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九州風情九日遊
行程特色：
•
•

•
•
•

•

九州全覽：不以不必要的景點多為噱頭，以真正享受九州的風情為訴求，讓貴賓們一次
就能覽盡九州的獨特風貌及重要景點。
為旅途舒適及節省車程，超值旅遊不計成本，全程特別搭配各類交通工具，使每一個乘車
時段不超過1.5小時。 包括：
a. 新幹線：鹿兒島 - 新八代是九州新幹線目前唯一開通的一段，可縮短車程約2 小
時。
b. 豪華渡輪：連接熊本港 – 島原半島，縮短車程2 小時。
c. 交通渡輪：感受日本人撘Ferry 上下班的情景。
逛有田燒卸團地：悠閑的腳步，藝術家的心情，逛有田燒的精品店中心， 從骨董級的伊
萬里到迎合現代風格所設計的餐具，任您恣意尋找您的寶物。
整個半天逛天神：這福岡最熱鬧的市中心，也是全九州最人氣最旺的購物商區，是愛好血
拼貴賓必不可錯過的購物天堂。
精心搭配特色餐食，餐餐富有變化，部分餐食貴賓還可依自己的喜好自由選用。超值旅遊
特選九州美食包括：
a. 門司午餐三選一：河豚魚排套餐、蛋包飯套餐、雜炊鍋套餐;
b. 令人驚艷的懷石料理(含馬肉sashimi);
c. 鹿兒島黑豬肉涮涮鍋;
d. 宮崎觀光飯店三選一：法國料理，日式料理或自助大餐;
e. 其他美食…等。
全程高級大飯店或溫泉旅館，各具特色。
a. 福岡：Hyatt Regency Fukuoka Hotel （福岡凱悅飯店）在市區內，離機場近，可前
往福岡最有人氣的逛街購物區–天神。
b. 別府温泉：Beppuwan Royal Hotel（別府湾大和皇家飯店） 高級海濱溫泉飯店，
享受令人震撼的美麗海景。
c. 熊本-山鹿温泉：Seiryuso Rokumontei（清流荘鹿門亭） 幽靜雅致的溫泉旅館，處
處散發著日本傳統的氣息，其懷石料理更是令人讚嘆與垂涎。
d. 宮崎：Miyazaki Kanko Hotel（宮崎觀光飯店） 是宮崎數一數二的五星級飯店，挑
高的三層樓大廳充滿奢華的開放感，卻又展現著現代設計品味。其「玉響之湯」
擁有俗稱美人湯的天然溫泉；高級餐廳內自由選用法式料理、日式料理或自助大
餐。
e. 長崎：Luck Plaza Hotel ：位於稻佐山中腹的歐式飯店，由高級客房內可欣賞日本
三大百萬夜景之一的長崎夜景。
f. 鹿兒島：Castle Park Hotel（城山觀光飯店）：位於可觀賞錦江灣及櫻島美景的城
高台上的國際級大型飯店。從標高108 公尺的露天展望風呂可俯瞰鹿兒島市區景
觀，從地下1000 公尺湧出的溫泉則是超人氣的「美人湯」。泡露天溫泉，欣賞櫻
島美景。

第一天: 美國USA/加拿大Canada 日本成田Narita 或關西Kansai →日本福岡Fukuoka, Japan
飛往成田新東京國際機場(NRT)或關西國際機場(KIX)轉搭日本國內航班飛往福岡機場(FUK)。
第二天: 抵達福岡機場 Fukuoka Airport → 福岡 Fukuoka 【晚餐】
超值旅遊專員機場接機，搭乘飯店專車前往飯店。“o-ya-su-mi-na-sai＂ (晚安！)
第三天: 福岡Fukuoka → 門司港Mojiko [參觀：和布刈展望台Mekari Tenboutai、舊門司三井俱樂部Mitsui
Club、門司藍翼橋Blue Wing Moji] → 別府地獄巡禮Beppu Jigoku Meguri → 別府温泉Beppu Onsen 【三餐】
第四天: 別府溫泉Beppu Onsen → 湯布院Yufuinn [參觀：湯之坪街道Yunotubokaidou] → 景觀道路：山脈
道路Yamanami highway → 草千里Kusasenri → 阿蘇火山口Aso Volcano [搭乘：阿蘇山Ropeway] → 山鹿溫
泉Yamaga onsen【三餐】
第五天: 山鹿溫泉Yamaga onsen → 熊本城Kumamotojyo →水前寺成趣園Suizenji Park→ 宮崎Miyazaki
【三餐】
第六天: 宮崎Miyazaki → 堀切峠Horikiritouge → 鵜戶神宮Udojinjya → 櫻島Sakurajima [參觀：有村溶岩
展望台Arimura lava view place] → 搭渡輪Ferry → 鹿兒島Kagoshima 【三餐】
第七天: 鹿兒島Kagoshima → 搭乘新幹線Bullet train → 新八代Sinnyatushiro → 熊本港 kumamoto-port →
搭豪華渡輪Deluxe Ferry → 島原Shimabara [參觀：雲仙岳災害紀念館MT. Unzen Disaster Memorial Hall] →
長崎Nagasaki[參觀：出島荷蘭商館史跡Dejima] 【三餐】
第 八天: 長崎Nagasaki [參觀：長崎和平公園Heiwakouenn，長崎原爆資料館Nagasaki Atomic Bomb
Museum] → 有田Arita [參觀：有田燒卸團地Aritayaki Oroshidanchi] → 福岡Fukuoka [下午自由活動，晚
餐不包] 【早、午餐】
第九天: 福岡機場Fukuoka Airport → 目的地Next Destination “Sa-yo-na-ra＂ (再見!!)【早餐】
早餐後，前往機場，搭乘豪華客機飛往目的地。

