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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緣起 

今年四月(也就是 2014 年)老爹跟老爹的老爸結束了荷蘭自行車行程 (有興趣的

朋 友 ， 可 以 連 結 老 爹 的 荷 蘭 遊 記 ; 您 可 以 由  背 包 客 網 站

http://www.backpackers.com.tw/forum/showthread.php?t=1182437 或是  老

爹的官網 http://www.hi-dear.net/?p=953 進入) 後，女王就一直在提醒…她也

想要出去！不過若是帶女王出門，我們家的小公主也勢必要帶出門…好吧～趁著

小公主才二年級，課業上應該還可以承受幾天不上課，再加上需要躲一下”貴森

森”的暑假機票，所以我們決定安排國慶的三天連假，再請個三天，看看要去哪

裡？ 說真的…加上飛行時間，七天的時間應該去不了太遠的地方，上網找找機

票，竟然給我看到九州的國泰機票竟然不到八千，徵求女王同意，就給他訂了下

去，一家三口的機票款大約兩萬出頭。 

 

 

一張不到八千的日本機票，應該比先前去大阪時搭乘 Peach 還要划算，因為 Peach

加上行李也差不多這個價（雖然我知道大阪距離比較遠）而且又沒有供餐，以老

爹的標準，飛日本的機票，只要非廉價航空，八千以下可以說是非常划算。 

 

訂票之後，老爹忽然萌發一個新的念頭，通常去九州玩的朋友，絕大多數都是搭

乘九州觀光火車，要不就是”由布院之森”要不就是”阿蘇男孩號”…等等，因為想

要自由一點，何不…自己駕車呢? 日本的交通狀況也不錯啊…粗估了一下交通費

用，一家三口的交通費，貌似跟租車…過路費以及油錢差不多，也比較自由 (雖

然老爹開車自己會比較累)，應該會比較好玩，所以就決定了自駕北九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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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開始規劃 

若您讀過老爹的遊記，通常出門前，老爹會將所有的行程大致用 GOOGLE 

MAP 規劃一下，想要知道如何規劃? 請見老爹在荷蘭騎腳踏車的教學 (您可

以 連 結 背 包 客 網 站

http://www.backpackers.com.tw/forum/showthread.php?t=1172470 或是 

老爹的官網 http://www.hi-dear.net/?p=651)，就這一直標記一直標記，老

爹的北九州行程標記如下 

 
有興趣參考的朋友，可以透過這個連結得到詳細的資訊，連結有公開喔! 

https://mapsengine.google.com/map/edit?hl=zh-TW&authuser=0&mid=zw

tdaJQCqgew.kZBlo11TN-qk 

 

標記好了後，就是規劃要怎樣進行，老爹決定採順時鐘方式進行自駕，行程

預計安排方式如下: 

第一天: 下飛機後，在福岡住一晚 

第二天: 福岡取車，前往由布院住一晚 

第三天: 熊本住一晚，中途遊覽阿蘇火山 

第四天: 長崎住一晚 

第五天: 福岡住一晚 

第六天: 福岡再住一晚，SHOPPING? 

第七天: 回家 

https://mapsengine.google.com/map/edit?hl=zh-TW&authuser=0&mid=zwtdaJQCqgew.kZBlo11TN-qk
https://mapsengine.google.com/map/edit?hl=zh-TW&authuser=0&mid=zwtdaJQCqgew.kZBlo11TN-q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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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駕照取得 

前往日本自駕旅遊，首先需要的就是解決駕照問題，日本國對台灣相

當友善，不需要申請國際駕照 (話說…就算用國際駕照，貌似也不認帳)，

所以我們需要申請一張駕照”日文譯本”，怎麼申請呢? 其實不難，你只

要前往監理站，臨櫃申請就可以，費用…100 台幣~ 長的什麼樣子呢? 

