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九州四大特色料理.飫肥城邊走邊吃.仙巖園.
特色熊襲鍋.指宿沙浴溫泉五日
出發日期: 國曆 108 年 10 月 17 日
行程特色
＊特色餐食
一.知名薩摩藩鄉土料理～熊襲鍋
二.養生黑醋料理～黑醋握壽司御膳
三.日本和牛奧運會冠軍～宮崎牛陶板燒
四.奢華安排～螃蟹會席料理

★特色景點★

★特別安排★

★特色飯店★

『行程備註說明』
★【特別說明】日本飯店並無實際星級分等，本網頁所顯現之分級，為目前旅遊市場之一般認定，並
參考台灣及日本兩地間數個訂房網站資訊後所給予之客觀綜合分級，且各網站之評量標準及角度各有
不同，難以單一網頁所載資訊做為最終評鑑，敬請瞭解。
★【特別說明】日本國土交通省於平成 24 年 6 月(2012 年)發布最新規定，每日行車時間不得超過 10
小時（以自車庫實際發車時間為計算基準），以有效防止巴士司機因過(疲)勞駕駛所衍生之交通狀況。
★【特別說明】台灣與日本兩地間的飲食文化多有不同，日本的多數素食者可食用蔥、薑、蒜、辣
椒、奶蛋甚至柴魚或肉汁高湯所熬煮的餐飲，為尊重台灣素食貴賓的飲食習慣，在避免使用上述食材
的前提下，各餐廳多以各式蔬菜、豆腐等食材搭配漬物料理的定食或鍋物提供給素食貴賓，且當地購

買全素食品也相當不易，故建議前往日本旅遊的貴賓，如有需要請自行事先準備素食品，以備不時之
需。
＊全程二人一室，保障您旅遊的品質。
＊全程採用營業綠牌車，保障您旅遊的安全。
行程內容每日行程
第1
天

★知名薩摩藩鄉土料理～熊襲鍋★
★養生黑醋料理～黑醋握壽司御膳★
台北 鹿兒島→黑醋工場見學→櫻島渡輪→櫻島有村熔岩展望台→錦灘酒造 Barrel Valley →
天文館通
集合於台北桃園國際機場後，由專人辦理出境手續後，搭乘客機飛往九州南端的門戶【鹿兒
島】，搭乘專車展開此次豐盛愉快旅程。

錦灘酒造 (下車參觀)
創史人河內源一郎發現製造燒酒時必要的河内菌白麹因此被稱為近代燒酒之父，目前經營者
為第三代。在這裡釀造各種酒類(燒酌、清酒、葡萄酒、當地啤酒、水果甜酒)，您可在此試
飲不同口味的酒類。在此除了可以品嘗到美味的捷克啤酒、特色料理之外，捷克工藝品與其
它的特色商店也非常值得到訪。

仙巖園(磯庭園) (入內參觀)
位於鹿兒島市的仙巖園（仙巌園）為薩摩藩主島津家第 19 代當家島津光久所造，為島津家所
屬的庭園，又稱磯庭園，庭園背山面海而築，是以櫻島和錦江灣為借景，將園外的自然景色
融入而著稱。作為歷史景地，日本大河劇組《篤姬》曾到此取景拍攝，而園內的工業遺跡也
在 2015 年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是探究歷史與欣賞自然景觀的熱門遊地。 仙巖園坐落在鹿
兒島市的磯地區，為當時薩摩藩的第 2 代藩主，即島津家第 19 代當家島津光久於 1658 年時
下令興建，為島津家別墅所擁的庭園。庭園隔著錦江灣與櫻島相望，以櫻島為山，藉錦江灣
為水，攬寬闊的自然風光，成就山水造景，是著名的借景庭園。到了江戶時代末期，第 28 代
當家島津齊彬則使用了部分園區建置了製鐵、玻璃等工藝的集成館，也就是今日的尚古集成
館、薩摩切子工場等館舍。 來到佔地 5 公頃的仙巖園，除了重點觀賞的鐵製 150 磅火砲、正
門、錫門、御殿、獅子乘大石燈籠、江南竹林、曲水之庭、水道橋等庭園景觀，園內還設置
了御庭神社、貓神社等祭祀處，而昔日促成日本近代工業發展的島津家，所擁有的庭園裡也
遺留不少科技化的遺跡，昔日煉鐵的反射爐跡亦在 2015 年被列入世界遺產「明治日本的產
業革命遺產」之一環，想要更深入瞭解的遊客可事前預約中文導覽行程。 此外，2008 年日
本 NHK 電視台所推出的大河劇《篤姬》也曾來此取景，在真實的歷史背景下，重演過去的故
事，戲迷可循著篤姬的足跡，到正門、筆塚、曲水之庭、水道橋等取景點回味一番。 園內還
有不少餐廳、伴手禮店進駐，想要享用薩摩料理、兩棒餅，或是添購紀念品都不是問題，喜
歡《篤姬》一劇的戲迷也可以到此採購劇中篤姬和小松帶刀交換的御守－有著島津家紋「丸
十字」的御庭神社御守，在園內的櫻華亭賣店、龜鶴莊，以及尚古集成館的博物館商店可以
購買。

