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年紀念特典店家一覽表

期

間限定 P
eriod lim

it

台灣虎航 佐賀台北直飛

1 朝風觀光飯店
2 GOFUKU Local＆Gift
3 佐賀工房熱氣球博物館店
4 佐賀餐廳～志乃
5 LIFT COFFE
6 麵類專賣ISSEI
7 Museum Kitchen 
HARU café

8 三瀨腳踏車租借
9 北島白山本店

10 北島佐賀站店
11 北島佐賀站北口店
12 佐賀International 
Guest House 
HAGAKURE

13 YOSOHOHI二葉和服店
15 古湯溫泉ONCRI
16 佐賀懷舊館
17 03coffee
18 餃子店

19 壽司SAMON
20 SUSIE手作文創店
21 JONAI SQUARE CAFÉ
22 VinoBar TOCCO
23 flower style Lazuli
24 名尾手漉和紙
25 旬鮮居酒屋 晴天屋
26 副島硝子工業
27 佐賀一品堂
28 pearl&jewel MIHONO

29 角屋
30 三都屋
31 祐德仙貝～井手商店
32 八犬傳總本家
33 立花屋
34 一之瀨茶鋪
35 上田商店
36 竹下OMIKIYA酒店
37 柳屋
38 若松屋

39 MATSUYA土產品店
40 櫻屋
41 家督屋
42 前線Café
43 觀光酒藏肥前屋/
（株）峰松酒造場

44 小城鍋島家Ten
45 株式會社友桝飲料
46 肥前吉田燒窯元會館
47 嬉野茶村

48 九重葛屋嬉野

52 大福丸碳烤海鮮店
53 繁星露天溫泉&
一蟹四吃旅館～豐洋莊

54 久留米KURUKURU券
55 茶之國觀光案內所
56 大川TERRAZZA

49 嬉野溫泉公眾浴場～
西博爾德之湯

50 茶心之宿～和樂園
51 御宿高砂

優惠期間：即日起至20 2 0年3月3 1日

活動期間造訪九州佐賀國際機場周邊各大協力店家時，

只要出示台灣虎航佐賀航線登機證，立刻享有各種好康優惠。以下為所有協力商家的編號標示，

請對照上半部的地圖參考各店家所在位置，以利行程規劃。

佐賀縣

福岡縣

鹿島市

太良町 

嬉野市

佐賀市

八女市

久留米市

小城市

九州佐賀
國際機場

大川市

提供：九州佐賀國際空港活性化協議會



01 朝風觀光飯店

佐賀牛會席料理8折
住宿費用7折

(観光ホテル朝風)

地址：佐賀市愛敬町11－25 
網址：https://www.bunbun.ne.jp/~asakaze-/

02 GOFUKU 
Local＆Gift

消費就送明信片一張
地址：佐賀市呉服元町８－６
網址：https://www.instagram.com/gofuku_saga/

03 佐賀工房熱氣球博物館店

消費1000日圓以上
就送佐賀工房原創胸章

(佐賀工房バルーンミュージアム店)

佐賀市松原2-2-27
網址：http://www.saganoito.co.jp/

04 佐賀餐廳 志乃

用餐者即贈無酒精
飲料1杯(僅限午餐時段)

(さがんれすとらん 志乃)

地址：佐賀市城內1-1-59佐賀縣廳13樓展望台

05 LIFT COFFE

點用美式咖啡
折價50日圓

地址：佐賀市呉服元町2-18 ON THE ROOF 1樓
網址：https://www.instagram.com/liftcoffee_/?hl=zh-tw

06 麵類專賣 ISSEI

用餐者即贈
香炸蕎麥麵

（麺処いっせい）

地址：佐賀市城内2-12-9
網址：https://issey.format.com/

07 Museum Kitchen HARU café

用餐超過500日圓以上
即贈無酒精飲料1杯
(也可兌換咖啡)

(ミュージアムキッチン HARU CAFÉ)

地址：佐賀市松原2-2-27 佐賀熱氣球博物館２Ｆ 
網址：https://tabelog.com/saga/A4101/A410101/41006526/

08 三瀨腳踏車租借

腳踏車租借費用
優惠100日圓

(みつせレンタサイクル)

