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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廊小柳 

"私人艺术世界"

小柳画廊藏在八楼的建筑物后面。在这里，你会发现大约30个艺术空间，都
由本地和外国的老牌艺术家（苏菲卡莱，里内藤，尹熙昌）占领。这是一个
需要时间和安静的空间（这是东京最大的商业艺术空间之一），都将获得丰
厚的回报。

 +81 3 3561 1896  www.gallerykoyanagi.com
/

 Mail@gallerykoyanagi.com  1-7-5 Ginza, 9th Floor,
Koyanagi Building, 东京

 by Wiiii   

东京当代艺术博物馆 

"国际艺术与文化交流"

这个博物馆的目的是提供一个国际艺术和文化交流的场所。它是东京唯一的
系统汇集国内外当代艺术的博物馆。永久收藏画廊展出约3,800件作品。建于
1995年，建筑的结构是惊人的当代。设施包括临时展览画廊，演讲室，艺术
图书馆，博物馆商店，餐厅和自助餐厅。

 +81 3 5245 4111  www.mot-art-museum.jp/en/  4-1-1 Miyoshi, Koto City, 东京

 by ad photo   

21_21设计视觉 

"设计奉献"

21_21 Design Sight是安藤忠雄和三宅一生的爱情劳动。它对所有可以设计
的东西，从家具到餐具，再到建筑，都闪耀着一种欣赏的光芒。这里举办了
很多的展览和工作坊，21_21的主要功能是为设计师和工匠提供一个富有创意
的聚会场所。建筑本身是平坦的三角形，就像折叠式的折纸设计。

 +81 3 3475 2121  www.2121designsight.jp/
en/

 info@2121designsight.jp  9-7-6 Akasaka, 东京

 by cocoparisienne   

富士胶片广场 

"不仅仅是电影和相机"

与尼康和佳能一起，富士胶片是日本摄影业的重头戏之一。富士胶片广场位
于六本木，致力于富士的一切，是与朋友或家人一起度过一段时间的好地方
。以摄影为中心的现代化复杂中心，富士已经涉足了50年，还展出了涉及富
士胶片的其他产品，如医疗保健或改善生活方式。无论您想要进入一个免费
的画廊，购买限量版画册，将一些新开发的润肤剂涂抹在您的皮肤上，或者
了解富士胶片的历史，只需一次去富士胶片广场就能完成这一切！

 +81 3 6271 3350  fujifilmsquare.jp/en/  square@fujifilm.co.jp  9-7-3 Akasaka, 东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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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Kakidai   

东京大都会美术馆 

"坚持传统"

东京都立美术馆成立于1926年，在其六大展厅中展示了各式各样的日本艺术
形式。除了举办日本传统手工艺展览，日本当代艺术家的平面设计和书法展
览，还为即将到来的爱好者举办了艺术讲座和研讨会。入场费根据展览而有
所不同。有关更多详情，请查看网站。

 +81 3 3823 6921  www.tobikan.jp/  8-36 Ueno Park, 东京

 by marahami   

国家艺术中心，东京 

"人与艺术"

东京国家艺术中心比博物馆更多的是一个展览馆，其中有14000多平方米的美
术作品。该中心专门从事不断变化的临时展览，专注于现代与古典艺术的多
样性。该中心主题设计师柏之SATÔ说，该设施的重点是促进“人与艺术之间
更加开放的新型关系”。

 +81 3 5777 8600  www.nact.jp/  7-22-2 Roppongi, 东京

 by mattlucht   

森艺术博物馆 

"鼓励当代艺术"

森美术馆于2003年10月开业，致力于当代艺术，受到专家们的广泛好评。
每个展览都有自己特定的主题，并展示了一些相关的作品 - 绘画，照片和印
刷品。该博物馆不仅鼓励日本艺术家创作创新作品，而且还通过各种公共项
目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观众。森艺不举办永久展览，场地在没有显示器时
关闭。

 +81 3 5777 8600  www.mori.art.museum/  info@mori.art.museum  6-10-1 Roppongi, Roppongi
Hills Mori Tower 53F, 东京

 by Wiiii   

Watari-Um当代艺术博物馆 

"参展当代艺术"

Watari-Um博物馆是东京众多博物馆的另一个补充，旨在促进和保护当代艺术
。在众多的展览中，各种日本艺术品以及外国艺术家的作品在Watari-Um的墙
壁上展现出来。此外，博物馆还通过为热心的年轻人提供平台来提升即将到
来的人才。一个更好地了解当代艺术世界的好地方。

