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阪企業家ミュージアム   

The Entrepreneurial Museum of Challenge and Innovation 

 

   

 

 

 

 

 

 

 

 

 

             

 

 

 

 

 

 

 

大阪市中央区本町 1-4-5 大阪产业创造馆 B1 

大阪商工会议所 人才开发部 大阪企业家博物馆

 

 

 

 

 

 

 

 

 

 

 

 

 

 

 

 

 

 

 

参 观 指 南 

 

序言 “大阪企业家精神之源”（中文视频 15分钟） 

在幕府政权下，为什么众多企业家离开家乡来到大阪寻求商机呢？ 

我们回顾从 16 世纪末丰臣秀吉兴建大阪城到 19 世纪末江户时代末

期的历史，分析大阪企业家精神之源。 

 

＊下述号码对应语音导游机的讲解。 

主展区 Block1 明治维新(19世纪末)—明治时代末(20世纪初) 

1 建设大阪的经济基础 

  五代 友厚  大阪商工会议所  

  松本 重太郎  瑞穗金融集团 

  藤田 传三郎  同和控股株式会社 

  广濑 宰平  住友集团 

  中桥 德五郎  株式会社商船三井 

2 引进欧洲先进技术，振兴国内纺织业 

山边 丈夫  东洋纺株式会社 

菊池 恭三  尤尼吉可株式会社 

武藤 山治  钟纺株式会社 

稻畑 胜太郎  稻畑产业株式会社 

大原 孙三郎、大原 总一郎  仓敷纺织株式会社 

津田 信吾  钟纺株式会社 

樫山 顺三  株式会社恩瓦德樫山 

石本 他家男  株式会社迪桑特 

3 开拓直接外贸～奠定日本综合商社的基础 

第一代、第二代 伊藤 忠兵卫  

  伊藤忠商事/丸红株式会社 

岩井 胜次郎  双日株式会社 

安宅 弥吉  ----- 

4 建立新的金融体系～银行・人寿保险・证券 

野村 德七  野村控股株式会社 

弘世 助三郎、片冈 直温 日本生命保险相互会社 

岩下 清周  株式会社三菱 UFJ银行 

小山 健三  株式会社三菱 UFJ银行 

藤本 清兵卫  株式会社大和证券集团 

     堀田 庄三  株式会社三井住友银行 

渡边 忠雄  株式会社三菱 UFJ银行 

     寺尾 威夫  株式会社里索那银行  

为了培养下一代人才，2001年，大阪商工会议所成立了

大阪企业家博物馆。通过介绍明治时代以后（1867年～） 

在大阪成功的 105 位企业家的光辉事迹，宣扬老企业家

们的企业家精神。 

代表企业家精神的 7个关键词是：壮志、变革、预见性、

挑战、创意、自助、意志。 

请您来亲身体验企业家们的激情与智慧吧！ 

 

 

 

免费服务 

1.欢迎使用语音导游机！   

您可以选用中、日、英、韩四种语言。不需要预约。 

2.存包柜 在服务台前面设有退币式存包柜。请您把大型行

李及皮包等放在此，以便轻松地参观。存包时，先要投进

100日元硬币，取包时退还给您。 

3.免费导游 （只限 10名以上的团体，请事先预约） 

参观须知   

本博物馆一律禁止拍照、摄影、饮食、吸烟。 

谢谢各位的合作！ 
开放时间  

10:00 – 17:00 星期二～六 

票务处将于闭馆前 30分钟关闭 

休館：星期日、星期一、法定节日、于兰盆节、元旦 

 

入场费 

成人：300日元、 学生：100日元 

小学生及以下：免费 

65岁以上：200日元 

10名或以上的成人团体：200日元 

全年通票 ：1000日元 

垂询电话 +81-6-4964-7601 

邮箱 museum@osaka.cci.or.jp 

URL http://www.kigyoka.jp 

 

 

http://www.kigyoka.jp/


 

主展区 Block2  

大正时代(20世纪初)—昭和时代 二战前(20世纪中) 

5 兴建西式建筑 

 大林 芳五郎 株式会社大林组 

竹中 藤右卫门 株式会社竹中工务店 

辰野 金吾、片冈 安  

  大阪商工会议所 

 