地址：佐賀県佐賀市三瀬村三瀬2769－三瀨CUBE
網址：https://www.facebook.com/327cycle/

優惠期間：即日起至2020/3/31 優惠期間：即日起至2020/3/31

優惠期間：即日起至2020/3/31 優惠期間：即日起至2020/3/31

優惠期間：即日起至2020/3/31

優惠期間：即日起至2020/3/31 優惠期間：即日起至2020/3/31

優惠期間：即日起至2020/3/31

1周年紀念特典協力店一覽表   

台灣虎航 佐賀台北直飛

住宿 美食

美食

美食

購物

購物

美食

美食 體驗

提供：九州佐賀國際空港活性化協議會

https://www.bunbun.ne.jp/~asakaze-/
https://www.instagram.com/gofuku_saga/
http://www.saganoito.co.jp/
https://localplace.jp/t000509031/
https://www.instagram.com/liftcoffee_/?hl=zh-tw
https://issey.format.com/
https://tabelog.com/saga/A4101/A410101/41006526/
https://www.facebook.com/327cycle/


09 北島白山本店

購買丸芳露・花芳露
(花ぼうろ)享9折價

購買丸芳露・花芳露
(花ぼうろ)享9折價

地址：佐賀市白山2-2-5
網址：http://www.marubolo.com/

10 北島佐賀站店

地址：佐賀市駅前中央1-11-1
網址：http://www.marubolo.com/

11 12
佐賀International 
Guest House HAGAKURE

消費就送佐賀地啤
NOMAMBA一杯

(佐賀インターナショナル ゲストハウス　
HAGAKURE)

地址：佐賀市神野東2-4-12
網址：https://peraichi.com/landing_pages/view/guesthousehagakureenglish

13 YOSOHOHI二葉和服店

消費和服體驗就送
足袋襪子一雙

地址：佐賀市柳町4-16-201舊久富家2F
網址：https://yosohohi-futaba.jp/

15 古湯溫泉ONCRI

入住可享晚餐第一杯
飲料免費

(よそほひ処二葉)

地址：佐賀市富士町古湯556
網址：https://oncri.com/

16 佐賀懷舊館

用餐就送飲料一杯
(日本人首度參加慢食大賞
得獎的黑茶)

(さがレトロ館)

地址：佐賀市城內2-8-8
網址：http://www.saga-retro.com/

17 03coffee

飲料外帶折價
100日圓

地址：佐賀市城內2-12-9
網址：http://03-coffee.com/

優惠期間：即日起至2020/3/31 優惠期間：即日起至2020/3/31

優惠期間：即日起至2020/3/31 優惠期間：即日起至2020/3/31

優惠期間：即日起至2020/3/31

優惠期間：即日起至2020/3/31 優惠期間：即日起至2020/3/31

優惠期間：即日起至2020/3/31

1周年紀念特典協力店一覽表   

台灣虎航 佐賀台北直飛

住宿 美食

住宿 美食

購物

北島佐賀站北口店

購買丸芳露・花芳露
(花ぼうろ)享9折價

地址：佐賀市神野東2-1-1
網址：http://www.marubolo.com/

購物

美食購物 美食購物

購物

體驗

提供：九州佐賀國際空港活性化協議會

http://www.marubolo.com/
http://www.marubolo.com/
http://www.marubolo.com/
https://peraichi.com/landing_pages/view/guesthousehagakureenglish
https://yosohohi-futaba.jp/
https://oncri.com/
http://www.saga-retro.com/
http://03-coffee.com/


18 餃子店

店內用餐限定，
一人送一顆水餃

(ぎょうざ屋) (鮨さもん)

用餐就送飲料一杯

地址：佐賀市吳服元町2-2

19 壽司SAMON

地址：佐賀市駅南本町6-7內田大樓1樓
網址：https://www.facebook.com/鮨-さもん-938965542864218/

20 21 JONAI SQUARE CAFÉ

選購午間套餐就
送飲料一杯
(從套餐飲料單中選擇)

地址：佐賀市城内1丁目6番10號 佐賀電視台1樓
網址：https://jonai-square.jp/cafe.html

22 VinoBar TOCCO

用餐就送酒精飲料一杯
(可任選生啤酒、或氣泡酒、或紅酒、
或白酒)

地址：佐賀市白山2-4-4 二樓

23 flower style Lazuli

店家指定飲料
折價50日圓

(ヴィノバルTOCCO)

