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現九州
售價:31,500(含稅刷卡價)
豪斯登堡、天空步道、華麗晚餐、溫泉百選五日 P.S 不含:小費 250 *5 天

✈航班之參考資料
班機日期

班機編號

起飛城市

抵達城市

起飛時間

抵達時間

2016/03/05

長榮航空 BR 106

台北(桃園)

福岡

08:10

11:15

2016/03/09

長榮航空 BR 105

福岡

台北(桃園)

12:15

13:50

【行程參考】
第 01 天

桃園／福岡～博多拉麵～柳川遊船～佐世堡(或嬉野溫泉渡假飯店或平戶溫泉)

集合於桃園機場，由專人辦理出境手續，搭乘豪華客機，飛往日本九州玄關～福岡。
抵後，專車前往享用福岡博多拉麵，讓您一到九州先體驗到道地的美食。
【 柳 川 】 一條細長蜿蜒的小河，沿岸花朵、綠樹及紅瓦古建築，古色古香。著名詩人、童話作家北原白秋說《水鄉柳川就是生
我的故鄉，是我吟誦詩賦的泉源》，要體會水鄉之美，唯有船伕擺渡式的泛舟巡訪，才能進入白秋詩篇的世界。
傍晚專車前往下榻飯店辦理入住手續。
餐食： （早餐）X（午餐）博多拉麵含一瓶飲料(餐標 1000 日幣)（晚餐）飯店內用自助晚餐 或 飯店內用會席料理晚餐
住宿： LORELEI 蘿拉美人(自助餐+長腳蟹+牛排吃到飽)全館有 WIF
苑溫泉

或

嬉野和多屋別莊美人湯溫泉(日式會席料理)或 嬉野華翠

西海橋溫泉飯店(龍蝦會席料理)或 蘭風渡假溫泉飯店(日式會席料理+現場表演)

店(百萬夜景+自助式晚餐)全館無 WIF

第 02 天

或

或

弓張之丘溫泉渡假飯

或同級旅館

溫泉飯店～豪斯登堡花季+各式遊樂設施(三好禮：悠閒下午茶+園區餐費代金日幣1500元+歐
式自助晚餐)～豪斯登堡

【豪斯登堡】荷蘭語《森林之家》的意思，是一海水森林包圍，運河潺潺流過的主題樂園，佔地廣大的場內娛樂、博物館、商店、
餐廳和飯店等設施齊全。其在 1992 年建設重現中世紀荷蘭街道。而因為豪斯登堡所在地長崎，自古就與荷蘭維持交流長達 400
年之久。荷蘭人秉持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精神建國，豪斯登堡正是以荷蘭為模範建設的《自然和諧的街道》現在就一起到園內玩個
過癮吧！
★豪斯登堡冬之物語～光之王國：2016/10/31～2016/4/18：世界第一的彩燈，超過 1000 萬個的彩燈營造出世界最大規模的光影
盛典。今年的燈光秀不僅遠遠超越去年的演出，還準備了各種新穎的燈飾等待您來觀賞。豪斯登堡最大的燈光秀景點，彷彿一片
光海隨波蕩漾的「蔚藍海浪」美不勝收，震撼您的視覺。整條運河從水中發出彩虹色的光芒，華麗度更上一層。從沿著運河的道
路上以及從運河船眺望的美麗景色，讓您彷彿置身於夢幻世界中。盡情享受這美妙的一刻。白天，您可徜徉在鬱金香叢中。到了
夜晚，可欣賞堪稱世界第一的流光溢彩的燈飾。而三葉風車與鬱金香緩緩轉動的風車與色彩鮮豔的鬱金香花海相互輝映，是春季
豪斯登堡的象徵性景色。
鬱金香花季：2016/2/8～2016/4/18：豪斯登堡的春季以五彩繽紛的鬱金香熱忱歡迎來自四方的遊客。今年推出了多達 700 個品
種的鬱金香，舉辦規模歷屆最大。在這一年中最美麗的季節，鬱金香爭相怒放，與園內的街景融為一體。，園內各區域的鬱金香
齊相開放。今年加碼登場高約 4M 的鬱金香小山。
芝櫻花祭：2016/4/02～4/25：九州最大規模的芝櫻隆重登場，紅色和白色的芝櫻在豪斯登堡爭奇鬥豔。由 25 萬 5 千株芝櫻裝點
的魅力花園，美不勝收。
玫瑰花祭：2016/5/5～6/13：讓世界頂尖的玫瑰育種家都讚美不已的豪斯登堡玫瑰再次盛開。彙集來自世界各地的 1000 個品種
100 萬支玫瑰等您來欣賞。美不勝收！這裡簡直就是玫瑰的花海世界頂級的玫瑰花權威專家，法國梅昂公司代表／阿蘭梅昂慶祝

