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9 東京豐洲日航都市酒店 330間
2020/1/22 RESOL POSHTEL東京淺草 110床
2020/1/24 三井花園飯店六本木普米爾 257間

新開幕飯店資訊

withharajuku.jp/

商業設施WITH　HARAJUKU即將
於2020年春天開幕。從地下2樓到
地上3樓，將有生活風格雜貨、運
動、時裝、美妝、餐飲店等展店。在
8樓的公園景觀餐廳，更可將明治
神宮的森林盡收眼底。
　原宿站（JR）

嶄新的商業設施
將於原宿站前誕生

©2019, Takenaka Corporation

©2019, Takenaka Corporation

室內型微型主題樂園
將在有明登場

©Small Worlds©Small Worlds

©Small Worlds©Small Worlds

SMALL　WORLDS　TOKYO於2020年4月25日開幕。總面積8,000平方公尺
寬的設施將由關西國際機場區、世界城市區、美少女戰士Sailor　Moon區
等7大區域組成，並有展出的汽車與電車奔馳而過，以及飛機起降等，這是
一處以先進科技驅動的可動式微型世界的空間。新世紀福音戰士的第三
新東京市、收納庫則再現動漫世界中的動態。
　有明網球之森站（百合鷗線）、國際展示場站（臨海線）
www.smallworlds.jp/

新複合設施
WATERS takeshiba
將於竹芝地區誕生

以文化、藝術為焦點，透過「體驗與親身感受」滿足好奇心的商店、可在臨近水邊的露臺享
用餐飲的咖啡館與餐廳，以及四季劇團的3座專用劇場等
組成的複合設施「WATERS　takeshiba」，將於2020年4月
13日起依序開幕。豪華飯店「mesm　Tokyo,　Autograph 
Collection」（265間客房）也將於4月27日開張。
     竹芝站（百合鷗線）、濱松町站（JR、東京單軌電車）、
淺草站（地下鐵）、大門站（地下鐵）
waters-takeshiba.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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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秋葉原搭乘JR中央線3分鐘可抵。此地是知名的相撲之城，
也有可感受日式風情，別具特色的商店與餐廳，

是濃縮了東京的文化與歷史的下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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錦糸町→

兩國
國技館

隅田川

相撲博物館 
*由於設施翻新施工，
  2020年1月10日前休館

東京都
江戶東京博物館

舊安田庭園

橫網町公園

兩國站（地下鐵）

兩國第一酒店

兩國豪景酒店

珍珠酒店兩國

兩國River酒店

兩國煙花資料館

墨田北齋美術館

兩國高橋

兩國露臺
咖啡館

麥酒俱樂部 POPEYE 

MERIKOTI

IKIJ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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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  國

        御谷湯
備有多種浴池的黑湯湧泉天然溫泉。可享受露天
浴池，以及一邊欣賞東京晴空塔，一邊泡溫泉的樂
趣。成人470日圓（備有洗髮精、沐浴精）。
mikokuyu.com

        IKIJI
工廠品牌。從POLO衫到襯衫等時裝至皮夾、名片夾
等配件，各式商品應有盡有。
ikiji.jp/en/

       兩國高橋
陳列著文具、手帕、人偶、扇子、馬克杯、便當盒等相
撲相關商品的商店。
www.instagram.com/ryogoku_takahashi/

       MERIKOTI
布製草履與五趾襪、足袋襪的分趾襪專賣店。採取
日式傳統編織法的俏皮手製室內鞋大受歡迎，也可
在工作坊體驗編製布製草履。
www.meri-koti.tokyo/

d f

e g

美 食 導 覽

         兩國露臺咖啡館
與舊安田庭園比鄰，綠意盎然的

空間。可享受披薩（935日圓～）與義大利麵（968
日圓～）等餐點之外，冬季還可於暖爐桌享用火鍋

（須預約）。
www.ryogokuterrace.jp/

c

         麥酒俱樂部 POPEYE 
網羅了70種啤酒，是超人氣的精釀啤酒聖地。啤酒
品鑑套組（3種748日圓、10種1,958日圓），以及精
選料理「司陶特啤酒醃豬肋排（1,518日圓）等。
70beersontap.com

