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9 东京丰洲日航都市酒店 330间
2020/1/22 RESOL POSHTEL东京浅草 110床
2020/1/24 三井花园饭店六本木普米尔  257间

酒店开业信息

withharajuku.jp/

商业设施WITH　HARAJUKU将在
2020年春季开业。地下2楼至地上
3楼为生活类杂货、运动、服饰、化
妆品、餐饮等店铺。位于8楼的公园
景观餐厅可一览明治神宫的森林。
　原宿站（JR）

原宿站前诞生
新商业设施

©2019, Takenaka Corporation

©2019, Takenaka Corporation

室内微型主题公园
将于有明登场

©Small Worlds©Small Worlds

©Small Worlds©Small Worlds

SMALL　WORLDS　TOKYO 于2020年4月25日开业。设施总面积宽达8000
平方米，由关西国际机场、世界之街、美少女战士等7个区域构成，所展示
的汽车、电车可以行驶，飞机可以起飞降落等，这是一个使用先进技术打
造的动态微型世界的空间。新世界福音战士的第3新东京市、格纳库再现
了动画世界中的动态。
　有明网球之森站（百合鸥线）、国际展示场站（临海线）
www.smallworlds.jp/

竹芝地区诞生新综合设施
WATERS takeshiba

将焦点对准文化与艺术，由通过“体验、体感”来满足消费者好奇心的店铺、在水边露台感
受就餐乐趣的咖啡店和餐厅以及剧团四季的三个专用剧场等构成的综合设施“WATERS 
takeshiba”，将从2020年4月13日起陆续开业。奢华酒店“mesm Tokyo傲途格精选酒店”

（265间）也将于4月27日开业。
     竹芝站（百合鸥线）、滨松町站（JR、东京单轨电车）、
浅草站（地铁）、大门站（地铁）
waters-takeshiba.jp/

©Provided by JR East©Provided by JR E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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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秋叶原乘坐JR中央线3分钟即到。作为相扑的街道很有名，
也有令人感觉到和风氛围的个性店铺与餐厅。

是浓缩了东京的文化与历史的下町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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御谷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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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糸町→

两国高桥

两国
国技馆

隅田川

相扑博物馆 
*由于设施翻新施工，
  2020年1月10日前休馆

东京都
江户东京博物馆

旧安田庭园

两国露台
咖啡馆

横网町公园

两国站
（地铁）

两国第一酒店

麦酒俱乐部 POPEYE

两国豪景酒店

珍珠酒店
两国

两国River酒店

两国烟花资料馆

MERIKOTI

IKIJI

墨田北斋美术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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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邮局内提款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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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 国

        御谷汤
有多彩浴池的黑泉放流型天然温泉。可在露天浴
池中一边欣赏东京晴空塔一边尽情感受温泉乐趣。
成人470日元（洗发水、沐浴露常备）
mikokuyu.com

        IKIJI
工厂品牌。从POLO衫、衬衣等时尚衣物到钱包、名
片夹等小物品，各种商品一应俱全。
ikiji.jp/en/

       两国高桥
摆满文具、手巾、人偶、扇子、马克杯、便当盒等相扑
周边商品的店铺。
www.instagram.com/ryogoku_takahashi/

       MERIKOTI
销售布人字拖、五指袜、足袋袜的分趾鞋袜专卖店。
使用了日本风传统编织法制作的可爱手工家居鞋
很受欢迎。可以在工坊体验布人字拖编织。
www.meri-koti.tokyo/

d f

e g

美 食 导 览

         两国露台咖啡馆
位于旧安田庭园隔壁的绿意盎

然的空间。除了可品尝披萨（935日元～）、意面
（968日元～）等料理之外，冬天还有被炉席位的

火锅（需预约）登场。
www.ryogokuterrace.jp/

c

         麦酒俱乐部 POPEYE
汇聚了70种啤酒，作为精酿啤酒的圣地深受欢迎。
有啤酒什锦套餐（3种748日元、10种1958日元）、精
制料理“黑啤炖排骨”（1518日元）等
70beersontap.com

