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太一國際旅行社 

 台北市中山北路二段 44 號 16 樓 B 室 
T-One International Travel Co., Ltd.  

ROOM.B, 16F, No.44, Sec.2, Chung Shan N. Road, 
104, Taipei, Taiwan 

Tel: 886.2.25673822  Fax: 886.2.25673820 
Email: info@t1tour.com.tw 

出發日期： 2020年 08月 19日、09月 09日、10月 14日、11月 11日、12月 16日 

【日本悠活鐵道】海天一線、Orange食堂美食列車 X黑白列車、輕遊福岡鹿兒島 

中華航空公司 CI桃園出發 

航班 日期 出發/抵達 起飛時間 抵達時間 

CI 110 08/19(首發團) 桃園/福岡 06:50 09:55 

CI 119 08/24 鹿兒島/桃園 12:20 13:30 

                             ※ 30 KG 行李免費，團體票無法累計里程數 

行程特色 
 

1. 中華航空福岡鹿兒島來回進出 

2. 九州高人氣 Orange食堂觀光列車以及指宿玉手箱列車 

3. 行程時間輕鬆不緊湊 

4. 四晚精選九州特色飯店、溫泉百選前五名指宿白水館 

5. 特選精緻風味料理 

6. 三大稻荷神社之一佑德稻荷神社 

7. 走訪雲仙地獄谷 

8. 體驗指宿砂浴 

9. 保留長時間逛街 

 

 

 

 

 

 

 

 

 

 

 

 

 

 

 



 
 

 

 

 

 

 

 

 

 

 

 

 

 

 

 

 

 

 

 

 

 



 

 

 

 

                                                                                【 行程內容】 

DAY1 台北（桃園國際機場）－日本九州（福岡空港）－(15.7 公里)太宰府天滿宮－(21.9 公里)天神商

圈~天神地下街－晚餐－(1 公里)飯店 

04:50 桃園機場集合 

06:50 出發前往日本福岡空港 

11:30 太宰府天滿宮~學問之神菅原道貞 

12:00 午餐 

14:30 天神商圈 

17:40 晚餐 

 

住宿：天神蒙特利飯店 ★精選四星級市區飯店 2020 年四月全新開業(保證入住) 

早餐：機上精緻餐點 

午餐：太宰府湯豆腐料理(3700JPY) 

晚餐：博多名店華味鳥 水炊鍋御膳(5170JPY) 

門票：無 

【太宰府天滿宮】 

與京都的北野天滿宮同為全國天滿宮的總本社，太宰府天滿宮也被當作日本學問之神「菅原道真」的靈廟來祭拜。據說境內的

「飛梅」樹是在西元 901 年，道真被降職至此地時，從京都飛越而來。另外著名的是通往神社的表參道商店街，滿溢濃濃日本

風的商店林立，除了有販賣各是傳統藝品、糕點外，更有稱為「梅枝餅」的烤年糕名產（裡面包紅豆餡，不是梅子餡！）。每

年正月新年或聯考前後的參拜旺季，總是擠滿人潮，熱鬧非凡。 

 
【天神地下街】 

位於九州最大的天神商圈，全長約 600 公尺貫穿南北的天神地下街。1~12 號街中有流行服飾店、美食店、書店等 150 多家店

面。地下街模仿 19 世紀歐洲風格，地板以石磚舖製，天花板設計成藤蔓纏繞的圖形等等，開業初期就以嶄新又沉穩的氣氛令人

印象深刻。 

 

  

 

 

DAY2 飯店－(72.3 公里)漫遊柳川遊船－午餐－(47.2 公里) 祐德稻荷神社－(63 公里)雲仙地獄谷散策

－(20.2 公里)飯店 

 



09:00 飯店出發 

10:30 柳川遊船(30 分鐘航程) 

11:20 午餐 

13:40 『日本三大稻荷神社』祐德稻荷神社 

16:30 雲仙地獄谷散策 

18:00 飯店 CHECK IN 

 

早餐：飯店內享用 

午餐：柳川名物 鰻魚飯御膳(4960JPY) 

晚餐：精緻特色溫泉會席料理 

住宿：島原溫泉 南風樓 ★精選四星溫泉海景飯店(保證入住) 

門票：柳川遊船(1650JPY) 

