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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endai Museum
Experience

a: 仙台市战灾复兴纪念馆
(Sendai City War Reconstruction Memorial Hall)

b: 仙台城见闻馆 
(Sendai Castle Guidance Facility)

c: 历史博物馆青叶城资料展览馆
(Aoba Castle Museum)

d: 瑞凤殿
(ZUIHODEN)

e: 龟井（Kamei）美术馆
(Museum of Kamei Collection)

f : 东北学院大学博物馆  
(Tohoku Gakuin University Museum)

g: 福岛美术馆
(Fukushima Art Muse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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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折叠的小册子是为了帮助来自海外的观光游客或居住于日本的外国
人顺利参观仙台的博物馆等文化设施而制作的。其中一面登载了博物馆
等各设施的一览表及地图之类的基本信息；另一面登载了居住于仙台的
外国人亲临博物馆等的体验报告，从外国人的视点为您介绍各馆的魅力。
富有不同风格的博物馆等设施是仙台观赏景点中的亮点之一。希望这本
小册子为您在此街区的旅程大为增色。
※本中文版手册基于外国人专用英文版内容翻译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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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手工制作室和知觉体验的
公共文化设施

本期主题

2014年文化厅与地区共同启动的美术馆·历史博物馆创造活动支援事业

协助：公益财团法人 仙台国际交流协会（SIRA）
2015年3月发行

发行：仙台·宫城公共文化设施联盟

提供旅游信息、生活信息以及口译服务。
受理时间：9:00am ‒ 8:00pm
语种：英语、中文、韩语、他加禄语、葡萄牙语、越南语
※口译服务免费，电话费需本人负担。

提供：公益财团法人 仙台国际交流协会（SIRA）
口译服务电话

翻译辅助电话

（仙台国际中心内交流角）

SMMA博物馆等地图及地址可通过网络浏览。该些地图或地址均源自谷
歌地图并已全部翻译为英文。本网站可在多种设备上使用，从前来仙台前
通过电脑收集信息、到途中通过平板电脑或智能手机搜索路线，是帮助您
顺利抵达各公共文化设施的引路好帮手。

SMMA博物馆等在线地图

More Than
  Just Seeing

www.smma.strikingly.com

Tel: 022-224-1919

Sendai
Museum
M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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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提供团体优惠、儿童及留学生优惠服务。此外，举办特殊展览或活动时，入场费将有所差异。
＊2) 假日遇到休馆日时，也会正常对外开放。而休馆日则延至假日的次日。
＊3) 年末年初休息。
想了解详情欢迎咨询。

请注意以下事项：所有博物馆基本通用

标识

无障碍厕所

出租轮椅

可乘轮椅入馆

导盲犬·扶助犬
可进馆

哺乳室

餐厅

咖啡店

纪念品商店

投币式寄存柜

外语标识(指南标示)

外语手册 停车场

外语展览说明 最近的地铁站

公交车站台号 ： 英语
 ： 中文
 ： 韩语

自行车存放处

外语导游(解说、游览等。
由专职讲解员或志愿者讲解员导览)

外语语音导览(租用导览机)

日本东北地区最大城市之一、拥有独特发展史及多种多样地
理特征的仙台是一座变化万千的城市。其中，能够真实展现仙
台多彩风貌及发展历程的便是这些公共文化设施。从旧石器
时代的石器到最尖端的现代美术、从地下森林到白昼星辰，每
座公共文化设施将带您走过一段满足好奇心的难忘旅程。

位于绿荫葱葱的台原森林公园内，除了自然史系、理工系、生
活系三大展览室以外，还有岩石及植物的室外展览。

邮编：981-0903  仙台市青叶区台原森林公园4-1
电话：022-276-2201  传真：022-276-2204
开放时间：9:00am ‒ 4:45pm（进馆截至4:00pm）
休馆日：周一、第4个周四  ＊2＊3
费用：500日元  ＊1
交通：搭乘地铁南北线在旭丘站下车后徒步5分钟

