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九州熊本當地 1 天遊<路線巴士之旅>
<更新版於 2019 年 4 月 09 日>

驢之旅是搭乘從熊本市內出發的快速巴士、路線巴士等，遊歷熊本縣與九州的人氣觀光聖地, 又是熱門
打卡景點。簡單說就是包車票+設施門票+餐券一起的當地遊超值套票<沒有導遊和領隊同行>。
來一趟自然與歷史的體驗之旅吧。

路線巴士之旅<驢之旅 > 特點:
~ 解決從熊本市內到各景點的交通問題，個別行程從車站到景點設施會有專車接送。
~行程內已預留充足停留時間，自由安排行程遊覽各人氣景點。
~ 不設導遊費及小費，套餐價格更優惠。

草千里阿蘇火山博物館

阿蘇火山口

熊本熊彩繪巴
士

行程編號: 012 <熊本/阿蘇> 【世界最大級火山！阿蘇火口見學與草千里絕景之悠閒路線】 <07：49 出發>
出發日期: 至 2019/6/30 <不適用日期: 4/27 –5/07>
套票: 1. 從熊本市中心，搭乘特急山彥號前往阿蘇。
2. 包巴士車票 + 阿蘇山區間巴士車票。
特色: 從市內出發，先到阿蘇山參觀火山口、再去草千里，有充足時間遊覽阿蘇山。

成人

小童

HK$320 起

HK$280 起

行程流程~ 去程: 熊本站前（7：49 出發）/ 熊本交通中心 (08： 00 出發) / 阿蘇熊本機場 (08：46 出發)  搭乘山彥號 (やまびこ
号) 大分方向 抵達阿蘇站前 換乘【火口線阿蘇山西站方向】(10：35 出發)  11：10 抵達阿蘇山西站終點站 。
到達後阿蘇火口見學等自由活動時間 <約停留 1 小時 20 分鐘>
1. 西站～火口站之前，請乘坐區間小巴：阿蘇山 ASOSAN LOOP SHUTTLE。
2. ASOSAN LOOP SHUTTLE 僅在登火口時可優先上車「優先上車劵 11：00～12：00」。
※指定以外的時間段，請在普通列隊處排隊上車。普通列隊按先後順序等候上車，等待巴士上車前可能會花較長的時間，請安
排好充足的時間。。 ※此巴士僅在登火口時可優先上車。下火口時請按照先後順序上車。
※有可能因天氣（霧・強風）或火山活動（發布噴煙・噴火警報）而無法參觀火山口。
繼續行程: 阿蘇山西站終點站（12：30 出發）【火口線往阿蘇站前方向】 草千里阿蘇火山博物館前（12：35 到達）。
※ 俯瞰阿蘇山優美風景！在草千里度過悠閒自由時間 <約停留 1 小時 45 分鐘> 可以自由安排午餐和購物時間。設有餐飲店與
手信禮商店。
繼續行程: 草千里阿蘇火山博物館前（14：20 出發）【火口線往阿蘇站前方向】 阿蘇站前（14：53 到達）
※於道之驛阿蘇自由時間 <約停留 1 小時 30 分鐘> ※從巴士站步行約 1 分鐘
回程: 阿蘇站前（16:38 出發） 搭乘 YAMABIKO 山彥號(やまびこ号)熊本方向 阿蘇熊本機場（17:55 左右抵達）/ 熊本交通
中心（18:33 左右抵達）/ 熊本站前（18:41 左右抵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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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九州熊本當地 1 天遊<路線巴士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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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千里

