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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州 KYUSHU 
【識歎系列】九州大分奧日田．漫遊熊本草千里． 

2 晚【梅響】私人溫泉．職人料理盛宴． 

最新福岡博多【都】5 天 

11 月 22、29 日出發 

w 連泊 2 晚 米芝蓮四亭閣【梅響】露天私人溫泉 

w 連泊 2 晚 最新博多溫泉【都】 

最強住宿 

w 明治維新後首間   【春帆樓河豚料理】 

w 以梅入饌 五色養生【梅響溫泉會席料理】 

w 完全預約制       【季樂佐賀牛燒肉料理】 

w 柳川名物         【蒸籠鰻魚飯】 

職人料理 

JYB5S2 天 

w 詩意怏然水鄉   【柳川懷舊浪漫遊船】 

w 日本三大名城    【熊本城】 

w 瀑布後的秘景     【鍋之瀑布】 

w 米芝蓮 2 星     【太宰府．天滿宮】 

w 懷舊復古區漫遊   【北九州門司港】 

九州絕景 

米芝蓮四亭閣【梅響】露天私人溫泉 
露天私人溫泉＋按摩浴池房間 (房間約 537 呎) 

頂級享受 最新福岡博多【都】溫泉 
Superior 房間 (房間約 333 呎) 

梅響私人溫泉 

梅 響 



   

 

   

  

  

JYB5S2：11 月 22、29 日出發 

 

SIGHT-SEEING 

九州絕景 

少有能繞到瀑布後的秘景 

熊本縣的鍋之瀑布是日本前二十名的瀑布! 

瀑布約 10 米高、20 米闊，水簾反射著從樹木透進的光影，景致

既優雅又神秘。可走到瀑布後面欣賞水簾與若隱若現的綠林和透進

去的陽光，景致更優美神秘。 

(瀑布後方濕滑凹凸不平，請小心腳步) 

鍋之瀑布 

米芝蓮 2 星景點 

太宰府天滿宮在日本的地位有如中國的孔廟，每年有超過 700 萬人到

此參拜。有許多人在此祈禱學業順利、金榜題名、工作錄取考試及升

遷考試順利，而祈求除厄運、招福氣、姻緣圓滿人也不在少數。太宰

府表參道內由知名建築師隈研吾設計的 Starbucks是日本最美麗的星

巴克之一，門口超過 2000 多根木條完全不用釘子非常吸睛, 記得要

打卡! 

太宰府．天滿宮 

眺望阿蘇火山絕景 

草千里位於烏帽子岳的北麓，是個延綿不絕的大草原，牧場上的牛

隻馬匹佇立於此形成一幅美麗圖畫。綠草如茵一望無際的景像，遙

望阿蘇火山冉冉上昇白煙，這種奇異又特殊的景象放眼日本應該也

是絕無僅有。這邊有兩個雨水堆積形成的大池塘，可以拍到藍天、

草原、烏帽子岳相當漂亮。另外有牛馬放牧在草原上，帶來生氣。 

草千里 

懷舊復古區漫遊 北九州門司港 
讓您悠閒感受、拍攝約 12 棟懷舊復古歐式建築，可以自行前往 JR 門

司港駅(於 1914 年落成的兩層木造文藝復興風格車站，車站內部還保

留著許多日本大正時期的風貌，已被日本政府指定為重要文化遺產)、

舊三井俱樂部博物館(保留著愛因斯坦夫婦赴日演說期間住過的房

間)、九州鐵道紀念館、舊大阪商船分店、國際友好紀念圖書館等明治

至大正時期獨特的歷史建築物，在街上隨處可見新舊建築交雜融合，

享受古典又現代的氣氛。想要買門司港的土產和伴手禮亦可到極具港

口風情的海峽 PLAZA 購物。 

以龍宮城為藍圖設計 

赤間神宮是以龍宮城為藍圖設計的神宮，走向赤間神宮的高處就能

將關門海峽的景色盡收眼底。更可自行購票(約 100 日圓)進入寶物

殿欣賞珍貴資料。 

赤間神宮 

詩意怏然 

  水鄉柳川懷舊浪漫遊船 
柳川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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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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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有乘搭遊船巡訪，才能

進入白秋詩篇的世界。 

船家握著一根竹槳便能輕巧地操控小舟，並生動地為遊客領路解

說，全程約 60 分鐘。泛舟之旅四季風貌不同，遊客可以在船上感

受時光緩緩流逝，是有極高人氣的行程。 



   

 

   

     

ACCOMMODATIONS & MEALS 

嚴選住宿 

JYB5S2：11 月 22、29 日出發 

 

