街角展览馆

No.1江户扫帚展览馆

No.3

佛坛、佛具历史馆

在现代生活中复苏的扫帚之“力”

观赏优美庄严的东京佛坛

管理者：株式会社白木屋中村传兵卫商店
地址：东京都中央区京桥3-9-8
开馆时间：10:00～19:00
开馆日 ：周一～周六
（公共假日以及年末年初等除外）

We will introduce a wide variety of cultural treasures
以江戸开府４００年来的历史与传统而自豪
of the Chuo City handed down for 400 years from the
以下介绍中央区传承至今的多样文化资源

交通手段：
A

Edo Period

自江户时代以来，中央区就作为日本的文化、工商
业和信息中心发展至今，是一个大有渊源并以其漫
长历史和传统为傲的街区。面积虽不大，拥有以作
为江戸五街道起点的名桥“日本桥”、世界闻名的
购物大街“银座”、日本的墙街“兜町”、饮食文
化中心“筑地”、佃和月岛等地为代表的众多水边
景点充满各种魅力。许多人聚集在此，街区繁华热
闹，活力十足，取得了令人惊叹的发展成就。
在开府以来的400多年里，中央区备受历史及传统的
滋养，通过从江户时代以来开业至今的老字号和本
地祭祀活动等，将多种文化资源传承下来。
为了让中央区的魅力能够广为人知，我们整合本地
文化資源并开设了“街角展览馆”。在展览馆的陈
列柜里陈列着来自老字号小店的传统工艺品，还展
示有企业的造物和历史，又或下町祭祀所使用的神
舆等等，規模不等，展示方法多样，可以一窥中央
区所引以为豪的文化。请务必前来造访中央区的
“精髓”。

管理者：株式会社安田松庆堂
地址：东京都中央区银座7-14-3
开馆时间：10:00～18:00
开馆日：每天
（年末年初除外）
交通手段：

宝町站Ａ３出口

徒步１分钟

A

京桥站第２出口

徒步２分钟

E

No.2

七宝资料馆

东银座站第4出口徒步3分钟
筑地市场站A3出口徒步4分钟

No.4

渡边木版画展览馆

观赏五光十色、绚丽多彩的琉璃等美轮美奂的七宝

管理者：株式会社安藤七宝店
地址：东京都中央区银座5-6-2
开馆时间：周一～周五／10:00～18:30
开馆日：每天
（年末年初除外）
交通手段：

周末及公共假日／10:30～18:30

从浮世绘到现代版画，收藏了日本的各种木版画

管理者：株式会社渡边木板美术画铺
地址：东京都中央区银座8-6-19
开馆时间：周一～周六／10:00～18:00
开馆日：周一～周六、公共假日
（年末年初除外）
交通手段：

银座站A1出口徒步1分钟
A

东银座站第1出口徒步4分钟

银座站B3出口徒步6分钟
JR

A

新桥站银座出口徒步4分钟

公共假日／10:00～17:00

No.5

月光庄画材展览馆

No.7 足袋博物馆

悠闲地解读一百年来的历史

管理者：株式会社月光庄画材店
地址：东京都中央区银座8-7-2
开馆时间：11:00～19:00
开馆日：每天
（年末年初除外）
交通手段：

No.6

A

在足尖了解极致的装饰美学

管理者：有限会社大野屋总本店
地址：东京都中央区新富2-2-1
开馆时间： 9:00～17:00
开馆日 ：周一～周五
（公共假日以及年末年初等除外）
交通手段：

银座站B3出口徒步5分钟
JR

管理者：公益财团法人 松竹大谷图书馆
地址：东京都中央区筑地1-13-1 银座松竹广场３F
开馆时间： 10:00～17:00
开馆日 ：周一～周五
（公共假日、年末年初以及每月最后一个周四除外）

徒歩１分钟

A

新桥站银座出口徒步4分钟

银座KANAME屋•发簪和服饰品展览馆

管理者：株式会社KANAME屋柴田
地址：东京都中央区银座8-7-18
开馆时间：平日／11:00～20:30 周六／12:00～19:00
开馆日：周一～周六
（公共假日、年末年初等除外）
交通手段：
新桥站银座出口徒步3分钟

东银座站第５出口
新富町站第１出口

徒歩３分钟

徒歩８分钟

No.10 门帘、灯笼、画稿展览馆

No.8 水野印刷博物馆
观赏推动文明发展的“印刷”的真正价值

管理者：MIZUNO PRITECH株式会社
地址：东京都中央区入船2-9-2
开馆时间：10:00～16:00
开馆日 ：周一～周五
（公共假日以及年末年初等除外）
来访需提前预约。
交通手段：

