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简体）

☎050-5541-8600（收费代理客服电话）
www.tnm.jp/?lang=zh_cn
9:30～17:00
闭馆30分钟前停止入馆
特別展的开馆时间请另行确认
每周一（❖）、新年假期
综合文化展:普通票价1,000日元、大学生500日元
高中生及以下或未满18周岁、或年满70周岁者免费（入馆时需提供证明）
特展费另行收取。

东京国立博物馆 黑田纪念馆
“现代西洋画之父”黑田清辉（1866-1924）留下遗愿将其部分财产用于推广日本
艺术。为达成其遗愿,于1928年建造了黑田纪念馆,现馆内展出着黑田清辉的油画、
素描和写生本等。

한국어

☎050-5541-8600（收费代理客服电话）
www.tnm.jp/?lang=zh_cn
9:30～17:00
闭馆30分钟前停止入馆
每周一（❖）、新年假期
免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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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立科学博物馆
事先入馆预约制 ※有可能会有变更

国立科学博物馆作为有关日本自然史以及科学技术史研究的核心研究机构,同时也
作为日本的先驱性博物馆在开展着活动。馆内共有2座建筑并常设有展厅,其中日本
馆的主题 为“日本列岛的自然环境与我们”,主要介绍日本多彩多姿的大自然;地球
馆的主题为“地球生命史与人类”,展览内容主要关于生物的进化、生物多样性以及
日本科学技术发展史。
☎050-5541-8600（收费代理客服电话）
www.kahaku.go.jp/chinese/
9:00～17:00
开放时间可能会延长
闭馆30分钟前停止入馆
每周一（❖）、熏蒸期（6月27日～7月1日）、12月28日～1月1日
常规展:普通票价或大学生630日元
高中生及以下或未满18周岁、或年满65周岁者免费（入馆时需提供证明）
*特展、特别企划展需另行支付入场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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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立西洋美术馆

国立西洋美术馆建于1959年,是日本唯一一家广泛收藏西洋美术展品的国立美术馆。
该馆以松方的藏品为基础,主要收藏莫奈、雷诺阿和高更等的印象派画作,以及奥古
斯特·罗丹的雕塑等。该建筑已被列为世界遗产地。
由于馆内设施维护的原因,国立西洋美术馆将于2020年10月19日（周一）～2022
年4月8日（周五）期间全面闭馆,并将于2022年4月9日（周六）重新开放。
☎050-5541-8600（收费代理客服电话）
www.nmwa.go.jp/zh/
9:30～17:30
周五、周六～20:00。
闭馆30分钟前停止入馆。
每周一（❖）、新年假期（12月28日～1月1日）
常规展:普通票价500日元 大学生250日元（需提供证明）
高中生及以下或未满18周岁、或年满65周岁者免费（入馆时需提供证明）
企划展另行收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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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艺术大学大学美术馆

这是一座位于日本唯一国立综合艺术大学——东京艺术大学校内的美术馆。馆藏
有明治时代至现代的约30,000件藏品,包括毕业生的作品以 及绘画、素描、雕 刻、
工艺、建筑、照片、乐谱等。
☎050-5541-8600（收费代理客服电话）
museum.geidai.ac.jp/en/
10:00～17:00（闭馆30分钟前停止入馆）
*有时会有变更
依不同展览而定。
依不同展览而定。
*详情请浏览网站。

事先入馆预约制 ※有可能会有变更

上野动物园于1882年开园,是日本最古老的动物园。动物园里有大约300种独特的
动物品种。
“熊猫森林”于2020年9月开放,这是为大熊猫和其他来自相同栖息地的
动物新建的繁育设施。
☎03-3828-5171
www.tokyo-zoo.net/chinese/
9:30～17:00 *闭园1小时前停止入园
每周一（❖）、12月29日～1月1日
普通票价600日元、年满65周岁300日元、中学生200日元、小学生及以下免费
*东京都内居民以及都内在读的中学生免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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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展览采取事先入馆预约制

