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10开业 三井花园饭店丰洲BAYSIDE CROSS东京   225间 9/1开业 东京湾潮见王子大饭店   605间
预计秋季开业 AGORA东京银座   98间酒店开业信息

www.toranomonhills.com/about/business_tower.html

在东京Metro地铁日比谷线的神谷町―
霞关之间新开设的车站。与车站直通的
虎之门Hills Business Tower，以集结了
东京的26家名店的“虎之门横丁”为首，
还诞生了该区域第一处售货层以及超市
等共59家店铺。

森大厦株式会社

森大厦株式会社

虎之门Hills站
�/�开业

设于山手线、京滨东北线的田町―品川之间的新车站。由世界级建筑师隈
研吾担任建筑设计。以折纸为主题的大屋顶等可以感受到“和风”气息。站
内导入了测试运行的使用最新技术的机器人和车站服务机器等，还长期设
有无人AI支付店铺。
www.jreast.co.jp/press/2019/20191203_ho01.pdf

高轮Gateway站
�/��开业

新高架下商业设施“日比谷OKUROJI”
�月开业
有乐町站至新桥站之间高架下的全长300米的空
间。1910年建立的红砖拱形高架桥极具特色。能够
品尝到日本料理、德国料理、西班牙料理等美食的
饮食店、各种风格的酒吧以及摆满匠人精品的店
铺将汇聚在此。
     有乐町站（JR）、新桥站（JR）、银座站（地铁）、
日比谷站（地铁）、内幸町站（地铁）

本刊大
力推荐

本刊大
力推荐

www.jrtk.jp/hibiya-okuroj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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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等等力溪谷
 www.city.setagaya.lg.jp/mokuji/kusei/012/015/

001/004/d00004247.html

使用法国布列塔尼半岛地区的名产荞麦粉、苹果、盖朗德盐来制作面包的极具个性的面包店。苹果荞麦粉面包（410日元）、布列塔尼蛋糕（226日元）等

◆VENT DE LUDO 尾山台店 www.pompadour.co.jp/ludo/index.html

东京23区内唯一的溪谷。这是一处自然
公园，拥有能量景点的等等力不动尊和
日本庭园。可欣赏闪耀着金色光芒的银

杏参拜道和红叶隧道等风景。◆免费
      等等力站（东急）

©SETAGAYA©SETAGAYA

位于安静住宅区的鲜有人知的
欣赏红叶的景点。赏期的夜晚还
会亮灯。红叶映在池面上的倒影
十分梦幻。◆免费
     荻窪站

（JR、地铁）

这是一家可以品尝到欧洲各地美味的外带专门店，拥有种

类丰富的手工制作的主菜及小菜。每天更替的便当（680日

元）、西餐店的布丁（小）（200日元）、巧克力蛋糕（200日元）

◆L’Assiette
 www.facebook.com/ogikubo.lassiette

3旧古河庭园 www.tokyo-park.or.jp/park/format/index034.html

©Tokyo Metropolitan Park Association
©Tokyo Metropolitan Park Association

以洋馆和玫瑰闻名的旧古河庭园，红叶景色也绝
佳。除了可以欣赏洋馆与红叶的风景，在日本庭园

还能见到红叶映在池中的妙景。◆150日元
      上中里站（JR）、西原站（地铁）、驹込站（JR）

蔬菜、烤牛肉、鸡肉等夹心的三明治（1026日元）、巴斯克芝士蛋糕（540日元）等餐品种类丰富，均可外带。

◆cocofulu cafe www.facebook.com/cocofulu/

2目白庭园
 mejiro-garden.com/

浓缩了日本人自然观的日本庭园。大池塘的水面就像镜子
一样倒映出红叶和传统建筑的风景。池塘周边可观赏到假
山、瀑布、溪谷等起伏变化的美景。◆免费
      目白站（JR）、池袋站（JR）

点单后当场制作的粗粮饭团专卖店。

除了种类丰富的饭团以外，还有各种小菜、

炸鸡块、鸡蛋卷等。金枪鱼蛋黄酱饭团（230日元）、

沙丁鱼芝士饭团（280日元）

◆粗粮饭团 文藏
 www.mejiro-onigiri.com/

ebisu green garden 奇特花园（ＫＩＴＴＥ） GINZA SIX花园 日本桥庭园（日本桥三越总店 本馆屋顶）
E F G©ＫＩＴＴＥ Garden©ＫＩＴＴＥ Gard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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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大田黑公园
 www.hakone-ueki.com/sub/

这是一家可以品尝到欧洲各地美味的外带专门店，拥有种

类丰富的手工制作的主菜及小菜。每天更替的便当（680日

元）、西餐店的布丁（小）（200日元）、巧克力蛋糕（200日元）

◆L’Assiette
 www.facebook.com/ogikubo.lassiette

4高尾山
          www.takaosan.or.jp/china/

今年被认证为日本遗产的八王子的高尾山，
自古以来就作为灵山被尊崇，也是可以感受
健行和欣赏红叶乐趣的景点。有8条健行路
线，从缆车上欣赏到的红叶尤其美丽。◆免费

      高尾山口站（京王）

可以品尝到天狗形状
的高尾山名物天狗烧

（150日元）。外脆内
糯，内馅是满满的黑豆

沙。

◆高尾山SUMIKA
 www.takaotozan.co.jp/sumika/

（公社）八王子観光コンベンション協会 （公社）八王子観光コンベンション協会 

1昭和纪念公园
 www.showakinen-koen.jp/guide-chinese/

schedule-chinese/

可以欣赏约300米的黄金隧道般的银杏大道和日本庭园里的红叶
与枫叶。红叶赏期还会举办点灯活动，可以欣赏到与白天不同氛围
的美景。◆450日元
      立川站（JR）、立川北站（多摩都市单轨电车）、东中神站（JR）、
西立川站（JR）、武藏砂川站（西武）

