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豐富的自然，滿滿的樂趣，歷史與文化的小鎮

飯 塚 市
觀光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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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30年代後期(約20世紀初)建
造。在大正、昭和初期曾數度增建、改
建。宅邸占地約2,300坪，由南棟(正
面)、北棟(庭園)、連接兩者的角之間
及中之間棟、玄關及食堂棟、繫棟等5
棟家屋建築與3座倉庫組成，擁有附
設池塘的廣大回遊式庭園，是一座近
代和風住宅。和洋折衷的調和之美是
建築物的精彩之處。在此到處都能看
到當時先進的建築技術，以及纖細優
美的裝飾。柳原白蓮也以伊藤右衛門
之妻的身分，在1911(明治44年)至
1921(大正10年)間，在此度過約10
年的時光。伊藤右衛門舊宅的庭園，
也在2011年9月被列入國家指定文
化財(名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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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接待室

福岡縣飯塚市幸袋 300　TEL. 0948-22-9700
開館／ 9:30 ～ 17:00( 入館至 16:30 止 )　休館日／週三 ( 若為假日則開館 )・年節期間 (12 月 29 日～ 1 月 3 日 )
入館票價／成人：300 日圓 (240 日圓 ) 中小學生：100 日圓 (80 日圓 ) 
※( ) 內是 20 人以上的團體票價　西鐵巴士「幸袋．舊伊藤傳右衛門邸前」‧JR 九州巴士「幸袋本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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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劇場開幕於煤炭產業繁榮的1931年
(昭和6年)，是 煤 礦勞動者的娛樂 場
所。這座劇場擁有桝席、兩條花道、直
徑16m的手動旋轉舞台及升降裝置，
這些都是江戶時代劇場的特徵，在全
國也相當少見，屬於國家登錄有形文
化財，也被列入近代化產業遺產。雖然
在2003年(平成15年)7月，因水災而
損毀，但在來自全國的溫暖支援下，僅
1年就修復完成，現在也成為營業中的
大眾戲劇劇場。沒有公演的時候，從劇
場內的奈落(舞台下方)到展示室，每
個角落皆可參觀。

劇場開幕於煤炭產業繁榮的1931年
(昭和6年)，是 煤 礦勞動者的娛樂 場
所。這座劇場擁有桝席、兩條花道、直
徑16m的手動旋轉舞台及升降裝置，
這些都是江戶時代劇場的特徵，在全
國也相當少見，屬於國家登錄有形文
化財，也被列入近代化產業遺產。雖然
在2003年(平成15年)7月，因水災而
損毀，但在來自全國的溫暖支援下，僅
1年就修復完成，現在也成為營業中的
大眾戲劇劇場。沒有公演的時候，從劇
場內的奈落(舞台下方)到展示室，每
個角落皆可參觀。

桝席

奈落

福岡縣飯塚市飯塚5-23　TEL.0948-22-0266　開館/9:00 ～ 17:00 
休館日／公演及排演日・年節期間(12月31日～ 1月4日)每週三
入館票價／成人：400日圓 兒童：100 日圓 
西鐵巴士「嘉穗劇場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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飯塚市幾乎位於福岡縣正中央，江戶時代曾是主要幹道長崎街道的宿場
町（驛站），相當熱鬧。筑豐煤田在明治時期（約 19 世紀）之後擁有全國
最大的產煤量，因此成為繁榮的商業文化中心都市。
充滿元氣的飯塚市現在是筑豐的核心商業都市，也是以九州工業大學、
近畿大學、近畿大學九州短期大學等 3 所大學為中心的學園都市，並以
建設文化、創造、健康都市為目標。

飯塚市幾乎位於福岡縣正中央，江戶時代曾是主要幹道長崎街道的宿場
町（驛站），相當熱鬧。筑豐煤田在明治時期（約 19 世紀）之後擁有全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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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滿元氣的飯塚市現在是筑豐的核心商業都市，也是以九州工業大學、
近畿大學、近畿大學九州短期大學等 3 所大學為中心的學園都市，並以
建設文化、創造、健康都市為目標。

