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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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必与主办方确认。 

2020年 2月 29日（土）～同年 3月 15日（日）下面的设施临时闭馆 

(1) 广岛市现代美术馆 

(2) 广岛城 

(3) 5-Days儿童文化科学馆 

(4) 广岛市江波山气象馆 

(5) 广岛市乡土资料馆 

(6) 广岛市交通科学馆 

(7) 广岛市和平纪念资料馆 

(8) 广岛市健康中心健康科学馆 

 

 
 

 

 
 
 
 

 

 

 

 

 

 

神乐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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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 14、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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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月份场所：县立美术馆 

3 月份场所：YMCA国际文化厅（广岛市中区八丁堀 7-11） 

交通： 

县立美术馆：在縮景園前电车站下车 

YMCA国际文化厅：在立町电车站下车徒步约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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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演出当天下午 6:30开始在此馆售票。没有预售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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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岛市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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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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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四和周五：15点～23点 

周六，周日，节假日：11点～午夜 

每月 6日、16日和 26 日：11点开始营业。 

休息：周一和周二 

 

勿忘 3.11东日本大震灾的广岛追悼会 

（3.11東日本
ひがしにほん

大震災
だいしんさい

を忘
わす

れない追悼
ついとう

の集
つど

い広島
ひろしま

） 

时间：3月11日（周三），17:30～19:30  

地点：平和記念公園·元安川「親水テラス」 

交通：在市内的路面电车「原爆遗址前」下车。 

咨询：广岛市志愿者情报中心   电话：082-264-6408   

■ 站在蜡烛旁为地震遇难者默哀。 

   3.11双手祈祷 

 请在 3月 11日的 14:46分与身边的人携手为东日本大地震的遇难者默哀。  

为地震灾民献上烛光默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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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3月 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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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hukkeien.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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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岛花之环 2020                  ひろしまはなのわ 2020 

时间：3月 19日（周四）～11月 23日（周一） 

地点： 

主会场：中央公园及周边  

活动期间为 3 月 19 日～5 月 24 日。5 月 25 日～11 月 23 日期间，主会场将设立为咨询处提供活

动，观光及广岛市的信息，并举办一些相关的活动。 

 其他场地：国营備北丘陵公园（庄原市三日町）、县立世良县民公园（世良町黑渕）、县立 bingo运动公园

（尾道市栗原町）、县立三次公园（三次市四拾贯町）。 

交通： (中央公园):从 JR 白岛站步行 10分钟。 

乘坐广岛观光环线巴士（橙色或柠檬路线）在广岛城（护国神社前）下车步行 6分钟。 

入园费：免费 

咨询：执行委员会 

Website: https://hananowa2020.com 

 

广岛和平瑜伽 20     ひろしまヨガピース ’ 20 

时间: 请浏览网站上的日程安排 
            5月 2日（周六）：10:00～19:30 

5月 3日（周日）：8:00～17:30  
  

地点: 実相寺、正善坊、超専寺、品龍寺 IN寺町 
交通: 在“寺町”下车。 

费用: 3,500日元/1个班   9,500日元/3个班  14,000日元/5个班  租用瑜伽垫子  500日元/1天 
申请: 在网站上申请，只限日语。 https://ticketyogap.shop-pro.jp/ 
咨询:广岛和平瑜伽事务局   电话：080-5629-1892 

网页: http://www.hiroshima-yogapeace.com 

 来自国内外的著名瑜伽老师，将会从各个方面教你瑜伽。 

 

新春! 广岛烫酒节           （新春！広島燗酒フェスティバル） 

时间：5月20日（周五） 11:30～16:30 (雨天照常进行) 

地点：广岛市中央公园内 広島城二の丸 

交通：从 JR 白岛站步行 10分钟。 

乘坐广岛观光环线巴士（橙色或柠檬路线）在广岛城（护国神社前）下车步行 6分钟。 

费用： 

            预售票：1,500日元（6杯清酒）/每杯300元 

      食物不包含在门票价格中 

   可以在线购买预售票（RCC在线票：http：//www.cnplayguide.com/rcc/）。 

咨询：“日常米饭和清酒。藤本屋”  电话：082-221-2618 (平日的 11:00～17:00) 

 

广岛国际极限运动节（FISE）2020  
FISE World Series Hiroshima 2020    

FISE: 国际极限运动节 

时间：4月 3日 (周五) ～ 5日 (周日) 

地点：广岛市中央公园内 

交通：在广岛站乘坐广岛市观光循环巴士（橙色路线或柠檬色路线）在广岛城护国神社下车步行 6分钟 

从 JR 白岛站步行 10 分钟。 

乘坐广岛观光环线巴士（橙色或柠檬路线）在广岛城（护国神社前）下车步行 6分钟。 
门票：免费入场  

https://hananowa2020.com/
https://ticketyogap.shop-pro.jp/
http://www.hiroshima-yogapeac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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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宫岛举行的活动 

 参观者需提前登记入场。 
 某些地区需要收取入场费。 

体育赛事：UCI BMX极限单车、跑酷、滑板、攀岩、极限滑板、自行车越野、极限轮滑 
咨询：网址：https://www.fisehiroshima.jp 
 
其他活动 
电子竞技 

时间：4月 4 日（周六）和 5日（周日） 
地点：广岛县立综合体育馆 
费用：免费 

2020 广岛国际极限运动美食节 
时间：4月 3 日（周五）～5日（周日） 

·极限运动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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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菜刀祭典节                庖丁
ほうちょう

供養
く よ う

 
这是一个感谢厨房刀具的仪式。 

时间：3月8日（周日），上午11:00～ 

地点：大圣院   

费用：免费 

咨询：大圣院  TEL 0829-44-0111 

 

清盛神社节                   清
きよ

盛
もり

神社
じんじゃ

祭
さい

 
这是一个纪念清盛（1118-1181）的节日。仪式结束后，在严岛神社高舞台演奏舞乐（宫廷音乐和舞蹈）。 
时间: 3月 20日（星期五） 11:00～ 
地点: 宫岛清盛神社 
咨询: 严岛神社   电话：0829-44-2020 

 

第 20届宫岛女儿节偶人巡游          （第
だい

20回
かい

みやじま雛
ひな

めぐり） 

■ 展出在宫岛从古代传下来的女儿节偶人。 

时间：3月 20日（周五）～4月 3日（周五） 

地点：宫岛町内各处  

      ※在插有粉色旗的店铺或住宅上展示着女儿节偶人 

费用：免费 

咨询：宫岛观光协会   电话：0829-44-2011 

 

 

https://www.fisehiroshima.jp/
http://visit-miyajima-japan.com/zh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