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探索宮崎種類豐富的美食！

擁有多樣化個性的宮崎麵食

宮崎縣民非常喜愛麵類食物！從
宮崎推薦美食總票選中票數最多
的皆為麵類店家來看即可觀察出
來。無論是取代早餐的早晨烏龍
麵或早晨拉麵，或是飲酒過後作
為當天結束吃的料理為釜揚烏龍
麵，皆為縣民們日常生活中再熟
悉不過的場景。拉麵從經典款的
清淡豚骨醬油湯頭到運用蒜頭及
辣椒來提味的辛麵或番茄湯頭廣
受女性喜愛的番茄拉麵，其種類
非常多樣化且豐富。

宮崎縣民熱愛的縣民之味

一提到宮崎縣的當地美食，腦中
馬上浮現的即為南蠻雞、冷湯、
炭烤地雞。南蠻雞或冷湯可說是
一般在家裡也都會吃的縣民美
食。炭烤地雞則是聚餐時在店家
必點的美食。最近，宮崎市餃子
的消費量也緊逼全日本第一，大
幅提升人們對宮崎餃子的關注。
價格合理、分量十足、美味!!這就
是宮崎美食的基礎。

富饒的山海之惠

自然資源豐沛且氣候穩定的宮崎
縣，是產出豐富農牧物產的食材
寶庫。以可稱為宮崎美食最具代
表性產物的宮崎牛為第一，豬
肉、禽肉的產量也在國內數一數
二。青菜如青椒和小黃瓜等的農
產品，產量也總是居高不下，芒
果及金桔、日向夏柑橘等水果，
更是點綴季節的重要產物。除此
之外，海產也相當豐足，海釣鰹
魚的漁獲量長年位居日本第一，
漁業也十分興榮。



所謂的宮地美食是？
將縣民愛戴的本地餐飲店分為＂中餐＂與＂晚餐＂，讓縣民進行投票。在本導覽手冊（官方網
頁）上，根據開票結果，將縣內7區得票數前幾名的店家冠上＂宮地美食＂名稱來做介紹。「常去
的店」、「為犒賞自己而去的店」，這些名單上的優良店家皆為當地人真心推薦，請盡情享受本
縣引以為傲的＂美食魅力＂！！這次介紹的餐飲店僅是宮崎縣美食的一小部分，縣內還有許多魅
力十足的店家，歡迎大家踏訪尋找屬於您的＂宮地美食＂！

一個月投票總數高達1萬6,675票！
總票選從令和2年11月1日開始實施，為期一個月，收集到的總投票數為1萬6,675票。基於投票結
果，刊載了排名前100家的店家招牌料理以及人氣菜單。在導覽手冊裡介紹的這些店家，全都是縣
民掛保證的「口碑」人氣店，其中也有不少是當地人才知道的好店。現在許多餐飲店，蒙受新冠
肺炎的影響，即使如此，仍一邊遵守開店前徹底消毒及戴上員工口罩，並嚴守3密政策等的防疫策
略來繼續營業。希望此導覽手冊能更加推動大家為陷入困境的餐飲店加油打氣，並且在縣民們共
襄盛舉的同時，成為提供大家美食巡禮時的參考。





南蠻雞﹝附白飯﹞1,050日幣

－嚴格防護措施－

徹底實行避免3密對策

小倉
這正是當地美食之王宮崎縣民靈魂食
物
宮崎縣引以為傲的美食「南蠻雞」，是將炸過
的雞胸肉浸泡於甜醋醬後，再淋上塔塔醬的宮
崎縣民靈魂食物。讓全家大小都能輕鬆享用美
味料理的「小倉」，長年來嚴守第一代老闆‧
甲斐義光先生的理念，同時肩負起宣揚宮崎美
食文化的重大責任。

店鋪自豪之處

甜醋醬、塔塔醬為獨家調製，長久以來用心嚴選
每樣食材，堅持傳統好味道。 宮崎市內直營店為
本店及瀨頭店。

宮崎市瀬頭2-2-23（瀬頭店）
����-��-����
��:��-��:��（LO��:��）
不定休
31席
是的



－嚴格防護措施－

徹底消毒共用空間

CRAIGHTON HOUSE
精心烹調新鮮食材，變身美味健康料理

店鋪自豪之處

即使西式餐點種類豐富，南蠻雞自開業以來始終
深受顧客喜愛，除了基本原味以外，另準備了7
種塔塔醬供顧客選擇。

宮崎市大島町前田343（大島店）
����-��-����
��:��-��:��
なし
75席
是的

－嚴格防護措施－

徹底實行避免3密對策

屋台骨
這正是極致講究誕生出的屋台骨豚骨拉
麵

店鋪自豪之處

結合香醇、清爽、濃厚3種高湯製成的「屋台骨
拉麵」，以及湯頭圓潤順口的「宮崎拉麵」等，
歡迎您來品嘗這極致講究的美味！

宮崎市新別府町雀田1185宮崎中央市場内（本
店）
����-��-����
10:30-14:00（スープがなくなり次第終了）
日曜日・祝日
30席
是的

4種南蠻雞套餐(附白飯、飲料、蛋糕﹞1,518
日幣

宮崎拉麵550日幣



－嚴格防護措施－

徹底實行避免3密對策

食彩健美 一木一草
令人著迷的宮崎「地產地消」美食

店鋪自豪之處

附設有能享受眼前料理人烹調過程的實演廚房，
能品嘗到宮崎豐富美食的地產地消餐廳，活力十
足的店員們衷心期待大家的到來。

宮崎市松山1-1-1宮崎観光ホテル内
����-��-����
��:��-��:��（LO��:��）、
��:��-��:��（LO��:��）
水曜日（ランチのみ定休 ※祝日は営業）
130席
是的

－嚴格防護措施－

徹底消毒共用空間

有機餐廳sizen
可將宮崎街景一覽無遺的友善人類友善
自然店家

店鋪自豪之處

放眼望去可將市區美景盡收眼底的平和台公園自
助式餐廳，大量使用能使人感到似乎變健康的無
農藥蔬菜，親手烹調而成料理大受顧客好評。

宮崎市下北方町越ケ迫6146平和台公園レスト
ハウス1F
����-��-����
��:��-��:��（LO��:��）、
��:��-��:��（LO��:��）
月・火曜日（祝日の場合営業）
56席 テラス席16席
是的

午餐（大人1,870日幣、小學生990日幣）晚
餐（大人3,960日幣、小學生1,100日幣）

午餐・晚餐（大人）1,690日幣
有銀髮價格、孩童價格



－嚴格防護措施－

定期讓空氣流通

Masquerade
商業人士私房愛店，餐點美味的咖啡廳

店鋪自豪之處

每日午餐、義大利麵及漢堡排等經典人氣餐點種
類豐富的咖啡廳，深受顧客喜愛的自家製醬料也
是店家自豪美味之一。

宮崎市橘通東4-10-29
����-��-����
��:��-��:��（LO��:��）
日曜日・祝日
22席
沒有任何

－嚴格防護措施－

徹底實行避免3密對策

拉麵餃子專賣店拉麵人
早上６點至11點是優惠早晨拉麵時段

店鋪自豪之處

濃醇湯頭搭配上叉燒、自家製麵，這碗店家引以
為豪的拉麵處處充滿講究，適合於早餐享用的清
爽豚骨拉麵也廣受好評。

宮崎市村角町坪平1221-1
����-��-����
�:��-��:��
不定休
42席
是的

和風漢堡排(每日中午特餐)990日幣 濃醇豚骨拉麵820日幣



－嚴格防護措施－

入店時設底實行消毒

拉麵本舖里芋
Q彈自家製麵搭配上濃醇溫和豚骨高湯
一同享用

店鋪自豪之處

只選用宮崎縣產豬肉精心熬煮出來的湯頭，搭配
上自家製麵，讓您可以美味品嘗完最後一滴，每
天吃都不膩的宮崎拉麵。

宮崎市大島町原ノ前1445-107（本店）
����-��-����
��:��-��:��
水曜日
40席
沒有任何

－嚴格防護措施－

徹底實行避免3密對策

Flounder
提供侍菜師親手栽種的新鮮蔬菜與比目
魚料理

店鋪自豪之處

宮崎縣首間榮獲日本侍菜師協會認定的餐廳，歡
迎您來品嘗以自豪的蔬菜，與自家養殖場培育的
比目魚為主題烹調而成的料理。

宮崎市錦町4-32
����-��-����
��:��-��:��（LO��:��）、
��:��-��:��（LO��:��）
不定休（HPでご確認ください）
38席
是的

