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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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 10 日、12 月 08 日 

 

【絕美 IG打卡聖地】花與海的邂逅、能古島花海、糸島、英式古堡飯店~福岡五日 

中華航空公司 CI桃園出發 

航班 出發/抵達 起飛時間 抵達時間 

CI 110 桃園/福岡 06:50 09:55 

CI 111 福岡/桃園 10:55 1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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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G 網紅打卡限定團】福岡來回進出(早去早回)，兩晚特色高級飯店(瑪莉諾亞渡假村~海景大房間/漢彌爾頓宇

禮志野~英式古堡飯店) ，連續兩晚入住天神商圈飯店，糸島一日打卡聖地，能古島海島花海/海陸海景 BBQ，

保留充足逛街購物時間，一日全天自由活動專業導遊提供協助，附贈遊日神器(交通儲值卡/WIFI 暢遊五日) ，路

程順暢絕無車販及免稅店 

 

行程特色 

1. 中華航空台北福岡來回進出 

2. 精選九州 IG 打卡聖地 

3. 絕美海景糸島一日 

4. 能古島海島公園治癒花海 

5. 兩晚特色精選飯店，海景大房間飯店以及英式古堡風米其林指南四星 

6. 連續兩晚天神商圈飯店，不怕買太多東西 

7. 享受美人湯嬉野溫泉 

8. 保留充足購物時間以及拍照時間 

9. 推薦當地特色風味料理 

10. 保留兩天自由活動充分增加選擇性 ※配置專業導遊協助規劃 



 
 

 

 

 

 

 

 

 

 

 

 

 

 

 

 

 

 

 

 

 

 

 

 

 



                                                                                【 行程內容】 

07/07(二)DAY1 台北（桃園國際機場）－日本九州（福岡空港）－(15.5 公里)能古島渡輪~姪浜港~能

古港(2.2 公里)－午餐－ (2.9 公里)療癒花海~能古島海島公園－能古島渡輪~能古港~姪浜港－(2.4 公

里)飯店－自由走訪福岡海購城瑪麗諾亞 OUTLET ※專業導遊帶路 

04:50 桃園機場集合 

06:50 出發前往日本福岡空港 

12:15 搭乘能古島渡輪(暫定航班) 

12:40 午餐 

14:00 能古島海島公園 【IG 打卡聖地】

16:00 搭乘能古島渡輪(暫定航班) 

16:20 飯店 CHECK IN 

 

住宿：瑪麗諾亞渡假村 ★精選四星海景渡假飯店(保證入住) 

早餐：機上精緻餐點 

午餐：豪華海陸 BBQ(4500JPY) 

晚餐：方便遊玩敬請自理 

門票：能古島渡輪(460JPY)、能古島海島公園(1200JPY) 

【能古島海島公園】 

漂浮在博多灣中的能古島是一座周長 12 公里、人口約 800 人的島嶼。由福岡市的姪濱碼頭搭乘渡輪 10 分鐘即能抵達，交通便

利十分受到歡迎。雖然面積不大，而能古島海島公園卻有能夠眺望福岡市內風景的能古島瞭望台與開滿各季花種、供市民休憩

的景點，也是近年來都是年輕人打卡聖地甚至有日本人來此拍攝婚紗照以及舉辦婚禮。由於只要花費 10 分鐘路程就能忘記都市

的喧囂，福岡市民上至家族旅客下至情侶檔都相當喜愛這片遊憩之地。 

 

【海購城瑪麗諾亞 OUTLET】 

福岡唯一的 Outlet，它緊鄰著在日本國內也非常少見，可以搭乘遊船或遊艇直接抵達的海港休閒區「福岡・瑪麗諾亞海之

站」，同時也是海邊度假娛樂設施。外觀模仿倉庫建造而成，裏頭的日本及國際品牌超過 170 種，日本國內第一家化妝品

Outlet 也是在這裡，因此選擇種類非常豐富，有許多像「ABC Cosme Store」、「BabiesRus」（ベビーザらス）的擁有各種

女性商品的店鋪，適合各個年齡層的客人。另外，還有適合小朋友的各種娛樂設施，讓人玩一天都不會覺得膩。餐廳的話，有

受世界讚譽的福岡豚骨拉麵名店「一風堂」、可以品嚐到日本全國各地的當地美食的名店等等，值得一啖的美食應有盡有，福

岡海購城的另一個代表就是摩天輪 SkyWheel。在摩天輪上可以俯瞰博多灣、博多的街景，因此也是當地經典的展望景點。夜

晚則會應季點燈，能夠讓大家從早到晚都盡情享樂。 

 

