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ontents 跟著Lady SAGA 玩日本佐賀

佐賀縣的鳥栖市因位於高

速公路出入口與新幹線沿

線的新鳥栖站上，距離福

岡僅 10 分，因此聚集許

多大型工廠，如 Q 比美

乃滋、可口可樂、久光製

藥、森永甜點等，還提供

無料體驗的工廠見學。

若以佐賀縣為中心畫圓，往外

輻射 50 公里內有福岡和豪斯登

堡，100 公里內有阿蘇山。換

句話說，從福岡機場搭新幹線

只要 10 分鐘馬上可進入佐賀

縣內的鳥栖市，即使開車最遠

也只要 1 小時就能抵達。

提起佐賀，你會想到什麼呢？是文學電影中鼎鼎大名的佐賀超級阿嬤？還是美味的佐賀牛？

對日本人來說，佐賀的關鍵字可是有溫泉、撒隆巴斯、固力果、有田燒和 Q 比美乃滋等等。

想要更深入淺出了解佐賀，趕快跟著 Lady SAGA 一起來畫重點吧！

跟著 Lady SAGA 畫重點，立刻掌握佐賀一手情報！

5分鐘快速認識佐賀

重點3

重點5

佐賀名人有阿嬤和糖果公司的創辦人！

佐賀距離福岡、長崎、熊本有夠近！

重點1

對台灣人來說，佐賀最紅的

名人首推超級阿嬤，透過小

說熱賣和電影熱映紅遍全

台；其實台灣人也很愛的固

力果和森永製菓，其創業者

都出身自佐賀縣。

有田燒，連歐美人士都驚豔不已！

撒隆巴斯和 Q 比美乃滋的工廠都在佐賀！

具有 400 年歷史、做

工精細優美的有田燒

屬於瓷器，被列為最

高級工藝品，唯一連歐

美人士都為之驚艷，也

是其他縣沒有的獨家觀

光賣點。

重點2

佐賀溫泉女將 

               小檔案Lady SAGA

佐賀有嬉野、武雄和古湯 3

大溫泉鄉。嬉野溫泉開泉

已有 1300 年，資生堂和

津村漢方藥妝曾派員實

地分析泉質，發現其泉

質居然和基礎化妝水一

樣，具有美肌功效，

年間吸引逾 20 萬人

來泡湯。

重點4

佐賀多溫泉，療效媲美天然化妝水！

在 西 方， 有 標 新 立 異 的 女 神 卡 卡

Lady GAGA；在以溫泉鄉聞名的日

本佐賀，則有可愛的溫泉女將 Lady 

SAGA，呼應當地有名的佐賀牛，頭

上還有一對卡哇伊小牛角，專長是掌

握佐賀吃喝玩樂第一手情報，歡迎跟

著 Lady SAGA 玩遍佐賀！

註 1：感謝部落客 Wisley、人魚提供本書部分圖片版權使用。

註 2：本書標示的景點內容、開放時間、餐廳地址、相關活動、交

通時刻等資訊，皆於 2022 年 6 月全面普查。但店家隨時會

有搬遷、暫停營業的可能性，正確資訊須以當地景點、商

店與餐廳公布為準。如有相關諮詢，歡迎前往「元氣佐賀」

粉絲團： www.facebook.com/asobosaga.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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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賀祭典活動
照過來！佐賀重要的年度祭典活動都在這，

不論動態或靜態的活動都非常精采熱鬧，

歡迎大家來共襄盛舉。

嬉野暖呼呼祭／うれしのあったかまつり（嬉野市）

川上峽春之祭／川上峽春まつり ( 佐賀市 )

有田陶器市／有田陶器市 ( 有田町 )

佐賀城下女兒節／佐賀城下ひなまつり ( 佐賀市 )
唐津宮日節／唐津くんち（唐津市）

二月 六月 十月四月 八月 月一月 三月 七月 月五月 九月 十
一

十
二

飛龍窯燈籠節〔2 月上旬〕

賞櫻花〔3 月下旬～ 4 月上旬〕

賞紅葉〔11 月中旬～ 11 月下旬〕

川上峽春之祭〔3 月下旬～ 5 月上旬〕

佐賀國際熱氣球節〔10 月底～ 11 月上旬 ( 連續五天 )〕

有田陶器市〔4/29 ～ 5/5〕

嬉野暖呼呼祭〔1月下旬～2月中旬〕

鹿島灘塗競賽〔5 月下旬〕

武雄光之巡禮〔7 月中旬～11 月上旬〕

佐賀城下女兒節〔2 月中旬～ 3 月下旬〕

呼子拔河祭〔6 月第一個週六、日〕

伊萬里風鈴祭〔6 月中旬～ 8 月下旬〕

夏日九州花火大會〔7月中旬〕

伊萬里 TONTENTON 祭〔10 月下旬〕
唐津宮日節〔11/2 ～ 11/4〕

每到冬季舉行的嬉野暖呼呼祭，上百盞燈籠於日落後點亮溫泉公園、嬉野溫泉商

店街周邊，整個溫泉鄉搖身一變成為璀璨的「宵之美術館」；在嬉野市體育館還

能欣賞到以豐玉姬神社「白色大鯰魚傳說」所製作的主題燈籠作品。活動期間販

售 100 日圓的「暖呼呼入浴半價券」，及期間限定的溫泉湯豆腐套餐，讓你盡享

嬉野溫泉的魅力萬千。

約有 300 條五彩繽紛的鯉魚旗在嘉瀨川上隨風飄揚，讓整

條河看起來春意十足。活動期間，每逢周末還會有屋形船

出動，歡迎搭乘感受春日風情。

喜歡日式和風陶瓷的人千萬不能錯過有田陶器市，每年 4 月 29 日～ 5 月 5 日，全

國陶瓷迷都不約而同來到這寧靜山谷中的陶瓷之鄉─有田。從 JR 有田車站附近到

上有田車站路上，有多達 500 個以上攤位參加，全長達 4 公里，每年吸引超過 100

萬人來訪，是日本最大規模的陶瓷器市集。在市集不僅可用實惠價格買到有田燒，

又能與平日難得一見的陶瓷藝術家近距離接觸，對陶瓷迷來說真是樂趣無窮。

以佐賀城周邊為中心仍殘存的城下町風貌，佐賀城下女兒節就在這裡舉行，

於佐賀市歷史民俗館、徵古館等地點展示女兒節人偶擺設。其中主要展示

佐賀鍋島藩傳承下來的女兒節人偶，手工精緻，人偶衣著也使用了佐賀鍋

島小紋和手織佐賀錦等傳統工藝，十分華麗高貴。

自 16 世紀起舉辦至今的「唐津宮日節」已有 400 多年歷史，是唐津神

社秋季的祭祀活動，每年 11 月 2 ～ 4 日定期展開。為感謝豐收的傳統

祭典，被指定為日本國家重要無形民俗文化遺產，每年約吸引 50 萬名

觀光客慕名而來。宮日節中最有看頭的即是「曳山巡禮」，大型鯛魚、

金獅子、飛龍等 14 座曳山，隨著笛聲、鼓聲以及遊行隊伍中「嘿啊！

嘿啊！」的吶喊聲展開華麗壯觀的大遊行。

佐賀國際熱氣球節自 1980 年開始舉行，為亞州最大、也是日本最大規模的熱氣

球國際大會，每年秋天 11 月上旬前後在佐賀縣嘉瀨川旁熱鬧展開。聚集來自世

界各國的熱氣球競技選手，超過上百座熱氣球爭奇鬥豔，不但比技術，同時也比

造型，每年平均吸引超過 80 萬的觀光人潮前來參加。還有各種舞台表演、露天

音樂會，以及夜晚的熱氣球點火活動也十分精采。

交通：從 JR 武雄溫泉站搭往嬉野溫泉方向的公車 30 分鐘，於嬉野巴士中心下車後徒步即達

交通：從 JR 筑肥線伊萬里站搭乘往大川內山方向的西肥公車約 20 分鐘於終點站下車

活動日期：1 月下旬～ 2 月中旬  

活動日期：6 月中旬～ 8 月下旬 

活動日期：3 月下旬～ 5 月上旬
交通：從 JR 佐賀站的巴士中心搭昭和巴士往古湯．
北山方向在「川上橋」下車即達。

活動日期：4 月 29 日～ 5 月 5 日
交通：從 JR 有田站下車轉乘免費接駁巴士往來各個市集地點，或從有田站直接徒步前往

伊萬里風鈴祭／秘窯の里 大川內山 風鈴まつり（伊萬里市）

每年夏天 6 月中旬至 8 月下旬，擁有 350 年以上歷史的秘窯之鄉─大川

內山舉行的「風鈴祭」，是一個充滿詩意的夏日祭典。大川內山的瓷窯

向來以製作透明感十足的風鈴為主，越是剔透越是音色動人；為期一個

半月的風鈴祭，各窯廠均會在門簷窗邊掛出自家描繪燒製的風鈴，清脆

聲響繚繞山中古城；還有夢幻的「瓦燈籠祭」由數千個燭光點綴大川內

山，非常適合感受夏夜散步樂趣。

武雄光之巡禮／武雄のあかりめぐり（武雄市）

「武雄光之巡禮」於 7 月中旬 ～ 11 月上旬舉行，除了連 CNN 都讚美的

御船山樂園藝術展「teamLab 神居住之森」之外，市內最古老的神社「武

雄神社」、當地地標「武雄溫泉樓門」、文青打卡熱點「武雄市圖書館」

等也會作為會場，藉由明亮的燈光藝術，把武雄市打造成不夜城。

活動日期：2 月中旬～ 3 月下旬  交通：從 JR 佐賀站搭乘巴士約 10 分鐘

活動日期：11 月 2 ～ 4 日  交通：從 JR 唐津線筑肥線唐津站徒步約 10 分鐘

活動日期：7 月中旬 ～ 11 月上旬

活動日期：10 月底～ 11 月上旬
交通：從 JR 佐賀站搭 JR 長崎本線約 5 分鐘，在「佐賀熱氣球站 ( 臨時站 )」下車即達

佐賀國際熱氣球節／佐賀インターナショナル バルーン フェスタ（佐賀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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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賀4大隱藏版
千年秘湯 日本處處有溫泉，佐賀 4 大溫泉鄉卻都是歷經千年

歲月淬鍊出來的古老好湯，對美膚或疲勞、筋骨痠

痛等極有療效。泡溫泉在佐賀，可說是多功能享受。

嬉野溫泉 日本三大美人湯之一

有 1300 多年歷史的嬉野溫泉位於佐賀南部，每天

湧出量高達 3000 噸。泉水手感柔滑，具有美容效果，

入浴後肌膚倍感潤滑，吸引許多女性朋友的喜愛，被

選為日本三大美人湯之一，可說實至名歸。沿著嬉野

川約有 40 間溫泉旅館，各有不同個性化的溫泉風呂，

可體驗多樣泡湯樂趣。溫泉街上也有公眾浴場、足湯、

蒸氣足浴等設施，隨處都可享受美肌溫泉。

交通：從 JR 佐世保線武雄溫泉站搭 JR 九州巴士約

          30 分鐘抵達。

交通：從 JR 佐賀站的巴士中心搭乘前往古湯溫泉巴士，於「古湯溫泉」站下車，約 45 分鐘 / 於「熊之

          川溫泉」站下車，約 35 分鐘。

武雄溫泉  歷史傳承名人之湯

武雄溫泉和嬉野溫泉都算是代表佐賀的兩大溫泉地，雖相距不遠，街道

景色卻截然不同。已開湯有 1300 多年歷史的武雄溫泉，據說起源是神功

皇后從朝鮮出兵回來的路上經過此地，用槍柄往岩石一戳溫泉水就湧了出

來。之後許多歷史人物來訪如宮本武藏、伊達政宗、伊能忠敬等，都有留

下入浴紀錄。

武雄溫泉象徵的紅色樓門是大眾浴場的入

口，鮮豔色彩和造型讓人聯想到龍宮城，裡

面共有 2 個大眾浴場及 7 個包

場租借浴池。

交通：從佐賀站搭 JR 特急約 25 分鐘 /JR

          長崎本線約40分鐘即達武雄溫泉站。

太良竹崎溫泉 大啖海味新鮮料理

在佐賀南部的太良竹崎溫泉於 1972 年開湯，1995 年才又挖掘

到新的泉源擴大規模。沿岸是日本潮差最大的有明海，也因此身受

其惠可捕獲豐富的海產，其中又以竹崎蟹和牡蠣最有名，標榜有明

海品牌的竹崎蟹一年四季都能品嘗到，而 11 月 ~3 月才是牡蠣的產

季，許多饕客都指名來此大快朵頤新鮮海味。雖然這裡溫泉旅館數

量不多，但因為在海岸線旁，泡露天溫泉時都可以欣賞都廣闊無際

的海景，許多遊客在品嘗美味之餘，也會在此逗留一晚。

濱   海   溫   泉

距離佐賀市車程不到一個小時的古湯 ‧ 熊之川溫泉鄉，坐落於嘉瀨川上中游，相傳是 2200 年前秦始皇的

御醫徐福為尋求長生不老的仙丹來此而發現。其原始純樸之美，受到日本畫家青木繁、和歌作家齊藤茂吉等文

人墨客的喜愛。傳說齋藤茂吉旅居此地 3 周內，就寫出了 38 首和歌創作，是醞釀文學靈感的好地方。

熊之湯溫泉則位於嘉瀨川下游，是遣唐使空海和尚從唐朝回日本旅行全國時發現。無論古湯溫泉或熊之湯

溫泉，都以 38 度不冷不燙的適溫泉水飽受好評，更以無色、無臭、無味，泉質有療癒效果而聞名。

古湯．熊之川溫泉
 洋溢文學靈感的 38 度好湯

武雄溫泉

嬉野溫泉

古湯溫泉
熊之湯溫泉

太良竹崎溫泉

交通：從佐賀站搭 JR 特急約 60 分鐘即達多良站。

泡湯重鎮

哇～泡湯可
以變美麗！

能看海泡湯又

有海鮮可嘗，

太幸福啦！

歷史上很多

名人都泡

過喲！

藏身山間的

千年秘湯，

讓身心都放

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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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賀TOP15   美味大公開Must 
Try!

佐賀市▼ 佐賀牛
從昭和時期開始由當地農家團體著手研發牛隻品質，在肉

品市場中打響名號的佐賀牛，其肉質特色為脂肪細膩、緊

實度高，是色澤鮮艷的頂級霜降牛肉，美味程度在海外也

獲得相當不錯的評價。

佐賀市▼ 西西里飯
據說是昭和時代由佐賀市中心街上的

餐廳所研發的一道菜餚。什錦牛肉燴

飯是以辣味醬油拌炒洋蔥、牛肉後鋪

在飯上，再放上萵苣、番茄、小黃瓜等生

菜，淋上美味的美乃滋後就大功告成。簡易的料理方式不

但成為家喻戶曉的當地美食，還晉升為佐賀市的B級美食。

嬉野市▼ 嬉野茶
嬉野製茶技術是在 15 世紀中期由中

國陶工傳入日本。一般茶葉是使用蒸

氣加熱乾燥而成；嬉野茶則是使用鍋

子邊炒茶葉、邊使其乾燥的釜炒茶，獨特

香氣受到俄羅斯人的喜好，為了因應大量的外銷訂單，開

始採用機械化製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嬉野便成為

九州第一大茶葉產地。承接百年古法製作的嬉野茶，為嬉

野當地最具特色名產。

唐津市▼ 唐津漢堡
日本全國排名第 4 的唐津漢堡，為了讓更多觀光客都能

享用，店家以行動販賣車進駐唐津知名觀光景點－虹之松

原。手工現做的唐津漢堡，有多種口味可供選擇，當中人

氣第一名的 special 漢堡，內餡超豐富有火腿、蛋、起司、

漢堡肉、萵苣等食材，每一口都是真材實料的美味。

佐賀市▼ 佐賀海苔
有明海擁有日本第一大的潮汐差，在

陽光與海潮交互作用下孕育了豐富

的無機質與營養鹽，造就了海苔的最

佳生長環境。當地的水產養殖中心每

年會依海況與氣象為海苔養殖漁家開設說明會，並每天提

供情報調整養殖場的水溫與鹽份，經由養殖漁家的細心照

料下，佐賀海苔口感香濃甜美，生產量為日本全國第一。

武雄市▼ 檸檬草茶
佐賀縣武雄市溫暖地氣候下以有機栽

培的方式，培育出芬芳的檸檬草，柑

橘類的香味相當地清爽，拿來泡草本

茶喝可以幫助消化，同時也是異國料

理不可或缺的調味料。

唐津市▼ 大原松露饅頭
採用北海道產紅豆做成的內餡，外層以小麥粉、砂糖等食

材製成的蜂蜜蛋糕包覆，每顆約硬幣大小的饅頭都是手工

烘培製作，由於外型有如日本高級食材松露便取名為松露

饅頭。據說這是日本歷史名將

豐臣秀吉出兵朝鮮時，

傳回日本的點心文

化，為唐津市最具

代表性的名產。

鹿島市▼ 鹿島地酒
佐賀鹿島市當地約有 6 家酒藏，當地的酒藏職人使用佐賀

產稻米與多良岳山脈的純淨地下水釀酒，堅持單純的原料

才能製作純度最高的日本酒。以佐賀在地食材製成的鹿島

地酒，依不同的

酵 母 菌 約 有 200

種以上風味的酒

種可供選擇，是

在當地才有的特

色名產。

佐賀市▼ 佐賀錦
獲得全日本隱藏版甜點第 2 名

的佐賀錦，芋頭的海綿蛋糕基底

中放入了甘甜鬆軟的栗子與顆粒

感十足的紅豆，蛋糕上下層用巧克力

將年輪蛋糕貼合。融合和風與西洋的甜點，金色、銀

色穿插的線條就像肥前鹿島藩主鍋島家的高級織物－

佐賀錦，為當地最為代表性的甜點。

呼子町▼ 呼子烏賊
呼子最出名的就是烏賊。位於佐賀

北方的玄界灘為對馬海流與黑潮的

交會處，孕育出許多美味烏賊，當

地漁民為了不傷害烏賊本身的美味，

都是以釣竿一隻隻捕捉上岸，放進池中

也只能存活幾天，現宰烏賊便成為當地特色料理。新

鮮烏賊帶有透明光澤，味道鮮甜口感有嚼勁，是吃過

一次就會上癮的美味。

伊萬里市▼ 伊萬里牛漢堡排

太良町▼ 竹崎螃蟹

伊萬里牛肉質細緻、脂肪含量低，為頂級霜降牛肉，

與松坂牛、神戶牛的名聲並

駕齊驅。選用伊萬里牛最柔

軟的部位－腰內肉，搭配在

地鮮乳、洋蔥、雞蛋等新鮮

食材製成的漢堡排最美味！

竹崎螃蟹棲息於有明海水深

10 公尺以上的泥地中，菱形

外殼最大可達 30 公分長。於

太良町竹崎地區捕撈的竹崎

螃蟹，吸收了有明海的海洋

精華，無論是夏秋都能嚐到肥美蟹味。可將溫熱清酒

以蟹殼盛裝，便是味道獨特的「甲羅酒」；或依照古

法只加鹽巴水煮，即可品嘗到原汁原味的竹崎螃蟹。

小城市▼ 小城羊羹
入選櫻花名所百選，有九州小京都之稱的小城是羊羹

的故鄉。由於砂糖結晶化後保存方便，原先是戰爭時

期軍中的必備乾糧，戰後便成為庶民的高級點心，在

江戶時代相當盛行。小城羊羹傳承江戶時代的技術，

外層吃得到砂糖的顆粒感，內層柔軟綿密，獨特的風

味讓它成為日本的百年銘菓。

嬉野市▼ 溫泉湯豆腐
一般湯豆腐煮過後口感會偏硬，以嬉野溫泉水熬煮，

口感卻滑嫩有彈性，其獨門秘方就在於嬉野溫泉水中

具有分解豆腐蛋白質的成份，才能有綿密黏稠的美

味。100% 使用嬉野產大豆所製成的木棉豆腐，最適

合拿來做湯豆腐料理，豆腐熬煮後表面會融解，形成

有如豆漿般乳白色湯底，搭配野菇、海鮮、豬肉等食

材做火鍋料理最佳。

有田町▼ 有田燒御膳
聞名日本的有田燒故鄉－有

田町，為了讓來訪觀光客都

能感受到獨特陶藝文化，特

別以有田燒器皿擺盤，結合

當地美食組合而成「有田燒

御膳」。五樣菜色各是精挑

細選，白飯是使用有田町產

棚田米、雜穀米，鮮嫩的豆

腐、醃漬醬菜、味噌湯、飯

後水果都是選用當地食材製

作，值得一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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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葉名所 TOP
大秀絕美楓景！

