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櫻》九州全覽人氣鐵道.高千穗峽.母智丘公園.柳川遊船.由布院.
雙溫泉五日
出發日期：2019/3/20.23.27.28.29
現金優惠價：34900

元/人 起

(含稅)
數量有限，要搶要快！

行程介紹

★【福岡‧舞鶴公園】賞櫻期：約 3 月下旬～4 月上旬
舞鶴公園內種有約 1000 棵櫻花樹，位於福岡城遺址裏面，鄰接觀光景點大濠公園和福岡市美術館，富有濃厚
的文化氣息。
★【佐賀‧小城公園】賞櫻期：約 3 月下旬～4 月上旬
櫻花是從初代小城藩主鍋島元茂及二代直能時期開始栽種，小城公園是二代直能晚年隱居的庭園，在昭和 26
時鍋島家捐贈給小城市，所以取名為小城公園。園區裡栽種的櫻花約有 3000 棵，是日本的賞櫻名所。
★【熊本‧水前寺城趣園】賞櫻期：約 3 月下旬～4 月上旬
著名的桃山式迴遊庭園。沿著散步步道種植了近 150 株的櫻花樹，每年 3 月下旬到 4 月上旬櫻花盛開的時節，
都會聚集許多前來賞櫻的遊客。
★【宮崎‧垂水公園】 賞櫻期：約 3 月下旬～4 月上旬
園內種植 3500 棵櫻花樹豎立在 2 旁，形成了長達 2km 的櫻花路。 櫻花種類有染井吉野櫻，山櫻，八重櫻等。
★【宮崎‧母智丘公園】 賞櫻期：約 3 月下旬～4 月上旬
長約 2 公里的路徑栽種著約 2600 多棵染井吉野櫻，現已被選如「日本櫻花名勝 100 選」之一。

參考航班: (此為暫定航班,依出團通知書為主)
日期

星期

航空公司

班機

起飛機場

起飛時間

抵達機場

抵達時間

2019/03/20

三

中華航空

CI110

桃園機場

06:50

福岡機場

2019/03/20 09:55

2019/03/24

日

中華航空

CI117

福岡機場

20:35

桃園機場

2019/03/24 22:20

行程內容 :

第一天 台北～福岡空港→福岡舞鶴公園(賞櫻名所)→★搭乘特急由布院之森列車→由布
院‧金麟湖～山林湖畔小徑散策→別府溫泉區
集合於台灣桃園國際機場，由專人辦理出境手續，搭乘豪華客機，飛往日本九州玄關一福岡。
●【舞鶴公園】福岡市內最有名的賞櫻地點之一，園內種有約 1000 棵櫻花樹，位於福岡城遺址裏面，鄰接觀

光景點大濠公園和福岡市美術館，富有濃厚的文化氣息。
JR 九州精心設計打造的★【由布院之森列車】外型獨特，深綠色車身代表了森林，高級原木地板、苔綠絨布
座椅帶有歐洲懷舊風格，洋溢著優雅成熟風采。坐在鑲著大片玻璃的寬敞車廂裡，窗外景色一覽無遺。
日式溫泉旅館與時髦洋式旅店並存的●【由布院】沒有熱鬧的商店街、顯赫的歷史，卻是日本女性嚮往的溫
泉地，更有連續劇來此取景。各種主題的美術館、藝廊、個性小店、甜點舖、咖啡館林立，氣氛優雅寧靜，
每樣小物、雜貨都讓人愛不釋手。接著前往如夢似幻的●【金鱗湖】，因為有溫泉匯流，溫差使得湖面熱氣騰
騰，早上尤其明顯，而有「霧盆」之稱。霧氣瀰漫的山光水色，讓與謝野晶子、北原白秋等文人雅士深深著
迷，是由布院代表一景。
【特別說明】
※ 由布院之森列車會隨日期、季節調整班次，實際發車時間請參考 JR 九州官網，行程順序也會因配合班次
而有所調整。
※ 列車 如遇定期維修、預約席滿或天候等不可抗力因素，則改搭專車並退團體料金：成人 2000 日圓、兒童
1000 日圓 (不含嬰兒)。
餐食 :早餐 : X
午餐: 博多拉麵輕食料理(餐標 1000 日幣) 晚餐 : 飯店內總匯自助餐或精緻會席料理
住宿 : 別府灣皇家飯店或 HOTEL NEWTSURUTA 溫泉飯店(全館 WIFI) 或 別府龜之井 溫泉飯店(全館 WIFI)
或 別府 PASTOEAL 溫泉飯店 或 天瀨溫泉 Sun Village 或 季之郷 山之湯 溫泉飯店(大廳 WIFI) 或同級

