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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1989年亚洲太平洋博览

会（爱称 YOKATOPIA）的纪念性

建筑物而诞生的福冈塔，高234

米，是日本最高的海滨塔。展望

室距离地面123米，塔身由8000

片半透镜覆盖而成。  

        为纪念开业30周年而全面改

装的福冈塔，其主题立意为“从

海洋到天空”。通过VR眼镜，让

人们犹如在离开地面123米的上

空开启一段福冈市内各景点的空

中漫游旅程。而“Happening 

Window”等装置，则带给人棒球

的“本垒打球”、“UFO飞身而

来”等的快乐体验。 

    福冈塔人气景点“恋人圣

地”也 已 改 装。在 爱 的 Photo 

Spot附近，满满挂着的是代表永

结同心的心形“情人锁”。“情

人锁”作为福冈塔的原创商品在

塔内有售。另外还有大型扭蛋机

-“天空扭蛋机”，花500日元就

能得到模仿九州各县特产的小模

型。还有只需100日元就可以占

卜当天运势的“抽签弹珠台”也

已闪亮登场。  
 

【费用】大人 800日元；中小学

生 500日元；幼儿（4周岁以

上）200日元；老年人（65周岁

以上）500日元 

福冈塔崭新开业 
 

地址：福冈市早良区百道浜2-3-26 

营业时间：9：30～22：00（入馆截止至21：30） 

休息日：6月最后一周的周一和周二 

可以观赏到1100株

约250种美丽的春季

蔷薇花。 
 

地址：福冈市中央区小笹5-1-1 

营业时间：9：00～17：00

（入园至16：30为止） 

休园：周一（如为节假日则顺

延至次日）、年末年初 

门票：成人600日元；高中生300

日元（中学生以下免费） 

这里种有约100种3,500棵紫

阳花。在同一时期内盛开的

还有约5,000棵的百合花。  
 

地址：福冈市东区箱崎1-22-1 

营业时间：9：30～17：00 

门票：300日元 

※如有家长（监

护人）陪同，中

学 生 以 下 者 免

费。 

 5月有芍药和牡丹，

6月则有紫阳花和花

菖 蒲。到 11 月 为

止，每月第4个周六

都 会 举 办 以“新 鲜”、“环

保”和“交流”为主题的“绿

色小市场”活动，可购买到农

家直销的有机农产品。 
 

地址：福冈市中央区城内1-4 

营业时间：9：00～19：00 

“赏花郊游”活动结束后，从5

月中旬到6月期间将会举办“海

中蔷薇祭”，可以观赏到约220

种，1,800棵盛开的蔷薇。 
 

地址：福冈市东区西户崎18-25 

营业时间：9：30～17：30 

门票：大人（15周岁

以上）450日元；65

岁以上210日元；中

学生以下免费 

 

福冈市植物园  春季蔷薇节 

（4月27日～5月12日） 

筥崎宫  紫阳花苑 

（6月1日～6月30日） 

                舞鹤公园 

       （4月～9月） 
海之中道海滨公园 

（3月1日～10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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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询窗口信息 
 

生活在福冈，遇到问题，碰到困难时，除了可以联系福冈市国际会馆外，还可以向其它各咨询机构咨询。 

        外语人权咨询电话 
 

  这是为日语不太好的人而设的人权电话咨

询。＊拨打进来的电话会先连至提供多种语言电话翻译服

务的公司，再接通所管辖地区的法务局或地方法务局。 

电话：0570-090911 

服务时间：平日（年末年初除外）9：00～17：00 

对应语言：英语、中文、韩国语、他加禄语、葡萄牙语、 

          越南语 

入国管理局 外国人在留综合信息中心 
 

受理各种有关入国以及在留手续方面的咨询。 

电话：0570-013904 

服务时间：平日 8：30～17：15 

 

