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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内设施介绍等(学习、文化、运动等)第13章
区立图书馆及图书的借阅1

【利用者登录～归还】

登录借书卡 挑选图书并借阅

在窗口
办理手续

返还借阅的图书

对象：区内居住・上班・上学…
所需资料：驾驶证・保险证・学生
证等能够确认本人身份的证件

图书：…最多12…册
视听材料：最多
6…种

两周内需要返还

　　

图书馆名 地址 电话号码 休馆日
集会设施

集会室 多功能室

大田图书馆 大田区田园调布南25-1 03-3758-3051 第2…周四

大森南图书馆 大田区大森南1-17-7 03-3744-8411 第3…周四 ○

大森东图书馆 大田区大森东1-31-3-104 03-3763-9681 第2…周四

大森西图书馆 大田区大森西5-2-13 03-3763-1191 第3…周四 ○

入新井图书馆
大田区大森北1-10-14… Luz
大森４楼

03-3763-3633 第2…周四

马込图书馆 大田区中马込2-26-10 03-3775-5401 第3…周四 ○

池上图书馆
大田区池上6-3-10　
etomo池上4楼

03-3752-3341 第2…周四

久原图书馆 大田区久原2-28-4 03-3753-3343 第3…周四 ○

洗足池图书馆 大田区南千束2-2-10 03-3726-0401 第2…周四 ○

浜竹图书馆 大田区西糀谷3-32-7 03-3741-1185 第2…周四

羽田图书馆 大田区羽田1-11-1 03-3745-3221 第3…周四 ○

六乡图书馆 大田区南六乡3-10-3 03-3732-4445 第3…周四

下丸子图书馆 大田区下丸子2-18-11 03-3759-2454 第3…周四 ○

多摩川图书馆 大田区多摩川2-24-63 03-3756-1251 第2…周四 ○

蒲田图书馆 大田区东蒲田1-19-22 03-3738-2459 第2…周四 ○

蒲田站前图书馆 大田区蒲田5-13-26-301 03-3736-0131 第3…周四

大田文化之森信息馆 大田区中央2-10-1 03-3772-0740 第2…周四 ―

○开馆时间：9:00 ～ 19:00

　　　　（入新井图书馆、蒲田站前图书馆到 20:00 为止、池上图书馆到 21:00 为止）

…　　　　※1月 4日 10:00 开馆

○休馆日：①第 2个或第 3个周四（节假日时为次日）

② 12 月 29 日～ 1月 3日

③特别整理期间（大田图书馆每年 10 天以内，其他每年 7天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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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田区观光信息中心2
　举办多语种的大田区内外观光导游和日本文化体验以及适合季节的讲习班等。也展示和销

售区内的各种土特产品等。

馆名 展示内容等 地址・电话号码
开馆时间/入
馆费

大田区观光
信息中心

大田区蒲田4-50-11…
Wing…Kitchen京急蒲田M2F

☎03-6424-7288
URL:https://tokyoactivity.com/
zh-hans/

9:00～21:00
（全年开放）

美术馆与博物馆3
馆名 展示内容等 地址・电话号码 开馆时间/入馆费

乡土博物馆
展示大田区的考古/民俗/历
史资料等文化遗产和马込
文士村等。

大田区南马込5-11-13
☎03-3777-1070

9:00～17:00
免费
特别展有收费的情况

大森海苔之
故乡馆

展示紫菜(海苔)的生产工具
和船等，能学到紫菜生产的
历史知识。

大田区平和之森公园2-2
☎03-5471-0333

9:00～17:00
（6～8月间到19:00为止）
免费

胜海舟纪念馆

保存并运用日本国家登录
物质文化遗产——旧清明
文库，在介绍海舟的功绩以
及其与大田区的渊源的同
时，传递海舟的思想与地区
历史。
提供英语、中文、韩语/朝鲜
语的语音向导。
“时光小屋”的CG影像内
容中带有英语解说。

