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九州遇見 Kumamon熊本熊溫泉五日遊 

福岡進南九州鹿兒島出、雙點進出無回頭路 

住宿五星級指宿 BAY TERRACE溫泉飯店 

鹿兒島仙嚴園、鵜戶神宮、高千穗峽、熊本水前寺 

住宿指宿 BAY TERRACE溫泉飯店、參觀人氣王 KUMAMON廣場 

出發日期：2017/5/22  

行程特色  

【KUMAMON 酷 MA 萌】，勇奪日本最受歡迎的縣市吉祥物 KUMAMON 熊本熊，是由設計師水野學與

腳本家小山薫堂為「驚奇熊本」運動推廣特別設計的吉祥物，顏色來自於熊本城的黑色概念，名字

「KUMAMON」則是結合了「熊本」（KUMAMOTO）與熊本方言「人」（MON），意思是「熊本人」

（KUMAMON）。隨著接任九州營業部長與宣傳部長的職位，全日本最忙碌的公務員，當屬

KUMAMON 熊本熊！ 

■嚴選景點特色■ 

 【仙巖園】最出名的就是它的借景式庭園，從別墅可以遠眺到櫻島火山、前面是錦江灣，後面是

磯山，將這些天然美景自然融進自家庭院內。2008 年 NHK 大河劇《篤姬》有多處在這裡取景，

園區配合遊客追隨《篤姬》的腳步，特別將拍攝點做立牌，讓遊客可以再回味一次劇中場景。 

 【櫻島火山】鹿兒島的象徵，欣賞南嶽活火山噴發口大正時期所噴發出來的熔岩群以及遺跡。 

 【高千穗峽】五瀨川侵蝕阿蘇熔岩而形成的 V 字形峽谷，兩岸沿途是略帶紅色的安山岩絕壁。

最值得一看的是翻騰著白色飛沫、從高達 17 米斷崖飛瀉而下的真名井瀑布。峽谷沿途建有約

600 米的徒步遊覽路，從春天到初夏山櫻花、杜鵑花、紫藤妝點岸壁，秋天紅楓盡染，一年四季

可以觀賞不同景色。 

 【水前寺成趣園】水前寺公園又稱為水前成趣園，是一座純桃山風格的迴遊式庭園，模仿江戶時

代由江戶到京都的東海道沿途 53 個驛站設計而成，園中水池鯉魚悠遊、綠意鋪陳，目前是本縣

指定的重要文化財。 

 【Kumamon Square 酷 MA 萌廣場】日本最紅吉祥物，熊本縣營業部長 Kumamon 的粉絲朝聖必到

之處。 

 【美食饗宴】特別安排日式和風御膳、豐盛自助晚宴、地方風味日式定食、日式會席料理等，每

日富變化的餐食。 

■嚴選飯店特色．保證領先市場南九州最高檔■ 

霧島京瀨良溫泉大飯店‧古羅馬及和風溫泉‧湯之花：霧島京瀨良溫泉大飯店網址 http://www.h-

kyocera.co.jp/位於鹿兒島霧島國立公園內的霧島京瀨良大酒店，是國內最大型的挑高屋頂的空間設計，8

個餐廳、酒吧等豐富多彩的飲食設施，設有室內外的各種溫泉 SPA 等的渡假酒店。霧島亦有溫泉天堂

的美譽，各種不同的溫泉大浴池，它的硫磺泉含有硫磺、明礬、綠礬、礦物鹽，對腸胃病、痛症、皮膚

病、糖尿病、動脈硬化症有療效。 

指宿 BAY TERRACE HOTEL&SPA：指宿 BAY TERRACE 網址 http://www.ibusuki-bay-terrace.com/ 

http://www.h-kyocera.co.jp/
http://www.h-kyocera.co.jp/
http://www.ibusuki-bay-terrace.com/