拉麵630日幣 庫納法酥盒午間套餐 1,760日幣



－嚴格防護措施－

徹底實行避免3密對策

食事之店奴
長年受到當地人喜愛的大淀自豪在地美
食

店鋪自豪之處

50多年來深受大淀人民喜愛的餐廳，附有唐揚炸
雞，南蠻雞等兩種主菜的每日變換套餐以及自家
製咖哩飯皆擁有超高人氣。

宮崎市中村東2-7-14
����-��-����
��:��-��:��
日曜日・祝日
23席
沒有任何

－嚴格防護措施－

徹底消毒共用空間

宮崎釜揚烏龍麵豐寶
口味份量皆令人大滿足讓人想專程前往
的名店

店鋪自豪之處

從宮崎市下北方町遷移至綾町的釜揚烏龍麵人氣
店，點完餐才下麵的Q彈烏龍麵以及天婦羅等待
您來品嘗。

綾町大字入野3450-1
����-��-����
��:��-��:��
月曜日
30席
是的

綜合定食980日幣 天釜烏龍麵1,000日幣、稻荷壽司70日幣



－嚴格防護措施－

徹底實行避免3密對策

TOMATO RAMEN 阿烏娃
自家製麵美味的豚骨番茄拉麵

店鋪自豪之處

調和獨家番茄醬汁的濃醇豚骨湯頭內放入自家製
羅勒麵的番茄拉麵，推薦於剩下的湯頭加入白飯
變成番茄燉飯來畫下完美句點。

宮崎市清武町大字加納甲1021-4（清武本店）

����-��-����
��:��-��:��（LO��:��）
月曜日（祝日の場合翌日）
48席
是的

－嚴格防護措施－

入店時設底實行消毒

王林
讓人成癮的青蔥香味！店家自豪的招牌
菜單

店鋪自豪之處

放滿香甜青蔥與切成薄片的自家製叉燒的「香蔥
拉麵」為本店招牌，自開業以來人氣高漲不減。

国富町木脇1117-2
����-��-����
11:30-13:30、17:30-20:00
水・木曜日
40席
沒有任何

番茄拉麵(內含起司)783日幣

香蔥拉麵756日幣

刊登店鋪圖示解說

午餐營業 晚餐營業 可外帶 有兒童座椅 附設停車場 地址

電話號碼 營業時間 店休日 座位數 店鋪網頁



串間活締鰤魚Q彈蓋飯1,100日幣

－嚴格防護措施－

入店時設底實行消毒

大乃屋
活締處理的鰤魚肉質緊實，生吃醃漬
火烤皆美味！
充分顯現出日式料理職人細心的工作態度的當
地美食，於串間卸貨的鰤魚生魚片與醃漬鰤魚
滿蓋於白飯上，大乃屋獨家醬油與味噌醬更加
凸顯出鰤魚的美味，蓋飯底下藏有將鰤魚加工
處理過的最後一道美味，到最後一口都充滿樂
趣，鰤魚魚骨湯也是絕品。

店鋪自豪之處

廣受遠從宮崎縣外前來的顧客及當地熟客喜愛的
「鰤魚Q彈蓋飯」，生長於豐沃串間海域的鰤魚其
油脂及鮮味超群，生吃醃漬火烤皆美味！

串間市西方6524-108
����-��-����
��:��-��:��（LO��:��）、
��:��-��:��（LO��:��）
不定
100席
沒有任何



－嚴格防護措施－

入店時設底實行消毒

港之驛目井津
生吃、炙燒、亦或是做成茶泡飯皆美味
滿點！

店鋪自豪之處

日南一本釣鰹魚漁獲量傲視全日本！於眼前目井
津漁港卸貨的鰹魚，推薦搭配上特製醬油醬料、
鹽味醬料來一同享用。

日南市南郷町中村乙4862-9
����-��-����
10:30-14:00（受付終了）
月曜日、第3火曜日、年末年始
77席
是的

－嚴格防護措施－

入店時設底實行消毒

伊勢海老料理‧磯物料理 大海
一邊眺望眼前大海，一邊享用當季鮮魚
及龍蝦。

店鋪自豪之處

日本料理人製作的海鮮蓋飯可充分品嘗到當天現
捕的當季鮮魚美味，當季小魚的味噌湯也令人大
滿足，9月解禁的龍蝦料理當然不可錯過。

日南市宮浦568-1
����-��-����
��:��-��:��
木曜日、最終週の水曜日（祝日の場合は変
更）
60席
是的

日南一本釣鰹魚炙燒盒飯1,500日幣 大海海鮮蓋飯定食2,750日幣



－嚴格防護措施－

定期讓空氣流通

武家屋敷伊東邸飫肥茶寮
於幽雅的空間盡享宮崎和牛頂級饗宴！

店鋪自豪之處

修復改建約有130年歷史的武家老屋，於日南市
以精選飼料培育的宮崎牛一分熟牛排與秘傳醬料
可說是絕配！餐點最後以茶泡飯畫下完美句點。

日南市飫肥8-6-10
����-��-����
��:��-��:��（LO��:��）※ランチは
11:00-15:00まで
火曜日（祝日の場合翌日）
52席
是的

－嚴格防護措施－

徹底消毒共用空間

中華餐廳蓮華
品嘗看看辣度令人口麻的四川麻婆豆
腐！

店鋪自豪之處

店內最受歡迎的為，使用2種豆瓣醬搭配自家製
辣油烹調而成的四川麻婆豆腐，花椒香味與令人
口麻的辣度可說是絕品，也有許多麵類與飯類餐
點可供選擇。

日南市吾田東9-1-28-1
����-��-����
11:00-14:00、17:00-20:00
火曜日
28席
沒有任何

安樂家宮崎牛排蓋飯三吃套餐2,480日幣※限
定10份

四川麻婆豆腐定食1,200円（僅於午餐提供）

刊登店鋪圖示解說

午餐營業 晚餐營業 可外帶 有兒童座椅 附設停車場 地址

電話號碼 營業時間 店休日 座位數 店鋪網頁



特製A套餐(附有杏仁豆腐)1,023日幣※期間限定

－嚴格防護措施－

入店時設底實行消毒

The Snooup
品嘗起來宛如番茄義大利麵般的拉麵
專賣店
於九州總共有10家分店的The Snooup，都城
總本店人氣持續高居不下的午餐菜單為附有起
司及醬漬溏心蛋的「A午餐套餐」，選用義大
利產有機番茄熬煮成的湯頭內加入的減鹽起
司，以秘傳醬汁醃漬的溏心蛋軟嫩入口即化。

店鋪自豪之處

店鋪空間以及各種設計皆由店代表一手包辦，店
員合力DIY完成的獨特外觀加上排列於店鋪前的仙
人掌為其代表特徵。

都城市宮丸町2999（総本店）
����-��-����
��:��-��:��（LO��:��）
なし
86席
沒有任何



－嚴格防護措施－

入店時設底實行消毒

丸太食堂
集結喜愛美食的大人兒童套餐

店鋪自豪之處

集結店主喜愛料理的「特別定食」，自10年前開
業以來，一直都是店內人氣超高餐點。

都城市吉尾町6220
����-��-����
��:��-��:��（LO��:��）、
��:��-��:��（LO��:��）
月曜日
40席
沒有任何

－嚴格防護措施－

入店時設底實行消毒

龍之醬
份量滿點的乾燒明蝦搭配上炒飯一同享
用

店鋪自豪之處

開業16年的中華料理名店「龍之醬」，人氣餐點
為乾燒明蝦炒飯，爽脆彈牙的乾燒明蝦搭配上炒
飯一同享用的豪華套餐。

都城市上川東3-1-4
����-��-����
��:��-��:��(LO��:��)、��:��-��:��(LO��:��)
水曜日夜
40席
沒有任何

特製定食1,280日幣

乾燒明蝦炒飯1,200日幣



－嚴格防護措施－

入店時設底實行消毒

一徹
香飄十里的湯頭濃醇絕品豚骨拉麵

店鋪自豪之處

以秘傳方法將豬骨、雞骨熬煮出的高湯、搭配上
容易吸附鮮味的細麵製成的「拉麵」，開店20多
年來深受顧客喜愛。

都城市都北町3529-1
����-��-����
��:��-��:��（LO��:��）
月曜日
40席
是的

－嚴格防護措施－

入店時設底實行消毒

豚骨拉麵專門店無我夢中
使用九州產食材呈現出多層次風味及鮮
味的拉麵

店鋪自豪之處

由元法式料理主廚所創作出的，特徵為濃醇鮮味
的料理，堅持選用九州產食材熬煮出的高湯，搭
配上卡布奇諾打奶泡手法，使得口感更加柔和順
口。

都城市志比田町5325-10
����-��-����
��:��-��:��（LO��:��）、
��:��-��:��（LO��:��）
なし
25席
是的

拉麵650日幣

香菇豚骨純白拉麵卡布奇諾風 800日幣

刊登店鋪圖示解說

午餐營業 晚餐營業 可外帶 有兒童座椅 附設停車場 地址

電話號碼 營業時間 店休日 座位數 店鋪網頁



南蠻雞定食580日幣(單品為360日幣)

