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島々系列】神話壹岐島Ｘ穿越古今浪漫紫繡球【島々系列】神話壹岐島Ｘ穿越古今浪漫紫繡球【島々系列】神話壹岐島Ｘ穿越古今浪漫紫繡球【島々系列】神話壹岐島Ｘ穿越古今浪漫紫繡球 5555 日日日日    出發日期：2017 年 06 月 10 日 (六) 5 天 4 夜 抵台日期：2017 年 06 月 14 日 (三) 報名截止：2017 年 05 月 20 日 (六) 銷售售價： 大人(兩人一室) NT$38,999 毎人訂金 NT$5,000 
★★★★行程特色行程特色行程特色行程特色    

    

    眾神下塌神話島眾神下塌神話島眾神下塌神話島眾神下塌神話島~~~~壹岐島壹岐島壹岐島壹岐島        神道的發祥地、被稱為眾神下塌的神話之島-壹岐島-為日本人心目中一生必要造訪一次之「回到原點」的島嶼。 壹岐島為在九州島上方的玄界灘中，在「古事記」中別稱為「天比登都柱」，其歷史可追朔到繩文時代。在中國史書魏志倭人傳中曾被記錄為「一大國」，除此之外「梁書」、「隋書」更以「一支國」之名流傳至今。



近 20 年壹岐島化身成神化島嶼的最大起因為 1993 年被發現的原之辻遺跡，證明了魏書中記載的有三千許家的描述。此外各地被挖掘出的石室古墳更添加了其神秘色彩。 壹岐島更為麥燒酌的發祥地，為世界貿易機關指定的燒酌保護產地。特產更有自然放生口感結實的壹岐牛、新鮮的海產、海膽。島上除了神話、美食、原始風光之外，一望無際的白沙灘及湛藍海岸更被譽為九州最美的天堂。 

    【豪斯登堡】【豪斯登堡】【豪斯登堡】【豪斯登堡】    花之王國花之王國花之王國花之王國    xxxx    光之王國光之王國光之王國光之王國    九州的夢想國度九州的夢想國度九州的夢想國度九州的夢想國度  面臨大村灣、以 17 世紀歐洲街道為構想的豪斯登堡為北九州一定要前往的世外桃源。在荷蘭語中豪斯登堡意為森林的家，秉持著與自然共生的主題，腹地為東京迪士尼度假區 1.5 倍的豪斯登堡被稱為「花之王國」及「光之王國」，園內除了令人震懾的廣大絕景之外，各種適合大人小孩的遊樂設施也併設在內。其中 2~7月的花之王國更是豪斯登堡之最，6 月初開始的繡球花季往年吸引的大批旅客來訪，光是種類就多達約 1000種，在 200 公尺的散策路中遍紫綻放，到了傍晚更會打上燈光，別有一番趣味。另外夜晚在燈光投射下的豪斯登堡更是彷彿到了夢想的國度，集合了城堡、百花的浪漫環境實在讓人此生難忘。 

    【祐徳稻荷神社】【祐徳稻荷神社】【祐徳稻荷神社】【祐徳稻荷神社】與京都伏見、茨城的笠間合稱日本三大稻荷的祐徳稻荷神社，其起源為 1687 年肥前鹿島藩主鍋島直朝公的夫人花山院萬子媛，向朝廷特別申請了稻荷大神的御分靈來此處而保存至今。祐德稻荷神社以其豪華的樓門及本殿知名，外觀鮮明的色彩讓此地也被稱為鎮西日光，每年約有兩百多萬參拜客慕名而來。 



    

★★★★    航班參考航班參考航班參考航班參考    

* 以下為本行程預定的航空班機及飛航路線，實際航班以團體確認的航班編號與飛行時間為準。 

* 因應國際油價波動，航空公司隨機票所增收燃油附加費用，會隨國際油價而有所調整。 出發日期-時間 抵達日期-時間 起飛機場 抵達機場 航空公司 航班編號 2017/06/10-06:50 2017/06/10-09:55 桃園機場  福岡機場  中華航空  CI110 2017/06/14-10:55 2017/06/14-12:30 福岡機場  桃園機場  中華航空  CI111 
★★★★    行程行程行程行程內內內內容容容容    