20 周年紀念，取名：豪斯登堡的玫瑰誕生！
紫陽花祭：2016/6/4～7/04：在通往宮殿的街道兩旁，從去年開始種植樹木，今年紫陽繡球花首次開放，花團錦簇，絢麗多彩。
在以包括日本首次推出的 12 個品種在內的珍貴品種為首的、彙集日本繡球花的觀賞勝地，擁有多達 800 個品種。
註：以上花祭由於是自然開花，因此開花時間會因為天氣或其他原因而提前或推遲以實景為主敬請見諒。
◆ 特別加贈豪斯登堡三好禮：
1.飯店內用歐式自助晚餐。
2.發放代金日幣 1500 元：您可自由購物或享受美食。
3.悠閒下午茶：蛋糕+飲料咖啡或紅茶。
註 1：每人可以續乙杯；自行放棄者恕不退費。
註 2:豪斯登堡園區內部分遊樂設施以及季節性活動需另行酌付現金，費用不包含在團體入園券內，收費標準以依園方公佈為準。
註 3:園區之節目內容、娛樂設施不定期保養維護、演出時間可能隨季節、氣候或維修或項目歇業等因素變動，依園方公佈為準。
餐食： （早餐）飯店提供（午餐）發放代金 1500 日幣（晚餐）飯店內歐式自助餐
住宿： WATERMARK 華特馬克飯店(2 人一室)(大廳有 WIFI/房)
木屋(四人一棟 2 人一室)

第 03 天

或

大倉 JR 豪斯登堡溫泉飯店(園區門口)全館 WIFI

或

森林小

或同級旅館

豪斯登堡～熊本城(日本三大名城)～櫻之馬場～城彩苑～白川水源散策(百選名水)～杖立溫
泉(或阿蘇溫泉)

【熊本城】豐臣秀吉旗下大將加藤清正受封為熊本城主後於 1601 開始動工、1607 年完工的城堡，與名古屋城、姬路城同稱為《日
本三大名城》，因為城內種有許多銀杏樹，所以又稱為《銀杏城》。熊本城剛完成時周圍 9 公里、佔地大約 98 萬平方公尺，擁
有 3 座天守閣、49 座櫓、18 座櫓門、29 道城門，規模相當壯觀；天守閣入口有穿著古裝的守衛，可以要求一起拍照讓您留作紀
念。
【櫻之馬場～城彩苑】2011 年 3 月落成的體驗型園區，讓了解歷史再也不是一件枯燥乏味的事情。城彩院共分為湧湧座(不含入
內門票)及櫻之小路二部份，外觀都是以江戶時代的城下町街景為藍本，充份復原了舊時代的風情。只有在櫻之小路上才能夠品嚐
得到當地風味美食，為您準備了很多那樣獨特的東西。根據 7 家飲食店和販 16 家商品銷售店創造出：熊本的高質量的食文化和
製作商品的文化。
【白川水源】位於熊本縣南阿蘇村且被日本環保署挑選為百選名水。白川水源被名水百選之一每分鐘達 60 萬噸的湧泉量，是阿蘇
最著名的水源地湧泉全年維持在 14 度，許多人遠道而來就是為了品嚐自然的恩惠與清甜，這裡的水質甘醇可生飲也可自由帶走，
也有販賣煮沸過的水。水源旁有祭拜水神的吉見神社，早期做為肥後平原灌溉的源頭，第五代藩主細川綱利特命建造，可以感受
到日本對天地萬物的崇敬與感謝。
晚間安排阿蘇溫泉，享受日本人泡湯的樂趣，洗淨一身的疲備。
餐食： （早餐）飯店提供 （午餐）熊本日式風味定食(餐標 1500 日幣)（晚餐）熊本燒肉吃到飽(餐標 1500 日幣) （晚餐）飯店
內用會席料理 或 飯店內用自助晚餐
住宿： 杖立觀光溫泉(全館 WIFI)

或

阿蘇 VILLA PARK 昇龍新館(房間有 WIFI)

或同級旅館

第 04 天

阿蘇～九重夢大吊橋(天空步道)～湯布院(晨霧出泉之鄉)～贈送每人乙份可樂餅或是香濃冰
淇淋一個～金麟湖～免稅店～博多日式黑豚+雞肉+野菜涮涮鍋吃到飽+啤酒乙杯(或軟性飲料
自選兩杯)+甜點乙份～博多運河城～福岡

