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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出島

前進最神秘的軍艦島，出
發！

長崎市
NAGASAKI
身為長崎縣的政經中心，自江戶時代開始，長崎市是唯一對外貿易

港，大量吸收外國文化，充滿濃濃異國風情，市中心被山丘所環繞，

也因此擁有豐富坡道景觀，更成就出千萬美金夜景。

路面電車
懷舊感十足的路面電車橫貫長崎

市中心，總長11.5公里的市區電

車成立近百年來，載著長崎市民

上班下課，無論想去哪，都是

120日圓均一票價，是最便利的

交通工具！

1

出島
2005年完成建築修復的出島是鎖國時期的荷蘭

人居住地，包括餐廳、住宅、還有砂糖、染料

的倉庫，讓人彷彿穿越時空進入江戶時代。

5大浦天主堂
大浦天主堂是為了紀念殉道的「日本二十六聖

殉教者」所建設，充滿中古世紀的歐洲風情，

如今成了日本最古老的歌德式教會建築。

4

眼鏡橋
橫跨在市中心的中島川上，眼鏡橋是日本最古

老的拱形石橋，由於拱形橋身倒映在水面成了

眼鏡的形狀因而得名，為日本三名橋之一。

6

諏訪神社
諏訪神社不僅是日本三大之一的

長崎宮日節舉辦地點，境內綿延

的鳥居風景、各式各樣造型狛犬

以及難以計數的層層階梯亦是其

特色。

稻佐山展望台
長崎夜景在2012年被評選為與香港、摩洛哥並

稱的世界新三大夜景，來到海拔333公尺高的

稻佐山展望台，即可360度眺望這價值千萬美

金的絢爛夜景。白天前來景觀也十分遼闊，晴

朗時可以遠眺雲仙、天草、五島列島等地。

7

哥拉巴公園 
充滿著西洋風情，可眺望長崎港的哥拉巴公園

裡有日本最古老的木造洋館－哥拉巴宅邸等9

棟西洋風建築，是長崎最著名的觀光地，更是

熱門的情侶約會聖地。

8

和平公園
二次世界大戰時落在長崎市的原

子彈，造成莫大災害。如今落下

中心地是祈願世界和平的「和平

公園」，有和平祈禱像等提醒世

人和平的可貴。

2

3

可愛的雜貨小店也有許多貓小物。必逛充滿長崎風味的雜貨小店。
長崎特色風箏亦有

迷你版供裝飾。

長崎才可嚐到的叮鈴叮鈴把噗。
其實長崎市可是

聞名日本的貓街
。

來一杯龍馬卡布奇諾吧！長崎人熱愛的消夜竟然是飯糰！

到哥拉巴公園尋找幸福愛心石！

1  路面電車

2  和平公園

6  眼鏡橋

4  大浦天主堂

3  諏訪神社

7  稻佐山展望台

8  哥拉巴公園

長崎曾經是唯一對外的貿易港口，到處可看見異國建築。

長崎港

出島的和服體驗讓人彷彿穿梭回江戶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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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車站間最短距離就在這！