地址：佐賀市若宮1-10-37
網址：http://taka1187.area9.jp/

24 名尾手漉和紙

依來店人數贈送
和紙書籤

(名尾手すき和紙) (旬鮮居酒や 晴れる屋)

地址：佐賀市大和町大字名尾4756
網址：https://naowashi.com/

25 旬鮮居酒屋 晴天屋

用餐就送啤酒或
無酒精飲料一杯

地址：佐賀市榮町12
網址：https://www.hareruya2019.com/

優惠期間：即日起至2020/3/31 優惠期間：即日起至2020/3/31

優惠期間：即日起至2020/3/31 優惠期間：即日起至2020/3/31

優惠期間：即日起至2020/3/31

優惠期間：即日起至2020/3/31 優惠期間：即日起至2020/3/31

優惠期間：即日起至2020/3/31

1周年紀念特典協力店一覽表   

台灣虎航 佐賀台北直飛

美食

美食

美食

 SUSIE手作文創店

消費超過1000日圓
享95折

地址：佐賀市吳服元町2
網址：https://www.instagram.com/susie_pocket/

購物 購物

購物 美食

美食購物

購物

提供：九州佐賀國際空港活性化協議會

體驗

https://www.facebook.com/%E9%AE%A8-%E3%81%95%E3%82%82%E3%82%93-938965542864218/
https://www.instagram.com/susie_pocket/
https://jonai-square.jp/cafe.html
http://taka1187.area9.jp/
https://naowashi.com/
https://www.hareruya2019.com/


26 副島硝子工業

消費享9折特惠 消費3000日圓以上
折價300日圓

網址：https://www.hizen-vidro.co.jp/

27 佐賀一品堂

地址：佐賀市唐人町1-1-5地址：佐賀市道祖元町106
網址：http://sagaippindou.com/

28 29 角屋
用餐購物消費
1000日圓以上，就送
2個御寶饅頭
地址：鹿島市古枝甲1663
網址：https://www.kashimacity.com/eat/kadoya/

30 三都屋
用餐購物消費1000日圓以上，
就送「女將的任性小禮物」

地址：鹿島市古枝甲1657-1
網址：https://www.kashimacity.com/eat/mitoya/

31 祐德仙貝～井手商店

消費即贈
「試吃版祐德仙貝」

(真珠・宝石のみほの)

地址：鹿島市古枝甲1685
網址：https://www.kashimacity.com/shopping/idesyouten/

32 八犬傳總本家
購買丸芳露、天津甘栗、
肉包超過1000日圓以上，
即享8折特惠價
地址：鹿島市古枝甲1689-
網址：https://itp.ne.jp/info/413137169400000899

33 立花屋

用餐就送小零食

地址：鹿島市古枝甲1693
網址：https://www.kashimacity.com/eat/tachibanaya/

優惠期間：即日起至2020/3/31 優惠期間：即日起至2020/3/31

優惠期間：即日起至2020/3/31 優惠期間：即日起至2020/3/31(但2020/1/1～1/7不適用)

優惠期間：即日起至2020/3/31(但2020/1/1～1/13、以及1月的每周末不適用)

優惠期間：即日起至2020/3/31 優惠期間：即日起至2020/3/31(但2020/1/1～1/13、以及1月的每周末不適用)

優惠期間：即日起至2020/3/31(但2020/1/1～1/13不適用)

1周年紀念特典協力店一覽表   

台灣虎航 佐賀台北直飛

美食

美食

pearl&jewel MIHONO

提供擁有日本最高級珍珠之稱的
「AKOYA珍珠項鍊(有極光花珠
鑑定書)」超特惠價格
地址：佐賀市白山2-8-2
網址：http://www.mihono.com/

購物

購物 美食

購物

購物

購物

購物

購物

提供：九州佐賀國際空港活性化協議會

https://www.hizen-vidro.co.jp/
http://sagaippindou.com/
http://www.mihono.com/
https://www.kashimacity.com/eat/kadoya/
https://www.kashimacity.com/eat/mitoya/
https://www.kashimacity.com/shopping/idesyouten/
https://itp.ne.jp/info/413137169400000899
https://www.kashimacity.com/eat/tachibanaya/


