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イ ラ ス ト （ 本 文 ） ：  

い ら す と や  
（ h t t p s : / / w w w . i r a s u t o y a . c o m /）  

广岛市外国人生活咨询处 
 

您在广岛的日常生活中，有什么苦恼吗？ 

比如日语方面、有些问题的解决方法及咨询窗口等等 

中国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外国人市民咨询员帮您解决语言上的障碍等。 

严守秘密、免费咨询。请放心咨询吧！ 

咨询时间：从星期一至星期五  从上午 9点到下午 4点 

 节假日、8月 6日、从 12月 29日到 1月 3日休息。 

对应语言：中国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 

 对于中国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以外的语言是在志愿口译者等的

协助下提供服务。找志愿口译者，有时需要较长的时间，请事先予

以谅解。 

咨询地点：广岛国际会议场 1楼 “国际交流厅”内 
（广岛市中区中岛町 1-5  和平纪念公园内） 

 

电话 082-241-5010 
传真 082-242-7452 

Email: soudan@pcf.city.hiroshima.jp 
URL:  http//www.pcf.city.hiroshima.jp/ircd/  
Facebook: 
https://www.facebook.com/pages/Sala-de-Consultas PortEsp/156502674473330 

 

☆还提供葡萄牙语或西班牙语的流动咨询 
时间：第 1、第 3周五 从上午 10点 30 分到下午 12点 30分  

从下午 1点 30分到下午 3点 30分 

◘ 节假日、8月 6日、从 12月 29日到 1月 3日休息。 

地点：安芸区役所 2楼 区政调整科内 （广岛市安芸区船越南 3丁目 4-36） 
从 6 月份开始，葡萄牙语的咨询日改为每月的第 2 周三， 

西班牙语的咨询日改为每月的第 3 周四 

 
 

 

https://www.irasutoy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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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活动日程或内容有可能发生变化，  

所以请您在参加活动之前亲自与主办方确认。 

 

 
 

 

 
 
 
 
 

 

 

每月的 6日，16日，26日  

每个月带「6」的日子让我们跟原爆幸存者聊天吧！     

「６」のつく日
ひ

 語
かた

り部
べ

さんとお話
はな

ししよう！ 
时间: 11:00 ～ 17:00   证言:  13:00    15:00  
地点: Social Book Café ハチドリ舎, 中区土桥町 
交通:在土桥下车，步行 5分钟 
费用: 免费入场   需要每人至少购买一杯饮品 
咨询: Social Book Café ハチドリ舎  电话：082-576-4368 邮箱: hachidorisha@gmail.com 

 这不是一个讲座，而是与原子弹爆炸幸存者的普通交流。你可以在每月的 6日用英语与原子弹爆炸幸存

者交流。 Social Book Café ハチドリ舎  

开放：星期三、星期四和星期五：下午 3点到晚上 11点 

星期六，星期日，节假日：上午 11点到午夜 12点 

每月的 6日，16日，26日：从上午 11点开始营业。 

关闭：星期一和星期二 

 

每月的第 1 和第 3 星期日 

广岛港集市（Marche ）（ひろしまみなとマルシェ） 

日期：5月 5日，5月 19日 

时间：9:00 ～ 15:00 

地点：広島港ターミナル（广岛港大楼）西区和东区之间(広島市南区宇品海岸 1-13-13) 

交通：乘坐开往广岛港（宇品）的市内宇品线电车 1号线，3号线或者 5号线在终点站下车。 

咨询：ひろしまみなとマルシェ事务局   TEL 082-255-6646      

■ 您可以购买和品尝当地种植的新鲜蔬菜和其他食品。 
 

 

4月 3 日（星期三）至 12月 25 日（星期三）  

广岛县民文化中心「广岛神乐」定期公演（広島
ひろしま

県民
けんみん

文化
ぶんか

センター「広島
ひろしま

神楽
かぐら

」定期
ていき

公演
こうえん

） 

日期：5月 1，8，15，22，29日和 6月 5，12，19，26日 

时间：19：00 ～ 20：45 （开场 — 18：00） 

地点：広島県民文化センター（广岛县民文化中心），广岛市中区大手町 1丁目 5-3 

交通：从市内电车的「紙屋町西」站或「本通」站下车步行 3分钟。 

费用：1,200日元（自由席位，门票将于演出当天的下午 5点 40分开始在该中心出售。） 

咨询：广岛县民文化中心 电话 082-245-2311 

    