大田区南千束2-3-1
☎03-6425-7608

10:00～18:00
高中生及以上300日元、
中小学生100日元、65周
岁以上（需要证明）240日
元。学龄前、残疾人（需
要证明）及陪同人员免费

龙子纪念馆
展示大正时代和昭和时代
日本画坛巨匠川端龙子的作
品。

大田区中央4-2-1
☎03-3772-0680

9:00～16:30
（16:00开始停止入馆）
成人200日元、
儿童100日元、
65周岁以上者(需要证明)…
与5周岁以下者免费

熊谷恒子纪念馆 展示昭和女性假名书法第
一人熊谷恒子的作品。

大田区南马込4-5-15
☎03-3773-0123

9:00～16:30
（16:00开始停止入馆）
成人100…日元、
儿童50…日元、
65周岁以上者(需要证明)
与5周岁以下免费

山王草堂纪念馆
保存了德富苏峰旧宅山王
草堂的一部分，展示其原稿
和书信等。

大田区山王1-41-21
☎03-3778-1039

9:00～16:30
（16:00开始停止入馆）
免费

尾崎士郎纪念馆

在因《人生剧场》等小说而
闻名的作家尾崎士郎居住
过的旧宅遗址复原了其书
斋等。

大田区山王1-36-26
☎03-3772-0680
(龙子纪念馆内)

9:00～16:30
免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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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名 展示内容等 地址・电话号码 开馆时间/入馆费

多摩川台公园
古坟展示室

再现了横洞式石室，并展
示出土品的复制品和模型
等。

大田区田园调布1-63-1
☎03-3726-4320
（地区基础整备第三课）

9:00～16:30
（16:00开始停止入馆）
免费

马込文士村资料
展示室

展示与马込文士村有缘的
作家和艺术家的作品和资
料等。

大田区山王3-37-11
☎03-3773-9216

9:00～16:30
（16:00开始停止入馆）
免费

　休馆日、年末年初（12 月 29 日…～…1 月 3 日）停止开放，此外部分设施也有周一休馆和临

时休馆日。

运动设施4
【咨询处】运动推进课　☎ 03-5744-1441　

设施名 地址・电话号码 设施功能

大田区综合体育馆
大田区东蒲田1-11-1
☎03-5480-6688

主竞技场：排球(3场地)、篮球(2场地)
副竞技场：篮球(1场地)、柔道(2场地)
其他：射箭场等

大森运动中心
大田区大森本町2-2-5
☎03-5763-1311

手球(1场地)、排球(2场地)、篮球(2场地)、羽毛球(8场
地)、网球(2场地)、乒乓球(27台球桌)、柔道(3场地)、剑
道(6场地)等

大田球场
大田区东海1-2-10
☎03-3799-5820 棒球场

游泳池5 　

设施名 地址・电话号码 利用费用等

平和岛公园
大田区平和岛4-2-2
平和岛公园游泳池
☎03-3764-8424

・温水期（2小时以内）…
初中生及以下200日元、高中生及以上480日元
・夏季
初中生及以下100日元、高中生及以上360日元

东调布公园
大田区南雪谷5-13-1
东调布公园游泳池
☎03-3728-7651

萩中公园
大田区萩中3-26-46
萩中公园游泳池
☎03-3741-2155

矢口区民中心
（温水）

大田区矢口2-21-14
矢口区民中心
☎03-3758-2941

・个人利用（2小时以内）…
小学生和初中生100日元、高中生及以上360日元
・包租利用
2小时17,800日元（半个场地半价）

　大田区还有以下运动设施。各设施的使用申请和使用费用均有不同

【咨询处】地区基础整备第一课　☎ 03-5764-0629

地区基础整备第二课　☎ 03-5713-2006

地区基础整备第三课　☎ 03-3726-4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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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棒球场　　○少年棒球场　　○足球场　○五人制足球场　　○相扑场