佐世保‧平戶
SASEBO   HIRADO
設有美軍基地的佐世保洋溢著美國風情，另外還擁有美麗的九十九島

壯闊景觀。而西側的平戶則是島嶼組成，曾經是日本唯一的對外貿易

港，保存著大量異國風建築與飲食文化。

平戶城

荷蘭商館
平戶從1609年開始的33年間是

唯一對荷蘭的貿易港口，港邊的

荷蘭商館更是日本第一座西洋式

建築物，周邊還留有許多當年的

遺跡。

從平戶城的天守閣能夠眺望平戶

大橋，晴朗時還能看到黑子島或

壹岐島，三面環海的地形成為天

然的壕溝，是日本百選名城之

一。

1

鄭成功紀念館
鄭成功紀念館重現了其幼年故居，館內鉅

細靡遺地展示鄭成功及其父親鄭芝龍生平

等相關資料。館外有株據說是鄭成功親手

種植的竹柏，還有鄭成功母子雕像。每年

鄭成功誕辰，還會於鄭成功廟舉行祭典。

4 豪斯登堡
重現中世紀歐洲荷蘭小鎮風光的豪斯登

堡，堪稱是日本最美的度假區，四季都充

滿魅力。春天的鬱金香、夏日的清涼祭

典、秋季的花之藝術祭到冬天浪漫的點燈

活動，一整年都魅力無窮。

5

豪斯登堡內忠實呈現人氣動漫
《航海王》千陽號的遊覽船，
遊客可和新世界篇的魯夫等人
合照留念。航程約20分鐘，

可盡情體驗航海王的世界觀。

教會巡禮
平戶可以欣賞到在以神社及寺廟

為主的日本傳統街景中，還有異

國教堂重疊相融的景觀。境內有

多座歷史悠久、風格迥異的教

堂，很適合來趟教會巡禮。

2

3

平戶有教堂也有傳統老街風情。

和漁師一起出海
捕魚去！

1  教會巡禮

2. 荷蘭商館

3  平戶城

4  鄭成功紀念館

5  豪斯登堡

九十九島為長崎人氣景點，可搭遊覽船欣賞這壯麗美景。

在松浦史料館體驗武士流茶道。在佐世保五番街可享受暢快購物樂趣。
燉牛肉是來佐世保必吃美食！

戶尾市場是唯一利
用防空洞蓋的市場

！

5  豪斯登堡 5  豪斯登堡

九十九島

5  豪斯登堡

1  教會巡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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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仙‧島原
UNZEN  SHIMABARA
雲仙市和島原市都位於島原半島，島中心有最早被指定為日本國立公園的
雲仙，有著雄偉的自然景觀，也有讓人身心舒暢的溫泉鄉。而島原則以和
風味十足的島原城為中心，能夠感受到江戶時代的氣氛。

千千石展望台限定炸馬鈴
薯。

夏天必吃山寺邑居的流水麵線！

逛累可免費在四
明莊休息喝杯茶

！
懷舊理容院變身喫茶店超有FU。

幸福紀念車票「將
幸福獻給吾妻」包著溫泉蛋的雲

仙炸彈麵包。
長崎蛋糕竟然也有汽水！現烤的微甜雲仙溫泉煎餅最美味～

利用小濱溫泉熱氣蒸煮美味料理！

雲仙地獄
由於水蒸氣與岩漿不斷地從縫隙

中冒出，雲仙溫泉籠罩著一大片

硫磺氣味與白色煙霧，讓人彷彿

置身在地獄，因此被稱為雲仙地

獄。

仁田嶺
春天的杜鵑花、夏天的新綠，秋

天的紅葉與冬季的霧冰，共同交

織出動人絕景，天晴時搭乘纜車

眺望甚至可看到熊本地區。

小濱足湯
小濱溫泉街上有座日本最長的

足湯，以攝氏105度的源泉為概

念，設計105公尺長的足湯，另

有蒸釜、健行足湯還有寵物足湯

等。

2

3

1

武家屋敷
島原城西側一帶保留著許多武士宅邸遺跡，流經道路中央的

清水為昔時生活、防災等用水，有數家宅邸可免費參觀。

5

城下町散策
島原以水都聞名，鎮上可見清澈流水，水道中有五彩繽紛的

鯉魚，為一大特色。以島原城為中心展開的散步路線可品味

島原老街氛圍。

6

島原城
矗立在市中心的島原城是島原半島的地標建築，頂端能眺望

島原市區全景。春天是島原城最美的季節，城牆邊粉嫩的櫻

花林道，讓人留連忘返。

4

溫泉(雲仙‧小濱‧島原)
被大海所包圍的島原半島上有許多人氣溫泉鄉，如日本最早

被指定為國立公園的雲仙溫泉、能欣賞到橘灣落日美景的小

濱溫泉以及可眺望有明海的島原溫泉。

7

搭上島原鐵道前往幸福吧！

6  城下町散策

5  武家屋敷

7  溫泉(雲仙‧小濱‧島原）

3  仁田嶺

3  仁田嶺
2  雲仙地獄1  小濱足湯

從仁田嶺搭乘雲仙纜車至山頂可眺望美麗的風景。

雲仙纜車

4  島原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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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豚料理

