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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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乐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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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 2、9、16、23、30日，11月 6、13、20、27日（每周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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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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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向外国游客的夜神乐公演      夜
よ

神
か

楽
ぐら

公
こう

演
えん

 

日期：10月 5、19日（周六） 

时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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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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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 

 

缩景园活动 

缩景园 

开园时间 ：（4～9月） 套优惠购物券价格是 9:00～18:00 

（10～3月）9:00～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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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 3日（节日）：入园免费 

11月 1～7日：65岁以上和学生入园免费 

咨询 ： 縮景園  电话：082-221-3620 

网址：http://shukkeien.jp/ 

广岛市的活动 

http://www.hiroshima-kagura.com/
http://shukkeien.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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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景园清晨开园         縮
しゅっ

景
けい

園
えん

早朝
そうちょう

開園
かいえん

 

时间：10月份的周日 

10 月份的周日早上 7:00开园。 

活动期间每天入园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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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缩景园秋风茶会             縮景園秋風茶会 

日期:10月 3（周四）～6日（周日）、10日（周四）～14日（周一）、 

17 日（周四）、18日（周五） 

时间：10:00～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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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传统音乐欣赏会        邦楽
ほうがく

鑑賞会
かんしょうかい

 

时间：10月 20日（周日）， 上午场 10:30～，下午场 1:30～ 

费用：2000日元 

※需要购买入园门票  

 

赏菊茶会   菊
きく

見
み

茶 会
ちゃかい

 

时间：11月 3日（周日）10:00～15:00 

费用：1400日元 

※11月 3日入园门票免费  

 

其他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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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是讲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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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 每月的 6日，16日，26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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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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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息：周一和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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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岛港集市（Marche ）      ひろしまみなとマルシェ 

您可以购买和品尝当地种植的新鲜蔬菜和其他食品。 
时间：10月 6、20日的 9:00～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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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排联日本排球世界杯 2019 年广岛（男子比赛） 

FIVBワールドカップバレーボール 2019 男子
だ ん し

 広島
ひろしま

大会
たいかい

 

日期：10月 9～11日、13～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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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岛市体育娱乐节             広島市
ひろしまし

スポーツレクリエーションフェスティバル 

日期：10月 13日（周日） 

时间: 9:00 ～ 16:00 

地点: 广岛 广域公园 

交通: 广岛高速交通アストラムライン「広域公園前駅」下车，徒步 10分钟。 

费用: 参加免费   当天可参加 (也有需要提前申请的项目).  

咨询: 执行委员会   电话：082-243-0579 

 

美术馆活动           

能乐表演                寿
ことほ

ぎの能楽
のうがく

―祝
いわ

いの謡
うた

と舞
まい

のひととき 

日期：10月 13日（周日） 
时间: 13:30 ～ 14:30 
地点: 广岛县立美术馆 1楼大厅 
交通: 乘坐广电白岛线市内电车，在縮景園前站下车. 
费用: 免费 
咨询: 广岛县立美术馆  082-221-6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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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岛文化之夜：武士秀   
日期：10月 13、27日 ；11月 10、17、24,日                                                                                                                                                                                                                                                                                                                                                                                                                                                                                                                                                                                                                                                                                                                                                                                                                                                                                                                                                                                                                                                                                                                                                                                                                                                 
时间: 18:00～19:00  

 售票 & 开场时间: 17:45 ～ 

地点: 广岛市中区新天地 1-20 广岛帝剧会馆 4楼 

交通: 八町堀路面电车站步行 3分钟 

门票: 初中生以上 2,000日元,  

小学生以下 1,000日元  

3 岁以下免费 

含一杯饮料和食品 

咨询: Facebook: https://www.fb.com/ Hiroshima-Cultural-Night-152074255488 093/ 

 

第 40 届市民能乐会          第
だい

40回
かい

市民
し み ん

能楽
のうがく

のつどい  

这次活动为市民提供了一个了解日本传统表演艺术【能】的机会。 

你可以在这次活动中触摸【能】面具。 

日期：10月 14日（周一） 

时间：10:00～17:30预定（开场 9：30） 

地点：JMSアステールプラザ中ホール（阿斯特广场里的大厅）・能剧舞台 

交通: 乘坐 24号巴士到加古町下车徒步 2分钟。 

费用: 免费 

咨询：公益财团法人广岛市文化财团事业科 广岛市中区加古町 4-17 

      电话：082-244-0750   传真：082-245-0246  

 

 