○网球场　○运动会用草地　　○野营地　○沙滩排球场

○日式射箭场、西洋射箭场　○户外冒险游乐设施　

公园6
　区内拥有 500 处以上公园。

大田区的代表性公园園

公园名 地址・咨询处 介绍

平和之森公园
大田区平和之森公园2-1
地区基础整备第一课
☎03-5764-0643

拥有户外冒险游乐设施、网球场、日式射箭场、
西洋射箭场等体育设施。还有“和平广场”与
“葫芦池”。

平和岛公园
大田区平和岛4-2-2
地区基础整备第一课
☎03-5764-0643

野营地分为溪流、山区和草原区域。
还有棒球场、游泳池、喷水以及钟琴（鸣钟塔）
等。

大森故乡滨边公园
大田区平和之森公园2-2等
地区基础整备第一课
☎03-5764-0643

这里是拥有海滩及潮滩的都内首个区立海滨公
园。有一个再现了往昔大森海岸的白色海滩。也
有滚子滑梯、五人制足球场和大森海苔之故乡馆
等。

洗足池公园　
大田区南千束2-14-5
地区基础整备第三课
☎03-3726-4320

在春天可欣赏樱花，秋天可欣赏枫叶；有池月
桥、水生植物园、德富苏峰诗碑和西乡隆盛留魂
诗碑等石碑以及胜海舟夫妻墓地等。也有出租
划艇。

东调布公园
大田区南雪谷5-13-1
地区基础整备第三课
☎03-3726-4320

有儿童交通公园、棒球场和游泳池。
也有蒸汽机车，大受儿童们欢迎。

田园调布Seseragi
公园

大田区田园调布1-53-10
地区基础整备第三课
☎03-3726-4320

有瀑布、水池和草原广场等。
也有充分利用了斜面树木的散步道。

多摩川台公园
大田区田园调布1-63-1
地区基础整备第三课
☎03-3726-4320

有多摩川台古坟、自然林间小道、展望台、水生植
物园、四季野草园和绣球花园等。
也有多摩川台公园古坟展示室。

西六乡公园
（轮胎公园）

大田区西六乡1-6-1
地区基础整备第二课課
☎03-5713-1118

有用轮胎制作的怪兽、攀登架和机器人等。有能
欣赏四季应时鲜花的花坛等。

萩中公园
大田区萩中3-26-46
地区基础整备第二课
☎03-5713-1118

有交通公园和我乐多公园等。
也有游泳池和棒球场等体育设施等。

森崎公园
大田区大森南5-2-111
地区基础整备第一课
☎03-5764-0643

有玩具、砂坑、日本庭园格调的散步道、喷水广
场和草坪广场等。也有展望台，可以展望羽田机
场。也有网球场。

东糀谷防灾公园
大田区东糀谷4-5-1
地区基础整备第二课
☎03-5713-1118

因为要用作发生灾害时的补充避难所，所以防灾
公园备有大草坪广场、储备仓库和灾害时用洗手
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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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堂・集会室（文化设施）7
设施名 地址・电话号码 设施功能

大田区民广场
大田区下丸子3-1-3
(东急多摩川线下丸子站前)
☎03-3750-1611

大会堂(509个席位)、小会堂(170个席位)、彩排
室、展示室、会议室(4间)、美术室、日式房（2间）、
茶室、体育室、音乐馆（2间）、运动场

大田区民礼堂
（APURIKO）

大田区蒲田5-37-3
(JR蒲田站东口徒步３分钟)
☎03-5744-1600

大会堂(1477个席位)、小会堂(175个席位)、展示
室、音乐馆(2间)

大田文化之森

大田区中央2-10-1
(东急巴士「大田文化之森」站
下车)
☎03-3772-0700

会堂(259个席位)、多功能室(234个席位)、展示厅、
音乐馆(3间)、体育馆（2间）工艺市、烹饪室、美术
室、日式房、集会室（4间）、情报馆(… 图书角、多媒
体角)

文化中心、区民中心8
　这是设有出借用的音乐厅、烹饪室、体育室、日式房间和集会室等的文化设施。

出借给在区内居住、工作或上学的人。

　因设施不同、设施内容也不同，所以详细信息请向各中心询问。

（1）区民中心等（1）区民中心等

设施名 电话 地址

洗足区民中心 03-3727-1461 大田区上池台2-35-2

马込区民中心 03-3775-2308 大田区南马込4-6-5
池上会馆 03-3753-2241 大田区池上1-32-8

萩中集会所 03-3744-1430 大田区萩中3-25-8
大森西区民中心 03-3765-3395 大田区大森西2-20-17

矢口区民中心 03-3758-2941 大田区矢口2-21-14

大森东地区中心 03-3763-3287 大田区大森东1-31-3-105

入新井集会室 03-5763-8811
大田区大森北1-10-14…………
Luz大森４楼

新井宿会馆 03-3774-3121 大田区中央4-31-14

岭町集会室
03-3721-5532
(岭町特别办事处3楼）

大田区田园调布本町7-1

田园调布Seseragi馆 03-3722-5192 大田区田园调布1-53-12

山王会馆 03-3773-9216 大田区山王3-37-11

LifeCommunity西马込 03-3778-2581 大田区西马込2-20-1

六乡集会室 03-6424-8444
大田区仲六乡2-44-11
六乡地区力推进中心5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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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文化中心（2）文化中心