景點介紹：
福岡：是九州最大城市，自古為日本與外國交流的門戶，近年來還多次被選為「亞洲最佳城市」。
街道寬敞優美、購物區集中，還有鼎鼎大名的拉麵與屋台（小攤販）。如果您覺得東京太新、京
都太老，那麼傳統與現代兼容並蓄的福岡，會是您的另一個選擇。
門司港：從明治至大正時期繁榮的國際貿易港，港周圍興建了很多銀行、商社等歐式建築。這裡
充滿異國情調的優閒，非常適合懷舊漫步。
和布刈展望台：位於瀨戶內海國立公園西端的和布刈公園內，登上展望台，除了可看到遼闊的關
門海峽，也可看到西元1185 年源氏與平氏最後的決鬥之地 － 壇之浦；更可看到宮本武藏與佐佐
木小次郎決鬥的嚴流島，讓您對日本的歷史有更深一層的體驗。
舊門司三井俱樂部：建於大正10 年(1921 年)，是大企業三井公司接待貴賓住宿的房舍，為了展現
三井企業的氣派，在裝潢擺設上下了很大的功夫。俱樂部建成的第二年(1922 年)，曾招待愛因斯

坦夫婦在這裡過聖誕節，二樓現在闢為展覽室，展出當時愛因斯坦夫婦住過的房間(二樓參觀需自
費)。
門司藍翼橋：是一座步行者專用的活動吊橋，當有船隻通過時，橋面會打開與水面呈60 度角，因
橋面張開時像ㄧ雙藍色的翅膀而得名。
別府地獄：號稱「一但親眼目賭，就算死也忘不了」的別府地獄，據說已有千年歷史，因位居火
山地帶，火山的噴煙源源不斷的噴出地面。在江戶時代，因受佛教影響，遂將這個地區冠上「地
獄」之名，爾後更成為別府著名的觀光景點。
別府溫泉：進入別府溫泉鄉，一定會看到煙霧繚繞，熱氣沸騰，溫泉泉源數及湯量是全日本第一，
湧出的溫泉多達2700 多處，而泉眼之多和泉質之豐富，在世界屈指可數。別府八湯其色澤有血紅、
藍、綠、褐、透明無色等地獄景觀。
湯布院：位於由布岳上廣闊的溫泉之鄉。悠閒的田園風情中，溫泉旅館遍佈。走在溫泉街上，到
處都有溫暖的咖啡屋、麵包店和雜貨禮品店，還有許多展覽館和博物館，是知名的藝術溫泉鄉。
山脈道路：為一條連結湯布院到阿蘇大自然觀光道路，群山交織而成的山巒景緻充滿魅力，讓您
盡情地享受馳騁於大草原的豪爽快感。
草千里：是一處夾在火山群間的寬闊草原，此地常常瀰漫輕霧，加上四周終年飄煙的山頭，並有
放牧的成群牛馬，彷如世外桃源。
阿蘇火山：阿蘇，可說是火山的故鄉，火山不但帶來豐沛的溫泉，也是形成高原地形的主因。而
ㄧ連五個火山口的特殊景致－阿蘇五岳，更是全世界最大的火山口地形。特別安排搭乘空中纜車，
一覽阿蘇雄偉壯觀的景色。
山鹿溫泉：從1000 多年前被發現以來，山鹿溫泉就因為泉量豐富，及弱鹼性圓潤而滑順的泉質(俗
稱美人湯)而聞名，甚至被喻為「處女之柔膚」。
熊本城：被列為重要文化遺產，是熊本城城主加藤清正從西元1601 年起花了七年所建築的池城。
最有名的特色是「令忍者放棄」，意即易守難攻，任何人都別想潛入城內，即使武藝高強的忍者
也很難攀越直峭的城牆，只能折返作罷！它與大阪城、姬路城合稱為日本三大名城，且由於城內
種有許多銀杏樹，美不勝收，因此又有『銀杏城』的雅稱。
水前寺成趣園：水前寺是西元1632 年肥後藩主細 川忠利下令建造的一座別墅園林， 並開設「國
府禦茶屋」作為待客飲宴之所後經第三代藩主細川綱利增建，完成此一桃山式庭園。整座庭園佔
地近七萬平方公尺，迴遊庭園，園中巧地用假山、綠地、 池間浮石等，模仿「東海道五十三次」
（指江戶時代從江戶到京都的東海道五十三個驛站）...景色而設計，為桃山式迴遊園林不同角度
各異其趣，而有「成趣 園」之名。
宮崎：位於九州東部，南北縱長約160 公里，東西寬幅約70 公里。面臨黒潮流經的日向灘，因此
氣候溫暖，舒爽，晴天的日數是全日本之冠。

