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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Wiiii   

江户东京博物馆 

"历史与建筑"

历史和建筑爱好者都将欣赏那座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巨大柱子的当代建筑。日
本桥（日本首屈一指的桥梁）设置在体育场大小的穹窿中，将封建的东京（
江户）与现代的东京（1868年以来）分开。在常设展区，您将找到原始文件
。日常生活的怀旧方面被描绘成规模而不受展示柜的限制。各种民间手工艺
的不断演绎，将日本丰富的文化传统带入了生活。不要错过江户城和歌舞伎
剧场的模型。访问网站查看访问者信息和事件日历。

 +81 3 3626 9974  www.edo-tokyo-museum.or.jp/sp  1-4-1 Yokoa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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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blic Domain   

画廊马 

"建筑奇迹"

日本是所有建筑爱好者的避风港，特别是东京，因为这个城市正在发展，其
建筑进程已经越过了所有的界限。在位于Toto Nogizaka大楼三楼的美术馆，
您可以观察到日本一些最着名的建筑师所做的最奇特和最特别大胆的作品。
要了解更多关于画廊马，请访问他们的网站。

 +81 3 3402 1010  jp.toto.com/gallerma/  1-24-3 Minami-Aoyama, TOTO Nogizaka
Building 3rd Floor, 东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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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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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ns   

画廊A4 

"体验架构"

画廊A4是一个罕见类型的画廊展示与建筑相关的艺术作品。它将通过使用模
型，照片和电影等各种媒体的展览来教会您建筑的魅力。这个画廊还举办了
一些研讨会，让你从另一个角度看建筑。请注意，每个展会的营业时间可能
会有所不同。如果您想获得更多信息，请访问网站。

 +81 3 6660 6011  www.a-
quad.jp/index.html

 gallery@A-quad.jp  1-1-1 Shinsuna, 东京

 by Kazuhisa OTSUBO   

根津博物馆 

"一流的美术"

这里是另一个商人的收藏品（根津一郎1860-1940），已经成为一流的博物馆
。很好代表的是日本的传统艺术作品。这个博物馆因14世纪的“那智瀑布”
（Nachi Waterfall）的绘画，屏风（Korin的虹膜）和茶具而广为人知。宋
元和中国王朝的绘画也有很好的收藏。

 +81 3 3400 2536  www.nezu-muse.or.jp/sp/  info@nezu-muse.or.jp  6-5-1 Minami Aoyama, 东京

 by scarletgreen   

冈本太郎纪念馆 

"艺术家的视野"

冈本太郎纪念馆是大艺术家冈本太郎的作品。宏伟的雕塑和绘画填补了博物
馆。这个博物馆是他的房子和工作室，他创造了许多着名的艺术品。在这里
您还可以看到罕见的手稿，也举办各种展览。他奇怪的艺术品会刺激你的创
造力。

 +81 3 3406 0801  www.taro-okamoto.or.jp/  museum@taro-
okamoto.or.jp

 6-1-19 Minami-Aoyama, 东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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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Keiichi Hida   

东京大都会天体艺术博物馆 

"王室的展览"

这个战前豪宅是由Henri Rapin以装饰艺术风格设计的，后来由东京都政府主
持，这个战前大厦是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为朝霞王子建造的。除了临时的展
品之外，房子本身也值得一游，欣赏可爱的拉利克作品，玻璃和窗户作品。
修剪整齐的理由受到野餐人员的青睐。临时展品是不拘一格的。例如，一个
展览展出了日本美国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美国监禁的作品。

 +81 3 3443 0201  www.teien-art-museum.ne.jp/  5-21-9 Shirokaned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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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Kazuhiro Ishii   

江户东京露天建筑博物馆 

"过去完成时"

有没有想过几十年前日本的房子和商店呢？那么，这是你获得知识的机会。
东京的大部分建筑遗产在关东大地震和二战爆炸事件中被摧毁。为了取回过
去，东京都政府在1993年建立了江户东京博物馆（Tatemono en）（露天建筑
博物馆）。该博物馆有27栋（沿着四条街道的计划）沿着小街道从江户中期
到昭和中期的建筑时间线。不要错过藤岛家庭的茅草屋顶农舍，旧邮箱，上
野消防局的望楼顶部以及银座砖头的砖头。走过街头，历史课！江户东京露
天建筑博物馆每周一关闭（周一是国定假日，第二天关闭。）

 +81 42 388 3300  www.tatemonoen.jp/  3-7-1 Sakuramachi, Kogan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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