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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活动信息 

 
2021 年 4 月 

 
 
 
 
 
 
 
 
 
 
 

图标 

������� 日期 ���� 门票 

������� 时间 ����� 申请 

��������� 地点 ��� 咨询 

��������� 交通 ��������� 其他 

 

 

 

关于 HPCF (广岛和平文化财团) 
请查看网站以了解详情。 

HPCF: 

http://www.pcf.city.hiroshima.jp/hpcf/eng

lish/index.html 

广岛和平纪念馆： 

http://hpmmuseum.jp/?lang=eng 

广岛原子弹受害者国家和平纪念馆： 

https://www.hiro-tsuitokinenkan.go.jp/en/ 

 

（中文） 

https://www.hiro-tsuitokinenkan.go.jp/ch/ 

 
🕘🕘开馆时间 

  3 月至 7 月:        8:30 – 18:00 

  8 月:                8:30 – 19:00  

  8 月 5 日和 6 日:      8:30 – 20:00 

  9-11 月:         8:30 – 18:00 

 12 月-2 月:        8:30 – 17:00 

 闭馆前 30 分钟内可以进馆 

 2 月 30 日和 31 日闭馆 
 
 
 
 

 
 
 
 
 
 
 
 
 
 
 

🚌🚌 从 JR 广岛站 

• 乘巴士（约 20 分钟） 

在 JR 广岛站南出口乘坐 24 路前往吉岛的

巴士，在和平纪念公园下车。 
 
• 乘坐观光循环环巴士“Hiroshima 

Meipuru~pu”（约 17 分钟） 

在 JR 广岛站的新干线出口乘坐观光循环

环巴士 “Hiroshima Meipuru~pu”，在“和

平纪念公园”下车。橘色线巴士和绿色

线巴士都在和平纪念公园下车。 

 

 

广岛和平纪念馆 

纪念原子弹爆炸 75周年特别展览：广岛和

平纪念馆历史第二部：展望 8月 6日 

——不断努力保存文物，传递原子弹爆炸的

真实情况 
（ひろしまへいわきねんしりょうかん きかくて

ん８がつ６かへの まなざし）  

🗓🗓 到 7 月 18 日（周日） 

🎪🎪 东馆一楼特展室 

💰💰 免费 

📞📞 广岛和平纪念馆   

082-241-4004   
 

广岛原子弹遇难者追悼和平纪念馆 

展览：承诺： 

神父们的广岛与复兴之路 
（げんばくしぼつしゃ ついとうへいわきねんか

ん きかくてん わがいのち つきるとも）  

🗓🗓 到 2022 年 2 月 28 日（周一） 

🎪🎪 专题展区 

💰💰 免费 

📞📞 广岛原子弹遇难者追悼和平纪念馆 

  082-543-6271 
 

 

 

HPCF 活动 
(HPCF: 广岛和平文化财团) 

以下活动内容为 3月末的信息。 

预定的活动根据疫情状况可能会有变动，所以请您在参加活动之前务必与主办方确

认  

 

 

http://hpmmuseum.jp/?lang=eng
http://hpmmuseum.jp/?lang=eng
https://www.hiro-tsuitokinenkan.go.jp/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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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活动 

 
 
 
 
 
 
 
 

縮景園 

������� 
9:00～18:00（4～9 月） 

9:00～17:00（10～3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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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中/大学生            150日元 

小学/中学生            100日元 

��� 
082-221-3620    
Website: http://shukkeien.jp/ 

 
 

 

在线观看神乐表现  
（インターネットでかぐらをみることができます） 

 

详请请访问下面网站。 

广岛神乐活动再开（ひろしま神楽活動再開）: 
http://support.npo-hiroshima.jp/ 
 
 
 

 

 

 

 
 

 

跟原爆幸存者聊天  
（ひばくしゃ（げんばくに あった ひと）から 

げんばくのはなしを きくことができます）  

 

这不是讲座，是与原子弹爆炸幸存者的普通交流。

可以在每月的 6日用英语与原子弹爆炸幸存者交流 

��������� 现在此活动在线举办。如果参加需要提前预

约。详情请登陆网站了解。 

������� 每月的 6日，16 日，26日 

������� 11:00～17:00   证言: 13:00  15:00 
��������� 中区土桥町 Social Book Café hachidorisha 
��������� 在土桥下车，步行 5分钟. 
���� 免费入场   需要每人至少购买一杯饮品 
��� 082-576-4368  
 E-mail: hachidorisha@gmail.com 
��������� hachidorisha 社交图书咖啡馆 

开放时间： 

周三、周四和周五：      15:00–18:30 

周六，节假日：          11:00—18:30 

每月 6日、16 日、26日：    11:00 开始营业 

休息日：周一和周二 

   

广岛港集市   
（ひろしまみなとマルシェ） 

 

以购买和品尝到当地种植的新鲜蔬菜和其他食品。 

������� 每周日 

������� 9:00 ～ 15:00 
��������� 广岛港东西码头之间的空地 

��������� 乘坐开往广岛港（宇品）的市内宇品路面电车

1 号线，3 号线或者 5号线，在终点站下车。 

���广岛港集市事务局 082-255-6646 

 
 
 

