筑波小博士
项
目

1

指定参观设施名称
邮编・地址・电话

筑波山临时自然中心
〒300-4352 筑波市筑波1
筑波山缆车筑波山顶站2楼
TEL：029-301-2946

平沢官衙遗址历史广场
〒300-4213
2
筑波市平沢353
TEL：029-867-5841

2018

内容

筑波山介绍专栏（筑波山的各种介绍指南）
有关筑波山的各种咨询
筑波山向导
挑战猜谜接力！全部答对有奖。

○国家指定历史遗址「平沢官衙遗址」是奈良・平安時代的筑波郡
役所遗址，使用当时的建筑技术复原了3栋高脚式仓库，可观看遗址
解说录像（20分）。
○复原建筑特別开放 在参观期間3次开放平时关闭的复原建筑之
门。不可进入建筑内，可在外面看到内部。现地有解说员。
※免费入场

指定参观设施一览表
参观时间・预约・日期

平成30年8月5日(周日)～8月11日（周六）

到各设施的交通机关

10:00～16:00

筑波观光铁道缆车
筑波山顶站2楼

○开馆时间 9：00～16：30
休馆日：毎周一
TX筑波站，乘坐つくバス小田往返巴士，
○复原建筑特別公开日 7/21(周六),8/11(周六/假日）, 8/18（周六）
在「大池・平沢官衙入口」下车，歩行５
○实施时间 9：00～12：00，13：00～15：00 （指定时间内随时可
分
以）
※雨天中止

小田古城遗址历史广场
〒300-4223
3
筑波市小田2377-1
TEL：029-867-4070

〇国家指定的小田古城遗址历史广场是从镰仓时代（1185年）到战
国时代（1467年），茨城县南部具有巨大实力的小田氏居住城址。
筑波市复原及整备了可以感受战国时代的护城河・土垒・庭院等古 ○开馆时间 9：00～16：30
城遗址。平成28年4月作为历史广场开园。介绍有关小田城历史及筑 休馆日：毎周一・节假日的第二天
城的变迁及精巧做工，展示当时的生活・技术等，还可以观看12分钟
的解说录像。※免费入场

ＴＸ筑波站
・乘坐つく巴士小田往返，在「小田中
部」下车，歩行5分

（独）国立公文书馆
筑波分馆
4 〒300-4246
筑波市上沢6-6
TEL:029-867-1910

①和歌的世界 ～亲子一起来猜百人一首之谜～
现代生活中有正月纸牌大会众人熟悉的小仓百人一首，但是怎样
成为正月必有的活动理由并不被人所知，那些既成事实的缘由及被
选中的和歌有各种秘密。本展主要介绍百人一首的各种秘密。
② 「一起来做和式笔记本! ―体验和式装订―」体验日本自古以
来的装订方法（三处装订）。本展期间举办两次四处装订体验（8月
7日，8月21日）

ＴＸ筑波站
・乘坐开往「大穂园区」的关东铁道巴
士，在「国立公文书馆筑波分馆」下车
・乘坐北部往返的つくバス，在「筑波健
康园区」下车歩行13分

MARUHA NICHIRO(株)
中央研究所
5 〒300-4295
筑波市和台16-2
TEL：029-864-6716

参观时间：60分，需要预约，在受理处办手续及确认参加者名簿
时间：8月23日（周四）15：00～16：00
你也能成为鲑鱼博士！
对象：小学4年生～6年生 30名（需监护人同伴）
鲑鱼的诞生故事和生命之谜
申请受理：7月10日（周二）～7月13日（周五）当天邮戳有効
以「鲑鱼」为题材，观察鱼卵诞生，成长，到生命诞生的整个过 申请方法：往返明信片上填写「希望参加筑波小博士活动」
程。学习生命诞生·成长过程中的整体生命设计图(DNA)。用鲑鱼白 ①邮编/住址，②参加者姓名/学年/学校名，③手机号码，④监护人
做DNA的抽出实验。
姓名/电话⑤同行者姓名/年龄，⑥来所时的交通手段，请邮寄到
MARUHANICHIRO㈱中央研究所，报名参加。
抽选结果：用明信片联系。
其他不明之处请在平日9：00～16：00致电咨询。

①展示7/23(周一）～8/31(周五)
9:15～17:00
（周六・日・节假日休馆、请注意！8月内的周六开馆）
②举办期内的 11:00～ 14:00～
（四处装订体验从14：00开始，不举办三处装订）

参观时间：30分
不需预约
在正门向导处说明筑波小博士参观目的，领取证件
时间：9:30-16:30 毎天开馆
注意！8月4、5、13～15日闭馆

・请使用自家车（有停车场）。
<TX筑波站>
・乘坐开往大穗园区的关东巴士、在北部
工业团地东下车 歩行8分
・乘坐「北部往返」的つくバス，在筑波
健康园区下车
歩行20分
<TX研究学园站>
・乘坐「作岡往返」的つくバス，在北部
工业团地中央下车 歩行15分