就是一張 A4 紙，如下附圖: 

 

 

好多朋友來信問我有效期限多長? 上面沒有寫…應該沒有有效期限吧~ 

不過話說回來，一張 A4 紙能有多長，我想不一會就爛掉的吧! 對了…

除了駕照譯本要帶之外，千萬記得…駕照也要帶在身上喔! 所以簡單來

說，在日本駕車需要: 

 中華民國駕照正本 

 中華民國駕照日文譯本 

兩樣缺一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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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車輛取得 

既然駕車旅行，就一定要先預約車輛啊! 綜觀許多日本租車網站，老爹

選擇了一個有”繁體中文”的租車網站 http://www2.tocoo.jp/cn，因為

老爹可是日文白癡，或許會比較貴，還是看清楚每一條規則比較安全: 

 

依照網站的標示的步驟一，二，三…這樣下去，您就可以完成租車(因

為是中文網站，所以老爹就不詳細說明)，網站預定完成後，您會先收

到一封”完成預約確”認的 EMAIL 如下: 

 

 

這時您尚未預定完成喔，您必須要點擊郵件中的連結才算完成預約，

所以放心點下去，接著您會收到另一封”預約成立”的 E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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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您收到這分 EMAIL 時，才算是預約完成；請注意，您務必要留下這

封 EMAIL，因為裡面有許多資訊，還包括取消預約的密碼，所以您若

是丟了這封 EMAIL，想要取消預定，將會很麻煩；老爹這幾天的租車

費用包括保險為 19278 日幣，最近日幣貶值，五天的租車費用只要台

幣 5301 元，齁齁…五告秀… 

此外～還有一點需要注意，租車過程中，網頁會問你要不要 ETC Card，

若您需要開高速公路，建議您勾選這個選項，勾選這個選項後，您可

以將 ETC Card 寄送到你第一天住宿的飯店即可，並且在出發前幾天，

系統也會溫馨的提醒您，建議你跟飯店的櫃台說明一下比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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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尋找住宿 

既然城市以及路徑都出來了，緊接著老爹開始來解決住宿的問題；這

次的住宿比較簡單，絕大多數都是由Agoda.com完成，因為老爹幾乎是

Agoda.com的常客，所以累積了不少的點數，老爹給自己的花費是一天

一間3000台幣，這次真是個大挑戰，因為日本住宿本來就不便宜，再

加上小公主已經七歲了，通常這樣歲數在日本算是一個成人，所以住

起來很難不超過，就這樣一直訂一直訂…我們的住宿狀況如下： 

10/09  Hotel Sunline Fukuoka Hakata-Ekimae (3014 台幣) 

10/10  仙洞 (38880 日幣，折合11108 台幣，含早晚餐) 

10/11  Super Hotel Lohas Kumamoto Tennen Onsen (Super Hotel 

City Kumamoto) (4252 台幣) 

10/12  Hotel Forza Nagasaki (6038 台幣) 

10/13, 14  Richmond Hotel Fukuoka Tenjin (5890 台幣) 

總共住下來合計30302 台幣 

 

所以截至目前為止費用： 

機票：22226 

住宿：30302 

租車：5301 

總花費已經是57829台幣 

  

https://www.agoda.com/zh-tw/hotel-sunline-fukuoka-hakata-ekimae/hotel/fukuoka-jp.html?asq=v0rS0a1OqoRQ7bXy1Mh94p2kCzVRB2sXBxqcn4ezepFozvPhdPOUT08nHla2fPuM
https://www.agoda.com/zh-tw/super-hotel-lohas-kumamoto-tennen-onsen-super-hotel-city-kumamoto/hotel/kumamoto-jp.html?asq=v0rS0a1OqoRQ7bXy1Mh94p2kCzVRB2sXBxqcn4ezepFozvPhdPOUT08nHla2fPuM
https://www.agoda.com/zh-tw/super-hotel-lohas-kumamoto-tennen-onsen-super-hotel-city-kumamoto/hotel/kumamoto-jp.html?asq=v0rS0a1OqoRQ7bXy1Mh94p2kCzVRB2sXBxqcn4ezepFozvPhdPOUT08nHla2fPuM
https://www.agoda.com/zh-tw/hotel-forza-nagasaki/hotel/nagasaki-jp.html?asq=v0rS0a1OqoRQ7bXy1Mh94p2kCzVRB2sXBxqcn4ezepFozvPhdPOUT08nHla2fPuM
https://www.agoda.com/zh-tw/richmond-hotel-fukuoka-tenjin/hotel/fukuoka-jp.html?asq=v0rS0a1OqoRQ7bXy1Mh94p2kCzVRB2sXBxqcn4ezepFozvPhdPOUT08nHla2fP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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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吃到飽 SIM 卡取得 

身為科技人的老爹再加上上路都需要估狗大神導航，一定要有網路；

通常前往日本旅行的好朋友們，都會去申請 WoHo（詳細請見他們的官

網 http://www.telecomsquare.com.tw/），一天約兩百多一點點吧～所以五

天約需要一千多元；但是老爹找到一個更便宜的方法，就是去博客來

網站（http://www.books.com.tw/products/N000444661）買一張 Bmobile 台

灣 Visitor，五天只需要 899 元台幣，怎麼算都比 WiHo 要便宜一點點，

寄來長這樣 

 

