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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濑户居住吧！生活指南  

 

瀬戸市はこんなところ 

 

瀬戸市位于名古屋市东北约 20km 之处，是具有 1000 年历史的陶瓷器城市，被称作“陶都”。包括陶瓷

器原料的优质陶土、玻璃原料的硅砂和用作燃料的丰富森林资源等在内，得大自然之惠、并由众多人士继承

至今的“濑户物”成为了陶瓷器的代名词，不仅在日本，而且在世界上为各国的人所知晓。 

这里交通十分便捷，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到达名古屋火车站仅需要 40 分钟，因此住宅开发也十分兴旺，

现在市内也有许多人通过从事窑业相关工作来谋生，陶都孕育了独特的生活方式和街景。此外，从前作为陶

瓷器燃料的森林因人工而再生，目前也占到瀬戸市区域的约 6成。让人无法想象距离名古屋这么近的丰富大

自然孕育了日本大鲵、苍鹰和垂木兰等珍贵动植物的生命，让我们深感愉悦。 

                                                  

 

＜推荐的去处！出行去处＞ 

 

 

 ○Setokko Famiri Kouryuukan (miyawaki cho 43 Tel 87-3636) 

   这里是能与 18岁及以下未成年人及其保护人进行交流、并快乐玩耍的设施。不但有在开馆中任何 

时间均能利用的图书室和儿童游戏室等，还在工作室和烹饪室等举办各种培训班。 

○Kotsujidouyuuen(kamimatsuyama cho 2-466 shiminkouen Tel 48-2350) 

   这里是市民公园中的设施。设有“儿童馆”、“交通路线”和“游玩广场”，分别准备有玩具 

和自行车等。此外，还举办各种活动和培训班等。 

○Noberutii･kodomosouzoukan (izumi cho74-1 Tel 88-2668) 

  这里是能从陶瓷制的陈设品和装饰品等新颖物品感受其技术和历史等的设施。 

有人气火爆的“泥土池”以及使用泥土(粘土)等的各种创造和体验计划， 

也能接触到濑户的工匠技艺。在一并设置的新颖物品博物馆可以看到各种各样 

的新颖物品。 

 

 

 

  

如果与小孩一同前往！ 

※市外局号为(0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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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kigakinokomichi (nakabora cho  Tel 88-2730) 

  这里是长度约 400m的细长小巷，“窑墙”十分密集，它们是用窑炉工具等建成 

的围屏和墙壁等。小径途中的窑墙小径资料馆、是对明治后期“本业烧(旧式 

陶器)”窑户宅邸进行修复而成的充满雅趣的建筑物。这一带被指定为景观重点 

地区。 

○Shinseikikougeikan (minaminakanokiri cho81-2 Tel 97-1001)  

 

   以让下一代继承的陶艺和玻璃工艺为主题的设施。也接受研修生，支援在 

陶艺和玻璃工艺等领域发挥才能的人才。在可参观到新锐艺术家作品展示和

研修生制作情景的工作室之外，还有可用艺术家的用具享受饮品的社区活动

室和可购买艺术家作品的美术展览室等。 

○Setosometsukekougeikan (nishigou cho98 Tel 89-6001) 

以濑户传统的陶瓷器“濑户青花瓷”为主题的设施。也接受研修生。 

除了可参观历史名品展示和研修生的陶器制作情景外，还有彩绘体验角、以及研修生和结业生作品

的销售角。还保存有市指定文物“古窑”。 

○Aichikentoujibijutsukan (minamiyamaguchi234 Tel 84-7474) 

收集并展示体现陶瓷器历史的珍贵文化遗产、海外陶瓷器和现代作品等的日本顶级窑业资料馆。 

能体验陶器制作的陶艺馆和能用艺术家用具饮茶的茶室也别具魅力。 

 

 

○Joukoujikouen (jyokouji cho) 

  在以布置了六角堂的正传池为中心的公园，春天的樱花绚丽多姿。 

临济宗古刹“定光寺”有初代尾张藩主德川义直公庙祠等。 

附近还有许多可充分感受大自然魅力的设施，包括东海自然步道、 

定光寺露营场和定光寺野外活动中心等。 

 

○Iwayadoukouen (iwaya cho) 

“岩屋堂”命名由来于名僧行基传说的岩屋山药师堂。奇岩和瀑布等生气盎然 

的自然以及水流和绿色润泽四溢的鸟原川溪流最具魅力，夏季的天然泳池和 

秋季的岩屋堂枫叶祭等更是人声鼎沸。位于东海自然步道上， 

四季均能享受丰富的自然魅力。 

○Aichikaisyonomorisenntaa (yoshino cho304-1 Tel 86-0606) 

  作为就森林和村落附近山区进行学习和交流的据点而设立。在持久保全作为 2005年举办的爱・地球博

览会原点的海上森林的同时，作为探求人与自然关系的场所也得到有效利用。场内有濑户窑最古老的

广久手 30号窑遗址(市指定文物)和城址等。  

如果要亲近陶瓷器文化！ 

如果想要走进自然和历史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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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toshiritsutoshokan (higashimatsuyama cho1-2 Tel 82-2202) 

与瀬戸市有缘分的西洋画画家北川民次的壁画让人印象深刻的图书馆。 

    在本馆之外，在“PARTI濑户”3楼有作为分室的“信息图书室”。 

○Dejitarurisaachipaakusentaa (hatanaka cho211-1 Tel 87-3100) 