TX筑波站：
巴士中心3号站台、乘坐「北部往返」的
つくバス或在5号站台乘坐开往「大穂园
区」的关东铁道巴士、或乘坐「开往下妻
站」的巴士，不论乘坐哪班巴士都在「高
能加速器研究机构」下车，歩行3分。

高能加速器研究机构
〒305-0801
6
筑波市大穂1-1
TEL：029-879-6047

参观交流大厦（常设展示厅）

建筑研究所
〒305-0802
7 筑波市立原１番地
TEL 029-864-2151
FAX 029-879-0627

①自由参观展示馆
②试验设施的团体参观（定员制・予约制）
②事先在建筑研究所网站预约，或致电预约。
事先申请期间：7/6（周五）～7/12（周四）结果通知7/13AM
一般电话受理7/13（周五） 13：00～
详细时间请咨询总务课，或检索建筑研究所网站。
http://www.kenken.go.jp

参观时间：90分
①只参观展示馆；不需预约
7月23日（周一）～8月31日（周五）的平日、
10:00～12:00及13:00～16:00
②实验设施等团队参观需要预约
7/21（周六）10:00～、13:00～、15:00～
8/1（周三）13:00～、15:00～

筑波中心：乘坐「开往建筑研究所」的关
东铁道巴士，在終点站「建筑研究所」下
车、歩行１分。
乘坐「开往下妻」的关东铁道紫峰巴士、
在「教员研修中心」下车，歩行5分。
筑波中心：乘坐「开往筑波山口」的筑波
北部往返巴士、在「大穂窗口中心」下
车、歩行15分。

了解支撑社会的土木技术！
①研究所一般公开
Ａ线路 了解海啸的动态（参观研究设施）
Ｂ线路 护栏强度比较（参观研究设施)
Ｃ线路 了解守护城市的土壤功能作用（参观研究设施）
Ｄ路线 了解树木的功能作用（土木体验教室）
Ｅ路线 探索道路的秘密（体验试验用路的高速行驶）
※未就学儿童不可，雨天不进行高速行驶体验
其他：放映录像，展示板
※ 各条线路发放当天受理券
・Ａ～Ｄ线路需要事先预约
Ｅ路线不需要事先预约
②研究所参观团队
按照当天安排介绍几处研究设施
参观时需要事先电话预约

①研究所一般公开
（1）参观时间：8月3日（周五）
10：00～16：00（受理到15：00）
（2）事先电话预约
・受理日期：7月10日（周二）～12日（周四）
・受理时间：9：00～12：00
13：00～17：00
预约时请说明希望参加的线路及日期
②参观研究所的团队
（1）参观时间：10：30受理集合
8月9日（周四），16日（周四），23日（周四），30日（周四）
（2）事先电话预约
请说明希望参加的日期
・受理日期：7月17日（周二）～
・受理时间：9：00～12：00/13：00～17：00
※事先电话预约及咨询
・国土技术政策综合研究所 总务课
TEL:029-864－2672
・详细参观内容，预约方法请阅览国综研HP，检索国综研各种活动

■TX筑波站
乘坐开往「建筑研究所」或「下妻站」的
关东铁道巴士
在 「土木研究所前」下车歩行 １分
■TX研究学园站
乘坐开往「寺具」的（つくバス「作岡往
返」）在「土木研究所前」下车，歩行１
分

国综研
8 〒305-0804
筑波市旭1番地
TEL:029-864-2211

土木研究所
〒305-8516
9
筑波市南原1番地6
TEL:029-879-6700

NTT记忆装置服务系统研究所
〒305-0805
10
筑波市花畑1-7-1
TEL:029-868-6020

防灾科学技术研究所
〒305-0006
11
筑波市天王台3-1
TEL:029-863-7784

参观时间：30分
需要预约
筑波小博士实施期间（7月21日～8月31日）的毎周一・二・四
※①10:30～
②13:30～
主要介绍与客户密切相关的互联网「记忆装置网络」、使用光缆传 参观者必须在希望参观的前一天致电预约（平日9：00～17：30），
递信息构造。
团队参观请严守时间。
预约开始日：7/11（周三）9:00～
※ 8/6～8/19休馆。
※日程有时会変更，请谅解。请事先致电确认。
■Dr.Nadarenger盛夏自然灾害科学实验室
7／25（周三）①10:30-11:30 ② 14:00-15:00（各60分）
8／7 （周二）①10:30-11:30 ② 13:00-14:00（各60分）
■Dr.Nadarenger自然灾害科学实验教室
8／22（周三）①10:30-11:30 ② 14:00-15:00（各60分）
■Dr.Nadarenger与大型震动实验（在大型抗震试验设施内的试验）
8／28（周二）①10:30-11:30 ② 14:00-15:00（各60分）
※请按照设施内负责人员的指挥行动，务必戴好借用的安全帽
■Dr.Nadarenger与大型震动实验（大型抗震试验设施内）
■暴雨体验（大型降雨实验设施）
7／31（周二） ①10:30-11:30 ② 14:00-15:00（各60分）
8/7（周五）暴雨体验！请自带雨具（雨伞，雨靴，雨衣）！
■暴雨体验（大型降雨实验设施）
※请按照设施人员的指示行动，务必戴好借用的安全帽。
8／7（周二）①13：00-13：45 ② 14：00-14：15
③ 14：30-14：45（各15分）
※仅限在活动中实施盖章拉力