3M仙台市科学馆
3M Sendai City Science Museum

在恢复植被环境的同时，将山田上之台遗迹发掘出的绳文时
代村落进行复原。举办陶器制作等体验活动。

是一座拥有直径达1.3m的“Hitomi望远镜”及天象仪、天文
展览室等设备设施的综合天文博物馆。

邮编：982-0815  仙台市太白区山田上之台町 10-1
电话：022-307-5665　传真：022-743-6771
开放时间：9:00am ‒ 4:45pm（进馆截至4:15pm，体验活动接
待时间： 9:00am ‒ 12:00pm、12:30pm ‒ 3:00pm）
休馆日：周一、第4个周四  ＊2＊3
费用：200日元  ＊1
交通：在仙台站西口的7、8号公交站搭乘宫城交通巴士30分
钟至“山田·太白消防署前”站下车，徒步5分钟

仙台市绳文森林广场
Sendai City Jomon Site Park

邮编：989-3123 仙台市青叶区锦丘 9-29-32  
电话：022-391-1300   传真：022-391-1301
开放时间：9:00am ‒ 5:00pm（周六至9:30pm、展览室至5:00pm），
闭馆30分钟前止票
休馆日：周三·第3个周二  ＊2＊3
费用：展览室600日元、天象仪（1次）600日元、套票(展览室＋
天象仪1次)1,000日元  ＊1
交通：在仙台站前的里士满酒店前车站，搭乘爱子观光巴士约
30分钟，在“锦丘七丁目北·天文台入口”站下车，徒步5分钟。
乘坐Takeya交通巴士秋保·川崎仙台西部班车，从仙台站西
口前公交站出发。请在“仙台市天文台”站下车(巴士仅在天文
台开放日在此停车)。订座的乘客优先乘车。

仙台市天文台
Sendai Astronomical Observatory

保存并展出由富泽遗迹发掘到的2万年前的人类生活和森林
遗迹。

邮编：982-0012  仙台市太白区长町南 4-3-1
电话：022-246-9153　传真：022-246-9158
开放时间：9:00am ‒ 4:45pm（进馆时间截至4:15pm）
休馆日：周一、第4个周四  ＊2＊3
费用：400日元  ＊1
交通：由地铁南北线长町南站徒步5分钟

仙台市富泽遗迹保存馆
（地下森林博物馆）

Sendai City Tomizawa Site Museum
(Chitei-no-Mori Museum)

收藏了以伊达家捐赠的文化财产为首的、与仙台相关的历史、
文化、美术工艺资料等，日常常设展中的展品约达1,000件。

邮编：980-0862  仙台市青叶区川内 26
电话：022-225-3074　 传真：022-225-2558
开放时间：9:00am ‒ 4:45pm（进馆时间截至4:15pm）
休馆日：周一  ＊2＊3
费用：400日元  ＊1
交通：由仙台站西口9号公交站搭乘市营巴士10分钟在“博
物馆·国际中心前”站下车，徒步3分钟。也可搭乘观光周游
巴士仙台Loople。

仙台市博物馆
Sendai City Museum

仙台市八木山动物公园
Sendai Yagiyama Zoological Park

仙台文学馆
Sendai Literature Museum

仙台多媒体中心
sendai mediatheque

东北大学综合学术博物馆
The Tohoku University Museum

东北福祉大学
芹泽銈介美术工艺馆
Tohoku Fukushi University
Serizawa Keisuke Art and Craft Museum

宫城县美术馆
The Miyagi Museum of Art

介绍日本代表性人间国宝染色工艺家芹泽銈介的作品及其
他本人从世界各地收集的工艺品。

邮编：981-8522  仙台市青叶区国见 1-8-1
电话：022-717-3318   传真：022-717-3324
开放时间：10:00am ‒ 4:30pm（进馆时间截至4:00pm）
休馆日：周日、假日、展览交替期间  ＊3
费用：300日元  ＊1
交通：在JR仙山线东北福祉大前站下车后徒步10分钟。或由
仙台西口EDEN(原仙台酒店)前24、25号站搭乘市营巴士25
分钟至“东北福祉大前”站下车。

