人氣的秘密。除了戶外的音光

茶庭、一蘭特有的每人一格獨立 counter 區外，還有依照昭和

各年代氣氛裝潢的三間「一蘭屋台」。名產部分，福岡限定、

售完為止的「一蘭袋麵」是必買品項，還有布丁、餅乾、明太

子等等甜鹹點心與特產，令人目不暇給。 

【太宰府】 

太宰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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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天滿宮的園中種植梅

樹，因此此處素有飛梅傳說的稱呼，而許多以梅製成的產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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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免稅店】在免稅店裡有琳瑯滿目的日本製商品任您選購，還有安排中文解說店員為您服務，如對商

品有不明白的地方，店員會親切的為您解答及服務，因此您可安心採買選購您所需要的商品。 

※本行程於福岡所使用之飯店以簡單整潔之商務旅館為主。 

餐點 早 飯店內早餐 

中 一蘭之森拉麵餐 

晚 (新年加贈長腳蟹一人一份)膠原蛋白雙響鍋(膠原蛋白 V.S 豚骨湯頭)吃到飽 

夜宿  福岡蒙特埃馬納 

第 5 天 福岡機場／桃園國際機場 

早餐後，整理行裝，懷抱著依依不捨難忘的心情，準備搭機返回台北溫暖的家，結束此次愉快的日本

九州之旅。 

餐點 早 飯店內早餐 

中 機上享用 

晚 敬請自理 

夜宿  甜蜜的家 

注意事項 

【備註】： 

 鑒於今年日本市場對大陸，東南亞市場開放，航班增飛，日本飯店供不應求，時常發生預定住

宿地區全部飯店滿房的狀況，故此如遇飯店滿房情形，本公司會極力安排協調替代之住宿地區



及飯店以保障旅遊品質並同時保留飯店可調整或同級之權利，敬請了解!! 

 團於出發後，在日本當地不可任意更改房型或取消，且無法退費，造成不便敬請見諒！ 

 本行程班機依航空公司作業規定 2018/02/15~2018/02/16，一經開票後均無法辦理退票,無退票價值,

敬請瞭解!! 

 如貴賓為單 1 人報名時，若無法覓得合住的同性旅客，則需另補單人房差額，敬請見諒！ 

 本行程交通、住宿、觀光點儘量忠於原行程，若遇特殊情況：如船、交通阻塞、觀光點休假、

住宿飯店順序調整及其它不可抗拒之現象，或因飛機起降的時間有所更動，為配合觀光點和餐

廳營業時間，行程有時會有所變動，但絕對以最順暢之行程作為安排，所以本公司保有變更行

程之權利；如遇中途自行脫隊或自動放棄參觀行程者，恕不退任何團體費用，不便之處，敬請

見諒。行程、班機時間及住宿飯店之確認均以說明會為主。 

 本行程最低成行人數為 15 人(含)、團體人數最多為 40 人(含)。 

 本行程全程使用「團體經濟艙」，座位區域是依照航空公司內部作業安排，恕無法指定座位，

如靠窗、靠走道或是同行者全數安排坐在一起等，敬請貴賓見諒! 

