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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CI19813:00/17:00

集合於高雄機場辦理出境手續後，飛往日本空中玄關『福岡空港』。抵

達後專車接往下榻酒店休息。 

◎【福岡】是九州地區的經濟中心和交通樞紐，人口約 499 萬，面

積 4,972 平方公里。福岡市是九州地區的第一大城市。福岡歷史上

與中國交往較深，歷史遺蹟眾多。福岡市的博多、北九州市的小倉

城、門 司港、太宰府市的太宰府等，觀光景點豐富。 

   早  餐: xxx     午餐: xxx     晚餐：拉麵餐                                 

   住  宿: COMFORT／或 KKR／或東映／或 ARK ／或 華盛頓 ／或 中央 ／或                         

          SUTTON ／或  PRESIDENT ／ 或同級                                                                 
 

2

【虹之松原】沿着唐津灣生長的一片壯觀青

翠松原，因形狀就像彩虹一樣而得名。是日

本三大松原之一，松樹綿延長達 5 km，闊

約 1 km，總樹數約有 100万棵，景色優美。

最適宜駕車穿越松林兜兜風! 據說在 17 世

紀初頭，初代唐津藩主寺澤廣高為了防風、

防潮，在海岸線的沙丘上栽種了黑松林，成

為了今天這美麗的松景。 

【呼子朝市】日本三大

朝市之一，早上漁船停

港時聚集了許多商人前來選購新

鮮漁獲，商業往來頻繁形成一個

熱鬧市場，因此取名為呼子朝

市。全長 200 公尺的呼子朝市攤

販林立，可買到各式各樣的新鮮

漁獲、產季花卉蔬果等等，從每

天早上 7點半到 11點會禁止車輛進入，供攤販使用。

1989年呼子大橋完工後，在漁農單位的協力合作下，

將呼子朝市晉身為日本三大朝市之一，現在各單位組

成朝市協會積極推廣呼子當地的觀光。 

   天數/日期    地     點  航  班 起飛時間 到達時間 

第 01 天 

11/21 
高 雄  福 岡 BR 120  15:30 19:10 

第 8 天 

11/28 
福 岡  高 雄 BR 119  20:10 2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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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釜】被指定為國家天然紀念物，是

受到玄界灘的激浪侵蝕而形成的斷崖，

看到岸壁上 7 個巨大的洞窟，你會感受

到大自然的威力！最大洞窟的入口處有

3 米闊，深度長達 110 米多。遊客可以

乘坐七釜觀光遊覽船，進入洞窟，近距

離欣賞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七釜的上面

是設置有瞭望台和散步小道的草原，風

景一絕！ 

【御船山樂園】相傳是武雄藩第 28 代藩

主鍋島茂義為了建設別莊，而耗費 3 年

時間建造出來的庭園。整座御船山因為

形似唐朝時期的海船，故而命名為“御船

山”。此處是賞花賞紅葉的勝地。每年春

天， 2000 多棵櫻花及 20萬多棵杜鵑花一

同盛放，滿開的時間就好似一大片杜鵑花

地毯，再加上以彷如中國山水畫的御船山

斷崖為背景，景觀宏偉壯麗。這裡每年春

天都會舉行花祭，3 月中旬開始賞櫻，到

4月中開始賞杜鵑花，及紫藤花。 秋天的

時候，這裡的紅葉同樣是絕景。 

★由於全球氣候異常、自然生態環境難以準確評估，如

遇天候因素(下雨、颱風、氣溫..等等.)恕難保證楓紅之程

度，如楓紅程度不如預期，依舊會前往原景點單純欣

賞，若無法前往需要稍作變更時，敬請見諒。 

   早  餐: 酒店內     午餐: 日式料理     晚餐：日式料理或飯店內會席或自助餐                            

   住  宿: QUINTESSA ／或 長崎稻佐山觀光 ／或 NEW 長崎／或 假日／ 或 日昇      

           館／或  同級                                                                 
 

3
峠

【哥拉巴園】滿著西洋風情，可眺

望長崎港的哥拉巴園裡有日本最古

老的木造洋館－哥拉巴宅邸等 9 棟

西洋風建築，由於位處山丘，能夠

盡享長崎港灣美景，不僅是長崎最

著名的觀光地更是熱門情

侶約會聖地，據說，如果

情侶一起找到境內二處｢

心｣形石頭，兩人雙手碰觸

此石頭，將會帶來幸福。 

蘇格蘭出身的貿易商哥拉

巴對於日本產業近代化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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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相當貢獻，園內洋館建築有 3 棟已被日本指定為國家重要文化財，另外 6 棟明治時代