仙巖園抹茶體驗 (特別安排)
茶道、花道、書道勘稱日文三大文化，安排在園內，體驗茶道文化，由專業的茶道教師教
授，接著每人親自體驗如何調製日式抹茶，再配上特別贈送的日式和果子，更增添茶道的樂
趣！

天文館商店街 (自由活動)
天文館商店街是鹿兒島市最繁華的商圈，當地的年輕人喜歡稱他為天街（てんまち），各種
名產伴手禮和人氣美食餐廳都聚集在這裡，遊逛的範圍從石燈籠、納屋通到天文館通、文化
通，遊客除了在商店街裡挖寶外，也別錯過老舖百貨「山形屋」，或是順著 7 座歷史標記認
識當地的歷史人物。 鹿兒島市的天文館商店街名稱源自江戶時代，西元 1779 年薩摩藩第 8
代藩主島津重豪在此設立「明時館（別名天文館）」，作為天文研究與觀測所用，遂將所在
地稱為天文館通。現今天文館已不復見，但明治以來商家進駐、路面電車開通，至第二次世
界大戰前已發展成為具有規模的商圈。 天文館商店街為一結合餐飲、娛樂的多元商圈，商圈
以天文館本通、天文館 G3（千日通）和石燈籠通為中心，延伸至文化通、納屋町、中町通等
處，其主要商街採拱廊設置，能夠遮風、擋雨、防日曬，並匯聚了生活雜貨、伴手禮店、美
食餐廳等店鋪，想要採購藥妝、零食，或品嘗黑豬肉涮涮鍋、薩摩鄉土料理、鹿兒島拉麵及
白熊冰，在此都能獲得滿足。此外，商圈周邊還有許多複合式商場和百貨公司設置，像是 M
aruya Gardens、Takapla、天文館 cinema paradise，以及大正時代開業的老舖百貨－山形
屋等，想要購買流行服飾、美妝精品的遊客也能前往遊逛。
景

點：天文館商店街 、仙巖園(磯庭園) 、仙巖園抹茶體驗 、錦灘酒造

餐 食：早餐／ 溫暖的家
鍋料理(餐標 4800 日幣)

午餐／ 養生黑醋握壽司御膳(餐標 2700 日幣) 晚餐／ 南九州熊襲

旅 館：鹿兒島 東急 REI 飯店(全館 WIFI) 或 鹿兒島 REMM 飯店(全館 WIFI) 或 鹿兒島 REMB
RANDT 飯店或鹿兒島 LEXTON 飯店(全館 WIFI)
第2
天