阿蘇火

行程編號: 013 <熊本/阿蘇> 【世界最大級火山！阿蘇火口見學與草千里絕景之輕鬆路線】 <8：59 時出發>
出發日期: 至 2019/6/30 <不適用日期: 4/27 –5/07>
套票: 1. 從熊本市中心，搭乘特急山彥號前往阿蘇。
成人
小童
2. 包巴士車票 + 阿蘇山區間巴士車票。
特色: 從市內出發，先抵達草千里後再參觀火山口，超輕鬆遊歷阿蘇山 <此團逗留阿蘇山及草千
HK$320 起 HK$280 起
里時間比行程編號 012 為較短 >
行程流程~ 去程: 熊本站前(8:59 出發)／熊本交通中心(09 : 10 出發)／熊本機場(09 : 56 出發)  搭乘山彥號 【やまびこ號往大分
方向】 (11：10 抵達) 阿蘇站前換乘【火口線阿蘇山西站方向】(11：45 出發)  草千里阿蘇火山博物館前（12 : 11 到達)。
※ 俯瞰阿蘇山優美風景！在草千里度過悠閒自由時間 <約停留 1 小時> 可以自行安排午餐和購物時間。
繼續行程:草千里阿蘇火山博物館前（13：11 出發）【火口線往阿蘇山西站終點站】 阿蘇山西站終點站（13：20 到達）。
※到達後阿蘇火口見學等自由時間 <約停留 1 小時自由活動時間>，步行一分鐘前往道之驛站阿蘇，品嘗到很有名的冰淇淋。
^ 阿蘇山 ASOSAN LOOP SHUTTLE 僅在登火口時可優先上車「優先乘車 PASS 13：00～14：00」。
※指定以外的時間段請在普通列隊處排隊上車。普通列隊按先後順序等候上車，等待巴士上車前可能會花較長的時間，請安排
好充足的時間。 ※此巴士僅在登火口時可優先上車。下火口時請按照先後順序上車。
※有可能因天氣（霧・強風）或火山活動（發布噴煙・噴火警報）而無法參觀火山口。
繼續行程: 阿蘇山西站終點站（14：20 出發）【火口線往阿蘇站前方向】 阿蘇站前（14：55 到達）。
※於道之驛阿蘇（休息站）自由活動 <約停留 1 時間 30 分鐘> ※從巴士站步行 1 分鐘。
回程: 阿蘇站前（16：38 出發） 山彥號【やまびこ号往熊本方向】 阿蘇熊本機場（17：55 左右到達）／熊本交通中心
（18：33 左右到達）／熊本站前（18：41 左右到達）。

青井阿蘇神社

鮎里旅館

行程編號: 020 <熊本/人吉> 人吉溫泉體驗【清流山水花 鮎里旅館】、人氣動漫聖地巡禮 【青井阿蘇神社、鍛冶
屋町】出發日期: 至 2019/6/30 <不適用日期: 4/26 –5/07>
套票: 1. 從熊本市中心乘坐高速巴士直接前往人吉。
成人
小童
2. 包車票+午餐劵+溫泉泡湯劵。
特色: 從熊本市區中心搭乘高速巴士南風號（なんぷう号）直接前往人吉！在「清流山水花 鮎里溫
泉旅館」享受日式宴席料理以及溫泉泡湯樂趣。<從人吉巴士站到溫泉旅館有專車接送服務，無需
HK$430 起 HK$400 起
擔心交通問題。> 還能參觀日本國寶青井阿蘇神社、與昔日倉庫酒藏鐵匠鋪林立的鍛冶屋町大道悠
閒漫步。
行程流程~ 去程: 熊本站（09：48 出發）／熊本交通中心（10：00 出發） 南風號宮崎方向【なんぷう號宮崎行き】 人吉
IC 巴士站(11：43 左右抵達)  搭乘接送車前往『清流山水花 鮎里溫泉旅館』(所需 10 分鐘)。
※人吉溫泉「清流山水花 鮎里溫泉旅館」品嘗日式宴席料理，享受泡湯，然後是自由活動時間，約停留 3 小時 30 分鐘。
※ 人氣動漫巡禮及周邊觀光 ・至日本國寶青井阿蘇神社只需步行約 10 分鐘 ・鍛冶屋町通步行只需約 5 分鐘。
回程: 搭乘接送車從鮎里溫泉旅館前往巴士站（需約 10 分鐘）人吉 IC 巴士站(16：03 出發) 南風號熊本方向【なんぷう號熊
本行】 熊本交通中心(17：41 左右抵達) ／熊本站（17：49 左右抵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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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千穗峽