的建築可以讓人了解長崎居留地時代的軌跡，哥拉巴宅邸更是被認定為世界文化遺產之

一。 

【雲仙空中纜車】搭乘雲仙空中纜車，從仁田峠搭乘雲仙空中

纜車欣賞紅葉，標高 1080米，是雲仙內最好的欣賞紅葉地點，

360度的開闊視野，從移動的纜⾞眺望使全景更具魅力，於山頂

腑瞰整個島原半島，晴天時據說還可遠望到熊本的阿蘇⼭。 

【土石流淹沒小鎮遺址】在道駅 みずなし本陣旁有一個可以看

到被火山泥石流半掩埋的房子。再往上走是被火山碎屑流毀壞

大野木場小學。室內仍可見扭曲的金屬和玻璃碎片，但學校的

基本結構還是完整的。學校旁邊有一個小紀念館，展示出一些關於火山噴發的圖片和說

明。還有一個觀景台，可以看到山頂和泥石流溝。 

★由於全球氣候異常、自然生態環境難以準確評估，如遇天候因素(下雨、颱風、氣溫..等等.)恕難保證楓紅之程度，如

楓紅程度不如預期，依舊會前往原景點單純欣賞，若無法前往需要稍作變更時，敬請見諒。 

   早  餐: 酒店內     午餐: 日式料理     晚餐：飯店內會席或自助餐                            

   住  宿: 熊本 ANA／或 熊本日航／或 THE NEW熊本(舊名:熊本新大谷) ／或        

           熊本 ARK／或 熊本 SEKIA／或 熊本 castle／或 熊本 riverside／或       

           熊本法華／或 熊本 KKR ／或  同級                                                                 
 

4

【水前寺公園】清澈的湧泉、優游的鯉魚，代表熊本的名園水

前寺成趣園(俗稱水前寺院公園)是位於祭祀歷代細川氏的出水

神社內 的桃山式池泉迴遊庭園，建於大約 360 年前 

【曾木瀑布】似要把層層疊疊的巖石削去似的湍急水流及其發出

的巨大聲響，讓遊客們被震撼地仿佛是被釘在了地上一般，移

不動腳步。公園周邊一帶均為自然公園，一年四季都有不同的

色彩，觀賞櫻花和紅葉的季節更是熱鬧非凡。 

【仙巖園】又稱為磯庭園，位在鹿兒島市區北邊沿岸的日式景觀

庭園。這庭園最大的特色在於利用櫻島及鹿兒島灣的自然風光

作為庭園借

景。庭園內

還有小池塘、溪流、神社及竹林。仙

巖園建於 1658年，是由日本江戶時

代(1603-1867）最富裕且具強大

勢力的島津氏家族所建造的

庭園。島津氏統治薩摩藩

（現在的鹿兒島地區）長達

700年，直到 1868 年日本結

束封建幕府時代後才結束其

支配。即使日本進入近代後，島

津氏也是最早採用西方科學及技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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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之一，因此在政治上仍具有強大的影響力。 