展示品除了被列入國家重要文化財的
立岩遺跡出土品之外，還有繩文、彌
生、古墳時代的出土品、中國西安市
捐贈的秦始皇兵馬俑等等。本館以
「生活與文化」為主題，分別介紹飯
塚地區從近世到近代的（1）農村生
活、（2）長崎街道、（3）煤炭時
代。「煤炭時代」運用川平船模型、
舫石、船工捐贈品、鐵道相關資料等
進行介紹，此外也展示了徒手挖礦時
代的真人大小立體模型、山本作兵衛
煤礦繪畫、煤礦使用的工具等，介紹
煤礦的開採。另外還設置了伊藤傳右
衛門與歌人柳原白蓮專區，介紹當時
煤礦經營者的生活的一面。

福岡縣飯塚市柏森 959-1　TEL.0948-25-2930
開館／ 9:30 ～ 17:00( 入館至 16:30 止 )
休館日／每週三 ( 假日除外 )、年節期間 ( 12 月 29 日～ 1月 3 日 )
入館票價／一般 220 日圓（160 日圓）、高中生 110 日圓（70 日圓）、中小學生 50 日圓（30 日圓）
※（ ）內是 20 人以上的團體票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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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伊藤傳右衛門邸為
首，市內、商店街與
嘉穗劇場等場地都
裝飾著雛偶。精心
製作的雛偶在各個
會場迎接遊客。這
是飯塚市代表性的
觀光活動，有許多
來自縣內外的遊客造
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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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最高峰的網球大賽，重要性相當
於僅次於美國公開賽等世界四大賽事
的超級系列賽。整個賽事都由志工經
營，能夠促進身障者間的運動交流、
相互理解，是相當有意義的國際交流
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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櫻花隧道在此歡迎造訪櫻花
名勝「大將陣公園」的遊客。
櫻花祭將舉行最受孩子歡
迎的吉祥物表演、舞台表演、
搗麻糬與撒麻糬以及園遊會
等等，能夠充分品味春季的爛
漫氣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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飯塚山笠是當地人熟悉的夏
季市民祭典。在山笠最後高
潮「追山」日，約有 3 千名
男眾身穿「水法被」。他們
一邊在街上奔跑，一邊被沿
路被潑溼，帶給飯塚市街感
動與一時的清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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飯塚納涼花火大會擁有悠久
的歷史，每年約有 8 萬人造訪。

知名的大規模「機關煙火」從
「尼加拉瓜瀑布」開始施放。

中之島的會場周邊也擺出許多攤
販，相當熱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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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秋天以市內商店街為
中心舉行的祭典，活動包

括舞蹈競演會、身穿與長崎
街道繁榮之時有關的各種服裝

的市民時代變裝遊行等等，相當
多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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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生太吉」為長男太右衛門建造的宅邸「大
浦莊」，屬於以柏之森麻生本家為中心建造

的麻生一族宅邸之一，是美麗的近代和風住宅
建築。每年有 2 次特別開放的機會，分別是春天

的「飯塚雛偶祭」與秋天的「楓紅」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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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崎街道又名「糖路」,砂糖與南蠻菓子在江戶時代就傳入其宿場町飯
塚,因此這裡自古以來就相當盛行甜點製作。不僅如此,飯塚市在明治初
期(19世紀末)因採煤而繁榮,而甜點也能撫癒礦工的疲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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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鳥屋本家是1630(寬永7年)創業的全國知名甜
點,以飯塚於1927年(昭和2年)製作的千鳥饅頭、
蒂羅爾捲心餅最有名。店內設有喫茶室、展示廳。
歡迎前來品味歷史的重量與款待之心。

千鳥屋本家是1630(寬永7年)創業的全國知名甜
點,以飯塚於1927年(昭和2年)製作的千鳥饅頭、
蒂羅爾捲心餅最有名。店內設有喫茶室、展示廳。
歡迎前來品味歷史的重量與款待之心。

