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電話 : 02-2563-4633 & 02-2571-5838 

傳真 : 02-2562-2269 

地址 : 北市中山區松江路 152 號 6 樓 603 室 

 

六人成行【九州】5 日 
~無購物‧日本夜景遺產‧採果‧OPAM 美術館~ 

每人售價 出團日 

NT:49,900 (含導遊小費) 9/3、9/17、9/24、10/01、10/15、10/22 

NT:51,500 (含導遊小費) 8/20、9/10 

 

行程特色 

 
 

 



 
 

 
 

 
 



 
 

 
 

 



 
 

 
 

 



 
 

 



 
 

參考航班    正確航班 以出發日期實際訂出訂到為主 

天數 出發時間 抵達時間 起飛-抵達城市 航空公司 航班編號 

第 1 天 06:40 10:05 桃園 TPE / 福岡 FUK 台灣虎航 IT240 

第 5 天 10:55 12:25 福岡 FUK / 桃園 TPE 台灣虎航 IT241 

 

行程內容 

第 1 天 桃園機場 / 福岡機場→宮地獄神社→小倉城（上天守閣）→門司港懷舊街

區 

【宮地嶽神社】日本航空(JAL)請到國民偶像團體「嵐」到此地拍攝新廣告。宮地嶽神社供奉的主神是“息

長足比賣命”，被認爲是保佑生意興隆、開運的神社，每年有約 220 萬參拜客來訪。氣派的注連繩有 5 

噸重，和大太鼓和大鈴一起被稱爲是宮地嶽神社的“三個日本第一”，十分有名。回家路上從階梯往下

看，可以看到遠處的城市和海洋，「光之道路」堪稱絕景。 

【小倉城(上天守閣)】小倉城的天守閣外觀是唐式構造，質樸而豪爽。創建者是於 1600 年開始管治豐

前和豐後地區，收入爲 40 萬石的細川忠興。從 1632 年小笠原忠真開始管治小倉城。一直到明治時代，

經過 10 代約 230 年的時間，這裏一直是小笠原一族的居城。 

【門司港懷舊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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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及九州地方的通道，於日本明治 22 年(1889 年)設置。門司港也是九州鐵路的起點，

更是日本最古老車站的 JR 門司港站和其周邊地區興起了許多海運公司和貿易公司等歐式建築。後因海

底隧道開通使用，因為聯絡港的功能被取代而沒落，但早期所遺留下來的古蹟、歐式建築歷經世代演變

至現今的懷舊復古風，街上漫步隨處可見新舊建築交雜融合，享受古典又現代的氣氛，整個地區洋溢著

濃濃的懷舊風，亦是日本國土交通省都市景觀百選景點。 

住宿：麗佳皇家酒店 或小倉車站飯店 或 Premier Hotel Mojiko 或同等級旅館 

早餐：機上簡餐 中餐：方便遊玩敬請自理 晚餐：方便遊玩敬請自理 

 

第 2 天 漫畫博物館（含門票）→旦過市場→羅漢寺（含上下纜車）→昭和之町 
【漫畫博物館（含門票）】北九州市漫畫博物館是一座展示和傳播聞名世界的日本漫畫的美術館。北九

