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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情 

案发现场 
  现场位于都立祖师谷公园内一角落，被害者一家１９９０年迁来时，该区

约有２００户，因公园扩大，大部分住户都迁出，发案时仅剩４户。 

 被害者住房西边仙川河东流，后面有儿童公园（俗称“火车公园”），平时

很多小孩在玩，父母看管孩子。 

被害者住房 

  ２０００年，新年即将来临的１２月３０日深夜，在东京都世田谷区上祖师谷三丁目23番26号宫泽住房发生此案。户主宫泽干男、其

妻泰子、女儿妮娜、儿子礼等全家四口遇害。 

  遇难一家１２月３０日下午，一起到千岁乌山车站附近的街上买东西回家，在家里吃晚饭，看电视欢聚之后遇害。 

被害家属 

联系(接报单位） 

“上祖师谷三丁目一家四人強盗殺人事件”特別搜查本部 

★直拨电话  ＋８１-３-３４８２-３８２９ 

★成城警察署 ＋８１-３-３４８２-０１１０ 分机～６５１４、６５０８

★警视厅网站 http//:www.keishicho.metro.tokyo.jp/

★有关情报请寄到这边(点击这个连接后e-mail软件会自动启动)
  so1-seijousyo-sousahonbu@keishicho.tokyo.jp

■关于侦查特别奖金

支付办法：

奖金，对于向接报部门提供直接帮助破案或拘捕案犯等有力情报的人士。

若支付对象为复数，按其贡献程度，在最高奖金额范围内分割支付。

举报时，请报您姓名、住址。举报人姓名等个人情况不予公开。

 （对匿名人士无法支付奖金） 

警察还在追案犯！ 

需 要 你 提 供 线 索 ！ 

成城署特別捜査本部（改訂４版） 

×为发案地点 

千岁烏山站

成城学园前站 

仙川通 
仙川站 

環
八 

甲州街道

成城警察署 

约1,750ｍ 

约1,200ｍ 

航空照片(2000年12月31日案发时) 

神明神社 

上祖師谷驻在所 
上祖師谷二邮局 

驹泽大学棒球队 

球场 

被害者家 被害者家 

仙

川 

你还记得吗！ 

世田谷全家4口灭口抢劫案 

最高奖金 
２ ０ ０ ０ 万 日 元  
侦 查 特 别 奖 金

“上祖师谷三丁目 

全家4口灭口抢劫案  

侦查协助会“奖金    
１  ７  ０  ０  万  日元 

３  ０  ０  万  

 (户主) 宫泽干男      （当时四十四岁） 

 职业：外资企业职员（负责大公司CI开发）

     爱好：学生时代编制卡通片、演戏

  （妻子 ）  宫泽泰子     （当时四十一岁）

 职业：在家开补习班

  （女儿）    宫泽妮娜 （当时八岁）

 世田谷区立小学二年级

     学芭蕾舞及钢琴

  （儿子）   宫泽 礼       （当时六岁）

世田谷区立保育园年长组 

日元 

 https://www.keishicho.metro.tokyo.lg.jp 

 



● 运动衫 

  （详于下页） 

○案犯（做案当时） 

 ・较年轻（由服装判断） 

 ・身高１７０㎝左右 

 ・因衣服夹克型号为大号 

 ・遗留脚印，日本尺寸２７.５㎝(韩式尺寸２８０) 

 ・较瘦(腰包带８３㎝长） 

※ 实际腰围７０～７５㎝ 

 ・惯用手可能右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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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套 (手套口带毛) 
 EDWIN牌，尺寸～２６ｃｍ 

  自1998至2000年，共制造10755双 

  一双1980日元。 

 关东地区主要出售商行 

   株式会社JeansMate、 

   株式会社マルフル（现为Ｍ/Ｘ） 

    

 

 

 

案犯在犯罪现场遗留各样东西。由此可推测的案犯形象是.... 

 

●  手帕 
   黑色，无花纹，自1995年至2000年， 

共生产66500块。 

   其中1998年以后生产59000块。零售 

价格300日元。 

    犯罪现场遗留两块。 

   出售商行为株式会社良品計画 

    無印良品店 

● 帽子 
       1999年9月～2000年11月，日本全国

共售出３４６５顶。 

  販売価格１，９００日元前後。 

  （据标签记载，应为1999年９月２１日

以后出售） 

   关东地区主要出售商行 

   株式会社マルフル（现为Ｍ/Ｘ）、 

   株式会社UNIQUE、 

   株式会社大三BLACK 

● 腰包 
  大阪制包厂共生产2850个。 

  自1995年9月至99年1月，于关东地

区的拍卖店，以2900日元出售 

● 夹克衫 

   黑色大号，自2000年11月起直至发案，同

类夹克在日本全国共售８２０００件 

（东京地区共售１０１９４件） 

  零售价格３９００日元～５９００日元 

  出售商行为优衣库直营店 

      （亦有函售、网售） 

 