   

 

 



07/08(三)DAY2 飯店－(42.6 公里) 虹之松原~鏡山展望台－ (48 公里)有田陶瓷器主題公園－午餐－ 

(19.2 公里)蔦屋 x 武雄圖書館－(18.4 公里)祐德稻荷神社－(16.7 公里)飯店 

08:00 飯店出發 

09:00 『日本三大松原』虹之松原~鏡山展望台 

11:00 有田陶瓷器主題公園~有田小歐洲 【IG 打卡聖地】

12:30 午餐 

14:10 蔦屋 X 武雄圖書館~最美圖書館之一 【IG 打卡聖地】

15:40 『日本三大稻荷神社』祐德稻荷神社 

17:00 飯店 CHECK IN 

 

早餐：飯店內享用 

午餐：季節特色自助餐(1750JPY) 

晚餐：飯店內洋式特色精緻料理 

住宿：漢彌爾頓 宇禮志野 嬉野溫泉飯店 ★英式古堡飯店 米其林指南四星住宿 (保證入住) 

門票：無 

【虹之松原】 

擁有七大不可思議傳說的虹之松原是由 400 年前的唐津藩主為了防止風災、受潮而種植的防風林，沿著唐津海灣全長 5 公里寬

1 公里的平原，種了 100 萬棵的黑松樹，涵蓋的範圍有如彩虹的弧度一般，因而取名為虹之松原。與三保松原，氣比松原並稱

日本三大松原，被指定為國家特別名勝。在鏡山的鏡山展望台可將唐津灣和虹之松原的美景盡收眼底。鏡山山頂處有一個大型

公園，裏頭有 400 米長的池塘和鏡山神社。 

 

【有田陶瓷器主題公園】 

這座大型主題公園以有田燒為主題，最值得一看的景點是以德國德勒斯登茨溫格爾宮為原型的展示設施。宮殿右翼展示名揚國

際的有田燒逸品，千萬不能錯過 1870 年代於維也納萬國博覽會中展出的 182 公分大花瓶。宮殿左翼為開放租賃的沙龍，常用

於舉辦婚禮等等。另外，也有能體驗彩繪、手捏陶和拉坏的「有田燒工房」，以及重現天狗谷古窯的「登窯」，還能參觀宗政

酒造有田藏。洋溢著異國風情的有田陶瓷主題公園，巴洛克式的巨大庭院中重現了 18 世紀德國的茨溫格爾宮殿，彷彿置身歐洲

莊園古堡。宮中蒐藏世界知名的有田燒作品，從江戶時代到明治時期的作品中可清楚了解有田燒的歷史演變，裏頭的山海酒房

「のんのこ」是可以享受佐賀鄉土料理吃到飽的餐廳，食材選用當地新鮮直送，讓各位遊客都能有難忘的回憶。 

 

【蔦屋 X 武雄圖書館】 

武雄市圖書館不但是日本文青的觀光新熱點，同時也是當地的觀光奇蹟。為振興地方觀光，武雄市特別與蔦屋書店合作，將原

本的市立圖書館改造成結合圖書館、書店、DVD 出租店以及星巴克咖啡店的「武雄市圖書館」。這樣的改變大受好評，2014

年度更創下驚人的 92 萬來客潮，海內外許多遊客無不不遠千里前來朝聖，是近年日本最夯的話題焦點。早在 2002 年時武雄市

圖書館便已建造完畢且開館，由佐藤總合計畫設計。一直到後來武雄市圖書館和蔦屋書店合作重新設計開發，於 2013 年改裝完

畢，因此武雄市圖書館也漸漸的成為熱門景點，此外也於 2013 年獲得「Good Design Award」獎項。 

 

【祐德稻荷神社】 

祐德稻荷神社建於西元 1687 年，和伏見稻荷、笠間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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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外苑東

山公園是知名的杜鵑花名勝。每年 300 萬名的信眾前來參拜，香火相當鼎盛。神社祭典中較知名有 3 月初午舉辦的初午祭，祈

禱商人生意興隆，還有 12/8 舉辦的火祭，為了感謝秋天豐收，祭典中的御神火象徵給神靈的饗宴，神社會提供信眾新米製成的



甘酒，象徵給予五穀豐收的祝福。 

 

   

 

 

07/09(四)DAY3 飯店－(87.8 公里)芥屋大門~海蝕洞遊覽船－ (850 公尺)糸島龍貓森林步道－ (11.7 公

里)櫻井二見浦 夫婦岩－ (750 公尺)PALM BEACH 午餐~天使的翅膀－ (5.2 公里)椰子樹鞦韆－(26.2 公

里)博多運河城－(1.8 公里)飯店 
08:00 飯店出發  

09:30『日本最大玄武岩洞』芥屋大門 

10:15 芥屋大門海蝕洞遊覽船(航程 25 分鐘) 

