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虎生風～九州豪斯登堡、機器人飯店、歐洲陶藝宮殿、
福岡半日閒五日(含稅)
出發日期：2018

年 10 月 2.14.16.21.23.25 號

現金優惠價：17100

元/人 起

(含稅)
數量有限，要搶要快！

行程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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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考航班: (此為暫定航班,依出團通知書為主)
班機日期
2018/10/02
〔星期二〕
2018/10/06
〔星期六〕

班機編號

起飛城市

抵達城市

起飛時間

抵達時間

IT240

台北(桃園)

福岡

06:30

09:50

IT241

福岡

台北(桃園)

10:40

12:10

行程內容 :
第一天

桃園／福岡～太宰府天滿宮(午餐自理)～佐賀 PREMIUM OUTLET～佐世堡(或嬉野溫泉飯店)

今日集合於桃園國際機場，由專人協辦出境手續後，隨即搭乘豪華客機飛往日本九州第一大城～福岡。
★台北至福岡僅約兩小時的飛行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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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在往太宰府的表參道到有一間號稱日本最美的星巴克，若有經過別忘了進去看看並拍照，感受不一
樣的星巴克。
佐賀 PREMIUM OUTLETS：帶有濃厚的美國風情，更展現了美國加州南部城市的美麗。也因為具美國建築特
色設計為主題，顧客置身其中，有如在美國的城市街道散步，是一個不可多得的體驗。除此之外還包括多家
世界知名名牌專賣店如：Dolce & Gabbana、Armani、Coach、Michael Kors、Polo Ralph Lauren 等世界一流名牌
每天均以七五折至三五折的優惠價出售。中心的店鋪均由各名牌直接經營，各品牌商都非常重視自家公司的
品牌質量，只銷售質量上乘的商品，所以無需擔心產品質素。讓你輕鬆享受購物的樂趣。
註：本行程除豪斯登堡機器人店外，其它住宿點均使用簡單整潔之商務酒店為主。
餐食 :早餐 : X

午餐: 敬請自理

晚餐 : 飯店內用會席料理 或 飯店內用自助晚餐

住宿 : 嬉野和多屋別莊美人湯溫泉(日式會席料理) 或 LORELEI 蘿拉美人(自助餐+長腳蟹+牛排吃到飽)全館
有 WIFI 或 同級旅館

第二天

飯店～豪斯登堡(午、晚餐自理)～機器人飯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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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器人王國：豪斯登堡於 2016 年設立了第 6 個王國～機器人王國。有機器人的店長和料理長的奇特餐廳、
或是體驗型機器人的機器人館, 都是擁有日本國內最初的機器人複合設施,可以近距離的碰觸或和機器人直接
互動。可以體會到跳舞機器人和搭乘型機器人的魅力,在『機器人館』也有部分的家用機器人,配合商店的開
幕,不管是大人或小孩都可體驗和機器人互動的樂趣。
另外園內的新城市區裏有各式的娛樂設施，以下為最受歡迎的排行榜提供您參考：
★泰迪熊王國：裡頭展示許多稀有且價值珍貴的泰迪熊,並有泰迪熊的發展史也是人氣最旺的館!
★超級錯覺藝術館：館內有許多驚奇又有趣的錯覺藝術，也利用您視覺上的錯覺，您親眼所看見的都不見得
是真的，還可以拍攝有趣的紀念照片值得您體驗，喜歡照相的您絕對不能錯過!
★洪水來襲冒險館：用水氣、波浪和豪雨重現龍捲風、閃電和打雷等場景。提供體驗實際在荷蘭發生的驚濤
駭浪的大洪水。是一場威力十足的體驗型劇場。
★德姆特倫高塔觀景台：105 公尺園內標誌燈塔。從 80 公尺高的瞭望台可以看到街道和大村灣一望無際。
★戰慄城：(恐怖遊戲區)惡夢實驗室/監禁醫院/鬼魅的婚禮/數位鬼屋/日本怪談鬼屋..等等。
註 1：豪斯登堡園區內部分最新遊樂設施以及季節性活動需另行收費，費用不包含在團體入園券內，一切依
園方公佈為準。
註 2：園區之節目內容、娛樂設施不定期輪流保養維護、演出時間可能隨季節、氣候或維修或項目歇業等因
素變動，一切依園方公佈為準。
註 3：豪斯登堡園區夜間出入園時間不盡相同，一般為 21:00，請以園方公告為準。
餐食 :早餐: 酒店內享用