收藏了日本近、现代美术品、东北相关作品等、以及康定斯
基等外国作品。还可在创作室体验美术作品制作。

邮编：980-0861  仙台市青叶区川内元支仓 34-1
电话：022-221-2111   传真：022-221-2115
开放时间：9:30am ‒ 5:00pm（售票时间截至：4:30pm）
休馆日：周一  ＊2＊3
费用：300日元  ＊1
交通：由仙台站西口16号公交站搭乘市营巴士15分钟至“二
高·宫城县美术馆前”站下车。也可搭乘观光周游巴士仙台
Loople。

饲养并展出栖息于世界各地共约500多种动物的东北最大
动物园。

邮编：982-0801  仙台市太白区八木山本町 1-43
电话：022-229-0631　传真：022-229-8419
开放时间：3-10月9:00am ‒ 4:45pm（进园时间截至4:00pm）、
11-2月9:00am ‒ 4:00pm（进园时间截至3:00pm）
休园日：周一  ＊2＊3
费用：400日元  ＊1
交通：由仙台站西口9、11、12号公交站搭乘市营巴士25分
钟在“动物公园前”站下车

利用县内最古老的西洋风格木质结构建筑的，曾作为原陆军
营房，介绍明治时期后的仙台历史及市民生活。

邮编：983-0842  仙台市宫城野区五轮 1-3-7（榴冈公园内）
电话：022-295-3956   传真：022-257-6401
开放时间：9:00am ‒ 4:45pm（进馆时间截至：4:15pm）
休馆日：周一、第4个周四  ＊2＊3
费用：200日元  ＊1
交通：由JR仙石线榴冈站徒步5分钟。在仙台站西口LOFT前
18号站、樱野百货店前32、34～36号站搭乘市营巴士或宫城
交通巴士10分钟至“原町一丁目”站下车后，徒步7分钟

仙台市历史民俗资料馆
Sendai City Museum of History and Folklore

介绍明治时期后与本地历史有渊源的文学家土井晚翠及岛崎
藤村、以及第一代馆长井上Hisashi和当前活跃的现代作家。

邮编：981-0902  仙台市青叶区北根 2-7-1
电话：022-271-3020　传真：022-271-3044
开放时间：9:00am ‒ 5:00pm（进馆时间截至4:30pm）
休馆日：周一、第4个周四  ＊2＊3
费用：400日元  ＊1
交通：由仙台站西口EDEN(原仙台酒店)前20～23号站搭乘
宫城交通巴士(快车除外)、或市营巴士20分钟至“北根二丁目
·文学馆前”站下车后徒步5分钟

具有图书馆、画廊、音响创作室、影像音响库等功能，是市民
的美术及影像文化活动基地。

邮编：980-0821  仙台市青叶区春日町 2-1
电话：022-713-3171　 传真：022-713-4482
开放时间： 9:00am ‒ 10:00pm　※部分服务时间有所差异。
休馆日：第4个周四  ＊3
费用：免费（但是，展览会、特殊活动另行收费）
交通：由仙台站西口庄内银行前29号站搭乘市营巴士10分钟
至“多媒体中心前”站下车。由地铁南北线勾当台公园站徒步
6分钟。也可搭乘观光周游巴士仙台Loople。

