製表日期：2018/04/02

【萌熊南九州漂流】球磨川漂流、磯庭園抹茶體驗、牧場奶油 DIY、指宿砂浴 5 日

成團人數» 16 人成團
旅遊天數» 5 天 4 夜
團費說明» 訂金$10,000
含 500 萬旅行業責任保險及 20 萬意外醫療險
(依規定 14 歲以下 70 歲以上,限投保旅遊責任險 2 佰萬元)
團型代碼： KHF09B80413A

另收費用» 簽證：免簽證
機場稅、燃油費： (已內含)

特惠專案» ★放暑假早鳥限時優惠【限 7.8 月 出發團體】5/15 前付訂金,二人同行~第二人扣 NT2000 , 再加碼【 小孩
佔床可再扣 NT1000 , 12 歲以下小孩不佔床可再扣 NT2000】 ★
(※小孩加碼活動限二人一組,且每組都要有一位大人搭配※) (※本活動，限全程參團，湊票、JOIN
TOUR、嬰兒不適用此優惠！不得與實體旅展、會員生日禮、ECASH、折價券、卡友專案或其他行銷優
惠活動併用※ )

航班資料

提醒您：此為航班概況，實際航班時間可能因班機調度而略有不同。

交通工具

編號

出發時間

出發地

抵達時間

目的地

交通
時間

去

CI 中華航空

CI198

2018/04/13
13:30

高雄市(KHH)高雄國際
機場

2018/04/13
17:00

熊本市(KMJ)熊本機場

02:30

回

CI 中華航空

CI199

2018/0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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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說明
【行程特色】
◆【球磨川漂流】球磨川河川廣闊，景色優美，而且盛産鮎魚是全日本有名的。特別是 30 厘米長的巨鮎，被稱爲尺鮎，所
以這裡是垂釣愛好者經常集聚的地方。另外，球磨川下行的河水湍急，很適合漂流愛好者在此享受漂流帶來的刺激感。漂
流到達下遊有 8 公里和 10 公里兩條路綫，一條是比較平穩的路綫，一條是水流湍急的路綫。由熟悉球磨川水道的船長带您
遊玩。能從船上欣賞自然風景、聚集在清流上的各季節野鳥等，擁有不同尋常的体驗。雖說是急流，但漂流過程很安全，
所以兒童也能玩得很開心。
◆【釜蓋神社】是日本知名的「Power Spot」之一，號稱到訪此地能讓人充滿能量靈氣。神社位在可遠眺薩摩富士開聞岳
的海邊，據說參拜後就會有好運和幸福降臨。釜蓋神社的祈願法相當特別，必須頭頂木製的釜蓋，從入口處的鳥居往前走
到前殿，假如釜蓋沒有掉下的話就可以實現願望、開運解厄。除了頂釜蓋之外，神社也有把迷你小鍋蓋丟進鍋子就可實現
願望的傳說。
◆【篤姬拍攝地~磯庭園】仙嚴園興建於 1658 年，又稱為「磯庭園」，建成以後，每位藩主或多或少都修建過，以錦江灣
作為水池的大庭園可堪稱天下名園，中國式的曲水亭也是不容錯過。(於園區內安排抹茶體驗 DIY)
◆【櫻島火山】為篤姬難忘的故鄉風景，稱得上是鹿兒島的象徵。櫻島是世界上不多見的活火山，目前是日本最活躍的火
山之一，一年有上千次的小型噴發，也成為九州知名的觀光景點，吸引不少遊客從鹿兒島搭船，前往觀察火山地形。
◆【指宿砂浴溫泉 SPA】體驗，指宿是全日本唯一天然砂浴溫泉地，洋溢著南國氣氛的、溫暖的指宿市，位於薩摩半島東
南端，由於氣候溫暖，即使在被木槿樹包圍的九州來說，也是具有代表性的觀光地。
◆【高千穗牧場】位於霧島山麓草原上，生產的新鮮乳品及純正的肉製品做販售，還能近距離接觸小動物，還能親手體驗
擠牛奶與製作乳製品及肉製品；牧場的羊之丘展望台可仰望高千穗峰的草原及遠眺櫻島、錦江灣的美麗景緻。
◆【水前寺成趣園】清澈的湧泉、悠游的鯉魚，代表熊本的名園水前寺成趣園名稱是引用自中國詩人陶淵明的「歸去來
辭」中的一節「園日涉以成趣，門雖設而常關」。
◆【萌熊電車】熊萌 Kumamon 彩繪電車，車身繪上不同表情的 Kumamon，十分可愛！

