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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秦川堂书店
「秦川堂书店」创业于 1907年（明治 40年），是有
名的古地图专门店，在 NHK的节目「闲走塔摩利」
中也有被介绍过。这是一家致力于纸制品的老铺，
除了古地图以外还有明信片、旧相片、海报等多种
多样「用视觉理解旧时风貌的藏品」，内容涵盖了铁
路运输、工业历史、江户时代的东京等方方面面，一
年发行6次商品目录。明信片和列车时刻表采用了
碟片店的摆放方式，竖着排列在货架上一目了然。
据店主说，" 虽然纸制品也未必能保障内容一定真
实，看印刷内容，观察纸张和笔迹也可以大概地看
出藏品的时代背景。"

03-3264-2780
千代田区神田神保町2-3

2 和纸 山形屋纸店
创立于 1879年（明治 12年），是宫内厅御用的日
本和纸老店。在大正2年的神田大火，大正12年的
关东大地震，昭和 20 年的东京空袭中幸存。店内
收集了各种和纸制商品，对于爱纸者来说，光是想
象和开发这些商品的用途就充满了乐趣。它们包
括来自日本各地的各式各样的和纸，书法绘画用和
纸，千代纸，便笺，明信片，小纸袋等等各种老式
技术或现代技术制成的纸制品。这家店还出品自
家制的原创商品。这家独具魅力的小店，在不起眼
的外观下收罗了五颜六色的精品和纸，十分推荐到
此一观。

03-3221-7829
千代田区神田神保町2-17

3 SAWAGUCHI SHOTEN
Tokyo Kosho Store

音楽、美術、写真、映画、建築など芸術書を中心
に取り揃える「澤口書店 東京古書店」。店内には
マッチラベルやポスターなどの紙ものも充実し
ており、見ているだけでも楽しい空間が広がって
いる。芸術書の他にも、世界史や洋書、クラシッ
クやジャズの CD、DVDなど、取り扱いは幅広い。
2階には「くつろぎの空間」と呼ばれる喫茶スペー
スがあり、ドリンク片手に本に囲まれた空間で
ゆっくりと過ごすことができるので、休憩がてら
立ち寄ってみては。

03-5577-6982
东京都神田神保町1-7 1-2楼

4 玉英堂书店
「玉英堂书店」是稀有贵重"珍本"的专门店。1902
年（明治 35年）于本乡汤岛天神下开业，1926年
（大正 15年）搬迁至神田神保町。之后于 1980年
（昭和 55年）在二楼开设特选的珍本和签名书的展
示空间，据店主称，真品独有的原汁原味的笔迹，装
订，纸质，可以让后人们更加靠近和感受到作家们
生存的时代。这里收集展示了室町时代后期的源
氏物语画卷，僧人良宽的书，小说家司马辽太郎的
亲笔原稿等等，文学美术史上的名人名作的各式各
样的藏品，可谓是密度高的光景。每年会发行三到
四次藏品目录。

03-3294-8044
千代田区神田神保町1-1

5 ROKO SHOBO
平成 5年開店の「呂古書房」は神保町で初めて女
性店主が独立開業した豆本専門店。サイズは文
庫本の半分以下で、当店には印刷博物館で作られ
た 0.95 角の本まである。装丁の美しいものから
印刷技術を競うマイクロ印刷本まで種類はさま
ざま。「豆本は小さいからこそできる贅沢さがあ
る。装丁に古布や和紙などの素材を生かし、文字
も印刷し、製本も丁寧。お金と手間をかけた豆本
は本としても一級品」( 店主 )。豆本のほか児童
書、版画挿絵本、蔵書票など愛らしく美しいもの
で溢れる。特に店主が敬愛する武井武雄に関し
て扱いが広い。

03-3292-6500
东京都千代田区神田神保町1-1 4楼

6 SUBUNSO SHOTEN
洋古書の専門店で、1階には哲学、経済など社会科
学系の学術書。利用者の 8 割は研究者という。2
階には初版本、限定本などの稀覯本·絵本など。
装丁が美しい貴重本、重厚な革装本が並ぶ。17世
紀から 19世紀、20世紀初頭のものが多く、欧米
の歴史ある古書店か図書館の中にでもいるかの
ようで表の喧騒を忘れてしまう。なお店頭には
数百円の絵本や 1000円ほどのビジュアル書もあ
る。絵本はイギリスやアメリカへ出かけて仕入
れたものが中心。分野ごとに毎年美麗なカタロ
グを発行しており、探求書を登録すれば国内のみ
ならず海外でも探してくれる。