b

        巴潟
日本料理的主廚經營的老牌相
撲火鍋與日本料理餐廳。也備有
茶室風格的包廂。相撲火鍋一人
份（3,300日圓）等
www.tomoegata.com/

a

©Shuhei Haruta©Shuhei Haruta

步行25分鐘

步行5分鐘

漫遊推薦旅遊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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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國站（JR）

巴潟

御谷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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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活動邁向10週年。以「Jewelry　Olympus」為主題，有如夢似幻的12
處新區域登場，並新增日本首屈一指的震撼噴水秀、雷射與火焰的表演。
在燈飾環境下，也有溜冰與雪橇的活動。
　　夜暢遊券：2,500日圓；夜入場費：1,500日圓
      從京王讀賣樂園站（京王）搭乘空中纜車「Sky　Shuttle」或小田急巴士，
從讀賣樂園前站（小田急）搭乘小田急巴士

�賣樂� �石�光�Jewellunimation®
～Jewelry Olympus～@�賣樂�

www.yomiuriland.com/jewellumination/

–2020/5/6

5

©MOTOKO ISHII LIGHTING DESIGN©MOTOKO ISHII LIGHTING DESIGN

在長達約1.2公里的丸之內仲通上，約220棵行道樹將以丸之內原創色彩
「香檳金」妝點；今年也會於有樂町區域設置「光之門」。

　 東京站（JR、地下鐵）、二重橋前〈丸之內〉站（地下鐵）

��內��2019
＠��內仲�、東�����其�

www.marunouchi.com/

–2020/2/16
（暫定）

2

本活動今年迎來第14屆，以迪士尼電影《阿拉丁》的世界觀為主題的夢
幻空間登場！為劇中樂曲與輝煌光芒所環繞的燈飾值得一看！

　 新橋站（JR、地下鐵）、汐留站（地下鐵、百合鷗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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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caretta.jp/Illumination/

–2020/2/14（暫定）

1

東京最大規模的燈飾活動。將可欣賞閃耀七彩虹光的光之大噴水、光之
樹木、天空之極光，以及櫻花璀璨輝煌的100公尺光之隧道等光之絕景。
還有機會親近馬匹。　　　當日券：1,000日圓
　 大井賽馬場前站（東京單軌電車）

TOKYO MEGA ILLUMINATION 
2019‒2020＠大井�馬場

tokyomegaillumi.jp/

–2020/3/29

4

©TOKYO MEGA ILLUMI

以「和」為主題，透過聲光表現滿開的櫻花、七夕，以及富士山等日本的優
美風景。也有敲響櫓內部的太鼓後，開始熱鬧的聲光表演的體驗型燈飾。

　 水道橋站（JR、地下鐵）、後樂園站（地下鐵）

東��蛋城冬���～��水明～
＠東��蛋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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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2/26

 3

新宿

東京

大井賽馬場前讀賣樂園前

京王讀賣樂園

水道橋

1
2

3

5
4

介紹東京冬季舉行的精彩燈飾活動。
東京燈飾景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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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從地面上230公尺俯瞰澀谷全向十字路口
的「SHIBUYA　SCRAMBLE　SQUARE」開幕了。

全面玻璃帷幕打造時尚的外觀。從14樓的電梯登上屋頂的展望設施
「SHIBUYA　SKY」，天空近在眼前。亦可遠眺新國立競技場、東京鐵

塔，以及東京晴空塔，有望成為大受觀光客歡迎的澀谷新名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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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2020/3/22　
特別展  天空之鐵道物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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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52樓舉辦的大型「親身感受型」鐵路展覽會。包含在全國鐵路博物館中平日難得一見的
稀有展覽品在內，著眼於日本特有的鐵路文化和與之相關的飲食、旅行、動畫，以及遊戲，
老少咸宜。   www.tentetsuten.com/

