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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期旅游选择福冈的理由

1.离中国最近的日本城市

从上海、大连---2小时内抵达！

从北京---------4小时抵达！

2.机票比国内游还便宜

3.住宿便宜了

4.避暑的好去处

5.打折潮来袭

7月初开始一年只两次的大甩卖！

福冈迎宾盛典真正举行中！（从6月24日至7月底）

6.旅游签证更方便便捷了

7.小型而内容充实的

福冈的购物地点更集中，商品丰富、全面。

福冈为您提供轻松舒畅的购物和旅游环境！

暑假自由行的最佳去处 ···福冈



福冈做为日本九州地区人口最多的城市，是九州岛的政治，
经济，文化和时尚的中心，九州之所以被日本人评为〝最
适宜居住的城市〞，不仅得益于她的气候，美食，还有极
少自然灾害，更重要的事她是一个充满活力的都市！

福冈的出行很方便：地铁有中文选择，餐馆点菜都有图片
并标示价格，购物商店里很多说明都是中文，也有部分有
中文导购的，如果有SUNQ票（可自由搭乘3天九州内的长
途巴士票），或 JR (Japan Rail way) PASS （铁路周游券）到
佐贺·熊本·大分·长崎 游玩当天均可返回福冈。

比如：

嬉野·武雄温泉 1小时30分钟 别府温泉 2小时

长崎豪斯登堡 1小时40分钟 黑川温泉 2小时30分钟

福冈

别府温泉
嬉野·武雄温泉

豪斯登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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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川温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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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非常方便！

◆福冈机场・・・日本距离市中心最近的机场！

与福冈市营地铁直接连通，至博多站需5分钟。

至福冈的中心天神站大概仅需10分钟。
国内航线和国际航线之间运行有免费连接巴士。

◆地铁·巴士・・・都有中文指南和中文广播

◆机场·福冈市内中心的观光综合问讯处提供中文服务

◆１００日元循环巴士

主要是以博多站区域和天神区域为起点的市内巴士。
博多～天神之间运行有「１００日元循环巴士」，
因此对观光也很方便！

文章引用出处福冈市公式CITY GUIDE YOKANAV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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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多祗园山笠节
7 月1-15日（肩扛山笠活动 13日-15日）

在福冈的众多祭典中，必须要提到的就是
“博多祇园山笠节”和“博多咚打鼓节”！

祭典期间不仅是当地居民，还有大量游客
前来参加，气氛甚是热烈。

在这里向您介绍这两个祭典的特色、行程
日期、看点及游玩法。“博多祗园山笠节”
有700多年的历史，是每年7月1日至15日在

栉田神社举行的供神仪式。据说仁治二年
（1241年）博多流行瘟疫，承天寺的建寺

者圣一国师洒下祈祷之水，以求街市清净、
疫情退散，这就是山笠节的起源（※关于
起源众说纷纭）。

出典福岡市公式シティガイドよかなび

照片·文章引用出处福冈市公式CITY GUIDE YOKANAVI

初夏
赛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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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饰山笠”安置在福冈市内的14个场

所，前去欣赏的游客络绎不绝。山笠

前后的装饰主题不一，背后的部分称

为“送行”，有时还会用到动漫角色。

“如果说“饰山笠”是用来静静欣赏的

山笠，“舁山笠”则是动的山笠。“舁

山笠”有着“大黑流”、“东流”、

“中洲流”、“西流”、“千代流”、

“惠比须流”、“土居流”这7大流派，

每个流派会抬出自家独特的“舁山笠”。

装饰在舁山笠上的人偶每年有不同的主

题，是一大看点。至此，日本战国武将、

三国志英雄、七福神等精美勇猛的人偶

已悉数上阵。
出典福岡市公式シティガイドよかなび

照片、文章引用出处福冈市公式CITY GUIDE YOKANAVI



博多祗园
山笠
日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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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时间 活动

7月1日 饰山笠开始公开

10日 傍晚 各个“流”地区内 肩扛山笠活动

11日 天亮前/傍晚 各个“流”地区内 肩扛山笠活动

12日 15:59         公开肩扛山笠活动

13日 15:30 市内列队游行

14日 傍晚 各个“流”地区内 肩扛山笠活动

15日 早上4:59 迫山笠

▼2016年博多祗园山笠节祭典信息
时间／2016年7月1日（周五）～15日（周五）
会场／福冈市内各处

【栉田神社】福冈市博多区上川端町1-41
交通／从地铁“中洲川端站”步行5分钟

（地铁“中洲川端站”从福冈机场站15分钟）
http://www.hakatayamakasa.com/

出典福岡市公式シティガイドよかなび

照片、文章引用出处福冈市公式CITY GUIDE YOKANAVI



美食

国航福冈营业部 news    vol. 1    2016年6月24日 ＜7＞

照片提供 福冈市

夏天在外面“屋台”里吃
博多豚骨拉面！！最好吃！

有口皆碑的博多
“灵魂”美食。

美味浓白的猪骨汤
加上筋道的细面条
是它猪骨拉面的特
点。可单独点一份
“加面”放入剩下
的汤中，这也是
“博多拉面”所有
的吃法。喝完酒后
最适合来上一碗！

照片提供 福冈市

“屋台”指具有日本传统特色
的大排挡。福冈人习惯下班后
来屋台喝杯小酒，配上拉面，
天妇罗，关东煮，牛肉串烧，
锅贴等花样繁多的经典美食。

文章引用出处

福冈市公式CITY GUIDE YOKANAVI

福冈有1700多个拉面店！世界有名的“一风堂”，“一兰”都是

福冈发源的拉面店。来福冈事一定要尝尝总店的味道！

一风堂 http:www.ippudo.com.cn

一兰 http://hk.ichiran.com/

福冈市公式CITY GUIDE  https://yokanavi.com/zh-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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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食 超新鲜的海鲜
福冈是日本屈指可数的港口城市。
鲜美的海鲜美食在福冈汇集！

