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博多站-日田站】 
搭乘特快列車Yufu「由布院之森」 約80分鐘 

轉乘巴士 - 黒川溫泉巴士站 約60分鐘再步行約8分鐘 

【熊本站-阿蘇站】 
搭乘特快列車「九州橫斷特急」 約70分鐘 

轉乘巴士 - 黒川溫泉巴士站 約70分鐘再步行約8分鐘 

【熊本交通中心-黑川溫泉】 
搭乘九州橫斷巴士 約150分鐘 

感受南小國町獨特魅力 
九州秘境極致享受 走訪黑川溫泉 

    機位酒店即時確認  
◆ 香港至福岡經濟客艙來回位 
◆ 20KG寄倉行李 (不包餐飲) 
◆ 1 晚黑川酒店住宿連早餐及晚餐 
◆ 1 晚熊本酒店住宿 
◆  1 晚福岡酒店住宿 
◆ 包黑川露天浴池,室內浴室,貸切風呂 
◆   專業旅遊顧問提供行程安排建議 
◆ 0.15% 旅遊業協會賠償基金 
◆ 所有格價均以現金為準 
◆ 套票價格不包括任何稅項 
◆ 全程最少兩位成人同行 

包黑川酒店一泊兩食 

包黑川露天浴池,室內浴室,貸切風呂 

2人同行 
黑川 – JAPANESE STYLE / 熊本 – TWIN 

博多 - WASHINGTON / CLIO – SEMI DOUBLE                    
FORZA / HOTEL RESOL – SEMI DOUBLE 

3人同行 
黑川 – JAPANESE STYLE / 熊本 – TRIPLE 
博多 - WASHINGTON / CLIO – TRIPLE                    

FORZA / HOTEL RESOL – TRIPLE 

4人同行 
黑川 – JAPANESE STYLE / 熊本 – 2*TWIN 

博多 - WASHINGTON / CLIO – 2 SEMI DOUBLE                    
FORZA / HOTEL RESOL – 2 SEMI DOUBLE 

 妙の選 每位 $4999 每位 $4999 每位 $4999 

 型の選 每位 $5299 每位 $5299 每位 $5299 

最特別的是這個設有傳統日式暖爐的房間，和家人或朋友一
起入住時可以體驗古人圍爐取暖的樂趣。館內的房間各有不
同特色，除了暖爐外還有樹屋、木板屋等不同體驗 

黒川 KUROKAWA ONSEN RYOKAN NOSHIYU 一晚 
http://noshiyu.jp/index.php 

熊本 MITSUI GARDEN                                             一晚 
http://www.gardenhotels.co.jp/kumamoto/ 

傳統日式暖爐的房間 
可以體驗古人圍爐取暖的樂趣 

酒店距離熊本城有20分鐘步行路程, 距離JR熊本車站有5分鐘車程
. 有些房間設有熊本縣吉祥物 Kumamon(萌熊) 

◆全程最少兩位成人同行必須共同辦理登機手續及同一航班往返◆機位及酒店房間之訂位情況需按報名當天為準,價格會因不同機位,出發日期,同行人數及酒店房間種類等而有所差別◆圖片僅供參考◆價錢及資料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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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川+熊本4天自遊行 出發日期: NOW - 31 DEC 23 

出發時間: UO 638 1235-1700 
回程時間: UO 621 1625-1900         

機票附加費用 (每位)                   酒店附加費用 (每位每晚) 

10Jul-29Aug +1200 
17-23,27-30Jun 
27Sep-2Oct, 21-23Oct 

+1500 黑川 

熊本 

Fri-Sat 
1-30Nov 
21Dec-5Jan 

+400 
+400 
+600 

Canal 
Clio Fri, Sat 

1-30Nov 
21Dec-5Jan 

+150 

Forza 
Resol +200 

18-20Dec, 27-31Dec +1700 21-26Dec +4800 

妙の選                

福岡 CANAL CITY              兩晚  福岡 CLIO COURT               兩晚   福岡 FORZA HAKATA GUCHI  兩晚  福岡 RESOL HAKATA             兩晚 
http://washington-hotels.jp/fukuoka                   www.cliocourt.co.jp                                                www.hotelforza.jp/hakataguchi/rooms                 www.resol-hakata.com  

型の選                

JR博多站駅步行8分鐘                                JR博多駅步行3分鐘                             JR博多站駅步行3分鐘                  地下鐵中洲川端駅步行1分鐘 

PKG CODE: FUK_KUR_5/19/2023   
Copyright©2023-2024 Muse Travel Ltd. – 版權所有 不得轉載 

https://goo.gl/5dtsXW
https://goo.gl/9fkhGZ


香港-博多 
景點包括：JR博多城，住吉神社，楽水園，柳橋連合市場 
香港         福岡 
福岡空港抵達後→市區 方法: 
①福岡市地下鐵-在國內線航廈, 若在國際線航廈抵達需搭乘空港接駁巴士前往國內線航廈轉搭地下鐵 
②西鐵巴士-從國際線航廈前往福岡市區 **福岡空港國際線→博多車站 約18分鐘 / →天神站 約33分鐘** 

黑川溫泉 
景點包括：耳納群山*，慈恩瀑布*，黑川溫泉傳統的日式矮平房  *乘坐JR九州列車的沿途風光 

福岡         黑川溫泉 
博多市→黑川溫泉 方法: 
①JR九州列車-由博多搭乘特快列車「由布院之森」→日田站 約80分鐘→轉乘巴士→黒川溫泉巴士站 約60分鐘→步行約8分鐘抵達酒店 
②高速巴士-從福岡(天神) →黒川温泉 約150分鐘  

溫泉pass-入湯手形 
買了這個入湯手形 
一天內可以浸三間旅館溫泉 
 ¥1300  

湯あかり燈節 
冬季至隔年春季間特有的一個活動 
當地人會利用竹子編織而成的燈飾
點亮整個溫泉街上的溪流. 一到晚
上燈點亮後, 就能看到暖暖的燈光

映照在整條溫泉溪流裡 

熊本 
景點包括：熊本城，城彩苑桜の小路，水前寺成趣園 
黑川溫泉         熊本           
黑川溫泉巴士站→熊本交通中心 方法: 
①九州橫斷巴士 約150分鐘 

福岡-香港 
景點包括：Kumamon Square ，Marinoa City Outlet 
熊本          福岡機埸         香港 
熊本交通中心→福岡空港 方法: 
①西鐵高速巴士 約110分鐘→福岡(天神)車站→福岡空港 約11分鐘 

提供您最貼心的 模範路線規劃建議 
 

◆全程最少兩位成人同行必須共同辦理登機手續及同一航班往返◆機位及酒店房間之訂位情況需按報名當天為準,價格會因不同機位,出發日期,同行人數及酒店房間種類等而有所差別◆圖片僅供參考◆價錢及資料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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