－嚴格防護措施－

店鋪員工確實配戴口罩

霧島食品直營市場食堂
吸引人的便宜實在價格！代表美食特
製南蠻雞
位於市場內的食堂，因有許多為了享用份量十
足的定食，或是可選擇麵種類的勾芡炒麵而前
來的顧客而熱鬧不已，招牌菜色為從昭和47年
開業時就開始提供的南蠻雞，雞肉選用雞腿
肉，搭配上自家製酸味恰到好處的甜醋醬及濃
稠塔塔醬，店內也有進行販售。

店鋪自豪之處

「便宜快速美味」，目標成為小林市向外宣傳基
地的食堂，每年7月8日舉辦獨家感謝祭「南蠻雞
日」，以優惠價格提供300份南蠻雞。

小林市細野2123-1
����-��-����
�:��-��:��（LO��:��）、祝日
10:00-14:00（LO��:��）
日曜日
50席
沒有任何



－嚴格防護措施－

入店時設底實行消毒

炸豬排三丸子亭
咬下瞬間香甜肉汁洋溢於唇齒之間的黃
豆粉豬

店鋪自豪之處

使用間牧場「黃豆粉豬」其熟成里肌肉烹調而成
的午餐美味可口，店內所有餐點皆可外帶，尤其
是經歷多次失敗後終於完成的，冷掉也好吃的炸
豬排值得一嘗。

小林市堤2768-10
����-��-����
��:��-��:��（LO��:��）、��:��-LO��:��
水曜日
88席
是的

－嚴格防護措施－

入店時設底實行消毒

三幸拉麵店
廣受各世代喜愛的口味清爽久留米系拉
麵

店鋪自豪之處

開業54年，從上一代傳承下來的豚骨雞骨高湯，
「一點叉燒」有4片充分燉煮過的豬五花肉，剛
剛好的數量為人氣關鍵。

えびの市栗下98-2
����-��-����
��:��-��:��
不定休
27席
沒有任何

三丸子亭定食1,518日幣 一點叉燒680日幣



－嚴格防護措施－

入店時設底實行消毒

Kokoya de kobayashi
將小林產食材推向新高度的單盤午餐

店鋪自豪之處

食材8成選用小林產，原本為日本大使宮邸料理
人的主廚，精心烹調的現代和風午餐套餐，附有
法式關東煮的午餐歡迎使用筷子享用。

小林市駅南267
����-��-����
��:��-��:��（LO��:��）、��:��-��:��※夜は
完全予約制
火曜日、第3月曜日
25席
是的

－嚴格防護措施－

徹底消毒共用空間

甲子園
人氣唐揚炸雞推薦搭配秘傳醬料享受不
同風味

店鋪自豪之處

97歲的創立者招牌奶奶現在依舊每天都為顧客烹
調定食及蓋飯，優惠午餐星期一～星期五每天皆
菜色不同，唐揚炸雞一週登場一次。

高原町大字西麓876
����-��-����
11:00-14:00 ※夜は予約のみ
日曜日
30席
沒有任何

Kokoya de午間套餐1,650日幣

優惠午間套餐唐揚炸雞680日幣

刊登店鋪圖示解說

午餐營業 晚餐營業 可外帶 有兒童座椅 附設停車場 地址

電話號碼 營業時間 店休日 座位數 店鋪網頁



雞肉牛蒡烏龍麵定食700日幣

－嚴格防護措施－

徹底消毒共用空間

永野烏龍麵
自家製作烏龍麵與定食口味份量皆令
人大滿足！
使用國產小麥製成的自家製麵口感Q彈且柔
軟，清湯烏龍麵200日幣～，價格經濟實惠，
也有南蠻雞及炸竹筴魚等定食，其中以榮獲過
各種獎項的雞肉牛蒡烏龍麵為主菜的，「雞肉
牛蒡烏龍麵定食」附贈有迷你南蠻雞，份量滿
點。

店鋪自豪之處

日本J�聯賽宮崎棒牛鳥選手也曾造訪過本店，新
體育場就在附近，從店內也可看到自衛隊戰機飛
舞於空中的景色，可說是地點極佳。

新富町大字三納代1788-1
����-��-����
��:��-��:��
火曜日
26席
沒有任何



－嚴格防護措施－

入店時設底實行消毒

鰻魚入船
秘傳醬料搭配上絕妙的燒烤火候催生出
香甜美味

店鋪自豪之處

明治27年開業，將高品質的鰻魚使用地下水，花
上數日去除腥味後，再以備長炭進行燒烤，搭配
上香味濃厚的秘傳醬料，品嘗起來外皮酥脆肉質
鬆軟。

西都市大字南方3316-3 
����-��-����
��:��-��:��、��:��-��:��（LO��:��）
不定休
70席
是的

－嚴格防護措施－

徹底實行避免3密對策

Big Burger
漢堡種類豐富，也有提供定食&各式輕
食

店鋪自豪之處

「魚可樂餅漢堡」靈感來自「青島魚可樂餅」，
現為門川町懷舊口味，廣受歡迎的南蠻雞漢堡與
哈瓦那辣椒醬意外地非常適合。

新富町富田西2-21 
����-��-����
��:��-��:��
不定休
12席
沒有任何

鰻魚定食3,510日幣
魚可樂餅漢堡(單品)345日幣南蠻雞漢堡(單
品)410日幣



－嚴格防護措施－

入店時設底實行消毒

小丸新茶屋
烏龍麵手打製成，菜單種類豐富，價格
經濟實惠！

店鋪自豪之處

使用小魚乾、柴魚片、羅臼昆布及日本產嚴選素
材熬煮而成的高湯，搭配上彈力十足的自家製手
打烏龍麵，新鮮且主料大片的壽司菜單內容也很
豐富。

高鍋町北高鍋4622-7（高鍋本店）
����-��-����
��:��-��:��（LO��:��）
なし（1/1のみ）
180席
是的

－嚴格防護措施－

徹底消毒共用空間

Cafe Kiitos
使用有益健康食材親手料理而成的咖啡
廳午餐

店鋪自豪之處

位於充滿開放感圖書館內的咖啡廳，講究食材及
堅持手作，提供貝果及三明治等餐點，無論是午
餐或式下午茶時刻，皆可於此渡過悠閒時光。

新富町上富田6345-5 新富町総合交流センター
きらり内
����-��-����
�:��-��:��
月曜日（祝日の場合翌日）
20席
是的

特製海鮮蓋飯套餐1,320日幣

貝果（藍莓奶油起司）240日幣・（焦
糖）190円、米粉戚風蛋糕（巧克力大理
石）250日幣、咖啡歐蕾冰淇淋450日幣



－嚴格防護措施－

入店時設底實行消毒

川之驛百菜屋
地產地消當地女性們親手製作的鄉土料
理

店鋪自豪之處

人氣餐點為選用厚實香菇製成的「南蠻菇定
食」，雞肉份量可自行變更，西米良媽媽們的笑
容讓人內心也感到溫暖。

西米良村村所208-1
����-��-����
10:00-15:00（売店は9:00-17:00）
なし（12/29～1/3）
36席
沒有任何

－嚴格防護措施－

徹底消毒共用空間

壽司‧宴會 布袋
假日顧客有6成皆為了享用特製海鮮蓋飯
前來

店鋪自豪之處

為了能讓顧客輕鬆享用壽司，平日午餐限定壽司
定食特價750日幣，白飯上擺滿各式各樣生魚片
的海鮮蓋飯(特等)為假日人氣餐點。

川南町川南13712-26
����-��-����
��:��-��:��（LO��:��）、
��:��-��:��（LO��:��）
不定休
150席
沒有任何

南蠻菇定食(含雞肉)850日幣
海鮮蓋飯(特等)1,650日幣、壽司定食750日
幣



－嚴格防護措施－

店鋪員工確實配戴口罩

山菜長越
開業於昭和時期，傳承三代的懷舊山菜
料理

店鋪自豪之處

人氣料理為使用香菇、竹筍、紫萁製成，類似台
灣粽子的「山菜PIKO」，山菜竹葉便當(660日
幣)等其他料理建議造訪前先預約。

木城町椎木3444-4 
����-��-����
��:��-��:��
日曜日
23席
沒有任何

－嚴格防護措施－

入店時設底實行消毒

GRILL POPEYE
醬油基底的特製醬料讓人不禁想多吃幾
碗飯

店鋪自豪之處

可見到常客3代一同前來的懷舊時髦咖啡廳，每
日變換菜色的午餐及定食菜單、各種聖代及夏天
的白熊冰淇淋等，在這裡可以享用種類豐富的餐
點。

都農町大字川北18836-1
����-��-����
��:��-��:��、��:��-��:��（LO��:��）
水曜日（不定休あり）
40席（今はコロナ禍で30席）
沒有任何

