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涩谷站（JR、地铁、东急、京王）

新地标⸺直通车站的
SHIBUYA SCRAMBLE SQUARE

涩谷地区最高的47层楼大规模综合设施⸺SHIBUYA SCRAMBLE SQUARE将于11月1日开业。从拥有日
本最大型屋顶展望空间的展望设施SHIBUYA SKY可一览涩谷全向十字路口、东京塔、富士山等。地下2楼
至地上14楼有212家商店、餐厅、咖啡店等加盟。

www.shibuya-scramble-square.com/

©Shibuya Station district co-developer

SHIBUYA FUKURAS 11月起陆续开业

将于涩谷站西口开业的18层楼的新综合设施。
除了商店和餐厅，预计还
将同时设置可乘坐路线巴士、
机场大巴的巴士站以及可存放行李、
咨询观
光信息等的观光支援设施。

全新SHIBUYA PARCO

拥有服装、杂货等商店以及餐厅、剧场等约180家店铺的SHIBUYA
PARCO，经过重新装修后于11月22日开业。Pokémon Center SHIBUYA
以及任天堂直营店Nintendo TOKYO等也将开店。

shibuya.parco.jp/

©2019, Takenaka Corporation

南町田Grandberry Park诞生

东急田园都市线南町田站将改名为南町田 Grandberry Park 站，同时11月13日将诞生车站直
通的大型商业设施 Grandberry Park。预计约230家店铺加盟。同区域内，Snoopy Museum

Tokyo 也将于12月开业。

南町田站（南町田Grandberry Park站）
（东急）

©Machida City / TOKYU CORPORATION

酒店开业信息

gbp.minamimachida-grandberrypark.com
www.snoopymuseum.tokyo/en/
9/26 三井花园饭店银座五丁目 338间
12/24 雷姆普拉斯银座 238间

11/22 三井花园饭店神宫外苑东京普米尔 362间

2

TCVB News Letter Vol. 70

Dandelion Chocolate,
Factory & Cafe Kuramae
1

东京精选巧克力

dandelionchocolate.jp/

1楼是巧克力制造处和销售处，2楼设有
咖啡厅和工坊。
可一边近距离观赏制造
工程，一边享用自家制巧克力热饮或是
布朗尼拼盘等。
藏前站（地铁）

为大家介绍东京的巧克力名店，

其中有从可可豆到做成巧克力的全部工序都在自己公司
进行的Bean to Bar巧克力专卖店，

还有使用巧克力做成各种甜点的咖啡厅等。

秋叶原

新宿

4
5

中目黑

涩谷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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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

自由之丘

自家制巧克力热饮 638日元
（外带626日元）

©Dandelion Chocolate Japan

2 CHOCOLATIER

3

PALET D’OR 东�

布朗尼拼盘 693日元
（外带680日元）

Summerbird ORGANIC

www.summerbird.jp/

www.palet-dor.com/index.html

从可可豆的烘焙到所有制作工程都亲自进行的正宗巧克力专卖店。
店内提供
自家制的可可制作而成的Bean to Cocoa以及芭菲（价格随季节变动）
，伴手礼
推荐使用了日本酒獭祭制作而成的
“獭祭巧克力”
。
东京站（JR、
地铁）、
大手町站（地铁）、
二重桥前〈丸之内〉站（地铁）

Bean to Cocoa
1500日元（不含税）

1986年诞生于丹麦的100%有机巧克力品牌的工作室和咖啡厅。
可以品尝到在蛋白霜外裹上巧克力的丹麦传统点心
“奶油之吻”
。
表参道站（地铁）

獭祭巧克力（6粒装）
2300日元（不含税）

奶油之吻 660日元

green bean to bar
CHOCOLATE
4

5

MAGIE DU CHOCOLAT

www.magieduchocolat.com

greenchocolate.jp/

位于目黑川沿岸的工厂，内设34个席位的咖啡区域。
可在此品尝闪电泡芙和巧
克力饮品（550日元，不含税）等。
推荐购买原创设计和纸包装的巧克力块作为
伴手礼。
中目黑站（东急）

巧克力块 1500日元～（不含税）

闪电泡芙 500日元（不含税）

设有店内食用空间的
Bean to Bar巧克力专
卖店。
有一口大小的
夹心巧克力、
半生巧
克力蛋糕 MAGIE DU
CHOCOLAT等。
略带苦
味的可可冰淇淋甜筒
也很受欢迎。
自由之丘站（东急）

MAGIE DU CHOCOLAT
（加纳63）450日元
可可冰淇淋甜筒 620日元

东京散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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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之丘

自由之丘汇集了时尚的杂货店和咖啡店。
从涩谷乘坐东急东横线（急行）10分钟即到。
: 是设置有VISA等国外发行的信用卡也可提取日元

的提款机的地方

自由之丘公园

散步推荐路线

❶ 自由之丘站
❷ katakana 自由之丘店
步行8分钟

❸ 古桑庵

东急东横线

b CONANA 自由之丘店

学园
通

c 大山生煎店
这里的上海特产生煎包很受欢迎。除了有咬开皮
的瞬间肉汁满溢的生煎包（3个360日元）
，还有无
汤担担面（650日元）、中式粥（600日元）。
可外带。
www.taizan-shengjian.com/main/

MAGIE DU CHOCOLAT
（详见p. 2）

c
东急大井町线

自由之丘站
道
川绿
九品

f

自由通

b CONANA
自由之丘店
使用四季食材，讲究特制
高汤的和风意面专卖店。
提供“明太子小沙丁鱼信
州菜意面”
（980日元）、
“CONANA豆奶培根鸡蛋
意面”
（1230日元）等。
www.conana-jp.com/
shoplist/meguro-jiyugaoka/