名井瀑布

高千穗神社

行程編號: 080 <熊本/高千穗 & 宮崎>【高千穗峽與宮崎牛御膳午餐】
出發日期: 至 2019/9/30 <不適用日期: 4/26–5/07, 8/09 -19, 9/16>
套票: 1. 從熊本市中心乘坐特急高千穗號。
成人
小童
2. 包車票+宮崎牛御膳午餐劵。
特色: 從熊本市中心乘坐特急高千穗號【特急バス たかちほ号】直接前往高千穗。抵達後，包接
HK$430 起 HK$400 起
送車服務往返高千穗峽，無需擔心交通問題！宮崎牛陶板燒的特色是邊用餐邊用陶板自行煎烤，
可以享受到熱騰騰的現煎牛肉。(不吃牛肉者可改為豬肉套餐，不吃豬肉者可改為魚套餐)。
行程流程~ 去程: 熊本站前（9:11 出發）／熊本交通中心(09：22 出發）／ 阿蘇熊本機場（10：08） 高千穗號・延岡方向【た
かちほ延岡行】 高千穗巴士中心（12：24 抵達）。 從巴士中心搭乘專用接送計程車（約 10 分鐘）
※ 在「千穗之家」享用午餐後，高千穗峽自由活動時間 <停留約 3 小時 30 分鐘>。享用取自當地食材烹飪的午餐。
在真名井瀑布和高千穗神社等觀光景點、可以慢慢欣賞美景。
^【高千穗峽小船租借資訊】一艘：2000 日圓 <參考價，客人自費> // 搭乘人數：3 人 // 時間：約 30 分鐘// 營業時間 8:30～17:00
由於小船租借不可以提前預約，所以想租借的旅客，建議抵達千穗之家餐廳之後，告知餐廳的工作人員，先去小船租借的窗
口領取預約號碼，然後回來用餐。這樣會比較快的預訂到小船。一定注意的是要提前告知餐廳的工作人員。
回程: 千穗之家門前有接送車前往高千穗巴士中心 (16：00 出發 約 10 分鐘)  高千穗巴士中心（16：57 出發） 特急巴士高
千穗號・熊本方向【特急バスたかちほ・熊本行】 阿蘇熊本機場（19:11 左右抵達）/ 熊本交通中心（19:56 左右抵達）/熊本
站前（20:04 左右抵達）。
L’isola Terrace 天草

Sea Cruise

海豚觀賞

龍宮溫泉旅館

行程編號: 150 <熊本/天草>【 天草賞海豚與溫泉體驗】 出發日期: 至 2019/6/29
<不適用日期: 4/23, 4/26–5/07, 6/05, 6/12, 6/24, 6/30 >
套票: 1. 從熊本市中心乘坐快速巴士天草號。
成人
小童
2. 包車票+「海豚觀賞」+ 著名溫泉旅館「龍宮」泡湯劵。
特色: 九州天草地區周圍海域，棲息有將近 200 頭野生海豚，一年中出海與海豚相遇的機會是
HK$540 起 HK$500 起
99%！另外，遊艇上設有室內空間，即便下雨也能在室內安心看海豚，不用擔心被淋濕。抵達天草
後您擁有充足的自由活動時間。
行程流程~ 去程: 熊本交通中心（7：30 出發）／熊本站（7：38 出發）【快速天草號（あまくさ号）本渡方向】前島巴士
站（09：04 左右抵達） *請在「Sea Cruise」賞海豚櫃檯自行辦理報名。海豚觀賞出海時間：10 點開始。
※ 觀賞海豚（Sea Curise 第 1 班次 10：00 出發/約 2 小時）。 完成後，可以自由安排在 L’isola Terrace 天草和龍宮溫泉旅館泡
湯的時間。 ※巴士站～賞海豚報名處·L’isola Terrace 天草步行約 3 分鐘。
※賞海豚報名處·L’isola Terrace 天草～龍宮溫泉酒店步行約 5 分鐘。 ※龍宮溫泉酒店～巴士站 步行約 2 分鐘。
回程: 前島巴士站出發 【天草號（あまくさ号）熊本方向】 抵達熊本站前／抵達熊本交通中心。請搭乘指定班次（前島）
16:44 出發（熊本站）18：05 到達／（交通中心）18：13 到達，或選擇以下回程時間表，乘車返回市內。
（前島）17：52 出發（熊本站）19：23 到達／（交通中心）19：31 到達 // （前島）18：52 出發（熊本站）20：23 到達／
（交通中心）20：31 到達 // （前島）19：52 出發（熊本站）21：23 到達／（交通中心）21：31 到達。
^預訂時，請提供回程時間以便訂購車票，確定後不可任意更改。逾時後不能上車，客人須自行繳付車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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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山山莊