山菜PIKO(�顆)���日幣
和風漢堡牛排套餐(附有沙拉、白飯、味噌
湯)1200日幣

刊登店鋪圖示解說

午餐營業 晚餐營業 可外帶 有兒童座椅 附設停車場 地址

電話號碼 營業時間 店休日 座位數 店鋪網頁



南蠻雞定食1,000日幣

－嚴格防護措施－

徹底消毒共用空間

元祖南蠻雞 小直
酥脆的外皮搭配甜醋醬，少了塔塔醬
更美味
以南蠻雞的發祥店出名，粉絲遍佈宮崎縣內及
日本其他地區，招牌菜單南蠻雞因選用小型雞
的雞胸肉，所以肉質軟嫩多汁。裹上蛋汁後炸
的酥脆的外皮淋有沿用上一代獨家比例調製而
成的甜醋醬，形成絕佳的搭配，外帶享用也頗
受好評。

店鋪自豪之處

食材皆講究地產地消，堅持使用宮崎縣產品，使
用日向雞料理而成的炙烤生雞肉與燒烤地雞腿肉
也非常受歡迎。

延岡市栄町9-3
����-��-����
��:��-��:��（LO）、��:��-��:��（LO）
月曜日夜・火曜日
32席
沒有任何



－嚴格防護措施－

入店時設底實行消毒

隨意飯屋
活用魚店經驗提供的生魚片定食大受歡
迎

店鋪自豪之處

提供生魚片與每日變換菜色定食，生魚片定食可
享用到當日進貨的7種生魚片及炸竹筴魚，份量
十足價格實惠，是店內人氣菜單。

延岡市川原崎町162-1
����-��-����
11:00-15:00（※なくなり次第閉店）
日曜日・祝日
21席
沒有任何

－嚴格防護措施－

徹底實行避免3密對策

再來軒
60年以上的營業歷史，豐富多層次的鮮
味

店鋪自豪之處

店內自豪多層次濃厚鮮味的豚骨高湯，選用了宮
崎縣產豬脛骨、頭骨，以火力強大的蒸氣鍋爐長
時間燉煮而成，可寄送至日本各地因此大受歡
迎。

延岡市旭町1-3-12
����-��-����
11:00-20:30（火曜日は-16:00）（※スープが
なくなり次第閉店）
水曜日
30席
是的

生魚片定食1,100日幣 豚骨拉麵700日幣



－嚴格防護措施－

入店時設底實行消毒

辛麵屋桝元
源自於延岡繁華鬧區，讓人魂牽夢縈的
辣度

店鋪自豪之處

以大量蒜頭加上韭菜、絞肉與秘傳獨家高湯製
成，經典原味以外，番茄辛麵、白辛麵、咖哩麵
及味噌辛麵也大受好評。

延岡市古城町4-53（愛宕店）
����-��-����
��:��-��:��（LO��:��）
なし
70席
是的

－嚴格防護措施－

徹底實行避免3密對策

義大利創作料理KANAYA
廚師精心烹調的料理其食材盡可能選用
土土呂產

店鋪自豪之處

精選土土呂產食材製成的各道料理充滿人氣，想
奢侈一下時，推薦可一次品嘗義大利麵、主菜、
甜點的午餐套餐。

延岡市土々呂町6-1734-1
����-��-����
��:��-��:��（LO）、��:��-��:��（LO）
月曜日
36席
沒有任何

普通份量800日幣～、女性份量650日幣～
午間套餐（前菜、義大利麵、沙拉、肉or
魚、甜點、飲料、麵包)2,750日幣



－嚴格防護措施－

定期讓空氣流通

天領烏龍麵
好吃、實惠、快速縣北地區靈魂食物

店鋪自豪之處

長年深受當地民眾喜愛，使用鰹魚、昆布、香菇
等食材熬煮而成的高湯自開業以來口味始終不
變，除了各種烏龍麵以外，關東煮及霜淇淋也備
受歡迎。

日向市新生町2-66-1（本店）
����-��-����
��:��-��:��（LO��:��）
不定休
90席
是的

－嚴格防護措施－

徹底實行避免3密對策

樂享元氣‧四季冬菇亭
發掘諸塚產食材的美好滋味

店鋪自豪之處

選用諸種產食材烹調成的自助式餐點深受顧客喜
愛，但現改為提供定食及蓋飯，酥炸泡開的厚實
乾香菇製成的「炸香菇」，無論是做成蓋飯或咖
哩皆大受好評。

諸塚村大字家代3068（しいたけの館21内）
0982-65-0178（しいたけの館21）
��:��-��:��（LO��:��）、
��:��-��:��（LO��:��）
※夜は前日までの要予約
水曜日
48席
是的

天領烏龍麵（釜揚烏龍麵）340日幣 酥炸香菇蓋飯830日幣



－嚴格防護措施－

定期讓空氣流通

大洋烏龍麵
超人氣定食！高湯令人自豪的烏龍麵店

店鋪自豪之處

使用小魚乾、昆布、鯖魚等魚干片熬煮出的濃醇
高湯是店家自豪美味，人氣菜單為附有烏龍麵的
定食，清爽不油膩的雞肉天婦羅也不可錯過。

門川町中須3-1
����-��-����
�:��-��:��（LO��:��）（※なくなり次第閉
店）
不定休
60席
沒有任何

－嚴格防護措施－

徹底實行避免3密對策

OttO-OttO
講究食材及麵皮，使用柴窯燒烤而成的
披薩等您來品嘗

店鋪自豪之處

以柴窯燒烤而成的披薩非常有名，將開心果泥、
里考塔起士以及義大利香腸以柔軟有彈性的麵皮
包裹起來製成的卡頌也務必品嘗看看。

美郷町西郷田代12729-1
����-��-����
��:��-��:��（LO）
水・木曜日
30席
是的

雞肉天婦羅烏龍麵定食960日幣

開心果卡頌2,180日幣

刊登店鋪圖示解說

午餐營業 晚餐營業 可外帶 有兒童座椅 附設停車場 地址

電話號碼 營業時間 店休日 座位數 店鋪網頁



迷你牛排定食2,650日幣

－嚴格防護措施－

徹底消毒共用空間

肉工房初榮
在這裡保證可享用到極致美味的高千
穗牛！
位於高千穗町內的肉品專賣店「肉之正木屋」
所經營的餐廳，牛排及燒肉僅選用A�等級10號
以上的牛肉，無庸置疑的優良品質廣受好評。
將厚切肉片在眼前烤肉爐上豪爽火烤後，直接
享用的牛排可說是完美到極點，也非常適合搭
配芥茉醬油一同享用。

店鋪自豪之處

實惠價格且份量十足的「肉飯定食」、「烤雞肉
定食」擁有許多忠實粉絲，也可外帶享用。

高千穂町三田井1404-1
����-��-����
��:��-��:��
月・火曜日
34席
沒有任何



－嚴格防護措施－

徹底實行避免3密對策

喫茶卡林卡
長年不變的美味正是深受當地人民喜愛
的原因

店鋪自豪之處

有許多帶小孩或是子孫3代一同前來的常客，南
蠻雞使用軟嫩生肉製成因此大受好評，口味溫和
順口的雞蛋三明治也非常受歡迎。

高千穂町三田井797
����-��-����
��:��-��:��
火曜日
20席
沒有任何

－嚴格防護措施－

徹底實行避免3密對策

特產中心五瀨
榮獲美食料理比賽優勝無庸置疑五瀨在
地口味

店鋪自豪之處

將豬橫膈膜以秘傳醬料醃漬成「特等內臟」，接
著與當地洋蔥拌炒後，再與高麗菜一同放於白飯
上製成「特等內臟蓋飯」，冷凍販售的「特等內
臟」也頗受歡迎。

五ケ瀬町大字三ケ所98-1
����-��-����
10:30-16:00（店舗8:00-18:00）
なし（1/1のみ）
44席
沒有任何

南蠻雞套餐780日幣、雞蛋三明治470日幣 特等內臟蓋飯900日幣



－嚴格防護措施－

入店時設底實行消毒

島之屋食堂
有麵類也有定食，傳承三代的在地定食
屋

店鋪自豪之處

於町公所附近提供定食套餐，點完餐後開始下鍋
油炸的炸物定食附有白飯、小菜、味噌湯，為店
內份量十足的人氣餐單。

日之影町岩井川3407-3
����-��-����
��:��-��:��
土・日曜日・祝日
12席
沒有任何

－嚴格防護措施－

徹底實行避免3密對策

餐廳五瀨
選用當季食材烹調出色彩繽紛的季節料
理

店鋪自豪之處

值得推薦菜單為約有10樣菜色的會席料理，包含
有鹽烤當地捕獲櫻鱒的及手作甜點等，份量滿
點，也非常推薦追加高千穗牛的套餐。

五ケ瀬町大字三ケ所9223（ごかせ温泉森の宿
木地屋）
����-��-����
��:��-��:��、��:��-��:��（LO��:��）
水曜日
60席
是的