【有村溶岩展望所】位於鹿兒島縣的櫻島的「南岳」地區。「南嶽」是整個櫻島持續噴發

最頻繁的地方。1946年火山噴發流出大量的熔岩,在「南嶽」地區形成了一個類似於丘陵

一樣的地區。從有村溶岩展望所可以 360度觀看到整個櫻島的全景。天氣晴好的時候,還

可以看到持續冒煙的火山口。在堅硬的熔岩上,竟然生長出了野生的黑松樹,整個場面十

分詭異。由東向西延伸有 1000多米的熔岩大道,可以在此遊玩休息。 

★由於全球氣候異常、自然生態環境難以準確評估，如遇天候因素(下雨、颱風、氣溫..等等.)恕難保證楓紅之程度，如

楓紅程度不如預期，依舊會前往原景點單純欣賞，若無法前往需要稍作變更時，敬請見諒。 

   早  餐: 酒店內     午餐: 日式料理     晚餐：飯店內會席或自助餐              

   住  宿: 霧島 ROYAL／或 PLAZA ／或 國際 ／或 同級                                 
 

5

【霧島神宮】霧島之所以名 

「島」，是因為這裡的山脈常被 

雲霧環繞，隱約可見的山峰有如 

在海上浮起的小島般。霧島也是 

與神靈有著深厚淵源之地，自古

以来傳說為「天孫降臨之地」，傳說日本是由這裡

開始的。霧島神宫是尊奉天神最高級别的神社。霧

島神宫據說是 6世紀時為了祭祀建立日本皇朝的天

神瓊瓊杵尊而建。而現在的神殿是 18 世紀時重建

的。霧島神宫被指定為國家級的重要文化財產，不

僅是日本國內外遊客，會慕名而來只為一睹神宫的風采。古木参天的参拜道旁供奉著一

尊「沙石」，這尊「沙石」是日本國歌「君是代」中被歌頌，也是精神的寄托。安静肅穆，

氣氛荘嚴的朱洪色殿宇坐落在郁郁葱葱的森林之中，穿過参拜道右手邊有一颗古杉樹，

被稱為“御神木”。這棵高約 37公尺的杉樹，據說有 800年的樹齡，默默地守候著神宫

https://www.japanhoppers.com/zh_tw/kyushu_okinawa/kagoshima/kanko/2250/
https://www.japanhoppers.com/zh_tw/kyushu_okinawa/kagoshima/
https://www.japanhoppers.com/zh_tw/kyushu_okinawa/kagoshima/kanko/345/
https://www.japanhoppers.com/zh_tw/kyushu_okinawa/kagoshima/kanko/345/
https://www.japanhoppers.com/zh_tw/kyushu_okinawa/kagoshima/kanko/2250/
https://www.japanhoppers.com/zh_tw/kyushu_okinawa/kagoshima/kanko/345/
https://www.japanhoppers.com/zh_tw/chugoku/yamaguchi/


11 

的日日夜夜。傳說“御神木”

上住著一尊神明，仰望杉樹，

如果您是“有緣人”就一定

可以感應到其中的奥妙。霧島

神宫有名的“靈地”，在這祈

福可以保佑「家庭平安」「事

業顺利」。 

【高千穗峽】過去阿蘇火山噴

發出的火山碎屑流沿著五瀨

川流動，急速冷卻後形成柱狀

節理，造就了高千穗峽溪谷壯

麗的懸崖景色。 

高千穗峽於 1934 年（昭和 9

年）11月 10日被指定為國家

名勝、天然紀念物,自古以來相傳高千穗町正

是天孫降臨之地，是座充滿神話與傳說色彩

的城鎮。 秋冬季節舉行的夜神樂便是源自於

神話，是當地廣負盛名的活動。流貫盆地中

心的溪谷四面是險峻青山圍繞，壯麗景色震

撼人心。饒富變化的地形，一年四季都能欣

賞到雄徫的自然美景。 

【仙醉峽】如其名，連仙人都不禁醉情 5 萬

株開於此處的「深山霧島杜鵑」散發的美麗

和芳香。仙醉峽位於阿蘇山中嶽和高嶽北麓

的峽谷，由阿蘇山火山噴發時的岩漿所形

成，可謂是大自然的藝術傑作。。 

【菊池溪谷】夏季平均水溫只有 13 度的菊

池溪谷被稱為天然冷氣。春天綠意盎然，

夏季避暑，秋季楓紅，冬季霧冰之花綻放，

是一年四季都深具吸引力的森林與溪流。

在潺潺流水與鳥兒的歌聲中，能夠盡情釋

放自己的身心靈。 

★由於全球氣候異常、自然生態環境難以準確評估，如遇

天候因素(下雨、颱風、氣溫..等等.)恕難保證楓紅之程度，

如楓紅程度不如預期，依舊會前往原景點單純欣賞，若

無法前往需要稍作變更時，敬請見諒。 

 

 
 
   早  餐: 酒店內     午餐: 日式料理     晚餐：飯店內會席或自助餐              

   住  宿: 南阿蘇休暇村／或 阿蘇格蘭／或 阿蘇 VILLA PARK／或 阿蘇 PLAZA／或    

           阿蘇 HOTEL／或 阿蘇 FARM LAND／或同級                                    

 

菊池溪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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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九重夢吊橋】九重

夢⼤吊橋位於⽇本九

州大分的鳴子川溪

谷。它高懸在溪谷上

空，橋面距水面高達

173 米，全長為 390

米，橋面寬 1.5 米。

這是日本最高、最長

的人行天橋，橋面設

計負載為 1800位成人

的重量。透過橋面板

中部的鋼格柵可向下

觀賞谷底溪流，站在橋上還可遠眺百選名瀑之⼀的「震動瀑布」，秋季前往，還可看到

九醉溪的紅葉美景。 
※ 九重夢大吊橋如逢維修、天候或其他不可抗力因素，並退回團體料金日幣(大人 500 小孩 250 不

含嬰兒)。 ※ 另參觀吊橋時依規定遇雨不得撐傘，建議可準備輕便雨衣。 

【湯布院藝術小鎮】有許多美術館及畫廊，是一座寧靜優雅的山中溫泉城鎮，四周環繞

著雄偉的由布岳，街道充滿藝術的氣息，在日本常榮登「最想去的溫泉區」排行榜，也

是日本女性票選最喜愛的旅遊地之一，這個古老的小山城洋溢著悠閒的渡假氣氛，湖光

山色的自然美景引人入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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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湯布院地區最具代表性的觀光景點之一，當陽光照耀在清澈的湖面時，所產

