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26 三井花園飯店銀座五丁目  338間客房 11/22 三井花園飯店神宮外苑東京普米爾  362間客房
12/24 雷姆普拉斯銀座  238間客房新開幕飯店資訊

Grandberry Park 將於南町田誕生
東急田園都市線南町田站將改名為南町田　Grandberry　Park　站，11月13日與車站直通的
大型商業設施　Grandberry　Park　即將誕生。預計將有230間店面在此展店。同一區域內，
Snoopy　Museum　Tokyo　將於12月開幕。
     南町田站（南町田　Grandberry　Park　站）（東急）
gbp.minamimachida-grandberrypark.com
www.snoopymuseum.tokyo/en/

©Machida City / TOKYU CORPORATION

全新SHIBUYA PARCO
重新裝潢後的SHIBUYA　PARCO將於11月22日開幕，預計會有服飾店、
雜貨鋪，以及餐廳、劇場等180個店面在此展店。Pokémon　Center 
SHIBUYA 以及任天堂的直營店Nintendo　TOKYO也將在此營業。

shibuya.parco.jp/
©2019, Takenaka Corporation

SHIBUYA FUKURAS自11月起陸續開幕
即將在澀谷站西口開幕的新複合型設施，共18層樓高。除了店鋪及餐廳，
同時也會附設客運巴士及機場利木津巴士轉運站、行李寄放、觀光導覽
等各種兼具觀光服務機能的設施。

澀谷地區最高，共47層的大規模複合型設施⸺　SHIBUYA　SCRAMBLE　SQUARE　將於11月1日開幕。擁
有全日本最大的屋頂瞭望空間　SHIBUYA　SKY，從這裡可以一覽澀谷十字路口、東京鐵塔、富士山的美
景。從地下2樓到地上14樓，將有212間店鋪、餐廳、咖啡店等
在此展店。
www.shibuya-scramble-square.com/

新地標⸺與車站直通的
SHIBUYA SCRAMBLE SQUARE

©Shibuya Station district co-developer

本刊特別
推薦

本刊特別
推薦不斷進化的澀谷

      澀谷站（JR、地下鐵、東急、京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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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之丘聚集了時尚的雜貨店及咖啡廳。
從澀谷搭乘東急東橫線（快速）僅需10分鐘。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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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之丘站

古桑庵

katakana 自由之丘店

澀谷↑

自由之丘百貨
（請參閱p.4）

TODAY’S SPECIAL
 Jiyugaoka

six

自由之丘公園

NATURAL KITCHEN &
自由之丘店

大山生煎店

CONANA 自由之丘店

MAGIE DU CHOCOLAT 
（請參閱p.2）

　　　 : 可用VISA等海外發行的卡片提領日幣現金的ATM所在地
　: 郵局內ATM   　:便利商店內ATM   
※消費前請事先確認各店家可使用的信用卡種類。

自由之丘

        NATURAL KITCHEN & 自由之丘店
主打器皿、珐瑯、日式食器等廚房用具，能以合理的
價格，輕鬆擁有這些居家收納及裝潢、裝飾等用品。
www.natural-kitchen.jp/

        six
這家雜貨店主打精緻文具。以歐洲為主的海外文具
為代表，還有來自國內外精選的明信片及時鐘、首
飾配件等，商品相當豐富。
sixpresssix.jp/

        katakana 自由之丘店
以「匯集日本最有型的土產店」為宗旨的雜貨店。匯
集了來自全日本的富士山周邊、手做藝術家的胸針、
文具及傳統工藝品等。
katakana-net.com/

        TODAY’S SPECIAL Jiyugaoka
器皿、食材、服飾、書籍以及植物等，各種具有
獨特生活風格的雜貨，在這家精品店一應俱全。
同時也附設提供餐飲及輕食的TODAY’S　SPECIAL 
KITCHEN。
www.todaysspecial.jp/

d e

f g

美 食 導 覽

         大山生煎店
以上海名產生煎包而大受歡迎的名店。除了咬開
的瞬間，肉汁會瞬間流出的生煎包（3個360日圓）
之外，也有擔擔乾麵（650日圓）以及中華粥（600
日圓）。提供外帶服務。
www.taizan-shengjian.com/main/