34 一之瀨茶鋪

消費即贈茶包 消費就送小禮物

網址：https://ichinose-cyaho.com/

35 上田商店

鹿島市古枝甲1601-1鹿島市古枝甲1696-5
網址：https://www.kashimacity.com/shopping/uedasyouten/

36 37 柳屋

消費就送梅子昆布茶
「梅YUKARI」2包

地址：鹿島市古枝甲1661-1
網址： https://saga-kashima-kankou.com/souvenir/6634

38 若松屋

用餐就送小禮物

地址：鹿島市古枝甲1655
網址：https://www.kashimacity.com/eat/wakamatsuya/

39 MATSUYA土產品店

消費1000日圓以上
就送手工糖球一袋

（竹下おみきや酒店）

（まつや土產品店）

（さくら屋）

地址：鹿島市古枝甲1655-3
網址：https://saga-kashima-kankou.com/souvenir/6516

40 櫻屋

消費就送祐德稻
荷神社彩繪明信片

地址：鹿島市古枝甲1652-1
網址：https://saga-kashima-kankou.com/souvenir/6398

41 家督屋

消費用餐1000日圓以上
就送小禮物

地址：鹿島市古枝甲1651
網址：https://www.kashimacity.com/eat/katokuya/

優惠期間：即日起至2020/3/31(但2020/1/1～1/13不適用) 優惠期間：即日起至2020/3/31(但2020/1/1～1/13不適用)

優惠期間：即日起至2020/3/31(但2020/1/1～1/13不適用) 優惠期間：即日起至2020/3/31(但2020/1/1～1/13不適用)

優惠期間：即日起至2020/3/31(但2020/1/1～1/13不適用)

優惠期間：即日起至2020/3/31 優惠期間：即日起至2020/3/31(但2020/1/1～1/13不適用)

優惠期間：即日起至2020/3/31(但2020/1/1～1/13不適用)

1周年紀念特典協力店一覽表   

台灣虎航 佐賀台北直飛

美食

竹下OMIKIYA酒店

消費1000日圓以上，
就送無酒精飲料一杯

地址：鹿島市古枝甲1699-13
網址：https://saga-kashima-kankou.com/souvenir/8514

購物

購物 購物 美食

購物

購物

購物

購物

提供：九州佐賀國際空港活性化協議會

https://ichinose-cyaho.com/
https://www.kashimacity.com/shopping/uedasyouten/
https://saga-kashima-kankou.com/souvenir/8514
https://saga-kashima-kankou.com/souvenir/6634
https://www.kashimacity.com/eat/wakamatsuya/
https://saga-kashima-kankou.com/souvenir/6516
https://saga-kashima-kankou.com/souvenir/6398
https://www.kashimacity.com/eat/katokuya/


42 前線Café

在店內用餐或外帶，與部分
商品消費全部8折特惠

消費即贈原創甜點
「羊羹MAKAROUN」一個

網址：https://saga-kashima-kankou.com/gourmet/21258

44 小城鍋島家Ten

地址：小城市小城町西小路208-2

地址：鹿島市古枝甲1686

網址：http://ogi-nabeshimake.com/

45

46 肥前吉田燒窯元會館
陶瓷器彩繪體驗8折，
體驗費用通常為
800～1200日圓

地址：嬉野市嬉野町大字吉田丁4525-1
網址：https://www.yoshidayaki.jp/

47 嬉野茶村

送特製焙茶，
限年滿18歲成人

地址：嬉野市嬉野町大字岩屋川內乙3537
網址：http://www2.saganet.ne.jp/ochacha/

48 九重葛屋嬉野
入場門票9折
成人700日圓     630日圓
孩童500日圓     450日圓

地址：嬉野市嬉野町岩屋川內甲103-5
網址：http://bougain.co.jp/

49 嬉野溫泉公眾浴場～
西博爾德之湯

大浴場免費入浴

地址：嬉野市嬉野町大字下宿乙818-2
網址：https://www.asobo-saga.tw/spot/spot_1.aspx?Spot_id=26

優惠期間：即日起至2020/3/31

優惠期間：即日起至2020/3/31 優惠期間：即日起至2020/3/31

優惠期間：即日起至2020/3/31 優惠期間：即日起至2020/3/31

優惠期間：即日起至2020/3/31優惠期間：即日起至2020/3/31

1周年紀念特典協力店一覽表   

台灣虎航 佐賀台北直飛

美食

株式會社友桝飲料
「手繪瓶身標籤體驗」半價優惠，
原價200日圓     100日圓

入場和試飲完全免費
公休日：每週日、國定假日、週六不定期公休、1月中旬因
          機器維修將公休一週，請上官網確認
地址：小城市小城町岩藏2575-3
網址：http://www.tomomasu.co.jp/factory