仙巖園～抹茶體驗→飫肥城下町(特別加贈:邊走邊吃兌換卷)→日南海岸～鵜戶神宮→宮崎
櫻島渡輪 (特別安排)
櫻島渡輪（桜島フェリー／Sakurajima Ferry）為鹿兒島市往返櫻島的重要交通工具，定期於
鹿兒島港和櫻島港之間航行，為 24 小時經營，不但提供客運，也接受車輛運航，單程耗時約
15 分鐘，有著快速便捷的優點，對於觀光客來說則是前往櫻島的海上巡航體驗。 鹿兒島市的
櫻島雖和大隅半島相連卻與薩摩半島隔著錦江灣相望，西元 1934 年為了西櫻島村民生活和
就學之方便開設「鹿兒島港－櫻島港」的櫻島渡輪航線，而今在鹿兒島市船舶局經營下，安
排有 6 艘渡輪執航，每日 70 航，24 小時運營，一年約可載送 520 萬人次及 153 萬車輛次，
為一高運載量航線。 櫻島渡輪船上設施完備，設有簡易賣店可購買餅乾零食和伴手禮，並附
設麵店，販售簡單美味的烏龍麵，短短的航程便能完食，而想欣賞櫻島火山風景的亦能至船
頂甲板，迎風眺望。航班在離峰時段每小時一班，越接近尖峰時刻班次越多，自早上 7 點起
到晚上 7 點，船班間距約 10~15 分鐘一班，單程所需航運時間約 15 分鐘，而根據船隻大
小，櫻島渡輪一次約可載送 400~700 名乘客，車輛則為 30~60 輛。 除了定期航線外，櫻島
渡輪也規劃有櫻島周遊觀光渡輪（よりみちクルーズ／Yorimichi Cruise），是以錦江灣風景
為重點的海上巡航渡輪，每天僅開設一班，航行時間約 50 分鐘，航線自鹿兒島港始，經神瀨
燈標、大正熔岩平原，再到終點站櫻島港；另外還有以錦江灣為主題巡遊的錦江灣觀光船，
觀光船不定期開航，約 2.5 小時的航行將帶領遊客賞覽櫻島火山、霧島連山和神造島、錦江
灣海底火山等地，有興趣的旅客可向櫻島渡輪洽詢。
※櫻島渡輪如遇不可抗力，則改車行前往，每人退費團體料金 日幣(大人 300 圓、兒童 150
圓)。

櫻島 (下車參觀)
位處日本南九州的櫻島為鹿兒島的象徵性地標，西隔錦江灣與鹿兒島市相對，東則與大隅半
島相連，為霧島錦江灣國立公園的一環。櫻島為一活火山，火山活動頻繁，歷史上曾有幾次

大規模的噴發，成就島上的熔岩地景以及深具療效的溫泉，而火山灰更滋養肥沃了土地，孕
育出全日本最大的蘿蔔和最小的橘子。 櫻島坐落在薩摩半島與大隅半島相護的鹿兒島灣內，
約在 2 萬 6,000 年前因海底火山活動而形成，現為一活火山，歷史噴發紀錄相當多，當中不
乏大規模的噴發，像是 1471 年的文明噴發、1779 年的安永噴發，以及 1914 年的大正噴
發，在大正噴發後，櫻島更與大隅半島相連，使得西面仍隔著錦江灣與鹿兒島市相望，東面
則與垂水市串接。 行政區劃為鹿兒島市的櫻島，面積約占 77 平方公里，島嶼地勢中央為
高，以北岳、中岳、南岳所構成的御岳為制高點，外環臨海平坦處則有聚落分布；交通方
面，設有國道繞行一周，規劃路線巴士和觀光巴士運行於西櫻島和北櫻島，並在西側建置有
櫻島渡輪站，安排鹿兒島市與櫻島之間的海上航線。 櫻島自然景觀秀麗，觀光資源豐富，被
指定為霧島錦江灣國立公園的一部分，主要景點集中於西櫻島，像是熔岩海岸公園與足湯、
熔岩海岸散步道、道之站櫻島－火之島惠館、櫻島遊客中心、烏島展望所、赤水展望廣場、
湯之平展望所等，南櫻島則有古里溫泉、有村熔岩展望所，而東櫻島還有黑神埋沒鳥居。 除
了景地賞遊外，遊客還能向櫻島遊客中心洽詢，安排海中溫泉探險、火山地理探險、海釣、
熔岩披薩製作、櫻島火山灰藝術、拔櫻島蘿蔔、採櫻島小蜜柑、挖掘天然溫泉等體驗活動。

黑醋工廠見學 (特別安排)
錦江灣沿岸的福山地區就是日本有名的黑醋之鄉,得天獨厚的地環條件造就了許多美食，黑醋
就是其中有益身體健康及講求養生潮流下的新寵兒。特別安排桷志田黑醋工廠，您可邊參觀
黑醋的製作方法及邊試飲水果醋的風味增添不一樣的回憶。