6 从中药批发商发展成西药制造商 

武田 长兵卫 武田药品工业株式会社 

田边 五兵卫 田边三菱制药株式会社  

盐野 义三郎 盐野义制药株式会社 

藤泽 友吉 安斯泰来制药株式会社 

森下 博 森下仁丹株式会社 

上山 英一郎 大日本除虫菊株式会社 

 

7 开发铁路和社区，扩大生活圈 

小林 一三 阪急阪神东宝集团 

今西 林三郎 阪神电气铁道株式会社 

太田 光熈 京阪电气铁道株式会社 

  大塚 惟明 南海电气铁道株式会社 

金森 又一郎 近畿日本铁道株式会社 

 

8 建设重工业发展的基础 

久保田 权四郎 株式会社久保田 

山冈 孙吉 洋马株式会社 

栗本 勇之助 株式会社栗本铁工所 

中山 悦治 株式会社中山制钢所 

新田 长次郎 霓塔株式会社 

椿本 说三 株式会社椿本链条 

小林 爱三 DAIHEN 株式会社 

E.H.Hunter、范多 龙太郎   

 日立造船株式会社 

 

9提供高附加价值的商品，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水野 利八  美津浓株式会社 

井上 贞治郎 联合株式会社 

  

 黑田 善太郎 国誉株式会社 

 伊藤 喜十郎 株式会社伊藤喜 

西村 俊一 株式会社樱花彩色笔 

中山 太一 株式会社 CLUB COSMETICS  

市川 银三郎 象印魔法瓶株式会社 

田岛 一雄 柯尼卡美能达株式会社 

岛野 庄三郎 株式会社禧玛诺 

 

10 兴建新式娱乐场所和百货公司 

吉本 静、林正之助 吉本兴业株式会社 

白井 松次郎、大谷竹次郎 

 松竹株式会社 

饭田 新七 株式会社高岛屋 

下村 正太郎 株式会社大丸松阪屋百货店 

 

11 推进食品、酒类的西化  

鸟井 信治郎 三得利控股株式会社 

江崎 利一 江崎格力高株式会社 

浦上 郁夫、浦上靖介   

 好侍食品集团本公司株式会社 

鸟井 驹吉 朝日啤酒株式会社 

 

12 振兴全国性的报业  

村上 龙平、上野理一  

 株式会社朝日新闻社 

本山 彦一 株式会社每日新闻社 

前田 久吉 株式会社产业经济新闻社 

 

主展区 Block3 二战后—现在(20世纪后半期) 

13 通过国际化，复兴战后的大阪 

杉 道助 大阪商工会议所 

谷口 丰三郎 东洋纺株式会社 

日向 方齐 日本制铁株式会社 

佐伯 勇 近畿日本铁道株式会社 

 

 

 

 

14 实现能源的开发及稳定供应 

太田垣 士朗 关西电力株式会社 

芦原 义重 关西电力株式会社 

西山 磐 大阪瓦斯株式会社 

岩谷 直治 岩谷产业株式会社 

 

15 促进建筑工业化，创造新的城市空间 

石桥 信夫 大和房屋工业株式会社 

田锅 健 积水住宅株式会社 

能村 龙太郎 太阳工业株式会社 

 

16 创新技术发明新产品，促进产业发展，改善生活 

细川 永一 细川密克朗株式会社 

山田 晁 大金工业株式会社 

吉川 秀信 宝贝蒙株式会社 

 

17 ,18 用家电改变家庭生活 

松下 幸之助 PANASONIC集团 

井植 岁男 三洋电机株式会社 

早川 德次 夏普株式会社 

 

19 革新销售方式～超市・批发・邮购 

中内 功 株式会社大荣 

西端 行雄 株式会社麦凯乐 

和田 源三郎、和田 满治 

 泉屋株式会社 

大西 信平 株式会社大西 

越后 正一 伊藤忠商事株式会社 

市川 忍 丸红株式会社 

高井 恒正、行待 裕弘、池田 悟 

 株式会社千趣会 

 

20 创造现代食文化 

安藤 百福 日清食品控股株式会社 

大社 义规 日邦食品株式会社 

佐治 敬三 三得利控股株式会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