第一天第一天第一天第一天    
桃園機場→福岡機場→柳川名物桃園機場→福岡機場→柳川名物桃園機場→福岡機場→柳川名物桃園機場→福岡機場→柳川名物::::蒸籠鰻魚飯→水蒸籠鰻魚飯→水蒸籠鰻魚飯→水蒸籠鰻魚飯→水鄉鄉鄉鄉柳川扁舟遊→日本第一茶柳川扁舟遊→日本第一茶柳川扁舟遊→日本第一茶柳川扁舟遊→日本第一茶~~~~

八女茶田漫步→日本三大稻荷八女茶田漫步→日本三大稻荷八女茶田漫步→日本三大稻荷八女茶田漫步→日本三大稻荷::::祐徳稻荷神社→嬉野温泉祐徳稻荷神社→嬉野温泉祐徳稻荷神社→嬉野温泉祐徳稻荷神社→嬉野温泉 今日帶著愉快的心情，出發前往桃園國際機場，由 JTB 專員協助辦理出境手續後，搭乘華航班機前往福岡國際機場。抵達日本後，開啟【島々系列】神話壹岐島Ｘ穿越古今浪漫紫繡球 5 日之旅。  【蒸籠鰻魚飯】【蒸籠鰻魚飯】【蒸籠鰻魚飯】【蒸籠鰻魚飯】  柳川著名的鄉土料理蒸籠鰻魚飯與一般的鰻魚飯不同，除了會淋上各家老店秉持的醬汁之外，鋪上煎蛋絲並放在專屬的蒸籠中料理為其主要特色。柳川市內目前現存許多間老舖的鰻魚飯，來此地除了搭乘柳川扁舟之外，也別忘了品嘗道地的鰻魚料理。  【八女中央大茶園】【八女中央大茶園】【八女中央大茶園】【八女中央大茶園】  全國知名的八女茶其歷史悠久，其製茶生活更是從文化、歷史等傳統中深根蒂固在八女地區，其市中製茶的農家多達 2200 戶。其傳統製法生產的玉露更連續 11 年被選為日本第一，為日本頂級茶的產地。於廣大的茶田中漫步，欣賞無邊界的里山風景，來趟由茶香圍繞的深呼吸散策吧。  【柳川扁舟】【柳川扁舟】【柳川扁舟】【柳川扁舟】  410 年前柳川城築城時挖掘出的流川，為舊時先人為了治水、利水用智慧整備出的水利體系。現今最為津津樂道的即為沿著城下町、搭著傳統扁舟感受柳川旅情。舟夫更為以探險的角度向客人訴說此水鄉的故事。  【祐徳稻荷神社】【祐徳稻荷神社】【祐徳稻荷神社】【祐徳稻荷神社】  與京都伏見、茨城的笠間合稱日本三大稻荷的祐徳稻荷神社，其起源為 1687 年肥前鹿島藩主鍋島直朝公的夫人花山院萬子媛，向朝廷特別申請了稻荷大神的御分靈來此處而保存至今。祐德稻荷神社以其豪華的樓門及本殿知名，外觀鮮明的色彩讓此地也被稱為鎮西日光，每年約有兩百多萬參拜客慕名而來。 



【嬉野温泉】【嬉野温泉】【嬉野温泉】【嬉野温泉】  日本三大美肌之湯的嬉野溫泉最早於西元 713 年被記載於肥前風土記，被描述為東邊的湯泉、可治癒病痛，在江戶時代做為長崎街道的宿場町繁榮。因其泉質可以讓角質化的膚質軟化，讓泡過的皮膚可以回到飽滿含水的狀態，而被稱為美肌之湯。  *本日料理餐標  午餐:蒸籠鰻魚飯(餐標約 2500 日幣) 晚餐:飯店內懷石料理(餐標約 4000 日幣) *本日入住嬉野館 和室 10 疊 皆兩人一室 
 