 

 

 

 

广岛市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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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 27 日（星期六）至 5月 6 日（星期一） 

铁路玩具体验博览会      鉄道
てつどう

おもちゃ体験
たいけん

博
はく

 
时间: 上午 10点至下午 5点    5月 6日上午 10点至下午 4点  入馆时间:闭馆 30分钟前 
地点: 广岛县立广岛产业会馆 西展示馆 
交通: 在“南区役所前”下车。  
门票:  预售票: 

  初中生以上／800日元 
          3岁以上和小学生／600日元 
       当日票:  

初中生以上／1,000日元 
          3岁以上和小学生／800日元 
      预售票可在 EDION广岛本店 (SUNMALL, 1楼), 福屋广岛站前店, Alpark 天满屋, Lawson, 

Ticket PIA, Seven-Eleven, e+等购买 
咨询: 广岛 HOMETV   电话 082-221-7116 (平日, 上午 10 点至下午 5点) 

 

5月 2 日（星期四）至 5月 6 日（星期一） 

2019 年世界啤酒和美食广场 with 饺子节 

餃子
ぎょうざ

フェス with 世界
せ か い

のビールとグルメスタジアム 2019 

时间: 上午 10点至晚上 9点   5月 2日中午至晚上 9 点 
地点: 旧广岛市民球场迹地   
交通: 在市内电车的“纸町屋西”或“原爆ドーム前”下车。 
费用: 免费   食物和饮料要收费。 
咨询: 广岛 TV活动信息中心   电话：082-567-2500 (平日, 上午 10点至下午 6点) 

■ 可以品尝各种饺子和各国啤酒 

■ 禁止饮酒驾驶 

 

 

5月 3 日（星期五/节日）～ 5 月 5日（星期日/节日） 

第 43 届广岛花节（第
だい

43回
かい

ひろしまフラワーフェスティバル） 

时间：11：00  ～  

地点：和平公园，和平大道一带 

交通：乘坐广电在「原爆ドーム前」站下车步行约 5分钟。 

费用：免费 

活动：活动期间内将有各式各样的舞台表演以及其他活动。 

❀5月 3日             开幕式、盛装游行等活动 

❀5月 4日             舞台表演 

❀5 月 5日             きんさい YOSAKOI（日本民间舞蹈）游行、闭幕式等活动 

  5 月 3日至 5日：各种舞台表演，销售摊位，和其他活动 

咨询：广岛花节実行委員会企画実施本部 TEL 082-294-4622  

HP ：https://www.hiroshima-ff.com/ 

■ 广岛的姐妹、友好都市日活动「大邱日」也将在花节举行，详情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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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3 日（星期五/节日）～ 5 月 5 日（星期天/节日） 

姊妹·友好城市日纪念活动 大邱日 

                            （姉妹
し ま い

・友好
ゆうこう

都市
と し

の日記
ひ き

念
ねん

イベント
い べ ん と

 大邱
て ぐ

の日
ひ

) 

活动:  大邱 马丹    享受韩国美食! 

时间：11：00 ～ 18:30 

地点：平和大通 NHK大楼南侧的马路对面绿地带 

活动:  大邱日纪念仪式和舞台表演 

日期和时间: 5月 3日 13:00 – 13:45pm)  

地点: 康乃馨舞台（和平纪念资料馆东馆南侧） 

地点:广岛花节，中区  

交通:乘坐广电到「原爆ドーム前」下车 

咨询:广岛和平文化中心 国际交流・协力科  

电话：082-242-8879    邮箱: internat@pcf.city.hiroshima.jp 

 

 

 

