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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岛表门桥完成图 

Ⅰ“出岛复原修建项目”和“夜景观光” （长崎市投稿） 

第三期、四期复原项目完成图 

  亚太城市峰会通讯 
 No.33   2016年 3月号 

 

 

 

 

 

 

 

 

 长崎市是日本著名的观光胜地，本次月刊向各位介绍它是如何利用历史文化遗产振兴该市旅游业的。 

“出岛复原修建项目” 

  出岛是日本闭关锁国时代唯一一处向欧美开放的“窗口”。 

  在椰城（现为印尼首都雅加达）设立据点，和荷兰开展贸易

往来，从而与欧洲以及东南亚各国建立联系。 

  当时，日本出口银、铜以及陶瓷器等，从欧洲进口毛织品和

玻璃产品，从东南亚则进口染织品、糖、中药材（调味料）等。 

  日本打开国门后，即明治以后，出岛周边不断填海造地， 

到了明治 37 年（1904 年），虽然失去了它恍若一把扇子漂浮在

海面上的原有形状，但因为在闭关锁国时代它对日本近代化所起的重大作用，于大正 11年（1922年）

被指定为国家历史遗址。 

  目前，重现出岛当时风貌的修建工作正在不断进展，

当年商馆馆长们居住的房屋等 10 幢建筑物原貌再现，护

岸修建业已完工。 

  当年日本官员办公楼以及仓库等6幢建筑预计今年秋

天竣工，在这些楼房里计划设置“与世界相连”主题展。

出岛表门桥也将于明年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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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景观光” 

  以长崎港为中心，群山环绕，成盆状地形，打造出长崎独有的夜景，再加上稻佐山、锅冠山、风头

公园等为代表的可多角度观赏夜景的景点，长崎夜景深受好评，已于 2012 年与摩纳哥、香港并列，被

评为“世界新三大夜景”。 

  特别是从稻佐山观赏的夜景，人称其值“1000万美元”，堪称“昂贵夜景”。而稻佐山作为日本屈指

可数的夜景欣赏胜地，为世人熟知，赢得极高人气。 

  在长崎市整个观光产业中，夜景观光直接带来当地住宿游客的增加，是一笔很重要的旅游资源。在

全市对夜景观光业的推动之下，长崎市游客数量不断

增加，2014年度长崎市游客创历史新高，约630万人，

住宿游客也达到了 274万人。 

  为了便于更多人前来欣赏夜景，这几年，长崎市

完善了稻佐山山顶观景台和索道，并预计 2016 年 3

月对锅冠山的观景台也进行翻新，发挥长崎市可从多

个角度欣赏夜景这一长处，进一步提升夜景的魅力。 

 

 

 

 

 

 

介绍日本先进环保技术 —“环保技术专家会议” 

  联合国人居规划署福冈本部 2009年开始在福冈市举办“环

保技术专家会议”，介绍日本先进环保技术。 

  第 7届会议的主题为“防灾”，于 2015年 11月 16日和 17

日顺利召开。 

  会议开始于 2009年，因为当时亚太地区经济飞速发展，人

口增加，而城市和生活基础设施建设却一时赶不上需求的增长步

伐，出现了无明确城市建设计划而导致城区无序扩建等城市问题，

大家一致认为，为了保证今后经济的稳定发展，应该有计划地建设可持续发展的城市。 

  各国都面临着各种各样的问题，其中一些发展较快、中小规模的城市提出要学习日本先进的环保技

术，解决日本曾经出现过的相同问题，介绍日本先进环保技术“环保技术专家会议”应时而生。 

   2015年的会议参加者有来自亚太地区 13个国家和地区（※1）负责城市政策的政府相关人员、联

合国人居规划署当地事务所工作人员、日本国家以及地方城市政府人员、防灾产品开发相关民间企业以

及灾害处理团体。 

 

 

Ⅱ 联合国人居规划署福冈本部报道（连载 8） 

※1参加的国家和地区 

阿富汗、孟加拉国、柬埔寨、中国、老挝、蒙古、缅甸、尼泊尔、南太平洋岛屿国、巴基斯坦、菲律宾、斯里兰卡、越南 

稻佐山夜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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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天，国外各市代表就自己城市的现状和面临的主要