银座站B3出口徒步5分钟
A

入手戏剧、电影剧本等贵重资料

交通手段：

新富町站第２出口

典雅的银座老店，珍奇的和服饰品

JR

No.9 松竹大谷图书馆

将洒脱的江户文字与现代联系起来

管理者：有限会社津多屋商店
地址：东京都中央区筑地6-5-5
开馆时间：7:30～17:30
开馆日 ：周一～周六
（公共假日、年末年初和休市日等除外）
交通手段：

新富町站第５出口

徒歩５分钟

八丁堀站Ａ２出口

徒歩５分钟

筑地站第１出口
E

徒歩５分钟

筑地市场站Ａ１出口

徒歩１０分钟

No.11 牙签资料馆

No.13 小津史料馆

寄寓于“钓樟”之中的匠人手艺与江户之“粹”

管理者：株式会社日本桥猿屋
地址：东京都中央区日本桥室町1-12-5
开馆时间：10:00～18:00
开馆日 ：周一～周六
（公共假日除外）
交通手段：

No.15 小传马町牢屋敷展览馆

支撑起江户文化与生活的纸张以及纸商历史

管理者：株式会社小津商店
地址：东京都中央区日本桥本町3-6-2
开馆时间： 10:00～18:00
开馆日 ：周一～周六
（年末年初除外）

小津本馆大楼

交通手段：

三越前站Ａ１出口 徒歩５分钟

准确再现牢屋敷内构造和设施

管理者：小传马町一之部町会
地址：东京都中央区日本桥小传马町5-19
开馆时间：9:00～20:00
开馆日 ：年末年初以外每日开放

十思广场别馆内

交通手段：

JR 新日本桥站第５出口
小传马町站第３出口

徒歩２分钟

小传马町站第４出口

徒歩３分钟

徒歩５分钟

三越前站Ａ６出口 徒歩５分钟

No.12 第一三共药物博物馆

No.14 伊场仙浮世绘博物馆

与药物变得更亲密

管理者：第一三共株式会社
地址：东京都中央区日本桥本町3-5-1
开馆时间： 10:00～18:00
开馆日 ：周二～周日、公共假日、调休日
(年末年初除外)
交通手段：
JR 新日本桥站第５出口

从江户团扇到现代艺术涉猎广泛的展览

管理者：株式会社伊场仙
地址：东京都中央区日本桥小舟町4-1
开馆时间：8:00～20:00
（店铺营业时间为10:00～18:00／周一～周五）
开馆日 ：年末年初以外每日开放
交通手段：

徒歩１分钟

三越前站Ａ１０出口

徒歩２分钟

No.16 江户屋所藏板刷和刷子展览馆

JR

新日本桥站第５出口
三越前站Ａ６出口

曾获将军宗家认可的“江户板刷”的技术与美

管理者：株式会社江户屋
地址：东京都中央区日本桥大传马町2-16
开馆时间：9:00～17:00
开馆日 ：周一～周五
（公共假日以及年末年初等除外）
交通手段：

徒歩５分钟
徒歩６分钟

小传马町站第３出口

徒歩５分钟

JR 新日本桥站第５出口 徒歩１０分钟

No.17

ICHIMASU田源

和服衣料批发商博物馆

No.19

葛笼学习馆
近距离感受葛笼的魅力和匠人的技能

追溯在幕末飞速发展的近江商人的足迹

管理者：株式会社田源
地址：东京都中央区日本桥堀留町2-3-8
开馆时间：9:00～17:00
开馆日：周一～周五（年末年初除外）
交通手段：

No.18

管理者：有限会社岩井商店
地址：东京都中央区日本桥人形町2-10-1
开馆时间：10:00～17:00
开馆日：周一～周六（公共假日、年末年初除外）
因制作葛笼，有时可能无法进店
交通手段：

小传马町站第1出口徒步3分钟
A

A

江户东京组纽

龙工房体验展览馆

管理者：株式会社龙工房
地址：东京都中央区日本桥富泽町4-11
开馆时间：11:00～16:00
开馆日：周一～周五（公共假日、年末年初除外）
来访需提前预约。
交通手段：
S

