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RO CLUB NEWS ・ 最新活动消息
中国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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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岛市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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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ひ

かた

べ

はな

「6」のつく日 語り部さんとお話ししよ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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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三、周四和周五：下午 3 点到晚上 11 点
周六，周日，节假日：上午 11 点到午夜
每月 6 日、16 日和 26 日：从上午 11 点开始营业。
关闭：周一和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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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通：乘市内电车在纸屋町东或纸屋町西下车
费用：预先售售：大人 1200 日元，初中/高中生 800 日元，儿童 500 日元
当日售票：大人 1400 日元，初中/高中生 1000 日元，儿童 600 日元
咨询：https://futurepark.teamlab.art/places/credhiroshima
9 月・10 月的周日

缩景园清晨开园

そうちょうかいえん

縮景園 早 朝 開園

开园时间： 9 月的周日 ：7:00～18:00
10 月的周日：7:00～17:00
周一～周六：9:00～18:00
地点：広島市縮景園
交通: 乘坐广电白岛线市内电车，在縮景園前站下车，步行 5 分钟。
入园费:成人 260 日元 高中/大学生 150 日元
小学/中学生 100 日元
咨询: 縮景園 电话：082-221-3620
活动期间入园前 30 名游客可免费品尝抹茶和免费体验日本传统的折纸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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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1 日（周日）
，15 日（周日）

广岛港集市（Marche ）

ひろしまみなとマルシェ

时间：8:00～14:00
地点：広島港ターミナル（始发站）旁边的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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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 4、11、18、25 日，10 月 2、9、16、23、30 日（周三）

广岛县民文化中心「广岛神乐」定期公演
ひろしまけんみん ぶ ん か

ひろしま か ぐ ら

て い き こうえん

広島 県民 文化センター「広島 神楽」定期 公演
时间：19：00～20：45 （18：00 开场）
地点：广岛县民文化中心（広島県民文化センタ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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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含税、全无坐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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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広島県民文化センター） 电话 082-245-2311

9 月 7、14、21 日（周日）

面向外国游客的夜神乐公演
时间:
地点:
交通:
费用:
咨询:

夜神楽公演
19：00～19：45（18：30 开始入场＆开始售票）
19：45～对神乐团的提问，拍照
YMCA 国际文化厅（广岛市中区八丁堀 7-11）
在立町电车站下车徒步约 3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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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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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

9 月 8 日（星期日）

「姐妹·友好城市日」纪念活动 伏尔加格勒日（是俄罗斯的一个城市）
しまい

ゆうこう と

し

ひ

きねん

ひ

「姉妹・友好都市の日」記念イベント：ボルゴグラードの日
时间: 13:00 – 15:30
地点: 广岛市留学生会馆, 南区西荒神町
交通: 在 JR 广岛站下车（南口）徒步 10 分钟
费用: 免费
举办介绍俄罗斯和伏尔加格勒市的展览，俄罗斯风味食物的品尝，俄罗斯音乐会等活动。
咨询: 公益财团法人广岛和平文化中心 国际交流・协力科
电话 082-242-8879 邮箱: internat@pcf.city.hiroshima.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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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13 日（周五）～ 9 月 23 日（周一）

广岛德国啤酒节（Oktoberfest）2019

ひろしま お

く

と

ば

ふ

ぇ

す

と

（広島オクトーバーフェスト2019）

时间：平日 → 16:00 ～ 21:00 星期六·星期天·节日（9 月 16，23 日） → 11:00 ～ 21:00
地点：JR 广岛市火车站北侧，广岛电视新社屋附近
交通：广岛市火车站步行 3 分钟
费用: 免费
食物和饮料自己购买
咨询：广岛电视活动信息中心（広島テレビイベントインフォメーションセンター）
电话 082-567-2500 （周一 ～ 周五 10:00 ～ 18:00）
活动期间：090-7502-4861
■「啤酒节（オクトーバーフェスト）
」是从 1810 年以来，每年的秋季都在德国慕尼黑举办的世界最
大的啤酒节。在广岛是第 6 次举行，在此期间每天能品尝德国啤酒，美食，欣赏德国音乐等。
■ 严禁酒后开车。
9 月 15 日（周日）

