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了解这些知识，
将会令您的旅途更加愉快

  此外，还将为您介绍

日本的
习惯与礼貌

Discovery!

SHINAGAWA
发现!! 品川

赏・玩・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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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月活动表

4月 5月 6月1月 2月 3月

品川花海道与停船处
（3月）

运河沿岸约2km内，盛开的

樱花和油菜花一望无际。

品川运河祭
（4月上旬）

在东品川海上公园举办的

水边祭。可同时欣赏樱花美

景。

荏原神社 例行祭
（6月上旬）

本祭典活动起源于江户时

代。特征是将神轿抬到海

里缓步前行。

在品川
赏・玩・住，
深入体验日本!
作为东京观光的据点，品川不仅可供住宿，还可供游客探

访神社佛阁与古迹、逛热闹的商店街、游滨海地区、品尝

绝品美食，享受丰富多彩的短途旅行。本书在为您介绍品

川充满魅力的景点的同时，还刊登了有助于了解日本礼貌

及习惯等日本文化的信息，以便您的旅途更加愉快。希望

本书能够为您的日本之旅助一臂之力。

西恋山灯饰
（2月）

为迎接情人节的到来，约3

万盏LED灯将站前装点得

华美绚丽。

目黑川樱花
（3月中旬～4月上旬）

在约4km的目黑川沿岸，

约800棵樱花树争相怒

放。

品川神社 例行祭
（6月上旬）

具有超过800年历史的人气祭

典活动。祭典活动中，将抬着

神轿在陡峭的53级台阶上下。

来自海内外交通便利

从羽田机场到品川站最快只需11分钟，从成田机

场到品川站也无需换乘。因交通便利，品川成为

东京观光的首推之地。品川临近东京、涩谷、新

宿等主要终点站，距离台场、浅草、东京塔等观

光景点均在30分钟范围内。

寒绯樱 绣球花杜鹃花樱花梅花

Airport Limousine Bus

80 

分钟

Narita Express

68  

分钟

Keikyu Airport Limited Express

11 

分钟

Nippori

Shinagawa

Hamamatsucho

Narita 

International 

Airport

Haneda 

International 

Airport

Keisei Skyliner

JR

JR

Tokyo Monorail

38 

分钟

24  

分钟

7  

分钟

20   

分钟

空港リムジンバス

成田エクスプレス

京急エアポート快速

日暮里

品川

浜松町

成田空港

羽田空港

京成スカイライナー

東京モノレール

Narita

International

Airport

Yokohama

Shibuya

Shinjuku

Tokyo

Haneda 

International

Airport

Shinagawa

新宿 東京

品川

羽田空港

横浜

成田空港
渋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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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ei Asakusa Line

JR山手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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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R横須賀線
JR Yokosuka Line

東海道新幹線
Tokaido Shinkansen

東京モノレール
Tokyo Monorail

JR京浜東北線
JR Keihintohoku Line

りんかい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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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urikamome Line

東急池上線
Tokyu Ikegami 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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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kanawadai sta.

高輪台駅

Tennozu Isle sta.

天王洲アイル駅

Daiba sta.

台場駅

Telecom Center sta.

テレコムセンター

Fune-no-

kagakukan sta.

船の科学館駅

Shimbammba 

sta.

新馬場駅

Aomono-

yokocho sta.

青物横丁駅

Sinagawa sta.

品川駅
Gotanda sta.

五反田駅

Osaki sta.

大崎駅

Osaki-

hirokoji sta.

大崎広小路駅

目黒駅

Fudomae sta.

不動前駅

Togoshi sta.

戸越駅

Oimachi sta.

大井町駅
Samezu sta.

鮫洲駅

Tachiaigawa

sta.

立会川駅

Oikeibajo-mae sta.

大井競馬場前駅

Shinagawa 

Seaaide sta.

品川シーサイド駅

Omorikaigan sta.

大森海岸駅

Omori sta.

大森駅

Togoshi-Koen sta.

戸越公園駅

Nishi-Oi sta.

西大井駅

Magome sta.

馬込駅

Shimo-

shimmein sta.

下神明駅

Tokyu Oimachi Line

東急大井町線

Nagahara sta.

長原駅

Togoshi-Ginza 

sta.

戸越銀座駅

Ebara-Nakanobu sta.

荏原中延駅

Nakanobu sta.

中延駅

Hatanodai sta.

旗の台駅

Ebara-machi sta.

荏原町駅

Musashi-Koyama sta.

武蔵小山駅

Nishi-Koyama sta.

西小山駅

Senzoku sta.

洗足駅

東急
目黒
線

Kita-

shinagawa sta.

