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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2> 公共设施介 

・・・・・・・・・・・・・・・・・・・・・・・・・・・・・・・・・・・・

会馆、集会设施  

市民会馆 � 21-9121 FAX 21-6973

AOI 大厅（1100 座位）、甲山会馆（容纳 300 人）、彩排室（3间）、会议室（６

间）等。可以用于音乐会、舞台剧、会议、研修等。 

【地    址】六供町出崎 15 番地 1

【利用時間】９点～21 点半 

【休 息 日】第１、３个周一、年末年初（12 月 29 日～１月３日）

甲山阁 � 23-5083 FAX 25-0211

有 7间榻榻米 8贴到 15 贴的和市。可用于召开茶话会和各类集会。 

【地    址】六供町甲越 6番地 21 

【利用时间】９点～21 点半 

【休 息 日】第１、３星期一、年末年初（12 月 29 日～１月３日） 

CIVIC 中心 � 72-5111 FAX 72-5110

设施内有可容纳 421 个座位的演奏大厅「KORONETTO」（421 席）、彩排室（２间）、 

集会室、咖啡餐厅等。可用于音乐发表会、音乐练习、会议、研修等。 

【地    址】羽根町贵登野 15 番地

【开放时间】９点～22 点（设施不同，时间可能不同）

【休 息 日】年末年初（12 月 29 日～１月３日） 

图书馆交流广场、Libra � 23-3100 FAX 23-3165

使用可移动式座位时最多可容纳 292 座。还有工作室（６间）、会议室（7间）。 

【地    址】康生通西 4丁目 71 番地

【开馆时间】９点～21 点 

【休 息 日】周三（逢节假日照常开馆）、年末年初（12 月 29 日～１月３日） 

Sekirei 会馆 � 25-0511 FAX 25-0512

设施内有大厅（500 座）和会议室（５间）等。可用于举办音乐会、舞会、会议、 

研修等。

【地    址】朝日町 3丁目 36 番地 5 

【利用时间】９点～21 点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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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 息 日】第 2、4个星期二、年末年初（12 月 29 日～１月３日） 

龙美丘会馆 � 24-3951 FAX 24-3998

多功能大厅（最多可容纳 1,008 人）、会议室（９间，其中 3间为和式房间）、

餐厅等。可以用于展览会、演讲会等。可用于展览会和演讲会等。

【地    址】东明大寺町 5番地 1

【利用时间】９点～21 点半 

【休 息 日】年末年始（12 月 29 日～１月３日） 

岡崎公园茶室“葵松庵、城南亭” �・FAX 26-1939

正宗茶室“葵松庵”、和风集会设施“城南亭”各 1栋。可用于召开茶会和各类 

集会。 

【利用时间】９点～21 点（接受预约至 17 点） 

【休 息 日】第２、４星期一（１月份除外）、年末年初（12 月 28 日～１月３日） 

岡崎城二丸能乐堂 � 24-2204 FAX 24-2247

能容纳 300 个座位的户外能乐堂。可用于能或古典艺术、舞蹈、音乐 

表演发表会场。 

【利用时间】９点～21 点（接受预约至 17 点） 

【休 息 日】年末年初（12 月 29 日～１月１日） 

岡崎公园巽阁 � 22-2122 FAX 22-2201

设有 40 枚榻榻米大的大会场、等候室、热水室等。适合各种会议。 

【利用时间】９点～21 点（接受预约至 17 点） 

【休 息 日】年末年初（12 月 29 日～１月１日） 

・・・・・・・・・・・・・・・・・・・・・・・・・・・・・・・・・・・・

体育设施  

冈崎中央综合公园 � 25-7887 FAX 25-5815

有棒球场、综合体育馆、球技场、网球场、射术场、射箭场、多功能广场、 

运动广场、相扑场等。另外，还可以在健康森林上悠闲地散步或徒步旅行。具体

的使用方式欢迎垂询。

【场    所】高隆寺町字峠 1番地 

【开关时间】9 点～21 点（因季节和设施不同，有时会所有变动） 

【休 馆 日】星期一（节日除外）、年末年初（12 月 28 日～1月 3日） 

【使 用 费】因设施和时间而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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冈崎市体育馆 � 53-1811 FAX 54-7097

有竞技场（4个排球场地、3个篮球场地、1个手球场地、3个网球场地、12 个

羽毛球场地、30 个乒乓球案子）。还有训练室、柔剑道场。使用方式欢迎垂询。 

【场    所】六名本町 7 

【开馆时间】9 点～21 点 

【休 息 日】星期二（赶上节日时为次日休息）、年末年初（12 月 29 日～1 月 3

日） 

【使 用 费】根据设施和时间而不同。 

龙北综合运动场 � 46-3261 FAX 46-3285

有田径、射箭、网球、棒球、足球・橄榄球等场地。使用方法请致电询问。 

【场    所】真传町字龟山 12-2 

【开馆时间】９点～２１点（根据设施不同而不同） 

【休 馆 日】星期三（逢节日顺延至第二天）、年末年初（12 月 2９日～１月３日） 

【使 用 费】设施・时间不同而不同。 

・・・・・・・・・・・・・・・・・・・・・・・・・・・・・・・・・・・・

自然、户外设施  

设施名称 咨询电话

大门公园野营场（大门 3丁目
公园绿地科 �23-6250 FAX 23-6559

大谷公园野营场（上地 3丁目）

桑谷滑雪场（桑谷町） 观光推进科 �23-6216 FAX 23-6731

岡崎中央综合公园烤肉场（高隆寺町） 综合体育馆 �25-7887 FAX 25-5815

KURAGARI 溪谷山舍、野营场、一日野营场（石

原町）

KURAGARI 露营中心

� 83-2057 FAX 83-2233

岡崎市凤来教育林 

SYAKUNAGENOSATO・日间露营场（新城市）
森林科 � 82-4123 FAX 82-4124

少年自然之家（须渊町） 少年自然之家 � 47-2357 FAX 47-3536

森林站信息角（樫山町）
中山间政策科 �23-6206 FAX 23-8970

额田中心 � 82-3101

萤火虫学校（鸟川町） 萤火虫学校 � 82-3027 FAX 82-3689

Wan park（淡渕町） Wan park �・FAX 82-3511

冈崎自然体验森林（八木町）
冈崎自然体验森林  

� 45-5544 FAX 45-589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