10:50 糸島龍貓森林步道 【IG 打卡聖地】

11:50 櫻井二見浦夫婦岩~絕美海景白鳥居 【IG 打卡聖地】

12:20 PALM BEACH用餐~可至餐廳附近拍照欣賞海景 【IG 打卡海景餐廳】

14:10 椰子樹鞦韆(如遇天候狀況不佳則提早回天神商圈) 【IG 打卡聖地】

16:00 博多運河城~購物天堂 

19:10 飯店 CHECK IN 

 

早餐：飯店內享用 

午餐：IG 打卡海景餐廳~義式創意料理+蛋糕+咖啡 or 果汁(3600JPY) 

晚餐：方便遊玩敬請自理 

住宿：天神蒙特利飯店 ★2020 年四月全新開幕市區飯店(保證入住) 

門票：海蝕洞遊覽船(800JPY) 



【芥屋大門】 

日本三大玄武岩洞之一，同時也是日本最大的玄武岩洞。芥屋大門被指定為國家天然文物，是代表糸島的觀光勝地之一。而在

洞窟內可以欣賞到被指定為國家天然文物的「六角柱狀石」，本趟旅程也特別安排了芥屋大門遊覽船讓各位旅客能看到這種特

殊的景觀，在這 25 分鐘的航程裏頭體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吧。 

 

【櫻井二見浦夫婦岩】 

縣內指定的名勝。每年 5 月前後會把原本掛在夫婦岩上的巨大注連繩換成新的。這裡可以看到很少見的夕陽、鳥居、夫婦岩的

組合，也獲選為「日本夕陽百選」之一，白色的鳥居搭配海洋的湛藍色也是非常美的組合再加上附近增加不少熱門 IG 打卡景點

使得夫婦岩的知名度更上一層。 

 

【糸島龍貓森林步道】 

大多的福岡人來到糸島就會聯想到著名的景點，芥屋大門，由玄海灘與洞窟所交織而成的玄武岩海蝕洞，此處能讓人看到大自

然鬼斧神工的作品奇特的景色是造訪系島時必來的景點且可以搭乘渡輪遊玩。除此之外，更有一處讓吉卜力動畫迷瘋狂的龍貓

森林。群樹圍繞而成的步道，讓人不禁期許在洞穴的出口處可以巧遇傳說中的龍貓，不妨走一趟體驗一下龍貓的劇情。 

 

【椰子樹鞦韆】 

糸島一直以來都是福岡人渡假勝地，但是近年來也成為福岡年輕人必來的景點之一，有不少的 IG 網紅景點都在此誕生，其中一

個就是椰子樹鞦韆，面向海面傾斜的椰子樹掛上了繩索跟木板搖身一變成了盪鞦韆，湛藍的大海與天空融合上椰子樹以及沙灘

讓人彷彿來到了東南亞熱帶小島，異國情調的風格使得這裡變成了 IG 打卡的聖地。 

 

【博多運河城】 

博多運河城是日本福岡的大型購物和娛樂中心。被稱為《城市之內的城市》，擁有眾多景點，包括商店；咖啡廳；餐廳；劇院

遊戲中心;電影院兩家酒店；和一條貫穿整個建築群的運河。運河城毗鄰福岡的娛樂區，位於城市的商業和零售中心之間，已成

為福岡的旅遊勝地和商業上的成功。也是日本歷史上最大的私人開發項目。 

 

   

 

 

07/10(五)DAY4 飯店－全天自由活動 ※導遊可帶路 
早餐：飯店內享用     

午餐：方便遊玩敬請自理 

晚餐 :  方便遊玩敬請自理 

門票：無 

住宿：天神蒙特利飯店 ★2020 年四月全新開幕市區飯店(保證入住) 

建議行程： 

由於安排的飯店位於天神商圈裏頭，故各位旅客都能輕輕鬆鬆購物享受美食，搭配太一贈送的交通卡讓大家可以搭乘電車來到更

遠的地方遊玩留下美好的回憶，如有任何問題也可以前一天請教導遊，任何想去的景點都可以跟專業導遊討論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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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這裡午餐也可以品嘗合格烏龍麵也是不錯的選擇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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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地下街逛完不妨也走到上面的 LOFT 或是各大購物聖地逛一逛哦。 

 