粉櫻浪漫指
數破表！

一輩子一定

要追1次楓！

花見秘境TOP
美得太犯規！

唐津城

以天守閣為背景，每年 3 月開始約有 500

多株染井吉野櫻在此盛開，粉紅色調的櫻花與

純白古城相襯，可說是花見古城經典款美景！

交通：從 JR 唐津站徒步前往約 20 分鐘

唐津市

大興善寺

1300 年古寺的紅葉風光，與灑在地上的金黃

銀杏花毯，濃濃的歷史風情相較於有名的京都楓

景全然不遜色，是九州人的私房賞楓名所。

交通：每年楓葉季節於 JR 基山站有接駁車

直達大興善寺的參道入口

基山町

交通：從 JR 佐世保線武雄溫泉站徒步前往約 20 分鐘

交通：從 JR 神埼站南口搭乘計程車約 15 分鐘
交通：從 JR 多久站搭乘計程車約 10 分鐘

旭岡公園 & 鹿島城跡

旭岡公園原是舊鹿島藩城池，如今殘留的舊城赤門在櫻花盛開時，不免

令人遙想藩主當年奢華觀櫻宴。公園內栽植有 5000 株染野吉野櫻，放眼

望去一片新綠和粉櫻的浪漫對話，可說是百選歷史公園最美的焦點。

交通：從 JR 肥前鹿島站徒步前往約 15 分鐘

鹿島市

海上紅葉～七面草

晚秋的有明海沿岸，在東與賀海岸還能看到與眾不同的海上紅

葉。被稱為七面草的鹽生植物，11 月起便會從綠色變成深紅色，高

約 20-40 公分的大片草皮看起來就像是深紅色海洋般，十分壯觀。

交通：從 JR 長崎本線佐賀站搭乘計程車約 30 分鐘

佐賀市
徐福自行車道

徐福自行車道全長 5 公里，原是舊國鐵佐賀線的運行

路線，如今已是單車族與步行者專用道。車道兩側種了

1,200株櫻花樹，每逢春天就變身為粉櫻飄飄的櫻花隧道。

交通：從 JR 長崎本線佐賀站的佐賀站巴士中心搭乘往

諸富 ‧ 早津江方向的巴士前往，至昇開橋前站下車。

佐賀市

環境藝術之森

環境藝術之森位於作禮山腳下，耗費了 30 年、共種植

超過 1 萬株楓樹，才打造出這座絕美森林。境內拍照熱點

為以古民宅改建成的「風遊山莊」，使用反射桌面拍出來

的紅葉景致，美得讓人屏息。

交通：從 JR 多久站搭乘計程車約 20 分鐘

唐津市

小城公園

小城公園之美，不僅被列入日本歷史公園百選，

也獲日本賞櫻名所百選！園內共種植約 3 千株櫻

花，無論是池映春櫻的美景，或瀰漫著幻想氛圍

的夜櫻，都令人難忘。

交通：從 JR 唐津線小城站徒步前往約 5 分鐘

小城市

5
圓應寺

圓應寺以長長的櫻

花參道聞名，參道兩

旁種植了約 100 株櫻

花樹，春天櫻花綻放

會交織成唯美的粉色

隧道，形成一幅絕美

的春日風景。 

武雄市

九年庵

西溪公園

每年只對外開放 9 天，卻吸引了逾 8 萬人前來觀賞。

火紅楓樹與充滿古樸氛圍的茅草屋宅邸相襯，洋溢著動

人的懷舊風情。

西溪公園是多

久市出身的煤炭王

高取伊好所建築捐

贈的庭園。這座庭

園擁有四季不同風

采，尤其秋天楓紅

時節更吸引來大批

遊客，是人氣追楓

景點。

神埼市

多久市

5555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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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賀•鳥栖

嬉野•武雄

有田•伊萬里

呼子•唐津

佐賀縣觀光重點介紹 佐賀縣位於九州西北部，縣內除了四季擁有豐富自然景觀外，還有歷史文化、山珍海味、

美肌溫泉等多種觀光主題可選擇，歡迎大家來佐賀一探究竟。

快速探訪各區特色

鹿島•
太良

唐津及呼子是面向玄界灘、且能眺望美麗

海景的地區。唐津城是唐津的象徵性地

標，亦是必訪的景點。沿著唐津灣是植有

100 萬棵老松綠蔭環繞的虹之松原，可享

受大自然的芬多精。呼子最有名的名產是

烏賊，在早市裡，剛捕撈上岸的海鮮漁獲

和乾貨隨處可見，新鮮度百分百掛保證。

呼子•唐津 絕景海味雙享受

北部

被稱為日本瓷器發祥地的有田地區自從發

現優質的白瓷礦後便開始蓬勃發展、成了

世界著名的瓷鎮。面向伊萬里灣的伊萬里

是得天獨厚的天然良港，以燒製鍋島藩御

用窯而繁榮，成為東西瓷器交流的起點，

在山間的秘窯之鄉「大川內山」裡可看到

昔日有名的窯跡。許多年輕創作者也活用

了傳統技術，做出具現代感又實用的陶瓷

作品，身為陶器愛好者千萬別錯過。

有田•伊萬里
世界聞名的陶瓷之鄉

西部

佐賀縣政府所在地－佐賀市是以前的城下町，在

這裡隱藏了如佐賀城遺址、武家屋敷等歷史建築

物，保留了當時繁榮氛圍的殘影。時間再往前追

溯到更久遠的時代，距離佐賀市 30 分鐘車程的

吉野里遺跡是日本規模最大的彌生時代環濠部落

遺跡。鳥栖地區則有集結海內外約 170 間名牌店

的大型 OUTLET，可盡情享受購物樂趣。

佐賀•鳥栖 追尋古代歷史遺跡
東部

以美肌溫泉著名的嬉野和武雄，是佐賀的兩大溫

泉地。武雄溫泉具有 1300 多年的歷史，位於溫泉

街中央的公共浴場入口處，有一座宛若龍宮城的

朱紅色樓門為其象徵。而以綠茶產地而聞名的嬉

野，四周被群山環抱，放眼望去令人心曠神怡，

滑潤觸感的泉質，被譽為日本三大美肌溫泉之一。

近年來自由行旅客持續成長的鹿島與太良，擁有被譽為賞

櫻勝地的祐德稻荷神社及受攝影愛好者青睞的大魚神社海

上鳥居。此外，位在鹿島市的肥前濱宿還有堪稱世界第一

的日本酒；太良町也不容小覷，養殖具有鮮甜滋味、號稱

大海中牛奶的「竹崎牡蠣」，等著你前來品嘗！

嬉野•武雄

鹿島•太良

千年歷史美肌溫泉鄉

人氣打卡神社都在這

南部

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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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 賀 市SAGA City

鳥
栖

當地住宿推薦

佐
賀東
部

坐落於古老的護城河畔，周邊有步道可感受小城散步

樂趣。飯店內共有 102 間和洋式客房，每一間都能

眺望佐賀平野的遼闊美景。餐廳提供和式、法式、中

國菜三種料理，多樣化選擇滿足不同住客的需求。

【電話】0952-23-1111      【地址】佐賀市與賀町 1-2
【交通】從 JR 佐賀站巴士中心搭乘公車約 8 分鐘

商務
旅館 佐賀新大谷飯店

從客房眺望佐賀城跡景觀

ホテルニューオータニ佐賀

鄰近佐賀車站的商務旅館，交通十分便利，原為「佐

賀華盛頓 PLAZA 飯店」，2018 年 7 月以 APA 飯店品

牌更名開幕。飯店共有 230 間客房，並導入大型電視

以及獨家開發的「Cloud fit」床墊，提供旅客舒適的

住宿服務。

【地址】佐賀市站前中央 1-164
【交通】JR 佐賀站南口徒步約 3 分鐘

商務
旅館 APA HOTEL 佐賀站南口

アパホテル〈佐賀駅南口〉

吉野里歷史公園 回到彌生時代考古去

以動人秋楓聞名的九年庵，原先是大企業家伊丹彌太郎的別莊，從 1900 年開始在淨土真宗的阿和尚指

導之下，歷經 9 年的時間才建造而成，因此取名為九年庵。數間茅草屋宅邸加上以筑紫平野為背景建

造而成的庭院中，有 60 種類以上的 700 株楓樹，以

及杜鵑花、蘚苔植物圍繞其中，洋溢著動人的懷舊風

情。秋天時節庭院將會染上一整片楓紅，是佐賀縣相

當知名的賞楓景點。每年 11 月中旬楓葉季節的時候

將會對外開放 9 天，供民眾前來賞楓。

九年庵 隱藏版賞楓名所

山田向日葵園每年約在 11 月初開放參觀，由於是利用休耕期的

梯田種植而成的花海，僅有 1 個月的賞花期。10 萬株向日葵搭

配雞冠花交織而成的紅黃花海，年年吸引大批攝影迷前往朝聖。

山田向日葵園 秋天也能欣賞向日葵花海

隱 身 在 吉 野 里 町 的 複 合 式 戶 外 公 園「 冒 險 山 谷 SAGA

（Adventure Valley SAGA）」，活用當地森林地勢，設有高空

滑索、越野自行車等多項刺激又好玩的體驗，大致可分為「森

林冒險」、「越野冒險」、「滑索之旅」，是能讓旅人融入大

自然、玩到嗨翻天的戶外景點。值得一提的是，這裡還擁有九

州第一個為兒童設計的森林冒險體驗，45 分鐘內任你玩，只

要是身高 90 公分以上、國小 3 年級以下的孩童都能挑戰。

冒險山谷 SAGA（Adventure Valley SAGA）

西日本最大森林公園

【地址】神埼郡吉野里町田手 1843
【電話】0952-55-9333
【公休日】12/31、1 月第三個週一及隔日
【時間】9:00 ～ 17:00（6/1 ～ 8/31 延長至 18:00）
【費用】成人 (15 歲以上 )460 日圓、國中生以下免費
【體驗活動】彌生生活館 古代勾玉 DIY、古鏡製作（限周末國定假日）
【交通】JR 神埼站．JR 吉野里公園站徒步約 15 分鐘

【地址】三養基郡三養基町大字簑原
【交通】JR 中原站搭乘計程車約 6 分鐘

【地址】神埼市神埼町神埼的 1696
【電話】0952-37-0107
【時間】5/3 ～ 5/5   8:30 ～ 16:00；
 11/15 ～ 11/23   8:30 ～ 16:00
【公休日】無    【費用】400 日圓、國中生以下免費
【交通】從 JR 神埼站南口或是北口搭乘計程車，
 約 15 分鐘

【地址】神埼郡吉野里町三津 2753
【時間】9：00 ～ 15：00（依季節而異）
【費用】請先預約。森林冒險（冒險方案每人 3,800 日圓起、合家歡方案

每人 2,800 日圓、兒童方案每人 1,500 日圓）、滑索之旅每人 6,800 
日圓、越野冒險依各方案而定（租借費用另計）

【公休日】不定期休
【交通】從 JR 吉野里公園站搭乘計程車約 15 分鐘

吉野里歷史公園擁有日本規模最大的彌生時代環濠部落遺跡，園區內包含歷史資料、重

現 1000 座甕棺墓出土樣貌的古代森林區、可參觀彌生時代建築的環壕部落區，以及擁

有 30 種以上戶外遊樂器材的古代原野區。展示館內有從彌生時代中期的王族陵墓中挖

掘出的有柄銅劍、玻璃裝飾，被列為日本的重要文化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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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 賀 市SAGA City

神野公園腹地廣大、是佐賀市內唯一的兒

童樂園、親子動物園、市民公園。園內最

有名的日式茶屋「隔鄰亭」是 1846 年作

為佐賀藩主鍋島直正的別墅而建成，這裡

同時也是佐賀市民的賞櫻名所，園內有 1

千株櫻花樹、多布施川河畔更有 3 千株粉

櫻，搭襯著日式庭園造景，美不勝收。

神野公園

以鍋島 36 萬石聞名的領主城堡－佐賀城跡位於佐賀市中心，早

年戰亂期間歷經了多次火災造成大部分建築物毀損，後來只有

鯱門及續櫓得以保存下來，由於門窗上還保有佐賀戰役時候的

槍彈痕跡，因此被

指定為國家重要文

化財產。整個佐賀

城跡構成了佐賀城

公園，春櫻美景最

為在地人喜愛，其

他如佐賀縣立博物

館、美術館等也錯

落城址中。

佐賀城跡

以法國南部村莊為藍圖所建造，占

地 75 公頃大，放眼望去盡是洋溢法

式田園的自然景觀，牧場內有許多

可愛的小動物，可與牠們近距離接

觸。另有手工奶油 DIY 等體驗活動，

非常適合親子同遊。

三瀨牧場 橡子村

【地址】佐賀市神園 4-1-3      【電話】0952-30-8461   
【時間】9:30 ～ 17:00；冬季 (12-2 月 ) 平日 11:00 ～ 16:00、
                  寒假期間 9:30 ～ 17:00
【費用】入園免費；依搭乘的遊樂設施每次約 100 ～ 250 日圓；另售 1 日券單人

用 1,600 日圓、親子用 2,000 日圓（親子用票券只販售給國小入學前幼童，
可有一位 20 歲以上成人陪同搭乘）

【公休日】毎週二（如遇國定假日則改隔日）
 12/31、1/1   ；雨天可能臨時休園
【交通】從 JR 佐賀站搭往神野公園．佐賀醫大方向的市營巴士於神野公園站下車

【地址】佐賀市城内 2 丁目 13  【電話】0952-40-3151  
【時間】本丸歷史館為 9:30 ～ 18:00 【費用】免費入園 
【交通】從 JR 佐賀站巴士中心搭乘 6 號公車至佐賀城跡站下車徒歩即達
【公休日】12 月 29 日～ 12 月 31 日（亦有不定期公休）

號稱是日本最早復原的本丸御

殿， 雖 然 只 有 當 時 建 築 物 的

1/3，已是日本規模最大的木結

構復原建築。館內由 700 片榻

榻米組成，深入淺出展示幕末、

維新時期的佐賀史。

【地址】佐賀市柳町 2-9
【交通】從 JR 佐賀站巴士中心搭乘往東與賀方向的市營
  巴士，至「吳服元町」站下車，徒步前往約 3 分鐘

【地址】佐賀市三瀬村杠 2234-67 【公休日】每週二、三 
【交通】JR 佐賀站搭乘計程車約 35 分鐘
【時間】平日 10：00 ～ 16：00 ／週末、國定假日延長至 17：00
【費用】平日高中生以上 300 日圓、4 歲～國中生 200 日圓／週末、國定假日   

高中生以上 600 日圓、4 歲～國中生 300 日圓；其他體驗費用另計

佐賀市歷史民俗館由 7 個具有歷史價值的建築物

組成，包括: 舊古賀銀行、舊三省銀行、舊古賀家、

舊牛島家、舊福田家、舊森永家、舊富久家等。

這裡保留著佐賀歷史風情

的古樸街道，可看到大正

時代的西洋風格建築，以

及近代的和風建築，吸引

許多遊客來此拍照。
※ 周 邊 順 遊 請 參 考 P60、

P61 「主題玩法 5」。

佐賀市歷史民俗館

感受川上峽四季風情的溫泉旅館，針對女性住客提供了

遠紅外線的岩盤浴，讓身體提高新陳代謝機能，達到瘦

身的功效。餐廳利用自家栽培的有機蔬果，製作出健康

取向的美味餐點，讓住客都能放心享用每一道佳餚。

【電話】0952-62-3111   【地址】佐賀市大和町大字梅野 120
【交通】從 JR 佐賀站搭乘公車 30 分鐘往古湯方向於「ユースピ
 ア」站下車後徒步約 5 分鐘

龍登園飯店

女性限定的遠紅外線岩盤浴

ホテル龍登園

位於河川溪谷邊、風情優雅的旅館。可入浴知名的古

湯溫泉，在大自然環繞下紓解身心疲憊。露天溫泉之

外還有蒸氣浴、檜木溫泉、足湯等 15 種盡情享受天

然溫泉的設備，體驗不同的泡湯風情。

【電話】0952-51-8111  【地址】佐賀市富士町古湯 556　
【交通】從 JR 佐賀站搭乘前往古湯溫泉的公車約 40 分鐘於
              「天河橋」站下車後徒步約 5 分鐘

古湯溫泉 ONCRI
古湯溫泉 おんくり

最佳親子賞櫻勝地

必訪重要文化財

西洋風格建築大融合
與可愛小動物親密接觸

佐 賀 城 本 丸 歷 史 館
CHECK!

15 種設施享受天然溫泉

▶

以下為兒童樂園情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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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 賀 市
SAGA

全佐賀市最高的建築物是佐賀縣政府大樓，想要登高

望遠來這就對了。 為了服務在地市民，縣政府把頂樓

12 樓空間規劃為免費展望區，可眺望佐賀市容。

佐賀縣政府12樓展望廳

現場提供英、日文諮詢服務，協助大家解決縣內旅遊的疑難雜症，也有販售

優惠的觀光票卷，另附有免費 WIFI、充電及手提行李寄放服務。回國前，

還能在此選購嚴選的工藝品及在地美食當作伴手禮帶回家。

觀光服務中心 SAGA MADO

擁有 1300 年歷史的大興善寺，最

著名的是每年 4 月中旬到 5 月初的

杜鵑花祭，7 萬 5 千平方公尺的庭

園中盛開 5 萬朵奼紫嫣紅的的杜鵑

花，整個庭園花團錦簇美麗動人。

每年 11 月中旬到 12 月上旬則是賞

楓最佳時期，更有夜楓燈光秀，體

驗另類賞楓樂趣。

大興善寺

每年 10 月下旬舉辦的佐賀國際熱氣球節，是佐賀每年的盛事之一，在

平常為了讓大家也能更深入了解熱氣球的歷史文化，2016 年 10 月亞洲

首座熱氣球博物館在佐賀市區開幕，內有充滿魄力的動感型電影院，熱

氣球的組裝、歷史、競賽等介紹展示，是座充滿寓教於樂的設施。

佐賀熱氣球博物館

【地址】佐賀市城內 1-1-59  【電話】0952-24-2111  【交通】從 JR 佐賀站徒步 20 分鐘

【地址】佐賀市站前中央 1-4-17（COMBOX 佐賀站前）【交通】JR 佐賀站步行約 1 分鐘
【時間】9:00 ～ 20:00（觀光諮詢：9:00 ～ 18:00 ／物產販賣：10:00 ～ 20:00）

【地址】三養基郡基山町大字園部 3628  【電話】0942-92-2627   
【時間】8:30 到日落之前；楓葉季點燈到 20:00  【公休日】無
【費用】平常時段：大人 300 日圓，中、小學生 100 日圓；4、5 月杜鵑花 /
                  11、12 月楓葉季節：大人 600 日圓，中、小學生 300 日圓
【交通】每年杜鵑花、楓葉季節於 JR 基山站有接駁車直達大興善寺的参道入口

【地址】三養基郡基山町宮浦中山 2120
【時間】9:00 ～ 16:00
【費用】抄寫經書 / 臨摹佛圖 / 打坐體驗 1,500 日圓（附茶點）、

茶道體驗 2,000 日圓 、插花 / 瀑布修行體驗 3,000 日圓、
山林修行體驗 10,000 日圓（除了抄寫經書 / 臨摹佛圖之
外，其他需預約）

【交通】JR 基山站搭乘計程車約 10 分鐘 

【地址】佐賀市松原 2 丁目 2-27   【電話】0952-40-7114
【交通】從 JR 佐賀站巴士中心搭乘市營巴士約 5 分鐘，至「縣廳前」站下車徒步 1 分鐘
【費用】大人 500 日圓、小中高生 200 日圓、學齡前免費
【公休日】每週一（遇假日順延至隔日）、年末年初

通常寺廟都給人莊嚴肅穆的感覺，三養基郡基山

町的本福寺卻一反常規，透過繽紛多樣的御朱印、

和寺 Café，和抄寫經書、瀑布修行等體驗，希望

拉近跟參訪者的距離。週末限定開放的寺 Café，
提供季節和菓子、飲品組合給來訪者。因應季節

企劃、超過 30 種以上的彩色御朱印，每一款都讓

人愛不釋手。

本福寺登高眺遠不用錢

賞花戀人聖地

全佐賀最親切有趣的山寺

亞洲首座熱氣球博物館

佐賀站前新開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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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 賀 市SAGA City