昭和纪念公园内的餐厅。有各种可以一边在园内散步一边品尝的小吃。炒面（410日元）、咖喱面包（210日元）、南瓜炸薯饼（140日元）等。

◆交流广场餐厅 www.showakinen-koen.jp/facility/facility_restaurant_fureai/

感受东京之秋的户外景点
为大家介绍可欣赏秋天的红叶、黄叶的景点，同时推荐景点周边的外带美食。

◆东京都心部的很多大厦都有屋顶庭园，有些还能欣赏到东京街景。

食品和绿的空中庭园（西武池袋本店） 表原之森（东急PLAZA表参道原宿） 目黑天空庭园 ebisu green garden
A B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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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虽然给人一个大城市的印象，但其实公园很多，
也有欣赏红叶的名胜和小众景点。例如位于都心的

神宫外苑，种植着100多棵银杏树，到了秋天会为道路两旁点缀上美丽的
金色。还有在郊外的高尾山和奥多摩等地方，可同时感受健行和赏红叶的
乐趣。等之后可以来东京旅游的时候，请尽情享受在红叶装扮下的东京观
光的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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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体不适
（包括本人及家人）时
请勿来场。

CHECK IT! 展览会的举办有变动
或中止的可能性，
请提前确认。

请佩戴口罩。

美术馆、博物馆等入馆注意事项

◆东京博物馆通票 Grutto Pass 2020
www.rekibun.or.jp/cn/grutto/
1本收录了以东京为中心的美术馆、博物馆等的门
票和折扣券的实惠票券册。
销售期间：2020年6月18日‒2021年1月31日
有效期间：最初使用日起2个月以内（最终有效日
为2021年3月31日）
销售价格：2200日元

◆台东、墨田 
　东京闹市区周游券
www.tobu.co.jp/cn/ticket/
taito-sumida.html
东武线的浅草～北千住和曳
舟～押上之间，以及曳舟～龟
户之间可自由上下车。还附有
东武巴士（晴空塔穿梭巴士®
上野、浅草线）自由区间车票
和台东区循环巴士“Megurin”、
墨田区循环巴士“墨田百景 墨
丸君、墨铃妹妹”的自由区间
车票。
1日票500日元、2日票700日元

◆东急线三角区通票（1日券）
www.tokyu.co.jp/global/railway/ticket/
value_ticket/triangle_ticket/
可于东横线涩谷站～自由之丘站、田园都市线涩
谷站～二子玉川站、大井町线二子玉川站～自由
之丘站之间的三角地区使用。如果在该地区以外
的车站购买，往返套票会更划算。
成人410日元/儿童210日元  ※区域内的销售价格

（仅限购买当天有效）

TOKYU RAILWAYS

实惠通票

◆11/14‒2021/2/14 
石冈瑛子 血、汗、泪可以设计吗
＠东京都现代美术馆
www.mot-art-museum.jp/exhibitions/
eiko-ishioka/
作为艺术总监、设计师等在多领域发展的石冈瑛子的
世界首场大规模回顾展。除了PARCO等广告之外，还能
观赏迈尔士·戴维斯的专辑《TUTU》、电影《吸血僵尸惊
情四百年》以及《白雪公主之魔镜魔镜》、《坠入》的华丽
服装等。
         当天票1800日元
　 清澄白河站（地铁）、木场站（地铁）、菊川站（地铁）

石岡瑛子  アルバム・パッケージ『TUTU』（マイルス・デイヴィス作、1986年）
アート・ディレクション

◆10/24‒2021/1/17
1894 Visions 雷东、劳特累克展＠三菱一号馆美术馆
mimt.jp/visions/
将焦点对准雷东、劳特累克以及三菱一号馆建立的1894年，以该馆和
岐阜县美术馆（日本国内雷东作品的主要收藏馆）的收藏作品为中
心，介绍国内外美术馆的约140件油画及版画。
          指定时间预约券。2000日元（附语音导览APP）
     东京站（JR、地铁）

Odilon Redon   Grand Bouquet   Mitsubishi Ichigokan Museum, Tokyo  
248.3 x 162.9 cm  Pastel on canvas/Pastel sur toile 

◆10/6‒12/27
梵高与静物画－从传统到革新－＠SOMPO美术馆
gogh2020.exhn.jp/en
除了该馆收藏的《向日葵》等梵高的约25件油画作品外，还能欣赏
到静物画的黄金时期⸺17世纪荷兰至梵高之后的约40件作品。
          1800日元（指定时间入场制，提前在官网购买）
     新宿站（JR、地铁、小田急、京王）

Vincent van Gogh
Sunflowers, 1888

Oil on canvas, 100.5×76.5cm
Sompo Museum of Art

精选活动

东京 活动信息　2020 年10 月 — 2021年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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