北品川駅

京急線
Keikyu Line

京急線
Keikyu Line

北品川駅

Kita-

shinagawa sta.

7 8 9 10 11 12

品川区地图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大井DONTAKU夏日祭
（8月下旬）

在大井町站前举办盂兰盆

舞、舞蹈及音乐节等丰富多

彩的活动。

目黑川MINNA no ILLUMI 
（12月）

LED灯将目黑川沿岸约

2.2km装点成樱花色，完

美演绎“冬季樱花”。

品川驿站祭
（9月下旬）

本活动为区内最大级别的活

动，令人仿佛穿越到遥远的江

户时代。花魁道中不可错过。

池田山公园

目黑川樱花道

御殿山

品川浦的
停船处

品川花海道

目黑秋刀鱼祭
（9月上旬）

起源于古典落语“目黑的秋刀

鱼”，届时将免费发放7000条

炭火烤岩手县宫古产秋刀鱼。

池田山公园红叶
（11月）

池田山是观赏红叶的名

胜，近年来作为能量景点

亦深受好评。

养玉院如来寺 千灯供养
（8月13日）

寺院被境内悬挂着的1000

余盏灯笼散发出的柔美灯

光笼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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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川神社 

品川寺 

法莲寺 

养玉院 如来寺 

东京游船俱乐部 

原美术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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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1

E-2

E-3

E-4

E-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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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7

体验
船清

PIGMENT 

劈瓦道场（石川商店）

东京都市赛马场（大井赛马场）

品川水族馆 

和服照相馆  和 

喜多能乐堂

P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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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6

P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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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食
G-1

G-2

G-3

G-4

G-5

G-6

G-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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寿司 品川 葵 

手擀荞麦面 品川 翁 

烤肉 稻田 

法式肉馆 Marumiche 

中华面 多贺野 

滨田屋 

渔 

洋食工房 陶花 

国王与草莓甜品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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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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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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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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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越银座 

北品川商店街 

武藏小山商店街Palm

中延商业街（NAKANOBU SKIP ROAD）

AEON STYLE 品川海滨 

伊藤洋华堂大井町店

P9

P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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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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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店＆公共浴池
H-1

H-2

H-6

H-7

H-8

H-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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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11

客栈品川宿   

Bamba Hotel   

东京万豪酒店   

第一东京海堡酒店  

东京大崎大和罗伊内特酒店   

东京新大谷INN   

艾我诗阪急宾馆    

东横INN 品川港南口天王洲岛

P11

P11

P12

P12

P12

P12

P12

P12

温泉
H-3

H-4

H-5

户越银座温泉  

武藏小山温泉 清水汤  

中延温泉 松之汤

P11

P11

P11

S-2

旧东海道
周边区域

银杏大波斯菊向日葵

红叶

品川观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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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ghtseeing
品川各处分布有能够了解历史与

