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九州 7 天 6 晚 深度探索之旅
Japan.Kyushu 7Days 6Nights Discovery Tour
严选旅馆 (Selected Hotel)：
 福冈 . 博多东急大酒店

Hakata Excel Tokyu

 别府湾. Royal 温泉饭店

Beppuwan Royal Hot Spring Hotel

(www.daiwaresort.jp/beppu/)

 雾岛. Royal 温泉饭店

Kirishima Royal Hot Spring Hotel

(www.daiwaresort.jp/kirishima/)

 指宿 . Royal 温泉饭店

Ibusuki Royal Hot Spring Hotel

(http://www.tokyuhotelsjapan.com/en/hotel/TE/TE_HAKAT/)

(http://ibusukiroyalhotel.co.jp.e.ik.hp.transer.com/)

 长崎 . 思案桥 Richmond 酒店 Nagasaki . Hotel Richmond Shianbashi

 福冈 . 海鹰希尔顿酒店

Hilton Fukuoka Sea Hawk

(http://nagasaki.richmondhotel.jp/)

(http://www.hiltonfukuokaseahawk.jp/)

6–4, Jalan Metro Pudu , Fraser Business Park , 55100 Kuala Lumpur. Malaysia
Tel: 03-92222228
Fax: 03-92222298
E-mail: sales@HelloHolidays.com.my

7 天 6 晚 日本.九州深度探索之旅
第1天
吉隆坡 / 香港 / 福岡
CX 720 ( 0900/1305 )+ CX 510 ( 1505/2115 )
7:00 am 于机场办理 check in，乘机经香港转机,飞往 福冈。
中洲区
(晚上可自行前往) 九州島最繁華及最大的夜生活區-- 中洲。這裡也是福岡市紅燈區的
聚集地。日本通常很少會有這樣的景像出現，其實很少可以看到這樣大數量的路邊
攤，一字排開花樣百出，各式各樣的料理都有，早上都會收得一乾二淨，夜晚一到你
就可以到人潮滿滿的全部都坐在這樣的路邊小店舖裡面吃飯飲酒。

酒店：福冈 . 博多东急大酒店
第2天

Hakata Excel Tokyu 或同级

福冈 ~ 湯布院藝術小鎮•金麟湖森林小徑 ~ 別府地獄谷巡禮• 血池地獄、龍卷地獄 ~ 别府温泉
湯布院藝術小鎮
面积不大，小镇的布局规划的很好当地旅游相关部门每年都会到欧洲考察学习最新的
规划概念运用在汤布院因此日本文化中也渗透着一些欧陆风情。

金鳞湖
是 1 個週長約 400 公尺的小湖，湖的西邊湧出溫泉而東邊湧出的卻是清水，形成了溫
冷各站一半的湖，是個不可思議的湖。至今湖底仍不斷冒出溫泉。金鱗湖的迷濛之美
是文人所愛，也是日本女性喜愛的度假勝地。

血池地狱
是日本最古老的天然地狱，好似一池翻滚的血浆，夹杂着巨大的轰鸣声，被日本佛教
徒认为是来自幽冥地狱中的激流。

龙卷地狱
是别府市指定的天然纪念物，特色是一个沸腾的热喷泉,每 25-30 分钟喷发一次，每次
大约五分钟。

早餐：飯店內早餐

//

午餐：日式和風料理

酒店：別府 . Royal Hotel 温泉饭店

或同级

//

晚餐：飯店內會席料理 或 自助餐

第3天

別府 ~ 天空步道: 九重夢吊橋 ~ 高千穂峡谷 ~ 霧島溫泉
九重夢吊橋
日本最大的吊桥，海拔 777 山林间，高度 172 公尺，长 380 公尺。这座吊桥可乘载
1800 人。它还可以让你观赏四季不同的风格的风景。除此之外，还可以欣赏瀑布。

高千穂峡谷
高千穂峡谷又称为五濑川峡谷，现被列为日本的名胜、天然纪念物。在峡谷内最著名
的景观则是被列入日本瀑布百选的真名井瀑布。

早餐：飯店內早餐

//

酒店：霧島 . ROYAL温泉饭店
第4天

午餐：日式和風料理

//

晚餐：飯店內會席料理 或 自助餐

或同级

霧島 ~ 櫻島火山 ~ 鹿儿岛 : 仙巖園 / 城山公園 ~ 指宿 (沙浴體驗) ~ 指宿溫泉
櫻島火山
乘渡輪從鹿兒島港橫渡錦江灣至櫻島, 是日本其中最活躍的火山之一，也是鹿兒島的
地標。她經常冒煙，也經常作出小規模爆發。 1941 年的大爆發所流出的溶岩及噴出
物達 32 万頓，把本來是櫻島變成半島。在 1985 年整年爆發達到 474 次， 在 2003
至 2006 每年平均爆發十多次，近年的爆發頻率次數少了。