裡用有中文使用說明教導您怎樣開通這張SIM卡（請準備好您的信用卡

以及護照的電子檔，因為過程中會用到；護照的電子檔，您可以用手

機拍攝上傳即可），唯一要注意的事，您必須在台灣先啟動這張SIM卡，

到了日本後才可以使用，千萬不要到日本才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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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出發了 

3.1 第一天 

便宜的機票時段總是不太好，下午五點半飛，所以早上老爹我仍然需

要上班，好不容易等到中午一過，馬上驅車回家，下午三點就出發前

往機場；因為機票三個月前買得，所以沒有法子享受到機場停車服務，

幸好老爹上次在荷蘭旅遊的時候，發現的一天一百元的第一航停車場

停車法（詳細請見 http://www.hi-dear.net/?p=685），這次仍然停那裡；

停好車後，前往國泰航空櫃台辦理登機囉～ 

飛行過程就不贅述，下了機場，第一件事…確認網路可不可以用，因為

老爹用的是ipad mini，所以nano SIM很早就放到機器中，開機…很好…

出現了信號以及LTE 圖示（竟然有支援LTE…感動），嘗試上網…失敗，

應該是APN設定沒有設好，拿出季來的說明書，依照上頭步驟好好設定

一番…結果…成功！可以上網…接著打開wifi分享給太后，發現竟然…沒

法子分享…不會吧～再試試放到我的Android手機…竟然可以分享，好

吧～跟大家報告，若您需要使用Bmobile，千萬千萬不要用iOS的機器，

不然沒法子分享給其他人。 

 

接著…跟大家一樣，前往今晚住宿，到了住宿的飯店，check in後，飯

店也很快速的將我的ETC Card給我，長相如下 

 
中間那張小小張得卡片就是ETC Card，左邊的A4紙有中文說明，並且

右邊有附上回郵信封，也就是當您使用完畢後，把ETC Card放到回郵信

封中，投入郵筒寄回去就可以，方便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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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第二天 

一早起床，就步行前往租車地點，依照google 指示約要十五分鐘左右，

不一會就抵達如下 

 

掏出我的…中華民國駕照以及日文譯本，接待員很快的完成手續，在辦

理同時，桌上也有好幾份中華民國駕照日文譯本的影本，看來應該有

許多台灣人也在這個站點租車，車子開過來後長相如下 

 
這台就是要伴隨我五天行程的車子，只開了七千多公里左右；車子開

過來後，一定要做檢查喔～我自己做了一些check point給各位大大參考 

 

 外觀檢查（比對車牌行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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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車體檢驗(大家一起看): 外觀刮痕（污穢）/胎痕/方向燈/大燈 

 車窗四個是否可以密封/天窗(若有) 

 備胎/工具/三角架 

 所有車門開關密合度 

 車底有沒有漏油，引擎蓋室有沒有漏油 

 內部檢查 

 雨刷/煞車燈/雨刷水/機油/變速箱油/煞車油/冷卻水/雨刷水/

電瓶水 

 內部cd播放（若有） 

 啟動後 

 不明燈號/溫度表/油門/煞車（含腳煞車，因為我的車子沒有

「手」煞車只有「腳」煞車）/ 轉向 

 其他問題 

 油箱蓋怎麼開？汽油種類(Regular? 輕油?)後視鏡椅背如何調

整？ 

 遇到 故障/車禍/遺失 怎樣處理？ 

 NOC(無法營業損失)保險有包括其中？（我租的這間沒有NOC

保險，有的話建議承保） 

 

通常加油都是加「Re-Gu-Lar」，加滿叫做「Fu-Ru」，加油員都聽得懂，

過去租過車的前輩都有交怎樣自助加油，我個人是覺得，日本的自動

化加油機器版本太多，學也學不晚，老爹我則是每次加油，即便是自

助式，我都請員工幫忙，他們人都不錯的喔～ 

 