问题作了介绍。 

  不断遭受季风、台风导致的洪水和塌方等灾害是亚太地

区共同面临的一个问题。 

  各市提出了当这些灾害发生时如何保护城市尽量少受

损失以及如何提高城市的抗灾能力等问题。 

  第二天，由日本方面介绍了政府和民间采取的具体防灾

措施，国家和地方政府介绍了防灾政策以及与市民一同推行

的具体防灾活动，而民营企业和团体则介绍了通过 IT 技术进行灾害信息的收集、提供以及灾情统计等

方面的技术、防止洪涝期间堤坝和河岸被河水侵蚀的施工方法，还介绍了跨企业将紧急救援物资顺利运

往受灾地的团体活动等。 

  第二天下午安排参观福冈市内防灾相关设施。 

  与会的各市代表们在参观防雨水侵入的拦水板

以及用于调节河水水量防止洪涝的人工调节水池时，

听取了实际操作情况，在自然灾害模拟体验设施福冈

市防灾中心，各市代表们体验了要打开受强烈水压阻

扰的车门需要多大的力气。 

  “环保技术专家会议”上提供的技术和方案包括

计划的制定、市民环保意识的启蒙和教育等等，从基

本不产生费用即可采取的措施到需花费大额经费的

设施建设等，内容各式各样，自会议开始召开以来，

因该会议结缘，开展了几个试验性项目，日本先进的环保技术得以

对亚太地区可持续发展环保型城市建设出力。 

 

 

 

 

   柬埔寨代表介绍柬埔寨自然灾害情况 

日本环保措施事例发表后，缅甸等各国代表们踊跃提问，交流场面活跃。 

越南和斯里兰卡的参加者们参观人工调节池内部，       

体验打开受强大水压阻扰的车门 

第6届会议举办之后，2015年

4 月，环境绿化保护顾问公司

（福冈）在蒙古乌兰巴托市开

展的用煤灰铺装的试验性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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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向各位介绍福冈市文化相关讯息。福冈市有福冈市美术馆、福冈亚洲美术馆、福冈市博物馆

等三大市立美术馆，其中历史最悠久的是福冈市美术馆，建于 1979年。 

  这次，向各位介绍的是今年 4月 17日～ 6月 12日在福冈市美术馆举办的特别展。 

 

 

 

 

 

 

   

土生华人（Peranakan）是指定居东南亚一带、与当地女性结婚的移民

的子孙（主要为中国移民）。定居在交通要塞新加坡以及马来西亚、印度尼

西亚等地的华人们数百年来积极吸收欧亚文化，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混合文

化。其中，叫“可巴雅”的上衣与用印度尼西亚蜡染布做成的“纱笼”裙

子是当地女性的时尚着装。 

  本次展览上展出了新加坡国立亚洲文明博物馆以及当地华人名门望族

李家的收藏品、纱笼、可巴雅、印度花布女袍、首饰、串珠凉鞋等大约 140

件物品。通过本次展览，试图从 18 世纪到 20 世纪的时尚中去解读超越国

家界限的土生华人文化的多重性，并进而解读和日本之间的联

系。 

  本展览重点展示 19世纪后半期开始 100多年来当地华人

女性时尚的变迁。19 世纪后半期流行用天然染料染色的蜡染

布，到了 20世纪初，花纹更繁复，布料也改用薄而透明的欧

洲玻璃纱，传统服饰开始被欧洲女性穿用，出现了束腰白色上衣。布料方面也开始

出现精致的蕾丝料的、质地鲜艳上面绣有丰富刺绣图案的布料等等，充分展示了各

时代华人女性的时尚。纱笼和可巴雅等服饰，东从中国一直到欧洲，吸收各地的时

尚元素，呈现新的美感，从这些服饰的变迁上也可以窥见超越所谓国家和地域的限

制、彼此间曾经进行密切交流的历史痕迹。 

  与“可巴雅”一同展出的蜡染布也汇集了 Eliza van Zuylen 和 Oey Soe Tjoen

等蜡染界名家们的作品。此外还有串珠凉鞋和手帕等小装饰品的展出，其中，与可

巴雅等传统服饰一起佩戴的、体现土生华人独特时尚文化的华丽金银珠宝首饰的展

览非常值得一看。 

 

 

 