● 切鱼片刀 
   商品名：关孙六 银寿 

   刀刃长21cm，全长包含刀柄３４cm 

  福井县制刀厂2000年6月生产1500把 

  在关东地区46家店铺以3500日元左右出售。 

 

 

● 围巾 

 因无标签，其制贩情况不明。 

 １３０cm×３０cm  丙烯酸料   

  绿地赤红、黑、橙及浓绿格纹 

  

○由现场提取的案犯血液可知： 
 ・性別：男 

 ・血型：Ａ 

 ・行案时，可能一只手受伤。但现在有可能伤痕已消灭。 

 

※体型可能已变。 

案犯在现场遗留如下衣服！你对这种衣服有没有印象？ 

于包内及手帕上附着 

● 香水 

 
     法国制 

   姬龙雪牌淡香水 

   品名 DRAKKAR NOIR 

    1982年起，在日本国内出售 

       价格 3000日元(30毫升/瓶) 

 

１７０㎝ 

左右 

穿上复制腰包的情况 

腰带长度「８３㎝」 

   由遗留脚印获知 

● 鞋子 

 韩国制运动鞋（史莱辛格牌） 

 韩式尺寸28cm(日本尺寸２７．５㎝） 

 自1998年１０月至1990～92年11月，

在韩国共生产４５３０双，在日本以４，

０００日元左右出售。但该尺寸的，在

日本未出售。 



运动衫出售店已清楚。～你有没有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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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海道 

マルフル札幌ソシア １件 

マルフル札幌パセオ ４件 

岩手县 

マルフル江釣子パル ２件 

宮城县 

マルフル仙台 ４件 

栃木县 

マルフル宇都宮 ２件 

茨城县 

ＭＸつくばアッセ １件 

千叶县 

マルフル八千代台 ２件 

マルフル柏    ４件 

埼玉县 
マルフル草加アコス ３件 

ＭＸ所沢ダイエー  ３件 

マルフル川越    １件 

神奈川县 

ＭＸ厚木 ３件 

静岡县 
ＭＸ沼津学園通   ４件 

ＭＸ富士      ４件 

マルフル静岡紺屋町 １件 

ＭＸ静岡曲金    ６件 

ＭＸ大井川     ６件(１件) 

ＭＸ焼津      ６件(２件) 

ＭＸ浜松都盛町   ６件 

ＭＸ浜松葵町    ２件(１件) 

ＭＸ浜松上島    ３件(１件) 

ＭＸ浜北      ５件 

ＭＸ袋井      ５件 

ＭＸ豊田町     ５件(１件) 

大阪府 

マルフル富田林エコール・ロゼ ２件(１件) 

山梨县 

ＭＸ富士吉田   ２件(１件) 

ＭＸ石和     ２件 

ＭＸ甲府昭和   ４件 

ＭＸ昭和インター ２件 

長野县 
ＭＸ長野若槻 ５件 

ＭＸ川中島  ４件(１件) 

ＭＸ松本並柳 ３件(１件) 

ＭＸ松本村井 ６件 

ＭＸ諏訪   ３件(１件) 

ＭＸ飯田   ２件 

兵庫县 

マルフル藤原台エコール・リラ １件 

マルフル尼崎つかしん     １件 

○出售时期 

 自2000年8月至12月 

○出售商行（已歇业） 

 株式会社マルフル 

○店名 

 「マルフル」或「Ｍ／Ｘ」  

 

运动衫出售地区（１４都道府县４１店铺） 

东京都 

マルフル荻窪     ３件 

ＭＸ聖蹟桜ヶ丘オーパ ３件  

ＭＸ京王八王子ＳＣ  ２件(１件) 