飫肥城下町 (下車參觀)
飫肥城是日本古日向國南部（今宮崎縣日南市）之城。江戶時代是伊東氏飫肥藩的藩庁，過
去曾是繁華的城下町（城堡城市），被稱為九州的小京都的飫肥。如棋盤般井井有條的街道
中，可以看到古老的石牆和武士宅邸。在這能夠感受到江戶時代氛圍的街道散步也是一大樂
趣。這裏的中心景點是宮崎的代表性古城遺跡—飫肥城跡。石牆和正門前的石階等都保留著
300 年前改建時的樣子。城堡中心部分遺跡是長滿杉樹的廣場。正門使用樹齡 100 年以上的
飫肥杉進行了復原。飫肥城遺跡左手邊的武士宅邸、豫章館的庭園是巧借愛宕山的景致，再
配以點景石、石燈籠、庭院樹等，是著名的庭園。
※ 邊走邊吃 5 品請客人自行至商家兌換，兌換之商品已實物為主，敬請了解。

鵜戶神宮 (下車參觀)
鵜戶神宮是日本唯一的洞穴神社，呈朱紅色，位於宮崎縣日南市日南海岸，據說這兒是日本
第一代天皇神武天皇父親的出生地。神社主要用來祈求順產、胎兒健康以及保祐出海的漁
民，因此長期受當地人的信奉及參拜。
景

點：黑醋工廠見學 、飫肥城下町 、鵜戶神宮 、櫻島 、櫻島渡輪

餐 食：早餐／ 飯店內早餐 午餐／ 日式黑豬肉釜飯定食或南九州風味餐(餐標 1620 日幣)
晚餐／ 飯店內總匯自助餐或精緻會席料理
旅 館：JS 日南 RESORT(全館 WIFI)或日南海岸南鄉王子飯店 或 宮崎 ANA(全館 WIFI) 或宮
崎觀光(全館 WIFI)
第3
天

★日本和牛奧運會冠軍～宮崎牛陶板燒★
日南太陽花園~摩艾石像→【路經鬼之洗衣板】青島神社→關之尾瀑布→霧島酒造~贈送每人燒
灼一瓶→霧島神宮→霧島溫泉區

日南太陽花園 (入內參觀)
日南太陽花園（Sunmesse Nichinan）為宮崎縣的熱門觀光景點，坐落在蔚藍的日南海岸，
擁攬南島風光，海岸邊更設置著 7 座完全復刻版的復活島摩埃像，享有高度的人氣，是以感
謝地球、太陽、海洋等元素為概念所設置的公園，亦是一處結合自然景觀、動植物生態、藝
術休閒與美食的多元景點。 位處宮崎縣日南市的日南太陽花園是以感謝太陽、天空、海洋與
地球為主題所設置的南洋風情公園，規劃有摩埃岬、摩埃廣場、太陽之丘、天空之塔、蝴蝶
樂園、地球感謝之鐘等區，當中最大的亮點便是設置在摩埃廣場的高大摩埃像，其為全球唯
一獲授權複製的復活島摩埃像，最高約 5.5 公尺，每尊重量約 18~20 噸，意氣風發地矗立在
日南海岸，攬秀麗的海濱風光為背景，此外，這 7 尊摩埃像分別代表著事業運、健康運、戀
愛運、全體運、結婚運、財富運、學業運，遊客除了合照紀念外也可觸摸雕像祈求幸運，而
除了摩埃廣場，園區內也處處可見摩埃的造型石雕。 來到日南太陽花園，不僅有摩埃像可探
訪，寬廣的園區裡還規劃有多元遊憩，入口處設置有嵐之湯，提供藥石浴等按摩服務；鄰近
海岸的摩埃岬還有一座小型牧場，豢養著牛羊等溫馴的動物；園區中心則有諮詢中心和賣
店，遊客可在此取得園區資訊並能採購宮崎在地特產；若循上升的地勢經過摩埃廣場來到太
陽之丘，便可見到有日晷作用的石碑；而在天空之塔內則設置有摩埃展、世界昆蟲展、一燈
園創始者西田天香紀念館與餐廳等設施；至於園區最頂端則有地球感謝之鐘和戶外蝶園、兒
童遊具廣場等。

