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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是否知道福冈有多条地方铁路线？

这些地方铁路不仅是当地人们日

常生活的“代步工具”，还是欣

赏沿途乡村田园风光，体验当地民

情的好去 处。 
  
春天的粉樱，夏天的绿树，秋天的红叶，

冬天的白雪，透过车窗，四季美丽的自然景色

在您眼前满满走过。而且地方铁路线上的列车

还各具特色，比如今年3月才开始运行的餐厅

列车-“KOTOKOTO列车”。 
 
本期我们为您介绍运营“KOTOKOTO列车”的

平成筑丰铁路等地方铁路。在这稻穗飘香，层林

浸染的季节，坐上列车，来一场日本地方铁道之

旅，如何？ 

 

平成筑丰铁路列车 
 

今年3月21日，平成筑丰铁路公司推出了首个餐厅列

车—“KOTOKOTO列车”。从直方站出发途经田川伊田站到行

桥站，全程大约3个半小时。列车车体为富有光泽的酒红

色，车内座席采用了福冈县传统工艺品“大川组子”（不用

任何钉子等，将木片组成各种几何图案的日本传统木工技

术。）隔离，地板使用了22,000片木片拼接而成，天棚上的

彩绘玻璃色彩艳丽，车辆设计毫不逊色于JR九州的“七星”

列车。在车内可以享用到用当地食材烹制的法式料理，料理

由被选入亚洲50佳餐馆的店主厨师福山刚先生指导创作。 

平成筑丰铁路按时刻表运行的列车为1节车厢。早晚交

通高峰期每30分钟运行1趟，而白天及夜间则每1小时运行1

趟。除了定时列车外，还在空歇时间提供包车服务，可以

包用带有卡拉OK的列车或定时运行的列车，在车内举行联

欢会等。另外还与沿线温泉设施合作，推出1天畅游乘车

券—“CHIKUMARU乘车券”。这种乘车

券可在1天之内自由乘车，还可以泡温

泉，票价仅为 1000日元，十分超值。 

 

平成筑丰铁路 
 

平成筑丰铁路由伊田线、系田线、田川线这3条路线构

成。以直方站为起点，南下至田川，再从田川东行至行桥

站，一共36站，大约运行1个半小时。在连接筑丰地区和京

筑地区的赤站～崎山站之间，当列车穿过秀丽的山谷，优美

迷人的乡村原风景一展眼前。春天，沿途是金黄的油菜花和

一排排的樱花树；秋天，漫山红叶宛若一幅美丽的画卷；而

到了冬天，因这里是一块盆地，比起福冈以及筑后地区来

说，会有更多的机会观赏到皑皑雪景。沿途车站附近更有多

处景点和特产，如赤池站附近拥有400多年历史的国家指定

传统工艺品—上野烧陶瓷；田川伊田站附近的伊田竖坑橹和

2根烟囱，它们作为曾因煤矿而繁荣一时的田川的象征被认

定为近代化产业遗产；还有田川市煤炭·历史博物馆，馆内

收藏的“山本作兵卫收藏品”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

记忆遗产。 

这里还有一些鲜为人知的景点，其中有保留了120年前

面貌的，曾为电影拍摄外景地的“油须原站”；坐落在山明

水秀的崎山之畔，用灵峰英彦山伏流水酿制美酒的“林龙平

酿酒厂”，其历史长达180年。此外，新丰津站附近的“国

分寺三重塔”也是这里的秘景之一。 

 如何前往平成筑丰铁路北边起点站-直方站？  

平成筑丰铁路从直方站出发到行桥站全长49.2km。从“博多站”乘坐JR篠栗线即可前往直方站，非常方便。 

请在博多站的7、8号乘车点乘坐篠栗线开往直方的列车。从博多站到直方站乘坐快速列车大约需要1个

小时，车费为940日元。另外，还可以在天神巴士站乘坐开往直方站或田川伊田站的高速巴士，票价分

别为1,130日元和1,490日元。 
下接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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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冈秋季活动信息  