州市以著名漫畫家輩出而聞名，博物館內收藏的漫畫作品和相關資料，以與北九州市有淵源的作家的作



品為主，種類繁多。館內設有共 5 萬餘冊漫畫的閱覽區，是漫畫愛好者交流漫畫信息的好地方，另外還

有漫畫教室，也會舉辦介紹漫畫家以及漫畫的歷史的展覽會等活動。 

【旦過市場】從大正時代就一直持續至今的北九洲市的廚房。不僅有豐富的漁獲、蔬果，就連乾物、雜

貨也是應有盡有，共計 120 於 間的店舖讓此市場永遠都充滿著活力。若想要品味北九洲市美味的話， 就

一定要走一趟此處。 

【羅漢寺(含上下纜車)】位於羅漢山山腰上的羅漢寺是曹洞宗的寺院，也是日本三大五百羅漢寺廟之一，

與川越喜多院、足利德藏寺並稱。羅漢寺的歷史可追溯到西元 645 年，由印度的法道仙人開宗之寺院在

岩山洞窟中修行，內部擺列著各式各樣表情的五百羅漢石佛，代表寺內收藏了許多羅漢像，羅漢寺內據

說有 3770 尊羅漢像，收藏的數量相當驚人。傳說在這一堆石像中會找到跟自己的親友相似的羅漢，來

到這類的時候請務必找找看，一定會非常有趣的。同時可以寫上願望的飯杓也是這裡的特色，飯杓是在

呈飯的時候使用的道具，在日語中呈飯這一個動詞跟救濟的發音是一樣的，所以有著了在飯杓上寫上願

望的話就會得到幫助的意味。 

【昭和之町】豐後高田自從江戶時代開始就擔負海上運輸的角色，到了昭和時代仍有許多來自「京阪神」

的運輸船停靠，但曾經紅極一時的繁華城，終究敵不過時代的演進而逐漸沒落。歷經明治、大正、昭和

等時代，在國東半島上是數一數二繁榮的區域。所幸在 2001 年當地居民重新打造了「昭和之町」，裡

保留了昭和時期（1926～1989） 風貌的商店街，同時也是電影《解憂雜貨店》之拍攝地。 

住宿：住吉濱渡假酒店 或 Hotel Solage 大分日出 或衫乃井或同等級旅館 

早餐：飯店內早餐 中餐：方便遊玩敬請自理 晚餐：飯店內自助餐或套餐 

 

第 3 天 杵筑城下町→湯霧展望台→海濱砂浴（含砂浴體驗）→OPAM 美術館（含

入場門票） 

【杵筑城下町】杵筑市至今仍保留江戶時代風情，其南北保有武士宅邸群、石板坡道等等景物的城下町。

讓眾多歷史學家評為「日本第一城下町」程度，江戶時代的氣氛景象還相當濃郁。杵築市是位於日本大

分縣東北部國東半島的一個城市，與大分市隔著別府灣相對。江戶時代為杵築藩松平氏的城下町，並在

廢除藩置縣後成為國東半島的政經中心。東邊是伊予灘，南邊是別府灣的東南部，有著美麗景緻的海岸

線。北邊是國東的兩子山連綿的山峰，西邊有鹿鳴越山系與雲之岳等，西北部是被 200 公尺至 600 公尺

級的群峰所圍繞，形成擁有豐饒自然的山間地帶。杵築城的地勢南北高中央低，兩側高地稱為南台、北

台是修築武家屋敷的位置，中央較低的位置就是商店林立的城下町，也因為這樣的建築格式，杵築城下

町又稱為「三明治城下町」。 

【湯霧展望台】NHK 票選 21 世紀最想留住的日本風景僅次於富士山於第二位，同時也被指定為“日本

夜景遺產”。白天或夜晚站在展望台眺望別府市區的溫泉炊煙裊裊，隨著時間陽光變化景緻皆有不同，

亦是攝影的最佳地點。 

【海濱砂浴(特別贈送砂浴體驗)】別府海濱沙浴從古代的文獻中記載的建治 2 年 (1276)，相傳一遍上人

來訪九州時初次登錄此地。別府市最初在此地經營海濱浴場是在昭和 61 年，穿著浴衣埋在高達 80 度~90

度的溫泉加熱的砂堆裏，因為熱和壓力使得熱汗淋漓，可以得到相當於泡天然三溫暖的效果，對全身美

容等有效。 

【OPAM 美術館(入內參觀)】獲得日本 JIA 建築大賞的大分縣立美術館由曾榮獲普立茲克建築獎的建築

大師坂茂設計。以「相遇及五官感覺的博物館」為展覽主軸。由成格狀的木材與玻璃窗所構築而成的白

色外觀，令人印象深刻。著手設計的是在日本國內外都十分活躍的建築家．坂茂。館內各處都能見到以

大分縣名產──竹子工藝為主題的的設計。以「就像在自家客廳的美術館」為設計概念，即使不欣賞藝

術品，也能輕鬆來晃晃的藝術景點。收藏品以日本近現代美術作品為中心，數量大約有五千項。其中以

福田平八郎、高山辰雄及朝倉文夫等人的作品最為充實。 

住宿：三愛高原酒店 或 WAKABA 或壱之井 或玄河或同等級旅館 

早餐：飯店內早餐 中餐：方便遊玩敬請自理 晚餐：飯店內自助餐或套餐 

 