b

        巴潟
日本料理人所开的老字号店铺，
提供相扑火锅和日本料理。还有
茶室风格的包间 。有相扑火锅

（一人份3300日元）等
www.tomoegata.com/

a

©Shuhei Haruta©Shuhei Haruta

步行25分钟

步行5分钟

散步推荐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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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迎来举办10周年。以“Jewelry Olympos”为主题，12个梦幻新区域
登场，日本屈指可数的气势喷水秀还增加了镭射和火焰的演绎。灯光秀
活动中还会举办滑冰与雪橇活动。
　　夜晚畅游券：2500日元，夜晚门票：1500日元
　 从京王读卖乐园站（京王）乘坐空中缆车“Sky Shuttle”或小田急巴士，
或从读卖乐园前站（小田急）乘坐小田急巴士

读卖乐园 �石灯光�Jewellunimation®
～Jewelry Olympos～@读卖乐园

www.yomiuriland.com/jewellumination/

–2020/5/6

5

©MOTOKO ISHII LIGHTING DESIGN©MOTOKO ISHII LIGHTING DESIGN

约1.2公里的丸之内仲大道上，约220棵行道树将被点缀上丸之内原创
的“香槟金色”彩灯，今年也会在有乐町地区设置“光之门”。

　 东京站（JR、地铁）、二重桥前〈丸之内〉站（地铁）

丸�内�彩灯饰2019
＠丸�内仲大�、东��周�等

www.marunouchi.com/

–2020/2/16
（暂定）

2

今年是活动举办的第14年，以迪士尼电影《阿拉丁》的世界观为主题的
充满幻想氛围的空间登场！影片中的乐曲与华丽灯光所包围的灯饰绝
对不容错过！
　 新桥站（JR、地铁）、汐留站（地铁、百合鸥线）

Caretta Illumination 2019 
～阿拉伯��～@Caretta汐留

www.caretta.jp/Illumination/

–2020/2/14（暂定）

1

东京最大型的彩灯活动。可以欣赏闪耀彩虹色的光之喷泉、光之树与天
空极光、100米樱花闪耀的光之隧道等灯光绝景。还有机会与马接触。　
　　当天票：1000日元
　 大井赛马场前站（东京单轨电车）

TOKYO MEGA ILLUMINATION
2019‒2020＠大井赛马场

tokyomegaillumi.jp/

–2020/3/29

4

©TOKYO MEGA ILLUMI

以“和”为主题，用灯光与音效来表现满开的樱花、七夕、富士山等日本
美景。还有击打高台内部的太鼓，就能开启热闹的灯光与音效演绎的体
验型彩灯活动。
　 水道桥站（JR、地铁）、后乐园站（地铁）

东��蛋城 冬季点灯活动
～��水明～＠东��蛋城全�

www.tokyo-dome.co.jp/illumination/

–2020/2/26

 3

新宿

东京

大井赛马场前读卖乐园前

京王读卖乐园

水道桥

1
2

3

5
4

为大家介绍在冬季的
东京举办的精彩亮灯活动。

东京彩灯活动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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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从地面230米高处俯视涩谷行人自由通行
十字路口的“SHIBUYA　SCRAMBLE　SQUARE”

开业了。时尚的全面玻璃外观。从14楼乘坐电梯到达屋顶的展望设
施“SHIBUYA　SKY”后，天空仿佛近在眼前。还能远望新国立竞技
场、东京塔、晴空塔。预计将成为深受游客喜爱的涩谷的新名胜。

编者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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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动日程