TX筑波站A3出口（筑波中心）
乘坐北部往返巴士（つくバス）开往「筑
波山口」（３号站台）、在「花畑」下
车，歩行5分

TX筑波站（筑波中心）
乘坐北部往返巴士（つくバス）开往「筑
波山口」，在「花畑」下车，歩行5分

项
目

指定参观设施名称
邮编・地址・电话

青木Asunaro建设（株）
技术研究所
12 〒300-2622
筑波市要36-1
TEL：029-877-1111

国土地理院
「地图与测量科学馆」
13 〒305-0811
筑波市北乡1番
TEL:029-864-1872

14

Yukari no 森昆虫馆
〒300-2633
筑波市遠東
676
TEL:029-847-5061

幸福制作研究所
toyo＊lab筑波
15 〒305-0816
筑波市学園の森1-37-1
TEL:029-849-4805

内容
挑战制作物品！
～用水泥制作小格子～
观察实验！
～测量钢筋水泥的强度～
观察摇动模型！
～保护地震中的桥梁～
★ 参加时需要事先应募

①～挑战猜谜接力！～地图记号猜谜接力（暑假专题版）
②飞机搭乘体验！～测量用飞机「KUNIKAZE 」公开～
③暑假体验测量！～使用实际的器械，学习测量！～
④ 举办暑假测绘咨询
⑤举办企划展(免费入馆)

展示5000多种昆虫标本
筑波小博士参加者免费・大人210日元

房屋建造「听×看×感受」体验会
① 挑战猜谜拉力！不用预约
A线路：猜一猜房间的大小
B线路：寻找房屋建造时产生的词汇！
② 挑战DIY！工作教室[需要预约]
使用身边的素材○○○、工作吧！

①
筑波大学
〒305-8577
16 筑波市天王台1-1-１
TEL：029-853-7959
029-853-2064

国立科学博物馆
筑波实验植物园
〒305-0005
17
筑波市天久保4-1-1
TEL：029-851-5159

18

樱历史民俗资料馆
〒305-0031
筑波市金田1658-1
TEL：029-857-6409

参观时间・预约・日期

到各设施的交通机关

参观时间：120分
需要预约
参观日 ☆2018年8月7日(周二)
①9:30～11:30 ② 14:00～16:00
申请方法☆在回信明信片上清楚填写 ①〒邮编②住址③参加者姓名及平
假名④学年⑤希望参观的次数(①或②)⑥请填写参观当天可以联系的电
话号码⑦交通手段
◆申请期限 7月23日（必到）
※参加人数多时抽选决定，抽选后结果为当选者邮寄明信片

ＴＸ筑波站
乘坐筑波大学循环（关东
铁道巴士）在[虹之广场]站下车、歩行10
分
ＴＸ筑波站乘出租
车15分
自家车也可以(有停车场，应募时请记载
是否用停车场)

开馆时间：9:30～16:30 参观时间：60分 团队15人以上要预约
休馆日：毎周一（7/16开馆、第二天7/17休馆）
①毎天举办 参观时间：60分 团队15人以上要预约
②毎周二・四限定公开（雨天・恶劣天气中止）
③7/27（周五）举办讲演会与简单测量体验
8/8（周三）,8/22（周三）实施 （不需预约、当天按先后顺序）
④⑤暑假期间举办
※团体（15名以上）参观时、请在首页提前申请。

TX筑波站（筑波中心） 乘坐开往「建筑
研究所」的关东铁道巴士（周六/日停
运）或乘坐关铁紫峰巴士开往「下妻
站」，在「国土地理院」下车，歩行３
分。
科学之旅巴士(研究机关巡环， １天自由
乗车往返)

参观时间：30分
在昆虫馆窗口盖章，小博士参加者入馆免费 ・大人
开馆时间：09: 00～16: 30 (闭馆 17: 00)
休馆日 周一 (节假日的第二天休息)

210日元

① 挑战猜谜拉力！[不需要预约]
参观时间：60分
参观日期：7月31日/8月7日/14日/21日/28日(仅限周二)
上午：10：00～11：30 下午：13：00～16：00
② 挑战DIY！工作教室[需要预约]
参观日期：8月7日（周二）/8月21日（周二）(两天限定40名)
上午：10：00～11：30
下午：13：00～16：00（各10名）
对象：中小学生
<申请方法>
请在＜https://toyo-lab.com/＞申请，一个家庭只能申请一次，应募者
多数时抽选决定。
[当选联系]7月24日之前只与当选者电话联系

筑波大学展厅
朝永记念室，白川记念室，江崎玲於奈博士纪念展，体育展等

① 7/21（周六）～8/11（周六）
8/20（周一）～8/31（周五）
② ３Ｄ圆形剧场上映３Ｄ节目「３Ｄ纳米世界」「小生物世界」
9：00～17：00
（応用理工学类３Ｄ影像制作组）、详细请检索詳网站。
② 8/29（周三）10：00～12：00，13：00～16：00
Http://www.bk.tsukuba.ac.jp/~-cmslab/3D/
地点：大学会馆特别会议室