【柳川遊船】 

乘坐扁舟沿著護城河順流而下，由河面上遊玩這些名勝，是最能體驗柳川市魅力的方法。船舟悠閒的航行在柳川城四周，聆聽

竹竿划水聲及身穿古典服飾的船夫一邊搖船一邊唱傳統民謠，充分體驗水鄉旅情。白色的海鼠壁、紅磚建築的並倉、刻上各個

文人詩詞的石碑、加上水道綠樹林蔭，河岸又見花開茂盛，在這具備歷史文化和詩情畫意的航行之中，將旅客帶入優雅如詩的

世界。 

 
【祐德稻荷神社】 

祐德稻荷神社建於西元 1687 年，和伏見道荷、笠間道荷並稱日本三大稻荷神社。此神社的起源為鹿島藩主鍋島直朝的夫人花山

院萬子姬從京都嫁入時，將京都御所內花山院邸所祭祀的稻荷大神分靈而來。本殿倚石壁山而立，在山腳的廣闊腹地內，坐落

著樓門、神樂殿，神殿、拜殿等主要建築皆採用總漆塗。由於這般風格和壯觀形象，人們又稱之「鎮西日光」。4 月 8 日春祭的

「玉替」，以及 12 月 8 日秋祭的「火焚」等祭神儀式都聞名遐邇。另外，外苑東山公園是知名的杜鵑花名勝。 

 
【雲仙地獄谷】 

雲仙地獄不是真的地獄，而是日本溫泉旅遊勝地之一。一到雲仙，水汽噴射，白煙裊裊，隨處可見硫磺岩石，空氣中瀰漫著硫

磺的氣味，煙霧繚繞的光景如同地獄一般，故名為「雲仙地獄」。這裡的遊步道繞小圈約 15 分鐘，大圈的可以走約半小時。 

 

   

 

 

DAY3 飯店－(1.9 公里)島原城－(3.1 公里)熊本渡輪~(20.3 公里)島原港~熊本港－午餐－(14.5 公里)櫻

之馬場 城彩苑散策－(3.5 公里)水前寺成趣園~出水神社~長壽之水－(4.3 公里)飯店－晚餐 
09:00 飯店出發  

09:40 島原城~天草四郎傳說 

12:05 熊本渡輪 

13:00 午餐 

14:10 櫻之馬場 城彩苑 

15:40 水前寺成趣園~出水神社~長壽之水 

17:20 飯店 CHECK-IN 

18:00 晚餐(暫定) 



 
早餐：飯店內享用 

午餐：四季創意料理自助餐(1600JPY) 

晚餐：熊本夢幻地雞 天草大王 壽喜燒料理(3600JPY) 

住宿：ANA 皇冠假日酒店 熊本 NEW SKY ★ANA 精選四星飯店 

門票：島原城(550JPY)、熊本渡輪(1100JPY)、水前寺(400JPY) 
【島原城】 
1618 年豐後守松倉重政花了 4 到 7 年的歲月建築島原城，以五層天守閣為核心，在要所配置了許多櫓，是吸收了安土桃山時期

築城樣式的壯麗之城。之後的 250 年間，經過了 4 個家族共 19 代作為居城，誕生了許多故事。可惜明治維新時，島原城被拆

除，只留下飽經長年風霜的石牆與護城河。因為島原居民希望該城能再復活，便 1960 年開始重建西之櫓，於 1964 年天守閣復

元完工，並做為資料館，收集了基督教、鄉土、民俗等史料。1996 年更進一步設立了「觀光復興館」，展示著雲仙普賢岳火山

噴發的災害資料。 
 
【櫻之馬場 城彩苑】 
櫻之馬場 城彩苑是位於日本熊本縣熊本市中央區的一個觀光設施。櫻之馬場開業於 2011 年 3 月 5 日，正值九州新幹線全線開

業之前。櫻之馬場所在地曾是市營游泳池。櫻之馬場緊臨熊本市三大觀光地之一的熊本城，裏頭的櫻花小路是由販售熊本縣產

珍品的 23 家店面所集結而成的設施。裡面有體驗熊本縣飲食文化的餐飲店，及販售各種熊本名產和城彩苑限定商品的物產店。 
 
【水前寺成趣園】 
水前寺成趣園是位在日本熊本縣熊本市中央區水前寺公園的大名庭園。面積約 7 萬 3 千平方公尺。通稱水前寺公園。該園是由

阿蘇山伏流水湧出之池為中心的桃山式回遊庭園，以築山、浮石、草坪和松樹等觀賞用樹木來模仿東海道五十三次之景勝。 園
內還有出水神社和稱為古今傳授之間的古建築。 
 

   
 

 