幸免于战火的名匠力作神舆

管理者：箱崎町箱四町会
地址：东京都中央区日本桥箱崎町26-1
开馆时间： 8:00～21:00
开馆日 ：全年
交通手段：

人形町站A1出口徒步2分钟

水天宮前站第２出口

徒歩２分钟

人形町站A4出口徒步5分钟

No.20 浴衣博物馆

在推进“传统进化”的工房动手编织组纽（纽辫）

A

No21 箱崎町箱四町会神舆库

人形町站A4出口徒步2分钟
滨町站A1出口徒步7分钟

No.22 染物展览馆・虎之槛

人间国宝大师点染的精致浴衣花纹最为精采

管理者：三胜株式会社
地址：东京都中央区日本桥人形町3-4-7
开馆时间： ①15:00～
②16:00～（两个时间段・附有解说）
开馆日 ：周一～周五
（公共假日以及年末年初等除外）
来访需提前预约。
交通手段：
A

人形町站Ａ５出口

徒歩２分钟

深受江户人喜爱的高雅染物

管理者：有限会社高虎商店
地址：东京都中央区日本桥滨町2-45-6
开馆时间： 9:00～18:00 （仅周六到17:00为止）
开馆日 ：周一〜周六
（公共假日以及年末年初等除外）
交通手段：
S

滨町站Ａ２出口

徒歩１分钟

No.23 江户裱褙展览馆

No.25 聚玉文库美术馆

坚守江户裱装的“大经师”的技术与感性

管理者：经新堂稲崎
地址：东京都中央区日本桥滨町2-48-7
开馆时间：9:00～18:00
开馆日 ：周一～周六
（公共假日以及年末年初除外）
交通手段：
S

和纸老店收集至今的各种纸文化

管理者：株式会社榛原
地址：东京都中央区日本桥2-7-1
开馆时间： 10:00～18:30
（周六及周日到17:30为止）
开馆日：全年
（公共假日、年末年初以及盂兰盆假日除外）
交通手段：

滨町站Ａ２出口

徒歩１分钟

No.24 三菱仓库・江户桥历史展示美术馆

管理者：三菱仓库株式会社
地址：东京都中央区日本桥1-19-1
开馆时间： 平日／7:30～19:30 周六／7:30～13:30
开馆日 ：周一～周六
（公共假日以及年末年初等除外）
交通手段：

徒歩１分钟

No.26 兜町・茅場町街角展览馆

徒歩３分钟

日本桥站Ｄ４出口

徒歩４分钟

三越前站Ｂ６出口

徒歩５分钟

JR 东京站八重洲中央口

徒歩１５分钟

管理者：佃一丁目町会
地址：东京都中央区佃1-2-10附近
开馆时间：平时开馆
开馆日：全年

E

月岛站第６出口

“兜”之花车、当地神舆与消防资料

管理者：日本桥七之部联合町会
地址：东京都中央区日本桥兜町15-3
开馆时间： 8:30～20:00
开馆日：全年

茅场町站第１２出口

徒歩５分钟

No.28 石川岛资料馆

坂本町公园内

交通手段：

日本桥站Ｄ２出口

流传逸话的神舆、狮子头面具以及追忆往昔的照片

交通手段：

日本桥站Ｂ６出口

记录秀美的仓库与水运之都的变迁

A

No.27 佃街角展览馆

近代重工业发祥地石川岛的历变

管理者：株式会社ＩＨＩ
地址：东京都中央区佃1-11-8 Pier West 广场1F
开馆时间：10:00～12:00、13:00～17:00
（入馆至16:30为止）
开馆日 ：周三及周六
（年末年初除外）
交通手段：

徒歩２分钟

E

月岛站第６出口

徒歩６分钟

No.29 胜哄・丰海历史资料展览馆

符号

将江户人仪式美传承至今的神舆和消防队旗

东京Metro地铁 日比谷线
东京Metro地铁 有乐町线
东京Metro地铁 半藏门线
东京Metro地铁 银座线
东京Metro地铁 东西线
东京Metro地铁 丸之内线

管理者：胜哄町・丰海联合町会
地址：东京都中央区胜哄1-9-8 月岛第二儿童公园内
开馆时间：10:00～16:00
开馆日 ：毎月 第２个周六与周日
交通手段：
E

胜哄站Ａ４出口

E

都营地铁 大江户线

A

都营地铁 浅草线

S

徒歩１分钟

都营地铁 新宿线
百合海鸥线

可购物

No.30 故乡晴海资料展览馆
不断成长的街区新象征

管理者：晴海联合町会
地址：东京都中央区晴海2-4
开馆时间：平时开馆
开馆日：全年

晴海临海公园内

交通手段：
E

胜哄站Ａ２a出口 徒歩１０分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