唐揚炸雞(單品)450日幣、定食680日幣 住宿賓客專用會席料理3,300日幣(需預約)

刊登店鋪圖示解說

午餐營業 晚餐營業 可外帶 有兒童座椅 附設停車場 地址

電話號碼 營業時間 店休日 座位數 店鋪網頁



MRT 播音員 Rei Shimizu 推薦美食午餐篇

ITALIANBAR Bencaldo
擁有義大利修行經驗的主廚烹調的義大利麵不容錯過

義大利麵午間套餐(附有沙拉、飲料)1,000日幣～

－嚴格防護措施－

入店時設底實行消毒

店鋪自豪之處

每日午餐義大利麵皆不同，嚴選義大利食
材，使用的義大利麵口味令人百吃不厭，可
外帶的披薩也值得一嘗。

宮崎市清水1-2-2藤田ビル102
����-��-����
��:��-��:��（LO��:��）、
��:��-��:��（LO��:��）
日曜日（不定休あり）
20席
是的

老闆夫婦絕妙的服務也是我喜歡這家店的原因之一，我覺得是一間無論是午
餐或是晚餐，以任何目的前來，都能渡過愉快用餐時光的餐廳。



UMK 播音員 Yuuki Fujisaki 推薦美食午餐篇

Kenchan Steak
1磅重的驚人份量只有這裡才能品嘗到

超值小健牛排1磅套餐2,650日幣(附有白飯、沙拉)

－嚴格防護措施－

定期讓空氣流通

店鋪自豪之處

牛排只撒上胡椒鹽調味，可選用桌上準備好
的各種醬料及辛香料，以自己喜歡的口味享
用。

宮崎市大塚町城ノ下2770-3
���-����-����
��:��-��:��（LO��:��）、
��:��-��:��（LO��:��）
水曜日（祝日の場合は営業）
40席
沒有任何

肉與店長皆份量十足！(笑)只要在這裡，內心與胃無庸置疑皆能獲得全面滿
足！

刊登店鋪圖示解說

午餐營業 晚餐營業 可外帶 有兒童座椅 附設停車場 地址

電話號碼 營業時間 店休日 座位數 店鋪網頁



宮崎牛嫩肩里肌牛排（150g）富有湯品、沙拉吧、飲
料吧、香烤蔬菜、白飯或炒飯、麵包甜點7,000日幣
（晚餐価格）

－嚴格防護措施－

徹底實行避免3密對策

宮畜餐廳
嚴格挑選而出的宮崎牛等您來品嘗
在宮崎縣產黑毛和牛中，只有通過嚴格標準的
優質牛才能冠上品牌名稱「宮崎牛」，養殖農
家細心培育的「宮崎牛」以眼前鐵板烹調後直
接上菜，請於此一邊享用「宮崎牛」豐富多層
次的味覺饗宴，一邊與重要的人渡過幸福的時
光。

店鋪自豪之處

縣內有4間店鋪，可享受料理人於眼前烹調樂趣的
美食饗宴，一葉宮畜餐廳附設有鋼琴，夜晚可在
鋼琴的演奏中渡過一段沉靜的時光。

宮崎市新別府町前浜1401-255（一ツ葉ミヤチ
ク）
����-��-����
��:��-��:��（LO��:��）、
��:��-��:��（LO��:��）
不定休
62席
是的



－嚴格防護措施－

徹底實行避免3密對策

大眾燒烤屋
引以自豪的美味無論是一人前來又或是
外帶回家皆歡迎！

店鋪自豪之處

在日本也屈指可數的「豬舌專賣店」，僅在這裡
可品嘗到的嚴選菜單，即使一人也可盡享美食好
滋味。

宮崎市橘通西2-3-13
����-��-����
��:��-��:��（LO）
月曜日
16席
是的

－嚴格防護措施－

店鋪員工確實配戴口罩

平家之鄉
不容許絲毫妥協，嚴選素材烹調而成的
美味

店鋪自豪之處

開業38年以來，堅持講究使用100%國產牛肉的
「霜降漢堡排」，僅使用鹽與胡椒調味，可品嘗
到優良肉質的鮮味。

宮崎市新別府町土田540-1（新別府店）
����-��-����
11:30-15:00、17:30-22:00、土・日曜日・祝日
11:30-15:00、17:00-22:00
なし
64席
是的

厚切豬舌串(2串組)1,200日幣 炭烤霜降漢堡排(170g)1,463日幣



－嚴格防護措施－

徹底實行避免3密對策

旅館 小戶莊
於傳統旅館品嘗的自豪料理、傳統火鍋

店鋪自豪之處

小戶鍋被稱為幸運火鍋，WBC歷代教練也為了討
吉祥而前來享用，為運動樂園宮崎的代表火鍋，
深受大眾喜愛。

宮崎市橘通東2-9-8
����-��-����
11:30-13:30、17:00-22:00※昼も夜も予約制
不定休
40席（完全個室）
是的

－嚴格防護措施－

徹底消毒共用空間

丸萬燒鳥本店
聞名全日本的美味料理，元祖炭火烤地
雞腿

店鋪自豪之處

將精心處理過的帶骨，以備長炭大火一口氣烘烤
過的「炭火烤地雞腿」，入口後越嚼越香，雞肉
鮮味瀰漫唇齒之間。

宮崎市橘通西3-6-7
����-��-����
��:��-��:��
日曜日（月曜日が祝日の場合は営業）
60席
沒有任何

小戶鍋也可於家中享用，「小戶鍋湯頭」以
860日幣販售中

炭火烤地雞腿(附有湯品與小黃瓜)1,200日幣



－嚴格防護措施－

定期讓空氣流通

Ethnic RESTAURANT
KRUNGTHEP
僅此一處的美好時光及口味，等您來享
受

店鋪自豪之處

從很久以前就屹立於阿波岐原的民族料理餐廳，
生春捲、印度烤雞需預約，喝到飽方案也非常划
算。

宮崎市阿波岐原町前浜4276-507
����-��-����
17:30-21:30、土曜日17:00-21:30、日曜日
17:00-21:00
月・火曜日
50席
是的

－嚴格防護措施－

入店時設底實行消毒

高砂
這正是「西橘風情」，充滿人情味的大
眾酒場

店鋪自豪之處

開業以來廣受顧客喜愛的大眾酒場，關東煮、勾
芡炒麵為店內人氣菜單，可說是西橘通代表居酒
屋。

宮崎市橘通西3-1-10
����-��-����
��:��-��:�� （LO��:��）、金・土曜日
17:00-23:00（LO��:��）
（�Fのみ16:00から営業）
日曜日
163席
是的