福岡縣飯塚市本町 4-21　TEL.0120-22-0831 
營業時間／ 8:30 ～ 20:00　定休日／ 只休元旦
停車場／ 有・可停大型巴士 

「名菓小雞」在1912年(大正元年)誕生於盛行製作甜
點的飯塚,其知名度從飯塚擴及福岡、東京甚至日本
全國,受到許多人的喜愛。小雞誕生之地飯塚的店內,
展示了關於小雞誕生的說明版。
穗波工廠接受參觀。
連絡電話　 0948-23-0745

「名菓小雞」在1912年(大正元年)誕生於盛行製作甜
點的飯塚,其知名度從飯塚擴及福岡、東京甚至日本
全國,受到許多人的喜愛。小雞誕生之地飯塚的店內,
展示了關於小雞誕生的說明版。
穗波工廠接受參觀。
連絡電話　 0948-23-0745

福岡縣飯塚市本町 15-1 TEL.0948-22-0145
營業時間／ 9:30 ～ 18:00
定休日／只休元旦 停車場／無

從長崎街道遷移過來的古老建築,屋齡約80年,也併設
咖啡空間。販賣許多本店限定的甜點與當地特色甜點。
從長崎街道遷移過來的古老建築,屋齡約80年,也併設
咖啡空間。販賣許多本店限定的甜點與當地特色甜點。

福岡縣飯塚市堀池 128-1　TEL.0948-26-0111 
榮屋本店／ 9:00 ～ 21:00 咖啡店／ 9:00 ～ 20:00
※因季節改變　停車場／ 有・可停大型巴士

嘉飯地區人氣和洋菓子店以「煤礦之城‧筑豐嘉
飯」的印象為基礎,並將「KURO ～黑～」當成主
題創作出來的「KURO SELECTION」。歡迎前來
品嘗這個口味、造型都極為講究,充滿高級感的
大人甜點。

嘉飯地區人氣和洋菓子店以「煤礦之城‧筑豐嘉
飯」的印象為基礎,並將「KURO ～黑～」當成主
題創作出來的「KURO SELECTION」。歡迎前來
品嘗這個口味、造型都極為講究,充滿高級感的
大人甜點。

http://www.kuro-selection.com

福岡縣飯塚市伊岐須 295-13
TEL.0948-22-1384 
營業時間／ 9:00 ～ 17:30
定休日／ 週日(若為假日則營業)
停車場／ 1台

福岡縣飯塚市忠隈 77-34　TEL.0948-25-6771
營業時間／ 9:00 ～ 19:00 　定休日／第3個週四
停車場／有

福岡縣飯塚市津島 408-1　TEL.0948-22-7349
營業時間 8:00 ～ 17:00　定休日／ 週日‧假日 
停車場／有

福岡縣飯塚市大日寺 1114 　TEL.0948-23-2415 
營業時間／ 9:00 ～ 18:00
停車場／ 有 

福岡縣飯塚市本町 8-18　TEL.0948-22-2323
營業時間／ 10:00 ～ 17:00　定休日／ 週三
停車場／ 1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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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 臟 料 理(也 被 稱 為「豬 雜
(tonchan)」)是筑豐名菜,也是
煤礦飲食文化的象徵,據說發展
自博多肥腸鍋。有一說是內臟
(horumon)的語源來自「不要的
東西(horumono)」,調理方式則
始於將其裝入耐熱紙袋,用小火
爐烘烤。戰後,煤礦勞動者將其
當成增強體力的食物,不久之後
就流傳至筑豐全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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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流傳至筑豐全域。

各店鋪繼承了自
古以來就被煤
礦小鎮的人們當成
精力來源,廣受當地人喜愛的內臟料理的「傳說」口味與
文化,並試圖創造出新的「傳說與進化」,因此開發出充滿
個性的新菜色。「內臟挖挖飯」就是代表性的菜色之一。
其他還有丼飯、麵、鍋等各種不同的料理。