屹立在三百三十米高山頭的豪華度假酒店 Ibusuki Bay Terrace Hotel & Spa，在此除可賞盡指宿市容及臨海

美景，更重要是酒店異常偌大，客房豪華舒適之餘，更設有漂亮的觀景溫泉設施，居高臨下可欣賞到指

宿市及錦江灣美景，加上選用地道新鮮食材製作的可口餐膳，在此作客絕對是件樂事。 

宮崎觀光飯店：宮崎觀光飯店網址 http://www.miyakan-h.com/ 

正對著著名南國景觀橘公園與大淀川的宮崎觀光飯店在宮崎市中可是數一數二的五星級飯店，還是許多

政商名流甚至皇室成員們來到宮崎都會選擇住宿的飯店。挑高三層樓的大廳充滿了奢華的開放感，卻又

展現著現代設計品味，客房也是優雅沉靜的風格。而讓宮崎觀光飯店聞名的則是「玉響之湯」，名稱來

自於受到川端康成讚賞大淀川的小說名たまゆら，擁有俗稱美人湯的天然溫泉，另外還有「鑛火石之

湯」，沉在浴池內的鑛火石擁有遠紅外線的放射功能，能夠消除壓力、增進食慾甚至具有美容、潔淨的

神奇功效。 

內牧溫泉〜阿蘇 HOTEL 溫泉飯店：阿蘇 HOTEL 網址 http://www.asohotel.jp/ 

酒店很乾凈氣派，從入口玄關木製裝飾襯托出大廳有家的溫馨感覺，裏面各項設施都很齊備，不論是旅

遊辦公都有很好的配套服務設施。房間很大，設計合理舒適，泡澡也很舒服，從 100％天然溫泉的展望

大浴場，在這裡看到的阿蘇五岳堪稱絕景。 

  
 

行程內容  

第 

1 

天 

桃園國際機場／九州福岡空港／熊本水前寺成趣園（日式池泉迴遊式庭園的代表）／Kumamon Square

酷 MA 萌廣場（熊本熊營業部長的粉絲朝聖必到之處）／阿蘇內牧溫泉  

上午集合於桃園國際機場第二航廈搭乘中華航空飛機，直接飛往日本九州第一大城【福岡】。抵達後

前往九州中部的熊本市遊覽【水前寺公園】，清澈的湧泉、優游的鯉魚，是代表熊本的名園。園內佔

地約 7 萬平方公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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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園景色設計取自於東海道五十三次(指江戶時

期從江戶到京都的東海道 53 個驛站)，為桃山式迴遊園林不同角度各異其趣，而有「成趣園」之名。

水前寺成趣園名稱是引用自中國詩人陶淵明的「歸去來辭」中的一節「園日涉以成趣，門雖設而常

關」。這裡也以日本江戶時期由細川籓獻給江戶將軍家的貢品，水前寺海苔的發祥地聞名。日本最紅

吉祥物：熊本縣營業部長 Kumamon 中文名為「酷 MA 萌」，可謂是日本全國知名度最高，最爆紅的

當地吉祥物了！【酷 MA 萌廣場】，這裏可以看到部長的辦公室，有琳瑯滿目、各式各樣部長所獲得

的表揚獎狀及獎盃，還有當店限定酷 MA 萌周邊商品，還有可能見到部長本熊喔！今晚住宿在阿蘇火

山周邊最有名的溫泉鄉【阿蘇內牧溫泉】，是日本文豪經常光顧的溫泉地，擁有阿蘇附近最大規模的

溫泉鄉，源泉數大約 100 個，常年湧出豐沛的 40〜48℃溫泉水。晚上您可以享受這美好的溫泉之夜。  

早餐：機上精緻料理  中餐：日式咖哩飯燒肉等無限享用  晚餐：飯店內日式會席料理    

住宿： 阿蘇 HOTEL 或 阿蘇 GRANDVRIO   或同級  

第 

2 

天 

阿蘇內牧溫泉／阿蘇草千里／南九州名勝～神話之里•高千穗峽／真名井瀑布（日本百選瀑布之一）

／日向灘海岸／平和台公園（世界和平而建的平和之塔）／宮崎市溫泉之夜  

早餐後來到位於阿岳北麓山腰上的【草千里】為直徑長達 1 公里的大草原，形狀像一個淺淺的大盤

子，草原中央有一個大湖，正是放牧的好場所，夏日裡可以領略到放牧風景，中央處的兩汪水池為周

圍的景觀錦上添花，增添情趣，牛馬在濃綠的草原上悠然自適地吃草，恬靜的草原牧景令人心曠神

怡，冬季這兒則是個很好的滑雪場。再前往【高千穗峽】，高千穗峽是五瀨川侵蝕阿蘇熔岩而形成的 

V 字形峽谷，兩岸沿途是略帶紅色的安山岩絕壁。最值得一看的是翻騰著白色飛沫、從高達 17 米斷崖

飛瀉而下的【真名井瀑布】。峽谷沿途建有約 600 米的徒步遊覽路，從春天到初夏山櫻花、杜鵑花、

紫藤妝點岸壁，秋天紅楓盡染，一年四季可以觀賞不同景色。經【日向灘海岸】風景悠美的日豐海

岸，進入宮崎市【平和台公園】遊覽，興建於昭和 15 年，公園內的小山丘上建有一塔，名為平和塔，

是為了祝願世界和平而建的，塔高 37 米，是由來自世界各地的石塊建成，並於 1940 年舉行儀式紀

念，塔上刻有「八紘一宇」 (Hatsukoichiu) 的字句，代表世界成為一家的意思。塔的四角有 4、5 公尺

http://www.miyakan-h.com/
http://www.asohotel.jp/
http://www.asohotel.jp/main/index.php
http://www.aso-hotelresort.com/


