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報橫濱

橄欖球世界盃賽2019即將隆重開幕
　　自從1866年在橫濱創設亞洲最早的「橫濱橄欖球俱樂部」以來，已經過了150多

年。終於，9月20日亞洲首次舉辦的「橄欖球世界盃賽」將在這裡拉開帷幕。

　　橄欖球世界盃賽是與夏季奧運會、FIFA世界盃足球賽並舉的世界三大體育賽事之

一，有全世界二百多個國家的四十億人將在電視機前觀戰參與這一大型比賽。而包括

決賽和半決賽在內的七場比賽將在橫濱舉行。我們在各方面精心準備，張燈結綵把我

們的城市妝點起來，整個橫濱以「無微不至」精神迎接國內外選手和賓客，向全世界

展現橫濱的魅力。

　　港未來21地區的臨港公園裡，設置有「球迷區」，透過大型屏幕轉播比賽實況。您可以與全世界

的橄欖球迷們一起盡情分享球場內激昂的熱情和興奮，親身體驗巨大的感動。還計畫有許多活動把大

會推向高潮，比如設置飲食專櫃讓人們品味橫濱和神奈川著名餐館提供的美味和參賽國的料理，安排

舞台表演以及橄欖球體驗區等。

　　在橫濱觀看最精采的橄欖球賽，讓它成為你的「終生唯一」。讓我們一起盡情享受橄欖球世界盃

大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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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賽當天，球場周圍施行交通管制。請您遵從警察和警備人員的指示。 
　　另外，將會有球員及大會有關人員的眾多車輛往來，因此，請您協助我們儘量減少不必要不急用
駕車，或繞道避開球場周圍等。
　　關於交通管制詳細內容，請參照網頁。
※ 在橫濱國際綜合競技場比賽前一天和當天，新橫濱公園的所有停車場禁止使用。 

請您對交通管制等
給予大力協助。

聯絡地址 關於球迷區，請聯絡市民局橄欖球世界盃賽2019推進課　電話045-671-4578 傳真045-664-1588
關於交通管制，市電話服務中心　電話045-664-2525 傳真045-664-2828

關於比賽 大會電話服務中心　電話0570-05-2019／關於門票 銷售服務中心　電話0570-09-2019  

ファンゾーン　横浜 搜索

球迷區 in 神奈川・橫濱
～讓我們去享受「終身唯一」的體驗吧～  

　　與夏季奧運會、FIFA 世界盃足球賽並舉的世界三大體育賽事之一，
橄欖球世界盃賽即將來到橫濱！橫濱的大街小巷將持續四十四天熱氣
沸騰。請您一起來盡情享受這終生唯一的盛會。

即將

　　大會期間，在臨港公園開設「球
迷區」舉辦各種有趣的活動，讓更多
的人共享大賽的興奮與感動。

　　由於篇幅有限，球迷區更多的魅力以及當天的活動等詳細情況，請您在網頁上確認。

【時間】９月20日 ( 星期五 ) ～ 11月２日 ( 星期六 ) 的星期六和星期日，
以及９月20日 ( 星期五 )・11月１日 ( 星期五 )

 ※ 每天的比賽時間各不相同。
【地點】臨港公園（西區港未來1） 

【比賽時間】９月20日（星期五）～ 11月２日（星期六） 
【地點】橫濱國際綜合競技場等日本全國十二個

球場 
【大會形式】

　　由世界二十個球隊分為四組進行小組賽。之
後各組前兩名進入決賽，再爭奪冠軍。

大會概要

【在橫濱國際綜合競技場舉行七場比賽】
9月21日 ( 星期六 ) 18点45分～ 紐西蘭隊 ( ) v 南非隊 ( ) 
9月22日 ( 星期日 ) 16点45分～ 愛爾蘭隊 v 蘇格蘭隊

10月12日 ( 星期六 ) 17点15分～ 英格蘭隊 ( )  v 法國隊 
10月13日 ( 星期日 ) 19点45分～ 日本隊 v 蘇格蘭隊 

…獲勝次數  

橄欖球
世界盃賽

2019

免費入場

「橫濱橄欖球訊息」
正在播出！

門票訊息

　　網站及時提供球迷區訊息、介紹橄欖球精彩看點以及觀光訊息等，供大家盡情享受。正在向您提供可體驗橄欖
球樂趣的店舖及活動的訊息。另外，還在Twitter、Facebook、Instagram上播出。 