午餐: 敬請自理

住宿 : 機器人飯店(全館內有免費 WIFI) 或 同級旅館

晚餐: 敬請自理

第三天 飯店～長崎蛋糕試吃～有田陶藝宮殿～一蘭之森拉麵～免稅店～JR 博多車站(晚餐自理)～福岡
品嚐長崎蛋糕：長崎蛋糕口感鬆軟滋潤的金黃色甜點，由過去從西歐傳至長崎的西洋點心進化而來，現在已
成為長崎最具代表性的美食之一，其特色在底部的粗砂糖脆甜顆粒，更能襯托出長崎蛋糕的鬆軟美味。在粗
砂糖慢慢地融化滲入蛋糕中，使蛋糕保持滋潤感，來長崎必嚐的好滋味。
有田陶藝宮殿：歐洲庭園建築風格的花園，裡面有 17 世紀以來珍貴知名的有田燒作品，還有格調高雅的巴
洛克風庭園，噴水池、雕像、四季花園等，讓您所見之處、充滿驚奇與讚嘆、彷彿置身歐洲。
註：部分設施要求收費、請自行付費前往參觀、敬請見諒。
一蘭之森：體驗一蘭拉麵的魅力吧！占地約 2 萬 8 千坪，共有 5 大區域！一蘭之森的拉麵生產工廠中，首次
公開拉麵的製作過程，遊客可以窺見一蘭拉麵美味的秘訣。值得觀光客注目的是餐廳，除了招牌的天然豚骨
拉麵及博多豚骨煎餃外，還有限定版的新拉麵：市場系豚骨、滋味系豚骨，每周更換。除此之外也有土產
店，陳列各種人氣商品以及當店的限定產品。
另外，還有如東京巨蛋一般大小的茶亭，寬闊的草坪，清新的空氣,遊客亦可感受絲島自然風情。以唐辛子
為基礎將三十多種材料調合，把赤紅色秘製醬汁放在拉麵中央，正是一蘭的元祖首創！一蘭特製的生麵由經
驗豐富的拉麵達人用精湛技術把特別的小麥粉製成口感優良的生麵。除此之外，獨門的豚骨湯透過製湯及料
理兩個階段，搭配出獨一無二、超人氣的一蘭拉麵。
註：超人氣一蘭拉麵，可能需跟著人龍排隊嚐鮮，等待時間依排隊人數多寡而定，敬請見諒。
免稅商店：選購精美禮品，自用或饋贈親友。
天神商圈：是九州最繁華的商業街。天神地區的主要街道渡邊大街一帶辦公大樓、大型百貨店、時尚大廈鱗
次櫛比。百貨商店、時尚大廈大部分與天神地下街相連，地下街的中央廣場設有旅遊導遊資訊處。天神一帶
巴士、電車、地下鐵等交通工具集中，每到周末，來自九州各地的年輕人聚集於此，熱鬧非凡。
餐食 : 早餐 : 酒店內享用

午餐 : 一蘭拉麵

晚餐 : 敬請自理

住宿 : 福岡天神 ARK 皇家(客房內有免費 WIFI) 或 運河城華盛頓(客房內有免費 WIFI) 或 福岡麗池精緻酒
店(全館內有免費 WIFI) 或 博多 CLIO COURT(客房內有免費 WIFI) 或 博多 SUTTON CITY(客房內有免費 WIF
或 博多 CLIO COURT(客房內有免費 WIFI) 或 博多 SUTTON CITY(客房內有免費 WIF 或 同級旅館

第四天 福岡～全日自由活動(本日請自理餐食、交通)～福岡
對於很多人來說，能讓自己眼花撩亂、手忙腳亂的購物，才是到日本旅行的重點。所以就把這趟旅程的最後
一個整天，全部留給時尚又銳麗的福岡吧。
福岡市有三個主要的購物區段：天神站、博多運河城、還有博多 JR 站。相較於前面兩個地點，博多 JR 站相
較之下比較美味一點。這裡充滿了往來福岡、搭乘 JR 的旅客，因此站內的兩個購物商城：東急手創及阪急
百貨，都賣了各式各樣的甜食、便當、果醋、瓶裝酒及紀念品，洋洋灑灑的，真的非常適合旅行者挑選。在
這邊買個不貴、精緻、會令人開心的小禮，帶回台灣送給親朋好友吧。
如果你已經先體驗過了天神站的優雅，那你更不能錯過博多運河城的熱情，更何況這趟旅行，你是住在運河
城內的華盛頓飯店。這座外表看來低調，卻內有乾坤的建築，將博多運河巧妙地與商場結合，整個戶外空
間，都被流動的河水點綴得得生氣蓬勃。華人相信流動的水能帶來好運，這邊的商家看起來也是喜氣洋洋，
最讓人驚喜的是，運河城內的不管是藥妝、精品、公仔、服飾店，都延續著運河城的低調大器，每個地方既
大又內容豐富，不僅會讓你大飽眼福，也會讓你大買滿足！
餐食 :早餐 : 酒店內享用

午餐: 敬請自理

晚餐 : 敬請自理

住宿 : 福岡天神 ARK 皇家(客房內有免費 WIFI) 或 運河城華盛頓(客房內有免費 WIFI) 或 福岡麗池精緻酒
店(全館內有免費 WIFI) 或 博多 CLIO COURT(客房內有免費 WIFI) 或 博多 SUTTON CITY(客房內有免費 WIF
或 佐賀華盛頓廣場飯店(全館內有免費 WIFI) 或 同級旅館

第五天 飯店～機場／桃園
早餐後，專車前往機場，搭機返台。
註 1：本行程將依當地實際狀況由導遊做小幅度順序調整，但保證行程會全部走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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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餐 : X
餐食 :早餐 : 酒店內享用
午餐 : 機上輕食
住宿 : 溫暖的家

晶協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聯絡人：陳雅玲
電話：02-25181727 傳真：02-25026919
地址：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 283 號 4 樓之 2
信箱：honesty9-2@hot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