03-3292-7877
东京都千代田区神田小川町3-3

7 Bohemian‘s Guild
「Bohemian‘s Guild」于平成16年开设在神保町，
是大正9年创业于池袋的夏目书房的分店。店的理
念，店名的意义都在表达这家店意在收集 "不拘泥
于习惯的自由奔放的艺术家的作品 "。1 楼主要摆
放外国书籍、照片集、美术书，2楼则以画本、珍本、
亲笔原本的展示为主，全部都可以触摸和阅览。特
别是店内收集的竹久梦二的原本达到 100本以上。
店主想打造一家给人惊喜的二手书店，他说："没有
惊喜和娱乐价值的书店也就失去了特意前来的意
义，因为客人们完全可以直接网上购书。"

03-3294-3300
千代田区神田神保町1-1 木下大楼1·2层

8 Keyaki书店
「keyaki书店」创建于 1987年（昭和 62年），收
集了明治以来至今的芥川赏和直木赏作家们的初
版书，限定书，亲笔书，初版杂志等等，是专门收
藏近代文学书籍的书店，因藏品丰富深受文学爱好
者们的喜爱。特别是太宰治，坂口安吾等无赖派作
家们的初版书收藏纳十分丰富。店主十分重视来
自现在依然活跃的作家们的亲笔签名书。村上春
树，京极夏彦，宫部美幸，高村熏的签名书人气很
高，而金原瞳，绵矢莉莎的签名书更是人气相当旺
盛。书店会在每年发行四次收藏目录，据店主称，
也有人要求书要寄送到家里，收藏目录要迫不及待
地看，要寄到公司。

03-3291-1479
千代田区神田神保町1-9 6楼

9 八木书店 古书部
「八木书店」创业于 1934年（昭和 9年），以收集
前代到近现代的日本文学书籍为主，包括极具历史
价值的影印书，近代文学的初版书，草稿，自写书
等各种各样的特色书，比如著名的《正仓院古文书
影印集成》，用精密的照片和印刷，不易劣化的中性
纸重版再现了正仓院保存了千年以上的文章，让研
究人员垂涎三尺。该店也致力于导入新技术应用
在书籍的管理和生产制造上，是业界生产售卖特价
新刊书的先驱之一。每年店里还会举办两次免费
的讲座传播近代文学的魅力。藏书目录也会定期
在每年的 1月和 10月出版发行。

03-3291-8221
千代田区神田神保町1-1

10 矢口书店
这家书店创业于 1918年（大正 7年），木造的三层
建筑是昭和 3年建造而成，门前看板上写着 "电影
·演剧·脚本·戏曲 "，明示了店内的收藏类别，
古朴中透着年代感，即使在古书店汇集的神田神保
町也是一道独特的风景。店主说在这个新鲜事物
泛滥的时代，想欣赏旧照片，旧物的人很多。很多
电影演剧相关的人员也常常来此光顾，《月刊
scenario》《kinema旬报》等已经绝版的杂志，各
种电影相关的海报小册，甚至于小众的比如落语专
门志《东京瓦版》等等都可以在这里找到。

03-3261-5708
千代田区神田神保町2-5-1

11 东京堂书店
「东京堂书店」是神保町古书店街一带颇具历史的
老铺之一，创业于 1890年（明治 23年），收藏丰
富多样，集齐了文艺书，人文书，豆本，地方出版
物，小众印刷物等各种各样的藏品。于平成 24 年
以打造令人身心愉悦的书屋为目标进行改装，作为
"书 &咖啡 "合一店重新开张。招牌的 "东京堂咖
喱 "是用清甜的蔬菜和香辛料长时间熬制而成，口
味浓郁香醇，十分受客人欢迎。

03-3291-5181
千代田区神田神保町1-17

12 小宫山书店
「小宫山书店」开业于 1939年（昭和 14年），是一
栋六层楼高的独立建筑，集合了时尚，亚文化，文
学，哲学，心理学，历史，宗教等各色主题的古书
的展示贩卖。特别是老式写真集，摄影家的摄影作
品，现代艺术作品，三岛由纪夫相关的收藏十分充
实。藏品种类丰富，每层楼的设计也独具匠心，整
体十分值得一逛。每周末会定时举办特售会，每年
会发售一到两次商品目录辑。这里还承接古书，
画，摄影作品的回收。节假日也正常营业。

03-3291-0495
千代田区神田神保町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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