各店鋪繼承了自
古以來就被煤
礦小鎮的人們當成
精力來源,廣受當地人喜愛的內臟料理的「傳說」口味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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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性的新菜色。「內臟挖挖飯」就是代表性的菜色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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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男女,在煤礦工作時都賭上性命,因此礦工也產生了
這樣的想法：「至少在用餐時要品嘗美味的食物,讓人生
沒有遺憾。」此外「今朝有酒今朝醉」的勞動者性格,也讓
這裡的人不惜花錢品嘗美食。於是這裡聚集了許多美味
的餐點、培養出名店,人們的嘴也被養刁了。直到今日,飯
塚依然保留的當時的飲食文化,可以品嘗到許多美味餐
點。

嘉飯地區因煤炭產業而繁榮,成為許多人們的
交流據點,並如地名所示,是「米的產地」。種類
豐富的創作蛋包飯「Kahan(嘉飯)飯」,就是使
用與甜點之鄉嘉飯地區關係密切的「蛋」與溫
暖的「人情」,將「飯」包起來的料理。住

宿
NOGAMI總統飯店
本飯店提供洗練的療癒空間與最高級的舒適感,無論觀光、洽公都適合。客房打造
出講究的優質空間,寬敞、舒適,共有6種房型。並且配合旅客的住宿、停留日程,提
供各式各樣的住宿方案。

飯塚市新立岩 12-37
TEL.0948-22-3840 

新飯塚商務旅館
室內寬敞舒適,各房間的
浴廁都是乾濕分離,免費
停車場完善,設備充實。並
且提供早餐(簡單的日式
早餐)。

飯塚市橫田 585-1
TEL.0948-22-0066

世紀商務飯店
距離新飯塚站步行2分鐘,是便
利的商務、觀光據點。1樓併設
郵局,客房共40間。房型包含單
人、雙 人、雙 床、和 室 等4種,無
論是獨自旅行還是團體旅行都
適合。

飯塚市新飯塚 9-11
TEL.0948-29-2515

新飯塚車站飯店
可從網站預約。網站預約還可
累積點數,請務必使用！！

飯塚市芳雄町 4-20
TEL.0948-26-1300
http://www.s-s-hotel.jp/

飯塚中新蓋亞飯店
物於筑豐地區最大的商務
據點「飯塚‧吉原町」,本飯
店秉持「寬敞、舒適、用心
款待的商務飯店」的原則,
迎接各位旅客。

飯塚市吉原町7-24
TEL.0948-26-2500 

大和屋商務旅館
飯塚市新飯塚 5-13 
TEL.0948-22-2544
免費專線　0120-07-2544

曙光館
飯塚市新飯塚 6-14 
TEL.0948-22-1708 

庄內溫泉　筑豐 HEIGHTS
公營住宿設施。鄰接筑豐綠地公園的天然鐳溫
泉。具有緩解神經痛、肌肉痛、慢性消化器官病
等的效果。最適合撫癒一日的疲憊。同時也提供
四季不同的特選宴會料理。

飯塚市仁保 8-30　　TEL.0948-82-0240

KOUNO 湯溫泉
本旅館座落於筑豐後山鴻
之池畔,氣氛閑靜,使用的
溫泉則是流過數千年歲月
的氡岩盤,過濾後成為經自
然力淬鍊的神祕泉水。歡
迎來此享受放鬆身心的一
刻。

飯塚市伊川 82-33 
TEL.0948-28-4126 



飯塚觀光協會

洽詢單位

飯 塚 觀 光 協 會
〒820-0040 飯塚市吉原町6-1 i.town 2F 
TEL 0948-22-3511(週六・週日・假日可)
FAX 0948-22-2528
E-mail:otoiawase@kankou-iizuka.jp 
http:／／www.kankou-iizuka.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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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倉小倉

飯塚飯塚

折尾站

福岡縣福岡縣

◆開車
．從福岡交流道前往　約40分鐘　　　．從八幡交流道前往　約40分鐘
．從筑後小郡交流道前往　約60分鐘　．從福岡機場　約50分鐘
．從北九州機場　約60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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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岡機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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湯布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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