檢驗車子完畢後，服務員會教你設定GPS，所以再這裡務必注意，若您

打算到日本開車，請勿必將您要去的景點「電話」查好，日本的GPS可

以用電話就可以導航到你想要去的地方，若沒有電話，您也可以用map 

code 前往， map code 這裡老爹就不多做說明，您可以看這裡

（ http://maybird.pixnet.net/blog/post/40351936-%E6%97%A5%E6

%9C%AC%E5%9C%B0%E5%9D%80%E6%80%8E%E9%BA%BC%E

6%9F%A5%E8%A9%A2map-code）得到您想要去的地方map code。 

 

一切設定完畢，首站…「太宰府天滿宮」，GPS輸入電話後，導航出現，

開車出去了，一出去…要左轉…是的～誠如先前日本開過車的大大，我

打成「雨刷」，我一直千交待晚交待自己，千萬不要打成雨刷，在第一

天…我就打錯了「六次」，真糗…在日本開車是輕鬆的，真的比台灣輕

鬆，絕大多數車輛都不會超車，尤其在高速公路上，內線車道幾乎沒

車，只要車子超過去，就會開回外線，不像台灣一堆烏龜車站不內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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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道…至於左駕習慣與否？其實我到是覺得還好，只要跟著前車移動，

通常不會有太大問題。 

 

景點：太宰府天滿宮(官網：http://www.dazaifutenmangu.or.jp/) 

其實太宰府天滿宮離福岡市中心約有20公里遠，若沒有駕車前往，是

需要搭乘鐵路的，不過…因為景點就在車站旁邊，倒也方便… 

太宰府天滿宮似乎祭祀的是學問之神（啊不就是台灣的文昌帝君，或

是孔廟？），火車站大門之間應該算是一條老街，有名的小吃應該是「梅

子餅」？我不知道這樣翻譯對不對，反正就是一個餅…裡面包紅豆，很

像…薄皮的台灣紅豆餅（不要打我），幾乎每一家都有賣就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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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束太宰府天滿宮的行程後，其實可以順便逛逛隔壁的「光明禪寺」，

不過相當小一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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閒晃了一陣子～中餐時間可以前往車站旁邊的暖慕拉麵吃飯；人…超

多…聽說這間拉麵是九州第一名（強上有貼），一蘭還只排第二呢？（我

個人還是比較鍾情一蘭…請見後面） 

 

 

結束了午餐，持續前往我們下個景點…湯（由）布院 

 

景點：湯布院/湯之坪/宿：仙洞 

來九州玩一定要來逛逛湯布院，一般而言，大家都會做「由布院之森」

觀光列車過來，雖然老爹這次是開車過來，好歹也要逛逛湯布院的火

車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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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火車站望出去，也可以看到漂亮的由布岳 

 

趁著離七點晚餐還有一點點時間，老爹也逛了逛湯之坪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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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近七點，老爹回去仙洞吃晚餐了 

 

會預定仙洞的原因是網路上很多人推薦，所以選擇了這間…這次的住宿

兩大一小的和式房，外加海鮮晚餐以及早餐，總共快四萬日幣，其實

不便宜，但是當我們全家看到晚餐的量時，我們覺得…怎麼這麼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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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足飯飽（其實沒有喝酒），休息一下，就是前往泡湯，住宿的客人每

人會加收500日圓的泡湯費用，設施有三間的家庭風呂，以及一間大眾

男湯，一間大眾女湯，老爹用的是家庭風呂，人也不多，很好排…吃晚

飯的時候，服務生會回到房間幫你的床（？）鋪好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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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第三天 

景點：金鱗湖 

駕車旅行的好處就是哪時候想起床再起床，不需要趕火車，就是這樣

的狀況下，我們昨天跟服務生提示九點才吃早飯，雖然晚…仍然七點多

起床，前往金鱗湖去逛逛；金鱗湖其實不大，一早得金鱗湖只有我們

一家子，並沒有其他的旅客，於是我們可以好好的散步其中，並且架

腳架好好的拍照，說真的…金鱗湖並沒有想像中的優美，跟咱加的日月

潭我覺得都遜色一點，但是清晨的散策以及清幽的環境配合蟲鳴鳥叫，

也是另一種享受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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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束金鱗湖遊覽，回仙洞吃早餐，仙洞的早餐也很豐盛，這邊就不po

照片了…用餐完畢後，駕車前往下個景點…阿蘇 

 

