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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字面意義的
多層次體驗�

漫步於定禪寺通上，可以見到將道路旁生意盎
然、綠葉成蔭的櫸樹輝映出來的仙台媒體中
心，這棟充滿現代感的玻璃帷幕大樓建築。在
仙台媒體中心除了展場以外，也有許多開放空
間，因此您可以隨時在此處停留放鬆。由於是
世界知名的建築家伊東豐雄所設計，光是看建
築的樓層板、牆壁以及其他細部設計就足以令
人玩味，非常有意思。

特色之一是支撐建物並將電梯包裹在內的玻璃
「管」。特別推薦您可以試試從5號管內螺旋樓梯

的樓上走到樓下看看。您可以透過玻璃觀看各
樓層的模樣，發現自己喜歡的地方還能逗留欣
賞一番！各樓層都有趣味十足獨特

設計的各式椅子。當您想小

憩片刻時，不妨試著找張自

己中意的椅子看看哦！

設計師椅

開館：2001年
設計者：伊東豐雄
主要特色：管、板、雙層構造

有關建築的註釋

透過玻璃牆可以俯瞰定禪寺通旁綠意成蔭
的美麗雙排櫸樹。請享受從各個樓層的各種
角度，來欣賞因季節轉換而變化的美景。

在「思考之桌」可將桌子、椅子還有牆
壁當作黑板，還可用粉筆到處書寫！完
全就是最適合用來討論的環境！
＊使用時需要先預約。

在商店停留時，隨時可以購買到與藝術相關的紀
念品。從東北的傳統工藝品到充滿現代感的先進
商品，全部被齊聚一堂。特別推薦您試試商店隔壁
咖啡廳的可可亞冰飲或比利時啤酒！
＊KANEIRI Museum Shop 6, Crepuscule Café

Café 咖啡店
“Horn” ( 2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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仙台媒體中心

象徵「杜之都」仙台的定禪寺通
是一條長700公尺的雙排櫸樹
街道。

家庭料理「井上」
( 3F )

雜貨屋
「MerryMerry
Christmasland」

中國料理「東龍門」
（東京Electron Hall

宮城2F）

Go!

MAP

宮城縣美術館是位於仙台的地標之一廣瀨川附近的磁磚裝飾建築。裡面
有各式各樣的美術品，其中多數是與宮城縣有密切關係。庭園是必看之
景點，可以欣賞到許多雕刻與美麗的景觀。美術館內部也有非常棒的餐
廳可讓您悠閒地度過愉快的一天。

開館：1981年
設計者：前川國男
主要特色：回遊式的中庭與庭園

有關建築的註釋

在愛麗絲庭園當中有許多以孩童或動物為主題的雕
刻。這個可愛的貓咪雕像深獲入館遊客的喜愛，特別
有人氣。晴朗的日子在庭園中散步時會感受到格外令
人放鬆的美好感覺。

充滿美妙藝術
氣氛的散步�

美術館的館藏有包含仙台近郊的風景
勝地松島的油畫。以油畫的形式欣賞
日本的景色也是令人感到頗為新鮮的
體驗！

縣民畫廊除了可欣賞當地藝術家的
作品之外，還能夠直接與作者們面
對面！

可以在餐廳Café享用美味的水果塔或
利用當地食材製作的料理。家具陳設的
選定與配置上經過特別細緻的用心，進
而打造出一種時尚且輕鬆的氛圍。
＊café mozart figaro

以日本畫、西洋畫、版畫、雕刻

以及工藝品為中心，收藏了包

括康定斯基或保羅克利等世界

知名的藝術家的作品。

館藏品

西公園

廣
瀨

川

源吾茶屋

仙台國際
中心

仙台市
博物館

宮城縣美術館 麵包店「定進堂」

這次雖然只介紹3人的描述，但事實上居住在仙台的外國人非常
享受展覽館，還有其他許多人的感想被提出來。在此取出其中的
幾段介紹如下。

于　樂
（中國）

我發現除了特別展覽以外還有佐藤忠良紀念
館和縣民畫廊等等，可以參觀的地方多到令
我驚訝。能夠看到如此壯觀的庭園和建築物
是最棒的。

這座展覽館令人驚豔之處在於，將明治時
代的建物完整保存下來當作民俗資料館使
用這點。透過特別展覽，可看到與日本的季
節習俗和與工具相關的資料，進而達到學
習瞭解日本。