◆ 專業、親切、貼心的資深導遊，全程服務，採用營業綠牌車，保障您旅遊的安全。
【費用不含 1】
不含導遊、領隊小費

行程計畫

提醒您，實際行程內容及順序可能因出發日期、航班取得、天候、飯店地點等因素而略有不同，請以行前
書面行程表或說明會資料為準。

第 1 天 高雄→熊本空港→熊本或大津或八代
本日集合於高雄小港國際機場，由專人辦理出境手續之後，搭機直飛往日本九州中部【熊本】，熊本市位於熊本縣的中
央，是熊本縣政治和經濟的中心，從 17 世紀初期到 19 世紀末期作爲“城下町”（以諸侯的居城爲中心發展起來的城鎮），
得到了繁 榮和發展。在充滿綠色的城市中間，以熊本城爲中心，流淌著白川及其數條支流，被譽爲“樹與水之都”。
【食】早餐：可愛的家午餐：自理晚餐：鐵板燒料理或和風御膳料理或涮涮鍋料理
【住】八代 Select Royal 、全日空、新大谷、NEW SKY、KKR、菊池溫泉 或 山鹿溫泉格蘭 或同級

第 2 天 熊本或大津或八代 →人吉～球磨川漂流(清流路線)→鹿兒島的象徵～ 活火山．櫻島火山
『船』→釜蓋神社～Power Spot.開運招福→番所鼻自 然公園～幸福之鐘～→指宿溫泉～享受著名砂
浴 SPA 之夜
【球磨川漂流】球磨川是「日本三大急流」之一，搭乘船隻順球磨川而下的魅力，在於船隻前進的同時可眺望兩岸流逝而
過的自然美景。此外，當渡過急流時，掌船者以精湛的操槳技術邊揚起水花邊操縱船隻前進，那過程充滿了刺激。乘船者
對掌船者的操槳技術發出驚異與讚嘆，整艘船的氣氛達到最高點。水流平穩的清流路線，以欣賞水鳥及魚類生態、四季的
山野草為主，一年四季都可搭乘。享受在船夫撐篙順球磨川急流而下的樂趣，別忘了欣賞一下船夫的掌舵功力喔。(如遇氣
候不佳~船停駛,退費¥2000~行程改走青井阿蘇神社~)
【櫻島】，櫻島與鹿兒島市隔海相望，由別名錦江灣的鹿兒島灣內火山噴發形成，可以說是鹿兒島的象徵。櫻島是世界上
不多見的活火山，有史以來反復多次大爆發。原本是個孤島，在１９１４ 年大爆發時，與大隅半島的陸地連接了起來，富
有驚人的噴火歷史的熔岩原到處可見。位於櫻島東南端的【有村展望台】，是欣賞南嶽活火山噴口最清楚的觀察點，在此
可親手觸摸在大正時期所噴發出來的熔岩群；冰冰涼涼的熔岩，與噴發時的灼熱完全兩極；不免有滄海桑田之感，讓人不
得不畏懼大自然的驚人力量。
【釜蓋神社】釜蓋神社又名「射楯兵主神社」，是日本知名的靈地「Power Spot」之一，號稱到訪此地能讓人充滿能量靈
氣。神社位在可遠眺薩摩富士開聞岳的海邊，據說參拜後就會有好運和幸福降臨，釜蓋神社的祈願法相當特別，必須頭頂
木製的釜蓋，從入口處的鳥居往前走到前殿，假如釜蓋沒有掉下的話就可以實現願望、開運解厄。此外還有"扔釜蓋"許願。
將手掌心大小的素陶瓷釜蓋（100 日元）從寺院內扔向 3 米外岩石堆上的小鍋裡，投進的話，願望就能實現。神社旁有一
段通向海角的小道，穿過小道，來到了叫做"希望海角"的絕美地方。那兒也擺有釜蓋長凳，坐下後遠眺浮在海面上的開聞岳
和美麗的海岸，心情舒暢，所有煩惱都拋在腦後，同時還能獲取精神能量。
【番所鼻自然公園】番所鼻自然公園是開聞岳、大海和天空組成的大自然全景旅遊勝地。江戶時代，走遍日本測量繪製出
第一張日本地圖的伊能忠敬所稱讚的 "天下絕景"，就是該番所鼻。敲響鐘後，願望就能實現的"海馬 - 吉鐘 - 番所之鐘"。近
海中生息的海馬是"健康、好運、賜子順產、家庭幸福、婚姻圓滿"的象徵，鐘聲次數代表不同的願望。敲響一次"好運"，敲
響兩次"健康"，敲響三次"婚姻圓滿、家庭幸福"，敲響四次"賜子"，敲響五次"生子平安"。也過來敲響幸福之鐘，實現自己的
願望吧。
晚上特別安排【指宿砂浴溫泉 SPA】體驗，指宿是全日本唯一天然砂浴溫泉地，洋溢著南國氣氛的、溫暖的指宿市，位於
薩摩半島東南端，由於氣候溫暖，即使在被木槿樹包圍的九州來說，也是具有代表性的觀光地。尤其是天然沙浴溫泉很有
名，利用溫泉的天然熱度，加上鈉鹽化砂礫本身的重量，產生溫熱的刺激，能減輕對神經痛、腰痛及肩痛等疾病。
【食】早餐：飯店內享用午餐：人吉風味精緻套餐或自助餐晚餐：迎賓溫泉會席料理或和洋自助料理
【住】指宿溫泉 SEASIDE 或 ベイヒルズ 或指宿鳳凰 或指宿岩崎 或同級