從 JR 佐賀站北口徒步僅需 1

分鐘，無料咖啡全天提供，商

務入住最便利。

【電話】0952-36-6311
【地址】佐賀市站前中央 1 丁目 14-38

商務
旅館 佐賀 COMFORT 飯店

從 JR 佐賀站南口徒步５

分鐘，前往各地觀光景點

交通相當便利。

【電話】0952-40-0100
【地址】佐賀市站前中央 1-7-31

商務
旅館 SAGA CITY 飯店

從 JR 佐賀站南口徒步僅需 1 分

鐘，可享用免費早餐，全館皆設

有 Wi-Fi 能免費使用。

【電話】0952-27-7115
【地址】佐賀市站前中央 1-9-50

商務
旅館 ROUTE-INN 佐賀站前

從 JR 佐賀站搭乘計程車約

3 分鐘，無論出差度假都

能享受舒適住宿環境。 

【電話】0952-32-5115
【地址】佐賀市高木瀬町東高木 216-1

商務
旅館 四季彩飯店

千代田館
JR 佐賀站北口徒步 3

分鐘，設有洗烘衣機、

距便利店僅 1 分鐘。

【電話】0952-36-5111
【地址】佐賀市站前中央 2-6-14

商務
旅館 APA HOTEL

佐賀站前中央

還有這些距離 JR 佐賀車站很近的商務旅館也可   參考！

基 山 町KIYAMA Town

1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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鳥 栖 市SAGA City TOSU City

川上峽依山傍水的溪谷景觀有如京都的嵐山，因此素有九州的嵐山之稱。

春天河畔有櫻花盛開，每逢 4、5 月河岸上還會垂吊著 300 多條鯉魚旗，

隨風搖曳的姿態形成在地特色美景。夏天的「川上峽煙火大會」，不僅

會施放 2000 多發煙火，還會放水燈。這裡更是知名溫泉勝地，遊客除

了可到溫泉旅館泡湯，還能品嚐當地美味的川魚料理。

川上峽

佐嘉神社是當地的人氣初詣聖地。連同自身神

社、加上松根社、松原神社、梛木社、松原荒

神社、松原荒比須社、松原稻荷社、河童社，

境內共有 8 個神社。只要繞上一圈，就可以祈

求開運招福、生意興隆、財運結緣、消災解厄

等包山包海求好求滿。

佐嘉神社

【地址】佐賀市大和町大字川上
【電話】0952-51-2429   
【交通】從 JR 佐賀站公車中心搭
 乘昭和公車往古湯・北山
 方向，在｢川上橋｣站下車

【地址】佐賀市松原 2-10-43   
【時間】5:00 ～日落
【交通】佐賀站巴士中心搭巴士至佐嘉神社前站

打造歐洲度假風情的飯店，在寬

敞舒適的和室中用膳，享受當季

食材與鳥栖名產製作的和風料理。

飯店以客為尊的精神用心接待，

讓住客都能享有高品質的服務。

提供免費早餐，及 2 小時內租借腳踏

車 免 費 的 服 務， 前 往 鳥 栖 PREMIUM 

OUTLETS 車程約 10 分鐘。

【電話】0942-82-8888      【地址】鳥栖市酒井西町 789-1
【交通】從 JR 鳥栖站開車約 5 分鐘

【電話】050-5847-7760
【地址】鳥栖市京町 724-1
【交通】從 JR 鳥栖站徒步僅 1 分鐘

BIENTOS 飯店 ROUTE-INN 鳥栖站前
ホテル ビアントス ルートイン鳥栖駅前

鯉魚旗海搖曳生姿

戀愛運財運好運通通一起求

鳥栖的道地料理

集結了國內外約 

170 間 名 牌 店，

以美國加州南部

的美麗街道為意

象，帶有西班牙

殖民地的設計風

格，可在此享受

不一樣的購物體

驗。

位於日本 4 大賣藥發祥地之一的鳥栖市田代地區，是當年

開發出撒隆巴斯的賣藥業者也就是現今的久光製藥為了守

護傳承日本的藥物文化在創業地所開設。以田代賣藥的歷

史資料為主，公開藥材與健康的種種資料。建築物請來義

大利雕刻家設計，設有重現倫敦老藥局和江戶末期藥舖區

域。戶外則有栽植約 350 種藥用植物的藥木藥草園。

橫跨在九州第一大河築後川上的昇開橋，因為特

有的升降式可移動功能和悠久歷史，成了佐賀市

諸富町有名的展望海上夕陽的新名所。1997 年

這座歷史悠久的鐵橋更成為行人專用的步道橋。

欣賞昇開橋的最佳美景角度，首推夕陽西下時。

鳥栖市 Create 株式會社提供療癒手作「押花體

驗」，有押花畫、明信片、鑰匙圈、原子筆、尺

等專屬紀念品，過程中還能感受各類型花材的觸

感，舒壓又舒心。

【地址】鳥栖市彌生之丘 8-1
【電話】0942-87-7370 
【營業時間】10:00 ～ 20:00
【公休日】每年 2 月第 3 個星期四
【交通】從 JR 鳥栖站乘坐「鳥栖 PREMIUM OUTLETS」
                 線巴士，約 15 分鐘抵達

【地址】鳥栖市神邊町 288 番地 1  【電話】0942-84-3334
【營業時間】10：00 ～ 17：00（16：30 為最後入館時間）
【公休日】每週一（如遇假日順延至週二）、年末年初
【費用】大人 300 日圓、高中大學生 200 日圓、國中小生 100 日圓
【交通】從 JR 彌生之丘站搭計程車 3 分鐘或徒步約 25 分鐘

【地址】佐賀市諸富町大字為重石塚
【交通】從 JR 佐賀站巴士中心乘坐佐賀市營巴士「早津江線」，
   約 25 分鐘於「昇開橋前」站前下車，徒步前往約 5 分鐘

【地址】鳥栖市幸津町 923-3
【時間】10：00~16：00　
【費用】押花畫 1,700 日圓、
明信片 1,000 日圓、鑰匙圈 
700 日圓、原子筆 800 日圓、
尺 1,100 日圓（需預約）

【公休日】周末、國定假日
【交通】JR 肥前旭站徒步約 5 
分鐘

鳥栖 PREMIUM OUTLETS中冨記念藥博物館

昇開橋

Create 株式會社 ( 押花體驗 )

精打細算購物寶地走入撒隆巴斯發源地，一探江戶時代賣藥文化

海上夕照最聞名

花草療癒小物 DIY

享受 2000 年歷史的古湯溫

泉，浸泡其中有如在化妝水

中讓肌膚滑嫩有彈性。

【電話】0952-58-2047
【地址】佐賀市富士町古湯 878
【交通】從 JR 佐賀站搭乘昭和巴士
   約 50 分鐘於古湯溫泉下車後徒步
   約 3 分鐘

古湯溫泉
千曲莊旅館

擁有 140 年歷史，歡迎來此

泡湯舒放身心、品嚐鯉魚料

理恢復體力。

【電話】0952-58-2121
【地址】佐賀市富士町古湯 873　
【交通】從 JR 佐賀站搭乘昭和巴士約   
  50 分鐘於古湯溫泉下車後徒歩 2 分鐘

古湯溫泉
扇屋旅館

環繞在自然森林中的溫泉旅館，

戶外的露天溫泉能享受全室川沿

岸的絕景。

【電話】0952-58-2120
【地址】佐賀市富士町大字小副川 2208-1
【交通】從 JR 佐賀站搭乘昭和巴士約 50
   分鐘於古湯溫泉下車後徒步約 10 分鐘

富士 VILLA 

山華之正溫泉旅館

還有這些溫泉旅館也可參考！

觀光
飯店 商務

旅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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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城公園是小城鍋島第二代藩主所建造的庭園，以春季的櫻花聞名，這裡入選為日本櫻花名所百選同

時也是日本歷史百選公園之一。當春日時節一到，約 3,000 株粉櫻將一齊盛開，而緊接在櫻花季後的

是 25,000 株的杜鵑花，讓整個春季的小城公園都繽紛多姿。除春季之外，夏天的夜晚能在此賞螢，由

藩主精心打造的日式庭園一年四季也有不同風采，可說是來到小城市必訪的景點。

羊羹資料館就位於小城知名的菓子舖「村岡總本舖」

旁，這棟於昭和時期興建的煉瓦洋館至今仍保留著

過往的風貌，館內將 1 樓規劃為休息室，2 樓則為

展示羊羹的製作道具、原料、製造工法以及歷史等

資料的展示區，是想要更深入了解羊羹的和菓子粉

絲們必來朝聖的聖地。最棒的是，這裡開放免費參

觀見學，在參觀結束後館方還會奉上熱騰騰的抹茶

以及小城羊羹給遊客品嚐，讓遊客在深入了解小城

羊羹後，還能親自感受其美味與魅力。

位於日本名水百選─祗園川旁的

天山酒造，創業於 1875 年，受

惠小城市的好山好水，使用佐賀

產的米來釀造著名的清酒天山、

七田，好品質獲選為日本皇室御

用清酒。遊客可免費參觀被登錄

為日本有形文化財的酒造，還能

試飲清酒，需事前預約。

清水瀑布寬 13 公尺、高低落差達 75 公尺，被選為日

本名水百選的知名景點之一。夏天這裡是避暑的絕佳

選擇，周邊還有繡球花盛開，秋季則可見一片紅楓，

在瀑布相襯下，呈現出夢幻的氛圍。此外，源自名水

清流中的鯉魚料理亦不容錯過。

小城公園

羊羹資料館

天山酒造

清水瀑布

賞櫻首推歷史名園

羊羹二三事揭密 清酒迷必去！日本皇室御用
清酒出品地

入選日本名水百選

【地址】小城市小城町 185     【交通】從 JR 小城站徒步前往約 5 分鐘

【地址】小城市小城町松尾字清水 
【交通】從 JR 小城站乘計程車前往約 15 分鐘

【地址】小城市小城町岩蔵 1520 
【時間】 9:00 ～ 17:00
【費用】 免費參觀（需預約）
【公休日】國定假日、週日及部分週六
【交通】JR 小城站搭乘計程車約 7 分鐘 

【地址】小城市小城町 861 
【電話】0952-72-2131 
【交通】從 JR 小城站乘計程車前往約 4 分鐘
【時間】8:00 ～ 17:00( 全年無休 )

鳥
栖

佐
賀東
部

小 城 市
OGI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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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里山梯田擁有約 600 層梯田堆疊在緩坡上，四季鮮明的田園風景不僅入選為「日

本梯田百選」、「日本農村景觀百選」之一，也是佐賀縣遺產！每年 9 月下旬艷紅的

彼岸花盛開，點綴在金黃稻穗之間，美麗景色吸引許多攝影愛好者特地前來取景，一年一度的「江

里山彼岸花祭」當天還有免費接駁巴士可輕鬆前往會場。

江里山梯田 艷紅彼岸花風光

【地址】小城市小城町岩蔵  【交通】從 JR 小城站搭乘計程車約 20 分鐘

小城市牛尾神社周邊的牛尾梅林每年 2 月中旬～ 3

月上旬為最佳賞花期，約 7,000 株梅花盛開的絕景

總是吸引眾多旅客前來，是佐賀知名的賞梅名所！

遊客能深入梅林中享受清新的梅花香、感受被梅花

簇擁的滿滿幸福，更推薦登上高處遙望佐賀平原與

整片梅林。

2021 年在小城市開幕的 ASHIKARI 豆美人，由超

過 140 年歷史的古民家改裝而成，店內外皆保有

日式古味。主打使用佐賀縣產福豐大豆製成的各

類商品，除了無人工添加物的豆漿，也有豆漿霜

淇淋、豆漿年輪蛋糕，及原味、黃豆粉口味的豆

漿布丁等，可在店內慢慢品嘗。

牛尾梅林

ASHIKARI 豆美人

【地址】小城市小城町池上 4907 
【交通】從 JR 牛津站搭乘計程車約 10 分鐘

【地址】小城市小城町字上町 888-1
【時間】週四、六、日　11：00 ～ 17：00
【公休日】每週一、二、三、五 
【交通】從 JR 小城站搭乘計程車約 5 分鐘

7 千株梅花絕景

日式老屋變身文青風豆漿甜點店

鳥
栖

當地住宿推薦

佐
賀東
部

多 久 市
小 城 市

TAKU CityGI City

西溪公園是多久市出身的煤炭王高取伊

好捐贈的山水公園，擁有四季不同丰

采，春有櫻花、初夏有杜鵑花、秋有楓

紅、冬有梅花。公園裡的寒鶯亭更被登

錄為日本國家文化財。

西溪公園
鄰近多久市中心的人氣追楓點

【地址】多久市多久町西の原 1975-1
【交通】JR 多久站搭乘巴士至西溪公園入口站

已有 300 多年歷史的多久聖廟，祭祀著

學問之神「孔子」，能庇佑考生金榜題

名，是日本三大古老孔子廟之一。廟內

有麒麟、鳳凰、龜龍、草木魚等中國風

雕刻裝飾，亦放有孔子及其四大弟子像，

當中的孔子像被收置在八角形聖龕之

中。聖廟及聖龕皆為日本國家指定的重

要文化財。

多久聖廟 考運加分有拜有保庇

【地址】多久市多久町 1843-3 
【交通】從 JR 多久站搭乘計程車約 10 分鐘

飯店位在多久市區，坐落於天山的山腳

下，被大自然環繞，飯店內溫泉設施完

備，各房型也十分寬敞，入住於此能好

好放鬆休息。

【地址】多久市北多久町大字小侍 4644 － 1
【電話】0952-75-7770
【交通】從 JR 多久站開車約 5 分鐘

天山多久溫泉 TAQUA

館

溫泉設施十分豐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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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大川內山的關所後，會看

見一座用許多陶瓷裝飾的橋，

放眼望去會先看到欄杆上矗立

著一個色鍋島的壺，欄杆部分

從橋內側看過去有許多花鳥山

水畫的陶板裝飾；外側部分則

是繪有龍和鳳凰的精緻陶板。

陶工橋旁可聆聽涓涓細流與風鈴塔

的鈴聲，風鈴塔由 14 個伊萬里燒

風鈴演奏，美妙樂音響徹大川內

山，搭配上淙淙流水聲，身心彷彿

受到了洗滌，更入選為「日本音風

景 100 選」，有機會一定要來這裡

感受一下 300 年歷史藝術薰陶。

這裡復原了當時鍋島藩燒製貢

品的登窯，現在只有在「鍋島

藩窯秋季祭典」要燒製進貢給

特定單位的陶器時，才會使用

這個登窯。登窯從以前開始就

用柴火當燃料，傳承控制火候

大小是必要技術之一。

CHECK!
鍋島藩窯橋陶工之庭 登窯

伊萬里市和有田町並列為陶瓷代表產地。從 JR 伊萬里站搭車約 15 分鐘的大川內山地區，這裡受到大

自然眷顧，擁有製作陶瓷所需的優良土質和水質，過去在鍋島藩管理下更催生出「色鍋島」、「鍋島

染付」、「鍋島青瓷」等精品名作。如今此地仍聚集有約 30 多間窯場，三面環山下、處處皆是奇岩和

窯場煙囪的山水畫美景，非常適合散步，被稱為鍋島藩窯公園，也是指定國家史蹟。

鍋島藩窯公園 藏在深山中的製陶秘境

【地址】伊萬里市大川内町 【電話】0955-23-7293【費用】免費參觀【時間】9:00 ～ 17:00 【公休日】無   
【交通】從 JR 伊萬里站搭乘西肥公車 20 分鐘往大川内山方向於終點站下車

伊萬里有田燒起源歷史可追溯到 1616 年陶匠李參平在有

田泉山中發現的白瓷礦，日本才開始生產製造有田燒。樣

式系列中的古伊萬里色彩豐富艷麗深受歐洲貴族歡迎，當

時的德國國王奧古斯丁為知名的古伊萬里燒收藏家，還下

令在邁森市開始製造瓷器，至今仍可窺見有田燒對邁森瓷

器的深刻影響。伊萬里有田燒傳統產業會館中珍藏了相關

歷史文獻，現場還可體驗馬克杯、器皿彩繪製作。

伊萬里有田燒傳統產業會館
走入陶瓷歷史世界

【地址】伊萬里市大川内町丙 22-1    【電話】0955-22-6333    【時間】9:00 ～ 17:00
【費用】免費【公休日】12/29 ～ 1/3   【交通】從 JR 伊萬里站搭乘西肥公車 20 分鐘往大川内山方向於終點站下車

當地住宿推薦

佐
賀

每年夏天 6 月中旬至 8 月底於伊萬

里秘窯之鄉─大川內山舉行的「風

鈴祭」，是一個充滿詩意的夏日祭

典。為期一個半月的時間，各窯戶

均會掛出自家描繪燒製的風鈴，裝

飾山中古城。大川內山的瓷窯向來

以製作透明感十足的風鈴為主，越

是剔透越是音色動人，不妨來此進

行一趟清心沉澱之旅。

大川內山伊萬里風鈴祭 山林間的盛夏風物詩

【地址】大川內山鍋島藩窯公園
【交通】從 JR 伊萬里站搭乘西肥公車 20 分鐘往大川内山方向於終點站下車

伊萬里特選霜降牛肉

位於伊萬里市中心的大型商務飯

店，價格經濟、服務品質不變，餐

廳可享用伊萬里特選霜降牛肉，無

論商務住宿還是家族旅遊，都能放

下旅途疲勞安心休憩。

【地址】伊萬里市新天町字濱之浦 549-17
【電話】0955-22-0880
【交通】從 JR 伊萬里站徒步約 1 分鐘

伊萬里中央飯店
セントラルホテル伊萬里

觀光
飯店

伊 萬 里 市
 IMARI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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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地住宿推薦

佐
賀

浦之崎站是伊萬里市知名的賞櫻名所，因在鐵道兩

側盛開的櫻花隧道美景而聞名，這片將月台團團簇

擁的染井吉野櫻約有 90 株，從浦之崎站開站就陪伴

旅人至今。除了推薦搭乘電車，從車內欣賞窗外的

粉櫻美景外，走下車廂後電車行走與櫻花相襯的經

典畫面也是不容錯過！更棒的是，松浦鐵道也推出

有著濃厚復古氛圍的「復古號」區間電車，搭上懷

舊列車盡享春日美景，別有一番風情。

KUSUKI 之杜是一家能體感中醫學的複合型設施。園內

種植了各式各樣的藥用植物，放有健康步道、對應時

辰和五臟六腑的太極圖等。「漢方未病藥鋪」販售醫

藥品、健康食品之外，也有提供能預防慢性病的運動、

飲食生活、漢方諮詢。「麗美堂」網羅了各年齡層的

美容商品，附有以中醫五行為主題的美容院。「寺子

屋 樂」時常舉辦漢方講座、太極拳、瑜伽等體驗。「藥

草工房」則有健康茶 DIY

等手作體驗。

松浦鐵道浦之崎站

KUSUKI 之杜

走入夢幻櫻花隧道

中醫學主題園區

【地址】伊萬里市山代町立岩 ( 松浦鐵道浦之崎站 )
【交通】從伊萬里站搭乘松浦鐵道路線，前往佐世保方向，於浦之崎站下車

【地址】伊萬里市立花町 3520-6
【時間】漢方未病藥舖 9：00 ～ 19：00 ／麗美堂 10：00 ～ 19：00 ／

寺子屋 樂 10：00 ～ 18：00 ／藥草工房（採預約制）
【公休日】每月第二個週三
【交通】JR 伊萬里站徒步約 8 分鐘

距離秘窯之鄉大川內山約 5 分鐘車程的民家餐廳伊萬里亭，餐廳是民宅改建而成，

坐落於寬廣的田園旁，可邊用餐邊欣賞田園風光。特別推薦必吃道地的伊萬里牛，套餐配菜和甜

點也十分豐富，絕對讓你滿腹而歸。值得注意的是，這裡所用器皿都都是獨具特色的伊萬里燒！

民家餐廳伊萬里亭 大啖香嫩柔軟伊萬里牛

【地址】伊萬里市大川內町丙 390-2    【電話】0955-22-3953     【時間】11:00 ～ 14:30    【公休日】每週二    
【交通】從 JR 伊萬里車站搭往大川內山的西肥巴士約 10 分鐘，在正力坊下車徒步約 3 分鐘。