生的折射彷彿金色魚鱗般的閃爍而得名，終年自湖底湧出的溫泉，造成湖上白霧迷濛的

景象，更是如同夢幻仙境一樣迷人，這一帶充滿情趣的風景，深深地迷戀了與謝野晶子

和北原白秋等眾多著名日本文人墨客，

是湯布院最著名的湖泊。 

【別府鶴見岳】鶴見岳自然公園「四季

の里」，擁有豐富的自然景觀，也是櫻

花和紅葉的名勝地。可以透過各種樹木

等親自感受四季的變化和大自然的恩

惠。從鶴見岳山上的各個展望台可以看

到九重連山和由布岳等季節的表情變

化，一年之中都可以盡情享受到絕景。     

★由於全球氣候異常、自然生態環境難以準確評估，

如遇天候因素(下雨、颱風、氣溫..等等.)恕難保證楓

紅之程度，如楓紅程度不如預期，依舊會前往原景點

單純欣賞，若無法前往需要稍作變更時，敬請見諒。 

   早  餐: 酒店內     午餐: 日式料理     晚餐：飯店內會席或自助餐              

   住  宿: Aile 或 ROYAL ／或 龜乃井 ／或 PASTORAL ／或 太陽谷別館 ／或        

          風月 ／或 山乃湯／ 或同級                                                   
 

汤布院

童话村

汤布院

童话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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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耶馬溪】是坐落在大分縣中津市的山

國川上中游流域 的溪谷。作為名勝景點

十分有名,被選定為日本三大奇勝和新

日本三景之一。1950年一帶被指定為耶

馬日田英彥國定公園。耶馬溪根據地

域分為本耶馬溪、深耶馬溪、裏耶馬

溪、奧耶馬溪、椎屋耶馬溪、津民耶馬

溪等,一目八景位於深耶馬溪。一目

八景的名字是因一眼可以眺望海望

嶺、仙人沿、嘯猿岩、夫婦岩、群

猿山、烏帽子岩、雄鹿長尾嶺、

鷲之巢山這八個景點而來。在位

於蕎麥屋以及旅館、溫泉設施等

中心位置的一目八景展望台可

以盡情欣賞風景。耶馬溪—一目

八景是耶馬溪中最風光明媚的

地域,從楓葉嫩芽的新綠號繁花

似錦的紅葉期,一年四季都可以

欣賞色彩鮮明的景。 

【競秀峰~青之洞門】位於面朝

山國川矗立之「競秀峰」山腳下

的洞門（隧道），為大分縣指定

歷史遺跡。當時河畔僅有鎖鏈的

斷崖絕壁上常有人馬滑落喪

命，禪海法師出於憐憫之心，從

1730年(享保 15年)左右開始挖

鑿隧道，歷經 30 多年的歲月，

在 1763年(寶曆 13年)完工。據

說「只用鑿子和錘子花了 30 年

鑿穿」，開通後並向通行者徵收

通行費，因此也有一種說法認為

這個洞門是日本最古老的收費

道路。 

光影の自然美光影の自然美

https://www.japanhoppers.com/zh_tw/kyushu_okinawa/oita/
https://www.japanhoppers.com/zh_tw/all_about_japan/nature/196/
https://www.japanhoppers.com/zh_tw/kansai/ise/kanko/1748/
https://www.japanhoppers.com/zh_tw/all_about_japan/accommodation/223/
https://www.japanhoppers.com/zh_tw/all_about_japan/hotspring/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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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溪石園】日本花園面積為 20,000

平方米，建於 1987年，以紀念庫拉

瑪山口大壩的建成。公園使用成千

上萬的石頭和水壩來重建庫拉瑪山

口的山澗，超過 10萬種樹木，池塘，

岩石，瀑布等與季節相協調。請享

受光影的自然美。 

【猿飛千壺峽】這是一種自然模

型，由山脈河流的三位一體，河床

上的多年生安山岩和小石頭組成。

多年來，天然山溪造成的無數大小

坑洼都蔓延到了峽谷的底部。名字

“Saruhi”之所以被命名是因為很久

以前，一隻山猴出現並從岩石飛到岩

石。國家指定的天然紀念物。 

【豆田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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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田市天領時期繁榮的情景至今還