青島神社 (下車參觀)
宮崎縣的青島神社坐落在日南海岸的青島上，有著壯麗的自然風光伴陪，波狀岩的地景－鬼
之洗衣板就在社境內，這裡是日向神話的流傳之地，奉祀著彦火火出見命、豐玉姬、鹽土老
翁等神明，是著名的緣結神社，求安產、航海安全也相當靈驗。 青島神社坐落在有神之島之
稱的青島上，天孫降臨的神話中，天照大神的後嗣山幸彥與兄長海幸彥分別以打獵和釣魚為
生，一日交換了賴以維生的工具，但山幸彥不慎將兄長之釣鉤遺落海中，為取得釣鉤在鹽土
老翁的幫助前往海神宮，山幸彥不但取回釣鉤更與海神之女豐玉姬許下婚約，而其自海神宮
返回陸地時便是在青島登陸，因此山幸彥、豐玉姬、鹽土老翁遂成為神社的主祀神。 神社創
建年代已不可考，據信在平安時代有青島大明神的祭祀，室町時代備受藩主伊東家崇敬，在
16 世紀到 19 世紀有興修的紀錄。作為神之島，青島往昔僅有神職人員可入島，直至 1737 年
才許一般民眾入島祭祀。 神社本殿建築在青島中央，向外 1.5 公里範圍內皆為社境，本殿周
圍由蓊鬱的亞熱帶植物林包覆，沿海處則是寬廣的沉積岩地景，由於沉積岩凹凸有致，狀似
洗衣板，岩石色澤又深，因此被譽為「鬼之洗衣板」，是著名的熱門景點。遊客自島與島間
的銜接橋梁彌生橋前往神社，便能見到這渾然天成的美景，而穿過橋梁即會通過神社的大紅
鳥居，參道上也為細沙所覆蓋，地景相當豐富。 在山幸彥與豐玉姬的相戀神話下，青島神社
也成為著名的緣結神社，求祀姻緣、安產、交通安全等都相當靈驗。此外，神社還建有日向
神話館，介紹天孫神話的緣起、海幸彥山幸彥的始末以及第一代天皇神武天皇的開端，對日
本神話有興趣的旅客也可付費參觀。

關之尾瀑布 (下車參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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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霧島神宮 (下車參觀)
鹿兒島縣霧島市的霧島神宮為南九州極具規模且歷史悠久的神社，為霧島六社權現之一，主
祀神為天孫降臨的瓊瓊杵尊。神宮本殿有著朱漆黑瓦的建築，並鍍金飾之，宮貌華麗氣派，
有如日光東照宮，而被譽為「西の日光」，此外神社境內還留有一神木並植櫻花樹，參拜之
餘也能漫步賞景。 霧島神宮的歷史可溯及西元 6 世紀欽明天皇時，初創時建於高千穗峰和火

常峰間，主祀天饒石國饒石天津日高彥火瓊瓊杵尊，並配祀 6 柱皇靈，即日本神話中天照大
神之後嗣，薩摩島津家歷代當家相當尊崇，西元 1866 年時，歷史名人坂本龍馬的新婚蜜月
之旅也曾到訪此地。 由於霧島神宮經常受火山噴發影響，1484 年在島津家第 10 代當家島津
忠昌的命令下，神宮遂遷至鹿兒島縣的霧島市現址，而今富麗堂皇的宮殿則是 1715 年第 21
代當家島津吉貴的奉獻下重建的模樣。 霧島神宮占地遼闊，其設有三座鳥居，並有著氣派華
麗的本殿，在本殿朱漆彩繪之上還有鍍金裝飾，建築相當細膩，現被指定為日本重要文化
財。神社祭典多達 100 項，其中重要的祭儀為 9 月 19 日的例祭以及 6 月 30 日與 12 月 31 日
舉行的大祓式，遊客除了到此求祀平安、消災解厄外，若遇祭儀也能在旁觀看，感受日本文
化。此外，神社坐落蓊鬱樹林間，擁有生意盎然的自然景觀，每年 3 月下旬~4 月上旬可賞櫻
花，11 月上旬則有楓葉，天氣好時在其展望台還能眺望到櫻島。
景

點：日南太陽花園 、青島神社 、關之尾瀑布 、霧島神宮

餐 食：早餐／ 飯店內早餐 午餐／ 宮崎牛陶板燒御膳(餐標 2700 日幣) 晚餐／ 飯店內總匯
自助餐 或 飯店內會席迎賓御膳
旅 館：霧島皇家(全館 WIFI) 或 霧島城堡(全館 WIFI) 或 霧島京瓷(全館 WIFI) 或 霧島國際(全
館 WIFI)或同級
第4
天