千钟茶论（茶道沙龙）        千
せん

鐘
しょう

茶
さ

論
ろん

 

在茶亭品抹茶吃日式点心，体验茶道。 
日期：10月 16日、11月 20日、12月 18日、1月 15日、2 月 19日、3月 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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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妹·友好城市日纪念活动 重庆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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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慶
じゅうけい

の日
ひ

 

重庆市中国的城市之一 

日期：10月 26日（周六） 

时间: 13:00～15:30    

地点: 广岛市留学生会馆  (广岛市南区西荒神町) 

交通：从 JR广岛站南口徒步 10分钟 

咨询：（公財）広島平和文化センター国際部国際交流・協力課   电话：082-242-8879 

费用：入场免费，不须提前申请   

重庆市的介绍展，试饮乌龙茶，品尝四川美食，太极拳表演，川剧变脸表演等各种活动 

 

 

https://www.fb.com/%20Hiroshima-Cultural-Night-152074255488%20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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饶津神社献茶・明星院茶会                  饒津
に ぎ つ

神社献
じんじゃけん

茶
ちゃ

・明星院
みょうじょういん

茶会
ちゃかい

 
日期：10月 26日（周六） 

时间： 献茶 9:00  

 茶会 10:00 ～ 16:00 

地点：饶津神社・明星院（ 广岛市东区二叶之里） 

交通：JR广岛站（新干线出口）步行 13-15分钟 

费用：10,000日元 

咨询：上田流和风堂 082-271-5307 

 

2019 年广岛秋季相扑（Ozumo Aki Basho）         大相撲
おおずもう

安芸
あ き

場所
ば し ょ

 

日期：10月 26日（周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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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3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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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岛城大菊花展   （広島城大菊花展
ひろしまじょうだいきっかてん

） 

日期：10月 26日（周六）～11 月 10日（周日） 

时间：平时 10:00 ～16:30     

第一天 10:30 ～16:30      最后一天  10:00～16:00 

地点：广岛市  広島城二の丸（第二层围墙）・三の丸（第三层围墙） 

费用：入场免费 

交通：①从 JR「广岛駅」乘坐观光巴士（橙色路线或柠檬路线），在广岛城（护国神社前）下车步行 6分钟。 

      ➁从 JR「新白島駅」步行约 10 分钟。 
咨询：広島祭委員会   TEL 082-554-1813   Email: kankou-2@hiroshima-navi.or.jp 

 

广岛食品节  2019        ひろしまフードフェスティバル 2019 

这是广岛最大的美食节。 您不仅可以在场地享用美食，还可以享受神乐表演。 

日期：10月 26日（周六），27（周日） 

时间：10:00 ～17:00   

  26日在广岛城的广场举行到 20：00结束。 

地点：广岛城附近，广岛中央公园 

交通： 从 JR山阳本线的「新白島駅」步行 10分钟。 

 乘坐观光循环巴士（橙色路线或柠檬路线），在广岛城（护国神社前）下车步行 6分钟。 

 从路面电车的「紙屋町東」或「紙屋町西」站步行 15分钟。 

费用：免费   食物和饮料付费。 

咨询：广岛食品节执行委员会（RCC事业部内 平日 9:30 ～17:30 ）   

电话 082-222-1133 

 

 
 

mailto:%20kankou-2@hiroshima-navi.or.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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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国际音乐节  国際
こくさい

交流
こうりゅう

フェスティバル ペあせろべ 2019 

一个让广岛不同民族和市民相互交流和发展的文化性的友谊节日。您可以欣赏来自世界各地的各种舞台表
演和游戏。 
日期：10月 27日(周日) 
时间：10:00 ～ 16:00 
地点：中央公园草坪广场（中区基町） 
交通： 
  从纸屋町西或纸屋町东市内电车站步行 15分钟左右        
  从 JR山阳本线的「新白島駅」步行 10分钟。   
咨询：实行委员会 082-244-6836 (周一・周三・周五的 9 ～17 ) 
 

小笠原流古式日本射箭         小笠原流古式弓道「歩射」 
日期：10月 27日（周日） 
时间：14:00-15:30 

地点：饶津神社（东区二叶之里） 

交通：从 JR广岛站（新干线出口）步行 15分钟。 
费用：免费 
咨询：饶津神社 082-261-4616 
 

广岛拉面广场 2019             ひろしまラーメンスタジアム 2019 

来自日本各地的知名拉面店汇集于广岛。 
日期：11月 2日（周六）～4日（周一） 
时间：10:30～20:00 
地点：广岛祗园 AEON MALL 
交通：JR 下祗园站下车（JR 可部线） 
费用：免费入场 