第二天 別府海地獄→高千穗峽～真名井瀑布→青島神社→途經鬼之洗濯岩(海蝕奇觀)→
宮崎
◎【海地獄】距今約 1300 年前，九州大分縣的鶴見岳火山爆發後所形成的天然湯泉，池泉水呈神祕的藏青色，
深度竟達約 200M，將雞蛋放入池中五分鐘便半分熟，是別府地獄中水量最多的溫泉。
日本神話的故鄉～●【高千穗峽】，相傳為了領導混亂的人間，日本神明始祖天照大神的孫子「天孫」降臨在
高千穗這個地方，更是許多日本古神話的發源現場。最值得一看的是，翻騰著白色飛沫從高達 17 公尺的斷崖
發瀉而下，緩緩流入深綠色潭水中的◆【真名井】百選瀑布，品味深處日本神話中祕境。
◎【青島神社】，青島神社的祭祀背景來自於日本神話中「山幸彥」與海龍王之女「豐幸姬」的故事，與愛情
息息相關，所以有許多的新婚夫妻會特地前來這裡祈求婚姻之路幸福圓滿順利。附近一帶的海岸岩石，長期
受到強大的海浪衝擊及侵蝕，形成了一些樓梯形狀的波浪紋，這是水成岩的一種神奇自然現象，由於形狀酷
似巨大的洗衣板，因此又被稱為◆【鬼的洗衣板（鬼之洗濯岩）】。
餐食 :早餐: 飯店內用早餐 午餐: 高千穗鄉土風味御膳或宮崎風味
晚餐: 和洋式自助餐 或 日式和風
套餐(餐標 1620 日幣)
御膳 (餐標 1620 日幣)
住宿 : 宮崎 Hotel Merieges(全館 WIFI)或宮崎 DORMY INN(全館 WIFI)或宮崎 Ariston Hotel(全館 WIFI) 或同級

第三天 垂水公園（賞櫻名所）→綾之照葉大吊橋→綾町．酒泉之杜～雲海酒造無限試飲→
母智丘公園（賞櫻名所）→關之尾瀑布→霧島溫泉區
●【垂水公園】，園內種植 3500 棵櫻花樹豎立在兩旁，形成了長達 2 公里的櫻花路。櫻花種類有染井吉野櫻，
山櫻，八重櫻等。每年 3 月下旬到 4 月中旬，舉行各種櫻花節。節日期間五彩繽紛的夜燈增添了一份春的氣
息。
前往綾町的人行步道吊橋～◎【綾‧照葉大吊橋】，橫跨在日本最大規模的照葉樹林之上，長 250 公尺、寬約
1 公尺、水面高度 142 公尺的大型漫步吊橋，走在橋上，俯瞰深綠色的照葉樹林、澄清的綾南川、還有廣闊
的天空，給遊客帶來深深的感動。
◎【綾町．酒泉之杜】參觀，以藝術結合的酒的主題樂園。釀造各種燒酒、清酒、葡萄酒、當地啤酒、水果
甜酒等，您可在此試飲不同口味的酒類。園內另有傳統工藝，如：日本國寶級大師黑木國昭的玻璃工藝坊、
木工、竹工、向日葵陶藝展覽館、綾絲織品等工房，讓您盡情享受參觀、美食、購物及休閒的樂趣。
●【母智丘公園】，長約 2 公里的路徑栽種著約 2600 多棵染井吉野櫻，現已被選如「日本櫻花名勝 100 選」
之一。稱得上南九州第一的櫻花的名勝。每年 3 月下旬～4 月上旬會舉辦“都城櫻花節”，公園旁有一個「母

智丘神社」
，可以在展望台一覽公園全景。
名列日本瀑布百選的
●【關之尾瀑布】由大滝、男滝與女滝組成，高 18 公尺、寬 40 公尺。此地瀑布上游有數千個壺穴，規模世
界少見，1928 年指定為天然紀念物。為水流沖擊而下的小石塊加上漩渦狀水流，在岩塊上打轉挖掘，滴水穿
石，便形成了一個個壺穴。
●【霧島溫泉】投宿。幕末英雄坂本龍馬曾接受西鄉隆盛、小松帶刀推薦，來此療傷，而帶著新婚太太阿龍
同行因此被認定為日本史上第一次蜜月旅行。泡泡湯紓解平日的壓力，放鬆心情準備開始美好的旅程。
餐食 : 早餐 : 飯店內用早餐
午餐 : 酒泉日式風味御膳
晚餐 : 和洋式自助餐 或 會席迎賓御膳
或宮崎風味御膳(餐標 1620
日幣)
住宿 : 霧島皇家(全館 WIFI) 或 霧島京瓷(全館 WIFI) 或 霧島城堡(全館 WIFI) 或 霧島國際(全館 WIFI) 或
同級

