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田区立图书馆指南

■■ 开馆时间 ■■
9:00～19:00（1 月 4 日全馆 10:00 开馆）
入新井・蒲田站前图书馆
池上图书馆

9:00～20:00

9:00～21:00

■■ 休馆日 ■■
●每月的第 2 个星期四，休馆的图书馆（逢节日时，第二天休馆）
大田・大森东・入新井・池上・洗足池・滨竹・多摩川・蒲田图书馆
●每月的第 3 个星期四，休馆的图书馆（逢节日时，第二天休馆）
大森南・大森西・马込・久原・羽田・六乡・下丸子・蒲田站前图书馆
●年末年初（12 月 29 日～1 月 3 日）
●特別整理期间

■■ 利用者登记 ■■
●限在大田区居住﹑上班・上学之者，在利用者登记之后，可以借阅。
●发行大田区立图书馆「共通借书卡」
（有効期间 2 年）
。
●在利用者办理登记・更新手续时，需要能确认本人住址的文件。
●未满 15 岁之者的利用者登记时，需要家长的签名。

■■借阅・返还 ■■
●在全部的图书馆，总计最多可借 12 本的图书资料(书本)及 6 件的视听资料（CD・
DVD 等）
。
●借阅期限为 2 个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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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图书馆的联络电话・地址】

●每月的第 2 个星期四休馆的图书馆
大田图书馆 (大田図書館)
电话号码

03-3758-3051

洗足池图书馆 (洗足池図書館)
电话号码

03-3726-0401

传真号码 03-3758-3625

传真号码 03-3726-3268

地址

地址

田园调布南 25 番 1 号

交通路线
从东急多摩川线沼部车站步行 6 分钟

大森东图书馆 (大森東図書館)
电话号码

03-3763-9681

南千束二丁目 2 番 10 号

交通路线
从池上线洗足池车站步行 3 分钟

滨竹图书馆 (浜竹図書館)
电话号码

03-3741-1185

传真号码 03-3298-6021

传真号码 03-3741-6220

地址

地址

大森东一丁目 31 番 3-104 号

交通路线
从京急线平和岛车站步行 8 分钟

入新井图书馆 (入新井図書館)
电话号码

03-3763-3633

西糀谷三丁目 32 番 7 号

交通路线
从京急空港线大鸟居车站西口步行 4 分钟

多摩川图书馆 (多摩川図書館)
电话号码

03-3756-1251

传真号码 03-3763-3781

传真号码 03-3756-1745

地址 大森北一丁目 10 番 14 号 4 楼
交通路线
从 JR 大森车站东口步行 3 分钟

地址 多摩川二丁目 24 番 63 号
交通路线
从东急多摩川线矢口渡车站步行 12 分钟

池上图书馆 (池上図書館)

蒲田图书馆 (蒲田図書館)

电话号码 03-3752-3341

电话号码

03-3738-2459

传真号码 03-3752-9749

传真号码 03-3736-9782

地址 池上六丁目 3 番 10 号
交通路线
东急池上线池上站直通的“etomo（エトモ）
池上”大楼４楼

地址 东蒲田一丁目 19 番 22 号
交通路线
从京急线梅屋敷车站步行 5 分钟

●每月的第 3 个星期四休馆的图书馆
大森南图书馆 (大森南図書館)
电话号码

03-3744-8411

羽田图书馆 (羽田図書館)
电话号码

03-3745-3221

传真号码 03-3744-8421

传真号码 03-3745-3229

地址 大森南一丁目 17 番 7 号
交通路线

地址 羽田一丁目 11 番 1 号
交通路线

从蒲田车站东口乘往⎾森ヶ崎⏌巴士，在
⎾前の浦⏌下车

从京急空港线大鸟居车站，靠羽田机场的出
口步行 4 分钟

大森西图书馆 (大森西図書館)
电话号码

03-3763-1191

六乡图书馆 (六郷図書館)
电话号码

03-3732-4445

传真号码 03-3298-6022

传真号码 03-3736-2854

地址

地址

大森西五丁目 2 番 13 号

交通路线
从京急线大森町车站步行 8 分钟

马込图书馆 (馬込図書館)
电话号码

03-3775-5401

南六乡三丁目 10 番 3 号

交通路线
从京急线六乡土手车站步行 10 分钟

下丸子图书馆 (下丸子図書館)
电话号码

03-3759-2454

传真号码 03-3775-5841

传真号码 03-3759-2604

地址 中马込二丁目 26 番 10 号
交通路线
从都营浅草线马込车站步行 3 分钟

地址 下丸子二丁目 18 番 11 号
交通路线
从东急多摩川线武藏新田车站步行 6 分钟

久原图书馆 (久が原図書館)
电话号码

03-3753-3343

蒲田站前图书馆
电话号码

(蒲田駅前図書館)

03-3736-0131

传真号码 03-3753-5642

传真号码 03-3736-1094

地址 久原二丁目 28 番 4 号
交通路线
从池上线久原车站步行 15 分钟

地址 蒲田五丁目 13 番 26-301 号
交通路线
从 JR、东急多摩川线、池上线的蒲田车站
步行 3 分钟

■■ 预约服务 ■■
●想看的书籍如已借出时，能预约借阅书籍。全部的图书馆，总计最多可预约借 12 本的图书资
料(书本)及 6 件的视听资料（CD・DVD 等）。
●关于在区内没有收藏的资料，会尽力地依您的要求，从都立图书馆转借对应。

■■ 因特网检索服务 ■■
●从大田区立图书馆主页,能检索收藏资料信息 (只有日语)https://www.lib.city.ota.tokyo.jp/
●确认预约及利用状况，需要在图书馆柜台事先登记。

■■ 儿童服务 ■■
●有从婴儿到中学高中生为对象的图书﹑图画书﹑连环画剧等的资料借阅,和举行以小学生以
下为对象的说故事活动。另外,在全部的图书馆，都有设置 12 岁之前的儿童可利用的儿童室,
家长及大人也能利用。

■■ 参考资料服务 ■■
●代您检索所需要的资料。请到图书馆柜台咨询。

■■ 复印件服务 ■■
●限大田区立图书馆的收藏资料，在著作权关联法令范围内可以复写。
●黑白复印机…在全馆有设置，A3・A4・B4 大小、1 张 10 日元
●彩色复印机…在大森西・马込・洗足池・羽田・下丸子・多摩川・蒲田站前图书馆有设置，A4・B4
大小 1 张 50 日元、A3 大小 1 张 80 日元

■■ 集会室・多功能室■■
●在马込图书馆有集会室。对于社会教育团体，免费出借。
●在大森南・大森西・久原・洗足池・羽田・六乡・下丸子・多摩川・蒲田图书馆有多功能室。向以公
益目的之活动及公益团体，以使用的原价出租。读书会等与图书馆事业有关联的活动，免费
出租。

类似图书馆之设施

大田文化之森信息馆（大田文化の森情報館）

与大田区立图书馆相同，可借阅资料。第个 2 星期四休馆。
电话号码 03-3772-0740
地址

传真号码

中央二丁目第 10 番 1 号

03-3772-0741

交通路线

从⎾大田文化之森⏌巴士站，步行 1 分钟

田园调布 Seseragi 馆图书服务台（田園調布せせらぎ館図書サービスコーナー）
在本服务台可以领取预约的图书。第二个周四关馆。
电话号码 03-3722-5192
地址

传真号码

田园调布一丁目 53 番 12 号

03-5755-5295
交通路线

就在东急多磨川站出口的左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