深山山莊溫泉

深山山莊午餐

行程編號: 100 <熊本/黑川> 黑川溫泉的療愈時光【山水木別邸 ~ 深山山莊】
出發日期: 至 2019/6/30 <不適用日期: 4/26–5/07>
套票: 1. 從熊本市中心直接前往黑川。
成人
小童
2. 包車票+午餐劵+溫泉泡湯劵。
特色: 從黑川溫泉巴士站到溫泉旅館有接送服務，無需擔心交通問題，讓您的旅程玩的輕鬆放
HK$440 起 HK$400 起
心。請在山間懷舊鄉村風景里享用旅館引以為傲的溫泉與午餐創作懷石便當。也為您安排了在黑
川溫泉休閒散步的時間！
行程流程~去程: 熊本站前（8:36 出發）／熊本交通中心（8:49 出發）／阿蘇熊本機場（9：29 出發）【九州橫斷巴士 3 號湯
布院方向】黑川溫泉車站（11:30 到達） 搭乘接送車前往山水木別邸 ~ 深山山莊（需約 5 分鐘）。
※ 在山水木別邸、深山山莊享用創作懷石便當和溫泉泡湯樂趣。《停留約 2 小時 30 分鐘》。 搭乘接送車前往黑川溫泉小鎮
（需約 5 分鐘車程）。黑川溫泉散策（約 2 小時自由活動時間），自由漫步在充滿各種小情緒的溫泉街
回程: 步行前往黑川溫泉巴士站（步行約 10 分鐘） 黑川溫泉巴士站（16：25 出發）【九州橫斷巴士 8 號熊本方向】阿蘇
熊本機場（18：26 左右抵達） 熊本交通中心（19：03 左右抵達） 熊本站前（19：15 抵達）。

水前寺

古今伝授の間

行程編號: 402 <熊本市內>【和服體驗 · 漫步水前寺】 出發日期: 至 2019/05/31
套票: 1. 往返水前寺車票。
2. 和服租借: 和服，腰帶，和服內衣，和服小包，草履鞋和日式襪子。
3. 水前寺成趣園入園費、在攝影棚中為您拍攝紀念寫真 1 張、相片可帶回家。
4. 入園後，在“古今伝授の間”品尝細川家傳統和菓子和抹茶。
5. 杉養蜂園水前寺店的蜂蜜奶油冰淇淋・飲品優惠券及熊本熊扇子 1 把。
特色:為您定制日本文化體驗一日遊，可以體驗穿日本傳統和服，品嘗日式甜品和抹茶，觀賞傳
統日式庭園。和服租借店"和 Collection 美都”提供 100 多種不同款式的華美和服 <注意:小童和
服款式較少>，在傳統的日式庭園水前寺成趣園里悠閒地漫步吧！坐在榻榻米上品嘗正宗
【細川家】和果子和抹茶，讓旅行的回憶增添美麗色彩！快來和姐妹淘、情侶、家人一同體驗
穿和服的樂趣吧！

成人

小童

HK$280 起

HK$240 起

行程流程~ 去程:. 熊本站前上車 水前寺公園前下車， 時間: 平日及 週六~ 9：05 出發 // 週日 ~ 9：06 出發 或
熊本交通中心上車 水前寺公園前下車 ，時間: 平日及週六 ~ 9：20 出發 // 週日~9：15 出發 <車程約 20 分鐘>
**【步行 10 分鐘，前往和服店“和 Collection 美都”】
■10：00 開始按先後順序在“和 Collection 美都”更換和服及拍照 1 張 ，併在此領取入園劵。
■10:40 入園，在古色古香的“古今伝授の間” 裡享用和菓子套餐，欣賞園內美景，餐後可於水前寺公園內自由散步。
回程: 此班次為建議搭乘班次，可早些返回市內自由散步，如果想稍晚些歸還和服，可搭乘之後的班次。
水前寺公園前  熊本站下車 ，時間:平日/週六：14:17 出發 / 週日：14:22 出発
水前寺公園前  熊本交通中心下車，時間: 平日週六：14:16 出發 / 週日：14：22 出發
※憑此巴券回程可搭乘之後產交巴士任何班次，請注意上車地點只能是水前寺公園前 。 回程時請注意巴士的前往目的地，
分別有熊本交通中心和熊本站。 ※和 Collection 美都・古今傳授之間/人多的時段需請稍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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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九州熊本當地 1 天遊<路線巴士之旅>
<更新版於 2019 年 4 月 09 日>