第 4 天 大觀峰→阿蘇火山口→季節採果→福岡市區 

【大觀峰】大觀峰是內牧溫泉東北方的北外環山的最高峰。從前大觀峰曾被稱為遠處的鼻子。到了大正

11 年 5 月在小島內牧町長的邀請下，著名作家德富蘇峰將此山命名為大觀峰。在此可以看到阿蘇五嶽和

久住連綿起伏的山峰，在天氣條件合適的情況下還可以看到壯觀的雲海。特別是從此處遠眺，阿蘇五嶽

相連的雄姿宛如釋迦涅磐像般神秘。從展望台遠眺，阿甦的街景盡收眼底。這裡還設有天體觀望的場所，

在標高 936 米的外環山的最高峰設置了展望台。 

【阿蘇火山口】南北長 24 公里，東西長 18 公里之廣闊壯麗的火山口。周圍還延伸出 4 公里凹凸不平的

溶岩。在火山口的中央聳立著阿蘇五嶽（根子岳、高岳、中岳、烏帽子岳、杵島岳）。在這五嶽之中，

冒著白煙現在還很活躍的是中岳。世界最大的火山口中聳立的中岳，直徑 600 米，深 130 米，周圍 4 公

里的巨大火山口，那魄力十足的風景是只有在阿蘇才能看到。在火山活動噴發期，是不能接近火山口的。 

【季節採果】熊本縣位於日本九州的正中心。熊本是位於九州西側的一個縣市。熊本有著極為迥異的兩

個別名，分別是「火之國」「水之國」。熊本東側有著存有世界少有火山湖（因為火山活動而造成的巨

大凹洞）的活火山阿蘇山展演著綿延不絕的景色。也因此被稱之為「火之國」。而另外一方面，因為阿

蘇山周邊雨水多，因此讓熊本擁有豐富的地下水，以水相當美味而知名。固有「水之國」之美稱。除了

生產量號稱日本第一的西瓜之外，還有像是蜜柑、草莓、奇異果等等不同季節的豐富果物。（採果依當

季盛產水果為主，園內食放題。下列水果產季表僅供參考，非水果盛產時期將贈送同等值水果） 

12 月中 

↓ 

5 月中 

7 月中 7 月中 

↓ 

9 月中 

8 月中 

↓ 

10 月中 

8 月中 

↓ 

10 月中 

9 月中 

↓ 

11 月上旬 

草莓 藍莓 葡萄 蘋果 梨 橘 

【福岡】福岡縣位於九州北端，東北部瀕臨周防灘，西北部面對玄海灘，西南部面對有明海。這裏與朝

鮮半島和中國大陸隔海相望，是日本最早接觸大陸文化的地方。自公元 7 世紀設置九州總督府太宰府以

來，福岡就以九州地方的中心逐漸繁榮興旺起來。以福岡市為中心的福岡都市圈聚集了眾多政府機關和

企業分公司，是日本人口第五多的都市圈，並和北九州都市圈共同構成了北九州－福岡都市圈。福岡市

又以「博多」這一名稱廣為人知，它不僅是九州地區政治、經濟的中心，還是航空路線、鐵路集中的交

通樞紐。福岡市擁有 150 萬以上的人口，是九州最大都市與政治、經濟、交通中心，也是大阪市以西人

口最多的城市。 

住宿：福岡皇家廣場酒店 或西鐵格蘭酒店 或 ARK HTOTEL 天神酒店 或 Leopalace 博多酒店 或博

多利索爾酒店 或 TAKAKURA 福岡或同等級旅館 

早餐：飯店內早餐 中餐：方便遊玩敬請自理 晚餐：方便遊玩敬請自理 

 