TX研究学园站
乘坐作岡往返的つくバス，在东光台入口
下车，歩行 10分

ＴＸ研究学园站
乘坐吉沼循环巴士、
在学園の森B街区下车、歩行2分
※尽量减少自驾车来参观，请利用附近的
收费停车场

ＴＸ筑波站 乘坐「筑波大学循环巴士
（右侧循环）」在「大学会馆前」下车，
歩行１分
ＪＲ［土浦站」、「荒川沖站」或「ひた
ち野うしく站」乘坐开往「筑波大学中
央」巴士，在「筑波中心」换乘「筑波大
学循环巴士（右侧循环）」、在「大学会
馆前」下车，歩行１分
在東京站八重洲南口乘坐开往「筑波大
学」的高速巴士、在「大学会馆」下车，
歩行１分钟

●暑假植物园Festa：实施有关植物与自然，父母儿童一起参加的猜
谜接力，体验活动，讲座等。
７月24日(周二)～8月5日（周日）
※30日(周日）休館
※注意！有需要事先预约的讲座。
●制作自己的鱼缸
开园时间：9：00～17：00(入园到16:30分)
8月11日(周六)～8月19日（周日）
※13日(周一）休館
休园日：每周一（节假日开园）
用小型的玻璃器皿养殖水草吧，儿童父母都可以愉快地体验制作
自己的鱼缸。 ）
10：00～12：00，13：00～16：00
材料费：500日元～（因器皿的价格不同）
详细请阅览筑波植物园网站 http://tbg.kahaku.go.jp/

TX筑波站、在「筑波中心」乘坐开往大穂
园区的巴士，在「筑波实验植物园前」下
车，歩行3分、或乘坐筑波大学循环左侧
循环，在「天久保二丁目」下车、歩行8
分
周六日有科学之旅巴士(研究机
关巡环)

在樱地区发掘出的多种出土文物，民具，古文书等保存物品的展
开馆时间：9：00～16：30
出。其中nauman象的化石及绳文时代的料理等，有很多珍贵又吸引
休馆日：筑波小博士期间不休
人的展示品。

TX筑波站（筑波中心）乘坐小田往返巴士
在「樱窗口中心」下车，歩行2分

时间：8月7日(周二)，8月9日(周四) 每次中小学生20名
上午10:00～11:30
下午13:30～15:00
申请方法：明信片
明信片记载内容：①参加者姓名/注明读音 ②学年 ③性别 ④同行者姓
名/人数（未就学儿童同行时，请填写年龄）⑤住址 ⑥联系电话（白天
可以联系的电话或手机）⑦希望参加的日期・时间（上午或下午）请邮
寄到东京瓦斯（株）筑波分社｢筑波小博士负责人｣处应募。
申请期限：7月20日(周五) 必到
抽选联系：7月25日（周三）之前用电话通知当抽者。

TX研究学园车站步行15分

东京瓦斯（株）
筑波分社
19 〒305-0817
筑波市研究学园2-1-2
TEL：029-848-5151

★ 你也成为瓦斯博士吧！
通过观查，接触支撑生活的能源｢都市瓦斯｣来一起思考学习吧！本
次有以下三个内容。
①｢都市瓦斯接到每个家庭的过程｣
②｢特别公开 参观筑波分社设施｣
③使用瓦斯管制作万花镜！

CYBERDYNE STUDIO
〒305-0817
20 筑波市研究学園5丁目19番地
IIAS筑波 2 楼
TEL:029-828-8282

受世界瞩目的CYBERDYNE机器人服装以HAL为中心、不断研发各种新
科技、也是特别突出先进的福利机械与机器人技术・以CYBERＮＩＣ
Ｓ技术为主题的展示・体验操作设施。 免费入馆、自由参观展示
品。
机器人制服操作体验参观团体需要预约(5名以上每人收费1400日元)

参观时间：30分〜90分 要预约
全年无休10：00〜21：00
※小博士盖章到17：00
团体参观预约请致电或在网上预约（按先后顺序）

TX研究学园站北口 歩行10分
※请注意！研究学园站南口的CYBERDYNE
株式会社不能参观。

筑波学院大学
〒305-0031
21
筑波市吾妻３－１
TEL：029-858-4811

①技术工艺/ 体验技术手工艺
・内容：使用发光二极管制作有趣物品。
・对象学年：1年级以上
・募集人数：每次20名
② 制作制作高新手工艺品!
・内容：使用发光二极管和电子元件制作高新技术手工艺品。
・对象学年：1年级以上
・募集人数：每次20人
③ 剪切折纸发现多角形
・对象学年：4年级以上（由监护人陪同时3年级以下也可以）
・募集人数：40人