传统文化的神社佛阁，同时，也

拥有充分发挥地理优势的近代景

点，妙趣横生。不妨到古今交错

的品川一游。

地图在手，便利畅游

禁止入内场所请遵守规定

请确认是否允许拍照

请查询樱花与红叶等的最佳季节

祭祀活动时间务必事先确认

请勿碰触建筑物
不要在神社和寺院的建筑物及佛像等文化遗产以及设施的墙壁等上涂鸦或

实施损坏行为，也不要拾取动植物。请将其保留在记忆与照片中。

安静参观
神社和寺院自古以来就是信仰之地、圣神之处。请勿大声喧哗，安静参

拜。如能遵守礼节将会更加受到神灵保佑！

参加祭典活动需要准备零钱
路边摊几乎均不能使用信用卡，也

没有兑换处，所以请事先准备好零

钱。

吸烟请到吸烟处
无论是设施、中庭、公园还

是路上，均禁止吸烟。吸烟

请到指定吸烟处。

法莲寺

相传是由豪族荏原氏的邸宅改建的寺

院，历史悠久。寺内供奉着可保佑生

意兴隆、降福降德的惠比寿。春季，

山门旁的垂枝樱花美不胜收。

 品川区旗之台3-6-18 

 全年无休   9:00〜17:00 

 http://www.hourenji.or.jp/ 惠比寿（生意兴隆）

保 佑 家 庭 和 睦 、 生 意 兴
隆、长命百岁之“福”的七
位神仙的“七福神巡游参
拜”是日本的传统活动。

七福神巡游参拜的御
朱印色纸（1,500日
元）可盖7个神社的
图章。集满所有御朱
印将可获赠绘马。

时间：1月1日〜

荏原七福神巡游参拜

养玉院 如来寺

春天的樱花、秋天的红叶，境

内四季自然美景深受好评。佛

堂正面并排安置有五座被称为

“大井大佛”的如来像。

 品川区西大井5-22-25   全年无休  
 9:00〜17:00    https://www.yougyokuin.com/布袋尊（福寿财宝）

Honsenji Temple

Horenji Temple Yogyokuin Nyoraiji Temple

Tour of the Seven Deities of Good Fortune in Ebara

品川神社
Shinagawa-jinja Shrine

创建于1187年的古老神社。内有雕刻着龙

的石造鸟居以及富士塚等诸多景点。穿过正

殿左侧的红色鸟居，呈现在眼前的是作为金

运能量景点极具人气的阿那稻荷神社。

 品川区北品川3-7-15  

 全年无休   参拜自由   

 http://10jinja.tokyo/shinagawajinja.html

可保佑交通安全
的青蛙绘马

阿那稻荷神社

品川寺

山门

相传修建于806〜810

年，是品川区最古老的寺

院。巨大的地藏佛守护着

往来的人们。春天樱花盛

放，秋天巨大的银杏金黄

绚烂。

 品川区南品川3-5-17  

 全年无休   6:00〜17:00   http://honsenji.net/

 http://ebara-shichifuku.com/

T-1

T-3

T-2

T-4

确 认 项 目

礼仪 规定

观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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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址　  …休息日　  …营业时间　  …官方网站

3参拜

首先在正殿投入香钱，然后摇铃。深

鞠躬两次后，在胸前拍手两次，然后

合掌祈祷。最后深鞠躬一次。

神社与寺院分别为神道和佛教的不同宗教设施。

参拜方法略有不同，参拜时请注意。

1从大门口进入

［神社］

［神社］

首先在入口“鸟居”前一鞠

躬。按照规定，参道的中央为

神的通道，人要靠边走。

在正殿投入香钱，

然后在胸前合掌安

静祈祷。

［寺院］

［寺院］

在入口的“山门”前合掌

一次，然后进入。请不要

忘了摘帽子。

①

①

②

②

③

③

④

④

2在手水舍清洁手口

首先用净手池的勺子取一勺水，按照①左手

→②右手的顺序清洗，③然后将水倒在左手

的手心里，用其漱口。④为便于下一位参拜

者使用，用剩余的水将勺柄冲洗干净。

东京游船俱乐部

同时设有餐厅游艇和俱乐部会所的法式餐厅。乘坐

餐厅游艇可在午餐及晚餐后欣赏东京湾一望无际的

壮丽景色。

 品川区东品川2-3-16 　  
海堡广场１F（俱乐部会所） 

 午餐游船  周六、周日、节假日12:00〜13:40／
晚餐游船19:00〜21:00　另有其他方案   

 https://cctokyo.co.jp/

The Cruise Club Tokyo

并设有酿酒厂的大型餐厅。从露台座位可眺望运

河。您可一边欣赏一望无际的美景，一边品尝时尚

的美式料理与精酿啤酒。

 品川区东品川2-1-3   全年无休 

 11:30〜最后点餐 14:00／17:30〜最后点餐 22:00　　 
     周六、周日、节假日11:30〜最后点餐 15:00／17:30〜

　  最后点餐 22:00    https://www.tysons.jp/tyharbor/

Ｔ.Ｙ.ＨＡＲＢＯＲ T-7

岸边的开放性景观乃本岛的一大魅力。运河沿岸的步行

道“木板步道”为休憩场所，高雅的店铺及餐饮店林

立。

天王洲岛
Tennoz Isle

参 拜 神 社 即 可
付 费 获 得 名 为
“ 御 朱 印 ” 的
参拜证。

 品川区北品川4-7-25   

 周一（如遇节日开馆，次日的工作日闭馆）、年末年初  ※展示更换 有休馆     
 11:00〜17:00（入馆截至闭馆30分钟前）  ※除节日外，周三20点闭馆     

 http://www.haramuseum.or.jp/

由修建于1938年的私人住宅改建而成，1979年作为现代美术专业

的美术馆开馆。美丽的草坪尽收眼底的咖啡厅极具人气。（仅限入馆

者利用）※计划于2020年12月31日闭馆

原美术馆
Hara Museum of Contemporary Art

奈良美智
“My Drawing Room”

2004年8月〜
协助制作：graf

摄影者：木奥惠三

T-5

T-6

“参拜”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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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 认 项 目

