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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  文子

　　新學年伊始，好不容易習慣了新生活的孩子們，朝氣蓬勃地和學援隊以及區域的人們互相打招呼，上

學。每天早晨，在大街小巷目睹的情景，情不自禁地使人感到橫濱的孩子們得到區域呵護和培育。

　　雖然說由於小家庭化不斷進展，區域社會、人際關係變得淡薄，但是，在橫濱，有很多熱愛區域、為

了深化區域的紐帶而滿腔熱忱地進行活動的人士。日前，有訪問在瀨穀區和金澤區的區域交流據點的機

會。這是從兒童到老年人，誰都能放心地有地位的地方。營造了守護兒童的廣場，還致力於癡呆症的學習

和保健的舉措。我認為這樣的社區以及自治會活動的每一項都在支撐著區域的生活，使它變得豐富多彩。

　　在日本各地發生的由地震以及暴雨引起的大規模災害時，區域的紐帶也發揮了巨大地力量。近鄰相互鼓勵，湊集食品，過

著避難生活的姿態，想必很多人都再一次痛感到區域紐帶的重要性。

　　對在周圍生活的人們的小小的關心、相互寒暄，可能就是在長久居住習慣的區域，能夠一直安心地生活的訣竅。橫濱市也

繼續大力支持區域的紐帶。



加入申請，請聯繫自治會町內會，或者
居住區的區域振興科

【垂詢】市民局區域活動推進科
電話：045-671-2317
傳真：045-664-0734

自治會、町內會、加入了是正確的！

互相幫助、互相支撐的自治會町內會
請參加自治會町內會

活動喔！

給我們守護孩子

與町內會的夥伴一起度過的時間，是每天的愉悅近鄰有了熟悉人安心了

在震災時，也來幫我們確認平安

孩子放學回家路上是一個人我感到非常擔心，可是

自治會的人在人行橫道幫我們守護，或者關心上學

和放學時的孩子們，向他們打招呼，真的令人安心。

40歲年代　女性

每月都參加單身老齡人的會餐。和大家一起共餐交

談，幹部人員演奏吉他和披露防範連環話劇等，是

愉悅的片刻。感謝町內會的人從平時就關心我。

70歲年代　男性

在剛剛搬家過來也沒有認識人焦慮不安之時，町內

會的幹部人員向我打招呼，馬上就放心了。伴隨全

家人參加町內會活動之時，熟人越來越多，現在過

著安心的生活。

30歲年代　男性

東日本大震災時，自製會長以及幹部人員，按家按

戶的訪問單身生活的人的家庭，打招呼確認安危。

在焦慮不安之中，得救了。

60歲年代　女性

防範•交通安全 城市美化

支援育子•保健

　　進行區域的清掃活動以及垃圾集聚所的管

理，致力於營造清潔宜居城市。

社日•活動

　　町內會進行防範巡邏以及，守護上下學時

的孩子們，為了保證安心•安全的城市而不斷

活動。

　　舉辦全家都能愉悅的社日以及運動會的活

動，營造看得見臉面的關係。

　　舉辦育子沙龍以及健康沙龍，進行全區域

整體支援育子以及保健。

防災

每年，都致力於假設火災的灑水訓練，實施會

員連接滅火栓軟管等，熟練滅火用具的使用方

法。從今年開始，新導入町內人的安危確認框

架製作，實施致力於「全員參加」的防災訓練。

戶塚區　東明會

工藤　道雄 會長

本町內會，當子女誕生時給家庭贈送祝賀誕生

禮品，傳遞祝賀之情和表達町內會的歡迎之心。

其他也舉行各種各樣的活動，讓會員各位能夠

愉快地加深交流。

中區　本牧二丁目北部町內會

小島　智子 會長

　　防災用品的儲備以及防災訓練的實施等，

致力於以備「萬一之時」的活動。

　　市內大約有 2,900 自治會町內會，在各個區域為了讓居民各位能夠安心地舒適
地度過每一天，指向營造宜居城市致力於扎扎實實的廣泛的活動。另外，透過日積
月累的自治會町內會活動，指向孕育居民各位互相扶助，互相支撐的關係。尤其是
災害時，也將會與近鄰的人們相互救命。希望大家親眼目睹一下居住區的自治會町
內會活動，即使從一點一滴開始也可以，請嘗試一下參加感興趣的活動。
橫濱市町內會聯合會

松澤　孝郎 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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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3 屆　全國城市綠化橫濱展
　　鮮花和綠樹的盛典，正在舉辦第 33 屆 全國城市綠化橫
濱展（截至 6 月 4 日）。
　　從 5 月上旬開始，將迎來市花的「玫瑰花」的賞花時節。
在橫濱展各個會場的玫瑰花園，改變賞花主題，符合其主題
的各種各樣品種的玫瑰花將百花齊放。請您飽嘗形形色色的
玫瑰花的媲美。

