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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國家旅遊局(JNTO)香港辦事處 

日本旅遊快訊 

 

                   

            

     踏入 7 月了，日本各地將陸續舉行一年一度的花火大會，日本的花火大會每年都吸引不少國內外遊

客前往欣賞，也可考慮像日本人一樣穿着浴衣前往觀賞煙花，感受花火大會的熱鬧氣氛！以下是 2017 年日

本各地方部分花火大會的舉行日期等資料。 

※ 舉行日期及時間等或會因天氣而有所改變，建議於花火大會舉行當天早上再確認一次。 

 

 

 秋田縣： 

【名稱】第 91 屆全國花火競技大會「大曲之花火」  

【數量】約 18,000 發 

【日期】8 月 26 日  

【時間】(日間)17:30~  (夜間)18:50~21:30 

【地點】雄物川河川敷特設會長(大曲花火大橋、姬神橋) 

【交通】JR「大曲站」徒步約 25 分鐘 

【URL】http://www.oomagari-hanabi.com/ (日) 

 

茨城縣： 

【名稱】第 86 屆土浦全國花火競技大會  【數量】約 20,000 發 

【日期】10 月 7 日   【時間】18:00~20:30 

【地點】櫻川畔(學園大橋附近)   

【交通】JR「土浦站」西出口徒步約 30 分鐘或乘搭臨時收費穿梭巴士約 10 分鐘到會場 

【URL】http://www.tsuchiura-hanabi.jp/ (日) 

 

 

新潟縣： 

【名稱】長岡祭大花火大會     【數量】約 20,000 發 (2 日合計) 

【日期】8 月 2～3 日 【時間】19:20~21:10(暫定) 

【地點】長生橋下游信濃川河川敷 

【交通】JR「長岡站」徒步約 30 分鐘 

【URL】http://nagaokamatsuri.com/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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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第 40 屆隅田川花火大會     【數量】約 20,000 發 

【日期】7 月 29 日      【時間】19:05~20:30(暫定) 

【地點】第一會場櫻橋下流～言問橋上流 

第二會場駒形橋下流～厩橋上流 

【交通】都營地下鐵「淺草站」徒步 3 分鐘 

【URL】http://sumidagawa-hanabi.com/ (日) 

 

【名稱】2017 神宮外苑花火大會     【數量】約 12,000 發 

【日期】8 月 20 日     【時間】19:30~20:30(暫定) 

【地點】東京・明治神宮外苑 

【交通】JR「千駄谷站」、「信濃町站」、「代々木站」或東京 Metro 地下鐵「外苑前站」、「青山一丁目站」 

        徒步 5-10 分鐘。 

【URL】http://www.jinguhanabi.com/ (日) 

 

 

 

【名稱】天神祭奉納花火 

【數量】約 5,000 發 

【日期】7 月 25 日 

【時間】19:00~21:00  

【地點】川崎公園大川、櫻宮公園附近 

【交通】京阪「天滿橋站」‧JR「櫻之宮站」徒歩 5 分鐘 

【URL】http://www.tenjinmatsuri.com/tenjinmatsuri_navi/honmiya_shinshin (日) 

 

【名稱】第 69 屆猪名川花火大會 

【數量】約 4,000 發 

【日期】8 月 19 日   

【時間】19:20~20:20  

【地點】猪名川河川敷 

【交通】JR「川西池田站」徒步約 15 分鐘或阪急「池田站」徒步 10 分鐘 

【URL】http://www.city.ikeda.osaka.jp/kanko/kanko/newa/1431924687188.html (日) 

 

【名稱】第 29 屆 Naniwa 淀川花火大會 

【數量】非公開 

【日期】8 月 5 日 

【時間】19:40~20:40 

【地點】新御堂筋淀川鐵橋至下流國道 2 號線的淀川河川敷 

【交通】阪急「十三站」 / JR「塚本站」徒步 15 分鐘或 

        JR「大阪站」徒步 25 分鐘 

【URL】http://www.yodohanabi.com/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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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海道： 