该设施位于日本第三高塔濑户数位塔的底部。 

向瀬戸市内各处发送据点信息，还致力于发布新信息，包括 HD 视频的拍摄/

编辑和互联网广播等。此外有免费供使用的 PC角等，还举办各种 PC讲座。 

 

 

○Setoshisupootsushisetsu (kamihonmachi1 shiminkouen Tel 82-2202) 

    在设有体育馆和游泳池等的市民公园之外，还有窑神运动场/陶祖运动场以及东公园/南公园/ 

北体育设施等各种各样的体育设施。还举办体育运动培训班等。 

○Michinoekisetoshinano (shinano cho1-126-1 Tel 41-3900) 

有销售使用了濑户农产品和当地产食材的加工食品的“新鲜产品产地直销市场”，以及来自往昔 

工匠文化的丰盛美味米饭的“濑户米饭食堂”。 

还一并设置有提供可 24小时利用的道路交通信息和市内观光信息的设施，以及用陶瓷器和玻璃 

构建的时髦洗手间。 

  

此外还有许多吸引人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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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的市内公共设施＞ 

 设施名称 地址/Tel 备注 

生活窗口 

Setoshiyakusho 
Oiwake cho 64-1

（82-7111） 
 

Setoshijougesuidouc

housha 

Harayama cho 1-7 

(85-1177(Suido ka) 

（ (85-1173

Gesuido） 

分为水道行政楼【水道课】和下水道行政楼【下

水道课】。 

Mizunoshisho 

 

Hatayamashisho 

 

Shinanoshisho 

 

 

Nakamizuno cho 1-150 

（48-1111） 

 

Hatayama cho 71

（82-2680） 

Shinano cho 6-105 

（41-1111） 

可交付居民票等的证明书和收取市税等，还可

办理居民变动申报、户籍申报和印章注册等。 

还办理大件垃圾处理券事宜。 

Parutiisetoshiminsa

abisusentaa 

Hishinodanchishimin

saabisusentaa 

Sakaemachi 

45(Parutiiseto 1F)

（82-4191） 

 

Hishinodai 1-2-201 

（87-1155） 

可交付居民票等的证明书和收取市税等。周六

周日也可利用。 

Saien 
Harusame cho 38 

（82-8800） 
这里是瀬戸市运营的殡仪馆。 

Owarisetozeimusho 
Kumano cho 76-1 

（82-4111） 
 

Setonenkinjimusho 
Kyoueidouri 4-6 

（83-2412） 
 

Setokoukyoshokugyou

anteijo 

Higashinagane cho 86 

（82-5123） 
 

垃圾/ 

再循环利用 

 

Shigenrisaikurusent

aa 

Higashiyoshida cho 

2-1 

（21-3196） 

这里是可运入资源物的设施。 

Haruokasentaa 

 

Owariasahi shi 

karuoha cho 33-1 

higashi（54-1643） 

可运入因搬家等而产生的临时性大量垃圾。 

健康/福祉 

Yasuragikaikan 

 

Kawabata cho 1-31 

（85-5511(kenkou 

ka）） 

有瀬戸市健康课和瀬戸市社会福祉协议会等。 

Roujinikoinoie 
Suhara cho 100 

（83-5610） 
作为休息场所向 60岁及以上高龄人士开放。 

Aichikenhokenjo 
Mitsuke cho 38-1 

（82-2196） 
 

Kouritsutouseibyoui

n 

Nishioiwake cho 160 

（82-5101） 
这里是支撑地区医疗的综合医院。 

※市外局号为(0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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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儿/咨询 

Setoyougogakkou 

(sakuranbogakuen) 

Hagiyamadai 2-22 

（76-4391） 

Hagiyamadai 9-244 

（76-2263） 

这里是面向有肢体障碍的儿童和初中生的特别

支援学校。一并设置在小学初中里，不论儿童

和初中生是否有肢体障碍，均进行促进相互理

解的教育。 

Nozomigakuen 
Harayama cho 1-14 

（82-0154） 

这里是有健康障碍或发育迟缓而需要支援的就

学前孩童保育园设施。还提供称为“长空”的

医疗保育咨询。 

Hattatsushienshitsu 
Miyawaki cho 48 

（88-2415） 

该机构应对来自希望小孩平稳发育的各位保护

人和各位孩童支援相关人员的咨询。 

 

Kateijidousoudanshi

tsu 

Sakae cho 

45(Parutiiseto 3F) 

（82-1990） 

进行以未满 18 岁未成年人和保护人为对象的

育儿咨询。主要咨询内容为育儿、养育、性格、

欺辱、不去上学和虐待等。 

安全/放心 

Shoubouhonbu ･

syoubousho 

Naeba cho 101 

（85-0119） 
 

Setokeisatsusho 
Harayama cho 1-2 

（82-0110） 
 

文化/ 

观光设施 

Parutiseto Sakaemachi 45 

这里十分繁华，是作为交流和学习活动据点的

火车站前大楼。有商业店铺、国际中心、濑户

大学联合体、儿童空间和信息图书室等。 

也可使用会议等的设施。 

Setogura/setoguramy

ujiamu 

Kurasyo cho 1-1  

（97-1555） 

这里的设施有濑户藏博物馆、山茶厅、物品销

售、餐饮店和会议室等，许多市民和观光客等

前往。 

Bunkasentaa/ 

Setoshibijutsukan 

Nishiibara cho 113-3 

（84-1811） 

由文化大厅、文化交流馆和瀬戸市美术馆这 3

座建筑构成，美术馆在举办常设展之外，还举

办策划展和特别策划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