参观时间：①120分 ②120分 ③90分
需要预约
①7/28(周六) 10:00～12:00
②7/28(周六) 13:30～15:30
③8/29（周三） 13:30～15:00
◆Ｅ-mail 申请 hakase2017@tsukuba-g.ac.jp
◆申请期间 7/11日～19日。
※Ｅ-mail以外申请及期限外申请无效。
1次申请仅限 1名参加 1次讲座。※当天无空号。
◆填写希望参加的讲座名称，①参加者姓名(注明读法) ②学年
③性別 ④邮政编码 ・住址 ⑤电话号码
◆抽选结果在讲座日前一周用Ｅ-mail联系。
请设定可以接受 @tsukuba-g.ac.jp邮件。

ＴＸ筑波站
Ａ2出口 歩行10分
●乘坐开往筑波大学中央的巴士
在筑波学院大学春日校园入口下車

筑波EXPOCENTER
22 〒305-0031
筑波市吾妻2-9
TEL：029-858-1100

筑波EXPOCENTER有体验型及实际感觉的展厅・世界最大的天象仪、
通过与工作人员交流接触理解科学技术，可以设想我们的未来形象
的科学馆。
・持小博士证件的中小学生免费入馆。天象仪另收210日元。
开馆时间：9:50～17:00
《费用》
入馆券：天象仪（包括入馆券）大人820日元/ 一般儿童410日元

※请在闭馆前30分入馆

・ＴＸ筑波站Ａ2出口

歩行5分

项
目

指定参观设施名称
邮编・地址・电话

一般财团法人日本汽车研究所
〒305-0822
23
筑波市苅間2530
TEL:029-856-1112

内容

○实际乘车学习交通安全！
●体验安全带的效果！
○接触撞击实验用人体假人！
※内容有时会変。

参观时间・预约・日期

到各设施的交通机关

日程：8月9日（周四）/8月10日（周五）10:00～12:00 定員：每日45名
受理时间：7月12日（周四）～7月20日（周五）
应募方法：请用电脑或手机在网页(http://www.jari.or.jp/)申请。一
家庭申请一次。应募者多数时、以抽选的形式决定。
抽选结果在网页上发表。没有应募或落选时只能参加盖章活动。请谅
解。

ＴＸ研究学园站 歩行25分、
出租车5分左右
自家车来所时、右转入门非常危险、请迂
回入门

7月21日（周六）～8月31日（周五）
10:00～21:00（周一～周六）
10:00～19:00（节假日）

TX「筑波站」下车，步行3分
※本设施没有停车场。请各自使用附近的
收费停车场。

筑波综合信息中心交流沙龙
〒305-0031
24
筑波市吾妻1-8-10BｉVｉ 2楼
TEL：029-828-5538

实施科学猜谜接力
寻找隐藏在交流沙龙各处的猜谜答案，
是了解筑波研究学园都市的学习猜谜接力赛。

ASTELLAS制药(株)
筑波研究中心
25 〒305-8585
筑波市御幸が丘21
TEL：029-829-6439

参观时间：120分
要预约
【日程】7月26日（周四） 13:00～15:00，14:00-16:00，15:00-17:00
【申请方法】由邮件应募申请（邮件以外或期限外申请无效）
【地点】ASTELLAS 制药 ㈱ 筑波研究中心内
邮箱地址：ast-chibikko@jp.astellas.com
【内容】参观研究所・讲演会（药物的故事）・试验体验
【申请时需要填写的内容】（信息不足时不能受理）
【时间】7月26日（周四）
・住址・希望参加者姓名(小博士对象者姓名，注上读音)
13:30-15:00 14:00-16:00 15:00-17:00
・学年・同行者姓名（必须有监护人，未就学儿童同行时要
【对象】中小学生（每回 定员20名）
填写年龄）・联系方法（平日白天能取得联系的手机
【注意事项】需要事先应募。当天编成团队并由工作人员带队全程
・固定电话）・来场方法（自家车或公共交通机关）・参加的时间段
介绍。
【申请日期】7月13日（周五）12：00必到
【当选联系】到7月19日（周四）对当选者用邮件联系。
为当选者邮寄详细资料。
【注意事项】1家庭限定1张明信片申请（兄弟姐妹可同时申请）