时代行列・入城行列

時代行列・入城行列

时间：10：00～16：00
路线：
①时代队伍：
柳桥公园～佛龛路（Butsudan-dori Street ）～金座街～本通～元安桥～和平纪念公园（大约 1.7 公里）
②入城队伍：
柳桥公园～本通（7-11 便利店前）～广岛银行前～纸屋町地下街（Kamiya-cho SHAREO）～鲤城大道
（Motomachi CRED～广岛美术馆前）～地下道移动～三之丸～二之丸～本丸
（大约 2.4 公里，大约花 1 小时 40 分钟 ※包括在 Motomachi CRED 的 3 0 分钟活动时间）
交通（柳桥公园）
：从中区银山町路面电车站步行 3 分钟。
咨询：广岛市文化振兴科 082-504-2851
举办时代行列・入城行列的队伍游行。游行者装扮成江户时代的武士、镇民、艺人结队在街上游行。

9 月和 10 月

缩景园秋风茶会

縮景園秋風茶会

日期: 9 月 10 日（周二）
、11 日（周三）
、16 日（周一）
、19 日（周四）、20 日（周五）
、21 日（周六）
、
22 日（周日）
、26 日（周四）
、27 日（周五）
、28 日（周六）和 29 日（周日）
。
10 月 3 日（周四）
、4 日（周五）
、5 日（周六）
、6 日（周日）、10 日（周四）
、11 日（周五）、12 日
（周六）
、13 日（周日）
、14 日（周一）
、17 日（周四）和 18 日（周五）
。
时间：10:00–15:00
地点：缩景园
交通：乘坐广电白岛线市内电车，在縮景園前站下车，步行 5 分钟。
费用：茶道 600 日元
※持有广岛县美术馆特展门票的人员，茶道费用为 300 日元
需要购买入园门票，费用如下
入园门票：成人-260 日元, 大学生&高中生-150 日元
中小学生-100 日元
咨询：缩景园 082-221-3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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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13 日（周五）

赏月茶会

かんげつちゃかい

観月茶会

时间: 16:00 – 20:00
地点: 缩景园
交通: 乘坐广电白岛线市内电车，在縮景園前站下车，步行 5 分钟。
费用: 茶道费 1400 日元
入园门票：成人-260 日元, 大学生&高中生-150 日元， 中小学生-100 日元
咨询: 缩景园 电话 082-221-3620
9 月 15 日（周日）

敬老茶会

けいろうちゃかい

敬老茶会

9:30 –14:30 缩景园 开园时间: 9:30 – 18:00 (9 月和 10 月的周日上午 7 点开园)
缩景园
乘坐广电白岛线 市内电车，在縮景園前站下车，步行 5 分钟。
成人-260 日元， 大学生&高中生-150 日元， 中小学生-100 日元
 需要茶道费
咨询: 广岛县缩景园 电话 082-221-3620
时间:
地点:
交通:
费用:

9 月 18 日（周三）
，10 月 16 日（周三）

千钟茶论（茶道沙龙）

千鐘茶論

时间：13:30–15:00
地点：广岛电铁本社千钟亭（中区东千田町）
交通: 在广岛电铁本社站下车。
费用: 1000 日元
预约：请打电话预约（电话：080-6306-5269）
。参加人数仅限于前 20 名。
咨询: 达人俱乐部(Tatsujin Club )080-6306-5269
在茶亭品抹茶吃日式点心，体验茶道。
10 月 9 日（周三）
、10 日（周四）
、11 日（周五）、13 日（周日）、14 日（周一）、15 日（周二）