霧島藝術之森→錦灘酒造 Barrel Valley →知覽武家屋敷群→★加碼贈送指宿砂浴★→JR 西大
山車站～贈送名信片→鹿兒島
霧島藝術之森 (入內參觀)

知覧武家屋敷群 (入內參觀)
鹿兒島南九州市的知覽武家屋敷群，或稱知覽武家屋敷庭園，是江戶時期薩摩藩重臣宅邸聚
集的住宅區遺址，擁有百年歷史，景區內石垣綠籬圍道，不但留有傳統屋舍，還有造景庭
園，並以母岳的自然山景為背景，街道流露著濃厚的古意也散發典雅美感，現被列為「國之
重要傳統的建造物群保存地區」。 江戶時代的知覽為薩摩藩外城制度中 113 個「麓」中的一
個，即設置武家屋敷群，以維持行政和軍事防衛功能的地區。當時知覽麓的領主佐多氏在現
今知覽的市中心建造屋敷，現存的武家屋敷群多為佐多氏第 18 代領主島津久峯時期所造（1
732~1772 年），且受到琉球和中國的影響，房舍多以厚重的石垣和修剪整齊的綠籬區隔，
並設有石敢當、屏風岩等，而庭園的規劃則是參考京都地方的庭院來布置，因此有著「薩摩
の小京都」之美譽。 知覽武家屋敷群以武家屋敷通為中心，現存古樸的街道和房舍，佔地約
18.6 公頃的園地在 1981 年更被列為「國之重要傳統的建造物群保存地區」，園區內 7 座庭
園更被指定為名勝，包含以池泉式庭園建造的森重堅庭園，以及採枯山水式庭園的西鄉惠一
郎庭園、平山克己庭園、平山亮一庭園、佐多美舟庭園、佐多民子庭園、佐多直忠庭園，現
皆開放參觀，而少數屋敷亦有餐飲或文創進駐，開設咖啡廳、鄉土料理餐廳，遊客可入內感
受傳統風情。

指宿砂浴 (特別安排)
★【指宿砂浴】。指宿是南九州最大的溫泉鄉，泉量豐沛、泉脈接近地表，有時在海邊挖掘
就會噴出熱騰騰的蒸汽，因此發展出世界罕見、日本唯一的天然砂浴溫泉，三百多年來到此
紓壓的遊客絡繹不絕。地底冒出的蒸汽讓身體緩緩暖和起來，細砂覆蓋除了保溫還有加壓的
作用，因此比起一般溫泉更迅速有效。
※ 指宿砂浴為特別贈送項目，若放棄體驗恕無法退費，敬請了解。

池田湖 (下車參觀)
位處鹿兒島縣指宿市的池田湖，不僅是因火山活動而形成的火山湖，還是九州最大的湖，為
霧島錦江灣國立公園的一部分，其湖水深沉且湛藍，伴隨著開聞岳的山景，交織出秀麗的景
觀，而在春季油菜花盛放時更引遊客駐足欣賞，這裡也有水怪傳說為其增添神秘感，遊客可
漫步環湖步道感受自然風光。 池田湖座處鹿兒島縣薩摩半島東南側，行政區劃為指宿市，其
是自 5,500 年前阿多火山臼邊緣火山噴發後造成火山灰堆積、崩塌而另形成之池田火山臼，
在經年累月的雨水蓄存而成的火山湖。池田湖湖面標高約 66 公尺，直徑約 3.5 公里，湖深 2
33 公尺，在湖底則有一直徑約 800 公尺、高 150 公尺的湖底火山。 池田湖深藍的湖色與周
圍的山林風光相襯，遠眺便是有著薩摩富士之稱的開聞岳，湖畔規劃有環湖步道，四季可賞
不同的景觀，尤以每年 1~2 月油菜花綻放，一整片澄黃景觀相當亮眼，到了夏季則有粉嫩的
波斯菊花海，嬌豔盛放。 此外，1961 年起池田湖便有水怪傳說流傳，並借尼斯湖水怪之名
Nessie 稱其為伊西 Issie，過去曾有人推測水怪為身長約 2 公尺、棲息於湖中的天然紀念物－
大鱸鰻，但此說法也被推翻，現今仍無法得知水怪的真實性，使其維持著神秘感。