5 月 11日（周六），12日（周日），18（周六），25日（周六） 

面向外国游客的夜神乐公演      夜神楽公演 

时间:・19：00 ～ 19：45（18：30～入场＆开始售票）  

・19：45 ～ 对神乐团的提问，拍照 

地点: YMCA 国际文化厅（广岛市中区八丁堀 7-11） 

交通: 在立町电车站下车徒步约 3分钟 

费用: 一般 1000日元，团体 800日元，学生 500日元，3岁以下免费（坐大人腿上） 

咨询: 广岛翻译＆观光导游协会   电话：080-3731-4804（上午 10：00～下午 5：00） 

http://www.hiroshima-kagura.com/ 
 

 

5 月 18 日  星期六 

水滨音乐会  吹奏乐节      水辺
み ず べ

のコンサート 吹奏
すいそう

楽
がく

フェスティバル 

时间: 中午 ～ 16：00 

地点: 原爆遗址对岸亲水台  广岛市中区大手町 

交通: 在原爆遗址前下车徒步约 1分钟  

咨询: 水之都广岛推进协议会   电话：082-504-2676 

       （活动当天）电话： 082-504-0822. 

如果 18日下雨，将推迟到第二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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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25 日 星期五 –  5 月 27 日 星期日  

万灯节      万灯
ばんとう

みたま祭
まつり

 

日程表 5 月 26   

巫女神乐舞 19:00～ 

巫女是未婚女子，是日本神社里协助法师参拜作法，跳神乐舞，主持社务，也叫神子。 

 

 5 月 27 

儿童相扑大会 10:00～ 

神乐共演大会 19:00～ 

地点:广岛市中区基町  广岛护国神社 

交通:乘坐广电到「紙屋町東駅」下车步行约 10分钟。 

咨询: 广岛市护国神社  电话：082-221-5590 

这是一个慰籍战争受难者灵魂的节日 
 

 

5 月 31 日 星期五，6 月 28 日星期五  

日本酒节    OSAKE～Shall we drink‘sake‘ in Hiroshima～ 
时间:15:00 ～19:00（18:30 之前入场） 

地点: 广岛美术馆（广岛市中区基町 3-2中央公园内） 

费用：・日本文化体验 5/31日书道体验 500日元 

6/28茶道体验 500日元 

・和服体验 大人 2000 日元 

           儿童 1000 日元 

・品尝各种日本酒 1000 日元（3杯） 

※美术馆入馆费用：1200日元（一般），900日元（高中生），500日元（小初中生） 

咨询:中国新闻企划服务  电话：082-236-2244 

 在这次活动中您可以体验日本文化和品尝到各种日本酒 

 

 

 

6月 2 日 星期日  

姐妹・友好城市日纪念活动 汉诺威日    姉妹
し ま い

・友好
ゆうこう

都市
と し

の日記
ひ き

念
ねん

イベント ハノーバーの日
ひ

 
时间: 11:00 – 15:00  

地点: 广岛市似岛公民馆和此馆附近 

交通: 在宇品港口乘开往似岛的渡轮 

费用: 免费 

节目:免费品尝德国糖果和香肠，德国音乐会等。 

咨询: （公财）广岛和平文化中心 国际交流・协力科  电话：082-242-88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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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2 日（星期日） 

菖蒲茶会（しょうぶ茶会
ちゃかい

） 

时间：10:00 – 15:00 

地点：广岛市 広島県縮景園  

交通：乘市内电车广电白岛线，在縮景園前站下车，步行 5 分钟。 

费用：＊茶会费 1200日元 

＊入园费如下    

             成人 260日元,  高中生/大学生 150日元 

              小学生/中学 100日元 

咨询：広島県縮景園   电话： 082-221-3620 

 

6 月 2 日（星期日） 

广岛城纪念日 （広島
ひろしま

城
じょう

メモリアルデー） 

时间：10:00 ～ 16:00 

地点：広島城 天守閣 

费用：当天免费 

交通：乘市内电车，在 「紙屋町東」站或「紙屋町西」站下车，步行 15分钟。 

咨询：広島城    电话： 082-221-7512 

 

 