有关家庭暴力（配偶或者恋人）方面的咨询 
 

  日本立有相关的法律和制度，保护遭受配偶或者恋人暴

力的人。居住在日本的外国人有需要的话也可以利用相关的

法律援助。 

＊严守秘密，咨询免费 

＊除下述咨询窗口外，在市保健福祉中心育儿支援科家庭儿

童咨询室，还备有外语咨询表格。可应对使用外语的咨询，

有时还会有口译人员在场。 
 

咨询窗口（日语）  福冈市配偶暴力咨询支援中心 

电话/传真：092-711-7030 

受理时间：周一～周五 10：00～17：00 

          其中周二受理时间延长至20：00 
 

福冈县关于配偶暴力方面的电话咨询 

电话：092-663-8724 

受理时间：周一～周五 17：00～24：00 

          周六、周日、节假日 9：00～24：00 

亚洲医疗支援中心 
 

    亚洲医疗支援中心提供医生、外国人、口译人员之间

的双方或三方通话的电话咨询服务。 
 

对应语言：英语、中文、韩国语、泰语、越南语、印度尼 

          西亚语、马来语、他加禄语、尼泊尔语、西班 

          牙语、葡萄牙语、德语、法语、意大利语、 

          俄语、柬埔寨语、缅甸语 

电    话：092-286-9595 

服务时间：365天24小时（全年无休） 

费用：免费（通话费由利用者负担） 

 

福冈中央职业安定所（Hello Work） 

年轻人·外国人支援部门 外国人雇用服务窗口 
 

面向外国人提供专业的职业咨询与工作介绍。 
 

地址：福冈市中央区天神1丁目4-2 ELGALA 12楼 

电话：092-716-8608 

服务时间：10：00～18：00 

休息日：周六、周日、节假日、年末年初 
 

翻译配备： 

英语（周一、周三 10：00～12：00、13：00～15：30） 

中文（周一、周四 10：00～12：00、13：00～16：30） 

关于结核病 
 

  结核病由通常感染肺部的细菌（结核分

枝杆菌）引起。2017年日本国内的新增患者

人数达16,789人，其中福冈市为191人。 

    结核病菌通过空气在人与人之间传播。

当结核病患者咳嗽、打喷嚏等时，带有结核

细菌的飞沫被喷到空气中，周围的人只要吸入少数这种细菌

就会被感染。 
 

【结核病的初期症状】 

初期症状类似感冒。如出现以下症状，请尽快到医疗机构接

受诊断。 

    ①咳嗽带痰的症状持续2周以上。 

    ②低烧和身体无力的症状持续2周以上。 
 

【结核病的预防方法】 

·1岁之前（按标准为出生后5～8个月）接受BCG预防接种。 

·注意坚持适当的运动，保证充足的睡眠，营养均衡的饮

食，以及定期接受体检。 
 

   如被确诊为结核病，要严格按照医生的指示坚持每天服 

药，治疗期一般是6～9个月。如在治疗途中停止服药，则病不 

能真正痊愈，有可能导致细菌对药物形成抵抗力变成耐药菌。 
 

外国人结核病电话咨询 

    结核预防协会面向居住在日本的外国人免费提供有关结 

核病的电话咨询服务。可对应英语、韩国语、中文、越南 

语、缅甸语（每月2次，仅限上午）。 

电话：03-3292-1219 、03-3292-1219 

服务时间：每周二 10：00～12：00、13：00～15：00 

陪伴热线 
    

    咨询员通过电话倾听您的烦恼，排解您的忧愁。不要独

自苦恼，鼓起勇气拨打电话吧。24小时通话免费。可使用手

机、公用电话。 
 

对应语言：英语、中文、韩国语·朝鲜语、泰语、他加禄

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越南语、尼泊尔语 

电话拨打方法：① 0120-279-338  ② 听到电话语音导

航后，请选者“2”的“用外语咨询（helpline for For-

eign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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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6月 福冈市国际交流财团免费咨询 

咨 询 名 
法律咨询 行政书士咨询 心理咨询 

(原则：每月第一个星期六、第三个星期三) (原则：每月第二个星期日) (原则：每周星期一、二、四) 

咨询内容 
一般民事、劳动、交通事故等                

法律上的问题 
国籍、入国、在留资格等 生活上的烦恼等心理咨询 

咨询日期 

5月4日(星期六) 、15日（星期三） 5月12日  

星期一： 8:45 ～ 17:45 

星期二： 8:45 ～ 11:45 

星期四： 8:45 ～ 12:45 

6月1日(星期六)、19日(星期三)  6月9日 

咨询时间 
星期六 10:30 ～ 13:30                    

星期三 13:00 ～ 16:00 
13：00 ～ 16：00 

是否预约 预约制 不需要预约 (受理截止至15:30) 预约制 

使用语言 可以安排翻译，需要时事先申请 
日语、汉语、英语 

日语、英语 
※韩语等其它语种需要咨询 

(注)根据情况，咨询有可能会被取消，请事先向福冈市国际交流财团(092-262-1799)确认。 

日语聊天沙龙 5月、6月 
 

时间：5月16日，6月6日、20日 

    每月第一、第三个周四 (遇法定休假日时休息) 