檸檬牛排

11

12
煮年糕

比目魚料理

煮年糕是島原半島地區的獨特年節料理，

除了年糕，還添加了蔬菜、肉類和鮮魚等食

材，以土鍋慢火燉煮出美味。

平戶為日本少數能夠捕獲天然比目魚的

地方，且要重達1公斤以上才會被認定為

平戶比目魚。在冬天的「平戶比目魚祭

典」可以用超值價格輕鬆品嚐這美味。

桌袱料理

伊勢龍蝦

長崎什錦麵

所謂桌袱料理是指在江戶鎖國時代傳入

異國的飲食文化所融合成的鄉土料理，

包括葡萄牙、中國與傳統日本，是長崎

代表性的美味。

長崎什錦麵源自中華街，濃郁的湯頭加

入肉類、海鮮與蔬菜等，美味又營養！

另有什錦炒麵則是在油炸過的麵條上淋

上勾芡配料，口感豐富。

伊勢龍蝦
長崎縣內的野母崎町及崎戶町是日本數

一數二的伊勢龍蝦漁場，在每年8月底龍

蝦祭舉行時，可以用超便宜的價格品嘗

到龍蝦料理。

6

1

2

3

4

5

九十九島牡蠣
九十九島牡蠣肉質鮮嫩，充滿海洋礦物

質，除了滿足味覺，還可恢復疲勞。不

管是炭烤、 油炸、生吃都鮮美無比。

2

平戶傳統點心CASDOUS是將浸過

蛋汁的長崎蛋糕裹上糖水下鍋油

炸，再鋪上滿滿一層砂糖，

外皮酥脆內部香軟，

深受大眾喜愛。

CASDOUS8

由美國大兵們帶來的佐世保漢堡文

化現已聞名全國，各家店都有獨特

口味，大塊漢堡肉搭配新鮮蔬菜、

起士和特調醬汁，是不能錯過的在

地美食。 

佐世保漢堡9

河豚料理
松浦地區為最高級虎河豚的養殖產地，虎河豚肉質富彈性，

味道和天然河豚相去不遠。在10月～3月的松浦虎河豚祭能

吃到各種美味河豚料理。

長崎蛋糕
長崎蛋糕就是俗稱的蜂蜜蛋糕，由

葡萄牙傳教士傳入日本。只用了雞

蛋、麵粉和砂糖作為食材，底部吃

得到沙沙的砂糖，是最大特色。

7

11

12 檸檬牛排
佐世保的「檸檬牛排」已有40年歷史，是將牛排肉切成薄片

放到鐵板上煎烤，再淋上以醬油為基底的醬汁，最後擺上檸

檬裝飾。

土耳其飯
土耳其飯是咖哩風味炒飯、

番茄義大利麵、炸豬排，再加

上清爽的沙拉所組合成的夢幻

美味，不同店家各有風味。

10

長崎
之

饗 宴
九十九島牡蠣

長崎什錦麵

比目魚料理

煮年糕

伊勢龍蝦

桌袱料理1

2

3

4

5

6

CASDOUS8 佐世保漢堡9長崎蛋糕7

土耳其飯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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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蜜桃蜂蜜蛋糕!

美味し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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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
體 驗長崎