景點：阿蘇 

來到阿蘇幾個註明的景點不外乎是…阿蘇神社以及阿蘇火山，約兩個小

時的駕車時間就可以到阿蘇神社；阿蘇神社（あそじんじゃ）是位在

日本熊本縣阿蘇市的神社。為式內社（名神大社）、肥後國一宮、舊社

格為官幣大社（現神社本廳的別表神社）。日本全國450座阿蘇神社之

總本社。（以上摘錄自維基百科）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7%A5%E6%9C%AC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7%A5%E6%9C%AC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A5%9E%E7%A4%BE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2%A5%E5%BE%8C%E5%9C%8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2%A5%E5%BE%8C%E5%9C%8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A4%BE%E6%A0%BC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A4%BE%E6%A0%BC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E%98%E5%B9%A3%E5%A4%A7%E7%A4%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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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旁邊也有古色古香的商店街可以逛逛（話說每到商店街，就是

女王瘋狂蝦拼的時刻） 

 

 

 

下個行程前往的就是著名的阿蘇火山（中間經過草千里） 

 

景點：阿蘇火山/草千里 

阿蘇神社到阿蘇火山纜車站口約將近二十公里遠，沒有開車的話，激

出往來這幾個點是不方便的，來到草千里附近，讓人有一種來到「陽

明山擎天崗」的感覺（我知道…女王總是說我很煞風景，老爹…只是將

感受說出來），請看看下面圖片參考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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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編號19好颱風「黃蜂」整往九州前進，風…很大，溫度也很冷，所

以就快速離開，並沒有停在草千里的休息區，不過…有很多人在騎馬就

是了；在往上開個幾公里，就到阿蘇火山，但是很不幸的…火山…封閉，

所以不論是纜車或是開車，都無法上山，最多最多只有到纜車站；一

下車，刺鼻的二氧化硫撲鼻而來，呼吸道不好的朋友，真的不要在室

外待太久，趕快進到纜車去shopping比較安全喔！（這站女王有買個不

少伴手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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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阿蘇火山待一陣子，接著前往今天的住宿地點：「熊本」！check in

結束後，也差不多是晚餐時間，我們全家決定步行前往熊本最熱鬧的

區域：「上通町」以及「下通町」 

 

由上圖來看，似乎住宿離上下通町貌似很遠，其實還好，約2公里而已，

走個半小時就到，沿途還可以看到熊本城在你的左前方（不過今晚不

會去，預計明早過去），雖然颱風漸漸逼近，還好沒有下雨，不過風大

了點；也許是適逢星期六，竟然在下通町與到屋台（夜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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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這樣沿路買，沿路吃，結束這天的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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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第四天 

原本今天的行程是要前往長崎的，但是昨晚一直跟女王大人討論，若

今天前往長崎，後天颱風應該壟罩整個九州，屆時有可能會需要在強

大的風雨中開高速公路回福岡，老爹擔心我們租的660 cc的小哺哺會很

危險，於是毅然決然退掉長崎的酒店，提前回福岡去（畢竟性命重要，

留著命下次在玩長崎，反正長崎不會跑掉），這也是開車彈性的好處；

離開熊本前，一定要去逛逛熊本城！不過，今天的天氣稍微不好了點，

下雨的時間比較多，所以只有快速逛逛就離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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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開熊本後，因為改道不去長崎，所以中途決定前往佐賀城以及完成

女王本次重大的任務…鳥栖的outlet shopping；先說佐賀城吧！佐賀城

位於佐賀市中心。城堡的構造是輪郭梯郭複合式平城，曾經設有多重

的外堀。城堡受到敵人攻擊時，除了城中主要部份其餘地區會被淹沒。

因此由被稱為「沉城」。明治時代的佐賀之亂使城內大部份建築物被燒

毀，只有鯱門及續櫓得以保存至今，現時成為了日本國家的文化財產。

現今城堡遺跡與縣廳、廣播局、美術館、博物館及學校以及佐賀城公

園成為了佐賀市中心一部份。（以上還是抄自於維基百科）；簡單來說，

佐賀城的本城只剩下木造的重建，只有部份城牆還留下來。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8%8E%E6%B2%BB%E6%99%82%E4%BB%A3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4%BD%90%E8%B3%80%E4%B9%8B%E4%BA%82&action=edit&redlink=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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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來就是前往鳥栖outlet，大門圖片如下，女王有交待，這邊不可以說

明太多，不然會殺我滅口，總之這裡我們大概待了快四小時吧～日本

的舶來品牌在這邊幾乎都可以便宜買到，因為今天也正逢星期六，所

以日本本國人也不少，絕大多數都是來shopping的，停車…無料 

 