木下马戏团公演 
 （きのした だいサーカス） 

 
������� 3 月 20日（周六）-6月 7日（周一） 
��������� Marina Hop (西区观音新町) 

��������� <从 JR 广岛站> 

乘 3 路巴士在终点站车。 

���� 票价（自由席） 

成人： 

预售票：2900 日元   当日票：3300 日元 

 

3 岁-高中生： 

预售票：1900 日元   当日票： 2300 日元 

 

大学生和职业学校学生： 

预售票：2200 日元   当日票： 2500 日元 

 

指定席票价：在上述票价上加上以下价格。 

环边 A席:2500 日元 

环边 B席:2000 日元 

环边 C席:1800 日元 

皇家蓝席：1800日元 

皇家黄席：1500日元 

 

宿景园活动 

广岛市的活动 

 

神乐表演 

 

http://shukkeien.jp/
http://shukkeien.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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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劳森、Ticket PIA、e+（全家）、7-11便利店

出售预售票 

预订座位的预售票将一直出售到您想去的前 4

天。  

📞📞 木下马戏团广岛公演事务局  

082-295-0045  

 网站: http://www.kinoshita-circus.co.jp/ 

 ������� 公演时间: 

公演休息日：周四（4 月 29 日除外）、 

3 月 24、4 月 7、21、28、5 月 12、26 日 
 

广岛 YOGAPEACE 2021 在线 
 （ひろしま ヨガピース オンライン） 
14 位瑜伽教练将在网上教你各种风格的瑜伽

（ZOOM）。 

🗓🗓 4月 24 日（周六）和 25 日（周日） 

🕘🕘 4 月 24 日：9:00–22:00 

4 月 25 日：7:00–20:30 

    请查看网站了解日程安排。 

🎪🎪 在线 

💰💰 1 节课：1000 日元/通票：3500 日元 

  只接受信用卡付款。 

📩📩 网上申请 

 (https://coubic.com/hiroshima 

yogapeace) (日语). 

📞📞广岛瑜伽和平执行委员会 

 080-5629-1862 

网站： 

https://coubic.com/hiroshimayogapeace 

 

2021 广岛花节 
（2021 ひろしま フラワーフェスティバル） 

广岛花节今年因 COVID-19 小规模举行。有 

关详细信息，请查看网站。 

🗓🗓5 月 3 日（周一）–5（周三） 

🎪🎪 广岛和平纪念公园原市棒球场遗址，在线 

 

📞📞  广岛花节执行委员会 

082-294-4622 （工作日 9:30–17:30） 

网站： https://www.hiroshima-ff.com 
 

 

 

 

 

 

 

详情请浏览宫岛观光协会网站 

https://www.miyajima.or.jp/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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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宫岛观光协会   电话：0829-44-2011 

 

 

花祭法事 

（はなまつり ほうよう） 

这是一个庆祝佛诞生的法事。有甜茶的招待 

🗓🗓 4月 8 日（周四）  

🕘🕘 从 11 点开始 

🎪🎪 大聖院    

📞📞 大聖院 0829-44-0111 

 

大圣院渡火仪式 

（だいしょういん ひわたりしき） 

在焚烧后的余火上赤脚渡火，以祈求无病息灾  

🗓🗓 4月 15 日（周四）   

🕘🕘 从 11 点开始 

🎪🎪 大聖院    

📞📞 大聖院  0829-44-0111 

 

桃花节  
（とうかさい） 

仪式后演奏 10 曲舞乐。 

🗓🗓 4月 15 日（周四）  

🕘🕘 从 17:00 开始 

🎪🎪 严岛神社  

💰💰 严岛神社门票 

📞📞 严岛神社   0829-44-2020 

 

 

 

 10:10 11:00 13:00 14:00 
15:5

0 

周一 

周二 

周六 
 〇  〇  

周三  〇  〇  

周四 休演日 (但 4 月 29 日有公演) 

周五 

3月 20

日 
  〇  〇 

周日 

节假日 
〇  〇  〇 

在宫岛举行的活动 

 

https://coubic.com/hiroshima
https://coubic.com/hiroshima
https://www.miyajima.or.jp/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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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花祭供神能乐  
（とうかさい ごしんのう） 

在三天里， 在严岛神社的浮动能剧舞台上从早到

晚演出各种能剧狂言。 

🗓🗓 4 月 16 日（周五）–18 日（周日） 

🕘🕘 9:00 – 16:00 

🎪🎪 严岛神社  

💰💰 严岛神社门票 

📞📞 严岛神社   0829-44-2020 

 

大圣院杜鹃祭   
（だいしょういん さつきまつり） 

有寺庙宝物展览、花道展等。 

🗓🗓 4月 29 日（周四）–5 月 5 日（周三） 

🕘🕘 8:00 – 17:00 

🎪🎪 大聖院 

📞📞 大聖院 0829-44-0111 
 

粟岛神社定期祭祀  
（あわしまじんじゃ れいさい） 

■ 这是一年一度的“粟岛”庆典，也被称为女性

守护神。 

🗓🗓 5月 3 日（周一）  

🕘🕘从 11 点开始 

🎪🎪 粟島神社  

📞📞 严岛神社   0829-44-20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