【名稱】北海道新聞社創業 130 周年 UHB 開局 45 周年記念      

        2017 道新・UHB 花火大會 

【數量】約 4,000 發 

【日期】7 月 28 日   

【時間】19:40~20:30  

【地點】札幌・豐平川南大橋上流右左岸（南大橋-幌平橋之間） 

【交通】札幌市營地下鐵「幌平橋站」或「中之島站」徒步 5 分鐘 

【URL】http://www.sapporo.travel/event/summer/fireworks/?lang=tw (中) 

 

 

岩手縣： 

【名稱】盛岡花火之祭典 

【數量】約 10,000 發 

【日期】8 月 11 日   

【時間】19:25~20:30  

【地點】都南大橋下流・北上川西側河畔 

【交通】JR「岩手飯岡站」乘臨時收費穿梭巴士約 8 分鐘， 

        於「日赤前」下車，徒步 5 分鐘 

【URL】http://www.ccimorioka.or.jp/hanabi/ (日) 

 

 

福井縣： 

【名稱】第 68 屆燈籠流放及大花火大會 

【數量】約 13,000 發 

【日期】8 月 16 日 

【時間】19:30~20:30 

【地點】名勝「気比の松原」海岸 

【交通】JR「敦賀站」乘臨時巴士約 10 分鐘，於「川崎岸壁・ 

敦賀市役所」下車徒歩 15 分鐘 

【URL】http://www.turuga.org/places/toronagashi/toronagashi.html (日) 

 

 

島根縣： 

【名稱】2017 松江水鄉祭湖上花火大會 

【數量】約 10,000 發 

【日期】8 月 5 日 

【時間】20:00~21:00 

【地點】宍道湖東側周邊及末次公園 

【交通】JR「松江站」徒歩 15 分鐘 ，或一畑電車「松江宍道湖温 

        泉站」徒歩 1 分鐘 

【URL】https://www.kankou-matsue.jp/event_calendar/events/201701-12/201708/matsuesuigousai.html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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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島縣： 

【名稱】第 45 屆宮島水中花火大會 

【數量】約 5,000 發 

【日期】8 月 26 日 

【時間】19:40~20:40 

【地點】嚴島神社大鳥居沖合海上 

【交通】JR「宮島口站」或廣島電鐵廣電「宮島口站」乘輪船 

約 10 分鐘 

【URL】http://www.miyajima-wch.jp/jp/event/02.html#a04 (日) 

 

 

愛媛縣： 

【名稱】第 67 屆松山港祭 三津濱花火大會 

【數量】約 11,000 發 

【日期】8 月 6 日 

【時間】20:00~21:20 

【地點】三津埠頭 

【交通】伊予鐵道「三津站」徒歩 15 分鐘 

【URL】http://mitsuhama.net/hanabi/ (日) 

 

 

熊本縣： 

【名稱】熊本地震復興祈願第 30 屆八代全國花火競技大會 

【數量】約 15,000 發 

【日期】10 月 21 日 

【時間】18:00~20:15 

【地點】球磨川河川綠地新萩原橋上流 

【交通】JR「八代站」或肥薩 Orange 鐵道「八代站」徒歩 15 分鐘 

【URL】http://www.kinasse-yatsushiro.jp/hanabi/#first (日) 

 

 

 小提示 

 

 由於前往觀看煙花的人非常多，視乎花火大會的規模，建議提早最少約 1 小時到達佔個好位置，可

事先到便利店購買一些飯糰等乾糧或便當，別忘了勿隨地留下垃圾哦！ 

 花火大會期間一般會實施交通管制，甚至禁止車輛進入，建議避免自行駕車前往，盡量利用公共交

通設施，並預先查看計畫前往及離開的路線或車站。 

 炎炎夏日，人多擠迫，有可能熱上加熱，建議穿着涼快舒適的服裝、準備水、扇或攜帶式電風扇等

消暑用品，還有別忘了做好防蚊措施哦！ 

 為避免人有三急卻要排長龍等候，建議前往會場前先到洗手間，到達會場後，最好先確認一下洗手

間 / 臨時洗手間的位置。 

 帶著小朋友的，要妥善照顧好小朋友，避免走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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