【九重夢天空步道】日本第一大吊橋～九重夢吊橋，標高 777 高 173 全長 390 的人道專用，懸掛在九醉溪谷上方，是日本第一步
行專用的吊橋，站在橋的中央可看到日本百水名水之一的《震動之瀑布》，往下看您可欣賞九醉溪的 360 度美景，遠方還有九重
連綿的群山為背景，視野相當遼闊令人震撼。
續往由布岳山腳下，有《晨霧和出泉之鄉》美稱的湯布院，有許多美術館及畫廊，是一個寧靜優雅的山中城鎮，溫泉更是自古聞
名。此外熱鬧、歡騰的藝術活動，更使來訪者捨不得離開。湯布院街道充滿藝術氣息的城鎮，經常榮登日本人氣之觀光區；在此
您可盡情享受城鎮的好山好水好風光，其精巧的陶藝、木雕、彩繪玻璃及壓花等民間藝術皆極出色。
贈:當地著名的可樂餅美食乙份或香濃冰淇淋乙個。
【金麟湖】由溫泉匯流而成的金鱗湖，即使是嚴冬季節，湖水也熱氣騰騰，是盆地中晨霧的來源。這一帶充滿情趣的風景，深深
地迷戀了與謝野晶子和北原白秋等著名人士，是湯布院最著名的湖泊。
【免稅商店】選購精美禮品，自用或饋贈親友。
【博多運河城】強調人與街市的諧調融合關係是博多運河城特色，並且使用空間佈置的手法巧妙設計，突出表現
餐食： （早餐）飯店提供 （午餐）湯布院日式風味套餐(餐標 1500 日幣)

（晚餐）博多日式黑豚+雞肉+野菜涮涮鍋吃到飽+啤

酒一杯或軟性飲料自選兩杯+甜點乙份。(餐標 3200 日幣)
住宿： 希爾頓海鷹(大廳有 WIFI/房間無 WIFI)
瑪琳諾亞渡假飯店 或 福岡新大谷

第 05 天

或

博多凱悅麗晶(大廳有 WIFI/房間無 WIFI)

或

福岡大倉(全館有 WIFI)

或

或同級旅館

福岡機場～太宰府天滿宮～機場(商店街自由購物)／桃園

【太宰府天滿宮】祭祀被成為日本學問之神的官原道真的全國天滿宮的總本宮。公元901年，右大臣菅原道真突然被貶至太宰府
為役人，兩年後客死於此，後在其墓地上修建了現在的天滿宮，1591年修建了現在的本殿，已被指定為日本國家重要文化遺產；
每年有近700萬人前來參拜，祈禱學業上進、袚除災難、家人平安。

後整理行裝然後前往福岡機場，機場商店街內自由購物。搭乘豪華客機返回台灣，抵達後在互道珍重再會聲中結束此次愉快日本
之旅。預各位貴賓旅途愉快。
註1：本行程將依當地實際狀況由當團導遊做小幅度的順序調整，但保證行程會全部走完，不便之處，尚祈鑒諒。
註2：行程表中列明之住宿順序僅為先行提供給貴賓參考之用，請依當團行前說明會公佈之正確資料為準。
餐食： （早餐）飯店提供 （午餐）機上輕食 （晚餐）X

【訂金規則】
訂購報名確認後，請預付訂金每人 NT$5,000，並請於通知成團時繳清團費。如因個人因素無法成行，將依旅遊定型化契約之取消
規定辦理。

【作業說明】
1.本行程無法延長住宿天數、更改行程及航班。
2.本商品所搭乘之班機與行程內容，以說明會之資料為準。
3.如逢上列飯店接到大型團體業務而客滿時，本公司將會以同等級飯店取代。
4.成團人數：25 人以上方可成行，最多為 32 人(含)以下
5.如逢旺季或客滿，航空公司要求提早開立機票，繳交尾款時間將依航空公司規定辦理，不便之處，敬請見諒！
6.日本地區飯店（包含溫泉飯店）皆為 2 張小床之雙人房型，如需求三人房或一大床之房型，需視入住當天飯店狀況為主，且並
非每間飯店皆有此房型，恕無法保證一定取得！
7.為考量旅客自身之旅遊安全，並顧及同團其他旅客之旅遊權益，年滿 70 歲及行程不便之貴賓，須事先告知敝公司、且有能夠協
助貴賓”自力參與旅遊中各項活動”之親友陪同參團，方始接受報名，不便之處，尚祈鑑諒。
8.團體旅遊需多方顧及全體旅客，時間的安排也需相互配合，故若有嬰幼兒同行時，可能無法妥適兼顧，所以煩請貴賓於報名時，
多方考量帶嬰幼兒同行可能產生的不便，以避免造成您的不悅與困擾。
======================================================================
★【日本素食文化特別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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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日本全素食品購買不易，故建議前往日本旅遊的貴賓，如有需要可自行事先準備素食品，以備不時之需。
★【日本巴士最新規定說明】
日本國土交通省於平成 24 年(2012 年 6 月 27 日)發表資料，為防止遊覽車司機過勞駕駛緊急因應對策，每天行車時間不得超過 10
小時（以車庫實際發車時間為基準至回抵車庫時間），偶有車程較長或旅遊景點停留時間較短之情形發生，若未達您的期望標準時，
敬請見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