东京都美术馆作为日本第一家公立美术馆,于1926年开馆。这里不仅举办着可以欣
赏日本国内外知名展品的特别展,还有各种各样的企划展和美术团体展等多种展览。
也欢迎仅利用这里的餐厅就餐或到博物馆商店购物。
☎03-3823-6921 www.tobikan.jp/cn
9:30～17:30 *闭馆30分钟前停止入馆
特别展期间的周五则开放至20:00
每月第1、第3个周一（❖）;特别展与企划展每周一停展;
新年假期;整顿闭馆日。
依不同展览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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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立国会图书馆 国际儿童图书馆

国际儿童图书馆是一座收藏有国内外儿童书籍的国立图书馆。拥有让儿童和成人均
可近距离感受儿童书籍乐趣的砖砌楼以及发挥儿童书籍专业图书馆作用的弧形楼
二栋建筑。砖砌楼始建于1906年,是一座具有文艺复兴风格的历史性建筑,而弧形
楼则是于2015年落成竣工的。完全对公众开放。
☎03-3827-2053
www.kodomo.go.jp/chinese/
9:30～17:00
每周一、每月第三个周三、节假日（5月5日除外）、
12月28日～1月4日
免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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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永寺

东叡山宽永寺由天海大僧正建于1625年,原为祈求天下万民平安的道场。之后,宽
永寺迎来了出身于皇室的住持,不仅成为了德川家的菩提寺,
还是江户地区唯一一个门迹寺院。虽然宽永寺在戊辰战争中
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但是现在依然可见它昔日的风貌。
☎03-3821-4440
10:00～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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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neiji.jp/
全年开放

免费

书道博物馆

☎03-3872-2645
www.taitocity.net/zaidan/english/shodou/
9:30～16:30 *闭馆30分钟前停止入馆
每周一（❖）
、
12月29日～1月3日、
部分用于管理目的的工作日
普通票价500日元、中小学高中生250日元

朝仓雕塑馆

朝仓雕塑馆原是日本近代史上具有代表性的雕刻家朝仓文夫的工作室兼住宅。现
已作为美术馆对外开放,展出着朝仓作品为中心的藏品。朝仓雕塑馆的主要建筑物
已被列入国家有形文化遗产名录、雕塑馆整片区域则被指定为国家名胜。
*请脱鞋进入馆内。请穿袜子（请勿光脚）。
☎03-3821-4549
www.taitocity.net/zaidan/english/asakura/
9:30～16:30 *闭馆30分钟前停止入馆
每周一、周四（逢假日开放,闭馆日顺延至次日）、
12月29日～1月3日、部分用于管理目的的工作日
普通票价500日元、中小学高中生250日元

（❖）周一如逢法定假日或调休日,则为开放日,而次日（周二）则闭馆。 ·除正常的闭馆日之外,有时可能会因维修等原因而临时闭馆。
·票价可能会不经预告而有所变动。
·如无特殊说明,学生亦适用普通票价。
·详情敬请直接垂询各设施或访问网站。
·展览及文娱活动开展期间,开放时间可能会有所延长。

☎03-3823-7451
www.taitocity.net/zaidan/english/shitamachi/
9:30～16:30 *闭馆30分钟前停止入馆
每周一（❖）
、
12月29日～1月3日、
部分用于管理目的的工作日
普通票价300日元、中小学高中生100日元

上野之森美术馆

*有些展览也可能无法使用银行卡

☎03-3833-4191 www.ueno-mori.org/
10:00～17:00
*闭馆30分钟前停止入馆 *有可能会有变更
换展期间 *敬请垂询。
依不同展览而定。

松坂屋上野店

■发行方
上野山文化园区联络协议会事务局
（台东区文化振兴课）
Website http://www.city.taito.lg.jp/

☎03-3823-2241

旧岩崎邸庭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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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立教育政策研究所 社会教育实践研究中心
本设施通常不对公众开放

www.nier.go.jp/English/departments/menu_10.html

文化财产保护与艺术研究资助财团
本设施通常不对公众开放

www.bunkazai.or.jp/

日本学士院
本设施通常不对公众开放

日本学士院选任各种学术领域内的优秀科学工作者作为其会员。本机构开展日本学
士院奖的颁发授予活动、发行纪要、国外院校间的交流、公开演讲等一系列活动,旨
在为学术发展作出积极的贡献。
www.japan-acad.go.jp/en/