6 月 2 日（星期日） 

广岛蜡烛薪能     広島蠟燭薪能 

时间： 下午 5:45 ～ ( 下午 5:00 ～入场) 

地点： 广岛市护国神社 能舞台 

交通： 从市内电车的「纸屋町东」站步行 10分钟。 

费用： ss席 1万 3000日元，s席 1万日元,A席 8000日元，B席 5000日元 

售票处：护国神社，EDION广岛本店 (SUNMALL, 1楼)，福屋广岛站前店售票台，中国新闻 

咨询：广岛护国神社 082-221-5590（9:00～17:00） 

■ 能是日本传统戏剧，也是世界上现存的最古老的戏剧之一。 

■ 如果 6月 2号下雨，舞台将改为 JMS Aster Plaza（中区加古町） 

详情请查询护国神社网页 https://www.h-gokoku.or.jp/ 

 

6 月 7日（星期五）～ 6 月 9 日（星期日） 

Tokasan 节（とうかさん） 

时间： 12:00 ～ 23:00( 最后一天 22:00截止) 

地点： 广岛市  圓隆寺、中央通り一带 

交通： 从市内电车的「八丁堀」站步行 5分钟。 

联系： 圓隆寺    TEL 082-241-7420   

■ Tokasan是广岛的夏季最大节日，有很多饮食摊位。在节日期间可以看到许多人穿浴衣（夏季和服）的

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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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宫岛举行的活动 

 

7 月 27日（星期六）～ 9 月 8 日（星期日） 

团队实验★学习！和未来的游乐园、花共生存的动物伙伴们（チームラボ★学

ぶ！未来の遊園地と、花と共に生きる動物達） 

时间：10:00 ～ 20:00( 最晚 19:30之前入场) 

地点：NTTクレドホール（基町クレド・パセーラ 11楼） 广岛市中区大手町 

交通：乘市内电车在纸屋町东或纸屋町西下车。 

费用：预先售票：大人 1200日元，初中/高中生 800日元，3岁～小学生 500日元，2岁以下免费 

      当日售票：大人 1400日元，初中/高中生 1000日元，3岁～小学生 600日元，2岁以下免费 

咨询：https://futurepark.teamlab.art/places/credhiroshima 

 

 

 

 

 

 

咨询：宫岛观光协会 http://visit-miyajima-japan.com/zhs/ 

 

4月 27 日（星期六）～ 5月 6 日（星期一/节日） 

大圣院 杜鹃祭（大
だい

聖
しょう

院
いん

 さつき祭
まつ

り） 

时间：8：00 ～ 17：00 

地点：宫岛 大聖院 

交通：乘坐 JR山阳本线在宮島口站下车，或者乘坐广电路面电车宫岛线在宮島站下车，之后乘船。 

咨询：大聖院 电话 0829-44-0111 

■ 有寺庙宝物展览等。 

 

5月 3 日（星期五/节日） 

粟岛神社定期祭祀（粟島
あわしま

神社
じんじゃ

例祭
れいさい

） 

时间： 11:00 ～   

地点：宫岛  粟島神社 

交通：乘坐 JR山阳本线在宮島口站下车，或者乘坐广电路面电车宫岛线在宮島站下车，之后乘船。 

咨询：厳島神社  电话 0829-44-2020 

■ 作为女性的守护神所知的 Awazimasang的定期祭祀。 

 

5月 11 日（星期六） 

寺庙演唱会！新绿即兴音乐绘卷 Vol.1（オテライブ！新緑即興音楽絵巻 Vol.1） 

时间： 15:00开始和 18:开始共 2场（每场个 1小时）   

地点：宫岛 大圣院 

交通：乘坐 JR山阳本线在宮島口站下车，或者乘坐广电路面电车宫岛线在宮島站下车，之后乘船。 

咨询：大圣院  电话 0829-44-0111 

■ 即兴音乐特别演出将在大圣院汇集。美妙动听的乐声回荡寺庙的每个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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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 18 日（星期六） 