高的四神像，正面為「神武天皇」像。到達平和台公園，可於平和塔前的廣場中央大力擊掌，會聽到

奇異的回音，到此時不妨一試。宮崎縣位於九州東南部，瀕臨太平洋的日南海岸有著美麗的海岸線，

這個以日本開國神話以及陽光海洋著稱的美麗海角，除東面瀕臨太平洋的日向灘以外，其餘三面均爲

群山環抱，冬季不會受到季風影響，再加上太平洋暖流的影響，這裏氣候相當溫暖，又有「晴天之

國」的美譽。抵達後前往宮崎市區享受溫泉之夜。  

早餐：飯店內自助餐  中餐：高千穗日式鄉土料理  晚餐：飯店內日式九色珍味御饍會席料理或

綜合自助餐    

住宿： 宮崎觀光 HOTEL 或 HOTEL J's 日南 RESORT   或同級  

第 

3 

天 

宮崎／青島海岸(鬼的洗衣板)／鵜戶神宮(濱臨日南海岸的幸福神宮)／櫻島火山(有村展望台)／櫻島港

渡輪～鹿兒島棧橋／指宿溫泉（指宿砂浴）（本日特別提早入住飯店可輕鬆享受砂浴等設施）  

早餐後前往【青島海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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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沿南九州日南海岸前往【鵜戶神宮】，自古以安產、夫婦百年好合及