地道美饌 
 

福岡博多《都》翻新後於 2019 年 9 月 22 日重新開裝，位於距離博多

車站只有一分鐘步程，購物十分方便，加上寬敞的 Superior 房間與頂

樓的溫泉風呂，讓您擁有賓至如歸的享受。 

位於距離博多車站步程只有一分鐘的福岡博多【都】，Superior 房間採

用功能齊全的高級設備長沙發區以及落地窗，給人寬敞舒適的感受。

床鋪採用高品質床組，備有兩張單人床及一張雙人床兩種房型。寬敞

的浴室內設有浴缸，以及單獨的淋浴空間，讓您擁有賓至如歸的享受。

房內還配置了方便實用的迷你吧檯、無線網路等，為愉悅舒適的入住

提供保障。 

另外可搭乘專用電梯，輕鬆前往頂樓溫泉風呂和泳池。酒店頂樓的溫

泉區有水簾瀑布於 7 米高處流下，非常引人注目。設有溫泉水游泳池、

按摩浴缸和足部溫泉。此外，還可以在泳池旁享用飲品和點心。 

https://www.miyakohotels.ne.jp/hakata/index.html 

頂級享受最新福岡博多【都】溫泉 

【梅響】嚴選當地時令新鮮健康食材，配以梅

入饌，務求為客人身體健康着想之餘，又能引

出梅的優勝之處。秉持「凜然愛憐」的宗旨，

【梅響】特別準備梅酒作為餐前酒，升華了食

材的美味享受。 

嚴選時令食材的美味盛宴 
【梅響】五色養生溫泉會席料理 

明治維新後第一間河豚料理 
【春帆樓】河豚料理 

春帆樓在 1888 獲得頒發的「河豚料理許可第一

號」，已有 130 年的歷史，代代相傳的卓越技法

琢磨出多種河豚料理，以精湛的技藝將河豚切

成薄如霓裳羽衣般透明的刺物，要讓盛盤的器

皿圖案也能清晰可見，還要保留河豚獨特的口

感和箇中美味。 

完全預約制 
【季樂】佐賀牛燒肉料理 

佐賀縣年均溫度為 16 度，平均降雨量為

1800 毫米，流有名水百選「龍門の清水」，

以這樣溫暖的氣候、肥沃的土地和潔淨的

水質的天然優勢飼育出優良品種的佐賀

牛。佐賀牛美麗霜降、肉味濃郁。 

大分縣日田市是九州有名的梅子產地，高山綿延起伏、溪流潺潺響溪

谷，奧日田《梅響》溫泉位於其中，坐擁響溪谷與梅林的美麗風景，

2017 年 11 月開張的《梅響》，更取得米芝蓮特別四亭閣 ，

為您帶來以梅點綴頂級享受的溫泉旅館。 

【梅響】露天私人溫泉房間，全部均以「梅」為題，房間以梅的種類

來命名，房間的標誌亦象徵着該種類的梅花。房內既有典雅的日式風

韻獨特個性，添加上梅花的特色，同時保有現代人的摩登風格，不但

有免費 WIFI，設施也一應俱全。可以坐於窗邊欣賞外面彷佛中國水墨

畫一般詩情畫意的景色，品茗一杯日式綠茶，再品嚐梅子點心，別有

風味。 

私人露天溫泉房間附有陽台及露天溫泉、室內按摩浴池，讓您可以隨

時享受露天溫泉風呂與按摩浴池的樂趣，一邊欣賞從陽台或者是從室

內落地大玻璃往外看的梅鄉響溪谷的風景，靜享舒適時光。 

 

米芝蓮四亭閣【梅響】露天私人溫泉 
https://www.umehibiki.jp/ 

梅 
響 

都 



   

 

   

 

 

 

 

 

 

 

 

 

 

 

 

 

 

 

 

 

 

 

 

 

 

 

 

 

 

 

 

 

 

 

 

 

 

 

 

 

 

 

 

 

 

 

 

  

【國泰航空・褔岡來回】 

香港 10:50 
KA380 
 

褔岡 16:40 
KA381 

 

褔岡 15:30 
 
 
香港 19:15 

JYB5S2：11 月 22、29 日出發 

 

1) 如未能入住行程表上之酒店，將會安排同級或提升更好之酒店;溫泉酒店晚餐，以 

酒店當天安排為準。 

2) 酒店 WIFI 上網服務及收費由酒店提供及公佈為準，請退房時支付有關上網費用。 

3) 有關旅行團服務費，請參閱雜項收費一覽表。 

4) 行程安排及航班資料以旅團集合資料確認為準。 

航班時間以航空公司最終確認為準，恕不另行通知。※ 機票有效期 8 日。 

請留意團隊價格逢星期二．六有機會調整。故越早報名，價格優惠越多。 

5) 如河豚料理供應問題、餐廳休息，將以其他料理代替。 

6) 如遇餐廳預約滿席或其他不可預期之因素而最終未能前往，則改為其他同級之餐 

或同級之料理，若未能滿足客人期望，懇請見諒。 

7) 紅葉資料只供參考，盛放視乎天氣有差異。 

 

 

 
牌照號碼:350217 JYB5S2(1910)-ITX2019 製表日期:5 JUN 2019 

備註 

牌照號碼:350217 JYB5S2(2011)-ITX2020  製表日期: 8 MAY 2020 

為您獻上不一樣的旅遊保障，包括：(細則受條款約束) 

．特設「家庭計劃」，受保子女數目不限 

．受保人因患病而須取消行程，都可以得到保障(上限 30000 元) 