日本大通
「日本大通花展」

港之見丘公園
「芳香花園」

5 月份種植的玫瑰的叢生聳立

日本大通兩側以 1000 枝玫瑰為中心的鮮
花而點綴。使用了 200 座方尖碑 ※ 的「華
麗玫瑰在媲美」。

意象圖

聚集了 100 品種芳香植物的花園。玫瑰
拱圈，猶如玫瑰的甜香香水淋浴。

象徵
吉祥物

「花園熊」
© ITOON/GN2017

山下公園
「未來的玫瑰花園」

港之見丘公園
「英倫玫瑰的庭院」

5 月份將在步行人的頭頂串連玫瑰花的拱圈

由於連接不斷的玫瑰花拱圈以及方尖碑 ※

的立體表演而引人注目。在既有的玫瑰花
上增添新玫瑰花和多種多樣的花草，重新
裝飾得五彩繽紛。
※ 誘導攀緣植物而使用的支柱

意象圖

這是以銀色以及藍色等沉穩的色彩為中心
的庭院。庭院的主人公是，大約 150 品種
1200 棵的英倫玫瑰。

【垂詢】NTT呼叫服務
電話：050-5548-8686（截至 6月 4日，8點 ~22點）
傳真：045-264-8978

－ 5月欣賞豐富多彩的玫瑰花媲美－

後山花園
「迎賓花園」

請在花園熊拍攝景點拍紀念照

在公報親善大使三上真史先生設計的迎賓
花園，以三上先生為形象而培植的玫瑰品
種「爽」正是賞花時節。

橫濱動物園之森林公園植物園預計地
（旭區•與橫濱動物園歐亞大陸相鄰）
後山花園有很多參與型活動！

●森林冒險橫濱（收費•預約制）
在樹木之間滑翔運動體驗
●豪華露營場

（一部分收費•預約制）
在森林裏享受咖啡以及在瀟灑的
帳篷裏體驗城市性露營
●週六•周日舉辦研習營

（一部分收費•預約制）
製作肉質植物等的小盆花，製作花盆等
●後山步行
從近鄰的三個車站到後山花園為止的步行活動

關於其他活動等詳情請確認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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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選手以及一般到場者超人氣的「EXPO
（世博會）」。在全國城市綠化橫濱展舉辦之中，

在洋溢著鮮花和綠樹的山下公園有 50 家公司
以上參展。只有在會場才能拿到手的大會物品
以及只有橫濱才有的飲食品、快樂的舞臺活動、
激 起 觀 戰 氣 氛。 也
舉辦走橫濱積分與
大會協作企劃。

　　以參加里約熱內盧殘奧會的選手為首，世
界頂峰運動員彙聚一堂的精英殘礙鐵人三項。
本次大會也將展開激烈爭戰。14 日也將召開高
齡殘礙鐵人三項。向體
育傾注滿腔熱忱的姿態
超有吸睛度。

　　本大會的看點是，13 日召開的精英殘礙鐵
人三項，精英男女組。自由車跑道新加上了跑
紅磚倉庫之間的跑道，世界頂峰運動員在紅磚
倉庫活動廣場馳騁。要求選手們的高度技巧，
能夠在近距離觀賞更加充滿疾駛感的競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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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英選手，馳騁紅磚倉庫！

2017 世界鐵人三項賽系列橫濱大會
5月 13日（週六）14 日（周日）　山下公園（中區）周圍特設會場　山下公園起跑•終點

　　由游泳•自由車•路跑三項目的綜合力量所競爭的鐵人三項。
其頂峰大會是「2017 世界鐵人三項賽系列橫濱大會」。從世界各國
彙聚一堂的選手們，以山下公園以及港未來 21 地區等橫濱的觀光
景點為舞臺展開激烈爭戰。為第八屆召開的本大賽，橫濱的街上將
成為鐵人三項一色。

5月13日（週六）精英殘礙鐵人三項：6 點 55 分 ~9 點 10 分
精英女子：10 點 6 分 ~12 點 16 分
精英男子：13 點 6 分 ~15 點 6 分

NHK BS1  13 日（週六）10 點 ~15 點 15 分

14 日（周日） 高齡組（一般參加）：7 點 15 分 ~14 點

預定電視直播

精英跑道加「紅磚倉庫」 與競賽同時愉悅「EXPO（世博會）」超有吸睛度，殘礙鐵人三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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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政廳•橫濱海關•開港
紀念館周邊，展開爭奪名
次前茅的路跑以及自由車
的博弈是最大的看點。能
聽到選手的呼吸聲。

橫濱三塔區 起點的興奮，在切換項
目轉換區的歡呼聲，還
有奔向終點的選手和觀
客的擊掌慶祝。是凝聚
大會魅力的觀戰點。

山下公園

紅磚倉庫

新港圓橋

橫濱世界之窗

橫濱海關

神奈川縣政廳

開港紀念館

馬車道車站港未來線

日本大通車站

橫濱蒙特利酒店

橫濱海洋塔

中華街

元町•中華街車站

山
下
碼
頭

橫濱港

山下公園山下公園

日本郵船冰川丸

象鼻公園

是選手馳騁橫濱觀光景點的人氣
觀戰點。您會被疾駛在大摩天輪
前以及新增加到精英跑道中的紅
磚倉庫之間的自由車速度所震撼。

紅磚倉庫•港未來21地區區域

日本郵船歷史博物館

橫濱開港
資料館

大
棧
橋

精英跑道圖

游泳：1.5公里（0.75公里×2周次）
自由車：40公里（4.45公里×9周次）
路跑：10公里（2.5公里×4周回）

跑道
泳道
自由車跑道
路跑跑道 

請協助交通管制 　　在舉辦期的兩天向會場方向移動時請利用公共交通機構。請在出行前在網頁確認關於交通管制•迂回，當天
請服從導向板以及現場人員的指示。

終點

轉換區

起點

【垂詢】事務局　　電話：045-680-5538　傳真：045-641-2371 搜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