　　門票正在出售中。同時還實施有「官方轉賣服務」（僅限於網上銷售）。

横浜ラグビー情報 搜索

神奈川橫濱的球迷區

精彩之處！

 大會官方吉祥物
「Ren-G」

開 幕！ 

　　你可以在這裡透過
踢球、傳球、攔截等挑戰
名將們的紀錄！還設有
親子專區一起玩耍。

　　舉辦音樂和舞蹈、書
法表演等活動，欣賞參賽
國及日本的文化。了解各
國的文化，讓球賽妙趣橫
生，倍加快樂。

震撼！ 380英吋的巨大屏幕！ 
實況轉播48場比賽中的32場比賽！
決賽也將全場實況轉播！

　　不僅有代表神奈川・
橫濱的餐館提供的佳餚，
還提供有參賽過的料理，
令你心滿意足。

ラグビーワールドカップ 搜索

TM ⓒ Rugby World Cup Limited 1986

半 決 賽 １
10月26日 ( 星期六 )17點～

半 決 賽 2
10月27日 ( 日 )18點～

決　賽
11月2日 ( 星期六 )18點～

※本市是愛爾蘭隊和蘇格蘭隊的正式駐紮地。

※意象

橄欖球世界盃賽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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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美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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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為橫濱音樂節2019培養下一代藝術家事業的一環，從6月到10月之間，橫
濱市消防音樂隊訪問市內二十七所中學的吹奏部，進行直接演奏指導。參加演奏
的中學生們，參加「街頭處處有音樂節目」中表演，展示學習成果。

【演出日程】
時　間 地　點 參加學校

９月20日（星期五） QUEEN'S SQUARE 橫濱1樓
QUEEN'S CIRCLE

私立日本大學中學校／南瀨谷中學校
９月23日 ( 星期一・節日） 輕井澤中學校／希望之丘中學校

９月23日 ( 星期一・節日） 橫濱港大棧橋
國際客船碼頭 森中學校／橫濱吉田中學校

９月23日 ( 星期一・節日） LALAPORT 橫濱 ※
CENTRAL GARDEN KiLaLa

大綱中學校／十日市場中學校／早渕中學校／東永谷中學校
／日野南中學校

９月29日（星期日） 橫濱站東口 HAMA TERRACE
（崇光橫濱店2樓）※

上永谷中學校／港南台第一中學校／芹之谷中學校／私立桐
陰學園中等教育學校／深谷中學校／蒔田中學校

10月20日（星期日） 地標廣場 1樓
坂田種苗花園廣場

泉野中學校／浦島丘中學校／菅田中學校／舞岡中學校／丸
山台中學校／綠之丘中學校

※9月23日（ 星期一・節日）LaLaport 橫濱、9月29日（ 星期日）橫濱站東口 HAMA TERRACE，為中學生單獨演奏會，消防
音樂隊不參加演出。其他為與消防音樂隊同台演出。

　　「誰都可以彈奏」的鋼
琴，只用一個手指就可以彈
奏出旋律，還帶有自動伴奏
腳踏板。初學者和殘障者等
誰都可以立即體驗彈奏。
時間 10月6日（星期日）13點～（開幕活動）

 9日（星期三）・11日（星期五）・19日（星期六）11點
～、13點～

 20日（星期日）14點～
地點 象鼻露台

日本頂級
音樂節

橫濱音樂節

時　間 9月15日（星期日）～ 11月15日（星期五）
地　點 市內所有地區（橫濱的「街巷」處處都是大舞台）

　　三年一度包括各派音樂的音樂節「橫濱音樂節2019」即將拉開帷幕。期間在市內各地表演
300多個節目。
　　這裡我們介紹其中「街頭處處有音樂項目」中的一部分。在音樂節期間的周末，將在商業設
施和公園、商店街等人流聚集的地方舉行免費街頭表演。
　　請您盡情欣賞專業及業餘藝術家在街巷舉行的小型演奏會。
※10月11日以後的主要演員將在『公報橫濱10月刊』中介紹

Out Of Theater
　「STREET THE MUSICAL」
時間 9月16日（星期一・節日）
地點 元町商店街

神奈川愛樂
　 管絃樂團 × 川村美紀子
時間 9月29日（星期日）
地點 地標廣場 1樓 坂田種苗花園廣場

私立惠比壽中學
時間 9月22日（星期日）
地點 QUEEN'S SQUARE橫濱1樓 QUEEN'S CIRCLE

東儀秀樹
時間 9月28日（星期六）
地點 地標廣場 1樓 坂田種苗花園廣場

▲橫濱市消防音樂隊

橫濱音樂節
拉開帷幕！

聯絡地址 實行委員會　電話045-663-1365  傳真045-663-1928横浜音祭り 搜索

２０１９

遍布街巷的音樂節目 主要出場演員 免費欣賞

橫濱市消防音樂隊與中學吹奏部表演！免費觀看 設置鋼琴，
「誰都可以彈奏」免費體驗

※ 演出時間等詳細情況，請您在網頁上確認。

東京 GEGEGAY
時間 9月21日（星期六）
地點 QUEEN'S SQUARE橫濱1樓 QUEEN'S CIR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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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足您彈
鋼琴的願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