當地住宿推薦

知名陶瓷品牌深川製磁的「CHINA ON THE 

PARK」中收藏了 1900 年獲獎巴黎萬國博覽

會金賞的「大花瓶」，以及創立者深川忠次

許多未公開過的珍藏精品。來到這裡可近距

離欣賞有田燒精品，戶外園區春天有櫻花、

夏天有薰衣草花海。2022 年起更在公園入口

附近的本社前的 20 幾棵河津櫻正前方，放置

了座椅，方便遊客賞花拍照。

Arita Será 集結約 22 間商店，從日用餐具、營業

用餐具到高級美術陶瓷器應有盡有，選擇多元豐

富。每年 11 月下旬會舉辦茶碗祭典，以更換新

茶碗來迎接新年為目的，可以攜帶平常使用的舊

餐具到現場更換新的，因此聚集了日本全國陶瓷

器粉絲前來，除了舉辦茶碗舊換新活動，現場還

有特別展覽、民族歌謠、太鼓等活動表演，遊客

還可以體驗有田棚田米搗麻糬，或是發揮創意繪

製自己專屬的有田燒作品。

深川製磁（CHINA ON THE PARK）

Arita Será

有田燒精品、花海一次賞

日本最大規模的有田燒購物商場

【地址】有田町原明乙 111   【時間】9:00 ～ 17:30
【公休日】每週二（遇國定假日會營業）   
【交通】JR 有田站搭乘西肥巴士（往佐世保方向）至原明站，徒步 10 分鐘

【地址】有田町赤坂丙 2351-169   
【時間】9：00 ～ 17：00（依店家而異）
【交通】JR 有田站徒步約 24 分鐘

有 田 町ARITA Town

集結飯店 & 餐廳的複合型設施

位於 Arita Será 內，附有飯店及餐廳，飯店內只有

11 間客房，整體設計是以混凝土打造的簡約風格，

房間從裡到外小到連茶杯備品等都有精心挑選過，

住宿品質一級棒。採買完有田燒就可以就近放鬆休

息，晚餐提供以有田當地食材烹煮的法式料理。

【地址】有田町赤坂丙 2351-169（Arita Será 內）
【電話】0952-75-7770
【交通】JR 有田站徒步約 24 分鐘

觀光
飯店

Arita hu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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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田 町ARITA Town佐
賀

此博物館以保存九州陶瓷文化遺產與發展陶藝文化為目的。館內展

示許多珍藏作品包括深受歐洲貴族喜好的蒲原系列瓷器、肥前古唐

津瓷器、柿右衛門及鍋島籓窯瓷器等歷史名作，約有 1 萬 4 千件。

九州陶瓷文化館建築物外觀有姊妹都市德國邁森市所贈送的 25 個

陶瓷鐘，每小時都敲響著音色優美的旋律，充滿藝文氣息。 

GALLERY 有田是一間附設有田燒賣店的餐廳，不論是正餐或下

午茶都有提供。這家店最大的特色是一進去店裡牆面上陳列了

2 千多個有田燒的杯子，這些杯子不僅僅是裝飾，客人還可從

中挑選自己喜歡的杯子使用，買不起昂貴的有田燒沒關係，可

以暫時借用一下來個貴氣的下午茶也很滿足

呀！店外還特別展示出一輛全世界唯一用有

田燒花樣裝飾的 Mini Cooper 超吸睛。

已有 150 年以上歷史的幸樂窯，以倉庫內有田燒任人裝到滿的

尋寶體驗最為知名。限時 90 分鐘內，能盡情地在陶瓷器皿堆積

成山的瓷海中挖寶，不管是市面上見不到的半成品、富有年代感

的陶瓷餐具，或是華麗感滿滿的精緻瓷器，只要籃子裝得下，通

通都能帶回家。

佐賀縣立九州陶瓷文化館 深入淺出了解陶器史

GALLERY 有田 2 千多個有田燒咖啡杯任你挑

幸樂窯 陶瓷器皿尋寶任你挑

【地址】西松浦郡有田町戸杓乙 3100-1  
【電話】0955-43-3681 【費用】免費參觀
【時間】9:00 ～ 17:00   
【交通】從 JR 有田站徒步 10 分鐘
【公休日】12/29 ～ 12/31；
     每週一休館（國定假日例外）

【地址】西松浦郡有田町本町乙 3057
【電話】0955-42-2952  【時間】11:00 ～ 17:00
【交通】從 JR 有田站徒步 5 分  【公休日】不定期休

【地址】有田町丸尾丙 2512 
【費用】工廠參觀 1,100 日圓；有田燒尋寶體驗依器皿類型，

有 5,500 日 圓、11,000 日圓 2 種方案（需預約）
【交通】JR 有田站搭乘巴士至丸尾住宅前站，徒步約 3 分鐘
【公休日】有田燒尋寶體驗 12 月 29 日 ~1 月 5 日

日本唯一以陶瓷大鳥居為特色的神社。1658 年有田

皿山代官下令創建有田皿山宗廟八幡宮，以有田燒的

守護神受到在地燒窯業與商人敬仰。後世為了紀念

有田燒陶祖李參平

公的偉業，在 1917

年有田燒創始 300

週年紀念時，於神

社後方山頂，立碑祈求燒窯業永續繁榮。神社境內處處可見陶瓷蹤跡，

由當地燒窯名匠共同打造出陶瓷大鳥居、獅像、大水瓶、欄杆等為神

社一大特色。每年 3 月下旬到 4 月上旬約有 500 株染井吉野櫻齊開，

也是當地賞櫻名所。

洋溢著異國風情的有田陶瓷主題公園，巴洛克式巨大庭院

中重現了 18 世紀德國的茨溫格宮殿，彷彿置身歐洲莊園

古堡。宮中蒐藏世界知名的有田燒作品，從江戶時代到明

治時期的作品中可清楚了解有田燒的歷史演變，另外 1870

年維也納世界博覽會中展出的 180 公分大花瓶，為宮中必

看珍藏之一。有田燒工房中可體驗捏陶、彩繪的樂趣，即

使是初學者都能創作出獨一無二的有田燒。

以登窯造型為建築設計，紅色貨櫃屋內提供各式觀光情報，以

及附有充電插座的休憩空間，並可在此租借自行車、汽車。

2021 年進駐的全新麵包店和自家烘焙咖啡館「Lampe」，集結

各類型的美味手工麵包，特別是夾了紅豆奶油、或蜂蜜芥末熱

狗、卡門貝爾起司蝦子的三明治麵包，每個才 240 至 270 日

圓不等。整個設施內還有免費 Wi-Fi 可以使用，隨時歡迎旅途

中想歇歇腿，或是等待電車的旅客們造訪。

有田町陶山神社

KILN ARITA 複合觀光設施

有田陶瓷主題公園  麥燒酒之鄉

日本唯一陶瓷大鳥居

有田町情報資訊站

彷彿置身歐洲莊園古堡

【地址】西松浦郡有田町大樽 2-5-1  【電話】0955-42-3310   【費用】免費參拜   【公休日】無
【交通】從 JR 有田站搭乘有田町地域公車 4 分鐘往東西線・東方線方向於「札の辻」站下車後徒步 5 分鐘

【地址】西松浦郡有田町本町丙 972-31  【電話】0955-42-4052
【時間】9:00 ～ 17:00( 麵包店 & 咖啡館 週五、六、日 11:00 ～ 17:00 )
【公休日】毎月第三、第四個週二   【交通】從 JR 有田站徒步約 1 分鐘

【地址】西松浦郡有田町戸矢乙 340-28  
【電話】0955-41-0030    
【時間】參觀時間 9:00 ～ 17:00（六日、假日營業到 21:00）
【費用】免費參觀（配合防疫，茨溫格宮殿目前暫停營業。）
【公休日】無
【交通】從 JR 有田站搭乘計程車約 8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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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有濃厚大正風情的嬉野溫泉公

眾浴場，位於溫泉街中心，橘紅

色屋頂相當顯眼 ; 前身為江戶時

代的舊古湯溫泉，於 1924 年由 

德國建築師設計改建後，2010 

年才重新開幕。嬉野溫泉屬於碳

酸氫鈉泉，能滋潤肌膚，又稱美

人湯，深受女性遊客歡迎。全館針對樂齡族也有完善輔助設計，擁有寬敞休息室與新

型按摩機，為療癒身心的一大空間。

嬉野溫泉公眾浴場
異國風美人湯

【地址】嬉野市嬉野町下宿乙 818-2     【電話】0954-43-1426    
【時間】6:00 ～ 22:00 【公休日】每月第 3 週的星期三
【費用】70 歲以上年長者 320 日圓、成人 ( 國中生以上 )420 日圓、小學生 210 日圓
              （每年 4/1 為開館紀念日可免費入場）
【交通】從 JR 武雄溫泉站搭往嬉野溫泉方向公車約 30 分鐘，
                 於嬉野巴士中心下車後徒步約 7 分鐘

從公眾浴場步行 5 分即達，

是市內第一個免費足湯，24

小時開放，最特別的是夏季

推出的冷泉足湯，十分消暑!

用蒸的足湯第一次見到!這裡

距離公眾浴場步行不到10分

鐘，可體驗足蒸湯，讓溫泉蒸

氣深入肌膚，變得滋潤、滑嫩。

2021 年新開幕，設有大人和

小朋友專用的足湯，池子底

部都鋪有按摩石，可促進腳

底的血液循環。

CHECK!
湯遊廣場～西博爾德足湯 湯宿廣場～足部蒸汽浴 Yuttura 廣場～足湯

豐玉姬神社顧名思義祭祀著豐玉姬大神，

是日本神話中的龍宮城公主，相貌白皙

美麗被稱為美肌之神。神社內所供奉的

則是豐玉姬的使徒大鯰魚，傳說只要撫

摸白鯰魚，皮膚就會變得跟豐玉姬一樣

白皙幼嫩，相當受到女性歡迎。每年 2

月豐玉姬神社會舉辦嬉野暖燈祭典，展

現各種鄉土技藝、舞蹈表演，夜晚道路

則會掛上和紙燈籠點燈，情侶們可在燈

籠上寫下各自的願望祈福。

豐玉姬神社

【地址】嬉野市嬉野町大字下宿乙 2231-2    【電話】0954-43-0137    【費用】免費參拜
【交通】從 JR 武雄溫泉站搭往嬉野溫泉方向公車約 30 分鐘，於嬉野巴士中心下車後徒步約 5 分鐘

【地址】嬉野市嬉野町大字岩屋川内乙 3537
【電話】0954-43-1188    【時間】8:30 ～ 18:00
【費用】依店家各異
【交通】從 JR 武雄溫泉站搭往嬉野溫泉方向公車，  
                於平野道站下車後徒步約 2 分鐘

嬉野茶村是嬉野茶發祥地，可參觀茶葉生產製

造過程，並提供茶葉試喝，還有指導泡好茶的

美味秘訣。剛烘焙完成的新鮮綠茶、紅茶都

能以最便宜的工廠價格買到，人氣最高的嬉

野紅茶無苦味，相當

好喝；嬉野綠茶則有

豐富兒茶素，兼具抗

氧化及防癌功效。來

此不僅可選購新鮮茶

葉當伴手禮，還能買

到茶葉製成的和洋果

子、綠茶香皂、綠茶

保養品等。

嬉野茶村

敬拜鯰魚美肌神

深入嬉野茶世界

鳥
栖

當地住宿推薦

佐
賀

嬉 野 市URESHINO City

南
部

日本茶湯溫泉的創始，將當地特產嬉野茶放入溫泉水

中，享受泡湯新體驗。客房內有不同庭園造景的露天

溫泉可供選擇，窗外還可眺望嬉野川與街景，療癒的

空間讓人忘了城市的喧囂。

【電話】0954-43-3181
【地址】嬉野市嬉野町下野甲 33
【交通】從 JR 武雄溫泉站搭乘 JR 巴士前往嬉野巴士中心，

下車後徒步約 8 分鐘

茶心之宿和樂園

日本第一茶湯溫泉

 茶心の宿和楽園
擁有英國王室風格的庭園造景，融合日本和西洋

風格的溫泉旅館。餐館中延續平安時代技術的一

流廚師，帶給住客視覺與藝術的美食饗宴。專業

的款待讓住客都能享受賓至如歸的服務。

【電話】0954-42-2111
【地址】嬉野市嬉野町岩屋川内甲 333 番地
【交通】從 JR 武雄溫泉站搭乘 JR 巴士前往嬉野

巴士中心，下車後徒步約 5 分鐘

華翠苑
華翠苑

空中露天溫泉可賞夕陽、星空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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轟之瀑布是數百萬年前因火山活動形成的堆積岩地形，廣闊的台地

上經過長期河川侵蝕形成了現在的地形，在如此平坦的地形上有瀑

布是非常難得一見的景觀，瀑布上的岩石也是火山熔岩冷卻後殘留

下來的。可從嬉野橋沿著嬉野川遊步道慢慢散步到這裡，春天還可

賞櫻，景色宜人。

轟之瀑布公園

九重葛之家嬉野是一座全新打造的九重葛溫室，

共有超過 20 種品種、175 株的九重葛在此綻放，

一走進溫室紅、白、黃各色的鮮豔花朵就將旅

客團團包圍，是非常適合女孩到訪的療癒系景

點！最棒的是一年四季都能盡享賞花樂趣，推

薦來嬉野溫泉鄉時，不妨在泡完湯後前來欣賞

花朵美景吧！

九重葛之家嬉野

鬼斧神工新地景

四季皆可欣賞

【地址】嬉野市嬉野町大字岩屋川内   【交通】從嬉野巴士中心徒步約 25 分鐘

【地址】嬉野市嬉野町岩屋川内甲 103-5 【公休日】全年無休
【電話】0954-43-7544 【時間】9:00~17:00
【費用】成人 700 日圓、小學生 500 日圓、學齡前幼童免費
【交通】從嬉野溫泉巴士中心徒步前往約 7 分鐘

【地址】嬉野市嬉野町大字吉田丁 4525-1 
【電話】0954-43-9411   【時間】8:30 ～ 16:30
【費用】免費    【公休日】12/29 ～隔年 1/1
【交通】從 JR 肥前鹿島站搭乘祐德巴士吉野線往嬉野溫泉方向，
                於上皿屋站下車後徒步約 2 分鐘

擁有 400 年歷史的肥前吉田燒，源自於吉田村旁

嗚古川川底所發現的日本最初磁礦石。之後由佐

賀藩主鍋島直茂將朝鮮陶工召來吉田山，才開始吉

田燒的生產製作，成為江戶時代主要的日常生活用

品。現今為了延續吉田燒的傳統文化，嬉野市內的

燒窯場集資設立了肥前吉田燒窯元會館，在這邊可

以體驗繪製陶器、在專人指導下捏陶土創作吉田

燒。館內展示了 11 家當地燒窯場的吉田燒創作，

無論送禮還是自用都能滿足遊客需求。

肥前吉田燒窯元會館 追溯 400 年陶瓷史

鳥
栖

當地住宿推薦

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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嬉 野 市URESHINO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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佇立於嬉野溫泉小山丘上的西洋式建築，以

「鄉愁」為主題，秉持「飯店，是旅程中的家」

的經營理念，提供最舒適的住宿空間。

【電話】0954-43-0333
【地址】嬉野市嬉野町岩屋川內 288-1
【交通】從 JR 武雄溫泉站搭乘 JR 巴士前往嬉野巴士

中心，可事前預約酒店車前往巴士中心接送

漢米爾頓宇禮志野
ハミルトン宇礼志野

9 種洗髮精 BAR 提供泡湯客免費使用

【地址】嬉野市嬉野町大字岩屋川内乙 2707-1  
【電話】0954-43-1991  【時間】9:00 ～ 17:00
【費用】入場免費；泡茶教室 300 日圓、茶染體驗 1500 日圓、
                 採茶體驗 600 日圓、炒茶體驗 1000 日圓
【公休日】每週二、12/29 ～隔年 1/3
【交通】從 JR 武雄溫泉站搭乘巴士約 30 分鐘於大野原口站下車

以佐賀名產「嬉野茶」為主題的全新體驗設施，館

內展示嬉野茶的發展過程，可深入認識嬉野茶 400

年來的歷史，是佐賀縣內唯一的茶主題交流館。於

茶葉收成時，更可親手摘下茶葉、揉茶，並學習如

何沖泡出美味的茶，以及使用嬉野溫泉水的茶染布

體驗，還能參觀茶葉工廠的生產過程，在茶香的圍

繞下，感受嬉野茶的各種樂趣與魅力。

嬉野茶交流館 Chaoshiru 豐富的茶體驗活動

洋溢著江戶時代民家風情的旅館，從客房就能眺望一

旁的涓涓溪流和嬉野溫泉街景。環繞於大自然靜謐的

空間中，浸泡嬉野溫泉美人湯享受愜意放鬆的時光。

【電話】0954-42-0035
【地址】嬉野市嬉野町新湯大道　
【交通】從 JR 武雄溫泉站搭乘 JR 巴士前往嬉野

巴士中心，下車後徒步約 10 分鐘

御宿高砂
御宿高砂

入住日本江戶時代風格旅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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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州規模最大的自然科學博物館，以太陽系銀河系外

星探險為主題的「宇宙探索區」可體驗月球漫步；探

索不可思議自然科學的「地球探索區」可體驗零下 20

度的極凍世界；展示佐

賀 古 老 地 底 自 然 生 態

的「佐賀探索區」可觀

賞生物化石遺跡；星象

儀天文台中的超大放映

廳，可欣賞浩瀚星空，

體驗宇宙奧秘空間。

佐賀縣立宇宙科學館 探索太空的秘密

【地址】武雄市武雄町永島 16351     【電話】0954-20-1666   
【時間】平日 9:15 ～ 17:15；週末 9:15 ～ 18:00
【費用】大人 520 日圓、高中生 310 日圓、國中小學生 200 日圓、幼童 100 日圓
【公休日】毎週一（黃金周、暑假、春假期間正常營業）；12/28 ～ 1/1
【交通】從 JR 武雄溫泉站搭乘計程車前往約 10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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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體驗穿越時空來到日本江戶時代，元祖忍者村肥前夢街道是

不錯的選擇。這裡是九州唯一以江戶時代忍者為主題的樂園，

江戶時代的街道上有忍者、武士、公主跟你擦身而過。小朋友

可以換上忍者裝學習手裏劍、吹箭武器，還有觀賞精彩絕倫的

忍者表演，體驗結束後還可領到一份證書。一家人可一起挑戰

大江戶時空迷路機關屋，突破重重關卡找到出口。一連串刺激

體驗活動後，可以到夢工房學習製作有田燒，或是在變裝寫真

館 COSPLAY 公主武士留下充滿回憶的紀念照。

元祖忍者村肥前夢街道 超好玩忍者樂園

【地址】嬉野市嬉野町大字下野甲 716-1 
【電話】0954-43-1990    【時間】9:00 ～ 17:00
【費用】大人 1100 日圓、孩童 600 日圓
                 ( 園內部份設施需另收費 )
【公休日】無
【交通】從 JR 武雄溫泉站搭往嬉野溫泉方向公車約 30 分鐘，
                 於公會堂前站下車後徒步約 15 分鐘

佇立於嬉野溪兩岸擁有腹地三萬多坪的和多屋

別莊，是可以盡情享受嬉野溫泉的度假型旅館，

旅館設施從足湯、服飾店、到夜店酒吧等等都

有，可以在飯店內消磨一整天。

【電話】0954-42-0210
【地址】嬉野市嬉野町下宿乙 738
【交通】從 JR 武雄溫泉站搭乘 JR 巴士前往嬉野

巴士中心，下車後徒步約 12 分鐘

和多屋別莊

客房內就能享受庭院式露天溫泉

和多屋別荘

【地址】武雄市武雄町大字武雄 7425 番地   

【電 話】0954-23-2001   【費用】因設施而異       【公休日】無
【交通】從 JR 武雄溫泉站徒步 10 分鐘即達溫泉街

威然聳立於武雄市中心溫泉街入口的朱紅色樓門，是由日本近代

建築師代表辰野金吾以海底龍宮為發想，並設計出帶有鮮艷色彩

的樓門，又稱為天平樓門，是武雄當地最有特色的地標。武雄溫

泉的歷史可追溯到 1300 年前日本古書《肥前國風土記》中就有

記載，歷史悠久泉質為弱鹼性溫泉，具備筋骨痠痛、神經痛等療

效，歷史上宮本武藏等知名武將都曾在此留下足跡。遊客可到溫

泉街中散步享受悠閒時光，或是前往古代武雄大領主專屬的殿樣

湯，享受不一樣的泡湯體驗。

武雄溫泉樓門 知名歷史地標

由藝術家吉村順三先生設計的日本皇居風格旅

館，杉木圍繞的日式庭院讓人遺忘了嬉野溫泉街

上的塵囂。旅館自營工廠「湯豆腐本舖」提供嬉

野知名豆腐料理，並使用有田燒裝盤款待住客。

【電話】0954-42-1170
【地址】嬉野市嬉野町下宿乙 2276-1
【交通】從 JR 武雄溫泉站搭乘 JR 巴士前往嬉野巴士中心，

下車後徒步約 2 分鐘

嬉野觀光飯店 大正屋
嬉野観光ホテル 大正屋

旅館自產自銷的湯豆腐料理

觀光
飯店

嬉 野 市URESHINO City

武 雄 市TAKEO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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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充滿當地人情味的市集，每週日清早在武雄溫