推古天皇祭遥拜式⁼舞乐演凑⁼（推古天皇祭遙拝式）⁼舞楽奉奏⁼ 

时间： 9：00开始   

地点：宫岛  严島神社 

交通：乘坐 JR山阳本线在宮島口站下车，或者乘坐广电路面电车宫岛线在宮島站下车，之后乘船。 

咨询：严島神社 电话 0829-44-2020 

※严島神社入殿费用：大人/大学生 300日元 高中生 200日元，小/初中生 100日元 

■ 祭祀仪式之后，表演 5曲舞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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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大人   大学: 大学生   高: 高中生   中: 中学生   小: 小学生 

老: 老年人 (65岁以上的老年人 请出示显示有生年月日的证明。) 

 通常、入馆时间为闭馆时间的前 30分钟。 

 

 

 

广岛美术馆 
地址・咨询: 広島市中区基町 3－2（中央公园内） 

电话: 082-223-2530 

开馆时间: 9:00 – 17:00  

(特别展开馆时间/星期五 19：00 截止)  

休馆日：星期一（举办特别展时除外） 

主页: http://www.hiroshima-museum.jp 

 

 

特別展 
 大家的李欧・李奥尼展. 

  期间：到 6 月 2 日（星期日） 

 入场费：大 1,200 日元，老 1,000 日元， 

大学＆高 900 日元， 

中＆小 500 日元  

 

 

 

广岛市现代美术馆 

地址・咨询: 広島県広島市南区比治山公園 1-1  

电话: 082-264-1121  开馆时间: 10:00 – 17:00     

休馆日：星期一(节假日除外) 

主页: http://www.hcmca.cf.city.hiroshima.jp/ 

 

 

 

 

 

 

30周年纪念展 
  美术馆的七盏灯 

期间：到 5 月 26 日（星期日） 

门票：大 1,200 日元，老 900 日元， 

大学＆高 600 日元，中＆小免费 

 

广岛县立美术馆 
地址・咨询: 広島市中区上幟町 2－22  

电话: 082-221-6246 

开馆时间: 9:00–17:00  

 4 月 1 日‐10 月 20 日的星期五 20:00 闭馆 

 10 月 21 日‐3 月 31 日的星期五 19:00 闭馆 

闭馆日: 星期一（特别展和节假日除外） 

主页: http://www.hpam.jp/ 

 

 

特别展 
 挑战浮世绘（江户时代流行的绘画） 

  举办时间：到 5 月 26 日（星期日） 

门票: 大 1,200 日元, 大学&高 1,000 日元 

中&小 600 日元 

 

 

 

 

                                

 

 

 

 

 

http://www.hiroshima-museum.jp/
http://www.hcmca.cf.city.hiroshima.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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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常、入馆时间为闭馆时间的前 30 分钟。  

   还有很多其他活动，详细情况请浏览网页。 

 

  广岛市森林公园 

※ 因 7月 6 日大雨的影响，我们将暂时，临时休

园。计划于今年夏天举行的活动也将被取消。 

地点: 広島市東区福田町字藤ヶ丸 10173番地 

入场费: 昆虫馆: 成人- 510 日元, 高中学生· 

老年人- 170 日元, 中学生以下免费  

(星期六高中生以下免费（春・夏・冬假

期、节日除外））  

咨询: 森林公园  电话: 899-8241 

主页： 

http://www.daiichibs-shitei.com/forest/ 

昆虫馆: 电话: 899-8964  

主页: http://www.hiro-kon.jp/ 

 

 

  广岛市植物公园  

开放时间: 9:00 – 16:30   

休息日: 星期五（5月 3日除外） 

地点: 広島市佐伯区倉重三丁目 495 番地  

入场费: 成人- 510 日元, 高中学生·老年人-    

170 日元, 中学生以下免费  

咨询: 电话: 922-3600   

主页: http://www.hiroshima-bot.jp/ 

 
 

  5-Days 广岛市儿童文化科学馆 

开放时间: 9:00 – 17:00   

休息日: 5月 7，10，13，20，27日 

地点: 広島市中区基町 5番 83号 

入场费: 成人- 510 日元, 

高中学生·老年人- 250 日元, 

中学生以下免费   

咨询: 电话: 222-5346   

主页: http://www.pyonta.city.hiroshima.jp/ 

 
 