日本艺术院
本设施通常不对公众开放

日本艺术院是对在艺术上功绩显赫的艺术家们给予优待的一所荣誉机构。在开展为
艺术发展作贡献的活动的同时,也进行艺术相关重要事项的评审、并可以将相关意见
传达给文部科学大臣或文化厅长官。本机构除了每年举办三次美术作品展览以外,
还会召开由日本艺术院会员进行的演讲或讲座。
☎03-3821-7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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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geijutuin.go.jp/en/

日本美术院
本设施通常不对公众开放

日本美术院于1898年由冈仓天心和横山大观等人共同创立。现在,正在日本各地公
开征集日本画作品并对优秀作品举办展览,而且举办“再兴日本美术院展”这种传
统已有超过100年的历史。
☎03-3821-4510

横山大观纪念馆

☎03-3821-1017 www.taikan.tokyo/
10:00～16:00（入馆最迟为下午三点半）
周一·周二·周三（周一如逢法定假日则为开放日，
而下一周四则闭馆）
成人800日元、初高中生650日元、小学生300日元

上野学园

上野学园校舍楼的2楼乐器展示室里,收 藏有近300年前的竖笛、
欧 洲17至19世纪左右的管乐器、弦乐器、键盘乐器等多种乐器,向
公众开放。
☎03-3842-1021 www.uenogakuen.ac.jp
每周二10:00～12:30、周五10:00～15:00
*开放时间可能会有所变更,故请前来之前致电进行确认。

www.tobunken.go.jp/index_e.html

☎03-3823-0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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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3823-8340
teien.tokyo-park.or.jp/en/kyu-iwasaki/index.html
9:00～17:00 *闭馆30分钟前停止入馆
12月29日～1月1日
普通票价400日元、年满65岁200日元、小学生及以下免费
*东京都内居民以及都内在读的中学生免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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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设施通常不对公众开放

☎03-3822-2101

旧岩崎邸庭园是作为三菱第三代社长岩崎久弥先生的本宅而建成。现存英籍建筑家
Josiah Conder（西亚康德）设计的洋馆、撞球室（台球场）、日本著名传统木匠大
师大河喜十郎修建的和馆大厅。该宅用地整片区域都被指定为国家重要文化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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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文化财研究所

☎03-5685-2311

☎03-3832-1111
www.matsuzakaya.co.jp.c.me.hpcn.transer-cn.com/ueno/
总馆 地下1楼～1楼 10:00～20:00
10:00～19:00
中2楼～8楼
元旦
※有变更开馆时间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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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厅或者咖啡厅

本财团以企业、团体以及个人所捐赠的赞助费及捐款作为财源,对日本国内的都道
府县（市町村）指定的文化财产保存修复事业进行资助,并对遭受地震或台风等灾害
的受灾文化财产复兴活动进行支援。此外,也会对文化财产的保存修复研究或艺术
文化研究进行资助。

从1768年开业至今，已在上野营业了250多年的老字号百货店。有免税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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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品店

本机构开展各种全国范围的调查与具有实践性意义的调查研究以及旨在提高社会教
育指导者资质的培训等,致力于为都道府县、市区町村的社会教育工作提供援助服务。

于1972年正式对外开放,是一座由以常陆宫正仁亲王殿下任总裁的日本美术协会运营
的美术馆。
举办各种以现代美术为中心的企划展以及国际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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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使用银行卡

东京文化财研究所采用多种技术对日本文化财产的基础性乃至尖端性、实践性内容
展开研究,在积极发布、有效运用成果的同时,还作为实施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相关国
际性研究交流等的国际合作网点,发挥着重要作用。