 +81 3 3402 3001  www.watarium.co.jp/  official@watarium.co.jp  3-7-6 Jingumae, 东京

 by Letiha   

Arataniurano 

"当代艺术画廊"

艺术爱好者在Arataniurano的形式有一个新的目的地在东京体验伟大的艺术
。画廊成立于2007年，并成功地创造了一个当地人和旅客的新的追随者。他
们在各种形式的当代艺术中脱颖而出，并且在创新和实验形式上有很大的把
握。他们与既定的艺术家一起工作，并承诺即将到来的艺术家在画廊中描绘
他们的收藏。

 +81 3 5422 8320  urano.tokyo/  info@arataniurano.com  3-1-15-2F Yubinbango, 东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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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Engin_Akyurt   

美沙子和罗森 

"新兴艺术家"

丰岛美沙子和罗森都是为了推动这个城市的新兴艺术家。该画廊致力于在当
代艺术领域推广精彩的新兴人才。今天，这个画廊是整个东京都最大的艺术
空间之一，他们的收藏品包括多种媒介和艺术形式。雕塑，绘画和许多其他
当代艺术形式在他们的许多展品展示。

 +81 3 3246 1452  www.misakoandrosen.jp/  gallery@misakoandrosen.j
p

 3-27-6 Kita-Otsuka,
Toshima, 东京

 by Tyoron2   

文化村博物馆 

"西方艺术，紧凑型设置"

Bankamura博物馆主要集中展示各种形式的艺术，无论是古典艺术还是当代艺
术。他们有时可能会有一个艺术家的作品，或者有一个主题布局的许多艺术
家的高潮。他们通常每年举办4-6场展览，展出四个主题 - 19世纪和20世纪
的西方绘画，国际知名的艺术作品，摄影和女性艺术家的作品。请参考网站
的费用，因为入场取决于展品类型。

 +81 3 3477 9111  www.bunkamura.co.jp/s/  museum@bunkamura.co.jp.  2-24-1 Dogenzaka, Shibuya,
东京

 by Photo By blmurch   

Tom画廊 

"互动式图库"

汤姆廊由Ado Muraya和Harue Murayama于1984年建成。他们希望有视觉障碍
的人感受和欣赏雕塑。有一天，他们的儿子Ren Muraya说：“我们有视力障
碍的人也有权享受罗丹的作品，这是他们建造这个画廊的灵感。自开幕以来
，给视障人士带来了欣赏这种艺术的乐趣。

 +81 3 3467 8102  www.gallerytom.co.jp/in
dex.html

 tom@gallerytom.co.jp  2-11-1 Shoto, 东京

 by dailyinvention   

长谷川町艺术博物馆 

"最喜欢的孩子们的乐趣"

来自绳文陶器的愉快的喘息机会将会是长谷川镰刀的明亮和吸引人的漫画剧
目的访问。她是日本最受欢迎的漫画之一Sazaesan的作者。她的作品中的所
有人物都是以海产品命名的，她以人们的视角来描绘战后的社会状况。
Machiko Hasegawa已经开设了一个博物馆，不仅展示她自己的作品，还展示
了她个人收藏的西洋作品 -
包括一件Chagall作品！一间视听室为孩子提供娱乐，是观众的支柱。

 +81 3 3701 8766  www.hasegawamachiko.jp/  1-30-6 Sakurashinmachi, 东京

 by saname777   

世田谷美术馆 

"艺术在世田谷"

这个艺术博物馆位于世田谷区地区，是一个全年举办展览的大型展览馆。配
有商店，礼堂，演讲室和图书馆，它拥有适合欣赏艺术品的所需设施。酒店
内的餐厅供应午餐和小吃。博物馆还有三个附属功能与主建筑 - 向井俊吉，
清川太极和宫本三郎合作。因此，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游客涌向这个艺术天
堂，这也就不足为奇了。

 +81 3 3415 6011  www.setagayaartmuseum.or.jp/  1-2 Kinuta-koen, 东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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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scarletgreen   

千代岩崎美术馆 

"儿童书插图"

来自日本最着名的儿童书籍插图画家之一的作品构成了博物馆收藏的大部分
。主要是纪念岩崎千寻（1918-1974）的纪念馆，1977年在她的工作室（已经
修复）的基础上成立。收藏包括她的个人书籍和信件的例子。显示器每年更
换六次。永久收藏包括约8000个原创作品，包括早期草图。最近，博物馆还
赞助了海外艺术家的图画书和其他日本插图画家的展品。

 +81 3 3995 0612  chihiro.jp/  4-7-2 Shimoishi Kami, 东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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