   14:00 ～ 17:00 (可自由入场和退场) 

地点：福冈市国际会馆 4楼 大会议室  

对象：想练习在学校中学到的日语的外国留学生以及 

      想帮助外国留学生提高日语会话能力的日本人  

费用：免费     

咨询：福冈外国学生支援会        

G20福冈财务大臣·中央银行总裁会议期间的交通管制 

2019年6月8日（周六）、9日（周日） 
 

    为保证会议顺利进行，会议举办期间将实行交通管制。

预计福冈市及其周边地区的交通会变得繁忙，容易引发堵

塞。大家在前往福冈市中心时，请自觉避免自驾车辆，尽量

利用公共交通工具。 

    有关实施交通管制的地区以及G20福冈会议的相关活动

信息，请参考以下网站。 

https://www.g20fukuoka.city.fukuoka.lg.jp/english/  

          西山医师的健康专栏 

             ～关于疟疾～ 
 

    对于普通的医者来说，能够说自己对他人

做出了贡献的情况并不多。而在热带医学领

域，近年获得诺贝尔奖的日本的大村智博士和

中国的屠呦呦女士，他们的研究成果却惠及了数百万乃至上

亿的人。不禁让人惊叹。 

    热带代表性疾病的疟疾，每年有2亿人受感染，死亡人

数则高达60万人。对于疟疾，目前尚无预防疫苗。而且有不

同的种类，其中恶性疟最为凶险，因其引起的高烧、脑部疾

病、肾功能衰竭可危及到人的生命。 

关于疟疾的治疗，在西欧自古以来使用天然奎宁或类似

奎宁的合成药氯喹，如今仍在使用。而在中国，古时的人们

就已知道类似魁蒿的植物对治疗某种寄生虫病和疟疾有效。

可是这些药品的药效不太稳定，或者副作用太大，难以将其

作为治疗疟疾的标准药物。 

20世纪60年代，当时中国介入了越南战争，许多士兵在

越南或中国被染上疟疾，这让中国认识到有必要找到有效且

安全的抗疟疾药物。于是从1970年初起，后来获得了诺贝尔

奖的屠女士在北京的研究所开始着手研究，但经过多年研

究，尝试了多种药草却毫无成果，直到她偶然发现了一篇写

于1700年前，对治疗疟疾有效的药草相关论文。 

然而，利用汉方独特的手法从这种药草当中提取出来的

成分对疟疾却没有效果。于是，屠女士按照古书的记载，通

过低温方式从药草中提取成分，终于获得成功。这种成分不

仅对疟疾的治疗有效，而且动物实验后没有发现副作用。屠

女士还在自己身上做了实验，亲身证明了其安全性。 

(A)虽然当时中国正处于文化大革命的剧烈动荡时期，

屠女士并没有被赶出研究室。屠女士当时既无学位也无特别

的证书，可说只是个无名小卒，因此反而可以不受影响地继

续她的研究。 

这种有效成分被命名为青蒿素，虽然在中国已开始被用

于疟疾的治疗，但到它被世界各国，特别是西欧社会所承

认，则花了相当长的时间。WHO直到2006年才认可其使用。

在日本因为某些原因，还只能在特定的设施使用。如今，以

青蒿素为主，再加入其它药物的ACT疗法成为世界治疗疟疾

的标准方法。 

(B)屠女士的研究过程是中医学和西洋医学的结合，让

人觉得十分完美。但我们也从中医学研究者那里听到了这未

必是一件好事的警告。说是中医学有着其独立的体系，与西

方医学完全不同，因此并不是任何东西只要混合了就一定会

产生好的结果。这个意见值得一听。 

开发疟疾等地方病的治疗药是人类的宿愿。虽然被广泛

使用后，有可能会出现副作用或耐药性等问题，但有效、廉

价、无副作用的青蒿素可说是神的馈赠。针对热带以及发展

中国家“被忽视的”的疾病，为了当地居民，世界巨头制药

公司开始制造并提供廉价的药物，诺贝尔奖委员会开始关注

对当地居民的贡献等，这一切都令人感到欣慰。 



 