第 3 天 指宿溫泉→九州最大火山湖‧池田湖→薩摩的小京都‧知覽武家屋敷→ 九州最美日本庭園．
磯庭園(別名仙嚴園) ～ 贈日式抹茶 DIY 體驗+和菓 子→城山公園～眺望鹿兒島灣、櫻島→天文館商店
街~自由散策.夜遊鹿 兒島故鄉屋台村→鹿兒島或霧島
【池田湖】池田湖是九州最大的火山湖，也是海鰻的棲息地，晚霞尤為迷人。此湖是因火山陷落後而出現的火山口湖，坊
間亦謠傳湖中有類似英國尼斯湖水怪存在，因此吸引了許多人來此一探究竟。湖畔四季盛開不同花朵，能遠眺有「薩摩富
士」美稱的開聞岳美麗山脊。
【知覽武家屋敷】素有「薩摩的小京都」之稱。其他地區的武家屋敷群的石牆大多是由形狀不整的石頭所堆積而成，但知
覽的石牆是以整齊切割的石頭所堆積，和石牆上美麗的樹籬共同交織出
乾淨、整潔的風景畫。種在厚實的石牆上的樹木修剪成特殊造型，據說是受到琉球和中國的影響。武家屋敷群裡留有 7 座
仍維持以往風貌的庭園，全部被指定為名勝。據說這些庭院都是 260 年
前治理此地的薩摩籓鄉士參考京都等地的庭院打造的，7 座庭園之中，唯有森氏庭園是築山泉水式庭園；其餘 6 座庭園是枯
山水式庭園。
最美庭園【磯庭園】，「篤姬」出生於薩摩藩(今鹿兒島)，嫁給幕府第十三代將軍德川家定成為御台所(將軍夫人)。她憑藉
著聰明才智以及堅毅的個性一步步進入了「大奧」。篤姬一生傳奇不斷，歷經嫁給幕府將軍、年輕守寡、幕府倒台等 48 年
的人生，到了晚期由於「推翻幕府」的聲浪不斷，讓德川家面臨重大威脅，此時的篤姬不但以智慧化解戰爭衝突，力保德
川免遭滅族之禍，更無血開城拯救江戶百姓，促成幕府政權和平轉移，改變了整個日本的命運，並讓後人對她留下了無限
的景仰。仙巖園（又稱磯庭園），佔地５萬坪。園內奇岩怪石滿佈，尤以景色優美錦江灣及雄偉壯大的櫻島為借景，將薩
摩的宜人景色，完美呈現。另有日本最初的石燈籠、反射爐跡等珍貴文化遺產，讓人對幕府末期薩摩藩全面性的發展驚嘆
不巳。於園內安排抹茶體驗 DIY 由園內的專人帶著大家一起動手製作。由專業的茶道教師教授，接著每人親自體驗如何調
製日式抹茶，再配上特別贈送的日式和果子，更增添茶道的樂趣！
【城山公園】海拔 107 米的城山是明治維新時期最後的激戰地。從山頂的瞭望臺上望去，鹿兒島市區盡收眼底，正面望去
是波浪平靜的鹿兒島灣和雄偉的櫻島。
【天文館商店街】曾經設有天文觀測所「明時館（別名天文館）」的場所。現在是南九州第一繁華街。也是鹿兒島最繁華
的潮流購物活動中心，沿著 120 公尺長的商店街，各式商店、大型百貨公司、禮品店、食堂、戲院林立等是食、買、玩必
到之處，其中薩摩蒸氣屋菓子橫丁最為有名。天文館可分為銀天街和千日街，銀天街是一條白天的街道，那裏集中了流行
的時裝店及雜貨精品店；千日街則是一條繁榮的夜街，在那裏可以找到酒吧、舞廳、電子遊戲機中心等營業至深夜的店
舖。
【鹿兒島故鄉屋台村】「鹿兒島美食都市企劃」於 2012 年在鹿兒島中央車站不遠處，規劃了一座鹿兒島故鄉屋台村。把
20 幾家小店聚集在一起，讓遊客可以一次吃到鹿兒島的串燒、拉麵、關東煮、居酒屋、壽司、創意料理、燒酒店等各式鄉
土料理。傍晚起，陸續開始點燈。店家們會把桌椅排好放在屋外，準備迎接晚上前來尋覓美食的客人。穿梭於屋台街，熱
絡的場景就是當地人與觀光客不分彼此，一同坐在屋外走廊寒暄、享受美食的畫面。妝點上手繪海報與當地名人、美景的
小店，更是充滿著昭和時代的懷舊風格，別具一番風情。
【食】早餐：飯店內享用午餐：風味精緻套餐或自助餐晚餐：逛街購物方便~晚餐敬請自理
【住】鹿兒島東急 REI 或 城山觀光 或同級