堀切峠：日南海岸首區一指的眺望景點。一望無際的湛藍海洋，岸邊長年累月經海浪沖刷形成的
波状岩(鬼之洗衣板)，與道路兩旁的海棗行道樹，交織成南國風味洋溢的美景。
鵜戶神宮：建於鵜戶崎的海蝕洞內，沿著懸崖嶙峋岩石蜿蜒的山道拾級而下，白浪拍岸中，見一
朱紅的殿宇座落在臨太平洋的崖洞之中。自古以安產、夫婦百年好合、結緣等聞名，您可在此祈
求家庭幸福或如意伴侶。
櫻島：至今仍噴煙不斷的活火山，如男性般雄偉的景象已成為眾所皆知的鹿兒島代名詞。一望無
際的赤裸溶岩景觀，令人留下極深的印象。
鹿兒島：位於九州的最南端，氣候溫暖，富於變化的海岸線伸開它的雙臂把鹿兒島灣上的活火山
櫻島抱在懷中。而歷史上有名的明治維新英雄西鄉隆盛則是出身於鹿兒島。在處於鎖國的江戶時
代，他感受到若日本繼續分裂故步自封，只會受到強權的入侵，因而進行整合全國270 個藩屬領
地，建議政權歸還給天皇，並推動明治維新改革，讓日本朝現代化國家邁進。
九州新幹線：進入21 世紀才開通的九州新幹線，使得九州交通距離大幅縮短。除了承襲新幹線列
車高速度、流線外型、高安全性的優質血統，最特別的是車廂設計洋溢著懷舊的高雅風格，旋轉
的木質座椅搭配車窗的竹簾，寬敞的2-2 座椅更是將旅行的舒適度提高到極致。
雲仙岳災害紀念館：以實物和影像，向人們展示了大自然的威力、人民的抗災以及與火山共生的
才智。在這裡您可參觀火山的體驗館，及更深入了解一些火山的相關知識。
長崎：位居日本最西方的長崎縣，是個由蜿蜒曲折海岸線所環繞的豐饒之地。長崎過去是日本唯
一對外開放的窗口，由於地理位置接近朝鮮半島、中國大陸和東南亞，加上是鎖國時期的唯一的
對外通商港口，因此長崎的生活習慣、飲食或街道景象都殘留濃厚的歐洲及中國文化的影子。
出島荷蘭商館史跡：德川幕府鎖國之後，在長崎附近以人工填海方式，造了一個數萬平方米的小
島，名曰出島，強令荷蘭人遷居此島，是日本再次開國前約200 年間對海外唯一的門戶。
長崎和平公園：建立在原子彈爆發中心地的北側丘陵地上，為紀念長崎原爆的犧牲者而建。
有田燒卸團地：被稱為日本瓷器發祥地的有田是佐賀縣西部山間的寧靜小鎮。自從來自朝鮮的陶
工李參平在有田的泉山發現優質的白瓷礦後，有田便開始發展而成了世界著名的瓷鎮。而有田燒
卸團地共集合了25 家店，是一個專賣有田燒的精品店中心，從骨董級的伊萬里到迎合現代風格所
設計的餐具，無論喜愛哪一種款式或圖樣，通通可以找到自己所需。
天神：是福岡最熱鬧的市中心，也是全九州最熱鬧的購物商業中心，一連10 多間超大商場或百貨
公司連成一氣的購物區，沿著大馬路兩邊，也全都是大樓及大型賣場，喜歡血拼購物的遊客來到
這兒保證可以逛的非常爽快。
長崎原爆資料館：長崎原爆資料館收藏着許多 有關二次世界大戰中，1945 年8 月9 日，美軍在長
崎市投下原子彈的資料。這次爆炸奪走了74000 人的生命，受傷者達75000 人。在該資料館，陳列
著 許多具體的被炸資料和再現造型，諸如被炸實況以及有關現代核武器的資訊等，其目的在於能
為廢除核武器和實現世界的永久和平做貢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