展出大学研究人员从世界各地收集的珍贵化石或矿物、土器
或石器、骨骼标本、有孔虫、珊瑚等。

邮编：980-8578  仙台市青叶区荒卷字青叶 6-3
电话：022-795-6767　 传真：022-795-6767
开放时间：10:00am ‒ 4:00pm
休馆日：周一、盂兰盆节、8月最后一个周日  ＊2＊3
费用：150日元  ＊1
交通：由仙台站西口9号公交站搭乘市营巴士20分钟至“理学
部自然史标本馆前”站下车后徒步1分钟。或在“情报科学研
究科前”站下车后徒步4分钟。也可搭乘仙台Loople。

Museums



天文学、古代绳文时代的村落、以及冰河期的森林···本期介绍通
过接触展览物品、参加手工制作，可直接体验各馆的特集。您能否
理解日语无关紧要。可通过接触或亲身体验，从中感受到发现或学
习的普遍感觉。

More Than
  Just Seeing

提供手工制作室和知觉体验的公共文化设施

本期主题
直径达1.3m，是日本最大的望远镜之一！可观察到17等星那样的暗淡群星。

巨大！

大卫·多诺万（英国）
此博物馆众多亮点之一便是巨大的望远镜。由于
体积超乎寻常，以至于进入室内后也没发觉到它
便是望远镜！与仙台市中心只有30分钟的距离，
地理位置绝佳。

您知道吗？白天也可以看到群星！观看蓝天中闪
耀的群星可为您留下一次难忘的经历！

望远镜可通过触控屏操作。
想要观看的星辰，只需用手
触碰，望远镜即可自动转向
有星辰所在的方位！

Hitomi望远镜

馆内的纪念品商店销售日本国产
如太空食品等纪念佳品。请勿错过
良机！

由于公交车班次较少，因此除天体观察等
特殊活动以外，建议于白天前往参观。参
观结束前，请一定找找位于星空某处的木
星哦！

天文馆纪念品商店

便利店

秋保·川崎 仙台西部班车公交站

公交站
“锦丘7丁目北·天文台入口”

犹如魔法！
目前为止最逼真的天象仪。仰望星
空，真有银河畅游的感觉！

直径为25m的

水平放映球幕

仙台市天文台

融合了光学和数字天象仪功能

的混合天象仪为您带来丰富的

视觉感受，并将您带入一段银

河旅程。

C

丝绒般的质感！

该馆独特之处就是为了保存20,000年前的森林遗迹而环绕遗迹
建造的建筑结构。进入宽敞的地下室，便会将您带入一个神秘世
界。此外，这座遗迹保存馆地理位置优越，位于地铁站和大型购
物商城附近。

看过遗迹后可能会让您对其质感产生兴趣。馆
内设置了可触摸20,000年前珍贵木材。令人
难以置信的质感！

莫妮卡・ 卡萨布（美国）
富泽遗迹

916㎡的展览室位于地
下5m处，防护壁厚度达
80cm！

漫步巨大的遗迹的周边，
可唤起您的无限想象力！

这是一座世界首次保存最完整的遗迹保存馆。馆内展出旧石器时代的用火遗址及包括100件以上石器剥片在内的古人类生活的遗址和森林遗址。

炸猪排“猪排庄”

拉面店
“幸乐苑”

长町南站

馆外再现了冰河期的森林场景。
研究人员们在此随时进行检查，
以防萌生其他时代的植物。

请在此想象一下鹿群饮水、

或旧石器时代的人们在山丘

上野外露宿的场景！

冰河期的森林

仙台市富泽遗迹保存馆

便宜又美味的立食荞麦面餐馆
“Kawatsune”，

营业时间：平日上午11点-下午3点

“仙台长町THE MALL购物商城”
“长町LaLa花园”