聽到以柔和的日語讀出描繪戰爭體驗的
繪本或紙劇場，覺得非常感動。

Other Voices Information

MAP

阿利斯‧唐納（拉脫維亞）
仙台市歷史民俗資料館位於仙台車站東側的榴岡公園中。在公園內散步時，所見
到興建於19世紀美麗的石膏外牆建築物正是此棟展覽館。此展館內部展示了好幾
世代前日常生活中所使用的古老工具，以及可以實際體驗教科書當中所學不到的
歷史。其中古時童玩體驗區最適合帶小朋友們前來參訪。

民俗資料館是在140年前興建的舊兵營。裡面也
有重現昔日軍人生活的房間。

非常擬真！

於1874年完成，直到1945年以前的70年期間被當作軍營使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有美軍進駐過。

有關建築的註釋
在電力尚未普及的50年前，該時代的工具
頗具玩味。請實際手持手轉式洗衣機、或加
木炭使用的熨斗，讓想像馳騁於50年以前
的生活。

日本學校的營養午餐是非常健康美味
的。回想起兒時所吃過的食物若覺得
肚子餓的話，就到附近的餐廳吃頓午
餐吧！

即使在日本，從那個時代的生活
樣式或文化所衍生出來的工具
也是豐富多樣的。也有很多是在
自己國家不曾見過的東西。

可以看到來展覽館途中經

過的道路上馬車正通過道

路模樣的照片。請試著找找

看你所認識的地點吧！

無數的舊照片

餐廳「Sunpastel」
仙台Sunplaza

樂天Kobo
宮城球場

JR仙台線
榴岡站

仙台市
歷史民俗資料館

榴岡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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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lored to You

MAP

在此版本所特輯的展覽館，是可以自由選擇、解釋或享受展覽館所
提供的內容。具有特色的建築、空間構造與展示物，是一個可以配
合您的興趣與經驗提供展覽館體驗的地方。

能以自己的方式享受、自由多元展覽館體驗

莫尼卡‧卡薩比（美國）

大衛‧多諾文（英國）

宮城縣美術館

仙台市歷史民俗資料館

仙台市歷史民俗資料館

李　璿熙
（韓國）

吳　玟汝
（美國）

仙台媒體中心
せんだいメディアテーク

此期號的主題

仙台市歷史民俗資料館
仙台市歴史民俗資料館

宮城縣美術館
宮城県美術館 【仙台市博物館臨時休館通知】

2014年12月1日（週一）～2015年3月27日（週五）

URL http://www.city.sendai.jp/kyouiku/museum/
（僅限日文）

由於仙台博物館中正在進行館內改修工程，及將舉行聯合國防災世界會
議，因此於2014年12月1日(週一）至2015年3月27日(週五)期間，將暫時
休館。(不僅只是展覽室，包還括餐廳/博物館商店及1樓情報資料中心在
內，全館皆暫停開放。)

如有造成不便之處，還請多多包涵、見諒。

〒980-0821　仙台市青葉區春日町2-1 （仙台媒體中心內）
週六日/例假日休息
Tel：022-713-4483
Fax：022-713-4482
(僅提供日文服務)
URL: http://www.smma.jp

關於仙台/宮城博物館聯盟(SMMA)