  广岛市安佐动物公园 
开放时间: 9:00 – 16:30 

休息日: 星期四（5月 2日除外）  

地点:   広島市安佐北区安佐町大字動物園  

入场费: 成人- 510 日元,  

高中学生·老年人- 170 日元 

中学生以下免费   

咨询:   电话: 838-1111   

主页:http://www.asazoo.jp/ 
 
 

  沼自交通科学馆  
开放时间: 9:00 – 17:00  

休息日: 5月 7，10，13，20，27日    
地点: 広島市安佐南区長楽寺二丁目 12番 3号  
入场费: 成人- 510 日元, 高中学生·老年人-   

250 日元, 中学生以下免费   
咨询: 电话: 878-6211    
主页:http://www.vehicle.city.hiroshima.jp 
 

 

  江波山气象馆  

开放时间: 9:00 – 17:00   

休息日: 星期一（5月 6日除外），5月 7日 

地点: 広島県広島市中区江波南 1-40-1 

入场费: 成人- 100 日元, 高中学生·老年人-50 日元      

, 中学生以下免费   

咨询: 电话: 231-0177   

主页: http://www.ebayama.jp/ 
 
 
   广岛市乡土资料馆 
开放时间: 9:00 – 17:00  

休息日: 5月 7，9，13，16，20，27日 
地点: 広島市南区宇品御幸二丁目 6-20 
入场费: 成人- 100 日元, 高中学生·老年人-50 日元, 

中学生以下免费  
咨询: 电话: 253-6771   
主页:http://www.cf.city.hiroshima.jp/kyodo/ 
 
 
 广岛市映像文化图书馆 
开放时间:10:00 - 20:00 (星期二～星期六) 

10:00 - 17:00 (星期日・节假日・8 月 6 日)  

休息日: 星期一（5月 6日除外），5月 7日 

地点:広島県広島市中区基町 3-1  

入场费: 35 毫米的胶卷⇒成人- 510 日元, 高中

学生·老年人- 250 日元, 中学生以下免费  其

他⇒成人- 380 日元, 高中学生·老年人- 180 日

元, 中学生以下免费 国际学生免费（请出示学生

证或广岛县内设施优待卡） 

咨询: 电话: 223-3525  

主页:http://www.cf.city.hiroshima.jp/eizou 

http://www.daiichibs-shitei.com/forest/
http://www.hiro-kon.jp/
http://www.hiroshima-bot.jp/
http://www.pyonta.city.hiroshima.jp/
http://www.asazoo.jp/
http://www.vehicle.city.hiroshima.jp/
http://www.ebayama.jp/
http://www.cf.city.hiroshima.jp/kyodo/
http://www.cf.city.hiroshima.jp/eiz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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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p 
 

 

5月 
3日(星期五) 下午6：00 / vs. 読売Giants  
4日(星期六) 下午2：00 / vs. 読売Giants 
5日(星期日) 下午1：30 / vs. 読売Giants  
10日(星期五) 下午6：00 / vs. 横滨 DeNA Baystars 
11日(星期六) 下午2：00 / vs. 横滨 DeNA Baystars  
12日(星期日) 下午1：30 / vs. 横滨 DeNA Baystars 
14日(星期二) 下午6：00 / vs. 东京 Yakult Swallows 
15日(星期三) 下午6：00 / vs. 东京 Yakult Swallows  
22日(星期三) 下午6：00 / vs. 中日 Dragons 
31日(星期五) 下午6：00 / vs. 阪神 Tigers 
 

6月 
1日(星期六) 下午2：00 / vs. 阪神 Tigers 
2日(星期日) 下午1：30 / vs. 阪神 Tigers 
7日(星期五) 下午6：00 / vs. 福冈SoftBanks Hawks  
8日(星期六) 下午2：00 / vs. 福冈SoftBanks Hawks 
9日(星期日) 下午1：30 / vs. 福冈SoftBanks Hawks 
18日(星期二) 下午6：00 / vs. 千叶罗德海洋队 
19日(星期三) 下午6：00 / vs. 千叶罗德海洋队 
20日(星期四) 下午6：00 / vs.千叶罗德海洋队 
21日(星期五) 下午6：00 / vs. 欧力士野牛 
22日(星期六) 下午2：00 / vs. 欧力士野牛 
23日(星期日) 下午1：30 / vs. 欧力士野牛 