第 4 天 鹿兒島或霧島→霧島神宮→高千穗牧場(奶油 DIY 體驗)→東洋的尼亞加拉瀑布~曾木瀑布→繊
月酒造 →熊本上下通商店街自由散策→熊本
【霧島神宮】提起鹿兒島的靈地，首先想到的就是"霧島神宮"。背對著高千穗峰的霧島神宮是祭祀天照大神之孫瓊瓊杵神
（日本"天孫降臨神話"中降臨到高千穗峰的神仙）的正統神社，建立於 6 世紀，歷史悠久。正殿巍峨、莊重，周圍被神秘氛
圍籠罩，讓參拜者肅然起敬。穿過被寧靜濃綠杉樹覆蓋的參道，就能看到格調高雅，朱紅色的正殿。只要站在那兒，就能
感覺到心靈得到了洗滌。春天的櫻花和秋天的楓紅把神宮妝點得格外美麗。
【高千穗牧場】，南九州最美麗的牧場，也是九州地区最大的畜牧養殖場，各式乳製品行銷至日本各地，佔地幅員廣大的
高千穗牧場，高原景色美不勝收，草原上牛、馬成群悠然自得的低頭吃草，恬靜的景緻宛如人間仙境。在這裡更可品嚐到
九州最美味之雪糕及牛奶，是ー處具有知性又很休閑的景點。安排奶油製作體驗~使用生奶油與牧場的牛奶自己動手做奶油
~牧場並提供麵包~您可馬上品嘗香濃氣味奶油麵包!
【曾木瀑布】被稱為東洋的尼亞加拉瀑布的曾木瀑布位於伊佐市以南 8 公里，寬 210 公尺、高 12 公尺，激起飛濺的水花傾
瀉而下的清流最為壯觀。春之新綠、夏之涼味、秋之紅葉、冬之凍結季
節，涓流如絲披掛山間，層層疊疊順岩流洩，濃密綠意掩映。無論是春夏秋冬，在這裡都能享受到它的雄偉壯麗。
【繊月酒造】人吉以好水以及限定當地稻米所釀造的燒酎而知名，可以免費參觀工廠設備，最後可以在工廠樓上試喝酒品
並購買，一面從高處欣賞旁邊的人吉城址。