19

历史古迹以 及 风景名胜——横山大观旧宅及 庭院位于上野不忍池之畔。日本画巨
匠横山大观自明治41年起生活在这里,并在这里创作出了众多名作。凝聚了大观自
身精髓的宅邸与庭院依旧保持着当时的原貌,向公众开放。

书道博物馆是由身兼西洋画画家和书法家双重身份的中村不折于1936年所建的
一所专业博物馆,馆内拥有其收集的约16,000件珍贵藏品。主馆内展示有甲骨文、
青铜器、石碑、铜镜及佛教艺术品等展品,同时在中村不折纪念馆还展出着中日书法
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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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町风俗资料馆

一座将东京早年市井文化和传统流传于后世的博物馆。
“下町”原为江户一般民众
生活的一片区域。一楼是再现了大正时代古色古香市井风情的下町街景。二楼则展
出着与以台东区为中心的下町地带有密切关系的资料和生活用品、玩具,乃至传统
的季节性例行活动相关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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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都美术馆

上野山文化园区共通注意事项

11

11

上野动物园

门票

免费

台东艺术画廊

24

www.nihonbijutsuin.or.jp

东京文化会馆

东 京 文化会 馆（Tokyo Bunka Kaikan）,被公 众 誉为“音乐 殿 堂”。该场 馆作为音
乐会、歌剧、芭蕾舞等各种舞台表演艺术的场所,深受众人喜爱。特别是该会馆卓越
的音响效果备受好评,在日本及海外表演者中享有盛誉。
☎03-3828-2111
www.t-bunka.jp/zh_cn/
视音乐会而定。 *详情敬请浏览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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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艺术大学奏乐堂

这是一处坐落在东京艺术大学内的音乐厅。配备有法国Garnier公司制造的大型管
风琴。此外,为了对应管弦乐团、歌剧、合唱乃至室内音乐、独奏等所有形式的西洋音乐
及日本传统音乐的演奏与考试等,厅顶采用可上下移动进行调节的设计,其结构实现了
能够根据各种不同的使用目的完美呈现最佳音响效果的功能。
☎050-5255-2300
www.geidai.ac.jp/english/
视音乐会而定。 *详情敬请浏览网站。

坐落于台东区政府一楼的画廊，
免费向公众开放。
展出区政府所拥有的绘画及雕塑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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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5246-1153 www.city.taito.lg.jp/virtualmuseum
8:30～17:15 周三开放至19:00 第二个周日9:00～17:00
每周六、周日（第二个周日除外）、法定节假日
免费

建于1890年,是日本最早的西洋式音乐厅。日本具有代表性的音乐家们曾在这个舞
台上留下足迹。原属东京音乐学校（东京艺术大学音乐系的前身）设施的本音乐厅
于1987年迁至现在的地方,开始对公众开放。

上野中央大道地下人行通道内展室
享誉国内外的艺术家辈出的东京艺术大学就坐落在上野地区。此画廊展示有六件
东京艺大学生的毕业创作作品和专科结业作品（雕刻、工艺、设计）。
☎03-5246-1153
6:00～23:00

English

东京国立博物馆于1872年开馆,是日本历史最悠久的博物馆,所藏日本及东洋美术
作品、考古文物的数量居日本国内博物馆榜首。建筑样式庄重,独具特色的六个展馆
内展示着铠甲、和服、佛像、浮世绘等各类藏品。此外,馆内有座优美的庭院,其中有
茶室数间,为访客提供一隅远离都市喧嚣的静谧祥和之所。

5

闭馆日

한국어

English

东京国立博物馆
1 【事前预约制
（须指定时间，至2022年3月末）】※有因故变更的情况

开馆时间

中文（简体）

关于最新信息,请查阅各场馆网站。

www.city.taito.lg.jp/virtualmuseum
全年无休
免费

旧东京音乐学校奏乐堂

☎03-3824-1988
www.taitocity.net/zaidan/english/sougakudou
9:30～16:30（最后入馆时间为16:00）
每周一（❖）
、
12月29日～1月3日、
部分用于管理目的的工作日
开放日:周日、周二、周三以及音乐厅不使用的日子
普通票价300日元 小学生、初高中生100日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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