7月 
2日(星期二) 下午６:00 / vs. 东京 Yakult Swallows 
3日(星期三)  下午6:00 / vs. 东京 Yakult Swallows  
4日(星期四) 下午6:00 / vs. 东京 Yakult Swallows 
19日(星期五)下午6:00 / vs. 読売Giants 
20日(星期六)下午6:00 / vs. 読売Giants  
21日(星期日)下午6:00 / vs. 読売Giants 
23日(星期二)下午6:00 / vs. 中日 Dragons 
24日(星期三)下午6:00 / vs. 中日 Dragons 
25日(星期四)下午6:00 / vs. 中日 Dragons 

8月 
2日(星期五)下午6:00 / vs. 阪神 Tigers 
3日(星期六)下午6:00 / vs. 阪神 Tigers 
4日(星期日)下午6:00/ vs. 阪神 Tigers  
6日(星期二)下午６:00 / vs. 横滨 DeNA Baystars 
7日(星期三)下午6:00 / vs. 横滨 DeNA Baystars  
8日(星期四)下午6:00 / vs. 横滨 DeNA Baystars 
12日(星期一)下午６:00 / vs. 読売Giants 
13日(星期二)下午６:00 / vs. 読売Giants  
14日(星期三)下午6:00 / vs. 読売Giants 
20日(星期二)下午６:00 / vs. 东京 Yakult Swallows 
21日(星期三)下午6:00 / vs. 东京 Yakult Swallows  
22日(星期四)下午6:00 / vs. 东京 Yakult Swallows 
30日(星期五)下午6:00/ vs. 横滨 DeNA Baystars 

 
 

广岛东洋carp(广岛的专业棒球队)、毎年都在MAZDA Zoom-Zoom体育场有60场比赛

★：展示赛 ★：常规赛开幕日 ★：跨界赛 
 

 
 
 
 
 
 
 
 
 
 
 
 
 
 
 
 
 
 
 
 
 
 
 
 
 
 
 
 
 
 
 
 
    
 
 
 
 
 
 
 
 
 
 
 

 

售票处 
广岛 MAZDA Zoom-Zoom 体育场 

门票可在体育场入口处的售票处购买（8月6日休息）。 

营业时间 
11:30(夜场比赛) / 11:00 (日场比赛) 

11:00 – 16:00 (没有比赛) 

 CARP Baseball Gallery Carp棒球画廊 

 (中区八丁堀6番7号)                   

开店时间: 10:00 – 16:00 休业日：不定期                              

电话: 227-2222                                       

便利店 (Lawson，Seven - Eleven，FamilyMart等)也

在售票。 

路线   MAZDA Zoom-Zoom体育场: JR广岛站步行10分钟                 

咨询 广岛东洋carp  

电话 (082) 223-2141   传真 (082) 502-1189  

主页:  www.carp.co.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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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开始时间 / 对战球队 / 地址 / 售票日 