拥有购物商店、餐厅以及电影院
的大型THE MALL购物商城

C

C

Other Voices

傅 文婷
（中国）

仙台市富泽遗迹保存馆
（地底森林博物馆）

仙台市绳文森林广场

吴 德顺
（越南）

我非常喜欢发掘古物时的3D场景照。视频
内容也很有趣、全面，向我们展示了当时
的人类生活场景！

本次我们只介绍了3个人的访谈内容，不过，居住于仙台的外国人
也在颇有兴趣地参观各大博物馆，听到了很多其他心声。在此介
绍部分内容。

我很高兴参加了被丰富绿色环绕的室外展
览、绳文时代人类生活体验活动。一定会向朋
友推荐的。馆内的吉祥物“小花”也非常可爱，
不要错失良机哦！

【仙台市博物馆临时闭馆的通知】
2014年12月1日(周一)～2015年3月27日（周五）

URL http://www.city.sendai.jp/kyouiku/museum/
（仅限日语）

由于馆内改建工程及国联防灾全球会议的召开，仙台市博物馆将于
2014年12月1日(周一)～2015年3月27日（周五）休馆。(除展览室之外、
还包括餐厅、博物馆商店以及1楼信息资料中心在内全面休馆。)

给您带来不便，敬请谅解！

邮编：980-0821  仙台市青叶区春日町 2-1（仙台多媒体中心内）
休息日：周六/周日/节假日
电话：022-713-4483
传真：022-713-4482

（仅限日语）
URL: http://www.smma.jp 

关于仙台·宫城公共文化设施联盟(SMMA)

联系方式：仙台·宫城公共文化设施联盟事务局

为了促进仙台·宫城地区各大博物馆作为共通的知识财产资源相互合
作、为地区争取更多有益于发展的功能而创立的共同事业组织。融合
各馆学术艺术人员及专职人员的知识和技能，开展跨领域的合作活
动、协助学校教育、支援地区活动人才的培养、观光支援的开发等，创
造博物馆个体难以实现的价值，力争成为可满足地区需求的新时代公
共文化设施。

绳文时代
阿丽赛・道恩奈莱（拉脱维亚）绳文时代是指史前时代的日本公元前约10,000年至公元前300年的时期，带有绳索图案的土器或精巧道具以及装饰品是当时的代表性遗物。

在这片土地上发掘到的4,000年前的村落，可通过各种手工制作室体验
绳文时代的生活，绝对为您的旅程增添一段难以忘怀的回忆。可在悠闲
舒适的氛围中尽享乐趣的最佳空间。

山田上之台遗迹 目前依然在继续挖掘，还有很多未知领域。观
赏古物及复原的村落，从中现象一下当时的生
活场景也别有一番乐趣。

巨大的柱子和精湛的建筑技
术令人感动。能够将4,000年
前的住宅恢复原貌着实令人
惊叹不已！

此遗迹发掘到绳文时代的住

房和贮藏洞穴、以及捕获动

物所需的陷阱。

犹如另一个世界！

勾玉

名取川

面包房
“Panse”仙台市

绳文森林广场

还有土器和泥偶人制作及引火等其他
方面数十间绳文时代相关的手工制作
室。仅想想下次进行什么体验，就令人
兴奋不止呦。

附近有名取川，古书店及茶具
店等颇有情趣的商店也鳞次
栉比。工作人员介绍说，可以
带上在附近面包房“Panse”
购买的面包，坐在视野辽阔的
馆内大厅，边吃边观赏也别具
一番情趣。

这是史前时代日本的装饰品

之一。推测是在祭祀上使用，

详情仍未解明。

还可以试穿绳文时代的服装。

茶具店“青峰堂”古书店“万叶堂书店”

制作勾玉从磨削石头开始。虽然
有点费时，但磨削后即可制成独
一无二的装饰品！

C

在作为特殊活动举办制作石
器的手工制作室时可参与制
作枪尖体验。专家都难以区分
成品和古代遗物，所以需要写
上自己的名字！

Information

Wow!

仙台市天文台
仙台市天文台

仙台市绳文森林广场
仙台市縄文の森広場

仙台市富泽遗迹保存馆
（地底森林博物馆）
仙台市富沢遺跡保存館（地底の森ミュージアム）

R286

MAP

MAP

MA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