生春捲(需預約)1條450日幣

日式滷蛋與都萬牛的牛筋煮520日幣，菜單
種類多達100種以上。



－嚴格防護措施－

店鋪員工確實配戴口罩

燒鳥惠屋
太陽、自然、人情的恩惠，可與家人同
樂的居酒屋

店鋪自豪之處

使用嚴選食材的宮崎鄉土料理，歡迎與家人一同
享用烤雞肉串、新鮮魚類等豐盛居酒屋餐點。

宮崎市霧島1-93-2（恵屋プラス宮崎霧島店）

����-��-����
��:��-��:��
不定休
150席
是的

－嚴格防護措施－

入店時設底實行消毒

萬作
滿載溫暖人情味的口味自開業以來始終
不變

店鋪自豪之處

串燒、醬油芝麻漬鮭魚、甘味煮等皆花費工夫精
心烹調而成，可在這享用到開業以來始終不變的
美味料理及燒酎。

宮崎市橘通西2-6-17
����-��-����
��:��-��:��
日曜日、祝日
35席
沒有任何

烤雞肉串、烤青蔥鮪魚、烤雞屁股、烤雞皮
串，各1根99日幣

串燒814日幣，選用新鮮肉類燒烤而成的人
氣料理



－嚴格防護措施－

徹底實行避免3密對策

海鮮茶屋魚佐
與家人、與朋友一同享用美食饗宴

店鋪自豪之處

豐富的菜單與適合於各種聚餐為店家自豪之處，
從合作農家直接進貨食材，可讓人感到安全安
心，也有提供和式包廂、半開放包廂供顧客用
餐。

宮崎市学園木花台桜1-21-5（宮崎木花店）
����-��-����
��:��-��:�� （LO��:��）
不定休
120席
是的

－嚴格防護措施－

入店時設底實行消毒

軍雞
要不要來品嘗看看這充滿講究的美味～

店鋪自豪之處

自家農場培育的宮崎地頭雞肉質柔軟Q彈！撒上
無添加手炒鹽再以炭火大烤後即上菜，推薦您前
來品嘗這充滿講究的美味！

宮崎市中央通8-12（本店隠蔵）
����-��-����
��:��-��:�� （LO��:��）
不定休
84席
是的

隨選盛宴盒飯1,598日幣
超值炭烤宮崎地雞腿附有柚子胡椒1,595日
幣～



－嚴格防護措施－

徹底實行避免3密對策

日之出炭烤
新鮮、優質的內臟前所未見的美味

店鋪自豪之處

內臟等新鮮品質優良肉類，透過以備長炭燒烤來
去除多餘的油脂，因此可品嘗到清爽多汁的美
味。

宮崎市天満3-7-3
����-��-����
18:00-24:00、日曜日・祝日17:00-23:00
木曜日（祝日、祝日前は営業）
70席
沒有任何

－嚴格防護措施－

徹底實行避免3密對策

夾竹園
宮崎人氣燒肉店！50多年來深受顧客喜
愛的老店

店鋪自豪之處

注重食材，熱愛美味，開業於1968年，滿載信
賴與成果。不僅秘傳醬料，泡菜與沾醬也皆是自
家製作。

宮崎市大塚町水流5131（大塚本店）
����-��-����
��:��-��:�� （LO��:��）
なし
324席
是的

有提供價格優惠套餐、喝到飽方案

人氣「肩頸里肌A套餐7,210日幣（嫩煎里肌
600g、牛舌200g、黃金內臟300g、高麗
菜、美生菜）」平日還有附贈3人份白飯與2
盤泡菜。



－嚴格防護措施－

店鋪員工確實配戴口罩

燈亭
令人著迷的一流食材及手藝，將傳統西
餐推向世界！

店鋪自豪之處

2代主廚藤澤賢二曾拜師於世界級法國料理廚師
三國清三，選用頂級食材搭配精湛手藝烹調出令
人回味無窮的美味料理，打造出完美時光。

宮崎市中央通8・16 第2三輪ビル 中2F
����-��-����
��:��-��:�� （LO��:��）
月曜日
26席
是的

－嚴格防護措施－

入店時設底實行消毒

地雞腿炭火燒嵐坊
獲得日本媒體好評報導將正統口味推向
全日本

店鋪自豪之處

宮崎地雞炭火燒名店「嵐坊」受到日本全國媒體
報導，為受到認證的美味，獨家辛香料使雞肉鮮
味更加凸顯。

宮崎市大島町萩崎537-27（本店）
����-��-����
��:��-��:�� （LO��:��）
不定休
50席
是的

帝王蟹奶油蟹肉可麗餅1,870日幣
職業運動選手也喜愛的帶骨炭烤地雞腿燒
1,100日幣

刊登店鋪圖示解說

午餐營業 晚餐營業 可外帶 有兒童座椅 附設停車場 地址

電話號碼 營業時間 店休日 座位數 店鋪網頁



炸里肌豬排&南蠻雞套餐1,848日幣

－嚴格防護措施－

店鋪員工確實配戴口罩

炸豬排大晃
嚴選優質豬肉、麵包粉、油，講究創
造出美味
於肉店現場鍛鍊出好手藝且熱於研究的店長大
展身手的餐廳，裹上以麵包粉專用麵包製成的
麵包粉後，再以有多層次風味的豬油炸成的炸
豬排，沾上岩鹽咬下口瞬間，肉的香甜鮮味擴
散於唇齒之間，豪爽淋上每天早上現做塔塔醬
的南蠻雞也是店內人氣餐點。

店鋪自豪之處

可一盤享用到二大人氣料理，不追求品牌肉，從
信任肉店進貨宮崎縣產豬肉，細心處理引出豬肉
本身最高鮮味。

日南市上平野町1-4-1
����-��-����
��:��-��:��（LO��:��）、
��:��-��:��（LO��:��）
月曜日
100席
是的



－嚴格防護措施－

定期讓空氣流通

鰻魚料理 大清
盡享宮崎‧鹿兒島產新鮮鰻魚

店鋪自豪之處

一邊眺望日本庭園一邊享用鰻魚料理，選用宮
崎、鹿兒島產香草鰻魚，以遠紅外線燒烤後製成
香味濃厚的蒲燒鰻，還有熱騰騰的蒸鰻魚盒飯其
肉質鬆軟可口。

日南市吾田東10-8-14
����-��-����
��:��-��:��（LO��:��）、
��:��-��:��（LO��:��）
水曜日、12/31～1/2
76席
是的

－嚴格防護措施－

徹底消毒共用空間

佳餚屋 小新
鮮度超群的海鮮生魚片，令人驚豔的光
澤與口感

店鋪自豪之處

如果想品嘗串間美食的話，菜單豐富的此店，當
然是您的首選。特別是生魚片不容錯過，選用當
天進貨魚類，魚身皆帶有光澤，肉質緊實彈牙口
感極佳。

串間市西方5684-1
����-��-����
��:��-��:��（LO��:��）
水曜日
42席
沒有任何

蒸鰻魚盒飯(特上)2,980日幣
生魚片拼盤1,100日幣～(照片份量為3,850日
幣)



－嚴格防護措施－

入店時設底實行消毒

串炸千梵
將當季海鮮肉類蔬菜以熱騰騰的串炸方
式享用

店鋪自豪之處

選用當季食材提供充滿季節感的串炸，一串一串
上菜使得顧客可在熱騰騰的狀態下享用，使用顆
粒細緻麵包粉打造出的口感酥脆串炸，讓人百吃
不厭。

日南市園田2-7-21
����-��-����
��:��-��:��（LO��:��）
日曜日
25席
沒有任何

－嚴格防護措施－

店鋪員工確實配戴口罩

迴轉壽司壽司虎
活用壽司老店手藝的炙燒壽司大受歡迎

店鋪自豪之處

創業魚昭和28年的壽司老店，主要從九州各地漁
港進貨的海鮮鮮度超群，引出海鮮多層次鮮味及
口感的炙燒，香氣四溢令人難以抗拒！

串間市寺里2-8-6（串間本店）
※道の駅くしま内に、2021年5月中旬移転予定

����-��-����
11:30-14:30（最終入店14:00）、
17:00-20:30（最終入店20:00）
※土日のランチは11:30-15:30（最終入店
15:00）
不定休
45席
是的

隨機選串炸8串組1,326日幣

炙燒鮭魚肚330日幣、炙燒鮮蝦264日幣、本
日檸檬鹽壽司組440日幣

刊登店鋪圖示解說

午餐營業 晚餐營業 可外帶 有兒童座椅 附設停車場 地址

電話號碼 營業時間 店休日 座位數 店鋪網頁



蔬菜凍派

－嚴格防護措施－

入店時設底實行消毒

SLF
嚴選當地生產食材製成 擺盤也賞心悅
目的料理
SLF當年秉持著為了讓顧客享用到當季美味這
個理念開業，至今已迎來10週年，「蔬菜凍
派」為點綴午餐、晚餐套餐的第一道餐點，使
用20種以上的蔬菜，精心處理組合而成的關
係，外觀豪華繽紛，搭配鹽與橄欖油一同享
用。

店鋪自豪之處

豪華的裝潢滿載店主的創意點子，為紀念開業10
周年，預計進行大規模改裝。

都城市千町5000
����-��-����
��:��-��:��(LO��:��）、
��:��-��:��（LO��:��）
月曜日、第1・第3火曜日（祝日は営業）
40席
是的