    住宿 X 蒸籠鰻魚飯 飯店內懷石料理 嬉野館 或同級  
第二天第二天第二天第二天    早餐→百花綻放歐洲風情早餐→百花綻放歐洲風情早餐→百花綻放歐洲風情早餐→百花綻放歐洲風情::::豪斯登堡一日遊→飯店豪斯登堡一日遊→飯店豪斯登堡一日遊→飯店豪斯登堡一日遊→飯店    【豪斯登堡】【豪斯登堡】【豪斯登堡】【豪斯登堡】  花之王國花之王國花之王國花之王國    xxxx    光之王國光之王國光之王國光之王國    九州的夢想國度九州的夢想國度九州的夢想國度九州的夢想國度  ****晚餐特別安排豪斯登堡晚餐特別安排豪斯登堡晚餐特別安排豪斯登堡晚餐特別安排豪斯登堡內內內內最新人氣設施最新人氣設施最新人氣設施最新人氣設施::::機器人自助餐廳機器人自助餐廳機器人自助餐廳機器人自助餐廳!!!! 面臨大村灣、以 17 世紀歐洲街道為構想的豪斯登堡為北九州一定要前往的世外桃源。在荷蘭語中豪斯登堡意為森林的家，秉持著與自然共生的主題，腹地為東京迪士尼度假區 1.5 倍的豪斯登堡被稱為「花之王國」及「光之王國」，園內除了令人震懾的廣大絕景之外，各種適合大人小孩的遊樂設施也併設在內。其中 2~7月的花之王國更是豪斯登堡之最，6 月初開始的繡球花季往年吸引的大批旅客來訪，光是種類就多達約 1000種，在 200 公尺的散策路中遍紫綻放，到了傍晚更會打上燈光，別有一番趣味。另外夜晚在燈光投射下的豪斯登堡更是彷彿到了夢想的國度，集合了城堡、百花的浪漫環境實在讓人此生難忘。 *豪斯登堡繡球花祭約為 6 月初開始到 7 月，若因天候影響無法欣賞到還請見諒。   *本日料理餐標  午餐:自由用餐 晚餐:自助餐(餐標約 3000 日幣) *本日入住唐津皇家度假飯店 雙床雙人房  (約 36 ㎡ ) 

     住宿 飯店用餐 自由用餐 豪斯登堡機器人自助餐 唐津皇家度假大飯店 或同級  
第三天第三天第三天第三天    

早餐→唐津城→秘境探訪早餐→唐津城→秘境探訪早餐→唐津城→秘境探訪早餐→唐津城→秘境探訪::::眾神下塌神話島眾神下塌神話島眾神下塌神話島眾神下塌神話島~~~~壹岐島→龍神左京鼻→猿岩→鬼的壹岐島→龍神左京鼻→猿岩→鬼的壹岐島→龍神左京鼻→猿岩→鬼的壹岐島→龍神左京鼻→猿岩→鬼的

足跡→飯店→島上釣魚趣足跡→飯店→島上釣魚趣足跡→飯店→島上釣魚趣足跡→飯店→島上釣魚趣 【眾神下塌神話島【眾神下塌神話島【眾神下塌神話島【眾神下塌神話島~~~~壹岐島】壹岐島】壹岐島】壹岐島】  神道的發祥地、被稱為眾神下塌的神話之島-壹岐島-為日本人心目中一生必要造訪一次之「回到原點」的島嶼。 