洽詢單位：仙台/宮城博物館聯盟事務局

是透過讓仙台/宮城地區各種博物館共享知識資源並合作，以獲得對地
區有益功能的共同事業聯盟。匯集各館文藝人員及專業職員所擁有的知
識及經驗技術，舉行跨越領域的合作活動、協助學校教育及地區人才培
育、開發觀光資源等，進行單館難以實現的嶄新價值創造，並朝符合地區
需求的新時代博物館為目標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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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仙台/宮城博物館聯盟(SMMA)

洽詢單位：仙台/宮城博物館聯盟事務局

是透過讓仙台/宮城地區各種博物館共享知識資源並合作，以獲得對地
區有益功能的共同事業聯盟。匯集各館文藝人員及專業職員所擁有的知
識及經驗技術，舉行跨越領域的合作活動、協助學校教育及地區人才培
育、開發觀光資源等，進行單館難以實現的嶄新價值創造，並朝符合地區
需求的新時代博物館為目標邁進。



C

C

C

如字面意義的
多層次體驗�

漫步於定禪寺通上，可以見到將道路旁生意盎
然、綠葉成蔭的櫸樹輝映出來的仙台媒體中
心，這棟充滿現代感的玻璃帷幕大樓建築。在
仙台媒體中心除了展場以外，也有許多開放空
間，因此您可以隨時在此處停留放鬆。由於是
世界知名的建築家伊東豐雄所設計，光是看建
築的樓層板、牆壁以及其他細部設計就足以令
人玩味，非常有意思。

特色之一是支撐建物並將電梯包裹在內的玻璃
「管」。特別推薦您可以試試從5號管內螺旋樓梯

的樓上走到樓下看看。您可以透過玻璃觀看各
樓層的模樣，發現自己喜歡的地方還能逗留欣
賞一番！各樓層都有趣味十足獨特

設計的各式椅子。當您想小

憩片刻時，不妨試著找張自

己中意的椅子看看哦！

設計師椅

開館：2001年
設計者：伊東豐雄
主要特色：管、板、雙層構造

有關建築的註釋

透過玻璃牆可以俯瞰定禪寺通旁綠意成蔭
的美麗雙排櫸樹。請享受從各個樓層的各種
角度，來欣賞因季節轉換而變化的美景。

在「思考之桌」可將桌子、椅子還有牆
壁當作黑板，還可用粉筆到處書寫！完
全就是最適合用來討論的環境！
＊使用時需要先預約。

在商店停留時，隨時可以購買到與藝術相關的紀
念品。從東北的傳統工藝品到充滿現代感的先進
商品，全部被齊聚一堂。特別推薦您試試商店隔壁
咖啡廳的可可亞冰飲或比利時啤酒！
＊KANEIRI Museum Shop 6, Crepuscule Café

Café 咖啡店
“Horn” ( 2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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仙台媒體中心

象徵「杜之都」仙台的定禪寺通
是一條長700公尺的雙排櫸樹
街道。

家庭料理「井上」
( 3F )

雜貨屋
「MerryMerry
Christmasland」

中國料理「東龍門」
（東京Electron Hall

宮城2F）

Go!

MAP

宮城縣美術館是位於仙台的地標之一廣瀨川附近的磁磚裝飾建築。裡面
有各式各樣的美術品，其中多數是與宮城縣有密切關係。庭園是必看之
景點，可以欣賞到許多雕刻與美麗的景觀。美術館內部也有非常棒的餐
廳可讓您悠閒地度過愉快的一天。

開館：1981年
設計者：前川國男
主要特色：回遊式的中庭與庭園

有關建築的註釋

在愛麗絲庭園當中有許多以孩童或動物為主題的雕
刻。這個可愛的貓咪雕像深獲入館遊客的喜愛，特別
有人氣。晴朗的日子在庭園中散步時會感受到格外令
人放鬆的美好感覺。

充滿美妙藝術
氣氛的散步�

美術館的館藏有包含仙台近郊的風景
勝地松島的油畫。以油畫的形式欣賞
日本的景色也是令人感到頗為新鮮的
體驗！

縣民畫廊除了可欣賞當地藝術家的
作品之外，還能夠直接與作者們面
對面！

可以在餐廳Café享用美味的水果塔或
利用當地食材製作的料理。家具陳設的
選定與配置上經過特別細緻的用心，進
而打造出一種時尚且輕鬆的氛圍。
＊café mozart figaro