泉樓門附近的溫泉街上，會有當地居民前來趕集，

稱為樓門朝市，目前在日本這種型態的市集已相當

少見。有如台灣的傳統市場，在這可買到各種當地

新鮮蔬果、麵包點心等各種商品。因應不同季節整

條商店街還會舉辦企劃活動，請來歌手駐唱辦演唱

會，搭配好康抽獎等，因此也吸引了相當多泡湯遊

客前來共襄盛舉。

樓門朝市 走逛人情味早市

【地址】武雄市武雄町大字武雄 7425 番地     【電話】0954-23-9335       【時間】每週日 7:30~10:00
【交通】從 JR 武雄溫泉站下車後徒步 10 分鐘抵達溫泉街

入住江戶時期的溫泉老舖，體驗時光倒流的懷舊風情。旅館自豪

的檜木大浴場「朋來之湯」可欣賞日式庭園

造景，沉浸湯煙瀰漫的復古氛圍。館內還有

迷你藝廊，展示江戶時期的藝術品收藏。

【電話】0954-22-3118   
【地址】武雄市武雄町大字武雄 7377
【交通】從 JR 武雄溫泉站徒步約 12 分鐘

國際觀光旅館 NAKAMASU

江戶時代的懷舊風情旅館

国際観光旅館なかます

觀光
飯店

【地址】武雄市武雄町武雄 5335
【交通】從 JR 武雄溫泉站搭往武雄保養中心方向的巴士
                 5 分鐘，在武雄高校前下車徒步 3 分鐘

武雄圖書館是當地的觀光奇蹟。武雄市為了振興地方觀光，特別與

蔦屋書店合作，將原本的市立圖書館改造成結合圖書館、書店、

DVD 出租店與星巴克咖啡店的「武雄市圖書館」，大受好評，

2014 年度甚至創下 92 萬來客潮，海內外許多遊客不遠千里來朝

聖，是近年日本最夯的話題焦點。

樹齡超過 3 千年的武雄大楠，位在武雄市內最

古老的神社，高 30 公尺、樹圍 20 公尺是日本

排名第 7 位的巨木，樹幹下方已經變成空洞，

據說裡面有 12 張榻榻米的大小，裡面祭拜著天

神，但是目前為了保護樹木，已經無法入內參

拜，只能在外面參拜，有機會一定要親自前來，

才能感受到大楠樹的雄偉碩大感。

2013 年在九州七縣代表參選的 50 種鐵路便當

中，由 23 位評審和 600 位乘客共同選出「搭火

車時最想吃的便當」，由佐賀縣武雄溫泉車站

銷售的「佐賀牛壽喜燒便當」奪冠，使用 A5 等

級牛肉，被譽為冷了也超級好吃的牛肉，當時

已創下二連霸紀錄，2014 年又再度奪冠，若經

過武雄溫泉車站千萬別錯過！

★「佐賀牛壽喜燒鐵路便當」只於 JR 武雄溫泉站有販售。

武雄神社 武雄溫泉車站

武雄市圖書館

瞻仰 3 千歲大楠神木 大啖佐賀牛便當

日本文青觀光新熱點

【地址】武雄市武雄町大字武雄 5304-1 【電話】0954-20-0300       
【時間】9:00 ～ 21:00  【交通】從 JR 武雄溫泉站徒步前往約 15 分鐘       《 Photo by Nacasa & Partners 》

【交通】JR 武雄溫泉站內即設有佐賀牛火車便當的
                 販賣處 (Café  カイロ堂 )

明治 43 年開業至今的京都屋，引用自家湧泉打

造 4 種不同風格的泡湯池，每月 26 日可體驗獨

特的檸檬香茅溫泉。咖啡館「古都」中可品嚐

招牌冰滴咖啡，還可欣賞店家的西洋古董收藏。

【電話】0954-23-2171
【地址】武雄市武雄町大字武雄 7266-7
【交通】從 JR 武雄溫泉站徒步約 8 分鐘

大正浪漫之宿京都屋
大正ロマンの宿京都屋

觀光
飯店

古董級家具、雜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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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今已有 1300 年歷史的武雄

溫泉，自古以來就是歷史名人

也推崇的泡湯勝地。日本史書

《肥前國風土記》中有記載神

功皇后前來泡湯的紀錄。文

祿．慶長戰役期間豐臣秀吉也

與多名士兵一同造訪過，還留

下「朱印狀」的泡湯心得；江

戶時代的知名武將宮本武藏、

伊達政宗、伊能忠敬等人也都

留下了足跡。武雄溫泉泉質為弱鹼性，對於改善疲勞、

神經痛、筋骨痠痛、關節痛等等皆有功效，來到這邊可

以選擇江戶時代大領主武雄鍋島專用的泡湯池，感受一

下當大領主的滋味。

武雄溫泉物產館距離武雄車站約 5 分鐘

車程，這裡提供各種使用在地食材如「佐

賀牛」、「若楠豬肉」等所做成的懷石

料理。店內除了可收容多達 350 名團體

客人用餐外，佐賀的名產陶瓷器、羊羹

等甜點都可以買到，樓門煎餅和嬉野茶

皂最受歡迎；也提供 Wi-Fi 服務。

武雄溫泉物產館
伴手禮一網打盡 宮本武藏也泡過的名湯

武雄溫泉大眾浴場

【地址】武雄市武雄町武雄 7425 【電話】0955-75-0289    
【時間】6:30 ～ 23:00 【費用】依設施各異 
【交通】從 JR 武雄溫泉站徒步 15 分鐘 ( 位於武雄溫泉樓門後 )

【地址】武雄市武雄町大字昭和 805
【電話】0954-22-4597 【時間】8:30 ～ 17:30
【交通】從 JR 武雄溫泉站徒步約 15 分鐘

鄰近武雄溫泉樓門的老舖旅館，創業於明治 38 年 ( 

1905 )，曾兩度受賞日本溫泉旅館大獎。除了饒富古味

的日式客房之外，也有北歐風房型及現代和風房，部

分客房甚至附有露天浴池，提供專屬私人泡湯空間。

旅館的正宗懷石料理遠近馳名，料理長還曾上過日本

人氣烹飪節目《鐵人料理》，打響知名度。

【電話】0954-22-3188     【地址】武雄市武雄町大字武雄 7399
【交通】JR 武雄溫泉站徒歩約 11 分鐘

懷石宿 扇屋 

正宗懷石料理

懷石宿 扇屋

【地址】武雄市武雄町大字武雄 4075-3 【電話】0954-20-1187
【時間】9:00 ～ 17:00
【費用】成人 600 日圓、學生 500 日圓、國中生以下免費；
                 陽光美術館 - 成人 600 日圓、學生 500 日圓、國中生以下免費
【公休日】每週三（4 ～ 5 月、10 ～ 11 月每日營業 )
【交通】從 JR 武雄溫泉站搭乘前往嬉野溫泉方向公車約 7 分鐘，於枯木

之塔站下車

御船山是武雄市的地標象徵，山腳西側為武雄領主

鍋島茂義費時 3 年時間所建造的別莊，現為御船山

樂園。春天有 2 千多株櫻花、5 萬多株杜鵑花齊開

爭艷，以御船山的斷崖為背景，有如中國的山水畫

般形成壯麗景觀。擁有 170 年歷史的九尺藤，隨風

搖曳充滿了和式風情相當淡雅。秋天時有 15 萬坪楓

紅，從御茶屋可觀賞到一整片楓葉與山、湖間倒影，

為人氣知名景點。

御船山樂園

慧洲園是一座池泉回遊式日本庭園，是由設計「足立美術館」

著稱的庭園造景師中根金作所建。慧洲園面積廣達 3 千坪，

以象徵武雄的御船山為借景，精心設計的石階、瀑布和茶園

等，構築成美麗的庭園景觀，春天艷麗的杜鵑花盛開，秋天

則有紅葉美景。此外，園中還有展示陶瓷器等藝術品的陽光

美術館，以及可享用抹茶與和菓子的御船茶屋。

慧洲園 日式庭園享四季風光

武雄最人氣美景地標

【地址】武雄市武雄町武雄 4100   【電話】0954-23-3131 
【時間】白天 8:00 ～ 18:30；夜間 18:30 ～ 22:00 
                 ( 只限賞夜櫻、夜楓等時期 )
【費用】依季節不同    【公休日】無
【交通】從 JR 武雄溫泉站搭乘前往嬉野溫泉方向巴士約 8 分
鐘，於御船山樂園站下車

位於武雄溫泉車站旁的平價飯店，無論前往知

名武雄溫泉街泡湯，或是到各地觀光風景區遊

玩交通都相當方便。乾淨又舒適的客房無論是

商務出差還是家族旅行都能安心地住宿。

【電話】0954-20-1234
【地址】武雄市武雄町昭和 16-12
【交通】從 JR 武雄溫泉站徒步約 1 分鐘

武雄中央飯店
セントラルホテル武雄

2018 年 9 月新館全新開幕，屋頂設有露天溫泉

商務
飯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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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前濱宿保留著歷史傳統建造屋群而聞名，在這

處處可看見白牆黑瓦建築和茅草屋簷建築，同時

這裡也是個釀酒業發達的知名酒鎮，以多良岳的

伏流水和佐賀平野米來釀造酒，有許多造就藏提

供給遊客參觀，店內也可試喝多種酒品，喜歡日

本酒一定要來這走走，順便來肥前濱宿感受一下

佐賀古老街道的風情吧！

肥前濱宿 品嘗堪稱世界第一日本酒

祐德稻荷神社為日本三大稻荷神社之一，廣大的寺院中御本殿、御神樂

殿、樓門等以華麗色彩塗漆聞名被稱為「鎮西日光」。神社中侍奉的是

民間衣食住的守護神，每年 300 萬名信眾前來參拜，香火鼎盛。每年 3

月初五神社會舉辦初午祭，祈禱商人生意興隆；12 月 8 日會舉辦火祭，

為了感謝秋天豐收，祭典中的御神火象徵給神靈的饗宴，神社會提供信

眾新米製成的甘酒，象徵給予五穀豐收的祝福。

祐德稻荷神社 求財求姻緣統統都靈驗

【地址】鹿島市濱町
【交通】從 JR 肥前濱站徒步約 7 分鐘

【地址】鹿島市古枝乙 1855
【電話】0954-62-2151 
【費用】免費參觀    【公休日】無
【交通】從 JR 肥前鹿島站搭乘    
  往祐德神社方向的祐德公車 10 分
   鐘，於終點站下車後徒步 5 分鐘

除了能眺望海景的大浴場，也有

包場制的半露天景觀浴池。另

外，被選為當地日本酒及燒酌審

委的年輕老闆，也在館內放置多

瓶嚴選好酒，等著大家來品飲。 

【電話】0954-68-2758
【地址】藤津郡太良町大浦丙 928

鶴莊

位於有明海旁，露天溫泉可

享海天一色美景，餐廳提供

日本知名竹崎螃蟹料理。

不僅能品嘗著名的竹崎螃蟹

料理，還能飽覽有明海風

景。若天氣晴朗，還有機會

看到知名活火山雲仙岳。 【電話】0954-68-2260 
【地址】藤津郡太良町大浦乙 316-3　【電話】0954-68-3111

【地址】藤津郡太良町大浦丙 614

蟹御殿夜燈見莊

還有這些溫泉旅館也可參考！

觀光酒藏肥前屋提供清酒、燒酒等多種酒類試飲，特別

是夏天到 9 月底前還會免費提供用冰塊製作的冰杯給旅

客，讓客人試飲起來更加透心涼好喝。不喝酒的人則可

試飲健康果醋，或吃季節限定霜淇淋，或在拍照區攝影

留念，拍照重點有釀酒的大酒桶、懷舊感十足的昭和的

房間，蒸酒米的大飯鍋還可以站進去拍照。

製作日本三大稻荷神社．祐德稻荷神社御神酒

的酒廠，1934 年創業後製作銘酒至今。並以希

望酒廠的獨生女能幸福的產品「幸姬」作為酒

廠名稱。如果有機會來到酒廠參觀，記得試飲

紀念新年號的「令和酒」、現榨生酒、以日本

酒製成的梅酒、甜酒等各式各樣酒類飲品。

參觀酒藏工廠．幸姬酒造

光武酒造場（觀光酒藏 肥前屋）

祐德稻荷神社御神酒指定酒造

不喝酒也好玩的酒國主題樂園

【地址】鹿島市濱町乙 2761-2 【時間】9:30 ～ 17:00 

【公休日】8 月盂蘭盆節、年末年初外，另有不定期公休          
【交通】JR 肥前濱站徒步約 5 分鐘

【地址】鹿島市古枝甲 599
【時間】8：00 ～ 17：00（酒廠參觀 9：00 ～ 16：30，冬季至

16：00 ）
【公休日】 1 月 1 日～ 3 日
【交通】從 JR 肥前濱站徒步 15 分鐘

眼前是有明海，後面是多良岳，

能享受露天風呂、滿天星斗和

大海。名物「蟹 MABUSHI」更

是不能錯過。
【電話】0954-68-3545
【地址】藤津郡太良町大浦野崎港前

豐洋莊

設有 6 間附露天浴池的海景房，

不需走出房門便能邊泡溫泉，邊

觀賞海景。另提供無邊際大浴場，

能一眼看盡絕美海景，白天、黃

昏、夜晚各有不同感受。

從露天溫泉欣賞到的有明海

海景，堪稱一絕！餐廳提供的

特產竹崎螃蟹及現撈海鮮更

是美味。

【電話】0954-68-3506
【地址】藤津郡太良町大浦丙 976-12

【電話】 0954-68-2217
【地址】藤津郡太良町大浦丁 1701

海上館太良觀光飯店

觀光
飯店

鹿 島 市KASHIMA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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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明海富含無機質及浮遊生物而孕育出「竹崎牡蠣」，由於

海水鹹度較低，可嚐到牡蠣最原始的鮮甜美味，在當地又

有「大海中的牛奶」之稱。佐賀南方的太良町，看準有明

海優渥的生態條件，於 2004 年開始進行牡蠣養殖，沿著有

明海岸的國道 207 號道路旁密集了約 15 間牡蠣燒烤店，稱

為牡蠣燒海道。除了牡蠣還提供竹崎螃蟹、魷魚、螺貝、鮮

蝦等海產現烤。

佐賀太良也有海上鳥居，每當退潮

時大魚神社的紅色「海中鳥居」出

現了，不論是搭配上夕陽或海景，

景色都超美，近期吸引許多攝影愛

好者特地前來取景。而大魚神社的

傳說是在約 300 年前惡代官被懲

罰，被當地的居民灌醉棄置島上，

滿潮時島會沈沒於海中，惡代官求

助龍神，結果出現大魚相助，因此

建立了「大魚神社」感謝救命之

恩，現在則以祈求海上安全及求漁

獲豐碩。

鹿島市 2021 年 1 月在肥前濱車站的月台上，新開設了號稱全

日本第一家時尚清酒吧「HAMA BAR」，只賣 6 家鹿島在地

酒藏的地酒，提供 3 種清酒品飲組合（600 ～ 1,000 日圓）、

各式下酒菜（200 ～ 500 日圓）等。據說連平常很難買到的

得獎常勝軍鍋島大吟釀，也可以在此處喝到。

大魚神社海上鳥居

肥前濱站清酒吧 HAMA BAR

攝影愛好者拍照勝地

全日本第一間月台上的清酒吧

太良牡蠣燒海道 15 家現烤海鮮隨你挑

【地址】太良町多良 1875 － 51
【交通】從 JR 多良站徒步約 10 分鐘

【地址】鹿島市濱町 933
【時間】每日 11:00 ～ 16:30

（週六、日、一
18:00 ～ 21:00）

【交通】JR 肥前濱站內

【地址】藤津郡太良町國道 207 號沿途
【時間】依店家各異

【費用】依店家各異【公休日】依店家各異
【交通】從 JR 多良站搭乘計程車 10 分鐘

太 良 町
鹿 島 市 TARA TownKASHIMA City

誕生院創建於 614 年，是復興真言宗、高野山的

覚鑁聖人誕生之地，這裡能祈求去除厄運、安產，

還能看到各式各樣的花卉，像是櫻花、山茶花、

杜鵑花、藤花等，搭配古寺建築，格外有情調。

此外，寺方也會定期舉

行寫經會，可以體驗抄

寫經文，舒緩壓力、讓

心情平靜。

有明海的潮差高達 7 公尺，是日本潮差最大的海岸，

在退潮時的干潟上有許多特別的生物及自然景觀，

為了讓大家能更認識有明海，2019 年開設了這間干

潟交流館 七海，館內有小小水族館展示著居住於有

明海的生物，還有一區可以觸摸海底生物，更有設

置展望台，能眺望一望無際的有明海景觀，還有提

供免費的望遠鏡，可以觀察在干潟上的生物。

已有 600 年歷史的竹崎城址展望台公園，宛如

被花海包圍的幸福小城。春天擁有櫻花搭古城再

配油菜花海的經典美景，夏季則能觀賞繡球花。

晴天時登上竹崎城址展望台更可遠眺阿蘇群山、

向南可看到長崎的雲仙岳、往北可看到佐賀機

場，360 度美景無死角，每個角度都超棒！

誕生院

干潟交流館七海 竹崎城址展望台公園

保庇好孕、安產還能順道賞花

親子寓教於樂好去處 古城登高望遠看花海

【地址】鹿島市納富分 2011    【時間】8:00 ～ 17:00
【交通】從 JR 肥前濱站搭乘計程車約 6 分鐘

【地址】鹿島市大字音成甲 4427-5  
【時間】9:00 ～ 17:00（5 月～ 10 月延

長至 18:00）
【費用】入館免費
【公休日】12 月 29 日～ 1 月 3 日
【交通】JR 肥前七浦站徒歩約 10 分鐘

【地址】太良町竹崎 128  
【交通】JR 肥前大浦站搭乘
祐德巴士（太良線）至觀世
音橫站，徒步約 5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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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從 JR 唐津站搭公車前往約 35 分鐘，於「Marinepal 呼子」碼頭乘船 
【費用】2022 年 7 月 11 日起調整為，大人（國中生以上）2,000 日圓
                 小學生 1,000 日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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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子朝市就位於呼子港旁，早上漁船停港時聚集了許多商人前來選購

新鮮漁獲，商業往來頻繁形成熱鬧市集，因此取名為呼子朝市。全長

200 公尺的呼子朝市攤販林立，可買到各式新鮮漁獲、時令花卉蔬果

等等，每天早上 7 點半到 11 點禁止車輛進入，供攤販使用。1989 年

呼子大橋完工後，在漁農單位的協力合作下，呼子朝市晉身為日本三

大朝市之一，促進呼子當地的觀光。

呼子朝市 晉級日本三大朝市

搭乘呼子遊覽船「烏賊丸」探索神秘的七釜洞窟。七釜洞窟為海浪侵蝕形成的洞穴，外觀有如七個鍋

釜並列在一起的斷崖奇景，是由柱體形狀的玄武岩堆積而成，為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之作。遊覽船會開

進七釜洞窟內，遊客可站在船前甲板上近距離觀賞洞窟內的自然奇觀。每到夏天業者也會不定期推出

親子生態活動，體驗從遊覽船上餵食魚群，或是將海水魚幼苗放生回大海等等，寓教於樂的自然體驗

相當適合親子同遊。

呼子遊覽船「烏賊丸」 探索神秘的七釜洞窟

【地址】唐津市呼子町呼子朝市通り
【時間】7:30 ～ 12:00
【公休日】元旦
【交通】從 JR 唐津站徒步 5 分鐘到
 唐津巴士中心搭乘昭和巴 
 士約 30 分鐘在呼子下車
 

