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橫濱市長

林  文子

　　橫濱是一座充滿魅力的城市。外國船舶來來往往的港口、讓人們感受到港口開放時的歷史的西洋建築、

以及三溪園和中華街，還有別具一格的濱水區。您朝郊外望去，會發現置身於豐富的綠色之中，感受到裡山

的四季。

　　如此美麗的橫濱風景，不僅讓到訪的人們激動不已，在歷史上也被選為眾多電視劇和電影的大舞台。橫

濱這座城市承受並跨越了關東大地震、戰爭以及戰後接收等多個苦難關口，並實現了強有力的成長和發展。

這座城市巧妙融合了海外的文化、文明開化的歷史遺跡大自然。無論選取哪個時代，哪個場所，橫濱的情景都如畫卷一般，勾勒出美

麗的故事。

　　今年橫濱將迎來港口開放160週年，我們將更加著力於傳播全新的魅力。在春季，將舉辦用各種鮮花裝點成絢麗色彩的「Garden 

Necklace橫濱」活動，將在大黑碼頭新客船樞紐迎來海之女王「伊麗莎白女王號」。在秋季，將舉行以城市為舞台演奏音樂的「2019

橫濱音樂節」，以及讓整個城市得到點綴並推向高潮的「2019年橄欖球世界盃™」等活動。在這裡，不斷進化發展的非常上鏡的城市

景觀將得到推廣擴散。我們希望今後我們的城市進一步發展，從國內外吸引更多的遊客，繼續打造展現各種表情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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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ＤＫ ひとつ屋根の下、
「スキ」がふたつ。

L ♡ DK Hitotsu Yane no shita 
“Suki” ga Futatsu

日テレプラス　あぶない刑事MAP 檢索

象鼻公園　地址：中區海岸通 1

ENOKI 亭（西洋點心店）地址：中區山手町 89-6

　　讓「壁咚」成為大眾流行的電影「L ♡ DK」。在學校
裡最帥的柊聖（杉野遙亮）和一起過著同居生活但對外保
密的主人公葵（上白石萌音）。有一天柊聖的表妹玲苑（橫
濱流星）突然來了，就這樣開始 3 個人的同居生活！？
在象鼻公園和 ENOKI 亭等處，
與 2014 年公開的上一個作品
一樣，在橫濱各地開始了拍攝。

© 渡邊鮎 / 講談社 ©「2019 L ♡ DK」製作委員會

外景地，橫濱巡遊 橫濱被選為電影和電視劇等的各種場景的外景地。
或許大家總有一次會意識到「這裡是否是曾經的那個地方？」
您可以嘗試一下，回憶起那讓您心動的場景，感受在外景地橫濱巡遊的快樂。

3 月 21 日
（週四（節日））

路演

ラストコップ THE MOVIE
Last Cop The Movie

日本丸紀念公園　地址：西區港未來 2-1-1

臨港公園　地址：西區港未來 1-1

野島公園　地址：金澤區野島町 24

　　這是題為「Last Cop」的動作喜劇片，由唐澤壽明主
演的存在時代錯覺的昭和刑警京極浩介以及由窪田正孝主
演的現代年輕人平成刑警望月亮太採用史無前例的調查方
法偵破案件。在日本丸紀念公園，拍攝了劇中舉行音樂會
的場景，在臨港公園，拍攝了得到案件的聯絡，奔跑著趕
往現場的情景。此外，在野島公園，拍攝了京極將求婚的
回憶告訴亮太的場面。

©2017 電影「Last Cop」製作委員會 ©2018「日日是好日」製作委員會

日日是好日
Nichi Nichi Kore Kojitsu

三溪園　地址：中區本牧三之谷 58-1（開園 9 點～ 17 點，費用 700 日圓）

　　這是將知名作家森下典子的原作變為電影的作品
「日日是好日」。這個故事表達的是，由黑木華飾演的

主人公典子向樹木希林飾演的武田老師學習茶藝，透
過學習感悟了很多人生哲理。在作品中，三溪園作為
茶藝活動舉辦場所登場。

©2018「Watashi no Jinsei 
Nanoni」製作委員會

私の人生なのに
Watashi no jinsei nanoni

戶塚站東口行人甲板　地址：戶冢區戶冢町

　　這部電影裡的主人公叫瑞穗（知英），在新體操的訓
練中因脊椎梗塞倒下，導致半身不遂。後來與從小認識的
音樂家淳之介（稻葉友）重逢，透
過吉他被音樂吸引，進而重新認
識了人生。在整個作品中，戶塚
區成為外景地。劇中有這樣一個
場景，在戶塚車站東口行人天橋
上，瑞穗和淳之介一邊相互商量，
一邊挑戰路邊音樂會。

2 月 6 日（週三）
DVD 和藍光視頻

開始銷售

あぶない刑事
Abunai Deka

山下公園　地址：中區山下町 279

　　這部電影題為「Abunai Deka」，以橫濱為舞台，表達
了個性派刑警 TAKA（館廣）和 YUJI（柴田恭兵）二人組
合大顯身手的故事。這是在長達 30 年裡，被作為電視連續
劇和電影作品的人氣作品。電視連續劇第 1 部在 1986 ～
1987 年製作，兩人跑
遍了橫濱的各個地方。
第 25 集「受難」中，
以港口為背景對峙的
場景就是山下公園。

© Central Arts

© Central Arts
橫濱公園　地址：中區橫濱公園

　　第 50 集「狙擊」
中 坐 到 長 椅 上 的 場
景，就是在橫濱公園
的噴泉前拍攝的。

© Central Arts「Abunai Deka」橫濱外景地 MAP
在 3 月 31 日（週日）前，在日本電視 PLUS 主頁上公開打印用的 PDF。

SASUKE 2018
紅磚倉庫　地址：中區新港 1-1

　　這個節目叫「SASUKE」，具有超群身體能力和堅強的
精神毅力的 100 人，挑戰巨大的競技項目。2018 年大年
三十，在節目歷史上第一次進行了現場直播。最後衝刺階
段的高塔就建在紅磚倉庫的活動廣場上。這裡不僅是電影
和電視劇的外景地，也成為此類節目的外景地。

© Tokyo Broadcasting System Television

橫濱電影委員會

　　這裡是橫濱市的窗口，旨在為製作人和外景地提供便
利的支援服務。主要針對電影和電視劇等的拍攝工作，提
供外景地和介紹、許可和備案手續的調節等，與拍攝支援
和作品相關的推廣合作活動等。
　　今後我們將一如既往地透過影視作品，向
全國乃至全世界傳播橫濱的魅力。

關於詳細情況，請在主頁確認。

如果要進行外景地巡遊，
請使用港未來通票

　　這種票可以從橫濱
車站出發，自由換乘海
濱區域的市營大巴和市
營地鐵。在市營地鐵的
各個車站（橫濱～伊勢
佐木長者町之間）等處
銷售。

【費用】成人 500 日圓 / 兒童 250 日圓

【關於港未來通票的諮詢】
聯繫市客服中心　電話：045-664-2525

【關於外景地和橫濱巡遊的諮詢】聯繫文化觀光局規劃科　電話：045-671-3999　傳真：045-663-78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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