照片提供 福冈县观光联盟

照片提供 福冈市

照片提供 CTS旅行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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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物乐园

全场约600米,在地下南北贯穿九州最大
的繁华街道天神的地下街。包含1～12
号街道,时尚,美食,书籍等150多家店铺。

不要担心下雨自由自在地移向各百货店。

SUMMER SALE 7月初马上要开始！

一年中只两次的不能不买的机会！

在宽敞笔直的中心大道渡边路
两边，三越·大丸等代表日本的
精品百货，10多个时尚大厦，

银行和办公楼等鳞次栉比。不
愧是福冈的中心地区。

作为九州铁路网的核心，JR博多城还是日本最大的博多站的车站大楼。
以电影院和“东急Hands”为中心拥有217家店铺的“AMU Plaza博多”，
“博多阪急百货店”， “博多丸井百货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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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冈玛丽诺亚城号称是九
州最大规模的专卖店商业
街,同时置备大型观光游

览车和商场，其中日本或
九州引领潮流的时尚个性
店铺多达169家。从场内

高耸的大型观光游览车
“摩天轮”展望绝佳美景,
水边地带也让人心旷神怡。

到能古岛渡船的渡口也在
玛丽诺亚附近。

●天神地下街 http://www.tenchika.com/

●博多City   http://www.jrhakatacity.com/translation/

●博多阪急百货店 http://www.hankyu-dept.co.jp/hakata/fl/chinese-01/

● KITTE博多·博多丸井 http://kitte-hakata.jp/foreign/

●运河城 http://canalcity.co.jp/

●岩田屋·三越百货店 http://www.m.iwataya-mitsukoshi.co.jp

●大丸百货店 http://www.daimaru.co.jp/fukuoka/hdm/newtop/service/chinese/

●玛丽诺亚城 http://www.marinoacity.com/chinese-sim/index.html

●福冈市公式CITY GUIDE  https://yokanavi.com/zh-cn/

照片、文章引用出处福冈市公式CITY GUIDE YOKANAVI

酒店、剧场、电影院、商场、饭店、专卖
店、秀场等犹如环绕着运河一般鳞次栉比，
构成一个综合性商业设施。加之每天都举
行的喷水秀和各种活动，无论是购物，娱
乐还是饮食，总之到这里来绝对不会让您
觉得无聊！对于海外游客众多的福冈观光
来说是一个颇有人气的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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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冈的商业设施以及全街区联合为来日旅客提供打折
商品，礼品，限定商品等诸多特別商品！贴有活动标
志的店铺及餐厅请不要错过！

百货店：岩田屋，大丸，三越
时尚服装楼：PARCO，天神地下街，VIORO, IMZ, Solaria

凡本店消费即可获得精美赠品。95折，9折等各种优惠折扣等着您。

刊登在这里的商场中，贴有
右边标记的店铺和餐饮店均
有优惠活动！只需出示护照
或身份证，赶快享受优惠吧！
详细情况请在店面确认！

引用：福冈市公式CITY GUIDE  https://yokanavi.com/zh-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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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
太宰府天满宫是日本最有名的神“管原道真”掌管学业，别名叫天神，

日本有12,000个天满宫，太宰府是总寺院。“管原道真”是约1170年前

的第一流学者，日本学生都希望像他那样聪明能考上学，因此每年入学

考试期间（1月到3月）吸引很多学生来太宰府参拜，中国参加中考、高考

前来参拜的学子也络绎不绝。

太宰府天满宫

照片提供 太宰府市
太宰府天满宫 http://www.dazaifutenmangu.or.jp/

在还愿和献纳的木板画片上

大家写各个心愿，挂在院内，

或者请上一枚护身符挂在书包。



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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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提供 九州旅游NET PHOTO GALLEY

在福冈观光往往会专注于美食和购物，其实离开市区不远也有可当日往返、尽

享自然风光的景点。其中，尤其向您推荐搭渡轮约10分钟即可抵达、充满自然

风光的“能古岛”，以及与陆地相连、流传着不少神话传说的“志贺岛”。在

这里向您介绍位于博多湾的这两座岛屿的特色、景点及游览方法。

照片、文章引用出处

福冈市公式CITY GUIDE YOKANAVI

连接福冈的中心街“天

神”与可尽情自然的

“能古岛”的直达航班。

所要时间：约10分钟

收费：单程 1000日元

能古岛 万寿菊的黄金地毯

福冈市公式网站 https://yokanavi.com/zh-cn/spot/26801/

能古岛海岛公园 http：www.nokonoshima.com



花 柳川市 向日葵花园 7月16日-31日

门票免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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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提供 柳川市观光协会柳川市

从福冈天神乘西铁电车约45分钟即可抵达“水乡柳川”。

坐着有名的“DONKO舟”沿纵横交错的水渠悠然泛舟。渠畔鲜花四季如

锦，水边建筑古色古香。泛舟尽兴之后还有柳川的著名料理“笼蒸鳗

鱼”一饱口福。夏天，填海造田的一面50万支大朵的向日葵盛开。湛

蓝的天空和一面开的向日葵的彩色对比值得一看！

照片提供 九州TABI NET

柳川市公式网站
http://www.city.yanagawa.fukuoka.jp/kanko/meisho/meguru/_3604.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