留存在這日田市豆田町，古早日本江戶

時期的建築現在也相當完整地保留在豆

田町懷舊街道之中。古厝街道上並排著擁

有海鼠壁(まこ壁)的商店，每家各具特色，

古色古香的懷舊街道，非常適合漫步遊覽。 

【秋月城】於 1623年由黑田長政的遺命而

建，以來，秋月城是歷代秋月藩主的居

城。這是個陣屋形式的小城。現今，在被

稱爲瓦板的大手門建有成爲垂裕神社山

門的黑門。後門的長屋門是唯一位置沒變

的建築物。【大興善寺】坐落於佐賀縣與

福岡縣邊界的契山山腳，是擁有將近 1300

年以上歷史的古剎，這裡因春天杜鵑花盛

放的場面美不勝收(4月下旬～5月上旬)，但其實這裡同時是佐賀縣內的紅葉名所之一。

由 11 月中旬至 12 月上旬，大興善寺都會被火紅的楓葉及黃澄澄的銀杏樹葉包圍，景色

之美令人難以忘懷，而且有數天還可以欣賞到動人的夜楓! 

★由於全球氣候異常、自然生態環境難以準確評估，如遇天候因素(下雨、颱風、氣溫..等等.)恕難保證楓紅之程度，如

楓紅程度不如預期，依舊會前往原景點單純欣賞，若無法前往需要稍作變更時，敬請見諒。 

   早  餐: 酒店內     午餐: 日式料理     晚餐：日式御膳料理或自助餐            

   住  宿: COMFORT／或 KKR／或東映／或 ARK ／或 華盛頓 ／或 中央 ／或          

           SUTTON ／或  PRESIDENT ／ 或同級                                          

猿飛

千壶峡

猿飛

千壶峡

大興善寺
火紅の楓葉
黃澄澄の銀杏

大興善寺
火紅の楓葉
黃澄澄の銀杏

秋月城
の楓葉

秋月城
の楓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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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禅寺の楓葉見頃

光明禅寺の楓葉見頃

 

8

【友泉亭公園】友泉亭公園屬於池泉回遊式日本庭園，六代福岡藩主黑田繼高在舊早良

郡田島村所建設的別墅， 是日本有名的建築物。 

【免稅藥妝店】店內有馳名豐富的禮品，琳瑯滿目的物產供您選購。或可自用或饋贈親

友。八天的愉快旅程就在此畫下完美的句點。 

【光明禪寺】在知名太宰府天滿宮旁邊有一禪

寺，名叫光明禪寺，也是當地人的賞楓聖地。

光明禪寺是九州唯一以枯水山庭園為造景的

禪寺，而人們稱這寺叫苔寺，皆因寺內的枯山

水加入了一片片的茵茵苔草。甚麼是枯山水? 

枯山水是乾枯的庭院山水景觀，主要以山石和

細沙碎石佈景，以象徵自然界的各種景觀。紅

葉，大石，細砂相映成趣，禪韻幽情引人入勝。

由於在禪寺，來這被枯山水的枯淡寂靜感染，

週遭的旅人都不期然靜下來好好欣賞眼前的

美景。 

【天神鬧區•地下街】褔岡天神地下街（渡邊

街）是褔岡市內也是九州地區最大的地下繁華街，是一條南北走向的地下街，長約 600

米，共有 1~12號的 12條小街。地下街內有時裝店、首店飾、雜貨店、書店、 餐飲店等

100 多家各種店鋪。天神地下街按 19 世紀歐洲風格設計，南歐的石板道、唐草花紋的裝

飾天井，總體氣氛十分優雅，為顧客提供良好的購物環境。 

隨後前往＜福岡空港＞，搭乘豪華客機飛往溫暖的家，帶著依依不捨的心情及甜美的回

憶，結束此一愉快又豐富八日之旅，祝福各位旅客旅途愉快。 

★由於全球氣候異常、自然生態環境難以準確評估，如遇天候因素(下雨、颱風、氣溫..等等.)恕難保證楓紅之程度，如

楓紅程度不如預期，依舊會前往原景點單純欣賞，若無法前往需要稍作變更時，敬請見諒。 
 
   早  餐: 酒店內   午餐: 涮涮鍋自助式料理或洋和自助式料理    晚餐：機上簡餐  

   住  宿: 甜蜜的家                                                                    
 
 

 

 

出發日期 : 11/21 
    

售價 :  NT$  55000  
 

 (不含司機、導遊小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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