マルフル青戸     ２件 

○颜色 

 袖部淡紫色。前后身淡灰色 

○型号 

 Ｌ号（只卖Ｌ号和Ｍ号） 

○售出件数 

 １３０件（其中１２件已了解购买者） 

○出售价格 

 １，４８０円～１，９００円 

○其他 

 该店铺亦出售帽子、手套。 

   ～运动衫出售地区 

（ ）内件数为获知购买者 

记载当时店铺名称 

～例如这样的人～ 
 

○ 穿过，或认识的人穿过那种运动衫 

○ 拥有过那种运动衫，或认识的人拥

有过。 

○ 案发前后，自运动衫出售地区往犯

罪现场附近的学校、公司等上班上学的

人，或自犯罪现场附近往运动衫出售地

区上班上学的人。 

 ※ 如，自多摩市往世田谷区，或自

世田谷区往多摩市 

○ 住运动衫出售地区，在现场附近有

老家、亲友家的人。 

  住现场附近，而在运动衫出售地区

有老家或亲友家的人。 

東京都内 

世田谷区(事件現場) 
八王子市 

葛飾区 杉並区 

多摩市 

 

发案（２０００年）那一年，有过是什？请你回想。 

＜日本国内主要事件＞ 
● 在新潟失踪９年的女子被解放(１月２８日) 

● 北海道有珠山喷火(３月３１日) 

● 小渕首相病故，森连立内阁成立(４月５日) 

● 三宅岛喷火(６月２７日)，全岛民避难(９月４日) 

● 食品厂制品引起集体中毒事件(６月２８日) 

● 举行冲绳高峰会议，印发２千円钞票(７月１９日) 

● 白川博士获得诺贝尔化学奖(１０月１０日) 

● 日本棒球锦标赛，王-长岛之战，长岛巨人队获冠军(１０月２８日) 

● 悉尼奥运会，日本女选手大活跃(９月～１０月) 

 

 

 

 

 

 

 

 

 

 

●连续发生十七岁少年的凶案

＜流行歌曲＞ 
唱盘大奖曲         「ＴＳＵＮＡＭＩ」～南天群星 

最优秀新人奖  「箱根八里的半次郎」～氷川清 

畅销数量          第一 「ＴＳＵＮＡＭＩ」～南天群星 

        第二 「樱坂」～福山雅治 

        第三 「Wait&See～冒险～」～宇多田光  

＜热门片＞ 
日本片 第一 神奇宝贝/结晶塔的帝王 炎帝 

          神奇宝贝/皮丘和皮卡丘 

       第二 雪茫危机 

西洋片 第一 Ｍ：Ｉ－２（不可能的任务） 

       第二 绿里奇迹 

2001年１月放映的热门电影 

   日本片 大逃杀 

   洋片     恐龙 

＜畅销书＞ 
第一 《所以，你也要活下去》～大平光代 

第二 《男人不停 女人不看地图》～艾伦・皮斯 

第三 《哈里波特与魔法石》《哈里波特与密室》～J.K.罗琳 马拉松 金牌 

髙橋 尚子 
残疾人奥运会选手团 柔道 金牌 

田村(現姓 谷)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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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识被害者家属 

 ・去过被害者家 

 ・包括孩子，有家族交往 

 ・听过有纠纷 
  

○ 发案前后，在祖师谷公园周围 

 ・见过认识的人 

 ・看到可以人物 

 ・走过（不行・驾车） 

 ・散步过 
 

○ 案犯遗留衣服等 

 ・在保管 

  （曾经保管） 

 ・知道有人保管 

  （知道有人曾经保管） 
 

○ 发案前后，去过犯罪现场附近，祖师谷公园。 

 ・因公去 

 ・去玩 
 

○ 听过 

 ・有人谈有关案件 
 

○ 知道有人住现场附近，发案前后突然迁居 

 ・知道有人发案前後回东京，或上东京来 
 

○ 案发时间前后，在祖师谷公园 

 ・和朋友玩 

 ・玩滑板 

 ・玩棒球（练投接） 
 

２０００年１２月３０号晚上９点到３１号上午１１点的电视节目表 

～看它是否想起什么？～ 参考：読売新聞 

侦查组请求提供如下消息。～小小的线索也可以～ 

月 

日 

１２ 

月 

３１ 

日 

○ 在现场附近有： 

 ・怪人（大声喊，骂人等） 

 ・白天不出来，晚上走动的人 

 ・夜间各种各样的人来访的家、宿舍 
 

等等，若有以上情况，请到特別捜査本部或附近的警

察亭，提供消息。     

此地藏菩萨像，2001年４月９日（发案

第一百天），在犯罪现场西边的仙川河对岸

出现。 

目前还不知道，是有人善意安放的，还

是案犯或案件有关人放的。 

我们求有关该地藏菩萨像，制造、进

口、贩卖等消息。 

 

石材 

 白花岗石 

整体尺寸 

 約５９㎝高 

 約１９．５㎏重 

地蔵像部分 

 約５０高 

 約１２．５㎏重 

    

莲花座 

 約１１㎝高 

 約２２㎝直径 

 約７㎏重 

１２ 

３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