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橫濱市長

林  文子

　　氣溫日益提升，越來越熱，不久就會迎來真正的酷暑。兒童們期待已久的暑假即將開始。

　　在橫濱充滿綠色的大自然中，大家可以進行生物和花草的觀賞，可以在河流嬉戲，也可以享受釣魚等。

您可以在市裡的美術館和博物館，使用美術用具，盡情地自由地描繪出自己喜歡的畫，可以用粘土玩耍，自

己親手感受快樂的活動很多。也可以在動物園與動物接觸，在游泳池盡情玩耍，這些都是很有意義的。

　　我們將於8月舉辦活動，是以橫濱的城市為舞台推廣的歡心跳躍的舞蹈慶典「Dance Dance Dance @ 

YOKOHAMA 2018」，在這個活動上設有兒童可以參加的「舞蹈緣日」。

　　可以慢慢進行自然觀察，向體育運動發起挑戰，嘗試著接觸充滿文化藝術情懷的世界等，在到訪地點耳聞目睹的事情和與人的

邂逅交流，都會給予我們新的發現、驚奇與喜悅等感動。

　　我們希望讓兒童們充分使用長時間的暑假，體驗各種讓人驚喜和激動的活動。

　　請一定度過讓人留下美好回憶的夏天。

享受愉快的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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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我們充分享
受夏天吧！

詳細內容請看
下一頁以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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橫濱的夏天，回憶的夏天

兒童工作室計劃「親子自由區」
　　兒童們可以享受各種體驗，包括「畫畫和創作」，同時，
這項計劃的目的就是幫助兒童形成「獨立自主」「自己動手」
的心情，培育親自參加活動的慾望。
　　可以使用顏料、粘土和紙張等三種材料，在自由區自由
玩耍。

　　隨時開展各種規劃展覽，讓人們「觀看」「觸摸」「感受」。
請與家人一起度過美好時光。

横浜美術館
【關於此新聞的諮詢】聯繫橫濱美術館
電話：045-221-0300　傳真：045-221-0317

横浜人形の家
【關於此新聞的諮詢】聯繫橫濱玩偶之家
電話：045-671-9361　傳真：045-671-9022

對象：	 小學生以下的兒童及其監護人
參加費用：	 小學生以下免費。監護人及初中生以上 100 日圓
名額：	 500 人（按先後順序）
舉辦時間：	 週日（每月 3次左右）10點～ 11點 30 分
受理時間：	 每個舉辦日的一週前的週日 12 點至舉辦日兩天前的週

五 24點
報名：	 使用橫濱美術館主頁，親自自由區「報名表」進行報名

報名和入場方法

顏料活動區
　　自由地使用美術工
具，在喜歡的地方描繪
圖 畫 的 自 由 繪 畫 活 動，
還有製作各種顏色的有
色水遊戲活動等，能夠
在此使用美術工具體驗
各種樂趣！

粘土活動區
　　能夠使用粘土自由
地製作各種喜歡的東西。
讓我們開心地做很多作
品吧！

紙張活動區
　　備有紙張和紙箱等
各種邊角材料。同時準
備了膠水和剪刀等用品。
可 以 在 此 發 揮 想 像 力，
創作各種作品！

從 7月 14 日至 9月 24 日
舉辦「莫奈		此後的 100 年」。
參觀費用：	普通	 1600 日圓	 高中生和大學生	 1200 日圓
	 初中生	 600 日圓	 小學生以下	 免費
※65 歲以上的人士當天費用為 1500 日圓（需要提供證明，僅限美術館買票窗口銷售）

地點： 西區港灣未來 3-4-1
開館時間： 10 點～ 18 點
 關於兒童工作室的詳細情況，

請確認主頁。

閉館日： 週四（8 月 16 日開館）

港未來站

橫濱地標塔

紅葉坂
十字路口

橫浜美術館

MARK	IS 港未來

3號出口 港未來線

首都高橫羽線
JR線

JR櫻木町站

嘗試著製作（工作間）

日期：	 8 月 4日（週六）和 5日（週日）
	 10 點～、12點～、14點～

參加費用：	 500 日圓		需要另行支付入館費用

製作迷你炒飯的食品樣品

日期：	 8 月 25 日（週六）和 26日（週日）
	 10 點～、12點～、14點～

參加費用：	 400 日圓		需要另行支付入館費用
名額：	 每次 15人
報名方法：	 7 月 15 日（週日）前，在橫濱玩偶之家網頁報名
	 ※如果報名較多就要抽選

製作棒冰肥皂

時間：	 7 月 7日（週六）～ 8月 26 日（週日）
參觀費用：	〈小學生、初中生〉150 日圓　〈高中生以上〉300 日圓
	 需要另行支付入館費用

夢幻娃娃屋 & 洋娃娃 ～ 12 分之一的世界～

　　以娃娃屋為代表，介紹 12 分之一尺寸的娃娃、衣服、小飾品
和微型品商店等。請在小小的夢幻世界中，按照自己的思緒，描繪
各種故事。

地點： 中區山下町 18
開館時間： 9 點 30 分～ 17 點
 （入館到 16 點 30 分為止）
閉館日： 週一（如是節日則為第二天）

入館費用： 高中生以上 400 日圓
 小學生、初中生 200 日圓

海洋塔前

海洋塔新格蘭飯店

山下公園

港未來線

4號出口

元町、中華街車站

首
都
高
速
狩
場
線

橫濱玩偶之家

橫濱美術館
橫濱玩偶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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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去哪裡？今天做什麼？在這樣的季節，在家庭裡，在朋友之間，這樣的話題會很吸引人。
我們可以享受平時無法體驗的事情，這就是橫濱夏天最好的地方。美好的回憶或許又多了一個。
在外出時，請注意頻繁進行水分補充等，預防中暑。