【地址】唐津市呼子町     【電話】0955-82-3001  
【時間】09:30 ～ 16:30（每小時一班船）
【公休日】無     

呼子大橋是連接呼

子本島和加部島、

全長 728 公尺的大

橋。在加部島側有

一個風見丘公園，

這裡是呼子地區代

表性的展望台，登

上展望台就能將魄

力滿點的呼子橋和

呼子灣盡收眼底，

也可以眺望玄界灘

地景色，周邊四季

盛開的花朵也很美

麗呢！

呼子大橋 風見丘公園展望呼子灣

港口旁的呼子名店，首推活烏賊生魚片定食，晶

瑩剔透的外觀加上鮮甜、富嚼勁的口感，是吃過

一次就難以忘記的美味。而 Q 彈肥美的 Q 鯖魚生

魚片定食也相當推薦。店家嚴選玄界灘極鮮海味，

亦有佐賀牛等

在地滋味。針

對不敢吃生食

的客人，也備

有鹽烤 Q 鯖魚

定食、平日限

定的天婦羅定

食等。

海舟 本店 活烏賊生魚片一吃就上癮

【地址】唐津市呼子町加部島 3279-1
【電話】0955-82-3426( 呼子觀光案內所 )
【交通】從呼子巴士站乘公車前往加部島，於片島站
  下車後徒步 8 分鐘

【地址】唐津市呼子町殿ノ浦 552-2
【時間】11:00 ～ 18:00
【公休日】不定時
【交通】從唐津市區搭乘計程車約半小時

日本規模第二大的名護屋城跡，是豐臣秀吉於文祿慶長戰役中所建造的

城堡。占地約有 17 萬平方公尺，從城堡中心向外延伸半徑 3 公里的範

圍中有超過 130 座日本戰國名將所建造的陣屋，涵蓋地域相當廣闊，為

歷史上少見的遺跡。文祿慶長戰役中，朝鮮半島的人將製陶的技術傳到

九州各地，才有了現今聞名世界的唐津燒、有田燒。名護屋城博物館中

展示了日本列島與朝鮮半島的往來歷史文物等，前往參觀可了解佐賀當

地的歷史。

名護屋城跡 豐臣秀吉歷史名城

【地址】唐津市鎮西町名護屋 1931-3    【電話】0955-82-4905            
【時間】9:00 ～ 17:00 【費用】免費參觀 
【公休日】名護屋城博物館：星期一、國定假日、12/29 ～ 12/31・名護屋城跡：全年無休
【交通】從 JR 唐津站、西唐津站或大手口巴士中心搭乘昭和公車約 40 分鐘於
「名護屋城博物館入口」下車，徒步 5 分鐘後即達博物館。

呼 子 町YOBUKO Ch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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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藝術之森位於作禮山的山腳，耗費了 30 年的歲月才打造出

這座絕美的森林。這座森林中共種植超過 10,000 棵以上的楓葉，

當秋季到來森林中的紅葉紛紛轉變成深紅、黃綠色，將山谷染成

色彩繽紛的另一個世界。境內更有一處以古民宅所改建而成的

「風遊山莊」，從山莊往外望去的金秋楓紅景致堪稱絕美。

環境藝術之森 欣賞萬株楓紅絕景

【地址】唐津市嚴木町平之 667  【電話】0955-63-2433  【時間】9:00 ～ 16:00
【費用】成人 ( 高中以上 )700 日圓、國中小學生 300 日圓、幼童免費
【交通】從 JR 嚴木站搭乘計程車約 15 分鐘

位 於 海 拔

284 公尺高

的鏡山展望

台，是遠眺

虹之松原、

唐津市區與唐津灣海岸的最佳景點，春季 3 月

下旬～ 4 月上旬可賞櫻花，5 月則能一望多達

1 萬株的杜鵑花。

唐津灣高島上的寶當神社是

祈求中樂透很靈驗的神社。

由於神社名稱「寶當」在日

文中帶有中獎的意思，因此

吸引了大批彩券迷前來祈求

中獎。在電視節目採訪的推

波助瀾下，每年將近有 20 萬名信眾前來參拜。

鏡山展望台 寶當神社眺望虹之松原最佳位置 世上距離發財夢最近的地方

【地址】唐津市鏡山
【交通】從 JR 虹之松原站搭乘計程車約 15 分鐘

【地址】唐津市高島 523 【電話】0955-74-3715
【費用】單程船票大人 220 日圓、孩童 110 日圓 ( 神社參拜免費 )
【交通】從 JR 唐津站搭計程車到寶當棧橋，坐船約 10 分鐘抵   

 達高島港，下船後徒步 3 分鐘

眺望唐津海灣的露天溫泉

位於唐津海灣旁的度假飯店，鄰近海灣的

超大泳池可在海天一色的美景中盡情的玩

樂與放鬆，享受悠閒自在的度假生活。餐

廳提供唐津海鮮料理和義式套餐可供選

擇，使用各種新鮮食材滿足住客的味蕾。

【電話】0955-75-3300
【地址】唐津市東唐津 4 丁目 182
【交通】從 JR 東唐津站搭乘計程車
   前往約 3 分鐘

唐津 SEASIDE 飯店
唐津シーサイドホテル

觀光
旅館

為傳統和風旅館，飯店露天溫

泉能眺望唐津灣海景，入住客

人都能免費使用家庭風呂1次，

晚上 6 點～ 8 點還能免費享用

飯店酒吧所提供的酒類、軟性

飲料及輕食，另外還有提供免

費的多款浴衣給客人選擇。

【電話】0955-56-7007
【地址】唐津市濱玉町濱崎 1613

汐湯凪之音
汐湯凪の音

日式
旅館

有如歐洲古堡面山臨海的唐津城，位於唐津市滿

島山上，是由豐臣秀吉的家臣寺澤廣高於江戶時

代建成，從城頂天守閣上眺望左右松原，形狀彷

彿白鶴展翅高飛，別名又稱舞鶴城。天守閣天晴

時可從 5 樓瞭望台鳥瞰遼闊的虹之松原、唐津灣

上的高島。唐津城周邊的舞鶴公園為賞櫻、紫藤

花勝地，3 月為 500 株吉野櫻齊開，5 月則是讓

人驚豔的百年紫藤瀑布。

唐津城 粉櫻紫藤下的絕美古城

【地址】唐津市東城内 8-1 【電話】0955-72-5697    
【時間】9:00 ～ 17:00      【公休日】12/29 ～ 12/31
【費用】成人（15 歳以上）500 日圓、
 國中小學生 250 日圓
【交通】從 JR 唐津站搭公車約 10 分鐘於唐津城入口下車

擁有七大不可思議傳說的虹之松原，是 400 年前的唐津藩主為了

防止風災、受潮而種植的防風林，沿著唐津海灣全長 5 公里、寬

1 公里的平原，種了 100 萬棵黑松樹，涵蓋範圍有如彩虹弧度一

般，因而取名為虹之松原。綠

蔭環繞的虹之松原、空氣清淨

充滿了松樹香氣，遊客可漫步

於松林間，享受大自然的芬多

精，或是徒步到海天一色的唐

津海灣吹海風，也令人相當心

曠神怡。

虹之松原 海灣旁的神秘黑森林

【地址】唐津市東唐津    【費用】免費參觀
【交通】從唐津大手口巴士中心搭乘昭和巴士往唐津站方向，於「SEASIDE 前」站下車

1800 坪和風庭園

保有明治大正風情的木造日

式旅館。會席料理選用玄界

灘當季新鮮海產，館內也設

有隆太窯、花子藝廊，推薦

給喜歡古物、喜歡魚料理的

旅客。
【電話】0955-72-7181  
【地址】唐津市東唐津 2-4-40
【交通】從 JR 東唐津站搭乘計程車
   前往約 6 分鐘

【交通】從 JR 濱崎站徒步約 10 分鐘

洋洋閣
洋々閣

日式
旅館

露天溫泉能眺望唐津灣海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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鳥
栖

當地住宿推薦

佐
賀

唐 津 市KARATSU City

北
部

舊唐津銀行是由東京車

站建築師辰野金吾為故

鄉所設計，當時唐津市

為煤礦進出口集散地，

經濟繁榮，因而由當

地實業家大島小太郎發

起建造唐津銀行，以便

金錢流通。建造時因辰

野金吾正忙於國家大事

「東京車站」的監修，

於是委託他的弟子田中

實來負責唐津銀行的建造事宜，田中實依循當時前輩的「辰野

式」風格，將英國風的唐津銀行於 1912 年完工，這也算是師

徒合作的完美結晶，同時也是唐津引進西洋文化，且為揭開唐

津近代化的開端。

舊唐津銀行 明治時代西洋建築超亮眼

【地址】唐津市本町 1513-1 【門票】免費入場參觀   【時間】 9:00 ～ 18:00
【公休日】12/29 ～ 31 【交通】從 JR 唐津站徒步約 10 分鐘

《© 唐津觀光協會》

每年11月初是唐津市最熱鬧的宮日節，豪華絢麗的巨無霸造型神

轎、日文被稱為「曳山」會總動員在市街舉行盛大遊行。但平時

這些曳山則是停放在曳山展示場給大家參觀，館內也有播放祭典

影片提供免費觀賞，入口處也販賣許多周邊紀念商品，其中最有

人氣的首推「金鯛」曳山商品！

※曳山展示場於2021年9月進入翻修改建期，館內14台曳山暫

時移至唐津市故鄉會館 ARPINO(唐津市ふるさと館アルピノ)， 

預計2025年完工。

曳山展示場 趕不上祭典也可欣賞絢麗曳山

【地址】唐津市新興町 2881-1  
【費用】成人 (15 歳以上 ) 310 日圓、國中小學生 150 日圓【時間】9:00 ～ 17:00 
【交通】從 JR 唐津站徒步３分鐘    【休館日】12/29 ～ 31，12 月第一個星期二、三

餐廳坐享唐津海灣周邊景色

寬敞舒適的和洋式房間可眺望唐津海灣、虹之松原絕景。餐廳

擁有唐津市最大的水產養殖箱，魷魚料理直接現撈製作，品嚐

最新鮮的美味，還可邊欣賞玄界灘的迷人夜

景邊享用獨特的和法式料理，浪漫又愜意。

【地址】佐賀県唐津市東唐津 4-9-20
【電話】0955-72-0111
【交通】從 JR 東唐津站搭乘計程車前往約 3 分鐘

佐賀唐津 Hotel & Resorts
Hotel & Resorts SAGA-KARATSU

觀光
飯店

明治時期大企業家高取伊好所遺留下來的宅

邸，為占地 2300 坪的建物，走和洋折衷設計

路線，部分外觀採用當時西洋盛行的新藝術風

格，屋內設有高取伊好喜愛的能劇表演舞台，

與西式洋房形成不同對比，反映出屋主受到西

洋文化影響下的思維。舊高取邸的建築被指定

為日本重要文化財，在文化廳指導下，已將建

築修復為昭和時期原貌。

舊高取邸 明治企業家豪宅重現

【地址】唐津市北城内 5-40 【電話】0955-75-0289  
【時間】09:30 ～ 17:00     
【費用】成人 (15 歳以上 )520 日圓、國中小學生 260 日圓
【公休日】星期一 ( 逢國定假日隔日休息）、12/29 ～ 1/3  
【交通】從 JR 唐津站搭公車 10 分鐘於「城内二の門」
  站下車後徒歩 5 分鐘

波戶岬露營場備有 4 種不同的露營區，除了一般露營區外，亦

有一帳一車位的汽車露營區。想在絕佳位置觀賞玄界灘落日美

景的旅人，推薦選擇能在大片草地中，隨意挑選搭帳地點的自

由搭帳區。若是預算充足，還可以預訂備有空調、冰箱的豪華

露營區。只要提前在官網預約，便能租借帳篷、睡袋、BBQ 爐

等用品，亦可以加訂玄界灘海鮮、佐賀牛等在地食材。不用自

己攜帶露營用品，人到便

能享受露營樂趣。

波戶岬露營場 坐擁無敵海景、絕美夕陽

【地址】唐津市鎮西町名護屋 7324   【電話】0955-82-2820　   
【公休日】每周三 ( 黃金周、7~9 月 等旺季無休息 )【費用】依各露營區而異
【交通】JR 唐津站搭乘昭和巴士呼子線至波戶・波戶岬・波戶岬國民宿舍站，徒步約 10 分鐘

創業 200 多年的老字號旅館，坐

落虹之松原旁，擁有可眺望玄海

的展望露天浴場，玄海灘出產的

美味海鮮料理更是不容錯過。

【地址】唐津市濱玉町濱崎 1669-55  
【電話】0955-56-6234
【交通】從 JR 濱崎站下車徒步 7 分鐘

旅館魚半
旅館魚半

日式
旅館

呼子烏賊＋和牛＋鮑魚豪華全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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晴空染繽紛  佐賀國際熱氣球節

佐賀主題玩法 1

佐賀縣年度兩大盛事恰巧都在 11 月初前後舉辦，一個是能體驗日本道地熱鬧祭典的「唐津宮日節」；

另一個則是風靡全世界把天空點綴得美不勝收的「佐賀國際熱氣球節」。想要順利參加活動，事前準

備功課可是不能少的，快來了解活動的詳細內容吧！

華麗熱鬧祭典  唐津宮日節
16 世紀起舉辦至今的「唐津宮日節」，是唐津

神社秋季祭祀活動，每年 11 月 2 ～ 4 日都會定
期展開，不僅是感謝豐收的祭典，也被指定為國
家重要無形民俗文化遺產。

平時被停放在展示場豪華絢麗的曳山，祭典期
間會利用兩輪車拖出，於唐津市內遊行繞街，工
作人員拖曳著高達 2 ～ 5 噸重的獅子、虎鯨、將
軍頭盔、鯛魚、飛龍等 14 台曳山，前進時的高
昂士氣帶動了祭典現場的活力，圍觀民眾也為之
鼓舞，將氣氛帶到最高潮。

熱氣球的競賽項目主要集中在氣
流較穩定的早晨、下午或傍晚，
期間和晚上則穿插氣球教室、魔
幻氣球大集合等種種開放一般民
眾同樂參與的特別活動，甚至能
進入禁止靠近的競賽區域近距離
參觀熱氣球。

時間：10 月底至 11 月上旬，平日 6：00 ～ 17：00、
 週六＆日～ 19：30。
地點：佐賀市嘉瀨川河畔    交通：從 JR 佐賀站搭 JR 長崎
 本線約 5 分鐘，在 Balloon 佐賀站（臨時站）下車即達

秋天必玩！
唐津宮日節 & 佐賀國際熱氣球節

佐賀   大活力祭典2

想一睹 100 多個彩色熱氣球同時升空的畫面？號稱世
界級的佐賀國際熱氣球節，每年 11 月上旬在佐賀市嘉瀨
川河畔熱鬧展開，是亞洲最大的熱氣球比賽，聚集了來自
14 個國家、逾百熱氣球的競技選手，不但比技術、也比
造型，每年平均吸引近百萬觀光人潮湧入參加。

活動期間馳騁於空中的
各款熱氣球中，可以找
個自己最喜歡的來加油
打氣，祈求它能飛得又
高又穩，獲得好成績。

挑選最愛加油樂
活動   大重點推薦3

木棉町 1864 年
〔武田玄信之兜〕

9 號 

本町 1847 年
〔金獅子〕

8 號 

平野町 1869 年
〔上杉謙信之兜〕

10號 

米屋町 1869 年

酒吞童子與 
源賴光之兜

11號 

京町 1875 年
〔 珠取獅子〕

12號 

水主町 1876 年
〔魚虎〕

13號 

江川町 1876 年
〔七寶丸〕

14號 

中町 1824 年
〔青獅子〕

2 號 

刀町 1819 年
〔赤獅子〕

1 號 

材木町 1841 年
〔龜與浦島太郎〕

3 號 

吳服町 1844 年
〔源義經之兜〕

4 號 

魚町 1845 年
〔 鯛〕

5 號 

 大石町 1846 年
〔 鳳凰丸〕

6 號 

新町 1846 年
〔 飛龍〕

7 號 

所謂「曳山」就是「花車」，巨大花車表面採用傳統的「一閑張」漆器製作工法，在木頭和黏土的原型上重複黏上數百張和紙，
然後再重複塗上好幾層漆，最後再彩繪金銀色彩，完成一件作品需要兩年多，由 14 町分工製作完成。現存最大者高 6.8 公尺、
重達 3 噸；歷史最久的是 1819 年製成的「赤獅子」花車，這些曳山目前都被指定為日本國家重要無形民俗文化財。

琳琅滿目的曳山介紹

參加祭典攻略

〕〕

早上從神社出發巡遊市區後，中
午 12 點 14 台曳山會聚集在西
之濱，按照年份一字排開，陣仗
驚人，也是唐津宮日節最有看頭
的時候，15 點會再度出發環繞
市街後，各曳山會回到各町的置
放處，本日活動也告一段落。

各町曳山會再次回到唐津神社前集合，依循著和第二天幾乎一樣的路線在市內巡禮，中午
12 點半會在 JR 唐津站前米屋町通聚集和休息；14 點半再次出發，此時隊伍會喊著「安呀、
安呀」的口號提振士氣，並努力將曳山拉回曳山展示場置放，連續 3 天的唐津宮日節也在
此時閉幕。

路線：唐津神社前

▲

市內巡幸

▲

西之濱 ( 停留舉行神事 )
                      

▲

市內巡幸

▲

各町內曳山置放處

路線：各町內曳山置放處

▲

唐津神社前

▲

市內巡禮  

▲

唐津車站前

▲

市內巡禮

▲

曳山展示場

11 月 3 日 御旅所神幸 9：30 ～ 16：30白 天  

11 月 4 日 町廻 10：00 ～ 17：30白 天  

唐津宮日節活動的重頭戲是在 11 月 2 ～ 4 日，這 3 天所有曳山會依夜間和白天時段 ， 在唐津市內展開不同遊行路線，
一年一次可以觀賞到全部曳山的出場只有此時此刻！

路線：各町內曳山置放處 
▲

大手口
              

▲

市內巡禮  
▲

唐津神社前列隊集合

11 月 2 日 宵山 19：30 ～ 22：00夜 間  

當天早上各曳山會從曳山展示場拉回到各
町內做準備，晚上 7 點半第 1 號曳山赤
獅子從所屬的刀町出發，路線會經過其他
町，將剩下的 13 台曳山從最近的地方加
入隊伍，最後再一同往唐津神社前進！

除了聚集許多可愛動物造
型及色彩繽紛的「熱氣球
派對」，還有浪漫的「夜
間繫留」( 繫留指的是將
熱氣球固定不讓它飛走)、
露天音樂會等隨你玩！

推薦3
精彩活動任你玩

在休憩廣場可品嘗佐賀
特產、或挑選伴手禮，
於大自然環繞的美景中
邊享用佐賀美食，別有
樂趣。

享受美食 & 購物

推薦2 推薦1 

唐津宮日節每年定期於 11 月 2 ～ 4 日 3
天舉行，而佐賀國際熱氣球節是在 11 月上
旬，確定時間及活動內容會在 2、3 個月前
公布，大家抓準時間，就能來佐賀同時參

加到這兩大活動喔！

Lady Saga 小叮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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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賀主題玩法2
佐賀花散步 

徜徉
四季風光

擁有豐富自然美景的佐賀一年四季都能欣賞各

式花卉！粉嫩浪漫的櫻花、雅致可愛的繡球

花、艷麗動人的紅葉，來佐賀感受繽紛多彩的

賞花散步吧！

葫蘆島公園（佐賀市）
- 向日葵
位於佐賀市內，每年夏季 25 萬株向日葵花

海盛開，一望無際的黃色花毯相當壯觀，

免費入園。

【觀賞期】7 月中旬～下旬
【交通】從 JR 佐賀站巴士中心搭乘 56 號公車往久保泉工業團
                  地方向，至下渕站下車後徒步約 5 分鐘