第四天 霧島神宮（賞櫻名所）→人吉青井阿蘇神社→水前寺城趣園（賞櫻名所）→遠眺熊
本城→櫻之馬場．城彩苑．櫻之小路→熊本
●【霧島神宮】為南九州最大神宮，祭祀由天降臨的神祇、日本天皇家系之祖──瓊瓊杵尊。傳說早在 6 世
紀時就已興建了神宮，但幾度燒失遷移，約五百年前搬到現址，目前的社殿是 18 世紀初重建。相較於一般的
日本神社，霧島神宮是少有地金碧輝煌，常與日光東照宮相提並論。朱紅色殿宇座落在蔥鬱林中，春櫻和秋
楓妝點得格外美麗。此處除了「天孫降臨」的神話色彩外還帶了幾分浪漫：坂本龍馬夫婦蜜月旅行時 (被認
定為日本史上頭一遭蜜月) 也曾來此參拜，對高齡大杉、華麗建築讚嘆不已。
●【青井阿蘇神社】據說青井阿蘇神社建於西元 806 年(大同元年)，而現在的神殿是相良長毎在 1609-1613 年
(慶長 14 年-18 年)間所建造的。2008 年 6 月 9 日，日本文部科學省將人吉市-青井阿蘇神社的 5 座（樓門、拜
殿、幣殿、迴廊、本殿）神殿群指定為國寶。
◎【水前寺】以阿蘇湧泉的水池為中心，引進阿蘇山的伏流水終年池水不涸，園中巧妙的搭配假山、綠地、
池間浮石等，園內碧綠蒼翠、風景優雅，其中水前寺成趣園中央的迷你富士「水前寺富士」是庭園的象徵。
●【遠眺熊本城】由加藤清正於慶長六年(1601 年) 起耗費了七年歲月才修建而成的，是日本三大名城之一。，
其中約 800 株的櫻花樹更為熊本城增添了幾分幽雅與雋美。以染井吉野櫻為主，種植有山櫻、肥後櫻等。自
地震後因部份地方塌陷而無法進入參觀，還是特別安排自遠處眺望佈滿櫻花之美的熊本城，以彌補不能進去
參觀之遺憾。
●【櫻之馬場．城彩苑】，2011 年 3 月全新落成的城彩苑，是以江戶時代的城下町街景為藍圖，動態描述熊
本城的歷史的體驗園區。在復古的街道店鋪中，常常可以看到遊客手拿香濃的冰淇淋，邊吃邊逛的場景，帶
給大家穿越時空的樂趣。如時間許可，可自費參觀城彩苑裡的歴史文化体験施設湧湧座。
傍晚再來到●【熊本商店街】接著安排上通商店街自由活動時間，以模仿巴黎奧賽美術館設計而成的商店街，
在這街道上，您可盡情的自由購物，享受美食。
【特別說明】
※ 萌熊電鐵如因天候、臨時安檢、車輛事故，有可能臨時由其他一般通勤電車代替。敬請見諒。
※ 萌熊電鐵或一般電車如遇不可抗力因素停駛，將退回團體料金每人 200 日圓。
餐食 :早餐 : 飯店內用早餐 午餐: 人吉烤香魚日式御膳或熊本 晚餐 : 日式燒肉吃到飽或熊本日式風味
餐(餐標 2000 日幣)
日式風味料理(餐標 1620 日幣)
住宿 : 熊本 ARK (全館 WIFI) 或 熊本 DORMY INN(全館 WIFI) 或 熊本大津 ROUTE-INN (全館 WIFI) 或
熊本 RIVERSIDE HOTEL (全館 WIFI)
或同級

第五天 柳川人力遊船→小城公園（賞櫻名所）→免稅店(停留約 1 小時)→博多運河城→福
岡空港～台北
柳川人力遊船→小城公園（賞櫻名所）→免稅店(停留約 1 小時)→博多運河城→福岡空港台北

餐食 :早餐 : 飯店內用早餐 午餐: 豬肉涮涮鍋御膳 或 日式風味御膳(餐標 1620 日幣)

晚餐 : 機上餐食

住宿 : 溫暖的家

晶協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聯絡人：陳雅玲
電話：02-25181727

傳真：02-25026919

地址：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 283 號 4 樓之 2
信箱：honesty9-2@hot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