－嚴格防護措施－

店鋪員工確實配戴口罩

櫻結 -SAKURA MUSUBI-
和風調味料為提味秘方！肉汁飽滿的漢
堡排

店鋪自豪之處

附上使用當季食材料理而成的和風口味小菜與自
家製甜點的飽足‧滿足套餐，堅持使用日本產肉
品的漢堡排肉汁飽滿。

都城市南鷹尾町18-32
���-����-����
11:00-14:00、18:00-20:00※夜は要予約
月曜日
16席
是的

－嚴格防護措施－

入店時設底實行消毒

吉田屋
種類多達100種以上！挑選也是樂趣之
一的串燒

店鋪自豪之處

選用都城產觀音池豬肉的豬五花肉串及肉捲串，
使用霧島雞的雞肉串，還有海鮮串等，種類豐富
的串燒為魅力所在。另外，高麗菜無限量供應。

都城市中町3-4（本店）
����-��-����
��:��-��:��（LO��:��）
なし
40席
沒有任何

櫻花結套餐(番茄起司口味漢堡排)1,320日幣 隨機選10串組1,000日幣



－嚴格防護措施－

入店時設底實行消毒

NERDBIRD
肉質多汁「南國元氣雞」的南蠻雞專賣
店

店鋪自豪之處

選用「南國元氣雞」烹調而成的南蠻雞，肉質多
汁且對健康無負擔，歡迎與使用獨家番茄醬料製
成的烤雞一同享用。

都城市下川東1-15-6
����-��-����
11:00-21:00（鶏がなくなり次第閉店）
なし
74席
沒有任何

－嚴格防護措施－

入店時設底實行消毒

箸處北諸
完整享用宮崎牛美好滋味！宮崎牛三吃
定食

店鋪自豪之處

於名古屋修行的店主創造出的自豪料理，首先直
接品嘗最原始的美味，接著加入辛香料一同享
用，最後倒入鰹魚高湯做成茶泡飯，一次享受宮
崎牛各種美味。

三股町五本松14-1（三股店）
����-��-����
��:��-��:��（LO��:��)、��:��-��:
��（LO��:��）
火曜日
45席
是的

Chicken No.� 雞腿肉南蠻雞&番茄起司口味
烤雞1298日幣 宮崎牛三吃定食2,178日幣

刊登店鋪圖示解說

午餐營業 晚餐營業 可外帶 有兒童座椅 附設停車場 地址

電話號碼 營業時間 店休日 座位數 店鋪網頁



糖醋豬柳935日幣

－嚴格防護措施－

徹底消毒共用空間

中華料理 正一
以熟悉的口味提供80種正統中華料理
創業以來，致力於提供無論誰皆可輕易入口，
適合南九州味覺的中華料理，為了品嘗這個美
味，現在也有許多顧客從宮崎縣及日本各地前
來，糖醋豬柳廣受各年齡層喜愛，持續追加醬
料增添濃稠感的自家甜醋醬是美味的關鍵，炸
的酥脆的豬五花肉裹上大量的糖醋勾芡享用真
是絕品。

店鋪自豪之處

熱情親切的待客風格廣受好評，時髦的店內裝潢
空間寬敞，也有許多包廂，無論坐在哪皆可輕鬆
自在享用餐點。

えびの市大字原田79
����-��-����
��:��-��:��、��:��-��:��（LO��:��）
木曜日（月2回ほど水曜と木曜の連休あり）
80席
沒有任何



－嚴格防護措施－

徹底消毒共用空間

炭火燒牛心
於自家肉店整頭購入，以實惠價格供應
宮崎牛肉

店鋪自豪之處

充滿活力的服務態度與熱鬧的店內，最推薦可一
次品嘗到上等牛舌、小里肌肉、以及有名的壺醃
牛五花肉等6種肉類的香蔥鹽味小里肌套餐，小
林市細野店、宮崎店也歡迎大家光臨。

小林市堤3116-1（堤店）
����-��-����
��:��-��:��（LO��:��）、
��:��-��:��（LO��:��）
不定休
80席
沒有任何

－嚴格防護措施－

定期讓空氣流通

ILLUMINANTE
窯烤披薩等義大利料理隨時等候您來享
用

店鋪自豪之處

座位皆為風格不同的7間包廂，選用當地產赤雞
創作出的炙燒生雞加入酸豆作為點綴，非常適合
當作下酒菜。

えびの市坂元187-2
����-��-����
��:��-��:��（LO��:��）、��:��-��:��（入店
20:00、LO��:��）
月曜日（祝日の場合は翌日）
28席※営業時間・メニューは確認を
沒有任何

香蔥鹽味里肌套餐(3~4人份)6,458日幣 赤雞炙燒生雞肉佐溫沙拉醬(沙拉風)957日幣



－嚴格防護措施－

定期讓空氣流通

燒肉&牛排仲吉
只有牧場直營店才能提供的高品質低價
格

店鋪自豪之處

提供於小林市豐富大自然中，從繁殖到成牛一貫
作業下培育出來的和牛，特別套餐內容相當豐富
且價格實惠，適合全家或是與朋友一同享用。

小林市細野1889-1
����-��-����
��:��-��:��、��:��-��:��（LO��:��）
水曜日
50席
沒有任何

－嚴格防護措施－

入店時設底實行消毒

味處禪
不容錯過的創意滿載串燒

店鋪自豪之處

令人期待的選用當日食材烹調而成的創作料理，
串燒有中華麵豬肉捲等創意十足的組合，勾芡炒
麵等基本餐點也非常受歡迎。

高原町大字西麓960
����-��-����
��:��-��:��
月曜日
20席
沒有任何

特製套餐2,870日幣※照片為2人份

串燒拼盤(11串)2,000日幣

刊登店鋪圖示解說

午餐營業 晚餐營業 可外帶 有兒童座椅 附設停車場 地址

電話號碼 營業時間 店休日 座位數 店鋪網頁



煎餃(1人份8顆)450日幣

－嚴格防護措施－

徹底實行避免3密對策

餃子馬渡
嚴選素材達到地產地消，令人回味無
窮的Q彈餃子
彈力十足且厚實的外皮，與混合當地兒湯郡產
高麗菜與宮崎縣產牛豬絞肉的內餡為其特徵，
以自家製豬油香煎過的餃子口味清爽，無論是
誰都可輕易吃下1人份的8顆餃子，還有酥炸餃
子、水餃以及選用縣產雞翅膀填入餃子內餡製
成的炸雞翅餃子(204日幣/1支)，也非常推薦品
嘗看看。

店鋪自豪之處

社長為「餃子之都高鍋推進協議會」會長，與
「高鍋餃子」及町內其他販售餃子店鋪一同合
力，將高鍋餃子界推向新高度。

高鍋町北高鍋洗井5180（本店）
����-��-����
��:��-��:��（LO）
火曜日
56席
是的



－嚴格防護措施－

定期讓空氣流通

美酒與鮮蔬 ARIPAKA
豐富且色彩繽紛的蔬菜料理搭配美酒一
同享用

店鋪自豪之處

活用食材美味及口感，滿載熱愛蔬菜主廚創作出
的色彩繽紛料理，包含超人氣前菜組合在內的套
餐料理搭配2小時喝到飽3,700日幣！

西都市妻町2-20
����-��-����
��:��-��:��（LO��:��）、
��:��-��:��（LO��:��）
木曜日、月1回水曜日
18席
是的

－嚴格防護措施－

店鋪員工確實配戴口罩

千與康樂
想大快朵頤時不可錯過的美味料理及大
份量

店鋪自豪之處

將廣東料理融合和洋口味的獨家中華料理，大量
使用新鮮當地生產食材，口味份量皆令人大滿
足！

新富町富田2-4-2
����-��-����
��:��-��:��、��:��-��:��（LO）（日曜日は
11:30-14:00）
月曜日、第1・3日曜日
26席
沒有任何

繽紛蔬菜前菜拼盤(2人份)1,650日幣葡萄酒
550日幣～ 炙燒生牛五花肉佐溫泉蛋蓋飯880日幣



－嚴格防護措施－

徹底消毒共用空間

高鍋餃子
無論幾個都可輕鬆下肚！充滿蔬菜的無
負擔餃子

店鋪自豪之處

香煎、油炸、辛辣等種類豐富的餃子包入大量蔬
菜，口味清爽，也可依照喜好搭配添加有中華辛
香料的自家製辣油享用，除此之外，勾芡炒麵也
非常受歡迎。

高鍋町大字高鍋町657
����-��-����
��:��-��:��（LO��:��）（売り切れ次第閉
店）
月曜日
30席
是的

－嚴格防護措施－

徹底實行避免3密對策

創作料理和音
添加蒟蒻製成的養生麵與創作料理

店鋪自豪之處

於餐桌及椅子上享用，以當地產食材烹調而成
的，日式西式綜合風格料理，添加蒟蒻製成的健
康「養生麵」菜單也不容錯過。

木城町大字高城1299-1 
����-��-����
11:30-13:30、17:00-22:00
水曜日
50席
是的

煎餃500日幣(外帶480日幣)