筑波国际会议场
〒305-0032
26
筑波市竹園2-20-3
TEL：029-861-0001

设施内自由参观
可以参观的场所:会议场入口大厅、走廊等公共场所。
包括各大厅会议室内不可参观。

①可以参观的日期 小博士活动举办期间

物质・材料研究机构
27 〒305-0047
筑波市千現1-2-1
TEL：029-859-2026

（JAXA) 筑波宇宙中心
28 〒305-8505
筑波市千現2-1-1
TEL:029-868-2023

产业技术综合研究所
地质标本馆
29 〒305-8567
筑波市東1-1-1 中央第7
TEL:029-861-3750

产业技术综合研究所
科学・正方体 筑波
30
〒305-8561
筑波市東1-1-1 中央第1
TEL：029-862-6215

气象研究所
高层气象台
气象测量器检定实验中心
31
〒305-0052
筑波市長峰1-2
TEL:029-853-8536

A 「在形状记忆合金上刻上记忆」
・对象学年：小学3年级以上
・募集人数：每次24名 共计48名
Ｂ 金属之谜（１）
・对象学年：小学生
・募集人数：20名
Ｃ 塑料可以治病？智能聚合物试验室
・对象学年：小学生
・募集人数：每次30名
【不需预约及办理手续】 半圆形宇宙空间，行星立方体
※团体请咨询
参观请检索：http://fanfun.jaxa.jp/visit/tsukuba
【需要预约・办理手续】团体参观（有向导的设施参观）
※团体，个人需预约 可在参观日的5个月前的1日14:00开始预约
※网上预约：
http://fanfun.jaxa.jp/visit/tsukuba/tour.html#visit_tour
・网上检索参观内容：
http://fanfun.jaxa.jp/visit/tsukuba/tour.html#visit_plan
・咨询：029-868-2023（10：00～16：30 ※休馆日除外）

②参观时间

乘出租车5分左右

ＴＸ筑波站Ａ３出口 歩行１０分
乘自家车来馆时、请使用本会议场的收费
停车场。
※停车费（１小时）
国际会议场160日元
都市交通中心220日元

9：30～17：00

※根据会议举办情况、也有不能参观的情况。

参观时间：A /B /C 各60分 要预约
※当天无空位
A 8月22日（周三） 上午10：30-11：30
下午13：30-14：30
B 8月24日（周五） 10：30-11：30
C 8月24日（周五） 13：30-14：30
抽选用网址 EVENT@nims.go.jp 邮件受理（7/11-7/22）。
抽选结果用邮件与当选人联系。邮件请填写希望参加活动名称。①参加
者姓名 ②学年 ③邮政编码/住址 ④电话号码 ⑤希望的时间段 同一家
族者可在邮件内追加。请设定可以接收@nims邮件的环境。邮件以外申请
无效。

【开馆时间】半圆形宇宙空间、行星立方体
团体参观：70分 要预约

TX研究学园站

10:00～17:00

【团体参观】10：00/11：30（可以个人参加）
13：30/15：00（可以个人参加）
【休馆日】 周一（不定期）年末年初（12/29～1/3）设施检查日等，
※详细请阅览网站或电话咨询
【咨询】
029-868-2023（10：00-16：30）※休馆日除外

参观时间：60分
展示产总研地质调查中心的研究成果及最新的地球科学信息，同时 开馆日：毎周二～周日 9：30～16：30
以日本的地质，地下资源，海洋地质，地球环境，火山和地热，地 休馆日：毎周一休馆（周一是节假日时开馆、第二天平日休馆)
震和活断层等的题目进行综合展示。可以看到地质模型和实物标本
年末年初/临时休馆日
等。
15名以上的团体参观时需要预约。
现在举办春季特别展「关东平原与筑波山」。8月预定举办「化石净 【电话申请】TEL: 029-861-3750 （地质标本事务室）
化体验教室」，「地球咨询会」。
对应仅限在开馆日的开馆时间内
详细请检索web网页：https：//www.gsj.jp/Muse
※自驾车者请在正门领取通行证，摆放在前车窗处
参观时间：60分
要预约
预约:团体10名以上需要预约，请在一周前致电联系（1团队最多50人）
产综研的研究成果在各个领域，对人类与未来起着重要的作用。
预约方法：致电说明姓名（团体名）/参观日期/人数/参观方法/交通工
本次展示解决能源和环境问题的技术，新医疗和安全生活技术，支
具
援日本制造产业技术等，各种各样的研究成果及产总研的研究历
※暑假期间(7/21～8/31)因馆内混杂不受理付有向导的参观
史。还展示海豹型机器人「帕罗」和人型机器人。请与家人一起来
开馆日：毎周二～周日 9:30～17:00
参观。
休馆日：毎周一(节假日的第二天休馆) 年末年初(12/28～1/4）
※自驾车者在守卫处办理入内手续，巴士・出租车入内时无需办理手续
展示有关气象，地震等简单的实验观测器械，公开研究设施。并有
气象观测用气球的放球活动。展示有历史价值的古老气象测试仪，
风向风速的现场表演，公开世界上稀有的鉴定检测风向风速的风洞 参观时间：120分
8月1日（周三）10：00～16：00 (受理9：30～15：30）
设施。
提前登录及一部分企划的事前预约方法
※参观盖章气象厅3机关为1种。来场前请在专用网页事先登录
请检索气象研究所网站（http://www.mri-jma.go.jp)
※一部分企划请在专用网页预约（有定员，按先后顺序）
提前登录及一部分企划的事前预约的受理期间
※停车场有限、请利用公共交通工具
7/10（周二）～7/25（周三）
※ 受理开始时间：9：30
※有室外活动项目、请自带饮料注意不要中暑。

国立研究开发法人
国立环境研究所
32 〒305-8506
筑波市小野川16－2
TEL：029-850-2453

参观研究设施，讲演会，展示版，环境科学茶话会，猜谜，体验活 参观所有设施时：约120分
动
平成30年7月21日（周六）9:30～16:00（受理结束15:00）