【熊本上下通商店街】全長超過 1 公里，通到熊本城邊的商店街就位於熊本市中心。上下通商店街自由散策動時間，以模
仿巴黎奧賽美術館設計而成的商店街，在這街道上，您可盡情的自由購物。商店街裡除了百貨公司~鶴屋百貨、PRACO 百
貨、電器 專賣店、藥妝店及服飾店外，還有很多餐廳跟酒吧，在此可盡情享受熊本的美食。
【食】早餐：飯店內享用午餐：日式風味餐料理或牧場燒烤料理晚餐：逛街方便~晚餐敬請自理
【住】熊本大津ルートイン 、全日空、新大谷、NEW SKY、KKR、菊池溫泉 或 山鹿溫泉格蘭 或同級

第 5 天 熊本→水前寺~萌熊電車→櫻の馬場～城彩苑→熊本空港→高雄
【水前寺成趣園】，是屬於桃山式的迴遊庭園，取名自詩人陶淵明的「歸去來兮詞」。庭園造景以江戶時代從江戶(今日的
東京)日本橋至京都三条大橋之間的「東海道五十三次」，也就是沿途所經過的 53 個宿場的美景縮小而建，從阿蘇火山引
流而來的地下泉水環繞著整座庭園，有如湖水的湧水池，面積廣達一萬平方公尺，搭配上起伏有緻的山丘，最著名的就是
象徵富士山的景色，因此走訪其中，每個角落都是美麗風景。
Kumamon 誕生於 2011 年 3 月九州新幹線全線開通之時，身軀龐大卻身手靈活，常擺出搞笑姿勢，廣受日本男女老少歡
迎，更一躍而成世界級偶像，還有自己的網站、臉書與宣傳小組，代言商品每每造成搶購熱潮。【萌熊電車】熊萌
Kumamon 彩繪電車，車身繪上不同表情的 Kumamon，十分可愛！除了車頭，每一道門也有不同表情的萌熊。在北熊本車
站備有熊本電鐵限定商品及萌熊商品，可以在此選購。
【櫻花馬場~城彩苑】在熊本城櫻花馬場地區新建了一座新的熊本觀光地標『櫻花馬場 城彩苑』。這裡除了「歷史文化體
驗設施『湧々座』」(自費入內)、「食品販賣設施『櫻花小徑』」外，還設立了「綜合觀光介紹所」及「多目的交流設
施」。販賣食品的『櫻花小徑』，是一座重現江戶時代城下町風情物產館，裡面集結了 23 個來自熊本縣內精選出來的店
家，您可恣意挑選返國伴手禮。
下午，專車前往機場，由本公司專業導遊協辦離境手續之後，搭機飛返高雄溫暖的家，結束此次愉快難忘的旅程。
【食】早餐：飯店內享用午餐：逛街購物方便~午餐敬請自理並發代金 ¥1000 晚餐：機上輕食
【住】溫暖的家

行程規定









正確行程內容、順序、班機時間、降落城市以及住宿飯店，請以行前之書面行程表或說明會資料為準。
行程及餐食將會視情況（如季節、預約狀況、觀光地區休假及住宿飯店地點）調整，本公司保有變更行程的權利。
如有行程不參加者，視為自動放棄，恕無法退費。
為顧及旅客人身安全與相關問題，在旅遊行程期間恕無法接受脫隊要求。
如有特殊餐食者，請於出發前至少三天(不含假日)告知承辦人員，以便提早為您安排。
國外旅遊因搭乘飛機之飛行航程、行程內容之安排及當地醫療狀況等因素，不同於國內旅遊，敬請旅客斟酌自己及同行親
友之身心、健康狀況後，再行報名及付訂。
同團報名旅客可能因私人因素於行程出發之 7 日前取消參團，故本公司網上所載組團狀態、可售團位等即時資訊，並非代
表最終參團人數之依據，敬請諒解。
旅遊期間，敬請旅客隨時注意自身安全並妥善保管財物，以免發生意外或個人財物損失等事宜。。
※成團人數必須達到 16 人以上，方可成團。團體必須團進團出，不可延回。不得累計哩程數。
※如遇行程景點休假、住宿飯店調整、或遇『如：天侯不佳、交通阻塞、、、等』不可抗拒之現象，本公司保有變更行程
之權利。若有離隊視同放棄、恕不退費、敬請鑒諒！遊覽行程全部使用合法綠牌車、安全有保障。
※確認護照有效期限，需有於本行程回國日算起 6 個月以上之效期。
※此行程平均餐標：中餐用￥1300～1500；晚餐用￥1800～2000.或溫泉飯店內用餐。
※報名後，觀光局國外旅遊定型化契約書即生效力，變更或取消行程將依契約內容辦理。
※本行程安排一次免稅店自由採購。
※全程 2 人一室(含溫泉區)。如逢日本旺季期間(例如：黃金週 4/26~5/6、盂蘭盆節 8/9~17、日本新年 12/27~1/3..等)時，
原定住宿溫泉飯店如遇客滿則需改住市區飯店，請恕不另退費，不便之處敬請見諒。
※擁有雙重國籍護照之貴賓，請注意！務必攜帶符合出入境本國籍及前往國家之規定的護照；外籍旅客敬請自行備妥回程

