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岐阜县公告 

来自岐阜县的消息 
 

2017 年 9月 
 

本月热门活动 

信息栏 
 

“富山·岐阜交流日”企划 

宣传用优惠的驾驶套餐环游富山  

岐阜县与富山县的东海北陆汽车车道全线开通的 7 月 5 日被定为“富山·岐阜交流日”，旨在推进两县交流。使用两县企

划的高速公路折扣券（在周游区域内按固定价格无限量驾驶）前往“海边的瑞士”富山进行家族旅行或女子旅行怎么样？

周游区域内的服务区、道之驿等处可领取介绍经典线路的向导指南。   

●实施期间/至 11 月 30 日（周四） 

●区域·费用 

<富山·飞弹区域周游线路：最长连续 2 天 > 

北陆道：金沢东 IC～朝日 IC 

东海北陆道：小矢部砺波 JCT～飞弹清见 IC 

普通车：3500 日元、小型汽车：2800 日元 

<富山·飞弹·郡上区域周游线路：最长连续 3 天 >  

连接文化和体育的通道即将开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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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岐阜清流文化广场（岐阜市）”和“岐阜 Memorial 中心（同

市）”的通道将于 9 月 30 日开通。为配合连接通道的开通，两栋设

施将举办以文化、体育为首的各种活动。9 月 30 日有连接通道的开

通仪式和今年首次举办的“岐阜清流娱乐盛典”等。第二天的 10月

1日将举行以航空宇宙为主题的演讲会及体验活动等。 

另外，这两天还将举办“岐阜树木节 2017”，树木节上有木制玩具

广场、巨型迷宫等可以亲近树木的项目。此外还有娱乐体验角、可

品尝当地美食的摊位等，有些活动可当天临时参加，欢迎前来。 

  

♦主要活动（预定） 

●9月 30日（周六） 

<岐阜清流文化广场 >  

连接道路的开通仪式（屋顶庭园）  

以中山道为主题的文化活动（长良川大厅）  

<岐阜 Memorial 中心 >  

岐阜清流娱乐盛典 

（互爱厅、得爱厅 等）  

岐阜树木节 2017、娱乐体验角（草坪广场）  

贩卖当地美食、名产·特产品的摊位 

（SUNSUN甲板周边） 

 

●10月 1日（周日）  

<岐阜清流文化广场 >  

以航空宇宙为主题的演讲会·体验活动 

（长良川大厅 等） 

<岐阜 Memorial 中心 >  

岐阜清流娱乐盛典 

（互爱厅、得爱厅 等） 

岐阜树木节 2017、娱乐体验角（草坪广场）  

贩卖当地美食、名产·特产品的摊位 

（SUNSUN甲板周边） 

♦入场费/免费  

♦咨询/县厅县清流之国政策课  

☎ 058-272-1856 (仅提供日语咨询)  

FAX: 058-278-3542  

中国語版／中文版 

连接通道概图 

 

周边略图 

●县人口 

2,013,506 人(797 人减少) 

男／975,442 人(410 人减少) 

女／1,038,064 人(387人减少) 
※平成 29 年 6 月 1 日现在 

※( ) 内是与上月的比较数据 

最新信息请浏览县厅统计课主页。 
 
 

Facebook「清流之国歧阜」 

吉祥物 MINAMO 信息发布中!!  

   岐阜県 ミナモだより  検索 

县行政宣传电视节目 
“岐阜县政热线”放送中 
（首播）周四 18:53～18:57 
（重播）周二 21:54～21:58 
 
岐阜频道（8ch）数据放送中 

有播报“来自岐阜县的消息”！ 

 
请按下按键 d 

获取当地信息！ 

 



北陆道：金沢东 IC～朝日 IC 

东海北陆道：小矢部砺波 JCT～郡上八幡 IC 

普通车：6500 日元、小型汽车：5300 日元 

●条件/ETC 车（普通·小型汽车·摩托车） 

●需提前在 NEXCO 中日本官方网站申请 

●咨询/NEXCO 中日本客服中心 ☎0120-922-229 (仅提供日语咨询)  

无法使用免费通话的情况: ☎052-223-0333 (仅提供日语咨询) 

 

募集  对接纳外国观光游客环境改善工作提供补助金的说明 

本县对致力于改善接纳外国观光游客环境的店铺和住宿设施等提供补助。  

●补助工作/（1）开设消费税免税店的准备工作、（2）多语言化整备工作、（3）Wi-Fi 环境整备工作 

●补助对象/（1）县内从业者、（2）（3）县内住宿设施从业者  

●申请方法/邮寄（募集纲要·申请书可在网上下载） 

●申请期限/网上将登载受理截止日 

●申请处·咨询处/县厅海外战略推进课 ☎058-272-8360 (仅提供日语咨询) 

