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10 三井花園飯店豐洲BAYSIDE CROSS東京　225房 9/1 東京灣潮見王子大飯店　605房
預計秋季 agora東京銀座　98房新開幕飯店資訊

www.toranomonhills.com/about/business_tower.html

於東京Metro日比谷線的神谷町－霞關
之間開幕的新車站。在直通車站的虎之
門Hills　Business　Tower裡，「虎之門橫
丁」集結了26家東京聞名遐邇的名店，另
有區域內首創的商品銷售樓層與超級市
場等，總計59間商店。森大廈株式會社

森大廈株式會社

虎之門Hills站
�/�開幕

於山手線、京濱東北線的田町－品川間設置的新車站。由全球知名建築
師隈研吾擔任建築設計，以摺紙為靈感的大屋頂等設計充滿和風氣息。
車站內導入了試運行的使用最新技術的機器人與車站服務機，也常設了
無人AI結帳商店。
www.jreast.co.jp/press/2019/20191203_ho01.pdf

高輪Gateway站
�/��開幕

新高架橋下商業設施「日比谷OKUROJI」
�月開幕 
從有樂町站至新橋站間的高架橋下，全長300公尺
的空間。1910年建造的紅磚拱型高架橋獨具特色。
可品嘗日本料理、德國料理、西班牙料理等各國料
理的餐廳、各式各樣風格不同的酒吧，以及陳列著
以匠心獨具的技巧打造的逸品之商店等群集於此。
     有樂町站（JR）、新橋站（JR）、銀座站（地下鐵）、
日比谷站（地下鐵）、內幸町站（地下鐵）

本刊特別
推薦

本刊特別
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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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法國布列塔尼地區的特產蕎麥粉、蘋果、給宏德鹽，特色獨具的麵包店。蘋果蕎麥粉麵包（410日圓）、布列塔尼蛋糕（226日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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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京23區內唯一的溪谷。自然公園內
有能量景點──等等力不動尊與日本
庭園。可欣賞閃耀著金色光芒的銀杏

林參道與楓葉隧道等風景。◆免費
      等等力站（東急）

©SETAGAYA©SETAGAYA

位於靜謐的住宅區內，紅葉十分
美麗的鮮為人知的景點。賞期的
夜晚還將亮燈，倒映在池面上的
紅葉美景如夢似幻。◆免費
     荻窪站

（JR、地下鐵）

陳列著種類豐富的手工制作的主菜與配菜，提供歐洲各

地美味的外帶專賣店。每日便當（680日圓）、西洋餐廳布

丁（小）（200日圓）、巧克力蛋糕（200日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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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舊古河庭園 www.tokyo-park.or.jp/park/format/index034.html

©Tokyo Metropolitan Park Association
©Tokyo Metropolitan Park Association

舊古河庭園雖以西洋建築與玫瑰遠近馳名，但紅葉的風景
也是一絕。除可欣賞西洋建築與紅葉的景緻之外，在日本庭
園中，倒映於池中的紅葉亦是別具意趣的景觀。◆150日圓

      上中里站（JR）、西原站（地下鐵）、駒込站（JR）

內夾蔬菜、烤牛肉、雞肉等的三明治（1,026日圓）與巴斯克起司蛋糕（540日圓）等，種類豐富的餐點可供外帶。

◆cocofulu cafe www.facebook.com/cocofulu/

2目白庭園
 mejiro-garden.com/

濃縮了日本人的自然觀的日本庭園。偌大的池塘水面彷彿鏡面
一般，倒映著紅葉與傳統建築的風景。池塘的周圍可欣賞人造
山、瀑布、溪谷等高低起伏、富有變化的景色。◆免費
      目白站（JR）、池袋站（JR）

接受點餐後現做的雜穀米飯糰專賣店。

除了種類豐富的飯糰之外，還有各種配菜、

炸雞塊、煎蛋捲等。鮪魚美乃滋飯糰（230日圓）、

吻仔魚起司飯糰（280日圓）

◆雜穀米飯糰  文藏
 www.mejiro-onigiri.com/

ebisu green garden 奇特花園（ＫＩＴＴＥ） GINZA SIX 庭園 日本橋庭園（日本橋三越總店 本館屋頂）
E F G©ＫＩＴＴＥ Garden©ＫＩＴＴＥ Gard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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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大田黑公園
 www.hakone-ueki.com/sub/

陳列著種類豐富的手工制作的主菜與配菜，提供歐洲各

地美味的外帶專賣店。每日便當（680日圓）、西洋餐廳布

丁（小）（200日圓）、巧克力蛋糕（200日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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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高尾山
www.takaosan.or.jp/china/