2019年 J1联赛 

5月 3日（星期五） / 14:00 / vs. 横滨F・Marinos / 广岛Edion体育场 / 正在售票 

5月17日（星期五） / 19:00 / vs. 鸟栖沙岩 / 广岛Edion体育场 /  正在售票 

6月15日（星期六） / 19:00 / vs. 湘南海洋 / 广岛Edion体育场 /  5月4日（星 期六）开始售票 

6月22日（星期六）或7月31日（星期三） / 19:00 / vs. 川崎Frontale / 广岛Edion体育场 / 5月4日（星期六）开始

售票 

7月6日（星期六） / 19:00 / vs. 大阪樱花/广岛Edion体育场 / 6月1日（星期六）开始售票 

8月3日（星期六） / 19:00 / vs. 北海道札幌冈萨多 / 广岛Edion体育场 / 7月6日 （星期六）开始售票 

8月24日（星期六） / 19:00 / vs. 大分三神 / 广岛Edion体育场 / 7月6日（星期六）开始售票 

9月28日（星期六）或9月29日（星期日） / 未定 / vs.名古屋鲸八 /广岛Edion体育场 /未定 

10月5日（星期六）或10月6日（星期日） / 未定 / vs. 神户Vissel / 广岛Edion体育场 / 9月7日（星期六）开始售票 

11月8日（周五），9日（周六）或10日（周日） / 未定 / vs. 浦和红钻/ 广岛Edion体育场  / 10月5日（星期六）开始

售票 

11月23日（星期六）/ 未定 / vs. 鹿岛鹿角 / 广岛Edion体育场  / 10月5日（星期六）开始售票 

12月7日（星期六）/ 未定 / vs. 仙台维加泰 / 广岛Edion体育场  / 11月2日（星期六）开始售票 

 

2019 （AFC）亚洲联赛冠军杯 

5月8日（星期三） / 19:00 / vs. 广州恒大 FC (CHN) / 广岛Edion体育场    正在售票 

 

门票  席 / 预售票 / 当日票 

 SS指定席                  预售票 / 5,300日元  当日票 / 5,900日元     

 S指定席                   预售票 / 4,200日元  当日票 / 4,800日元     

 自由席（大人）             预售票 / 2,600日元  当日票 / 3,200日元     

 自由席（高中生以下的学生)  预售票 / 1,000日元  当日票 / 1,500日元     

 

路线 

广岛Edion体育场 (広島Big Arch) 

乘坐Asram线广域公园前方向、在广域公园前（终点站）下车     

从本通站 单程票价 \480日元  需要 35 分种左右 

 

售票 

Sanfrecce广岛 （广岛三箭）官方商店V - POINT (Chareo) / 电话. 248-3317  

 (星期一 – 星期六) 11:00 – 21:00 （星期日・节假日）: 10:00 – 20:00 / 全年无休 

 Edion游玩指南 (阳光商城, 1楼)    福屋（广岛站前店） (7楼)    Alpark天满屋 (3楼) 

 便利店(FamilyMart, Seven - Eleven, Circle K · Sunkus, Lawson) 

 

咨询 Sanfrecce（广岛三箭）广岛   电话. 233-3233  主页: www.sanfrecce.co.jp 

http://www.sanfrecce.co.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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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財団法人広島平和文化センター国際部国際交流・協力課 [中国語] （2019年） 

 

  

HIRO CLUB NEWS是刊登有关广岛的生活信息和活动等的月刊信息志.在国际交流大厅分

发。在主页上也有刊登，可以在网站上浏览

（http://www.pcf.city.hiroshima.jp/ircd/chinese/hiroclubnews/）。摘录了一部英语版的信息，也作成了

中文版、葡萄牙语版、西班牙语版的月刊信息志。 

 

HIRO CLUB NEWS は広島の生活情報やイベント等の情報を掲載している月刊情報誌です。国際交流ラウンジにて配布して

います。当課ホームページ（http://www.pcf.city.hiroshima.jp/ircd/hiroclubnews/index.html）にも掲載しています。 

英語版の情報の一部を抜粋した中国語・ポルトガル語・スペイン語版も作成しています。 

 

✽ ✽ ✽ ✽ ✽ ✽ ✽ 

 

编辑出版：公益财团法人 广岛和平文化中心 国际部国际交流·协力科 

电话: (082) 242-8879,    传真 : (082) 242-7452 

国际交流厅 

电话 : (082)247-9715   E-mail: golounge@pcf.city.hiroshima.jp 

广岛市外国人市民生活咨询处 

电话 : (082)241-5010   E-mail: soudan@pcf.city.hiroshima.jp 

网页: http://www.pcf.city.hiroshima.jp/ircd/chinese/index.html 

 

編集・発行 公益財団法人広島平和文化センター国際部国際交流・協力課 国際交流ラウンジ 

〒730-0811 広島市中区中島町 1番 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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