第 5 天 福岡機場 / 桃園機場 

早餐後專車前往福岡機場辦理登機手續，搭機準備返回台北。 

住宿：溫暖的家 

早餐：飯店內早餐 中餐：機上簡餐 晚餐：X 

【本行程之各項內容及價格因季節、氣候等其他因素而有所變動，請依出發前說明會資料為主，不另行通知】 

 

 
【費用包含】 

（1）台灣虎航團體來回機票、機上簡餐、來回 20KG 托運行李、兩地機場稅。 

（2）團費含全程導遊、司機小費、行程註明之景點門票。 

（3）本行程已投保 500 萬履約責任險暨 20 萬意外醫療險。 

（4）全程住宿行程所述飯店四晚雙人房住宿。 

 

 

 



【出團事項】 

（1）6 大人以上出團之迷你小團，台灣不派領隊隨行，由當地中文司兼機導遊一人服務，並且會有合車

合團。本公司官方網站上所顯示之數字並非最終之確認人數，本公司有權視機位及團體狀況於符合上述

人數範圍內進行調整且恕不另行告知，尚祈鑒諒。 

（2）團體機票一經開票無退票價值，故於開票後或當日臨時取消出發者，無法辦理退票。 

（3）所有活動如不參加均無法退費，亦不可轉讓，行程中恕不接受脫隊。 

（4）行程如遇觀光景點休假及住宿飯店地點調整或遇不可抗拒之現象，本公司保有變更行程之權利。 

（5）行程無法延長住宿天數、更改日期及航班，旅客若中途脫隊，視同自願放棄，恕不另外退費，也

不另行加收費用。 

（6）本行程之行程內容/住宿/餐食與航班時間，會因季節、氣候、交通等因素，可能會有些許小變動或

順序上的調整，請依出發前說明會資料為準。 

 

【行李說明】 

（1）特別安排來回每人乙件 20 公斤拖運行李，以及來回各 10 公斤手提行李。 

（2）手提行李：每位旅客僅可攜帶一件手提行李〔尺寸小於 54cm x 38cm x 23cm（上述尺寸包含輪子

及手把等外部突出物）〕與一件個人隨身物品(如手提包、電腦包或免稅商)，共計二件，總重不得超過 10 

公斤。隨身物品與手提行李均需由機場工作人員測量大小、數量、重量等進行確認，並標示手提行李識

別黃色標籤。 

（3）托運行李：每件託運行李的外部長寬高的尺寸總和，必須為 203 公分或 203 公分以下(單側的長度

必須為 120 公分或 120 公分以下) 。 

（4）行李規範說明皆以官網說明為準。 

 

【餐食、現場報到說明】 

（1）機上簡餐，無法選餐；素食者於報名時告知，開票後無法更改取消。 

（2）機場櫃檯於起飛前 2.5 個小時開放報到起飛前 45 分鐘關閉櫃台 

（3）起飛前 30 分鐘抵達登機口準備登機，建議您應在起飛前提前至少 30 分鐘抵達登機門。登機門在

起飛前 10 分鐘即關閉。 

（4）報到規範說明皆以官網說明為準。 

 

【其他事項】 

（1）本行程售價為華泰旅遊與當地飯店針對『持中華民國護照公民』簽約之優惠價。若非前述公民身

分，相關售價請洽詢客服人員，造成不便，敬請見諒！ 

（2）班機若因航空公司或不可抗力因素，而變動航班時間，造成團體行程前後順序變更增加餐食本公

司不另行加價，如減少餐食，將退回餐費差價，敬請見諒。 

（3）如遇不可抗拒情況，本公司保有變更航空公司、飛行班次及交通工具或旅行方式之權利。為保障

消費者及本公司雙方平等互信之權力義務，旅客報名繳交 訂金後，一切法條精神依據觀光局公佈之『國

外旅遊定型化合約書』為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