设施名 电话 地址

美原文化中心 03-3766-8031 大田区大森东1-28-9

马込文化中心 03-3775-1370 大田区中马込3-26-3
南马込文化中心 03-3771-8481 大田区南马込3-24-9
池上文化中心 03-3751-4861 大田区池上4-21-13

岭町文化中心
(并设岭町特别办事处)

03-3721-5532 大田区田园调布本町7-1

雪谷文化中心 03-3729-0066 大田区南雪谷5-18-3

石川町文化中心 03-3728-1197 大田区石川町1-3-8

六乡文化中心 03-3738-4155 大田区西六乡4-1-5

糀谷文化中心 03-3743-1279 大田区西糀谷2-14-5
羽田文化中心
地区活动设施
体育设施

03-3744-9338
03-6423-8172

大田区羽田1-18-13　3楼
大田区羽田4-11-1　3楼

萩中文化中心 03-3743-3840 大田区萩中1-7-30

黄莺网利用指南9
【咨询处】区政府本庁舎庁舎１楼受付窗口……☎ 03-5744-1230　

　黄莺网是可以通过互联网、手机网站、语音电话来进行设施的抽签申请及空闲设施预约的

系统。



87

学习日语10
①①公益团体开办的日语教室公益团体开办的日语教室

【咨询处】国际都市・多文化共生推进课　☎ 03-5744-1227

　　费用・上课地点均有不同。请向各咨询处联系咨询。

　　https://www.city.ota.tokyo.jp/kokusaitoshi/for_foreigners/nihongo_kyositu_

　　multilingual.html

团体

团体名称 时间 会场

OCNet

（外国人的生活伴侣—大田・市民

网络）

周三　19:00～20:45

周五　10:00～11:30

（面向初学者）
莲沼交流馆（文化活动设施）

周三　15:30～17:00

周六　13:30～14:40

（面向小学生、初中生）

周五　13:30～15:30

(面向初步者)
山王会馆301号室

日语ＷＩＴＨ 周一　19:00～20:30 莲沼交流馆（文化活动设施）

黄莺日语教室 周四　19:00～21:00

山王会馆301号室

生活日语‘96 周一　10:00～12:00

社团日语周四会 周四　10:00～12:00

日语21 周三　10:00～11:30

日语沙龙 周六　14:00～16:00

日语基本教程

周一、周三、周五

10:00～12:00

14:00～16:00

（主要面向6岁～18岁人群）
山王会馆303号室

Ota日语广场
周一　19:00～21:00

周二　10:00～12:00

社团日语周二会 周二　10:30～12:00 千岛儿童馆

日语交流俱乐部 周六　9:30～12:00

mics大田
(消费者生活中心内)

星期天日语会话俱乐部 周日　10:00～12:00

初学日语班 周六　10:00～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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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bataki 周一、周四　19:00～21:00 大田区立新宿小学校

Legato…Ota
周日　13:00～15:00
（2月、3月、6月、7月、10月、11
月）

Legato…Ota事务所

日语Cafe大田 周三　19:00～20:30 洗足池图书馆

・山王会馆：大田区山王 3-37-11

・mics 大田：大田区蒲田 5-13-26-101

・莲沼交流馆（文化活动设施）：大田区西蒲田 3-19-1

・千岛儿童馆：大田区千岛 3-11-7

・大田区立新宿小学校：大田区蒲田本町 1-5-1

・洗足池图书馆：大田区南千束 2-2-10

②初级日语讲座②初级日语讲座

【咨询处及报名处】国际都市大田协会　☎ 03-6410-7981

　每年举行 2次初级日语讲座，对象为初学日语以及不能用日语进行生活基本对话、不会读

写平假名及片假名的人。举办时间和地点等敬请咨询。

③大田儿童日语教室③大田儿童日语教室

【咨询处】国际都市大田协会　☎ 03-6410-7981

　举办日语教室，对象为居住在大田区且处于学龄期或者从上小学半年前到入学为止的阶段、

因日语不熟练而未入学的儿童。（设有大森教室与蒲田教室。）详情请浏览下述主页或进行咨询。

https://www.ota-goca.or.jp.c.ahr.hp.transer.com/japaneseclass_children/

④在家学习日语④在家学习日语
　介绍在家学习日语时有用的网站。

https://www.ota-goca.or.jp.c.ahr.hp.transer.com/e-learn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