　　在常設展廳中，以「生活在橫濱的人們的生活史」為主題，
將橫濱三萬年的歷史分成六個時代進行展覽。在「原始 II」環節，
能夠使用西洋鏡觀看博物館隔壁的大約 2千年前的彌生時代遺
址「大塚與歲勝土遺址」發掘時的全景。

横浜市歴史博物館

【關於此新聞的諮詢】
聯繫橫濱歷史博物館
電話：045-912-7777
傳真：045-912-7781

體育素燒陶器智力
測試
　　這是將素燒陶器的
碎片恢復原狀的組裝立
體型智力測試。
　　能否在規定時間內
完成？

真有趣！連環畫劇
　　能夠體驗昭和的兒
童們喜歡的連環畫劇的
世界。有不少小學生每
月都來參加！

工作室「歷史工房」
　　這是能夠不用事前報名就參加的工作室，從 7 月 25 日開始重
新開張了！
　　在館內的博物館商
店中，可以購買原創產
品，可以跟廣大志願者
一起製作「勾玉裝飾品」

「小田原燈籠」！

在規劃展廳，從 7月 21 日到 9月 9日，舉辦明治 150 年紀念
規劃展覽「戊辰之橫濱，無名的民眾之 1868 年」。
參觀費用：普通 500 日圓		高中生和大學生 200 日圓		小學生和初中生 100 日圓
※ 高中生以下每週六入館免費

地點： 都築區中川中央 1-18-1
開館時間：9 點～ 17 點（售票至 16 點 30

分為止）※
 ※ 除了大塚遺址和都築民家園的公

園部分以外，都是 24 小時開放。
閉館日： 週一（如為節日則第二天）

入館費用： 普通　400 日圓
 高中生和大學生　200 日圓
 小學生和初中生　100 日圓

MOSAICMALL港北	
都築阪急

大塚

歷史博物館邊

中心北站

中心北站東

大塚和歲勝土遺址公園

最後週六的活動計劃
　　在每月最後一個週六舉辦。開展能夠愉快地接觸歷史的、博
物館特有的活動。（高中生以下每週六入館免費）

橫濱市
歷史博物館
橫濱市

歷史博物館

港北購物中心

市營地鐵藍線

還有很多，港口外出特輯

時間：	7 月 14 日（週六）和 15日（週日）
	 11 點 30 分～ 20點 30 分

地點：	 山下公園以及週邊、公園前海上

閃耀的黃昏

　　放煙火和彩車遊行、橫濱老店和世界美
食餐廳等，舉辦各種豐富多彩的活動。

スパークリングトワイライト 【關於此新聞的諮詢】

聯繫執行委員會事務局
電話：045-681-2353　傳真：045-681-3735

時間：	7 月 16 日（節日）
	 船帆展示：10點 30 分～ 11點 30 分
	 收起船帆：15點～ 16點
地點：	帆船日本丸
名額：	不限
費用：	如要進行船內參觀，需要支付

入館費用。

張開全部的船帆展示

　　在帆船日本丸上，為了讓更多的人一睹當年服役時
的風姿，定期舉辦活動。

帆船日本丸

【關於此新聞的諮詢】

聯繫帆船日本丸和橫濱港灣博物館
電話：045-221-0280　傳真：045-221-0227

帆船日本丸

時間：	7 月 16 日（節日）
	 13 點～ 13點 40 分，14點～ 14點 30 分

地點：	帆船日本丸
名額：	每次 60 人（從開始前 30 分鐘分發編號券，只要滿名

額就結束）

費用：	僅需入館費用

親自體驗！讓日本丸張開船帆！

時間：	7 月 21 日（週六）和 22日（週日）10點～ 17點
地點：	大棧橋大廳（大棧橋國際客船總站內）
費用：	入場免費

設有很多能夠愉快學習的活動 7 月 22 日（週日）深海調查船參觀會

　　該活動能夠體驗真正的船舶和生物等，領略海洋的各種魅力。最適合用
於夏季出行和兒童們的自由研究。

うみ博
【關於此新聞的諮詢】聯繫運營事務局
電話：045-663-9151   傳真：045-227-0965

時間：	8 月 8日（週三）
地點：	象鼻公園特設舞台
演出：	及其他 Le	Romanesque
費用：	入場免費

舞蹈緣日 @ 橫濱海濱舞台

　　這是與能夠體驗夏季橫濱的「舞蹈
緣日」合作開展的特設舞台活動，從兒
童到大人都可以輕鬆地接觸舞蹈！

DDD横浜
【關於此新聞的諮詢】聯繫執行委員會
電話：045-663-1365　傳真：045-663-1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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橫濱市歷史博物館

港北minamo

海洋博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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