谷田部乡土资料馆
〒305-0861
33 筑波市谷田部4774-18
（谷田部交流中心3楼）
TEL：029-836-0139

○谷田部地区内发掘出土的众多文物，民具，古文书等的保存展
示。其中有江户时代的技师饭冢伊贺七制作的物品及谷田部藩政关
系的丰富资料。
○江户时代的技师饭冢伊贺七的说明
盖章接力期间中2次，感触
江户时代技师饭冢伊贺七制作的时钟复制品，负责人员解说技师饭
冢伊贺七的发明作品及有关资料。

歩行：「筑波站」出口Ａ３，歩行15分左
右。巴士：「筑波站」出口Ａ４，
筑波中心巴士站 ２号站台
乘坐开往「荒川沖」的巴士，在「千現１
丁目」下车（需要时间：约５分），歩行
５分
【JR常磐線】「荒川沖站」下车
出租车：15分左右
巴士：开往｢筑波大学中央｣或开往｢筑波
中心｣的关铁巴士，在｢物质材料研究机
构｣下车，歩行1分
【TX】「筑波站」下车
出租车：10分左右
巴士：开往｢荒川沖站｣的关铁巴士，在｢
物质材料研究机构｣下车歩行1分
【自家车来所】常磐高速公路 桜土浦出
入口→筑波宇宙中心（3.5km、约7分），
国道6号线 学园东大通入口 筑波山方面
→筑波宇宙中心（5km、约10分）

○ＴＸ筑波站
乘坐开往荒川沖站的关铁巴士，在並木二
丁目下车，歩行5分
○JR常磐线荒川沖站
乘坐开往筑波中
心或筑波大学中央的巴士，在「並木二丁
目」下车，歩行5分

○ＴＸ筑波站
乘坐开往「荒川沖站」
的关铁巴士，在「並木二丁目」下车，歩
行5分
○JR常磐线荒川沖站
乘坐开往「筑波
中心」或开往「筑波大学中央」的关铁巴
士，在「並木二丁目」下车，歩行5分

・ＴＸ筑波站
乘坐开往ひたち野うしく站的巴士，在气
象研究所前下车，歩行５分
・ＪＲ（常磐线）ひたち野うしく站
乘坐开往筑波中心的巴士，在气象研究所
前下车，歩行５分
・JRひたち野うしく站 乘坐开往「筑波
中心」的巴士，约20分左右在「环境研究
所」下车
・TX筑波站 乘坐开往「ひたち野うしく
站」的巴士约9分在「环境研究所」下车

○开馆时间：10:00～16:00
休馆日：周一，节日
○江户时代的技师饭冢伊贺七的说明
实施日 8/5（周日），8/19（周日）
实施时间 14：00～（约30分钟）
※免费入场

TXModorino站，乘坐つくバス自由が丘往
返巴士，在「谷田部窗口中心」下车，歩
行2分

项
目

指定参观设施名称
邮编・地址・电话

独立行政法人国际协力机构
筑波国际中心(JICA筑波)
34 〒305-0074
筑波市高野台3-6
TEL：029-838-1111

内容
①企画展（自由参观，不需预约）
平日10:00～16:00（闭馆17:00）
了解国际协助与发展中国家的展示，民族服装试穿等
②农业体验学习「农业方面专业的国际协助」
※需要预约按先后顺序
1）争做西瓜博士吧！ 小学生 先到25组+（监护人）
2）用米作万花镜！讲演会 小学生 20名+（监护人）
3）水的力量 小学生4-6年 10名+（监护人）
4）水稻的脱谷体验
小学生 15组（1组3名左右，包括监护
人）
5)通过足球来进行国际交流！
小学生3年级以下（先到20名+监护人）
・筑波ＦＣ教练的足球教室
・与JICA研修人员的足球交流（五人制足球）
・可在食堂体验各国料理(收费)。
・最新情報请检索JICA筑波HP。
http://www.jica.go.jp/tsukuba/

参观时间・预约・日期

①有关国际协力的展示
7月23日（周一）～8月31日（周五）平日10:00～16:00
②1）西瓜博士 7月27日（周五）11：00～12：00
2）用米作万花镜！讲演会！
8月8日（周三）10：00～12：00
3）水的力量 8月15日（周三）10：00～12：00
4）水稻脱谷体验 8月21日（周二）10：30～12：30
5)通过足球来进行国际交流！ 8月5日（周日）15:00～16:30
以上1）～5） 需要预约
※7/10（周二）开始受理预约，按先后顺序，满员即结束预约。
预约方法：邮件（email:tbictad@jica.go.jp）或FAX028-838-1776
请写清①住址 ②电话号码(白天可以联系的号码) ③希望参加的项目
④学年 ⑤参加者姓名及监护人姓名。邮件与FAX以外的申请无效。
一人只能申请一个项目。
※每次按先后顺序定员满了截止。
※日程有变化时请谅解。 请确认JICA网站。