仙嚴園 (安排：日式抹茶 DIY 體驗+和菓子)
位於鹿兒島市，是由當時統治這一地區的島津光久作為私人別墅在 1658 年建造的，
1848 年擴建後面積達 5 公頃，在 1958 年定為國家指定名勝，庭園內還有據說是日本
最古老的瓦斯石燈籠。

城山公園
在這裡可以俯瞰錦江灣‧ 櫻島美景。在鹿兒島市中心的一個公園並伸延到城山上。城
山高 107 米，本來建有一個城作為防禦外敵，這也是它名字的由來。城山下有黎明博
物館。

指宿 : 赠送沙浴体验
是日本唯一的天然砂浴溫泉，也是指宿最大的特徵，可以得到相當於泡天然三溫暖的
效果，對於神經痛、風濕痛、腰痛、關節痛、胃腸病、便秘、肥胖、全身美容等有
效。

早餐：飯店內早餐

//

酒店：指宿 . Royal 温泉饭店
第5天

午餐：日式和風料理

// 晚餐：飯店內會席料理 或 自助餐

或同级

指宿 ~ 知覽 . 武家屋敷 ~ 从熊本港 【乘坐渡轮 (30分钟)】至长崎~ 长崎: 原爆纪念馆/和平公園 / 稻佐山夜景
知覧武家屋敷群
薩摩小京都之稱的知覧武家屋敷群是留存在知覧町郡的私人武士住宅區，至今己有
260 多年的歷史。曾經是薩摩籓主島津家重臣的住宅區，260 餘年的歷史建築，格外
地耐人尋味。另外共有 7 座被列為名勝的造景庭園開放參觀，可以漫步園中，靜靜享
受日式池泉庭園與枯山之美。重要傳統建築物群保存地區名勝。

长崎原爆纪念馆
位於廣島和平公園旁邊，建於1915年，是惟一一座保留著當時遭受原子彈炸毀時慘
狀的建築。圓頂樓於1996年被指定為世界文化遺產它。展示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原
子彈爆炸的圖片，縱而令人體會和平的可貴，讓世人記取戰爭的教訓。

和平公園
位於原子彈落下中心地北側的小山丘上，它的建立飽含了絕不再次發生悲慘戰爭的誓
言和對世界和平的美好嚮往。這裡矗立的和平祈念像，高達9.7米，象徵了長崎市民
對和平的渴望。

長崎稻佐山夜景
毗鄰稻佐山，山上有俯瞰海港和山坡的眺望台，可以欣賞美景。夜景非常漂亮，還被
選為世界三大夜景，作為千萬美元的夜景而聞名遐邇。

早餐：酒店

//

午餐：日式套餐

酒店：长崎 . 思案桥 Richmond 酒店
第6天

//

晚餐：日式套餐

或同级

长崎 ~ 福岡 ~ 免税店 ~ 門司港懷舊地區 ~ 博多運河城
門司港懷舊地區
做為日本最初的鐵路車站被指定為日本國家重要文化遺產。每當日落時分，站內華燈
初上，附近一帶浪漫已極的典雅氣氛吸引眾多遊客駐足觀看，昔日的火車站成為今日
有名的旅遊觀光景點。

博多运河城
是一个大型的购物及娱乐中心，规模之大，称之为「城中城」亦不为过。城内有约
250家店铺，咖啡厅，餐馆，剧院，游戏中心，电影院，两间酒店及一条小运河。喜
欢购物的游客，将一定能够在运河城中许多商店中找到感兴趣的东西。城中也有各种
各样的餐馆，而且价格合理。五楼的“拉面博物馆”中有各地的拉面名店，包括当地
的特产- 博多拉面。
早餐：飯店內早餐

//

酒店：福岡 . 海鹰希尔顿酒店

午餐：日式和風料理

//

晚餐：螃蟹料理

或同级

第7天
福岡 / 香港 / 吉隆坡
CX 511 ( 1015/1515 ) + CX 729 ( 1605/2000 )
早餐后，送往机场返回温暖的家乡。
**************************************************************************************************************************

Tour Fare Included:
1.
Cathay Pacific : KL / Fukuoka / KL return air ticket with taxes.
2.
6 Nights hotel accommodation, meals, transportation, Sightseeing, Tour entrance fees, tips for
tour guide (Mandarin speaking) as per our itinerary above.
★Tour leader from Hello Holidays–English / Mandarin speaking , Local Tour guide -- Mandarin speaking
** 请注意：住宿酒店, 午晚餐及旅游景点若遇特殊情况不可抗拒之因素，本公司保有变更之权利与义务！
** TERMS & CONDITIONS APPLY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