壹岐島為在九州島上方的玄界灘中，在「古事記」中別稱為「天比登都柱」，其歷史可追朔到繩文時代。在中國史書魏志倭人傳中曾被記錄為「一大國」，除此之外「梁書」、「隋書」更以「一支國」之名流傳至今。近 20 年壹岐島化身成神化島嶼的最大起因為 1993 年被發現的原之辻遺跡，證明了魏書中記載的有三千許家的描述。此外各地被挖掘出的石室古墳更添加了其神秘色彩。 壹岐島更為麥燒酌的發祥地，為世界貿易機關指定的燒酌保護產地。特產更有自然放生口感結實的壹岐牛、新鮮的海產、海膽。島上除了神話、美食、原始風光之外，一望無際的白沙灘及湛藍海岸更被譽為九州最美的天堂。  【壹岐海膽】【壹岐海膽】【壹岐海膽】【壹岐海膽】  為於世界著名的漁場玄界灘中的壹岐島為海幸的寶庫。其中 4 月中至 10 月初的海膽更為當地最知名的海產。把握來此的機會一定要品嘗看看當地撈出的新鮮發亮的海膽。  【左京鼻】【左京鼻】【左京鼻】【左京鼻】  從壹岐八幡半島的草原逐步前進，即會看到面對玄界灘被海浪侵蝕而成的左京鼻。此處的海蝕岩為玄武岩，因其特有的柱狀節理，長期被海浪沖蝕下形成一柱一柱的奇岩佇立在海中。此處流傳為壹岐島誕生神話八本柱的其中一處，透過龍神神社的鳥居眺望海岸絕景，讓人覺得置身在世外桃源。  【猿岩】【猿岩】【猿岩】【猿岩】  壹岐島代表的景點-猿岩-如其名，其岩石的樣子就像猿猴的側面，若換個角度則僅為普通柱立在海上的岩石，為壹岐島誕生神話 8 本柱之一。  【鬼的足跡】【鬼的足跡】【鬼的足跡】【鬼的足跡】  因漫長的時間中多次的海浪侵蝕，在玄武岩的海蝕崖絕壁上展開的草原下方，突兀的沖蝕出周圍約 110 公尺的大洞。在當地流傳為大鬼為了補鯨而踩出的大洞，為壹岐的著名代表景觀。  【島上釣魚趣】【島上釣魚趣】【島上釣魚趣】【島上釣魚趣】JTBJTBJTBJTB 台灣特別贈送台灣特別贈送台灣特別贈送台灣特別贈送  黑潮與親潮的合流地點壹岐近海孕育了豐富的漁貨，尤其因浪潮複雜，在此區域捕獲的魚既大尾又結實。壹岐島外的釣客常慕名而來就是為了釣到一隻大尾的魚種。因飯店前即為港口，JTB 台灣特別提供了小釣方案，如果在此釣到了魚，晚餐便會由當地廚師料理給貴賓們品嘗，為來壹岐島才有的特別體驗。   *本日料理餐標  午餐:壹岐名物:海膽飯(餐標約 1800 日幣) 晚餐:飯店內懷石料理(餐標約 4000 日幣) *本日入住壹岐景觀飯店 和室 8~10 疊 皆兩人一室 
     住宿 飯店用餐 壹岐名物:海膽飯 飯店內懷石料理 壹岐景觀飯店 或同級  

第四天第四天第四天第四天 
早餐→壹岐最大土早餐→壹岐最大土早餐→壹岐最大土早餐→壹岐最大土產產產產中心中心中心中心:AMAGOKORO:AMAGOKORO:AMAGOKORO:AMAGOKORO 壹場→名酒造壹場→名酒造壹場→名酒造壹場→名酒造::::玄海玄海玄海玄海    見學、試飲→原之辻見學、試飲→原之辻見學、試飲→原之辻見學、試飲→原之辻

古文明遺跡→清石濱白沙灘→維納斯快速船古文明遺跡→清石濱白沙灘→維納斯快速船古文明遺跡→清石濱白沙灘→維納斯快速船古文明遺跡→清石濱白沙灘→維納斯快速船((((壹岐壹岐壹岐壹岐----博多博多博多博多))))→天神自由購物→天神自由購物→天神自由購物→天神自由購物 【【【【AMAGOKOROAMAGOKOROAMAGOKOROAMAGOKORO 壹場】壹場】壹場】壹場】  壹岐島內最大的土產販賣處，併設簡單的壹岐海膽介紹館。販賣土產的區域除了多種壹岐當地的禮品、美食之外，各種海膽的製品也琳瑯滿目。來此處別錯過試吃海膽的最佳機會 !  【玄海酒造】【玄海酒造】【玄海酒造】【玄海酒造】  