蛋包蕎麥麵（使用養生麵）715日幣、生春
捲605日幣、高湯蛋捲550日幣

刊登店鋪圖示解說

午餐營業 晚餐營業 可外帶 有兒童座椅 附設停車場 地址

電話號碼 營業時間 店休日 座位數 店鋪網頁



炸里肌豬排與炸蝦定食1,518日幣

－嚴格防護措施－

定期讓空氣流通

不二豬排
50多年來口味始終不變，開胃下飯的
美味炸豬排
50多年來以炸豬排專賣店深受當地民眾喜愛，
每次點餐後，先將豬排裹上以麵包粉專用麵包
現打的顆粒較粗麵包粉，再下鍋以豬油油炸，
因此口感酥脆。其中特別受到好評的為將里肌
肉切薄製成的炸里肌排，搭配上自家製醬汁，
讓人不禁多吃幾碗飯。高麗菜絲也歡迎淋上自
家製醬汁一同享用。

店鋪自豪之處

白飯、味噌湯、高麗菜絲無限供應，豬肉洋蔥味
噌湯為隱藏版人氣料理，續碗率極高，另外，外
帶豬排的顧客也非常多。

日向市上町9-4（日向本店）
����-��-����
��:��-��:��（LO��:��）
水曜日（12/31・1/1）
45席
沒有任何



－嚴格防護措施－

徹底實行避免3密對策

延岡小倉
王道料理南蠻雞以外，什錦麵也人氣旺
盛

店鋪自豪之處

將上一代社長開發的秘傳口味獨家改良後的南蠻
雞可說是絕品，柔質軟嫩到讓人不禁懷疑這真的
是雞胸肉嗎？長崎什錦麵也是店內人氣菜單之
一。

延岡市出北2-14-24（出北店）
����-��-����
��:��-��:��（LO）、��:��-��:��（LO）
火曜日（12/31・1/1）
90席
沒有任何

－嚴格防護措施－

徹底消毒共用空間

燒肉滋滋
全家一同吃飽飽，帶來笑容的美味燒肉

店鋪自豪之處

午餐1,518日幣～、晚2,068日幣～的吃到飽方案
備受顧客喜愛，16種肉類料理、30種蔬菜及海
鮮料理、11種甜點，點餐式吃到飽饗宴等待您來
享用。

日向市江良町4-39
����-��-����
��:��-��:��（LO��:��）
なし
34席
是的

南蠻雞1,188日幣

滋滋套餐(黑毛牛五花肉、豬五花肉、牛舌、
牛內臟)6,578日幣



－嚴格防護措施－

徹底實行避免3密對策

味處 國技館
延岡第一料理老店，無論少人數或團體
皆適合

店鋪自豪之處

集結當季美味的餐廳，特別推薦養殖於北浦地區
的日向本鯖魚，以鹽與醋調味，炙燒表皮引出肉
質甜味的烤鯖魚壽司廣受好評。

延岡市春日町2-3-4
����-��-����
��:��-��:��、��:��-��:��（LO��:��）
月曜日（繁忙期を除く）
150席
是的

－嚴格防護措施－

徹底實行避免3密對策

歇腳處椎葉屋
椎葉在地料理與媽媽親自傳授的手打蕎
麥麵

店鋪自豪之處

包含蕎麥粉，幾乎所有食材皆選用椎葉產，使用
當地豆腐製成的豆腐田樂3種口味拼盤，白飯為
玉米飯等，充滿椎葉特色的料理為本店引以自豪
的美味。

椎葉村大字下福良1818
����-��-����
11:00-14:00 ※夜は要予約
不定休
20席
沒有任何

日向本鯖魚的烤鯖魚壽司(單品)1,320日幣
炙燒鴨肉手打蕎麥麵900日幣
加B套餐500日幣

刊登店鋪圖示解說

午餐營業 晚餐營業 可外帶 有兒童座椅 附設停車場 地址

電話號碼 營業時間 店休日 座位數 店鋪網頁



香炸豬腳550日幣

－嚴格防護措施－

徹底實行避免3密對策

居酒屋左近
選用當地產香橙提味，備受歡迎的招
牌菜單
因可品嘗到使用日之影當地現採食材烹調而成
的料理而大受歡迎。本店招牌料理為「香炸豬
腳」，使用柴火將豬腳燉煮至中間部位也軟嫩
後，再以200度高溫油炸，上桌前淋上自家使
用日之影產香橙製成的柚子醋，在外帶餐點中
也擁有絕佳人氣。

店鋪自豪之處

野味及溪蟹需事前預約，有提供免費接送巴士，
套餐餐點內容可隨年齡及男女比例變更也是受人
氣理由之一。

日之影町大字七折3187-1
����-��-����
��:��-��:��
不定休
80席
沒有任何



－嚴格防護措施－

徹底實行避免3密對策

居酒屋天佃天
名物店長提供的充滿個性菜單人氣滿滿

店鋪自豪之處

店鋪獨家料理種類豐富，其中招牌商品為「芋
娘」及「五色納豆」，有許多難忘僅能於此處品
嘗到的美味而多次前來的常客。

高千穂町大字三田井805
����-��-����
��:��-��:��
日曜日
50席
沒有任何

－嚴格防護措施－

徹底實行避免3密對策

酒處粹
價格實惠份量十足，聚集許多當地熟客

店鋪自豪之處

價格實惠份量十足，讓人一嘗難忘的美味是本店
引以為豪的特色，備受歡迎的串燒因使用炭火燒
烤，口味豐富多層次。

高千穂町三田井10
���-����-����
��:��-��:��
日曜日
20席
沒有任何

芋娘495日幣、五色納豆1,045日幣 串燒(10串)1,000日幣、南蠻雞700日幣



－嚴格防護措施－

入店時設底實行消毒

拉麵居酒屋十八番
拉麵美味無庸贅述，居酒屋菜單也值得
推薦

店鋪自豪之處

博多豚骨召回湯頭拉麵與居酒屋料理大受好評，
香蔥豬肉鍋為店內人氣料理，將雞肉熬煮一整天
提煉出的湯頭與香蔥及豬肉可說是絕配。

高千穂町三田井812-2
����-��-����
��:��-��:��（LO��:��）
月曜日
50席
沒有任何

－嚴格防護措施－

徹底實行避免3密對策

食之鄉五鄉
廚師生涯40年的店主嚴選素材提供美味
料理

店鋪自豪之處

蔬菜、魚、肉等食材皆講究地產地消，本店招牌
「碳烤地雞定食」，使用炭火燒烤出的地雞肉質
多汁美味，是本店自豪的菜單。

五ケ瀬町大字三ケ所1287-3
����-��-����
��:��-��:��（LO��:��）、
��:��-��:��（LO��:��）
月曜日（不定休あり）
50席
沒有任何

香蔥豬肉鍋套餐3,500日幣(附有喝到飽) 炭烤地雞定食1,300日幣

刊登店鋪圖示解說

午餐營業 晚餐營業 可外帶 有兒童座椅 附設停車場 地址

電話號碼 營業時間 店休日 座位數 店鋪網頁



MRT 播音員 Keiji Hirosue 推薦美食晚餐篇

居酒屋 小健
選用當地農產品製成的當季料理等您來品嘗

烤高千穗牛肉串(2串)700日幣

－嚴格防護措施－

徹底實行避免3密對策

店鋪自豪之處

入口處的神樂面具為店舖代表特徵！高千穗
牛的串燒鮮味濃厚，適合搭配獨家甜辣醬一
同享用，當地美食等候您來品嘗。

高千穂町三田井796-2
����-��-����
��:��-��:��
不定休
20席
沒有任何

在我生長的高千穗町長年受到喜愛的店家，熱鬧的氣氛加上美味的料理與酒
能讓人獲得力量。



UMK 播音員 Yuki Takasu 推薦美食晚餐篇

藥膳湯咖哩之店merry gate
有益健康為理念的藥膳蔬菜湯咖哩

辛辣肉丸子藥膳蔬菜湯咖哩1,400日幣

－嚴格防護措施－

徹底實行避免3密對策

店鋪自豪之處

花上7小時燉煮的雞骨湯搭配大量蔬菜製成
藥膳湯咖哩，家入自家調製印度葛拉姆馬薩
拉香料製成的肉丸子也值得一嘗。

宮崎市船塚2-67
����-��-����
金～月11:00-21:00（LO��:��）、火・水
11:00-15:00（LO��:��）
木曜日（臨時休業もあり）
25席
沒有任何

加入大量蔬菜的肉丸子是只能於此品嘗到的美味，獨家調製的辛香料可以調
整自己喜歡的辣度。

刊登店鋪圖示解說

午餐營業 晚餐營業 可外帶 有兒童座椅 附設停車場 地址

電話號碼 營業時間 店休日 座位數 店鋪網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