以日本畫、西洋畫、版畫、雕刻

以及工藝品為中心，收藏了包

括康定斯基或保羅克利等世界

知名的藝術家的作品。

館藏品

西公園

廣
瀨

川

源吾茶屋

仙台國際
中心

仙台市
博物館

宮城縣美術館 麵包店「定進堂」

這次雖然只介紹3人的描述，但事實上居住在仙台的外國人非常
享受展覽館，還有其他許多人的感想被提出來。在此取出其中的
幾段介紹如下。

于　樂
（中國）

我發現除了特別展覽以外還有佐藤忠良紀念
館和縣民畫廊等等，可以參觀的地方多到令
我驚訝。能夠看到如此壯觀的庭園和建築物
是最棒的。

這座展覽館令人驚豔之處在於，將明治時
代的建物完整保存下來當作民俗資料館使
用這點。透過特別展覽，可看到與日本的季
節習俗和與工具相關的資料，進而達到學
習瞭解日本。

聽到以柔和的日語讀出描繪戰爭體驗的
繪本或紙劇場，覺得非常感動。

Other Voices Information

MAP

阿利斯‧唐納（拉脫維亞）
仙台市歷史民俗資料館位於仙台車站東側的榴岡公園中。在公園內散步時，所見
到興建於19世紀美麗的石膏外牆建築物正是此棟展覽館。此展館內部展示了好幾
世代前日常生活中所使用的古老工具，以及可以實際體驗教科書當中所學不到的
歷史。其中古時童玩體驗區最適合帶小朋友們前來參訪。

民俗資料館是在140年前興建的舊兵營。裡面也
有重現昔日軍人生活的房間。

非常擬真！

於1874年完成，直到1945年以前的70年期間被當作軍營使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有美軍進駐過。

有關建築的註釋
在電力尚未普及的50年前，該時代的工具
頗具玩味。請實際手持手轉式洗衣機、或加
木炭使用的熨斗，讓想像馳騁於50年以前
的生活。

日本學校的營養午餐是非常健康美味
的。回想起兒時所吃過的食物若覺得
肚子餓的話，就到附近的餐廳吃頓午
餐吧！

即使在日本，從那個時代的生活
樣式或文化所衍生出來的工具
也是豐富多樣的。也有很多是在
自己國家不曾見過的東西。

可以看到來展覽館途中經

過的道路上馬車正通過道

路模樣的照片。請試著找找

看你所認識的地點吧！

無數的舊照片

餐廳「Sunpastel」
仙台Sunplaza

樂天Kobo
宮城球場

JR仙台線
榴岡站

仙台市
歷史民俗資料館

榴岡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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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P

在此版本所特輯的展覽館，是可以自由選擇、解釋或享受展覽館所
提供的內容。具有特色的建築、空間構造與展示物，是一個可以配
合您的興趣與經驗提供展覽館體驗的地方。

能以自己的方式享受、自由多元展覽館體驗

莫尼卡‧卡薩比（美國）

大衛‧多諾文（英國）

宮城縣美術館

仙台市歷史民俗資料館

仙台市歷史民俗資料館

李　璿熙
（韓國）

吳　玟汝
（美國）

仙台媒體中心
せんだいメディアテーク

此期號的主題

仙台市歷史民俗資料館
仙台市歴史民俗資料館

宮城縣美術館
宮城県美術館 【仙台市博物館臨時休館通知】

2014年12月1日（週一）～2015年3月27日（週五）

URL http://www.city.sendai.jp/kyouiku/museum/
（僅限日文）

由於仙台博物館中正在進行館內改修工程，及將舉行聯合國防災世界會
議，因此於2014年12月1日(週一）至2015年3月27日(週五)期間，將暫時
休館。(不僅只是展覽室，包還括餐廳/博物館商店及1樓情報資料中心在
內，全館皆暫停開放。)