今年列入日本遺產的八王子高尾山，自古以
來作為靈山受世人崇拜信仰。可以一邊登
山健行、一邊欣賞紅葉，共有8條登山路線，
從纜車眺望的紅楓更是美不勝收。◆免費

      高尾山口站（京王）

可品嘗天狗形狀的高尾山名產──天狗燒

（150日圓）。外脆內Q，裝有滿滿的黑豆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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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和紀念公園
 www.showakinen-koen.jp/guide-chinese/

schedule-chinese/

可欣賞長約300公尺，宛如黃金隧道的銀杏大道，以及位
於日本庭園內的紅葉和楓葉。紅葉的賞期還會舉行點燈，
可欣賞與白天氣氛有別的風景。◆450日圓
      立川站（JR）、立川北站（多摩都市單軌電車）、
東中神站（JR）、西立川站（JR）、武藏砂川站（西武）

位於昭和紀念公園內的餐廳。供應可在園內邊走邊吃的輕食。炒麵（410日圓）、咖哩麵包（210日圓）、南瓜可樂餅（140日圓）等。

◆交流廣場餐廳 www.showakinen-koen.jp/facility/facility_restaurant_fureai/

感受東京秋日風情的戶外景點
我們挑選出可在戶外欣賞秋季紅葉與黃葉的地點，並一併介紹景點周圍的外帶美食。

◆東京都心的許多大廈設有屋頂庭園，可將東京的繁華街景盡收眼底。

食品和綠的空中庭園（西武池袋本店） Omohara Forest（TOKYU PLAZA表參道原宿） 目黑天空庭園 ebisu green garden
A B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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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京雖然常予人都會的印象，但其實這裡擁有許多公
園，也有紅葉的知名景點與鮮為人知的景點。位在都心

的神宮外苑，種植了百餘棵的銀杏，每到秋季，就是一條閃耀著金黃光芒的優
美林道。郊外的高尾山與奧多摩等地，則可同時享受登山健行與欣賞紅葉的樂
趣。等到再次開放東京旅遊時，希望大家都能享受紅葉彩染的秋日東京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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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康狀況不佳者
（本人及其家人）請勿來館。CHECK IT! 展覽會的舉辦有更改

或中止的可能性，請事先確認。請配戴口罩。

美術館、博物館等入館注意事項

◆東京博物館通票Grutto Pass 2020
www.rekibun.or.jp/en/grutto/
將以東京為主的美術館、博物館等入場券、折扣券
彙整成冊，超值優惠的票券手冊。
銷售期間：2020年6月18日～2021年1月31日
有效期間：從首次使用日算起2個月內（最後有效
期間為2021年3月31日）
銷售價格：2,200日圓

◆台東、墨田
　東京鬧市區周遊券
www.tobu.co.jp/tcn/ticket/
taito-sumida.html
在東武線的淺草～北千住、曳
舟～押上間，以及曳舟～龜戶
間可自由上下車，並附東武巴
士（東京晴空塔穿梭巴士®上
野、淺草線）免費乘車券、台東
區內循環巴士「MEGURIN」、墨
田區內循環巴士「墨田百景　墨
丸君、墨玲妹妹」免費乘車券。
1日券500日圓、2日券700日圓

◆東急線三角周遊券（1日內）
www.tokyu.co.jp/global/railway/ticket/
value_ticket/triangle_ticket/
可在東橫線澀谷站～自由之丘站間、田園都市線
澀谷站～二子玉川站間、大井町線二子玉川站～
自由之丘站間的三角區域使用。若在區域外的車
站購買時，往返套票將更優惠。
成人410日圓／兒童210日圓 ※區域內的發售金額

（限發售當天有效）

TOKYU RAILWAYS

實惠周遊券

◆11/14～2021/2/14 
石岡瑛子  血、汗、淚水可否設計
＠東京都現代美術館
www.mot-art-museum.jp/exhibitions/
eiko-ishioka/
石岡瑛子以藝術總監、設計師的身分活躍於多元領
域，這 是 其 世 界 首 次 的 大 型 回 顧 展。可 欣 賞 包 含
PARCO等的廣告在內，Miles　Davis的唱片《TUTU》、
電影《吸血鬼：真愛不死》、《魔鏡，魔鏡》、《魔幻旅程》
中的華麗服裝等。
         當日票1,800日圓
　 清澄白河站（地下鐵）、木場站（地下鐵）、
菊川站（地下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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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魯東、羅特列克展＠三菱一號館美術館
mimt.jp/visions/
聚焦於魯東、羅特列克，以及三菱一號館創建年的1894年，以該館與
岐阜縣美術館（國內主要的魯東作品蒐藏館）的收藏作品為中心，介
紹國內外美術館的油彩與版畫約140幅。
          需指定日期時間之預約券。2,000日圓（附語音導覽應用程式）
     東京站（JR、地下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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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12/27
梵谷與靜物畫：從傳統到革新＠SOMPO美術館
gogh2020.exhn.jp/en
除了同館蒐藏的〈向日葵〉在內等梵谷的25幅油畫外，還可欣賞從
靜物畫黃金時代，即17世紀的荷蘭到梵谷之後的約40件作品。
         1,800日圓（指定日期時間入場制，請事先於官方網站購買）
　新宿站（JR、地下鐵、小田急、京王）

Vincent van Gogh
Sunflowers, 1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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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選活動

東京 活動資訊　2020年10月∼2021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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