【門司港】 

使用太一附贈的交通卡可以搭乘電車到達門司港車程約一個小時，門司港區是個面向瀨戶內海的港口地區，以門司港懷舊聞名；

在這個海濱開發區內，有經修復的舊工業建築、博物館和時尚餐廳，追逐夕陽的遊客會聚集在和布刈公園的海濱步道上，關門橋

下方不時會有船隻通過，旅客可從白野江植物園的山丘上俯瞰遼闊的海景，園內的步道兩旁有花壇，並有繁花盛開的樹為行人遮

蔭。 

 

   

 

 

07/11(六)DAY5 飯店－(9 公里)日本九州（福岡空港）－台北（桃園國際機場） 
08:00 飯店出發 

10:55 前往桃園國際機場 

 

早餐：飯店內享用 

午餐：機上精緻餐食 

晚餐：溫暖的家 

住宿：溫暖的家 

門票：無 

【福岡空港商店街】 

福岡國際空港的免稅店以及各品牌的商店都屬於正品店，讓各位旅客買的也安心，價格也是相當不錯的，品牌種類也高達數十

種以上，在這裡也不用擔心餐廳的問題，在福岡空港有非常多有名的餐廳都進駐於此，讓每位旅客在回家之前還能留下很棒的

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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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事項: 
【特別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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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行程內安排參觀之季節性景點(如賞櫻、賞花、賞楓、賞雪等)，會因當時現場實際狀況或天氣等不

可抗力之因素等影響，而調整前往參觀適時適當觀光景點。 
2.) 當地賞櫻開花情報，以日本氣象廳官網公告為主，敬請見諒。 
3.) 本行程交通住宿及旅遊點儘量忠於原行程，有時會因飯店確認關係行程前後更動或互換觀光點，若

遇特殊情況如船、交通阻塞、 
     觀光點休假、住宿飯店調整或 其他不可抗拒之現象，行程安排以當地為主，敬請鑒諒。 
4.) 逢日本各地 紅葉季節或櫻花季 、交通擁擠及住宿飯店會大幅更動行程順序，敬請了解。謝謝! 
5.) 依季節性產地、天候等因素餐食菜單本公司保留最後更改權力，不便之處敬請見諒。 
 
【團費包含項目】 
1.來回經濟艙機票。兩地機場稅金、燃油稅費用。 
2.行程表中註明之飯店住宿、餐食、旅遊景點、交通之費用。 
3.司機、飯店、導遊（領隊）服務人員小費。 
4.每人 500 萬元旅遊意外責任險、20 萬元意外傷害醫療險及海外急難救助。 
  *依保險法條規定未滿 15 歲 / 75 歲以上之團員 每人 200 萬元旅遊意外責任險、20 萬元意外傷害醫療險。 
 
【團費不包含項目】 
1.參團貴賓護照新辦 NT$ 1,400。 
2.行程表上未表明之各項開支，自選建議行程交通及應付費用。 
3.行程表上註明自由活動、自理餐食、未包含之門票等自費費用。 
4.純係私人之消費：如行李超重費、酒店有料電視或有料 Wifi、飲料酒類、洗衣、電話、電報及私人交

通費。 
  ※行李：每人可攜帶一件托運行李，經濟艙 20-30 公斤以內(視搭乘航空公司有所不同)。超重之費用

請客人自行負責支付。 
  ※本旅行團於台北出發後，必須團體行動。如因個人關係，途中不克參加觀光及餐宿者，概不退費。

個人旅行所增加之費用， 
     由個人自行負責。 
 
 
 



【貼心小提醒】 
※日本文化的獨特性，至日本旅遊時會有些許與台灣不同的習慣差異，入境隨俗～是享受日本獨特文

化的旅遊樂趣。 
1.日本文化上的不同，日本人飲食大多以生冷及無油之食物為主。 
2.因飲食文化差異，日本的多數素食者皆可食用蔥、薑、蒜、韭菜、奶蛋等辛香料，料理湯底也多柴魚

或大骨高湯所熬煮的，對於素食者無法提供如台灣多樣化料理，針對素食餐僅能醬菜、蔬菜、豆腐等

食材烹調，敬請貴賓見諒。 
機上餐食特殊需求：請於報名繳訂前向服務人員提出需求，如果等到出發當天或是前一天才告知餐食

的特殊需求，可能無法接受變更，敬請瞭解！ 

 

 

 

 

 

 

 

 

 

 

 

 

 

 

 

 

 

 

 

 

 

 

 

 

 

 

 

 

 

 

 

 

 

 



 附贈遊日神器 

ICOCA(內含 1500JPY 儲值金)  

 

WIFI 五日 

 

贈送福岡名產神秘小禮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