                         关于幼儿教育、保育的免费化 

ASIAN PARTY 

以“亚洲”和“创造”为主题每年9月至10月期间在福冈举

办。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活动。 

http://www.city.fukuoka.lg.jp/asianparty/  
 

◆福冈亚洲文化奖     9/10（周二）～9/13（周五） 

举办颁奖仪式以及由获奖者主讲的市民论坛。 

本年度获奖者： 

大奖           伦道夫·大卫    菲律宾/社会学 

学术研究奖     里奥纳德·包乐史 荷兰/近代亚欧关系史 

艺术文化奖     佐藤 信         日本/舞台艺术 
 

◆聚焦亚洲福冈国际电影节 9/13日（周五）～9/19（周四） 

博多运河城联合影城 运河城13等 
 

将上映约30部优秀亚洲电影新作，其中有些作品尚未在日

本公演。而且还邀请部分导演和演员出席电影上映后的签

名会以及举办各种讲座。 
 

◆The Creators 2019   9/21（周六）～9/22（周日） 

福冈市政府前交流广场 
 

可以观看到将数据技术与艺术完美结合的舞台创作，以及

来自包括日本在内亚洲各地艺术家们的现场表演等。 

放生会   

9/12（周四）～9/18（周三） 

筥崎宫（福冈市东区箱崎1丁目22-1） 

http://www.hakozakigu.or.jp/omatsuri/houjoya/ 
 

博多三大祭典之一、九州首屈一指的秋季祭典“放生会”

今年也将在筥崎宫举行。拥有一千多年历史的这一祭典是

“爱护万物众生，惩戒杀生行为，感恩秋之收获”的祭神

仪式。举办时间为中午至22点左右（各活动有所不同） 

2019年橄榄球世界杯赛  

9/20（周五）～11/2（周六） 

https://www.rugbyworldcup.com/  
 

世界三大体育比赛之一的橄榄球世界杯赛将

第一次在日本举行。不说千载也是难逢的机

会，不要错过哦。 
 

◆福冈会场的赛事日程◆ 

东平尾公园博多之森陆上竞技场 
 

9月26日（周四）16：45   意大利 vs 加拿大 

10月2日（周三）16：45   法国 vs 美国 

10月12日（周六）19：45  爱尔兰 vs 萨摩亚 

博多OKUNCHI 

10/23（周三）、10/24（周四） 

栉田神社（福冈市博多区上川端町1-41）等 

日本三大秋日祭之一，距今已有1200年的历史。在这个感

恩丰收的秋季节庆活动中，由牛车牵引的神舆以及稚儿队

列等将在博多的街巷中巡游。 

大相扑比赛十一月赛场 

11/10（周日）～11/24（周日） 

福冈国际中心（福冈市博多区筑港本町2-2） 

http://www.sumo.or.jp/  

门票从9月14日（周六）开始发售。

详细信息以及购票方法等请参阅网站

内容。 

博多旧街市灯光漫游2019 千年煌夜 

10/11（周五）～10/14（周一·节日） 

18：00～21：00 （入场截止至20：45） 

http://www.hakata-light.jp/  
 

今年灯光设计的理念为“夜晚展览馆”，由活跃在世界各地

的灯光设计师松下美纪女士监修。 
 

收费会场  栉田神社（正殿、博多墙、注连悬稻荷神

社）、承天寺、东长寺、妙乐寺、圆觉寺、妙典寺、本岳寺、

龙宫寺、善导寺、海元寺 
 

免费会场  栉田神社广场、正定寺（山门）、一行寺（山

门）、博多千年门、葛城地藏尊、“博多老铺房”故乡馆、博

多传统工艺馆 
 

门票   （预售）1000日元，（当天）1500日元 

※中学生以下免费（需与监护人同行） 

   自2019年10月起，日本将实施幼儿教育

和保育“无偿化”政策。对象包括：就读

于幼儿园、托儿所等满3岁到5岁班的儿

童；免征居民税家庭中需要保育的0岁至2岁班的儿童。 
 

◆幼儿园·认证儿童园（幼儿园部分） 

·满3岁至5岁班所有儿童免除保育费 

·未实施新制度的幼儿园，免费额度上限为每月25700日元 

·实施新制度的幼儿园，市政府所设定的使用费全部免费 

·接送费、伙食费、活动费等仍旧由家长负担 

·对获得了需要保育认证的儿童，托儿保育使用费（預か

り保育）的免费额度上限为：3岁班儿童起每月11300日

元，免征居民税家庭的满3岁班儿童（已满3岁儿童）每月

16300日元。 

◆托儿所·认证儿童园（托儿所部分） 

·3岁到5岁班儿童全部免费 

·免征居民税家庭的0岁至2岁班儿童免除保育费 

·3岁到5岁班的儿童，以往包含在保育费中的副食费（伙食

费）照常由家长负担。此项无需办理特别的手续。 
 

◆企业主导型保育设施 

·3岁到5岁班儿童的标准保育费免费 

·免征居民税家庭的0岁至2岁班儿童的标准保育费免费 

  参考（2018年度标准保育费） 

  0岁班：37100日元/月      1·2岁班：37000日元/月 

  3岁班：31100日元/月      4·5岁班：27600日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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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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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7日(星期六) 、18日（星期三） 9月8日  

星期一： 8:45 ～ 17:45 

星期二： 8:45 ～ 11:45 

星期四： 8:45 ～ 12:45 

10月5日(星期六)、16日(星期三)  10月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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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山医师的健康专栏   ～埃博拉出血热～ 
 