西大山車站 (下車參觀)
是日本最南端的車站。這個鄉間車站 1 天有 16 班列車會在此靠站，是一個周圍環繞著稻田環
境的寧靜車站，此車站最自豪的是從車站可眺望開聞岳的絕佳景色。在車站旁邊設置的據說
可傳遞幸福的黃色郵筒也是日本唯一的黃色郵筒，本公司特別贈送旅客(每人一張)明信片，
您可藉著黃色郵筒寄出您對家人、朋友、情人的幸福思念，或是在觀光案內所蓋上紀念郵戳
帶回做為留念。
※ 明信片郵資煩請自理，敬請了解。
景

點：池田湖 、西大山車站 、知覧武家屋敷群 、指宿砂浴 、霧島藝術之森

餐 食：早餐／ 飯店內早餐 午餐／ 黑麴豬肉陶板御膳或 南九州日式風味御膳(餐標 1620 日
幣) 晚餐／ 長腳蟹會席料理(餐標 4000 日幣)
旅 館：鹿兒島 東急 REI 飯店(全館 WIFI) 或 鹿兒島 REMM 飯店(全館 WIFI) 或 鹿兒島 REMB
RANDT 飯店或鹿兒島 LEXTON 飯店(全館 WIFI)
第5
天

鹿兒島空港

台北

帶著滿滿的回憶，專車前往鹿兒島空港，搭乘豪華客機返回台北，結束了此次南九州名湯、自
然美景之旅。
餐

食：早餐／ 飯店內早餐

午餐／ 機上餐食

晚餐／ 溫暖的家

銷售資訊 (2019/08/12 15:44 更新)
備註 (2019/08/12 15:44 更新)
1.本行程最低出團人數為 16 人以上（含），最多為 41 人以下（含），本公司將會派遣合格領隊隨行
服務。
2.行程班機時間及降落城市與住宿飯店之確認以說明會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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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遇特殊情況如船、交通阻塞、觀光點休假、住宿飯店調整或其它不可抗拒之現象，行程安排以當地為
主，敬請諒解。
4.如遇旺季或日本連休等期間，飯店雙人房出現客滿狀態時，本公司將升等貴賓入住單人房一人一
室，其費用差價由公司全額招待，敬請了解。
5.餐食如遇季節關係或預約狀況不同，若有更改，敬請見諒。
6.如遇觀光地區休假及住宿飯店地點調整，本公司保有變更觀光行程之權利。如有離隊放棄參觀行

程，恕不退費
7.本行程先已預定的航班時間，實際航班需以團體確認的航班編號與飛行時間為準。
8.售價已含兩地機場稅、國際燃油稅金。若遇燃油稅金調漲，將依漲幅調整售價，敬請了解。
9.飛機上之座位安排為航空公司之作業，無法盡如人意，但可於飛機上與同團之其他團員協調對換。
10.日本國茹素者為少數且素食材準備條件並無台灣嚴格，故素食菜色並不普及。建議茹素旅客如前
往日本旅遊，務必自備素食罐頭或泡麵…等，以備不時之需。
※本報價僅適用於持中華民國護照之旅客。
※日本房型除和式房外,皆為兩張床少有一張大床情形,大床房型可做需求~但不保證會有~會以當天入
住情形為主~
※日本房型除和式房外~少有 3 人房型，如需加床團體三人房可能會是~
1.一大床+一行軍床 或
2.二小床+一行軍床 或
3.一大床+一小床~可做需求但不保證會有~會以當天入住情形為主~
4.(若無需求到三人房請分出一人與他人同住)~敬請見諒！
航班參考
(2019/08/12 15:44 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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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10/17

四

中華航空

CI118

桃園機場

08:15

鹿兒島機場

11:20

2019/10/21

一

中華航空

CI119

鹿兒島機場

12:20

桃園機場

13:30

小費
公司建議:
日本團導遊、領隊、司機每日新台幣:250 元
琉球團導遊、領隊、司機每日新台幣:300 元
床頭無須放置小費，房間吧台上零食及冰箱小瓶酒、飲料等取用請自行登記
再至櫃台結帳。但茶包則為免費。
價格參考


特惠 應付訂金： $5,000 元

團費現金優惠價
參團費

$33,000 元

包含:機場來回接送
未包含:當地司機導遊小費
業務連絡電話
大山旅行社有限公司-二林分公司
電話：04-8957525
手機 0915-695606

業務協理：許淑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