如有造成不便之處，還請多多包涵、見諒。

〒980-0821　仙台市青葉區春日町2-1 （仙台媒體中心內）
週六日/例假日休息
Tel：022-713-4483
Fax：022-713-4482
(僅提供日文服務)
URL: http://www.smma.jp

關於仙台/宮城博物館聯盟(SMMA)

洽詢單位：仙台/宮城博物館聯盟事務局

是透過讓仙台/宮城地區各種博物館共享知識資源並合作，以獲得對地
區有益功能的共同事業聯盟。匯集各館文藝人員及專業職員所擁有的知
識及經驗技術，舉行跨越領域的合作活動、協助學校教育及地區人才培
育、開發觀光資源等，進行單館難以實現的嶄新價值創造，並朝符合地區
需求的新時代博物館為目標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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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這棟充滿現代感的玻璃帷幕大樓建築。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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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因此您可以隨時在此處停留放鬆。由於是
世界知名的建築家伊東豐雄所設計，光是看建
築的樓層板、牆壁以及其他細部設計就足以令
人玩味，非常有意思。

特色之一是支撐建物並將電梯包裹在內的玻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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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度，來欣賞因季節轉換而變化的美景。

在「思考之桌」可將桌子、椅子還有牆
壁當作黑板，還可用粉筆到處書寫！完
全就是最適合用來討論的環境！
＊使用時需要先預約。

在商店停留時，隨時可以購買到與藝術相關的紀
念品。從東北的傳統工藝品到充滿現代感的先進
商品，全部被齊聚一堂。特別推薦您試試商店隔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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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愛麗絲庭園當中有許多以孩童或動物為主題的雕
刻。這個可愛的貓咪雕像深獲入館遊客的喜愛，特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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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之外，還能夠直接與作者們面
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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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當地食材製作的料理。家具陳設的
選定與配置上經過特別細緻的用心，進
而打造出一種時尚且輕鬆的氛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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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雖然只介紹3人的描述，但事實上居住在仙台的外國人非常
享受展覽館，還有其他許多人的感想被提出來。在此取出其中的
幾段介紹如下。

于　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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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和縣民畫廊等等，可以參觀的地方多到令
我驚訝。能夠看到如此壯觀的庭園和建築物
是最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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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2月1日（週一）～2015年3月27日（週五）

URL http://www.city.sendai.jp/kyouiku/museum/
（僅限日文）

由於仙台博物館中正在進行館內改修工程，及將舉行聯合國防災世界會
議，因此於2014年12月1日(週一）至2015年3月27日(週五)期間，將暫時
休館。(不僅只是展覽室，包還括餐廳/博物館商店及1樓情報資料中心在
內，全館皆暫停開放。)

如有造成不便之處，還請多多包涵、見諒。

〒980-0821　仙台市青葉區春日町2-1 （仙台媒體中心內）
週六日/例假日休息
Tel：022-713-4483
Fax：022-713-4482
(僅提供日文服務)
URL: http://www.smma.jp

關於仙台/宮城博物館聯盟(SMMA)

洽詢單位：仙台/宮城博物館聯盟事務局

是透過讓仙台/宮城地區各種博物館共享知識資源並合作，以獲得對地
區有益功能的共同事業聯盟。匯集各館文藝人員及專業職員所擁有的知
識及經驗技術，舉行跨越領域的合作活動、協助學校教育及地區人才培
育、開發觀光資源等，進行單館難以實現的嶄新價值創造，並朝符合地區
需求的新時代博物館為目標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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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字面意義的
多層次體驗�

漫步於定禪寺通上，可以見到將道路旁生意盎
然、綠葉成蔭的櫸樹輝映出來的仙台媒體中
心，這棟充滿現代感的玻璃帷幕大樓建築。在
仙台媒體中心除了展場以外，也有許多開放空
間，因此您可以隨時在此處停留放鬆。由於是
世界知名的建築家伊東豐雄所設計，光是看建
築的樓層板、牆壁以及其他細部設計就足以令
人玩味，非常有意思。