   进入21世纪，各种恐怖的病毒传染病对世界造成了

严重威胁。比如SARS（非典）、中东呼吸综合症、韩

国型出血热、马尔堡出血热等。所幸的是，由于医疗

技术的进步及当地或国际机构有组织的活动，没有蔓延至全球。 

以上的传染病均源于野生动物体内所带病毒。有可能是因病

毒突然产生变异而感染人类，再出现人际间传播和蔓延。目前尚

未研制出有效的治疗药物和疫苗。为了防止疫情蔓延，首要的方

法是隔离感染者和提高个人的卫生意识。现代社会，来往于各国

间的高速喷气式飞机已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恰

恰如此，它大大增加了疫情扩散的危险。。 

在同一时期，同样带致命性危险的埃博拉病毒性出血热肆虐了

非洲多个国家。在尚未开发的非洲热带雨林地区，经济落后，一些

国家还深陷战乱之中。尽管困难重重，人们还是成功抑制了病毒的

扩散。世界卫生组织（WHO）在2015年发出了平息宣言。但遗憾的

是，埃博拉出血热再次来袭，死亡人数已超过1400人。 

埃博拉病毒常见于热带雨林中的果蝠和灵长类动物体内。有

可能是当地居民在接触和食用未经彻底煮熟的野生动物后而染上

病毒。经过几天的潜伏期，染上病毒的人出现发热等症状，随后

会有重症出血的倾向。出血发生在全身各个脏器，带有致命性。

病毒可通过接触患者体液而传播，死亡率高达70％。 

这次来袭与上次不同，要控制这次病毒的蔓延可以说是非常

难或者说是不可能。因为当地的殡葬习惯、对巫师根深蒂固的信

赖感以及对现代医学和外国医疗工作者强烈的不信任感，令当地

政府以及世界卫生组织、国际性非营利组织工作人员所作出的奉

献和努力皆化为徒劳。当地无知的民兵和村民放火焚烧医疗设

施、甚至还出现杀害护士、医师的情况。医疗工作者被视为与埃

博拉病毒同等的恶人。对当地居民的启蒙教育及卫生教育困难重

重，医疗工作者们的的自我牺牲究竟能持续到何时？可一旦放弃

则意味着居民的大范围死亡和病毒的全球性蔓延。 

乌干达和刚果等非洲国家似乎离我们非常遥远。可许多人从

非洲国家来到日本，或者从日本前往那些国家。埃博拉病毒的入

侵并非危言耸听。为了消灭这种毁灭性的疾病我们又能做些什

么？人类的智慧似乎已快到无计可施。尽管如此，对可推广卫生

教育的城市居民来说，捐款、提供人力资源和供应消耗品等或者

可以说我们力所能及的贡献吧。 

9月24日～30日为结核病预防周 
 

  2017年日本新发结核病患者超过1.7万人。这种在

年轻人中也会发病的“现代病”，早期发现的话，只要

及时定期去医院治疗即可痊愈，对正常的工作、生活不

会带来太大的影响。但如果放任不管，则有可能传染给

他人，甚至有可能造成死亡。 

 世界上约有四分之一的人口感染结核杆菌。高发国

家以亚洲和非洲的发展中国家为主。而在日本，出生于

其它国家的年轻患者人数呈上升趋势。 

结核病的症状主要表现为咳嗽、咳痰、发烧、倦怠感

等，与感冒症状颇为相似。如果持续咳嗽2周以上，应

戴上口罩，特别是在出现相关疑似症状时，要尽早前往

医疗机关接受诊治。※福冈市为在日语教育机构学习

的留学生以及留学生家属等来日本时间5年以内，并且

无体检机会的外国人，提供免费胸部X光片检查。请大

家一定趁此机会前去体检。体验需要预约。 

期间：9/2（周一）～9/30（周一），周六、日，节日除外 

时间：13：30～15：00 

地点：福冈结核预防中心（福冈市中央区大名2-4-7） 

费用：免费（先到者200名） 

预约：福冈结核预防中心 

电话：092-761-5466 传真：092-761-5467 

咨询部门：保健福祉局 保健预防科 

   电话：092-711-4270 传真：092-733-5535 

日语聊天沙龙 9月、10月 
 

时间：9月5日、19日，10月3日、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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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用日语交流的外国留学生   费用：免费     

咨询：福冈外国学生支援会        

Email：attaka@fcif.or.jp 

http://www.fcif.or.jp/event/c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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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时代出现的侍（武士）积蓄军事力量，开创幕府，