回到福岡也快七點，check in後，決定前往網友推薦的一慶大腸鍋去吃

晚餐，位置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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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二樓，有一點必須要說明，整間店…沒有人會說英文，再加上老爹

自己不會說日文，真是一個冏，不過還好…內場似乎有一個打工的中國

留學生會講中文，憑藉著他的溝通，我們終於順利點完餐。 

 

上面那一大鍋就是大腸鍋，味道真的不賴，下面則是生馬肉（馬刺！），

聽起來有點噁心對不？老爹也是第一次吃，告訴你…只要你克服心裡的

壓力，嘗起來味道真的不錯喔！ 

晚飯後因為離中州屋台區域很近，想想就順道散步過去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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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攝不佳，請見諒），說真的…很多人都說來福岡一定要看看屋台，

其實對老爹來說，真是見面不如聞名，熊本都比這好玩多，還有…別以

為屋台的東西就比較便宜…沒有～我覺得售價跟店家裡面吃得差不多，

不過別有一番風情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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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後面幾天 

前面提到，因為颱風的因素，後面三天都待在福岡，所以老爹也就懶

得分天來寫，一次一個章節寫完它，就不分時間先後了。 

 

因為我們住在天神附近，這附近最有名的就是天神地下街，整個地下

街串連了許多的購物大樓如下 

 

老爹我是住在右下角房子icon的Richmond Hote Tenjin，上圖藍色部份

就是整個地下街的長度；由hotel走出大門左轉約20公尺就有一棟Loft

商場，一樓有麥當勞（所以不需要訂飯店早餐），12樓（還是十樓忘了，

反正就是樓上）有燒烤，再往前走，你就可以看到地下街的樓梯指是，

下樓梯後就有一堆店家可以逛，原則上靠近中段出口處，你的左手邊

可以通往三越百貨的B1，那邊有超市以及許多的菓子鋪；右手邊可以

通望大丸百貨B1，那邊有賣許多熟食，若您想要省一點錢，可以約在

晚上七點左右過去買折扣的便當；繼續在地下街往前走，盡頭是mina

百貨的B1，若您不想逛mina百貨，往上走道地面，前行約10公尺，右

手邊那棟大樓的六樓（應該是），有Uniqulo可以買，賣完了，再往前面

一棟大樓，應該也是六樓（老人家記性愈來愈差），有大創可以逛，就

這樣我就拎著女王的戰利品完成這一天的行程。 

 

今天吃啥呢？都吃拉麵，中午吃「一風堂」，晚上吃「一蘭」，所以該

吃得拉麵也應該都吃到了（本來隔天想去吃久留米、大砲，結果被女

王阻止，不想再吃拉麵了，就作罷），說真的，一風堂、一蘭以及暖慕

三間比較起來，依照我這台灣人的口味，我比較喜歡一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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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岡真的只有shopping活動值得提嗎？當然不是～福岡裡面仍有幾個

景點值得題，決大多數的人都推薦去一趟「水鏡天滿宮」，水鏡天滿宮

的說真的…好小一間，不知道是不是上班時間還是其他原因，連個觀光

客都沒有，整個區域有事只有我們一家人，不過這樣也好，可以讓我

肆無忌憚的架腳架拍攝 

 
與其比起水鏡天滿宮，我個人還比較喜歡櫛田神社… 

 

 

 

對了…老爹還推薦一間好吃的丼飯店，店名是「福魚食堂」，早上六點

開店開到下午三點，為什麼推薦這間呢？請看看我們點的餐點 

https://tw.knowledge.yahoo.com/question/question?qid=10090325047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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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上挑那個魚套餐600日幣，右上角那個鮭魚親子丼800日幣，重點是

下面哪組套餐1500日幣，是的您沒看錯，碗的右上方是滿滿的海膽，

現在回想起來…口水都流出來了，福魚食堂靠近港口的一棟樓裡 

 

https://tw.knowledge.yahoo.com/question/question?qid=10090325047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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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後記： 

這幾天玩下來，老爹九州的自駕行程確實跟決大多數的旅客不一樣，因為老

爹捨棄的JR Pass的玩法，就沒有法子坐上一堆觀光車，不過自駕累歸累，

火車看得到的田園風光，開車也都有機會看到喔！至於費用老爹算過，含租

車、油錢以及過路費，我們一家的花費其實跟JR 5天的Pass差不多錢，不過

多了彈性（因為遇到颱風？）下次有機會，應該會去逛南九州，也會採自駕

的方式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