 本行程每日住宿所列可能入住飯店皆以同等級使用，並非代表等級差異或是選用順序，在不變

更行程內容之前提下，將依飯店確認回覆的結果，為貴賓們斟酌調整並妥善安排旅遊行程。飯

店入住之先後順序或旅遊路線，請依最後確認的行程說明資料為準。 

 日本新入境審查手續於 2007.11.20 起實施，前往日本旅客入境時需提供本人指紋和拍攝臉部照片

並接受入境審查官之審查，拒絕配合者將不獲准入境，請遵照領隊說明。 

 持中華民國護照進入日本為免簽證。但護照需在出發日當日起算有效期六個月以上，在此特別

請您務必再次檢查、確認您的護照，如為役男或接近役齡男子，請向所屬兵役管轄機構，加蓋

允許出境兵役章。 

 政府規定自 87.10.01 起，不得自海外攜帶新鮮水果入境，若違反規定除水果被沒收外將處 3 萬至

5 萬元罰款。 

 若有特殊飲食習慣，如吃素、兒童餐...等，請於開票前通知業務員，以便代為安排。 

 至國外旅遊均有付小費的習慣，以表示對服務提供者的致意與感激，這是一種禮貌；由於各地

區小費的習慣不一，請遵照領隊說明．(基本服務費導遊及司機每人每天共約台幣 250 元整〉(服

務費是各位貴賓給予領隊、導遊、司機等人員之肯定與鼓勵，感謝您的嘉許)。 

 電壓：日本為 100 伏特 AC，不過日本東部地區的頻率為 50 赫茲，西部的京都、大阪、名古屋

的頻率為 60 赫茲，各大城市的主要飯店都有 100 伏特和 200 伏特的電源插座，但是一般只能夠

插入雙腳插頭；琉球為 100 伏特雙腳插頭。 

 時差：日本比台灣時間快一小時。氣候：日本屬於溫帶海洋性氣候，北端位於亞寒帶，而最南

端屬於亞熱帶，大部分地區的雨季約在 6 月中旬至 7 月中旬，降雨量比其他時期多。春、秋兩

季氣候較為涼爽，需穿外套和薄毛衣。夏季炎熱，以短袖運動服裝等 輕便衣著為主。冬季寒

冷，需攜帶輕便大衣、保暖外套或厚毛衣等。 冬季【12-2 月】春季【3-5 月】夏季【6-8 月】秋

季【9-11 月】。 

 電話 : 

「日本打電話回台灣」先撥 001+010+886+區域碼(去 0)+電話號碼 

「台灣打電話去日本」先撥 002+81+區域碼(去 0)+電話號碼 日本到處都有公用電話，特別是在車

站和商業區周圍，共分紅、黃、粉紅和綠四種顏色。打公共電話可使用 10 日圓和 100 日圓的硬

幣以及電話卡。市內電話費為每分鐘 10 日圓，使用預付電話卡是最方便的方法。 

 本行程交通、住宿、觀光點盡量忠於原行程，若遇特殊狀況：如船、交通阻塞、觀光點休假、

住宿飯店調整及其他不可抗拒之現象，或因飛機起降的時間有所更動，為配合觀光點和營業時

間，行程有時會有所變動，但絕對以最順暢之行程作為安排，所以本公司保有變更行程之權

利：如遇中途自行脫隊獲放棄參觀行程者，恕不退任何團體費用！ 



 在秋天，因緯度、高度與溫度變化的關係會影響楓葉、槭葉變色的快慢；所以因出發日期不同

所看到的紅葉顏色會有所不同，請旅客理解！如因氣候因素導致紅葉不如預期，仍將前往景

點。如您報名參團，視同已接受本期間實際花期.紅葉情況，恕不接受以花期.紅葉情況做為取消

理由或客訴，敬請理解。 

※日本旺季期間人車較多，如因塞車影響部分行程順序或參訪時間，敬請見諒! 

【電話通訊】 

 市內電話：日本到處都有公用電話，特別是在車站和商業區周圍，共分紅、黃、粉紅和綠四種

顏色。打公共電話可使用 10 日圓和 100 日圓的硬幣以及電話卡。市內電話費為每分鐘 10 日圓，

使用預付電話卡是最方便的方法。 

 國際電話：在機場、飯店和大城市的主要車站都設有國際直撥電話，提供國際電話服務的公司

有三家，連接號碼分別是 0041、0061 和 001。和可以在所有的綠色和灰色電話機打國際電話，

這些電話卡可在聯鎖便利商店購買。撥 0051 可連接 KDD 公司 所提供的找人電話、對方付費和

信用卡付費電話等特殊服務，灰色電話機上的顯示屏，英、日語的使用方法說明。 

「日本打電話回台灣」先撥 001+010+886+區域碼(去 0)+電話號碼 

「台灣打電話去日本」先撥 002+81+區域碼(去 0)+電話號碼 

~~關於泡溫泉~~ 

 空腹、飲酒後或剛用餐完畢時不要入浴。 

 泡湯之前須先洗淨身體，通常溫泉畔都設有衛浴設施，但是不要用力搓洗，因為溫泉的鹼性相

當強，可能會造成皮膚不適。 

 孕婦、心臟病、皮膚病者或皮膚上有傷口者不宜泡湯，用腦過度、激烈運動後、熬夜隔天不要

猛然泡湯，可能會造成休克。 

 不常泡溫泉者，最好泡攝氏 41 度以下的溫泉，否則可能會造成身體不適，且為避免突然浸入熱

湯，可能引發腦貧血的危險，浸泡前先以熱湯淋濕頭部或身體。 

 泡湯最長時間以 15 分鐘為限，避免皮膚的水分油份流失，如果感覺不適，趕快起來沖個冷水。 

 泡湯後，身體儘量採用自然乾燥的方式，不要用毛巾擦拭，以保留皮膚上的溫泉成分。 

 浸泡溫泉每次入泡約 3-5 分鐘休息 3 分鐘就可，連續累計 15-20 分鐘對身體有療效。宜入浴前及

浴後多喝水較不會暈眩。 

 浸泡溫泉時應 2 人以上一起盡量避免單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