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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标 

         日期       门票 

         时间        申请 

           地点      咨询 

           交通            其他 

 
 

 
 

广岛和平纪念馆和广岛原子弹遇难者国家 

和平纪念馆关闭至 3月 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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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岛市官方照片分享 

Instagram 
#ひろしまにあ  
广岛市官方 Instagram（照片分享） 

始于 2019年。 

上传在广岛拍的照片并贴上“广岛”的标签，分享

广岛的魅力吧。 

📞广报课 

082-504-2117 
 
 
 

 
 

3月份每月没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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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PCF 活动 
(HPCF: 广岛和平文化财团) 广岛市举办的活动 

广岛市的活动 

 

以下活动内容为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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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宿景园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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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梅花盛开季节 （うめのはなが みごろです）    

🗓 2月中旬到 3月初 

🕘 9:00-17:00（16:30截止入园） 

💰 门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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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要每人至少购点一杯饮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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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月 20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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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详情请浏览宫岛观光协会网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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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宫岛 招福女儿节人偶  
（みやじま ふくよせびな） 

招福女儿节人偶活动起源于 2009 年的爱知县名古

屋市的活动。聚集了各家庭不要的人偶，再次摆设

供游客欣赏。 

         3月 3日（周四）-4月 3日（周日） 

           宫岛町的各处 

   主要场馆：宫岛游客洗手间 2楼休息厅、 

etto宫岛交流馆・大圣院 

     网站： https://fukuyoseinmiyajima.wixsite. 

com/website 
 

菜刀祭典节（ほうちょう くよう） 
这是一个感谢厨房刀具的仪式。 

         3月 8日（周二） 

         上午 11:00开始 

           大圣院   

      免费 

    大圣院  TEL 0829-44-0111 

 

第 22 届宫岛女儿节偶人巡游  
（だい 22 かい みやじま ひなめぐり） 
展出在宫岛从古代传下来的女儿节偶人。 

         3月 19日（周六）～4月 3日（周六） 

        宫岛町四周 

挂有粉色旗帜的住宅或商店表示可以观赏 

    宫岛观光协会   电话：0829-44-2011 

 

清盛神社节 
（きよもり じんじゃさい） 
这是一个纪念清盛（1118-1181）的节日。 

          3月 20日（周日）           11:00～ 
 仪式之后，12点开始在严岛神社高舞台演奏舞
乐（宫廷音乐和舞蹈）。 

           清盛神社 

     严岛神社   电话：0829-44-2020 

在宫岛举行的活动 

 

 神乐表演  

 

mailto:hachidorisha@gmail.com
https://www.miyajima.or.jp/index.html
https://fukuyoseinmiyajima.wixsit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