二月 六月 十月四月 八月 月一月 三月 七月 月五月 九月 十
一

十
二

櫻花、油菜花〔3 月中旬～ 4 月上旬〕

紫藤花、杜鵑花〔4 月下旬～ 5 月上旬〕

蓮花〔6 月下旬～ 7 月中旬〕

薰衣草〔5 月下旬～ 6 月上旬〕

梅花〔2月中旬～3月上旬〕

菖蒲〔5 月下旬～ 6 月中旬〕

彼岸花〔9 月中旬～下旬〕

紅葉〔11 月上旬～下旬〕

石楠花〔4 月上旬～ 5 月上旬〕

繡球花〔6 月上旬～下旬〕

向日葵〔7月中旬～下旬〕

大波斯菊〔9 月下旬～ 10 月中旬〕 

九重葛〔全年〕

〔10 月下旬～ 11 月〕

● 2 月中旬～ 3 月上旬 →詳情見 P24 ● 3 月中旬～ 4 月上旬 →詳情見 P25

● 3 月下旬～ 4 月上旬 →詳情見 P22 ●油菜花 3 月中旬～ 5 月上旬、大波斯菊 9 月下旬～ 10

月中旬 →詳情見 P16

牛尾梅林（小城市） 松浦鐵道浦之崎站（伊萬里市）

小城公園（小城市） 金立公園（佐賀市）

梅花 櫻花

櫻花 油菜花 大波斯菊

城原川（神埼市）- 油菜花

東山公園（鹿島市）- 杜鵑花

佐賀機場大波斯菊園（佐賀市）
- 大波斯菊

高野寺 ( 武雄市 ) - 石楠花

見返瀑布（唐津市）- 繡球花

流經神埼市內的城原川沿岸種植約 10 公里長

的油菜花，約 1.7 公頃的油菜花海可從吉野里

歷史公園西口或神埼車站北口前往欣賞。

位於祐德稻荷神社正對面外院，春天約有 5 萬

株 40 種杜鵑花綻放，同時還可欣賞紫藤、牡

丹、菖蒲等，入園參觀免費。

位於佐賀機場旁，每年秋季約有 300 萬株

大波斯菊盛開，還能捕捉到飛機從壯觀花

海上飛過的獨特美景。

據說是弘法大師開山的高野寺以求子聞名，也

是賞石南花勝地。每年 4 月會舉辦「石南花祭」

販賣的名物小便當非常有人氣！

見返瀑布以高低落差達 100 公尺著稱，榮登「日

本瀑布百選」。每年夏季沿著瀑布一帶約有 40

品種、4 萬株繡球花盛開。

【觀賞期】3 月中旬～ 4 月上旬     【交通】從 JR 神埼站徒步 5 分鐘

【觀賞期】4 月下旬～ 5 月上旬   
【交通】從 JR 肥前鹿島站搭乘祐徳巴士，於終點站下車後徒步 5 分鐘

【觀賞期】9 月下旬～ 10 月中旬
【交通】從佐賀機場徒步約 20 分鐘

【觀賞期】4 月中旬～ 5 月上旬    【交通】JR 武雄溫泉站搭計程車 15 分

【觀賞期】6 月中旬～下旬 
【交通】從 JR 相知站轉乘公車至「伊岐佐上中」站下車徒步約 10 分鐘

●觀賞期： 全年 →詳細介紹請見 P32 ●春季 5 月初 3 天開放、秋季 11 月中 9 天開放 →詳情見 P15

●櫻花 & 杜鵑花 3 月中旬～ 5 月上旬、紅葉

11 月上旬～下旬 →詳情見 P39

●杜鵑花 4 月中旬～ 5 月上旬、繡球花 6 月上旬～下旬、 

紅葉 11 月中旬～ 12 月上旬→詳情見 P19 

九重葛之家嬉野（嬉野市） 九年庵（神埼市）

御船山樂園（武雄市） 大興善寺（基山町）

九重葛 紅葉

紅葉 紅葉櫻花 杜鵑花 杜鵑花 繡球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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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賀主題玩法3

快速搞懂佐賀 5 大知名陶瓷

陶瓷控血拚前 3 大預備課

探索有田燒起源地 參觀全球最大登窯 購買護陶御守

擁有享譽世界有田燒的佐賀縣，

是全日本最早的陶瓷製造發源

地，包括有田町、唐津市、武雄

市、嬉野市，境內坐落超過百家

窯場，各有風格。推薦以「陶瓷

聖地買物之旅」規劃拜訪窯場、

跟陶藝家對話等，不僅能深入學

習陶瓷世界，還能買到心儀陶藝

家的創作器皿。

有田燒 400 年歷史起源於有田町，

當時佐賀縣在鍋島藩的統治下，從

朝鮮半島找來的陶瓷工匠在「泉山

磁石場」發現了作為瓷器原料的石

頭，而開始蓋

窯製瓷，催生

出如今名聲遠

播的有田燒。

拜訪各大窯場前，建議先行

走訪號稱全世界最大規模的

登窯「飛龍窯」，一次可燒

製 12 萬個陶杯，了解燒窯

結構。

尤其不容錯過供奉有田燒陶祖

李參平的「陶山神社」，這裡

有全日本唯一的陶瓷大鳥居和

陶瓷御守，還可順便買張寫有

「陶器安全」的平安符，保佑

自 己 買 的 陶

瓷 搭 飛 機 回

國不會摔破。

第 課1 第 課3 第 課2

佐賀陶瓷聖地巡禮
  上一堂器皿品味課

造訪 6 大窯元陶藝家 & 作品

堅持純手工 260 年，50 多位職

人堅守塑形、上釉等分工崗位，

曠日廢時的作品華美精緻，更

被 JR 九州頂級列車「七星號」

採用。

由唐津燒一代大師中里隆和兒

子主持，主張陶器應是生活品

而非裝飾品，器皿真正完成要

在裝載食物後才算。作品充滿

樸實美感，非常耐看。

傳統技法結合現代元素，創造

摩登感有田燒。銀彩染付系列

採用銀色打底加上青花繪紋。

窯場內還附設有自家商品折扣

OUTLET ！

標榜地產地陶，使用在地土壤

和釉藥創作，陶藝家古賀末廣

更自己親手蓋登窯燒陶，致力

於將歷史中失傳的武雄燒相關

老技法復元。窯元提供拉坯﹑

透雕等陶藝體驗。

坐落在嬉野溫泉街上，一樓是

咖啡店，二樓展售作品和特色

雜貨。作品充滿現代感，如房

子造型陶飾筷架﹑三角飯糰形

狀陶瓷盤醬油碟﹗

為陶藝家佐佐田成子開設在田

中央的古民家藝廊餐廳，除了

展示華麗繽紛、用色大膽的作

品外，更家族總動員提供蕎麥

麵、點心等。

源右衛門窯【有田町】

隆太窯【唐津市】

福珠窯【有田町】

龜翁窯【武雄市】

224 porcelain【嬉野市】

房空路【武雄市】

【地址】西松浦郡有田町丸尾丙 2726
                 番地
【電話】0955-42-4164   
【營業時間】8:00-17:00、9:00-17:00 
                         ( 週六、日及例假日 )
【交通】JR 有田站搭計程車約 5 分鐘

【地址】唐津市見借 4333-1
【電話】0955-74-3503   
【營業時間】9:00-17:00 ，週三及孟藺
  盆節、唐津宮日節、年始年末休
【交通】JR 唐津站轉乘計程車約 15 分鐘

【地址】西松浦郡有田町中樽 2-30-16
【電話】0955-42-5277   
【營業時間】11:00-17:00 全年無休
【交通】JR 有田站搭計程車約 5 分鐘
   或 JR 上有田站徒步約 10 分鐘

【地址】武雄市山內町三間坂甲 15632-3
【電話】0954-45-5285   
【營業時間】9:00-17:00，不定休，
   體驗請先電話預約
【交通】JR 武雄溫泉站轉乘計程車約
                15 分鐘

【地址】嬉野市嬉野町下宿乙 909
【電話】0954-43-1220  
【營業時間】店舖：平日 10:00-16:00，
   週六、日及例假日 10:00-18:00
   ( 週三公休 )
   咖啡店：週六、日 11:00-17:00
  酒吧：週五、六、日 21:00-24:00
【交通】嬉野巴士中心徒步約 10 分鐘

【地址】武雄市山內町宮野小路 1426-1
【電話】0954-45-2234，週三休   
【營業時間】藝廊 11:30-16:00、餐廳
                         請先電洽
 【交通】JR 武雄溫泉站搭計程車約 30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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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賀主題玩法4

戀愛事業開運之旅
佐賀

祐德稻荷神社  財運戀愛有求必應

祐德稻荷神社與伏見、笠間並稱為日本三大稻荷神社，這裡主要祭拜網羅食衣住行的守護神─稻荷大神，

除了本殿外，境內還供奉了約 40 座支社。無論祈求生意興隆、交通安全、戀愛姻緣等都很靈驗，每年參

拜人潮超過 300 萬人，香火極其鼎盛。

求財運！ 寶當神社讓你一夜變億萬富翁
蓋在高島的寶當神社，是日本有名的中獎神社，過去這裡一度催生了不

少樂透頭獎中獎者，使得許多懷抱發財夢的人不遠千里而來試試手氣。

花 10 分鐘搭船拜一下，也許你的人生就因此時來運轉了呢！

寶當神社
就在這！

【地址】津市高島 523   【電話】0955-74-3715 
【交通】從 JR 唐津站搭計程車到寶當棧橋坐船抵達高島港   
【費用】單程船票大人 220 日圓、孩童 110 日圓（神社參拜免費）

參拜前
先去買
個開運
寶當
袋。

STEP

1
到寶當乃館購買樂透
彩券放入寶當袋。

STEP

2
帶 著 寶 當
袋 前 往 神
社 參 拜 祈
求中大獎。

STEP

3
最 後 再 買
個 金 運 御
守 保 佑 財
源廣進。

STEP

4

佐賀最有名的神社就是祐德稻荷神社，想要求事

業順利、姻緣美滿、生意興隆來這就對了！想要

中高額樂透則不能錯過在唐津的寶當神社，讓你

一夜變成億萬富翁！

佐賀的神社
不管求什麼
都很靈喔！

佐賀

事業運 UP!  在佐賀市尋找 828 尊惠比須
佐賀市區內隨處可發現惠比須神像的蹤跡，最近一次的調查統計指出市內共有

828 座惠比須神像，模樣基本上都是手拿釣竿和一隻鯛魚，有的在跳舞、有的在

笑、有的是兩人組合，千變萬化，其中最大尊的惠比須是在松原神社，是祈求開

運、招福、生意興隆和中樂透之神，大家也來找找自己喜歡的惠比須神吧 !

帥氣惠比須
此 尊 惠 比 須 原 為
1921 年 製 成， 長
期風化後臉龐變得
模 糊 不 已， 因 此
1992 年 重 新 再 塑
後，帥氣度倍增大
受好評，而有了此
封號。

電柱影惠比須
因藏身電線桿後方而得名，
昭和時代起就存在著，旨
在保佑中央本町魚市場的
生意，小販們因此天天抱
著感謝之意清洗神像，導
致神像表面有風化現象，
也代表了深厚的謝意。

大笑惠比須
看到此尊惠比須像，
馬 上 就 可 以 理 解 他
為 什 麼 會 取 大 笑 惠
比 須 的 名 字 了， 瞧
瞧他笑得多麼開心，
讓 人 也 不 自 覺 地 打
從內心微笑了起來。

位在本殿的正下方，這裡
供奉著結緣之神－岩崎大
神，在鳥居上匾額的邊緣
有愛心的符號，沒仔細看
還真的不會發現，大家參
拜時，記得找找看 !

祈求姻緣之神岩  崎  社

從御本殿往奧之院的
方向往上走，沿途參
道上排列著許多進獻
者供奉的鳥居，數量
有百座以上，由此也
可得知神社的供奉人
氣指數。

百座鳥居綿延不絕赤  鳥  居

從樓門沿著石階往上走徒
步 約 20 分 鐘， 即 可 抵 達
被杉木所包圍的奧之院，
據 說 這 裡 是 40 座 支 社 中
最靈驗的，特別是祈求生
意興隆，所以各位就算再
不愛爬山，也要爬上來參
拜才不會遺憾終身呀！

頂上神力最強之神奧  之  院

這裡供奉著稻荷大神的使者－白狐之
靈，據說此神社是在 1804 年建立，
屋簷上有花木和龍的精細雕刻，古老
建築被指定為縣的重要文化財。

社殿百年精細雕刻命  婦  社

日本神社賣的熊手，就像一支小掃
把，象徵要把所有財運和好運都掃進
來，日本很多做生意的人都會買一支
放在店裡，祈求生意興隆。

小熊手

此為女性必備御守，而此御守的由
來，據說是因為創建此神社的鍋島
直朝公的夫人是個美女來著，想要
保有青春美麗記得買一個啊！

漂亮御守•可愛御守

祈福御守推薦

特色惠比須

神社重點巡禮

從奧之院鳥居前的廣場可眺望有明海的絕佳景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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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步約

2 分鐘

徒步約

2 分鐘

徒步約

7 分鐘

徒步約

8 分鐘

和服體驗
「Yosohohi 之處

二葉」

舊
古賀家

肥前
通仙亭

佐嘉
神社

舊古賀
銀行

佐賀主題玩法5
變身和服美人

漫遊
佐賀市吧

和服美人漫遊路線圖

換上色彩繽紛的和服，以愉快的心情在充滿

懷舊氛圍的佐賀市歷史民俗館散步吧！位於

佐賀市內的歷史民俗館可不是博物館，而是

一條兩側都是古老日式建築的街道。這些老

屋在整修後仍保有當代的歷史韻味，也開放

餐廳、Café 等店舖進駐，周邊更有舊古賀

家、佐嘉神社等純和風景點，不僅能夠來場

日式和服散策，還能在有個性的小店品嚐下

午茶，相信女孩們一定會喜歡喔

Yosohohi 之處 二葉  變身和服美人！

以專做婚禮和服起家的「Yosohohi 之處二葉」，現在提供高品質的

和服體驗，店內的和服花色超多，每一件都很漂亮又有質感，協助

換裝的店員更是手腳俐落、且擁有獨特的搭配品味。從和服帶的挑

選、綁法，以及髮飾、木屐的搭配都非常講究，保證能讓遊客體驗

最正統且具日式風情的和服變裝！

【地址】佐賀市柳町 4-16-201 舊久富家２階
【電話】080-8356-3440
【時間】10:00 ～ 17:00 ( 毎週一、年初年尾公休 )

★佐賀市歷史民俗館
  【交通】從 JR 佐賀站巴士中心搭乘往東與賀方向市營巴士，
     至「吳服元町」站下車，徒步前往 4 分鐘

漫遊第1站

漫遊第3站 漫遊第4站

漫遊第2站

舊古賀家  Free ！怎麼拍都美景點

佐嘉神社  純和風必拍景點 舊古賀銀行  大正時期歐風洋溢

肥前通仙亭 
煎茶體驗只要 500 日圓

換上和服後第一站先前往怎麼拍都好看的免費景

點「舊古賀家」，這棟建築物是佐賀市的重要文

化財，擁有 130 年的悠久歷史，現今開放遊客自

由參觀。宅邸內有著內外兩座日式庭園，還有充

滿和式風情的廣間、走廊，每個角落都是取景的

絕佳地點！想要為自己的和服模樣留下紀念，這

裡可說是最推薦的景點喔！

在體驗完日式煎茶後，不妨散步到有著純和風風

情的佐嘉神社，這裡是繼舊古賀家後另一個必拍

的免費景點！佐嘉神社內祭祀著佐賀幕末的賢明

藩主「鍋島直正」，境內共散落的７處規模較小

的神社，在外圍有小河流經，還有經典的石橋風

景，每個畫面都能構成美麗的構圖！當然，除了

拍照留念外，還能順便走入境內參拜，祈求旅途

順利平安。

逛過了純和風的日式景點，接下來來點有著濃厚

異國的大正風情吧！舊古賀銀行創立於明治時期，

於大正初期非常繁盛，並擁有當時九州５大銀行

之一的美譽。整棟建築物保存至今，在將內部稍

作整修後又重新開放，現在更被指定為佐賀市的

重要文化財。館內展出許多當時的銀行文件資料、

有田燒等文物瓷器，另外也有附屬餐廳「浪漫座」

可供旅客享用午餐、下午茶喔！

舊古賀家瀰漫著古老的日式氛圍。

神社前就是拍照的絕佳場所。

從外觀就能感受到大正的

歐風情懷！

最後的茶葉也不要浪費，來嚐鮮看看吧～ 只要一個 500 元銅板就能體驗手泡煎茶喔！

庭園旁的走廊也是必拍的取景點喔！

在舊古賀家拍完美美的照片後，推薦可以前往「肥前

通仙亭」感受嬉野茶的魅力！這裡提供只要 500 日圓

的嬉野煎茶體驗，旅客們能夠坐下來稍作休息，並體

驗親手現泡煎茶。體驗除了有煎茶外，還附有傳統的

日式和菓子，搭配著享用滋味更加豐富喔！但最特別

的是，煎茶的茶葉在泡完後可以淋上柴魚醬油品嚐，

有點像是海苔的風味令人驚豔，大家一定要試試。

【地址】佐賀市柳町 2-9 
【時間】9:00 ～ 17:00
  ( 每週一及假日隔天、
  年初年尾公休 )

【地址】佐賀市松原 2-10-43 

【地址】佐賀市柳町 2-9 
【電話】0952-22-6849
【時間】9:00 ～ 17:00
  ( 每週一、12/29 ～
  1/3 公休 )

【地址】佐賀市松原 4 丁目 6-18    【電話】0952-65-2152
【時間】10:00 ～ 16:00( 每週一、日本國定假日隔天、年初年尾公休 )

6160 61



佐賀主題玩法6

【地址】佐賀市驛南本町 3-18  【營業時間】9:00-19:00，全年無休

【地址】佐賀市唐人 1-5-38  【營業時間】9:00-20:00，元旦公休

【地址】佐賀市唐人 1-5-45  【營業時間】8:00-20:00，全年無休

【地址】佐賀市白山 2-2-5  【營業時間】9:00-19:30
【公休日】 元旦、不定期休

【哪裡買】佐賀市觀光案內所 (JR 佐賀車站內 )  
【營業時間】平日 8:30-18:00、周末假日 8:30 ～ 17:00  
【公休日】12 月 31 日～ 1 月 3 日

想一次嘗遍佐賀甜點名店嗎？從 JR 佐賀站南口走出來，沿

著正面大馬路直走約 500 公尺到 1 公里處，馬路兩側分別坐

落著 4 家在地人喜愛的和菓子老字號，店內都設有桌椅提供

休息。佐賀市為了便利遊客，年年推出 500 日圓的「佐賀銘

果巡禮兌換券」，拿著這張券前往 4 家店皆可兌換該店代表

性甜點，並免費提供熱茶可在店內直接品嘗，非常超值。

佐賀市 4 大經典款
和菓子老舖散步

500 日圓換來的 4 種超值甜點！

以佐賀織品「佐賀錦」為意象所創作出來的同名

和菓子，在蒸糕中撒入紅豆與栗子，上下再鋪巧

克力黏合，像年輪蛋糕般可口的和風甜點。

傳承自初代職人八頭司傳吉的手工製法，製作出

全日本少見的「昔日風味羊羹」，沾滿糖霜酥脆

的外皮、以及風味濃郁的羊羹內餡，呈現出完美

的口感平衡。

號稱小城羊羹的元祖店，嚴選材料製成、有各種

大小尺寸。店家大方提供各式產品的試吃，還有

熱茶與桌椅提供小憩。和洋折衷的蛋糕銅鑼燒備

受女性客人喜愛。

佐賀伴手禮的頭號經典款首推來自葡萄牙的丸芳

露，使用筑紫平原的小麥粉和雞蛋、砂糖，以獨

家秘方烘烤出鬆軟可口的口感，低糖的樸素美味，

讓人百吃不膩。

村岡屋本店

八頭司傳吉本舖 ( 佐賀唐人町店 )

村岡總本舖 ( 唐人町店 ) 

北島 ( 白山本店 ) 

★代表甜點：佐賀錦蛋糕

★代表甜點：昔日風味羊羹

★代表甜點：銅鑼燒宗歡

★代表甜點：丸芳露

佐賀主題玩法7

位於佐賀東南方的太良町，在地名產以竹崎牡犡和竹崎蟹最聞名。從福岡開車沿著

國道 207 號線南下，會看見寫著「太良烤牡蠣海道 ( たらカキ焼海道 )」的大看板，

沿著有明海岸共有 15 家牡蠣小屋，提供最新鮮的現烤海鮮美味，不容錯過！

Lady SAGA 報你知

竹崎牡蠣就像台灣
有 名 的 東 石 蚵 仔，
是九州在地有名的
牡 蠣 品 牌。 由 於 有
明海域有機生物、礦物質豐富，使得這裡的牡蠣成長
極為迅速，只需耗時半年便能有其他海域養殖 2 年的
大小。而且相較於其他海域，有明海的鹽分濃度低，
可以把牡蠣原本的濃郁滋味發揮到最高，也難怪竹崎
牡蠣的美味在日本牡蠣界可說是數一數二！