玄海酒造為保存了島中獨自的燒酌製法的 7 間酒造之一，曾有多次國內外品評會獲獎的經歷。利用壹岐雄大的自然孕育出的燒酌更在此提供試喝，尤其是在地才可以嘗到的壹岐限定燒酌一定要小試看看。  【原之辻古文明遺跡】【原之辻古文明遺跡】【原之辻古文明遺跡】【原之辻古文明遺跡】  原之辻古文明歷史可追朔到西元前 3~4 世紀到 2~3 世紀之間所形成的大規模集落。由於壹岐島與朝鮮島距離相近，自古就流傳了中國大陸本島的海船來此島上交易、並有外國男子與壹岐女子戀愛的傳說。最近因挖掘出 3~4 世記左右製作出的人面石而造成話題，其模樣與孟克的吶喊畫中的人物非常相像。壹岐島更將此人面石推展成為當地的吉祥物。  【清石濱白沙灘】【清石濱白沙灘】【清石濱白沙灘】【清石濱白沙灘】  每年夏季日本各地特別前來此地的旅客皆為了島上廣大的白沙灘與湛藍的海洋。其中清石濱海水浴場長約500 公尺，可透過高低起伏的小砂丘遠眺閃閃反亮的清澈海岸，被稱為衝浪客的聖地。  【天神】【天神】【天神】【天神】  福岡最熱鬧的商業區域，集中於此的購物集中心、百貨琳瑯滿目。藥妝店、台灣人最愛的一蘭拉麵等著名餐廳也多集中於此，到了夜晚推薦去體驗福岡特有的屋台 (路邊攤 )，感受一下九州特有的夜市風情。   *本日料理餐標  午餐:壹岐牛定食(餐標約 1600 日幣) 晚餐:自由用餐 *本日入住 福岡蒙特利拉蘇瑞酒店  雙床雙人房  約 23~25 ㎡  
     住宿 飯店用餐 壹岐牛定食 自由用餐 福岡蒙特利拉蘇瑞酒店 或同級     

第第第第五天五天五天五天 早餐→福岡機場→溫暖的家早餐→福岡機場→溫暖的家早餐→福岡機場→溫暖的家早餐→福岡機場→溫暖的家    行程結束後專車前往福岡機場 搭乘直飛專機回桃園機場 抵達溫暖的家     住宿 飯店用餐 機上用餐 X 溫暖的家  
★ 團票團票團票團票說說說說明明明明    團費包含：團費包含：團費包含：團費包含：  1.經濟艙來回機票   2.兩地機場稅及附加燃油稅   3.行程中所列之交通費用及餐食  4.四晚住宿費  5.含 500 萬旅行業責任保險及 20 萬意外醫療險（依規定 12 歲以下 70 歲以上 ,限額投保 2 佰萬旅遊責任險及10 萬意外醫療險）  團團團團費費費費不不不不包包包包含含含含：：：：  



1.個人護照及相關簽證之費用  2.自由活動之任何開支 3.飯店之行李小費及每日客房清潔費  4.導遊、司機服務小費  (250 元×5 日) 
★★★★    出團備註出團備註出團備註出團備註    ※成團人數： 20 名以上成行    ※截止日期： 2017 年 5 月 20 日（六）   （尾款請於確定成團後公布之規定日期前繳清，報名時間接近截止期限者請多加注意）  ※大人優惠價：每人 NTD38,999 (二人一室，含稅)   ※小孩優惠價： 2 歲-12 歲未滿 (佔床 ,含餐點)      NTD 38,999 2 歲-06 歲未滿 (不佔床 ,含餐點)    另報價 （小孩不佔床適用於回國日時未滿的 06 歲小孩，和 2 位大人同房。一位大人帶一位小孩則須佔床 ) ※嬰兒費用: NTD 5,000 (回國當日未滿 2 歲,不含機位 ,不佔床 ,不含餐 ) ※單人入住加價 : NTD4,500 (需另需求不保證有房 ) ※單人報名若無法覓得合住的同性旅客安排雙人房時，需補單人房差額。 ※入住三人房不另折價。(需另需求不保證有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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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保留各位貴賓的房間及機位之權益，請於報名完成後於三天內繳交訂金 NTD5,000,尾款請於指定時間前繳清 . ※相關取消費說明,依照觀光局「國外旅遊定型化契約書」之規定 。 ※如遇天候等不可抗拒之因素，本公司保有活動最終之說明權利，有權臨時變更行程，如有離隊放棄行程者，恕不退費。 ※個人所需裝備、特殊藥品請自行準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