DAY4 飯店－(40.5 公里)九州 Orange 食堂觀光列車 新八代站出發~佐敷站(停車休息 15 分鐘)~水俣

站(停車休息 12 分鐘)~薩摩高城站(停車休息 17 分鐘)~(107 公里)川內站－(89 公里)指宿沙浴－(3.1 公

里)飯店 
08:30 飯店出發 

10:08 Orange 食堂觀光列車發車~新八代站 

10:55 佐敷站(停車休息 15 分鐘~名勝重盤岩) 

11:32 水俣站(停車休息 12 分鐘) 

13:14 薩摩高城站(停車休息 17 分鐘) 

13:47 川內站抵達 

16:00 指宿砂浴 

18:00 飯店 CHECK-IN(暫定) 

 

早餐：飯店內享用     

午餐：車內享用水俣市黑毛和牛特色風味創意料理 

晚餐 :  精緻溫泉會席料理 

門票：Orange 食堂觀光列車(22400JPY)、指宿砂浴(1140JPY) 

住宿：指宿 白水館 ★日本百選前五名溫泉飯店 



【Orange 食堂觀光列車】 

日本食堂列車，於 2013 年開始運行，由《九州七星列車》設計師水戶岡銳治操刀設計，保持一貫的木質優雅風格。整列車僅有二節車

廂，一號車是餐廳、二號車是客廳設計，包含吧檯、餐桌、沙發等不同的特殊空間，因此載客量大約只能容納一般列車的一半，兩節車

廂總共只提供 43 席位子，可說是可移動的高級餐廳。列車沿途的風景也是讓乘客為這趟旅程增添不少氣氛，中間停靠的車站也是充滿

了特色。 

 

【指宿沙浴】 

砂浴溫泉的歷史可以追溯到 300 年前，據說當時流傳指宿海邊有一種具有魔法的砂子，人們驚訝地發現將這種砂子覆蓋全身，居然有恢

復體力，治療疾病的功效。於是代代相傳，就成為了今日的砂浴溫泉。 

 

   

 

 

DAY5 飯店－(2.6 公里)指宿站（指宿玉手箱黑白觀光列車）(50 公里)鹿兒島中央站－(5.3 公里) 仙巖園

（午餐）－(3.5 公里)鹿兒島天文館商店街－晚餐－(4.1 公里)飯店 
10:00 飯店出發                                   

10:57 指宿玉手箱列車發車 

11:48 抵達鹿兒島中央站 

12:30 仙巖園~篤姬物語 

15:10 鹿兒島天文館商店街 

18:00 晚餐 

19:30 飯店 CHECK IN 

 

早餐：飯店內享用 

午餐：薩摩鄉土料理御膳(2860JPY) 

晚餐：薩摩美食 名店熊襲亭 黑豬肉涮涮鍋(5500JPY) 

住宿：鹿兒島城山觀光飯店  ★精選四星級飯店 

門票：玉手箱列車(2140JPY)、仙巖園(1100JPY) 

【仙巖園】 

仙巖園在江戶時代一直是島津氏的私人別墅，當時的鹿兒島是日本南方的門戶，通過琉球王國積極地與中國展開貿易活動，同時也受

到中國文化的影響。這裡的庭園到處都體現了中國人的審美取向，同時也採用了中國典型的造園技法「借景」。借櫻島為山，錦江灣

為池建立起來的庭園，其中的風景非常值得欣賞。另外，鹿兒島是引領江戶時代末期和明治時代日本的代表性城市，當時有很多外國

人到來，他們也經常去仙巖園，當時此園作為島津家招待外國重要客人的迎賓館而使用。 

 

【鹿兒島天文館商店街】 

鹿兒島市最大最繁華的商業街。這裡曾經是薩摩第 25 代藩主島津重豪為吸取和推進歐洲文明，1779 年為觀測天文和製作曆書而建造了

「明時館」（別名天文館），天文館通的名稱便由此而來。這個曆書又叫薩摩曆，是指導在何時種何種農作物可增產的曆書。商店街

內鄉土料理店、禮品店、咖啡店、餐廳、雜貨店林立，是南九州最時髦的街道，深受遊客的青睞。 

 



   

 

 

DAY6 飯店－(43.9 公里)日本九州（鹿兒島空港）－台北（桃園國際機場） 

09:10 飯店出發                                   

12:20 鹿兒島空港 

13:30 桃園國際機場 

 

早餐：飯店內享用 

午餐：機上精緻餐點 

晚餐：溫暖的家 

住宿：溫暖的家 

門票：無 

 
 

 

 (※上述為預定時間，領隊可於實際行程操作中，以實際狀況適時調整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