取代公家（朝廷），长期以来肩负着构建日本社会的重任。

侍（武士）的职能是战斗，战场上所穿的甲胄以及被称为其

灵魂的刀剑可以说是武士的象征。 

如今以武士的甲冑、刀剑为代表的日本古代兵器已经超

出了“作战工具”的范畴，成为各时代美术工艺品之精粹，

甚至升华到反映其精神的美术作品。它们作为日本文化的象

征，在海外获得了高度的评价。即使在最近的以“历女”、

“刀剑女子”等流行语所引领的历史流行风潮中，甲冑及刀

剑仍受到国内外人士的极大关注。 

本展览会中将展出约150件从武士蓬勃兴起的平安时代

中期（11世纪）到桃山时代（17世纪初叶）大约600年间的

甲冑、刀剑等优秀作品，以及介绍在实战中对甲胄、刀剑不

断改良，不断精益求精的过程。 
 

◆展览会看点 

①介绍刀剑、甲冑的历史性变迁

的大展会！ 

通过实战不断进化的刀剑和甲冑。

系统介绍其历史性变迁。包括从平

安时代出现的大铠、腹卷到桃山时

代当世具足的样式变迁和与其联动

的刀剑变迁。 

 

 

②展品的60％为国宝、重要文化财产！ 

在大约150件展品中约60％为国家指定文化财产。 

③一举展出全国各地的名贵宝物！ 

北至东北，南至九州，一举展出全国各地有名神社、旧大名

家、博物馆、美术馆所藏名贵宝物。 

④ 展出著名武将的刀剑、甲冑！ 

展出伊达政宗、丰臣秀吉、德川家康等著名武将使用过的刀

剑及甲冑。 

⑤展出令刀剑迷垂涎的名刀！ 

展出约60把名刀，其中包括： 

[国宝] 太刀 铭 光世作“名物 大典太”（前田育徳会收藏） 

[重要美术品] 短刀 铭吉光“号 五虎退”（个人收藏） 

[重要文化财产] 薙刀直刀 无铭 传粟田口吉光 

              “名物 骨喰藤四郎”（丰国神社收藏） 

[国宝] 刀 金象嵌铭长谷部国重本阿（花押）／黑田筑前守 

     “名物 压切长谷部” 

 

会场：福冈市博物馆 2楼 特别展示室 

（福冈市早良区百道浜3丁目-1） 

开馆   9：30～17：30（入馆截止到17：00） 

休馆   周一，周一为节假日时顺延至翌日。 

https://samurai2019.jp 

展品：刀剑（约70把）、甲冑（约50件）、武士装扮肖像、

合战画巻、古书等约150件      

特別展 侍 ～武士之美系谱～The Exhibition of SAMURAI                                             

2019年9月7日（周六）～11月4日（周一·节日） 

☆The Rail Kitchen Chikugo 
 
今年3月，西日本铁路的餐厅列车

“The Rail Kitchen Chikugo”投入

运行。可以边享用各种用当地食材烹

制的应季料理，边观赏沿途风光。 

https://www.railkitchen.jp/ 

☆甘木铁道 
 

甘木铁道连接佐贺县的基山和福冈县

的甘木。甘铁太刀洗站附近的麒麟啤

酒厂的麒麟花园，是出名的大波斯菊

赏花地。 

http://www.amatetsu.jp/index.html 

☆筑丰电气铁道 

连接北九州市八幡西区和直方市，全

长约16km。2015年3月起投入使用的新

型车辆外观时尚。在福冈县内，有两

个车站间的距离仅有200米，是站间距

离最短的地区。 

http://www.chikutetsu.co.jp/ 

 

能古岛海岛公园  （福冈市西区能古1624） 

http://nokonoshima.com/zh-hans/ 
 

这里是福冈县内屈指可数的大波斯菊

赏花地。约50万株早开型大波斯菊和

30万株晚开型大波斯菊从10月上旬开

至11月上旬。在规定期间内，还会装

点上彩灯。灯光下的花田，让夜晚变

得格外浪漫。 

 

福冈麒麟啤酒园  （福冈县朝仓市马田3601） 
 

可以参观和学习啤酒生产的工艺流程，品尝到新鲜的啤酒和各类美

食。酒厂附近植有约1,000万株的大波斯菊，免费向游人开放。 

 

海之中道海滨公园  （福冈市东区西户崎18-25） 

https://uminaka-park.jp/simplification/ 
 

每年9月下旬至11月上旬举办“海之中道花卉节”。

约150万株红、白、粉色的大波斯菊织就出一幅美丽

的大花毯。此外，10月中旬是火红的地肤草、下旬

是秋季蔷薇最美的时节。 

～大波斯菊赏花地～ 

上接第1页 其它的地方铁道列车 

（重要文化财产）银箔押一之谷型兜·黑糸威胴丸具足 

（国宝·重要文化财产）太刀 铭 筑州往左“名物 江雪左文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