【離台】之機票航班等相關資料。
※敬請貴賓攜帶有效之護照。(例如：曾報遺失之護照請勿攜帶)。
※日本新入境審查手續於 2007.11.20 起實施，前往日本旅客入境時需提供本人指紋和拍攝臉部照片並接受入境審查官之審
查，拒絕配合者將不獲准入境。
※全程綠牌營業車(投保一億日幣保險)安全有保障；專業導遊 服務，安全、貼心、有保障。
※本行程已投保觀光局規定之最高 6800 萬元履約特約險內附加之每人 500 萬元意外死殘責任險及 20 萬元意外醫療險。
【生病不屬於意外險之理賠範圍】(依法規定 15 歲以下 70 歲以上,限額投保 2 佰萬旅遊責任險及 3 萬意外醫療險)
※報名付訂金時請一併告之特殊餐食~例如:全程素食或不吃牛肉或其它….等等。【出發前 3 天如無告知者(不含休假日)將無
法接受處理特殊餐食，不便之處，敬請見諒】
※團體飯店如遇單男或單女時會以三人房作業)若單人報名，不能湊成雙人房時，請補房間差額。
※ 特別叮嚀：一位大人帶一位小朋友參團～小朋友必須為佔床；不便之處敬請見諒。
※ 個人(單獨一位)報名時~請補單人房差~等最終團體報名結止~有其他同性別旅客可安排同一組分房~則可免除此項費用之
收取~繁複流程~敬請旅客體諒
※本行程設定為團體旅遊行程，故為顧及旅客於出遊期間之人身安全及相關問題，於旅遊行程期間，恕無法接受脫隊之要
求；若因此而無法滿足您的旅遊需求，建議您另行選購團體自由行或航空公司套裝自由行，不便之處，尚祈鑒諒。
※因氣候無法預測，故若遇大風雪、火山、颱風、地震等情況，則會以行程安全順利為考量，導遊將於當地採緊急行程應
變
措施，不便之處~敬請見諒。
※行程於國外如遇旺季或連休日塞車時，請貴賓們稍加耐心等候。如塞車情形嚴重，而會影響到行程或餐食的安排時，為
維護旅遊品質及貴賓們的權益，導遊將於當地為您斟酌調整並妥善安排旅遊行程，敬請貴賓們諒解。
※基於安全考量，自由前往使用游泳池、溫泉湯時，請勿單獨前往，務必攜伴同行。
※本行程所訂定之飯店費用皆以持"台灣護照"旅客為報價，若您是外籍人士或持外國護照參團，報價另加 NT2000。(join
tour 同等之) PS:並請持外國護照之旅客，進入日本是否需要簽日本簽證，如有需要請參考日本交流協會網站。
※因考量消費者安全並為維護團體旅遊品質與行程順暢，建議有行動不便、年滿 68 歲以上、未滿 2 歲之貴賓(之隨行家長)
或長者，可依個人需求選購自由行、親子團或其他為貴賓們量身打造之旅遊商品；如有行動不便或年滿 68 歲以上之貴賓或
長者欲參與本團體行程，必須至少有一個可相互照料之同行家人或友人隨同參團，且經貴我雙方確認後，確實並無不適於
參加本團體行程之虞者，方可接受報名，非常感謝您的配合。
■貼心提醒日本的素食者大多可食用蔥、薑、蒜、蛋、奶等食材，與台灣素食習慣完全不同，參加日本團體旅遊，貼心提醒
您:素食旅客建議自行準備些許素食罐頭或泡麵等，以備不時之需，日本提供全素客人的菜色會多數以生菜、漬物、水果等
佐以白飯或麵類主食，菜色簡單，敬請諒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