特色之一是支撐建物並將電梯包裹在內的玻璃
「管」。特別推薦您可以試試從5號管內螺旋樓梯

的樓上走到樓下看看。您可以透過玻璃觀看各
樓層的模樣，發現自己喜歡的地方還能逗留欣
賞一番！各樓層都有趣味十足獨特

設計的各式椅子。當您想小

憩片刻時，不妨試著找張自

己中意的椅子看看哦！

設計師椅

開館：2001年
設計者：伊東豐雄
主要特色：管、板、雙層構造

有關建築的註釋

透過玻璃牆可以俯瞰定禪寺通旁綠意成蔭
的美麗雙排櫸樹。請享受從各個樓層的各種
角度，來欣賞因季節轉換而變化的美景。

在「思考之桌」可將桌子、椅子還有牆
壁當作黑板，還可用粉筆到處書寫！完
全就是最適合用來討論的環境！
＊使用時需要先預約。

在商店停留時，隨時可以購買到與藝術相關的紀
念品。從東北的傳統工藝品到充滿現代感的先進
商品，全部被齊聚一堂。特別推薦您試試商店隔壁
咖啡廳的可可亞冰飲或比利時啤酒！
＊KANEIRI Museum Shop 6, Crepuscule Café

Café 咖啡店
“Horn” ( 2F )

定禪寺通

晚
翠
通

西公園

廣
瀨

川

仙台媒體中心

象徵「杜之都」仙台的定禪寺通
是一條長700公尺的雙排櫸樹
街道。

家庭料理「井上」
( 3F )

雜貨屋
「MerryMerry
Christmasland」

中國料理「東龍門」
（東京Electron Hall

宮城2F）

Go!

MAP

宮城縣美術館是位於仙台的地標之一廣瀨川附近的磁磚裝飾建築。裡面
有各式各樣的美術品，其中多數是與宮城縣有密切關係。庭園是必看之
景點，可以欣賞到許多雕刻與美麗的景觀。美術館內部也有非常棒的餐
廳可讓您悠閒地度過愉快的一天。

開館：1981年
設計者：前川國男
主要特色：回遊式的中庭與庭園

有關建築的註釋

在愛麗絲庭園當中有許多以孩童或動物為主題的雕
刻。這個可愛的貓咪雕像深獲入館遊客的喜愛，特別
有人氣。晴朗的日子在庭園中散步時會感受到格外令
人放鬆的美好感覺。

充滿美妙藝術
氣氛的散步�

美術館的館藏有包含仙台近郊的風景
勝地松島的油畫。以油畫的形式欣賞
日本的景色也是令人感到頗為新鮮的
體驗！

縣民畫廊除了可欣賞當地藝術家的
作品之外，還能夠直接與作者們面
對面！

可以在餐廳Café享用美味的水果塔或
利用當地食材製作的料理。家具陳設的
選定與配置上經過特別細緻的用心，進
而打造出一種時尚且輕鬆的氛圍。
＊café mozart figaro

以日本畫、西洋畫、版畫、雕刻

以及工藝品為中心，收藏了包

括康定斯基或保羅克利等世界

知名的藝術家的作品。

館藏品

西公園

廣
瀨

川

源吾茶屋

仙台國際
中心

仙台市
博物館

宮城縣美術館 麵包店「定進堂」

這次雖然只介紹3人的描述，但事實上居住在仙台的外國人非常
享受展覽館，還有其他許多人的感想被提出來。在此取出其中的
幾段介紹如下。

于　樂
（中國）

我發現除了特別展覽以外還有佐藤忠良紀念
館和縣民畫廊等等，可以參觀的地方多到令
我驚訝。能夠看到如此壯觀的庭園和建築物
是最棒的。

這座展覽館令人驚豔之處在於，將明治時
代的建物完整保存下來當作民俗資料館使
用這點。透過特別展覽，可看到與日本的季
節習俗和與工具相關的資料，進而達到學
習瞭解日本。