購物

購物

美食購物

購物1000日圓以上
就送佐賀米菓一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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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光酒藏肥前屋/
（株）峰松酒造場

地址：鹿島市浜町乙2761-2
網址：https://www.hizennya.co.jp/

優惠期間：即日起至2020/3/31

美食購物

體驗

體驗

購物體驗

提供：九州佐賀國際空港活性化協議會

體驗

https://saga-kashima-kankou.com/gourmet/21258
http://ogi-nabeshimake.com/
http://www.tomomasu.co.jp/factory
https://www.yoshidayaki.jp/
http://www2.saganet.ne.jp/ochacha/
http://bougain.co.jp/
https://www.asobo-saga.tw/spot/spot_1.aspx?Spot_id=26
https://www.hizennya.co.jp/


51 御宿高砂
入住旅館，晚餐就送
免費飲料一杯
(可選生啤酒或無酒精飲料)

免費贈送每桌炭火費
(價值300日圓)

網址：http://www.onyado-takasago.jp/

52 大福丸炭烤海鮮店

地址：藤津郡太良町伊福3483-4

地址：嬉野市嬉野町大字下宿乙730

入住旅館，晚餐就送
免費紅酒一杯

網址：http://www.nikani.com/
地址：藤津郡太良町大浦丙1099-5

網址：http://daifukumaru.x0.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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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留米KURUKURU券

購買地點：JR久留米市觀光案內所(久留米市京町87-12JR久留米站內)
             西鐵久留米站觀光案內所(久留米市東町316-2西鐵久留米站巴士中心一樓)
網址：http://kurume-kru2.com/

購買地點：JR久留米市觀光案內所(久留米市京町87-12JR久留米站內)
             西鐵久留米站觀光案內所(久留米市東町316-2西鐵久留米站巴士中心一樓)
網址：http://kurume-kru2.com/

55 茶之國觀光案內所

送明信片組一份

地址：福岡縣八女市本町2-129
網址：http://www.cn.yame.travel/

56 大川TERRAZZA

點購咖啡館MENU全商品，
皆享100日圓折價優惠

地址：福岡縣大川市大字向島2525-2
網址：http://www.okawa-kk.com/

49 茶心之宿～和樂園

入住旅館，晚餐就送
免費飲料一杯
(可選生啤酒或無酒精飲料)

地址：嬉野市嬉野町下野甲33番地
網址：http://www.warakuen.co.jp/

優惠期間：即日起至2020/3/31

優惠期間：即日起至2020/3/31 優惠期間：即日起至2020/3/31

優惠期間：即日起至2020/3/31 優惠期間：即日起至2020/3/31

優惠期間：即日起至2020/3/31 優惠期間：即日起至2020/3/31

1周年紀念特典協力店一覽表   

台灣虎航 佐賀台北直飛

住宿

住宿

住宿 美食

住宿 美食

美食

繁星露天溫泉&
一蟹四吃旅館～豐洋莊

購物 美食

美食

體驗 體驗

提供：九州佐賀國際空港活性化協議會

體驗

包含一冊4張折價券售價2000日圓，可
使用於餐飲、購買伴手禮、或參加體驗享
受折價。出示登機證於JR久留米觀光案
內所、或西鐵久留米觀光案內所購買久
留米KURUKURU券就送小禮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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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茶心之宿～和樂園

入住旅館，晚餐就送
免費飲料一杯
(可選生啤酒或無酒精飲料)

地址：嬉野市嬉野町下野甲33番地
網址：http://www.warakuen.co.jp/

優惠期間：即日起至2020/3/31

住宿 美食

http://www.warakuen.co.jp/
http://www.onyado-takasago.jp/
http://daifukumaru.x0.com/
http://www.nikani.com/
http://kurume-kru2.com/
http://www.cn.yame.travel/
http://www.okawa-k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