c

        CONANA 自由之丘店
這間日式義大利麵專賣
店，使用四季食材，製作
出相當講究的特製高湯。
菜單有「野澤菜佐明太子
魩仔魚」（980日圓）以及

「CONANA豆奶培根蛋
麵」（1,230日圓）等等。
www.conana-jp.com/
shoplist/meguro-jiyugaoka/

b

         古桑庵
這間咖啡廳由已有90年歷史的日本家屋改建而
成。中庭的景色也具有道地日本民家的味道。在這
可品嚐抹茶（附日式甜點）（850日圓）、餡蜜（850
日圓）等日式甜品。
kosoan.co.jp/

a

步行8分鐘

步行4分鐘

漫遊建議旅遊路線

❶

❷

❸

自由之丘站

Katakana 自由之丘店

古桑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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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家　Bean　to　Bar　巧克
力專門店，附設可內用
的咖啡座。店內販賣一
口大小的夾心巧克力，
及半熟巧克力蛋糕　
MAGIE　DU　CHOCOLAT。
帶著微苦口感的可可霜
淇淋也很受歡迎。
     自由之丘站（東急）

   MAGIE DU CHOCOLAT
www.magieduchocolat.com

MAGIE DU CHOCOLAT
（迦納63） 460日圓

可可霜淇淋 620日圓

5

位於目黑川沿岸，設有34個內用座位的工廠。在此可以品嚐閃電泡芙與巧克力
飲品（CHOCOLATE DRINK  550日圓，未稅）。十分推薦採用原創設計的和紙所
包裝的巧克力，當作伴手禮。
      中目黑站（東急）

    green bean to bar 
CHOCOLATE
greenchocolate.jp/

巧克力塊 1,500日圓～（未稅）
閃電泡芙 500日圓（未稅）

4

這間巧克力研究室及咖啡廳是1986年於丹麥發跡的100%有機巧
克力品牌。在這裡可以品嚐到巧克力包覆蛋白霜內餡的丹麥傳
統甜點 Cream Kiss。
      表參道站（地下鐵）

    Summerbird ORGANIC
www.summerbird.jp/

Cream Kiss 660日圓

3

從可可豆的焙煎起，所有過程都一手包辦的純正巧克力專賣店。店內使用店
家自製可可亞的Bean to Cocoa及聖代（價格會因季節變動），若要送禮，推薦
使用日本酒獺祭製成的「獺祭巧克力」。
      東京站（JR、地下鐵）、大手町站（地下鐵）、
二重橋前〈丸之內〉站（地下鐵）

   CHOCOLATIER 
PALET D’OR  東京
www.palet-dor.com/index.html

Bean to Cocoa
 1,500日圓（未稅）

獺祭巧克力（6個裝）
 2,300日圓（未稅）

2

一樓是巧克力工廠和販售區，二樓
則附設咖啡廳和工作坊。可以一邊
品嚐　HOUSE　HOT　CHOCOLATE
或　BROWNIE　BITE　FLIGHT，一邊
近距離觀看製作過程。
      藏前站（地下鐵）

   Dandelion Chocolate, 
Factory & Cafe Kuramae
dandelionchocolate.jp/

HOUSE HOT CHOCOLATE 638日圓
（外帶 626日圓）

BROWNIE BITE FLIGHT 693日圓
（外帶680日圓）

©Dandelion Chocolate Japan

1

新宿

東京

中目黑
自由之丘

澀谷

秋葉原
1

23

5

4

在此介紹東京的巧克力名店⸺從可可豆到成為巧克力，
全都由自家公司一手包辦的Bean to Bar巧克力專賣店，
以及使用巧克力變化出各式各樣餐點的魅力咖啡店等。

東京精品巧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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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自由之丘站前的「自由之丘百貨」，是二次
大戰結束後日本第一棟被稱為百貨公司的建

築。這地上4層、地下1層的狹長大樓，帶有一種市場或商店街的風
情，跟時尚又甜美的自由之丘恰成反比。雖然現在外觀經過整修，但
在這充斥時裝、雜貨、古董、飲食等各式店面的大樓中，給人一種懷
舊的氣氛。偶而也可以來這體驗一下自由之丘的另一面。