日程、名称 地点 内容
12/3‒2020/3/22　
特别展 天空之铁道物语

森艺术中心画廊＆天空画廊（六本木Hills）
     六本木站（地铁）、麻布十番站（地铁）

在地上52层观赏的大规模“体感型”铁道展览会。以在日本全国的铁道类博物馆平常无法
见到的珍稀展示品为首，将焦点对准日本独有的铁道文化与相关的饮食、旅行、动画、游戏，
从儿童到成人，各种年龄层都能感受乐趣。   www.tentetsuten.com/

21_21 DESIGN SIGHT画廊1&2
     六本木站（地铁）、乃木坂站（地铁）

11/22‒2020/3/8
㊙展 极少能见到的
设计师们的原画

展示深泽直人、原研哉、隈研吾、佐藤卓等日本具代表性的设计师、建筑家以及评论家
们平时不对外公开的草稿、图纸和模型等。   
www.2121designsight.jp/program/inspiration/

◆2020/3/20‒4/19
MIDTOWN BLOSSOM 2020@东京中城
室外，有全长约200米的樱花道将点上灯饰，还有可
一边品尝餐点和起泡葡萄酒一边赏花的Blossom 
Lounge；室内，将举办华丽的花朵艺术等活动。
　 六本木站（地铁）、乃木坂站（地铁）、
六本木一丁目站（地铁）

◆2020/2/8‒3/8
汤岛天神梅花节＠汤岛天满宫
www.yushimatenjin.or.jp/pc/ume/
以白梅为中心，种有约300棵梅花树的会场内，将举
办白梅太鼓、日本舞蹈、三味线等供奉演艺，以及抬
神轿、露天茶筵等各种各样的丰富活动。
　 汤岛站（地铁）、上野广小路站（地铁）、
上野御徒町站（地铁）、御徒町站（JR）、
本乡三丁目站（地铁）

◆2020年1月下旬‒3月下旬　
伊豆大岛山茶节＠伊豆大岛
作为“山茶岛”而为人所知的岛上各处，除了可以欣
赏山茶花，还有游行、乡土艺能、染山茶花瓣、夜晚祭
典等各种丰富多彩的活动。在大岛公园的山茶园还
能欣赏拥有黄色花瓣的少见“金花茶”。
　从竹芝栈桥乘坐喷射水翼船约1小时45分钟，
乘坐大型船约8小时（夜行），
从调布飞机场乘坐飞机约30分钟

早春赏花活动

◆11/13‒2020/2/16
新宿南口点灯活动＠新宿南口地区
www.jreast.co.jp/press/2019/
20190830_ho03.pdf
可在新宿南口的各会场欣赏各具特色的
灯饰。
　 新宿站（JR、地铁、小田急、京王）

◆11/13‒2020/2/16
新宿TERRACE CITY点灯活动 ’19‒’20
www.odakyu.jp/terrace-city/
以“色彩”为主题，各区域将装饰上5种不同
色彩的花朵灯饰，为新宿 TERRACE　CITY增
色添彩。
 　 新宿站（JR、地铁、小田急、京王）

◆新宿站周边的点灯活动◆

©Provided by JR East

◆11/14‒2020/2/24
HIBIYA Magic Time Illumination
＠东京中城日比谷在内的日比谷地区
www.hibiya.tokyo-midtown.com
高约12米的主圣诞树登场，还能从圣诞树
中欣赏随着声音变化的演绎。今年还有

“肥皂泡”在空中飞舞的特别演出新登场。
每15分钟举办1次的Magic Time特别演出
将让会场变身为华丽灿烂的世界。

　 日比谷站（地铁）、有乐町站（JR）

◆11/2‒2020/2/24
惠比寿花园广场 2019
冬季点灯活动
＠惠比寿花园广场
gardenplace.jp/special/2019christmas/
灯泡总数达到250个的世界最大型的水晶
吊灯的亮灯（至2020/1/13）、约10米高的
点缀着彩色装饰的圣诞树等，约10万点灯
光的香槟色光亮包围着惠比寿花园广场。

　 惠比寿站（JR、地铁）

精选点灯活动

东京 庆典、活动信息　2019 年11月 — 2020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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