．延長保障最長至離港前 3 小時及回港後 3 小時止 

．保障旅程中之消閒活動，包括熱氣球、跳傘、滑雪、水肺潛水等 

．保障因恐怖襲擊而引致之「個人意外」及「醫療費用」等索償 

如投保【環球尊尚計劃】更能獨享專有「更改姓名、改期、轉團或保留團費三個月」額外保障；而於紅色旅遊警示下，更可獲取消或縮短行程之額外保障。 

(指定團隊除外，請瀏覽 https://wwpkg.com.hk/tch/services/travel-insurance.jsp) 「縱橫旅安心」由安達保險有限公司               承保 

縱橫旅安心就是不一樣的旅遊保障，讓您玩得更稱心! 
為了令您享有更完善的旅遊保障，報名時須購買「縱橫旅安心保險」[基本計劃](出示有效全年旅遊保險證明除外) 

自費活動項目表，詳情請瀏覽 https://goo.gl/2LAefr 

ITINERARY 

 早餐 午餐 晚餐 酒店  備註 

D AY 1  香港  福岡 ~ 奧日田溫泉鄉   

航機上 

《梅響》 

五色養生 

溫泉會席料理 

[連泊2晚] 

米芝蓮四亭閣 

 
秘境《梅響》 

露天私人溫泉＋ 

按摩浴池房間 

(房間約537呎) 

 

D AY 2  
熊本秘景【鍋之瀑布】(瀑布約 10 米高、20 米闊，更可走到瀑布

後面欣賞水簾) 前往鍋之瀑布需走 5-10 分鐘的梯級。瀑布後方濕滑凹

凸不平，請小心腳步)  

~ 眺望阿蘇火山絕景【草千里】(呼吸新鮮空氣，一年四季都能欣賞

到不同的美景，是遙望阿蘇火山冉冉上昇白煙的絕佳地點)  

~ 城下懷舊古街【櫻之小路城彩苑】(將昔日江戶城下町風貌重現

眼前，當中設有 20 多間店舖及食肆，售賣熊本縣出產的名物和小吃等) 

~ 三大名城【熊本城】( 11 月中旬至 12 月上旬期間賞紅葉) 
(受地震破壞，正展開復修工程，仍可在二之丸廣場看到古城弘偉英姿) 

備註 ~ 奧日田溫泉鄉 

酒店內 

和式朝食 

 

D AY 3  [ 細心安排10:00出發]  

柳川懷舊遊船(全程約60分鐘，聆聽船夫吟唱小調，近距離欣賞兩岸

風光，享受水鄉柳川浪漫之旅)  

~ 米芝蓮2星【太宰府．天滿宮】( 11月中旬至12月上旬期間

賞紅葉)(太宰府天滿宮在日本的地位有如中國的孔廟，是福岡著名的

觀光名勝，每年有超過700萬人到此參拜）備註 

[柳川名物] 

蒸籠 

鰻魚飯 

《季樂》 

佐賀牛 

燒肉料理 

備註 

[連泊2晚] 

最新福岡博多 

《都》溫泉 

Superior房間 

(房間約333呎) 

 

D AY 4  
北九州門司港懷舊復古區漫遊(讓您悠閒感受、拍攝約12棟懷舊復古

歐式建築，可以自行前往JR門司港駅(於1914年落成的兩層木造文藝復

興風格車站，車站內部還保留著許多日本大正時期的風貌，已被日本政

府指定為重要文化遺產)、舊三井俱樂部博物館(保留著愛因斯坦夫婦赴

日演說期間住過的房間)、九州鐵道紀念館、舊大阪商船分店、國際友好

紀念圖書館等明治至大正時期獨特的歷史建築物。想要買門司港的土產

和伴手禮亦可到極具港口風情的海峽PLAZA購物)  ~  

春帆樓(品嚐河豚料理)(馬關條約簽訂之地，維新後第一所河豚料理) 

備註 ~ 赤間神宮(赤間神宮是以龍宮城為藍圖設計的神宮，走向赤

間神宮的高處就能將關門海峽的景色盡收眼底。更可自行購票(約100日

圓)進入寶物殿欣賞珍貴資料) ~ 福岡博多JR Hakata City(位於JR 

博多上蓋，樓高10層，有AMU Plaza、東急百貨等等，亦可前往TOKYO 

HANDS購買日本人氣家品和大人小朋友都喜歡的福岡POKEMON 

CENTER，購買心水小精靈的產品)   

酒店內 

《春帆樓》 

河豚料理 

備註 

蟹料理 

D AY 5  
[不設 MORNING CALL，細心安排 10:00 再 CHECK OUT] 
九州最大型臨海 OUTLET「Marinoa City Fukuoka」（聚集了約

170 家店舖，如 GAP OUTLET、Franc franc BAZAR 等，當中包括媽

咪至愛的 BABiESRUS) ~ 福岡  香港 

酒店內 會席料理 
 

航機上 

 

 

嚴選宿泊 

嚴選宿泊 

https://wwpkg.com.hk/tch/services/travel-insurance.jsp
https://goo.gl/2LAef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