21_21 DESIGN SIGHT藝廊1&2
     六本木站（地下鐵）、乃木坂站（地下鐵）

11/22～2020/3/8
㊙展  難得一見的
設計師們的原畫

展出深澤直人、原研哉、隈研吾、佐藤卓等日本具有代表性的設計師、建築家、評論家
平時難得一見的眾多素描、草圖，以及模型。   
www.2121designsight.jp/program/inspiration/

◆2020/3/20～4/19
MIDTOWN BLOSSOM 2020@東京中城
室外有全長約200公尺的櫻花林蔭道點燈、可一邊品
嘗餐點與氣泡葡萄酒，一邊賞花的Blossom Lounge；
室內則預計舉辦華美絢爛的花藝等活動。
　 六本木站（地下鐵）、乃木坂站（地下鐵）、
六本木一丁目站（地下鐵）

◆2020/2/8～3/8
湯島天神梅祭＠湯島天滿宮
www.yushimatenjin.or.jp/pc/ume/
在以白梅為主，種植了約300棵梅樹的會場內，將舉
辦包括白梅太鼓、日本舞踊、三味線等供奉演藝，以
及神輿出巡、戶外茶會等各式各樣的活動。
　 湯島站（地下鐵）、上野廣小路站（地下鐵）、
上野御徒町站（地下鐵）、御徒町站（JR）、
本鄉三丁目站（地下鐵）

◆2020年1月下旬～3月下旬　
伊豆大島山茶花祭＠伊豆大島
在以「山茶花之島」廣為人知的島內各處，不僅可以
欣賞山茶花，還能享受遊行、鄉土藝能、山茶花花瓣
染、夜祭等各式各樣的活動。在大島公園的山茶花園
中，也可欣賞擁有黃色花瓣的珍奇「金花茶」。
     從竹芝棧橋搭乘噴射水翼船約1小時45分鐘、
搭乘大型船約8小時（夜行）、
從調布飛行場搭乘飛機約30分鐘

早春起跑的花卉活動

◆11/13～2020/2/16
新宿南口燈飾＠新宿南口地區
www.jreast.co.jp/press/2019/
20190830_ho03.pdf
在新宿南口的各個會場，可欣賞各異其趣的
燈飾。
　 新宿站（JR、地下鐵、小田急、京王）

◆11/13～2020/2/16
新宿TERRACE CITY燈飾 ’19‒’20
www.odakyu.jp/terrace-city/
以「色彩」為主題，依區域而異的5色燈飾與
花卉裝飾彩染新宿TERRACE CITY。

　 新宿站（JR、地下鐵、小田急、京王）

◆新宿站周邊的燈飾◆

©Provided by JR East

◆11/14～2020/2/24
HIBIYA Magic Time Illumination
＠包含東京中城日比谷的日比谷地區
www.hibiya.tokyo-midtown.com
高約12公尺的主樹登場，亦可從樹中享受
隨著音樂變化的演出。今年將有「泡泡」騰
空而上的特別表演全新登場。15分鐘1次
的　Magic　Time　特別演出，則讓會場化身
華美絢爛的世界。

　日比谷站（地下鐵）、有樂町站（JR）

◆11/2～2020/2/24
惠比壽花園 冬季燈飾2019
＠惠比壽花園
gardenplace.jp/special/2019christmas/
總燈泡數250盞的全球最大型水晶吊燈
點燈（至2020/1/13為止），以及點綴著繽
紛裝飾的10公尺高聖誕樹，整座設施將包
覆於10萬盞燈光香檳金的輝芒之中。

　 惠比壽站（JR、地下鐵）

精選燈飾

東京 節慶、活動資訊　2019年11月∼2020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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