 

     

    经过数年的前期准备工作，福冈市美术馆在2016年9月开

始闭馆，对馆内进行了升级改造工程，并于2019年3月21日改

装后重新面向公众开放。 

    升级改造后的美术馆，在西侧设置了新的通道，方便人们

从大濠公园一侧来馆参观。从前举办美术讲座的“讲堂”变身

为美术馆礼堂，可放映电影，演出话剧和举办演唱会等。而重

新开业的咖啡馆和餐厅，则可以一览大濠公园美丽的景色。另

外，还设置了儿童游戏区，为带孩子前来的家长们提供便利。 

    配合着福冈市美术馆的新装开放，福冈市营地铁还在“大

濠公园”站名后加上了“福冈市美术馆口”的副站名。并在检

票口大厅的柱子上装饰上福冈市美术馆珍藏的美术作品。 
 
地址：福冈市中央区大濠公园1-6 

开馆时间：9：30～17：30 （入馆时间截止到闭馆前30分钟；7月～10月的周五、周六则为9：30～20：00） 

休馆日：周一、年末年初（周一为节假日或者换休日时，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工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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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报恩寺创建于13世纪镰仓时代，2020年将迎来建寺800周年。因藏有诸多日本“庆派”工匠

的古佛像作品而闻名的大报恩寺，在京都以“千本释迦堂”之名为人们所熟悉。快庆、定庆，是

活跃于镰仓时代的佛像工匠，在日本佛教艺

术史上有重要地位。本次特别展中人们可观

赏到庆派佛像工匠的精美作品。 

看点 ·六观音菩萨像（重要文化财产） 

        6尊均可拍照。 

     ·释迦如来坐像（重要文化财产） 

        首次进行寺外展出。  

 

 

 

因卡·修尼巴尔(Yinka Shonibare) CBE：Flower Power 
 

这是以英国为据点，活跃在世界画

坛的艺术家因卡·修尼巴尔（Yinka 

Shonibare）CBE在日本举办的首次

个人作品展览。除了其代表性作品

外，还将展出他以花为题材创作的

作品。为了纪念福冈市美术馆的新

装开放，他以樱花为主题创作的新

作也将于人们见面。 
 

福冈市美术馆新装开放纪念展览 

“这是我们的收藏品＋因卡・修尼巴尔(Yinka Shonibare) CBE : Flower Power” 
 

期间：2019年3月21日～5月26日    门票：普通1500日元；65岁以上1000日元；高中·大学生1000日元 

特展门票：一律200日元（仅可参观“这是我们的收藏品”展览。只有当日票） 

地址：福冈县太宰府市石坂4-7-2 

开馆时间：周日、周二～周四 9：30～17：00  

        （入馆截止到16：30） 

          周五、周六（夜间开馆）9：30～20：00 

        （入馆截止到19：30） 

门票：普通 1600日元、高中·大学生 1000日元、 

      小学·中学生 600日元 

夜晚门票：普通 1400日元、高中·大学生 800日元、 

      小学·中学生 400日元 

福冈市美术馆新装开放 

九州国立博物馆   特别展览 京都大报恩寺 快庆·定庆佛像作品展 

2019年4月23日～6月16日 

 

这是我们的收藏品 
 

从福冈市美术馆40多年间收集

的约16,000件收藏品中精选出

大约300件代表作品介绍给大

家。同时展出的还有萨尔瓦多

·达利、胡安·米罗、马克·

夏卡尔、安迪·沃霍尔、尚·

米榭·巴斯奇亚、草间弥生等

名人的画作。 

在模拟寺院创作出的“东光院佛教美术室”里，人们可

以360度全角度观赏到优美的佛像艺术品，其中有许多被选为

重要文化财产。               

Yinka Shonibare CBE Boy Sitting Besides Hibiscus Flower, 2015 
YinkaShonibareCBE Studio, London  
Pearl Lam Galleries, Hong Kong, Singapore and Shanghai  
Photo Thomas Liu  

Sengai Gibon Dog 19th century 

Seated Shaka Nyorai (Sakyamuni Buddha) By Gyokai  
 Kamakura period,13th century Daiho’onji,Kyoto  

SS Co.,Ltd. Ueda Shinichir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