Ⅲ 日本·新加坡建交 50周年纪念活动 

纱笼和可巴雅：新加坡的美丽服饰—多文化世界中的土生华人和时尚 

Singapore, Sarong Kebaya and Style – Peranakan fashion in an interconnected world 
（福冈美术馆投稿） 

可巴雅（20世纪50年代） 

土生华人博物馆（Lee Kip Lee夫妇捐赠） 

腰布（20世纪50年代） 

Lee Kip Lee夫妇收藏 

Copyright of Asian Civilisations Museum, 

Singapore 

胸针（1900～1920年） 

Lee Kip Lee夫妇收藏 

Photography by Ken Che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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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冈市作为亚太地区的“门户”城市，历来与各国间有着密切的交流。福冈市美术馆自 1979 年开

馆以来，介绍亚洲美术一直是该馆重量级的活动之一。2016年恰逢日本和新加坡建交 50周年，本次特

别展也是周年纪念活动之一。新加坡很容易被误以为是一个年轻的国家，但当地华人的历史却已有数百

年，从 18至 20世纪的时尚中也可见一斑。希望借本次特别展，通过对东南亚首屈一指的港湾城市新加

坡传统文化以及和日本文化之间的关联性和相同点的介绍，加深彼此间的理解并进一步增进友谊。 

 

举办方 

主办：福冈市美术馆、涉谷区立松涛美术馆、新加坡国立亚洲文明博物馆 

赞助：新加坡政府观光局 

航空公司：新加坡航空 

 

地点以及展期 

展期：2016年 4月 17日（周日）～ 6月 12日（周日）  

地点：福冈市美术馆   

    810-0051   福冈市中央区大濠公园 1-6 

    电话：092-714-6051 传真：092-714-6145 

    www.fukuoka-art-museum.jp/ 

    门票：成人 200日元 

 

 

 

 

 

★欢迎各会员城市负责人踊跃提供信息。 

热门事件、新开展事业、城市问题的关键性解决措施等，凡与贵市城市问题解决对策有关的内容，都欢迎踊跃提供。

（通讯内容上传在亚太城市峰会网站，也会通过E-mail方式寄给各会员城市） 

 

 

 

 

 

 

召开日期 会议名称 召开城市 

2016年 11月或 12月 第 11届实务工作者会议 怡保市（马来西亚） 

 
 
 
 

亚太城市峰会今后预定计划 

 

礼袍（18世纪） 
土生华人博物馆（Lee Kip Lee夫妇捐赠） 
Copyright of Asian Civilisations Museum, 
Singap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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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发行】 2016年3月10日  亚太城市峰会秘书处（福冈市总务企划局国际部）  

〒810-8620 日本国福冈市中央区天神1-8-1   

电话: +81-92-711-4028  传真: +81-92-733-5597 

E-mail: apcs@city.fukuoka.lg.jp  

Website: http://apcs.city.fukuoka.lg.jp/cn 

 

 

 

 

 

亚太城市峰会： Asian-Pacific City Summit为解决亚太地区城市问题，通过市长会议和实务工作者会议，

为城市间的合作和交流构建平台。 

奥克兰市（新西兰） 

曼谷都（泰王国） 

布里斯班市（澳大利亚联邦） 

釜山广域市（大韩民国） 

长沙市（中华人民共和国） 

大连市（中华人民共和国） 

福冈市（日本国） 

广州市（中华人民共和国） 

光阳市（大韩民国） 

胡志明市（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 

香港特别行政区（中华人民共和国） 

檀香山市（美利坚合众国） 

怡保市（马来西亚） 

雅加达特别市（印度尼西亚共和国） 

济州特别自治道（大韩民国） 

 

鹿儿岛市（日本国） 

北九州市（日本国） 

吉隆坡市（马来西亚） 

熊本市（日本国） 

马尼拉市（菲律宾共和国） 

宫崎市（日本国） 

长崎市（日本国） 

那霸市（日本国） 

大分市（日本国） 

浦项市（大韩民国） 

佐贺市（日本国） 

上海市（中华人民共和国） 

新加坡共和国 

乌鲁木齐市（中华人民共和国） 

符拉迪沃斯托克市（俄罗斯联邦） 

 

亚太城市峰会(APCS)会员城市  13个国家、30个城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