編輯後記◆有關其他的祭典、活動資訊
您可在東京觀光官方網站「GO TOKYO」查詢！
www.gotokyo.org/tc/ 

活動行事曆

日程、名稱 地點 內容
９/21～11/17　
巴斯奇亞展 Made in Japan

森藝術中心畫廊 （六本木Hills）
     六本木站（地下鐵）、麻布十番站（地下鐵）

尚・米榭・巴斯奇亞⸺20世紀美術最偉大巨匠之一。這次展覽即將展出從世界
各地收集而來，約130件繪畫、線稿、立體作品及影像作品。
詳情請參閱官方網站   www.basquiat.tokyo

出光美術館
     有樂町站（JR、地下鐵）、
日比谷站（地下鐵）

11/23～2020/2/2　
陶器入門⸺悠遊在色彩、
紋樣、造型的世界

從一萬六千年前的繩文時代時的原始土器，到接受中國及朝鮮技術的薰陶後，
日本在自己特有的文化中，發展出獨特美感的日本陶瓷器。在本次展覽中能夠
一覽日本陶瓷的進化史。   idemitsu-museum.or.jp/en/

◆11/19～2020/3/29
未來與藝術展（暫定）
＠森美術館
www.mori.art.museum/en/exhibitions/
future_art/index.html
不但將展出一系列受到人工智慧及機器人工學
等最新科學技術所影響的藝術、設計，以及建築
作品，也是一場探討近未來的人類樣貌、生活型
態，以及環境問題的展覽。
          當日票：未定
     六本木站（地下鐵）、麻布十番站（地下鐵）

Bjarke Ingels and Jakob Lange
The Orb  2018

◆11/2～2020/2/24
特別展 木乃伊～追求「永恆的生命」
＠國立科學博物館
www.tbs.co.jp/miira2019/
這次展覽，集合了來自埃及、歐洲、南美等世界各地，從人工製作，到自然
形成的各種木乃伊。
          當日票：1,700日圓
      上野站（JR、地下鐵）、京成上野站（京成）

◆10/14～11/24
天皇即位記念特別展「正倉院的世界—皇室傳承之美—」
＠東京國立博物館 平成館
artexhibition.jp/shosoin-tokyo2019/outline-en/
以飛鳥、奈良時代（7～8世紀）帶有豐富國際色彩的造型文化為重點的
正倉院寶物與法隆寺獻納寶物，即將同時舉行公開展覽。前期（10/14～
11/4）與後期（11/6～11/24）的展示有所替換。

          當日票：1,700日圓
     上野站（JR、地下鐵）、
京成上野站（京成）

精選活動

◆11/15～12/1
神宮外苑銀杏祭＠明治神宮外苑
www.jingugaien-ichomatsuri.jp/
在青山大道與聖德紀念繪畫館之間，距離約有
300公尺長，種植著四列銀杏樹，是東京最具代
表性的賞銀杏景點。屆時各種美食小攤也會聚
集在此，是歌詠秋天的風情詩。
     信濃町站（JR）、青山一丁目站（地下鐵）

SETAGAYA

◆11/7、8、19、20
花園神社大酉祭＠花園神社
www.hanazono-jinja.or.jp/
在傳統習俗中，為祈禱生意興隆，會在酉日這天
舉行酉之市。除了會有店家販售據說相當靈驗
的熊手（裝飾華美的竹耙子）外，還有雜耍屋會
在此表演。由各界捐獻多達1,000盞以上的燈籠，
照亮神社境內的壯觀景象，也十分值得一看。
     新宿三丁目站（地下鐵）、新宿站（JR、地下
鐵、小田急、京王）

◆10/24～11/4　
東京拉麵展2019 ＠駒澤奧林匹克公園
www.ramenshow.com/ 
全日本最大的戶外拉麵盛會。日本各地的當地
拉麵，以及只有在本次盛會中才吃得到的獨創
拉麵，共有36種拉麵在此薈萃。免費入場。若想
購買拉麵，則需購買一張可兌換拉麵的拉麵券
880日圓。  
      駒澤大學站（東急）

東京 節慶、活動資訊　2019年9月∼2020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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