国际排联日本排球世界杯 2019 年广岛（男子比赛）
だんし

ひろしまたいかい

FIVB ワールドカップバレーボール 2019 男子 広島大会
时间：A 组：上午 11:30～ B 组：上午 10:00～
地点：中区基町广岛绿色竞技场（広島グリーンアリーナ）
、A 组为大竞技场、B 组为小竞技场
交通：从纸屋町西市内电车站步行 5 分钟左右即可到达。
门票：一张门票可以观看一天所有的比赛（共三场）
。
A组
ss 座位：SS:10000 日元
S:8000 日元
A:6000 日元
B:4000 日元
自由座：成人：3000 日元 高中生：2000 日元 初中和小学生：1000 日元
B组
自由座：：大人：2000 日元 小学・初中・高中生：1000 日元
所有票均无指定座
售票处：EDION 广岛（总店）
，便利店（Lawson，Seven Eleven）
，PIA 售票处
咨询：关于门票：TSS 082-253-1010（工作日 10:00–18:00）
关于比赛：日本排球协会
03-5786-2100（工作日 10:00～17:00）
网址：https://www.jva.or.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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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26 日（周六）

2019 年广岛秋季相扑（Ozumo Aki Basho）

おおずもう あ

き ばしょ

大相撲安芸場所

时间：8:00～15:00
地点：MAEDA Housing东区体育馆（东区牛田新町マエダハウジング東区スポーツセンター）
交通：乘坐阿斯托拉姆线（Astramline ）在牛田站步行 3 分钟即可到达
门票：
前座（Tamari）
：S: 14000日元/人 A:13000日元/人
厢式座（MASU）
： 24000日元/2人
一楼椅座：东西侧：13000日元/人 南北侧：11000日元/人
二楼座席：6000日元/人
★：前座和厢式座的观众可以带一个坐垫回家作为纪念品
售票处：大相扑安芸场所发劵事务局，中国放送
咨询：大相扑安芸场所实行委员会，中国放送 电话：082-294-2363

11 月 3 日（周日）

第 39 届广岛国际和平马拉松

だい

かい

こくさい へ い わ

第39回ひろしま国際平和マラソン

时间: 8:30～9:35 交付参赛号
8:50～健康确认（50岁以上）
9:45～开幕式
地点: 广岛可口可乐体育场（コカ・コーラボトラーズ日本. 广岛体育场）
交通: 乘坐3号或8号巴士到「観音マリーナホップ」或「広島ヘリポート」方向在
「総合グランド入口」下车
路程： 儿童路程（1公里）
初学者路程（5公里）
挑战者路程（10公里） 轮椅路程（5公里）
资格：小学生以上
参加方法:报名将在8月1日（周四）开始接受在线报名。
当参加者达到12,000人时，报名截止。
费用：
儿童路程

成人& 大学生
¥2,500

高中生
¥1,500

中学生
¥1,500

小学生
¥1,000

¥1,500

¥1,000

初学者路程

¥3,000

¥1,500

挑战者路程

¥4,000

¥2,000

轮椅路程

¥3,000

¥1,500

¥1,500

咨询: 广岛国际和平马拉松事务局 电话：082-234-4679 (平日9:30 ～ 17:30 )
网址：https://www.hiroshima-maratho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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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宫岛举行的活动
宫岛活动的详情请点击下面宫岛观光协会的网页：
http://visit-miyajima-japan.com/zht/

9 月 6 日（周五）～8 日（周日）

宫岛蜡烛祭 万灯会

宮島ローソクまつり 萬燈会

时间：18:00～21:00
地点：宫岛大圣院 观音堂
交通：乘坐 JR 三阳线到宫岛口下车或乘坐广电在宫岛下车，坐船到宫岛
门票：免费
咨询：大圣院 0829-44-0111
 点燃蜡烛献上灯光，安慰死者的灵魂，祈祷世界的和平
法事的举办时间:9 月 6 日 18:00～
音乐会举行时间:9 月 6 日:19:00～，7、8 日:1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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