拉面劵：800日元 1碗 
咨询：执行委员会 082-253-1010（工作日的 10～18点） 
 

第 39 届广岛国际和平马拉松       第
だい

39回
かい

ひろしま国際
こくさい

平和
へ い わ

マラソン 

日期：11月 3日（周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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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人& 大学生 高中生 中学生 小学生 

儿童路程 ¥2,500 ¥1,500 ¥1,500 ¥1,000 

初学者路程 ¥3,000 ¥1,500 ¥1,500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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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第 20 届国际艺术节               第
だい

20回
かい

国際
こくさい

フェスタ 2019 

有讲座、文化和信息交流会、研讨会、国际美食摊位等等！节日的一些活动需要预订。 

预订将于10月15日（周二）开始受理。 

日期：11月17日（周日） 

时间：上午10:00～下午4:00 

地点：广岛国际会议场・和平纪念公园・和平大道绿化带 

（広島県広島市中区中島町1-2） 

交通： ① 从广岛站南口乘坐开往吉岛方向的公交车，在和平纪念公园站下车。 

       ➁ 从广岛站南口乘坐经由纸屋町开往广岛港（宇品）方面的电车，在「中電前」站下车步行约 10 

分钟。或者从广岛站南口乘坐开往广电西广岛（己斐）方面・江波方面・广电宫岛口方面的电 

车，在「原爆ドーム前」站下车，步行约10分钟。 

咨询:（公益财团法人）广岛和平文化中心 国际部国际交流・协力科 

082-242-8879，电子邮箱：internat@pcf.city.hiroshima.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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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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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社门票：成人和大学生：300日元 

高中生：200日元， 

初中和小学生：100日元 

 

 

严岛赏月能                            嚴
いつく

島
しま

観月
かんげつ

能
のう

 

日期：10月 11日（周五） 
时间：18:30～20:00（18:00开场） 

地点：严岛神社 能舞台 

门票：S:.15000，A:.12000，B:.10000，C:.7000 

门票在票站、宫岛县旅游协会和《中国新闻》出售。 

咨询:严岛赏月能实行委员会事务局  082-294-4114 

 

菊花祭                 菊
きっ

花祭
か さ い

 

 
祭典仪式后，有舞乐表演。在这次舞乐表演中，将菊花献给观众。 

日期：10月 15日（周二）， 

时间：17:00～ 

地点：严岛神社 

费用：严岛神社门票 

地点：严岛神社 0829-44-2020 

 

 

 

 

 

http://visit-miyajima-japan.com/zht/


HIRO CLUB NEWS ・ 最新活动消息 

中国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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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号（201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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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岛沙烧陶器节            宮島
みやじま

お砂
すな

焼
やき

まつり 

宫岛沙烧陶器是一种产于日本的陶瓷。将举办陶瓷市场。举办与严岛神社有关的宫岛沙陶器集市及糕点广

场等为中心的活动。 

日期：10月 20日（周日） 

时间：10:00 ～15:00 

地点：廿日市市  宮島口 1丁目、宮島口桟橋周边   

交通：从 JR山阳本线的宮島口站，或广电路面电车宫岛线的宮島口站步行 3 ～5分钟。 

咨询：广岛沙陶器执行委员会（大野町商工会内）   TEL 0829-55-3111 

 

 

三翁神社祭               三
さん

翁
のう

神
じん

社
じゃ

祭
さい

 

祭典结束后，演奏舞乐 

日期：10月 23日（周三） 

时间：10:00 ～ 

地点：宫岛  三翁神社  

咨询：厳島神社     TEL 0829-44-2020    

 

严岛大佛不动明王柴灯护摩祈愿法事   厳島大仏不動明王柴灯護摩祈願法要
いつくしまだいぶつふどうみょうおうさいとうごまきがんほうよう

 

柴灯护摩法事后，下午 2点左右开始举办赤脚跨火的「渡火活动」仪式。还可以自己体验。 

  

日期：11月 3日（周日） 

时间：13:00 ～ 

地点：宫岛  大願寺  

咨询：大願寺    TEL 0829-44-0179    

 

 

里千家献茶式              裏千家献
うらせんけけん

茶式
ちゃしき

 

 

日期：11月 6日（周三） 

地点：宫岛  大願寺 

咨询：大圣院     TEL 0829-44-01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