●检索关键词: 岐阜県受入環境整備補助金 

 

募集  在南飞弹的森林增进健康！召集住宿大巴游的参加者 

该住宿大巴游整合了县南飞弹健康增进中心（下吕市）开展的“健康体验讲座”和南飞弹地区的观光资源。  

●时间/10 月 23 日（周一）～24 日（周二）从县厅往返 

●行程/第 1 天：南飞弹健康增进中心（制作荞麦面、体验森林浴）、下吕温泉住宿 

第 2 天：徒步小坂瀑布、HIMESHAGA 温泉 

●人数/40 人（抽签） 

●费用/14500 日元（4·5人 1 间）、15000 日元（3 人 1 间）、15800 日元（2 人 1间） 

●申请方法/往复明信片、FAX、电子邮件（明确填写全体参加者的姓名、年龄、性别、代表者的住所、电话号码、参加

人数） 

●申请期限/9 月 22 日（周五）前寄达 

●旅行开展单位/名铁观光巴士（株）岐阜支店 

（〒500-8288 岐阜市中鹑 3-23-1） 

●咨询/ ☎058-276-1177 (仅提供日语咨询)  FAX: 058-275-0733  

✉ yuya.kumazawa@meitetsu-kankobus.co.jp (周末和节假日休息) 

●检索关键词: 南飛騨健康増進センター 

 

宣传  艺术浸润的世界即将召开 

由县美术馆馆长日比野克彦设计的“艺术浸润的世界”即将召开。本次的主题为“连结”。在县内学会、设施、团体等的

配合下，无论是否有残障，所有的人都能连结在一起。20块大型三角形遮阳板连结在美术馆的庭园，遮挡夏天的阳光，

为人们提供连结的场所。活动期间还将召开馆长和各学会的工作室活动。 

●时间/8月25日（周五）～11月3日（周五·节假日） 

●地点/县美术馆庭园（岐阜市） 

●人数/无限制 费用/免费 申请/无需  

●咨询处/县美术馆 ☎058-271-1313 (仅提供日语咨询)  FAX: 058-271-1315 

●检索关键词: 岐阜県美術館 

 

募集  募集“清流长良川的香鱼”体感游秋季线路参加者 

“清流长良川的香鱼”被认定为世界农业遗产，为了让更多人了解长良川的河流系统，特召开能体验农业渔业、传统文

化、环境学习等的旅游团“世界文化遗产‘本美浓纸’和美浓光艺术展”等 5 个线路。 

●时间/ 

1) 10 月 1 日（周日）  

2) 10 月 7 日(周六）  

3) 10 月 14 日（周六）  



4) 10 月 22 日（周日）  

5) 10 月 28 日（周六） 

●地点/流域 4 市（岐阜市、关市、美浓市、郡上市） 

●人数/各个线路不同（按先后顺序） 

●费用/各个线路不通  

●申请方法/FAX 或邮件 

（详情请参照下述网页中登载的海报反面）  

●申请期限/召开日 7 天前。但如果满员则即刻截止 

●申请处·咨询处/名铁观光服务（株）岐阜支店  ☎ 058-265-8103 (仅提供日语咨询) 

FAX: 058-263-5059  ✉ seiryu-ayu@mwt.co.jp 

●检索关键词: 名鉄観光 長良川の鮎 

 

宣传残障者应援企划 tomoni县民音乐剧即将开幕 

以“残障”为主题的音乐剧即将召开。原创作品基于残障者的实际体验，由包含残障者在内的各位县民共同出演。请一

定前往观看。 

●时间/9月23日（周六·节假日）开演16：00 

●地点/岐阜清流文化广场·长良川大厅（岐阜市） 

●人数/450人 ●费用/2000日元 

●入场券销售处/岐阜清流广场·MASA21·票务网站ticket pia 

●咨询处/（公财）岐阜县教育文化财团  

☎ 058-233-8164 (仅提供日语咨询) FAX: 058-233-5811 

以上信息为平成 29年 8月 1日的信息。 

关于本公告的咨询请联系岐阜县广报课 ☎058-272-1111（直拨）（仅提供日语咨询）FAX 058-278-2506 

翻译合作：（公财）岐阜县国际交流中心 http://www.gic.or.j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