結緣等聞名。位於面臨太平洋最突出之鵜戶岬前端，鵜戶神宮有華麗的社殿供奉著海神，此外在海邊

的斷崖下有許多海蝕的洞窟，在廣達一千平方公尺的範圍內，奇岩怪石林立。相傳鵜戶神宮是日本第

一代天皇（神武天皇）父親之出生地。面向日南海岸的鵜戶神宮，其本殿建於洞窟之內。傳說神武天

皇之母親將雙乳留在洞窟之內，神武天皇便是飲其乳汁長大。在鵜戶神宮山涯下的波浪中，有一個龜

殼形的岩石，據說如能把開運石投進龜背的凹陷處中，許下的願望便能實現。午後前往【櫻島】，櫻

島與鹿兒島市隔海相望，由別名錦江灣的鹿兒島灣內火山噴發形成，可以說是鹿兒島的象徵。櫻島是

世界上不多見的活火山，有史以來反復多次大爆發。原本是個孤島，在１９１４ 年大爆發時，與大隅

半島的陸地連接了起來，富有驚人的噴火歷史的熔岩原到處可見。櫻島還以世界最大蘿蔔─櫻島蘿蔔

和世界最小蜜桔─櫻島蜜桔的產地而著名。位於櫻島東南端的【有村展望台】，是欣賞南嶽活火山噴

發口最清楚的觀察點，在此可親手觸摸再大正時期所噴發出來的熔岩群；冰冰涼涼的熔岩，與噴發時

的灼熱完全兩極；不免有滄海桑田之感，讓人不得不畏懼大自然的驚人力量。接著搭乘豪華渡輪前往

在南九州的【鹿兒島市】。今晚我們將下榻南九州最大溫泉鄉～ 指宿溫泉，洋溢著南國氣氛的指宿

市，以天然沙蒸溫泉聞名，歡迎您親身體驗世界稀有的指宿砂浴。穿上浴衣，將身體埋入溫熱的海沙

中(該處沙灘因溫泉而受熱)，10-15 分鐘後，您將熱汗淋漓、通體舒暢。這種特殊「大自然三溫暖」體

驗，肯定教您終身難忘！ 

◎砂浴費用￥1080，本行程特別贈送指宿溫泉砂浴體驗，歡迎各位貴賓踴躍參加。  

早餐：飯店內自助餐  中餐：日式天婦羅海味定食  晚餐：飯店內鹿兒島地元食材日式會席料理    

住宿： 指宿 BAY TERRACE HOTEL&SPA 或 指宿岩崎溫泉大飯店   或同級  

第 

4 

天 

指宿溫泉／池田湖／西大山車站(JR 日本最南端的車站)／鹿兒島市／城山公園(居高臨下展往鹿兒島市

及櫻島火山)／天文館通商店街散策／仙巖園(磯庭園～NHK 大河劇《篤姬》拍攝地)／霧島溫泉  

享受過豐盛的早餐後，前往九州最大湖泊 ～ 池田湖，這座由周圍 15 公里、深 233 公尺，並擁有全球

稀有湖底火山丘的湖泊，不但景色優美，還因媲美英國尼斯湖的水怪傳說，增添了不少神秘氣息。JR

日本最南端的車站，就在鹿兒島的「西大山」車站。指標上寫著「位於北緯 31 度 11 分」，這是指宿

─枕崎線上的無人小車站，列車緩慢停靠，上下車的旅人一天不超過十人，在此亦可買個明信片投入

黃色郵筒寄回家。再專車進入位於日本本土最南邊，古稱薩摩的鹿兒島市，向來以獨特的文化及民風

著稱。明治維新時期西鄉隆盛、大久保利通等熱血志士的英烈事蹟，依然傳頌至今。接著前往【城山

公園】，這裡是明治維新時期最後的激戰地。標高 108 公尺，從山頂的瞭望臺上放眼望去，鹿兒島市

區及櫻島的全景盡收眼底，十分壯觀。午後來到位於鹿兒島市中心的【天文館通商店街】，是鹿兒島

市最大的繁華街區。1779 年由薩摩藩主建設的進行天文觀測、日曆製作等的設施“明時館”又稱天文

館，街區的名稱即來源於此。長廊商場街和購物中心街相連，咖啡店、西餐館、鄉土料理店等，以及

雜貨店、禮品店等，從購物到美食、娛樂，各色店鋪鱗次櫛比。再帶您參觀日本庭園中首屈一指的仙

巖園（又稱磯庭園），由島津家第１９代藩主島津光久於１６５８年建造的別邸，佔地５萬坪。園內

奇岩怪石滿佈，尤以景色優美錦江灣及雄偉壯大的櫻島為借景，將薩摩的宜人景色，完美呈現。另有

日本最初的石燈籠、反射爐跡等珍貴文化遺產，讓人對幕府末期薩摩藩全面性的發展驚嘆不巳。夜宿

霧島溫泉。  

早餐：飯店內自助餐  中餐：鹿兒島著名薩摩黑豬肉定食或鍋定食  晚餐：飯店內自助餐或日式

http://www.miyakan-h.com/
http://www.jsgroup.jp/
http://www.ibusuki-bay-terrace.com/test/
http://ibusuki.iwasakihotels.com/


黑豬肉涮鍋會席料理    

住宿： HOTEL KYOCERA 京瀨良溫泉 或 霧島 ROYAL HOTEL   或同級  

第 

5 

天 

霧島溫泉／霧島神宮(有最美麗の神宮美名)／南九州鹿兒島空港／台北 KOJ/TPE CI119 12：

15~13：40  

上午參觀【霧島神宮】，神社內有紅色迴廊的社殿和曲線優美的唐式山形牆座落在鬱鬱蔥蔥的樹林之

中，祭祀著為了建立日本由天降臨的神祈－瓊瓊杵尊。為天孫降落之地，更是霧島的地標。神宮的外

參道大鳥居，高 22.4 公尺，兩柱間隔 16 公尺為西日本最壯大。霧島神宮傳說是 6 世紀時興建的，但

現在的祭神殿是 18 世紀初重建的，朱紅色的殿宇春天的櫻花和秋天的楓紅把神宮妝點得格外美麗。後

專車前往鹿兒島機場，搭乘豪華客機返回桃園，結束此次愉快的南九州假期，相信會帶給您愉快甜蜜

的回憶。  

早餐：飯店內自助餐  中餐：機上精緻料理  晚餐：X    

住宿： 溫暖的家  

注意事項  

為了本次各位貴賓行程愉快順利，旅遊行程住宿及旅遊點儘量忠於原行程，有時會因飯店確認行程前後

更動或互換觀光點，若遇特殊情況或其他不可抗拒之因素以及船、交通阻塞、觀光點休假，本公司保有

變更班機、行程及同等飯店之權利與義務，不便之處，尚祈見諒！最後，敬祝各位貴賓本次旅途愉快！  

word格式檔案
 

http://www.h-kyocera.co.jp/
http://www.daiwaresort.jp/kirishim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