到各设施的交通机关

JP常磐线牛久站
在西口4号站台乘坐
「关东铁道巴士」（约14分）
在「高野台中央」下车 歩行约8分
TX筑波站 巴士中心2号站台乘坐「つく
バス南部往返（N)」（约16分）在「理化
学研究所」下车 歩行约5分
http://www.jica.go.jp/tsukuba/

参观时间：120分
【日期】8月23日（周四） 10:00与14:00 2回
【对象】小学４年级～中学生（小学生需监护人同伴）
【募集人数】各10名
观察菌类：用显微镜观察食用蘑菇/曲子及奶酪的菌/酒的酵母及生 【予约】 用E-mail预约
虫酵母/有趣形状！（讲义/实习/回答疑问）
请写清①住址 ②电话号码(白天可以联系的号码) ③希望参加
者姓名(注上读音) ④学年 ⑤监护人姓名 ⑥希望上午或下午
【申请】 chibikko@ml.rtc.riken.jp
【应募截止】7月12日（周四）～7月20日（周五） 17：00为止
※抽选后对当选者在7月27日(周五)邮寄明信片通知

・由筑波中心经由农林团地
乘坐开往
牛久站的巴士，在「高野台中央」下车，
或乘坐つくバス筑波南部往返巴士，在
「高野台理化学研究所」下车
・牛久駅，乘坐开往农林团地，经由筑波
中心的巴士，在「高野台中央」下车
・从各站乘坐出租车时、约２０分

农研机构
食品与农业的科学馆
36 〒305-8517
筑波市観音台3-1-1
TEL：029-838-8980

以农研机构为首，介绍在农林水产省所管辖的国立研究开发法人的 参观时间：30分
9：00～16：00（年末年初除外毎天开馆）
研究成果和新开发技术，了解食物与农业的重要性，理解至今支撑 ※7/27（周五）休馆
农业技术发达的历史。
※7/28（周六）暑假公开日 9：30～开馆

○ＪＲ常磐线，在牛久站西口乘坐开往
「谷田部車库」的关东铁道巴士，在「农
林团地中央」下车、歩行５分
○ＴＸみどりの站，乘坐「农林团地循
环」的关东铁道巴士，在「农林团地中
央」下车、歩行５分（仅限平日）
○ＴＸ筑波站（筑波中心）２号站台乘坐
「つくバス南部往返」，在「农林团地中
央」下车、歩行５分

农研机构
农业环境变化研究中心
〒305-8604
筑波市観音台3-1-3
37
TEL：029-838-8191
FAX：029-838-8199
E-mail:
kouhou@niaes.affrc.go.jp

①7月24(周二)，7月25(周三)9:30～12:00(小学3年级以上各20名)
参观时间:①150分(雨天时120分)②120分③150分(雨天时120分）
①昆虫採集教室（昆虫採集・標本制作、雨天时仅限标本制作）
小学3年以上为对象
【FAX或E-mail应募：7/16(周一)17：00必到】
②农研所暑假公开（一起来参加泥染、在小型农村水田边探险猜谜 请清楚填写 (1)希望参加日 24日或25日，(2)参加者姓名・注明读音，
等，有各种愉快的体验活动！）
(3)学年，(4)住址・邮编，（5）电话号码 (6)是否需要停车。一次可申
请3名。１组请发用１份邮件申请(复数申请无效）。应募者多数时抽选
③探视地下（观察地上挖洞的土层制作土壤剖面标本）
决定。为应募者全体人员发送结果通知。
④活动期间展示馆公开日（可以观察昆虫及土壤的标本）
②7月28日（周六）不需预约9:30～16:00（受理截止15:30）
③8月9日（周四）9:30～12:00（20名）小学3年以上为对象
④8月23日（周四），24日（周五）9:30～16:00

・TX Midorino站下车 乘坐开往｢谷农林
团地循环｣的巴士在｢农林团地中央｣下
车，步行12分(周六日停运）
・TX 筑波站下车 乘坐｢南部往返｣的ツ
クバス，在｢农林团地中央｣下车步行12分
・JR牛久站下车 乘坐开往｢谷田部車库｣
或｢筑波中心｣的巴士，在｢农林环境技術
研究所｣下车，步行3分
・7月29日（周六）有与食品与农业的科
学馆的免费摆渡车

森林展示厅 暑假公开
今年也展示活虫Kabuto和Kuwagata并展示其他动物剥制与昆虫标本
等。了解树木、感受世界最重的数及树种不同重量不同的特征。
树在水中是浮出？还是沉下？做一个简单的实验吧。也许还会有对
森林的新发现。

ＪＲ常磐线牛久站西口 第４号站台请乘
坐开往「谷田部車库」方面的巴士，在
「森林综合研究所」下车

理化学研究所
生物资源研究中心
35 〒305-0074
筑波市高野台３−１−１
TEL：029-836-9111（总机）

森林综合研究所
38 〒305-8687
筑波市松の里１
TEL：029-829-8372

参观时间：30分
7月21日（周六）～8月31日（周五）
10:00～16:00(15:30受理结束)
7月28日（周六）研究所一般公开 9：30开馆
在正门守卫处说明「筑波小博士」的来所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