大山生煎店

自由之丘百货店
（详见p.4）

NATURAL KITCHEN &
自由之丘店
g

a 古桑庵
90年前建造的日本房屋改装而成的咖啡店。中庭
的景色也很有日本民家风情。
提供抹茶（附和式点
心）
（850日元）、豆沙水果凉粉（850日元）等。
kosoan.co.jp/

↑ 涩谷

TODAY’
S SPECIAL d
自由之丘

美 食 导 览

:便利商店内提款机

※消费前请事先确认各店家可使用的信用卡种类

古桑庵

six e

步行4分钟

: 邮局内提款机

a

katakana 自由之丘店

d TODAY’
S SPECIAL 自由之丘
器皿、食材、衣物、书本、植物等生活类杂货齐全的
精品店。
同时设有咖啡店兼餐厅 TODAY’
S SPECIAL
KITCHEN。
www.todaysspecial.jp/

e six
主要销售精选文具的杂货店。以欧洲为中心的海外
文具为首，还有精选自国内外的明信片、钟表、首饰
等丰富商品。
sixpresssix.jp/

f katakana 自由之丘店
以“汇集日本别致的伴手礼店”为理念的杂货店。富
士山周边产品、手工匠人打造的胸针、文具以及传
统工艺品等来自日本全国的商品齐聚一堂。
katakana-net.com/

g NATURAL KITCHEN & 自由之丘店
以器皿、珐琅、和式餐具等厨房用品为首，可以凭借
合理价格购买家庭收纳用品、家居用品、首饰等的
杂货店。
www.natural-kitchen.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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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り

东京 庆典、活动信息 2019 年 9 月 — 2020 年 3 月

◆10/24‒11/4
东京拉面展2019
＠驹泽奥林匹克公园
www.ramenshow.com/
日本最大型的户外拉面活动。
集结了日本各地的
当地拉面、只有这里才能吃到的原创拉面等共
36种拉面。
入场免费。
拉面兑换券1张880日元。
驹泽大学站（东急）

◆11/7、8、19、20
花园神社大酉祭
@花园神社
www.hanazono-jinja.or.jp/
酉市是祈祷生意兴隆的传统祭典。除了有销售
竹耙形吉祥物的店铺，还会举办畸形秀表演。
点亮神社内的1000盏以上的供奉灯笼也是看点。
新宿三丁目站（地铁）、新宿站（JR、地铁、小
田急、京王）

◆11/15‒12/1
神宫外苑银杏祭
＠明治神宫外苑
www.jingugaien-ichomatsuri.jp/
从青山通至圣德纪念绘画馆的两侧延绵约300
米的银杏树是东京代表性的黄叶景点。还有美
食小摊汇聚在此，形成秋天的代表景象。
信浓町站（JR）、
青山一丁目站（地铁）

SETAGAYA

精选活动

◆11/19‒2020/3/29
未来与艺术展（暂名）
@森美术馆
www.mori.art.museum/en/exhibitions/
future_art/index.html
展示受到人工智能、机器人工学等最新科学技术
影响所诞生的艺术、设计、建筑作品，思考近未来
的人类形象、生活方式、环境问题的展览会。
当日票：未定
六本木站（地铁）、麻布十番站（地铁）

◆10/14‒11/24
天皇登基纪念特别展《正仓院的世界—皇室守护传承之美—》
＠东京国立博物馆 平成馆
artexhibition.jp/shosoin-tokyo2019/outline-en/
将焦点对准飞鸟、奈良时代（7‒8世纪）的国际色彩丰富的造型文化，同
时公开正仓院宝物与法隆寺献纳宝物。前期（10/14‒11/4）与后期
（11/6‒11/24）的展示有所替换。
当天票：
1700日元
上野站（JR、地铁）、京成上野站
（京成）

Bjarke Ingels and Jakob Lange
The Orb 2018

◆11/2‒2020/2/24
特别展 木乃伊～追求
“永恒生命”
@国立科学博物馆
www.tbs.co.jp/miira2019/
从人工制作的木乃伊到自然形成的木乃伊，集合了埃及、欧洲、南美等
世界各地的木乃伊的展览会。
当天票：
1700日元
上野站（JR、
地铁）、
京成上野站（京成）

活动日程
日程、名称

地点

11/23‒2020/2/2
陶瓷入门―感受色彩、纹样、
造型的乐趣

出光美术馆
可综观从1万6千年前绳文时代的原始土器开始，从中国、朝鲜学习技术后进行发展，
有乐町站（JR、地铁）、日比谷站（地铁） 再在日本独有的文化之中诞生出了新样式之美的日本陶瓷史。
idemitsu-museum.or.jp/en/

９/21‒11/17
巴斯奇亚展 Made in Japan

森艺术中心画廊（六本木Hills）
六本木站（地铁）、麻布十番站（地铁）

◆想了解其他祭典、活动信息...
请在东京观光官方网站“GO TOK YO”中查看！
www.gotokyo.org/cn/

内容

尚·米榭·巴斯奇亚作为20世纪最伟大的美术巨匠之一确立了自己的稳固地位。
本展览展示来自世界各地的巴斯奇亚的约130件绘画、制图、立体作品、影像作品。
详情请参见官网。www.basquiat.tokyo

自由之丘站前的“自由之丘百货店”
，是第二次
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第一家被称为百货店的
设施。地上4楼、地下1楼的细长大楼内，市场及商店街的风情与时尚
甜美的自由之丘氛围截然相反。现在外观虽然重新翻修过，但鳞次
栉比的时尚、杂货、古玩、饮食等店铺充满令人怀念的氛围。偶尔品
味这样的自由之丘也很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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