從國道 207 號線南下，以太良
烤牡蠣海道看板為起點，有明
海沿岸共坐落著 15 家牡蠣小
屋。據說這裡可是九州牡蠣小
屋最早的發源地，始於 20 年
前某家海鮮店為了提供試吃品
乾脆現烤給來客吃而誕生。15
家小屋全都是標榜鐵網炭烤的
海鮮店面，多為牡蠣養殖漁夫
所開設，小屋多數面海可邊吃
燒烤海鮮、邊賞海景。

肥前屋  極鮮海味吃一波
有明海沿岸的肥前屋，集海鮮燒烤店、烏龍麵店、麵

包店、咖啡廳於一身，當中的牡蠣小屋主打新鮮海產

BBQ。當地必嚐的有明海牡蠣不用說，還有鮑魚、扇貝、

文蛤、草蝦等。此外，在物產館購買的動物內臟、多線

魚等也能在此料理。特別的是，這裡還有提供當地少見

的盒裝海鮮蒸烤料理（かんかん焼き），藉由把牡蠣、

貝類等放入盒中蒸烤，鎖住食材的鮮味，深受饕客喜愛。

※ 牡蠣等貝類為 11 月～ 5 月左右的期間限定美食。

【地址】太良町大浦丁 2166-19 
【 時 間 】 牡 蠣 小 屋 10:00 ～ 18:00（ 最 後 點 餐 17:00）、 烏 龍 麵 屋 11:00 ～

18:00、麵包店 9:00 ～ 18:00（賣完為止）、咖啡廳 11:00 ～ 17:00
【公休日】每週二
【交通】JR 肥前大浦站搭乘祐德巴士（太良線）至野上站，徒步約 2 分鐘

竹崎牡犡

   為何好吃？

太良烤牡蠣海道，

   九州牡蠣小屋發祥地！

烤牡蠣
海道吃竹崎蟹&大鮮蚵

GO! 太良
【500 日圓佐賀銘菓巡禮兌換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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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會開車又想前往大

眾 交 通 運 輸 工 具 到

不了的佐賀鄉間景點

嗎？單車輕旅行就是

你的不二選擇。既能

享受乘風暢快感，還

能隨時隨地停下腳步

捕捉美景，快來看看

推薦玩法有哪些！

佐賀主題玩法8

騎鐵馬追風去！
佐賀單車旅行這樣玩
踩單車遊遍武雄．嬉野．有田 3 市町
由有田町、武雄市、嬉野市攜手推出的單車旅行地圖「AUTo Cycling」，AUT 取自有田（Arita）、嬉

野（Ureshino）、武雄（Takeo）的首字母，只要跟著路線走，就能把 3 大區玩透透，完整感受日本

陶瓷器發源地、千年古湯的魅力。而且各市町都有電動腳踏車租借服務，就算是首次體驗長距離騎乘

的旅人，也能輕鬆騎完全程。3 大推薦玩法，如下

嬉野市時下超夯的戶外體驗「茶輪」，不僅能遠離人群，還能自在遊覽市內各大景點。商店街上的下

村自行車店擁有多款腳踏車、嬉野茶葉及附有濾茶器的隨行杯，最低僅需 800 日圓，便能帶著嬉野茶，

騎著租來的單車遊遍嬉野。若是茶喝完了，也能前往市內 12 家茶行、或嬉野茶交流館 Chaoshiru，花

200 日圓就能換上新茶葉、重新沖泡。

推薦路線（約 32 公里）：下村自行車店 → 豐玉姬神社 → 轟之瀑布公園 → 嬉

野茶交流館 Chaoshiru→ 天茶台 → 立岩展望台 → 肥前吉田燒窯元會館 → 重要

傳統建築物群保存地區「鹽田津」→ 下村自行車店

佐賀縣 2021 年開設的單車旅遊網「佐賀自行車俱樂部（SAGA Cycling CLUB）」，推廣巡遊縣內史蹟、

觀光景點、溫泉地的 5 大單車路線，並標示路線難易度、美景指數、美味指數作為參考值，方便遊客

找到合適的單車行程。

特別推薦美景、美味指數都榮獲 5 顆星滿分評價的有田－唐

津路線「西佐賀歷史＆美食單車旅」，以古有田風石牆「裏

街道之 TONBAI 塀」或自行車友善旅宿「伊萬里中央飯店」

為起點，途經戀人聖地「波戶岬」、呼子地標「呼子大橋」，

最後抵達日本三大松原之一的「虹之松原」。沿途可品嘗伊

萬里市隱藏版甜點「小嶋屋 銅鑼燒」或「波戶岬烤海螺」、

「唐津漢堡」，滿足視味覺享受。

推薦路線（從有田出發 83 公里）：

裏街道之 TONBAI 塀／伊萬里中央飯店 → 伊萬里甜點鋪「小嶋屋」→ 波戶岬 → 呼子大橋 → 虹之松原

總距離：79 公里
騎乘時間：約 7 小時
景 點 推 薦： 嬉 野． 鹽 田
津、有田．陶山神社▶完整路線

總距離：4 公里起
騎乘時間：約 20 分鐘起
景點推薦：武雄．武雄大
楠、嬉野．西博爾德足湯▶完整路線

總距離：11 ～ 12 公里
騎乘時間：50 分鐘
景點推薦：有田．內山地區、

武雄．黑髮之森溫泉天童之湯▶完整路線

▶5 大單車路線情報，請看
佐賀自行車俱樂部官網

▶ 下村自行車店

濃 縮 精 華， 一 天 玩 遍 有 田 町、 武 雄
市、嬉野市的廣域單車路線。

3 市町各有 3 主題任君挑選，無論是
喜愛運動、純想觀光、或是要收集打
卡美照，通通都能滿足！

深度感受 JR 有田站至 JR 三間坂站之
間的大自然、美食、溫泉及歷史文化
魅力。

制霸武雄．嬉野．有田玩法 健康．觀光．拍照打卡主題玩法 有田～武雄新手短途玩法

▶ 鹽田津 ▶ 武雄大楠 ▶ 有田町街景

【租借站點】
有田町／ KILIN ARITA 觀光案內所（JR 有田站徒步約 1 分鐘）
武雄市／武雄溫泉觀光案内人 TAKENABI（JR 武雄溫泉站內）
嬉野市／嬉野溫泉觀光協會（嬉野溫泉巴士中心徒步 1 分鐘）

【時間】9:00 ～ 17:00
【租借費】1 日 1,000 日圓（需另付押金 1,000 日圓）
【出借車種】電動腳踏車、越野腳踏車

【地址】嬉野市嬉野町大字下宿乙 938-1
【時間】11:00 ～ 18:00
【公休日】每周三，另有不定期公休
【租借費】一般腳踏車 800 日圓、電動輔助腳踏車 1,300 日圓、公路越野車

或 24 吋公路車 1,800 日圓、公路車 2,800 日圓
【交通】嬉野溫泉巴士中心徒步約 6 分鐘

租台單車輕鬆Go！
各租借點情報看這裡

帶著嬉野茶騎單車遊嬉野－茶輪體驗

佐賀單車旅行線上指南－佐賀自行車俱樂部

共有
9條路線

共有
2條路線

▶ 茶輪體驗附濾茶隨行杯

▶ 虹之松原的黑松林隧道

▶ 古湯．熊之川溫泉鄉的足湯

※ 更多單車租借站資訊，請參考 P66「腳踏車租借看過來」。

▶橋之休息站 DORONPA 設有
單車停車架，可安心臨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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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瀬單車租借站

【租借時間】11:00～16:00
【公休日】每週三、四（比照三瀬CUBE公休日）
【租借費】越野腳踏車1小時500日圓

電動輔助腳踏車1小時1,000日圓
兒童腳踏車1小時300日圓

【地點】三瀬CUBE （佐賀市三瀬村三瀬2769-1）

【時間】8:30～末班班機出發前15分鐘
  ※依每日航班有所變動。

【時間】6:00～末班班機出發前15分鐘
  ※依每日航班有所變動。

（みつせレンタサイクル）

神埼遊學館
【 租借時間 】平日9:00～16:30、週日9:00～15:00
【 公休日 】每週三、年末年初、盂蘭盆節休假
【 租借費 】1次200日圓
【 地點 】從JR神埼站南口徒步8分鐘

（かんざき遊学館）

神埼市觀光協會
【租借時間】10:00～17:00
【公休日】每週二、年末年初
【租借費】單人騎乘500日圓、雙人騎乘1,000日圓（須

交押金1,000日圓，還車時退還。）
【地點】王仁博士顯彰公園（神埼市神埼町志波屋）

佐賀玄關口「九州佐賀國際機場」
3大新亮點必朝聖

九州佐賀國際機場2021年整修展新貌，除了1樓大廳充滿時尚感的新觀光案內所，

能協助旅人排除旅行疑難雜症之外，2樓的伴手禮賣場區也進行改裝，包括由佐賀縣官方經營的名

產概念店sagair、佐賀工房 機場店、和ANA Festa，絕對能讓你買好買滿再回國！

全新觀光案內所（機場1樓）
機場觀光案內所提供英文、中文、韓文服務

。以佐賀縣產木材製成的圓形櫃台，上面擺

放了縣內20個市町村的觀光資料，櫃子下

方則裝飾著該地區相對應的名產如有田燒、

日本酒等，方便遊客一覽當地特色名物。

名產概念店sagair（機場2樓）
sagair內部裝潢

設計走圖書館風

，希望來店的消

費者都能抱持著

尋找讀物時的那

份期待感，在擺

滿商品的陳列架

上，找到自己喜

愛的商品。最受矚目的商品為熱氣球皮膜製成的袋子，把

佐賀國際熱氣球節中使用過的熱氣球皮膜再利用所推出的

托特包、隨身小包，不僅耐用輕巧，還兼具時尚環保。此

外，店內還有百年歷史菓子舖村岡總本舖的「小城羊羹」 

、伊萬里百年酒藏古伊萬里酒造的有田燒杯酒「

NOMANNE」等眾多商品，等著大家來挖寶。

佐賀工房 機場店（機場2樓）
佐賀工房機場店集結各類型土產、

雜貨、酒類、化妝品，推薦商品有

以划算價格就能品嘗到佐賀牛滋味

的佐賀牛仙貝，以及以罕見綾紫芋

釀成、嘗起來清甜的芋燒酒「綾紫

魔界への誘い（暫譯：往綾紫魔界

之誘惑）」等。

【時間】8:30～18:00
  ※依每日航班有所變動。

9:00～16:30（受理時間9:00～15:30）

9:00～16:30（受理時間9:00～15:30）



從台灣桃園機場出發到福岡機場每天都有航班，航程約 2 小時 10 分，

隨時都可輕鬆前往。抵達福岡機場後，可選擇高速巴士或電車前往佐賀。 

首先，抵達福岡機場國際航廈時，必須先搭乘機場免費接駁車前往福岡機場國內航廈，才能順利搭乘電車前

往各個地區。（接駁車約每 10 分鐘 1 班）

如何前往佐賀
從海外前往佐賀的最佳選擇是利用九州最大的福岡機

場進出。從福岡無論搭乘巴士或電車都可前往佐賀，交通

十分方便，快跟著 Lady SAGA 一起前進佐賀！

跟著 Lady SAGA 勇闖佐賀

→ 從福岡機場前往佐賀

西鐵高速巴士

約 1 小時，單程 1,300 日圓
福岡機場國際航廈 佐賀站巴士中心

機場免費接駁車

每 10 分鐘 1 班

昭和巴士

約 2 小時，單程 1,250 日圓

昭和巴士

約 2 小時 30 分，單程 2,100 日圓

福岡機場國際航廈
福岡機場
國內航廈

唐津

伊萬里

福岡市營地鐵

5 分鐘，260 日圓

約 1 小時 30 分，單程 1,200 日圓

福岡市營地鐵

JR 特急 <KAMOME 號 > 或 <MIDORI 號 >

約 40 分，單程 2,130 日圓

JR
博多站

JR
佐賀站

JR 特急 <MIDORI 號 >

約 1 小時 25 分，單程 3,050 日圓

JR
有田站

JR
唐津站

JR 特急 <MIDORI 號 >

約 1 小時 10 分，單程 2,880 日圓

JR 武雄
溫泉站

利用
高速巴士
前往佐賀

利用
電車經由
福岡市

前往佐賀
福岡機場
國內航廈

利用利木津計程車

配合台灣虎航直飛佐賀的航班時間，都有提供路線巴士可以接駁從佐賀機場和佐賀市區之間的交通移

動，十分方便。

→ 從佐賀機場前往佐賀市區

30 分鐘，600 日圓
佐賀機場 佐賀站巴士中心

利用路線
巴士

直達！共乘！上網就能簡單預約九州佐賀國際機場接駁計程車。飛機

抵達佐賀之後，等預約者到齊即可出發。

【服務條件】 

★共乘制，可能會有其他人併車的情況發生。  ★預約制，請於搭乘日期前一天 16 點前預約

在佐賀縣內觀光，主要可利用 JR 鐵道、巴士移動最為方便，亦可租車來趟自駕遊，體驗

更深度的佐賀縣之旅。

JR 九州鐵路周遊券

在限定時間內可隨意搭乘

九州新幹線、特急列車、

普通車等 JR 九州所有的

列車指定席、自由席。

2020年6月1日後預約周遊券者，
取消指定席預約次數限制。

周遊券使用範圍 種類 票價

 
北部九州地區

 3 天券 10,000 日圓    

 5 天券 14,000 日圓

   全九州地區
 3 天券 17,000 日圓

 5 天券 18,500 日圓

周遊券使用範圍 種類 票價

 北部九州地區 3 天券  9,000 日圓

 3 天券 11,000日圓

   

全九州地區
 4 天券 14,000日圓

SUNQ巴士通票

在 ３ ～ 4 天 內 可

自由搭乘九州的巴

士，包括長途巴士

及普通巴士，約有

2200 條巴士路線。

推薦 超值交通票券

佐賀縣內主要鐵道‧巴士路線圖

吉野里公園

佐賀

唐津

呼子

武雄溫泉

伊萬里

嬉野溫泉

有田

博多

西唐津

山本

肥前山口

福岡
機場

山陽
新幹線

JR大村線

福岡市營地鐵／JR筑肥線

JR特急<MIDORI號>

JR特急
<KAMOME號>

JR筑肥線

JR長崎本線
普通

九
州
新
幹
線

昭
和
巴
士

松
浦
鐵
路 J

R
唐
津
線

祐
德
巴
士

佐
賀
市
營
巴
士

J
R
鹿
兒
島
本
線

九州佐賀
國際機場

有明海

肥前
鹿島

多良

波戶岬

鳥栖
新
鳥
栖

諫早

彼杵

新大村

往長崎

往佐世保

往
佐
世
保

往
松
浦

往
本
州

往熊本

佐賀車站巴士總站∼唐津巴士總站
昭和巴士  約2小時
1,200日圓  1天9∼12班

新鳥栖∼佐賀
特急13分  980日圓
（搭乘自由席）

鳥栖∼吉野里公園
14分  280日圓
新鳥栖∼吉野里公園
10分  280日圓

佐賀∼吉野里公園
11分  280日圓

九州佐賀國際機場∼佐賀車站巴士總站
佐賀市營巴士  35分
600日圓  行駛時間依班機而定

佐賀車站巴士總站∼武雄溫泉
祐德巴士  1小時10分
1,000日圓  1小時1班

佐賀∼武雄溫泉
特急24分  1,320日圓
（搭乘自由席）

佐賀∼唐津
1小時10分 1,130日圓

唐津∼伊萬里
50分  660日圓

唐津巴士總站∼呼子
昭和巴士  30分
760日圓  1小時1、2班

唐津巴士總站∼波戶岬
昭和巴士  50分
960日圓  1天6∼8班

唐津巴士總站∼伊萬里車站
昭和巴士  55分
1,050日圓  1天10∼12班

有田∼伊萬里
25分  460日圓

佐賀∼有田
特急41分  1,610日圓

武雄溫泉∼嬉野溫泉
西九州新幹線  1,150日圓
（搭乘自由席）

嬉野溫泉∼諫早
西九州新幹線  1,920日圓
（搭乘自由席）　

鹿島巴士總站∼武雄溫泉
祐德巴士  33分
800日圓  1天11班

肥前鹿島∼多良
約30分 280日圓 
1天10班左右

佐賀∼肥前鹿島
特急20分  1,320日圓
（搭乘自由席）

鹿島巴士總站∼嬉野溫泉巴士總站
祐德巴士  36分
790日圓  1小時1、2班

3,000日圓

2,500日圓

3,000日圓

2,500日圓

3,000日圓

1,500日圓

2,000日圓

2,000日圓

1,500日圓

2,000日圓

3,000日圓

3,000日圓

3,000日圓

3,000日圓

2,000日圓

3,000日圓

2,500日圓

3,000日圓

2,500日圓

更多詳情及預約

6968



兜風去

出發前要準備好的3大證件 
護照      台灣駕照      駕照日文譯本*

新省錢工具Kyushu Expressway Pass

出發前請預先上網租車

機場租車流程

日本開車

注意事項

走出機場海關後，往正前方右邊即可

發現TOYOTA租車櫃檯。

營業時間：8:00∼20:00

 本文部分圖文提供 / 貓大爺部落格

找到TOYOTA福岡機場櫃台1

遞上網路預約單和預約號碼，服務小姐

會貼心提供門市接駁車的中文說明指示。

櫃台報到 請接下頁2

到三樓警察派出所旁的等候處等待接駁車。

接駁車上車處3 前往門市櫃台辦手續取車4

接駁車會直接載到機場旁

門市，約5分鐘就抵達。

接著辦理租車手續，店員

會影印好證件、協助填完

保單及保險，並會另行提

供日本開車注意事項、交

通守則、發生事故處理方

法、以及相關地圖，並教

授如何使用車內GPS導

航，然後即可取車。

在日本開車和台灣

最大的不同，在於

日本是右駕。因此

駕駛座在右方，雨

刷和方向燈也在右

邊，排檔在左手

邊，打檔要記得用

左手，小心別弄

混。

車輛直行時，許多

人會因為不習慣而

將車身偏左，幾乎

壓到左邊白線，其

實右邊安全空間不

需留太寬，讓車身

保持車道中央就

好。

轉彎時跟著前車

走，注意不要進

入對向車道。

最後還車時要

到加油站把油

箱加滿，再開

到租車公司還

車，一樣提供

免費機場接

駁，也可選擇

甲地租車乙地

還車。

善用GPS導航

日本

TOYOTA的

GPS備有中

文介面、

中文語音

系統，有

夠方便。

想要前往的地點只需

要輸入MAP CODE或

電話號碼，就能直接

定位，不懂日文也沒

關係。車子在行進中

時無法操作GPS，只

有在車子完全停駛時

才能設定，確保行車

安全。

車內GPS還會同

時出現平面和

立體圖像；需

要轉彎前也會

先以語音提

醒：如前方800

公尺右轉等，

好讓駕駛人不

會手忙腳亂。

日本道路

標示很清

楚，關鍵

地名都寫

漢字看得

懂。

經過收費站

時，GPS會告知

過路費用，一

律走ETC車道。

租車公司會提

供ETC卡片，還

車時再一起結

算過路費。

※注意！此活動優惠期間請參照官網內容。

Chec
k

1

在日本租車自助旅行！？想到就覺得好難，看不懂也聽不懂日文，開車沒問題嗎？其實，在日本租

車旅行一點也不難，而且自駕遊可以把行李箱丟後座，不用沿路推著走超輕鬆。同時在佐賀，幾乎

九成觀光景點的停車場都是免費，好省錢。以下將簡介如何從福岡機場租車、一路暢遊佐賀，以及

在日本開車的注意重點。

*駕照日文譯本請前往各地監理所辦理，日本不使用國際駕照，申請時請攜帶身分

證、駕照和100元現金，入境日本後一年內都有效。

Chec
k

6
日本高速公路的過路費相當昂貴，若旅遊路線是跨縣

跨區域的話，建議購買NEXCO西日本針對外國旅客推

出的Kyushu Expressway Pass，可以用優惠價在有效日

期內無限次使用九州高速公路。優惠金額從2天3,600

日圓起，使用期間越長越划算，更多情報請上中文網

頁：http://global.w-nexco.co.jp/tw/kep/

Check
2

為了避免臨時起意現場租不到車，提前上

網預約租車，不僅可享優惠也簡便流程。

TOYOTA租車網站提供中文說明&英文預

約網頁：https://rent.toyota.co.jp/zh-tw/

Check

3

Check

4

Check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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