聽到以柔和的日語讀出描繪戰爭體驗的
繪本或紙劇場，覺得非常感動。

Other Voices Information

MAP

阿利斯‧唐納（拉脫維亞）
仙台市歷史民俗資料館位於仙台車站東側的榴岡公園中。在公園內散步時，所見
到興建於19世紀美麗的石膏外牆建築物正是此棟展覽館。此展館內部展示了好幾
世代前日常生活中所使用的古老工具，以及可以實際體驗教科書當中所學不到的
歷史。其中古時童玩體驗區最適合帶小朋友們前來參訪。

民俗資料館是在140年前興建的舊兵營。裡面也
有重現昔日軍人生活的房間。

非常擬真！

於1874年完成，直到1945年以前的70年期間被當作軍營使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有美軍進駐過。

有關建築的註釋
在電力尚未普及的50年前，該時代的工具
頗具玩味。請實際手持手轉式洗衣機、或加
木炭使用的熨斗，讓想像馳騁於50年以前
的生活。

日本學校的營養午餐是非常健康美味
的。回想起兒時所吃過的食物若覺得
肚子餓的話，就到附近的餐廳吃頓午
餐吧！

即使在日本，從那個時代的生活
樣式或文化所衍生出來的工具
也是豐富多樣的。也有很多是在
自己國家不曾見過的東西。

可以看到來展覽館途中經

過的道路上馬車正通過道

路模樣的照片。請試著找找

看你所認識的地點吧！

無數的舊照片

餐廳「Sunpastel」
仙台Sunplaza

樂天Kobo
宮城球場

JR仙台線
榴岡站

仙台市
歷史民俗資料館

榴岡公園

Museums
Tailored to You

MAP

在此版本所特輯的展覽館，是可以自由選擇、解釋或享受展覽館所
提供的內容。具有特色的建築、空間構造與展示物，是一個可以配
合您的興趣與經驗提供展覽館體驗的地方。

能以自己的方式享受、自由多元展覽館體驗

莫尼卡‧卡薩比（美國）

大衛‧多諾文（英國）

宮城縣美術館

仙台市歷史民俗資料館

仙台市歷史民俗資料館

李　璿熙
（韓國）

吳　玟汝
（美國）

仙台媒體中心
せんだいメディアテーク

此期號的主題

仙台市歷史民俗資料館
仙台市歴史民俗資料館

宮城縣美術館
宮城県美術館 【仙台市博物館臨時休館通知】

2014年12月1日（週一）～2015年3月27日（週五）

URL http://www.city.sendai.jp/kyouiku/museum/
（僅限日文）

由於仙台博物館中正在進行館內改修工程，及將舉行聯合國防災世界會
議，因此於2014年12月1日(週一）至2015年3月27日(週五)期間，將暫時
休館。(不僅只是展覽室，包還括餐廳/博物館商店及1樓情報資料中心在
內，全館皆暫停開放。)

如有造成不便之處，還請多多包涵、見諒。

〒980-0821　仙台市青葉區春日町2-1 （仙台媒體中心內）
週六日/例假日休息
Tel：022-713-4483
Fax：022-713-4482
(僅提供日文服務)
URL: http://www.smma.jp

關於仙台/宮城博物館聯盟(SMMA)

洽詢單位：仙台/宮城博物館聯盟事務局

是透過讓仙台/宮城地區各種博物館共享知識資源並合作，以獲得對地
區有益功能的共同事業聯盟。匯集各館文藝人員及專業職員所擁有的知
識及經驗技術，舉行跨越領域的合作活動、協助學校教育及地區人才培
育、開發觀光資源等，進行單館難以實現的嶄新價值創造，並朝符合地區
需求的新時代博物館為目標邁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