長崎燈會
充滿異國風味的長崎，每年農曆春節會在

新地中華節舉辦一個中國味十足的燈會祭

典。祭典中有十二生肖的花燈外，還有以

該年生肖為主題的主燈，更有中國雜技、

祥獅伏瑞、皇帝閱兵、媽祖遊行等充滿中

國色彩的活動。燈會期間，街道會點起一

萬五千多個燈籠，非常壯觀。

5

長崎宮日節
日本三大祭典之一的長崎宮日節已有三百

多年歷史，是為了感謝諏訪神社帶來繁榮

而舉行的秋季祭神大典，已被列為國家指

定重要無形民俗文化財產。表演者穿上日

本傳統的祭典服裝，或扮裝成江戶時代荷

蘭人，融合了外來的中國與荷蘭文化，演

繹出長崎才有的祭舞特色。

1

長崎帆船祭

佐世保閃亮亮繽紛冬夜節

雲仙彩燈花霧冰
每年4月下旬舉辦的「長崎帆船祭」，是

集結來自世界各地的大型帆船，一同停在

觀光碼頭和長崎水邊之森公園，場面十分

壯觀。帆船祭舉行期間，遊客們能體驗揚

帆的快感、上船參觀，或是來趟帆船之

旅。週末並施放煙火，讓長崎港邊的浪漫

氣氛倍增！

每年11月中旬至聖誕節左右，佐世保市

中心的島瀨公園、Saruku4O3購物街、松

浦公園及佐世保公園會點綴起各種燈飾。

當夜幕低垂，一顆顆綴飾在行道樹梢的燈

泡們依序亮起，街上到處都像是一幅幅巨

大的閃亮動畫，散發著迷人的燦爛氛圍。

雲仙因地勢較高，每年冬天山上的樹梢都

會結起白色霧冰，因此冬天在雲仙溫泉街

上，會舉辦以霧冰為設計主題的點燈活

動，黑夜中閃閃發光的繽紛燈飾格外浪

漫。另外也有施放煙火，在冬季黑暗的夜

空中綻放的朵朵花火，將溫泉街幻化成童

話世界一般。

4

3

2

6

9

7

10

8

長崎企鵝水族館

漁師體驗

西海國立公園
九十九島水族館海閃閃

海上泛舟體驗

民家宿泊體驗

夢農場Chou Chou

長崎市郊區的企鵝水族館是

個能夠讓人們認識大自然魅

力的體驗學校，在此可近距

離觀察、接觸大型的國王企

鵝或世界最小型的小藍企鵝

等，此外還能夠欣賞企鵝遊

行、餵食秀等。

與在地的漁師們一起出海吧！搭船到放置定置

網的地方，用機器加手工把網子打撈上來後，

以網子把花枝、鰤魚、鯛魚等撈起來。依季

節不同，捕獲的魚也會跟著不一樣。回到港口

後，就可品嘗剛打撈上來的新鮮海味所做成的

漁師料理。

11 烤煎餅體驗
雲仙溫泉最著名的伴手禮就是用溫泉水和上麵

粉、雞蛋與砂糖所烤成溫泉煎餅，口感薄脆，

是種讓人吃了就會愛上的純粹好滋味。

在溫泉街的各家特產店都

能買到，而在遠江屋

本舖還能夠體驗自

己動手做煎餅。

水族館戶外的大型水槽內有豐富的水中生物悠

遊，讓人彷彿漫步在海中世界。這裡有日本最大

的「水母交響樂廳」，還可以和海豚盡情交流。

九十九島也是著名珍珠產地，因此能在此體驗挖

珍珠。

九十九島的海面平靜，因此非常適合從事海上

活動。在西海珍珠海洋遊覽區內，除了搭乘遊

覽船之外，還可搭乘皮艇欣賞九十九島美景。

工作人員事先教導划皮艇的方式，接下來穿上

救生衣後，就可以自在地悠游在海面上，度過

悠閒且愉快的時間。

12 13賞海豚體驗
在島原半島的南部與天草之間的區

域，約有300頭的野生海豚棲息於

此，透過賞海豚的體驗可以更了解

海豚的生態。穿上救生衣後便可搭

船出海，欣賞海豚在船邊悠遊的姿

態。出航情況雖因天候有所變動，

但賞海豚率高達99%。

想要親身體驗「來去鄉下住一晚」樂趣，就不

能錯過山海自然資源豐富的南島原。這裡有上

百家的農家民宿可提供外國人住宿，跟著民宿

主人一同下田採收農作物、準備晚餐等，充分

感受長崎鄉下的純樸民風。

大村市的夢農場Chou Chou是複合式的體驗設

施，園內有水果園、自助用餐區、手作體驗

區、麵包店、農產品直販所等。遊客可在此體  

                 驗採果樂趣後用餐，也可用現採

                的水果製作甜點或麵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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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崎燈會5

長崎帆船祭4

民家宿泊體驗

烤煎餅體驗 賞海豚體驗

夢農場Chou Ch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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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崎企鵝水族館

漁師體驗

海上泛舟體驗

6

9

10

8

╱10╱

長崎宮日節1

長崎帆船祭4

雲仙彩燈花霧冰

佐世保閃亮亮繽紛冬夜節3

2

西海國立公園九十九島

水族館海閃閃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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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し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