南風樓溫泉旅館

南風樓溫泉

行程: 300 <熊本/長崎縣・島原>【Hotel 南風樓溫泉＆美食與島原自由行體驗】
出發日期: 至 2019/6/30 <不適用日期: 4/10 -19, 4/26 - 5/7> *提前 1 個月開始接受預訂。
套票: 1. 從熊本出發前往長崎縣・島原 <南風樓溫泉旅館>。
成人
小童
2. 包車票 + 船票+南風樓午餐<雜煮御膳>及泡湯劵。
特色: 從熊本出發！前往長崎縣・島原的路線巴士之旅。「路線巴士」＋連接熊本和島原約 30 分 HK$370 起 HK$260 起
鐘的高速船「Ocean Arrow 」＋「島原溫泉旅館南風樓」溫泉＆泡湯一起的超優惠套餐旅行。
行程流程~ 去程：熊本交通中心 09：58 出發／（熊本站）10：06 出發  乘巴士往熊本港方向【 熊本港行き】 10：35 到達
熊本港輪渡碼頭前巴士站  步行至碼頭轉乘船「Ocean Arrow 」熊本港 11：10 出發  <長崎縣> 島原外港 (約 30～40 分鐘) 
乘坐接送車前往南風樓(約 10 分鐘)
※抵達島原港，在這裡有接送車載您前往南風樓溫泉旅館，無須擔心交通問題。南風樓溫泉旅館享用午餐・溫泉泡湯
<自由時間約 4 小時>。 南風樓中文主頁: https://www.nampuro.com/world/taiwan/
回程：16：50 乘坐接送車前往島原外港(約 10 分鐘)  步行至島原外港， 轉乘船「Ocean Arrow 」17：30 出發  熊本港(約 30
～40 分鐘)  步行至熊本港輪渡碼頭前巴士站  轉乘巴士往熊本交通中心方向【熊本交通センター行き】18：20 出發  到
達（熊本站）18：50／到達（交通中心）18：59。
去程時：如果 Ocean Arrow 停航時，在收到取消行程通知之後，可申請退款。
回程時：如果遇到自然災害，天氣狀況惡劣(颱風、暴雨等)，事故等影響 Ocean Arrow 延誤或停航時，如要安排替代運送交通
費、過夜住宿費、餐食費等等之所有費用由客人負擔。另所有手續辦理請客人自行前往辦理。

注意事項:
※請在巴士出發 10-15 分鐘前到達上車處。
※請再確認巴士前往的目的地以後，才可上車。
※上車時，請在上車門口處拿取整理劵。
※抵達下車站前請按停車鈕告知駕駛員。
※下車時，請把整理劵投進票價箱，併向駕駛員
出示行程表與兌換劵。
路線巴士之旅~熊本交通中心巴士站圖
巴士案內所設有服務櫃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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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選上車及下車地點:
※客人可選熊本站/熊本交通中心/阿蘇熊本機場
<3 選 1>上車或下車。
※注意部份行程是不經過阿蘇熊本機場。
※預訂時請提供上車及下車地點，確定後不可更改。
※巴士是準時出發，逾時不候。

路線巴士之旅~熊本站巴士站圖

日本九州熊本當地 1 天遊<路線巴士之旅>
<更新版於 2019 年 4 月 09 日>
路線巴士之旅~熊本機場
巴士站圖 - 2 號候車處

備註：
 費用以每人計算 , 費用會因匯款價調整，以確定預訂時作最後價錢。
 行程沒有導遊和領隊同行，和團體巴士不同，巴士線之旅行需要客人自行前往指定巴士站上車。車券內已印有巴士時間，路線及上下
車地點及站號，請客人出發前仔細查閱。由於巴士是準時開車，請於提早前 10-15 分鐘抵達預訂車站，當到站時，請再資確認巴士號
碼、路線方向才可上車或下車。若因旅客個人因素晚到而沒搭上車、或是搭錯車，很抱歉無法給予保障。
 地接公司: 九州產交旅行株式会社。當日沒有行程表和票劵的旅客無法參加旅行， 請預先下載或印出，當天務必出示。
 請注意各行程有設定行程中止日，預訂不適用於中止日期或各景點設施不開放的日期。如有任何查詢 , 請與您的旅遊顧問聯絡。
 有可能因交通阻塞，天氣不佳等因素，造成巴士出發和抵達時間延遲，敬請見諒。此外如路況非常擁擠的原因，路線巴士按時行駛非
常困難，所以會中止行程。
 預訂必須出發前 7 個工作預訂。於 5 個工作天內必須繳付全數。 預確後 1 天內必須繳付全數。
 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能更改,轉讓或退還項。
 以上行程可能不適宜孕婦、心臟病患者，患背部、頭部、頸部、腿部疾病或活動不便的老人，以及敏感者、對氣味或氣霧反應強烈
者，客人需視乎身健康安全及承擔一切責任，有疑問可自行向醫生或專業人士尋求意見。
 於確認後，如需更改本公司擁有最終決定權。如有任何更改及終止，本公司恕不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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