确认入场费及营业时间

所借物品务必返还

探寻设施限定的纪念品

领取馆内指南

查阅设施的活动及展示时间

 品川区荏原2-2-3  

 不定期休息   9:00～17:00 ※完全预约制  

 https://riverstone-roofing.com/kawarawari/

Experience
屋形船、和服与武道等日式体

验也是品川的一大魅力。深受

合家旅游者欢迎的水族馆及赛

马场的夜生活等，激发拍照兴

致的景点数不胜数。

垃圾投放到指定场所
由于大家都很注意保护环境，所以日

本的设施非常干净。有塑料瓶及空罐

专用垃圾箱，请认真分类投放垃圾。

拍照注意事项
确认是否张贴有禁止拍照的海报或看

板等警告。即使允许拍照，为避免造

成使动物紧张，在水族馆及赛马场等

也不要使用闪光灯。

设施内禁止饮食
禁止在美术馆、博物馆、水族馆饮

食或将食物携带入内。利用设施的

咖啡馆或西餐厅，或许能够品尝到

限定美味。

顺利使用卫生间
利用卫生间时请排队等候。另外，

注意不要按错冲水按钮和紧急按

钮。

能够在洋溢着日本风情的船内享

受天妇罗及日本料理的“屋形

船”宛如“浮动的料亭”。能够

眺望彩虹桥等东京绝美景观也是

一大魅力。

 品川区北品川1-16-8（乘船处）   

 出航仅限傍晚1艘（不定期运航）
　  ／约需2小时45分钟 ※需要预约   

 https://www.funasei.com/english/
※咨询・预约通过右侧旅游公司HIS的

　邮件受理 　

　⇨ harajukutic@his-world.com

船清
Funasei

劈瓦道场（石川商店）
Kawara-wari Dojo (Ishikawa Shoten)

本店汇集有全球稀有优质绘画材料，经销超过4500种的

颜料及600种刷毛及笔类。隈研吾参与设计的店内装潢

相当精美。

 品川区东品川2-5-5 TERRADA Harbor One大楼1F   

 周一及周四    11:30～19:00   

 https://pigment.tokyo/

PIGMENT E-2

即使是空手家，也只有在特

殊时候才展示“劈瓦”。这

里可供男女老幼体验。等级

分为1片到30片，成功可获

得优惠。

E-1

E-3

礼仪 规定

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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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品川区上大崎4-6-9    

 公演时间表　  
　  请参照HP   

 http://kita-noh.com/

乘坐屋形船可在欣赏水上风景的同时品尝天妇

罗及刺身等美食。尤其是欣赏樱花及焰火的路

线极具人气。

［设备］冷暖气・卡拉OK・抽水马桶

2遵守时间

过了集合时间将发船。请务必

遵守规定的集合时间。

3脱鞋

船内为铺设有榻榻米的日式房

间，请脱鞋休憩。也有适合外国

游客的掘式被炉游船。

1必须预约

家庭成员及情侣等少

人数乘坐时将拼船。

拼船的运行日因季节

而 异 ， 另 有 人 数 限

制，请务必事先通过

网站或电话预约。

（2名以上可预约）

因夜间赛马“Twinkle Race”而闻名的赛马

场。眼前奔驰的骏马震撼力十足。在点亮灯饰的

赛马场内品尝“炖煮内脏丼”堪称绝品。

 品川区胜岛2-1-2    举办日请参照HP    https://www.tokyocitykeiba.com/

东京都市赛马场（大井赛马场）
TOKYO CITY KEIBA (Oi Racetrack)

便于穿着的丝绸和服可供初学者轻松体验。工作人员会讲日语和英文。

需要预约并有人数限制，请注意。

 品川区上大崎2-24-13　目黒西口公寓1号馆804   

 周日及节日 ※年末年初等有停业   

 10:00～18:00（最后受理时间:16:00） ※需要在前一天前预约   

 http://www.kimono-wa.com/

和服照相馆  和
Kimono Photo Studio Wa

喜多能乐堂
Kita Nogakudo

船清「屋形船.tokyo」 http://yakatabune.tokyo.e.aad.hp.transer.com/
屋形船东京都协同组合 http://www.yakatabune-kumiai.jp/en/

屋形船的详细情况请由此确认！

您可在此邂逅可爱的海豚、企鹅及海豹等海洋生物。在

经过LED照明装饰的水槽翩翩起舞的水母也是令您拍照

兴起的景点。

 品川区胜岛3-2-1 

 周二（春假、GW、暑假、寒假营业）、1/1   

 10:00～17:00（最终入馆时间16:30）、餐厅营业至19点 ※因季节而异 

 http://www.aquarium.gr.jp/

水母的水槽海豹隧道

品川水族馆
Shinagawa Aquarium

拥有约450年历史的能乐

之喜多流的大本营。除本

公演外，还开展有供初学

者、外国游客、儿童体验

的研讨会等丰富多彩的活

动。

跳跃海豚芭菲

E-4

E-5

E-6

E-7

“屋形船”指南

 …住址　  …休息日　  …营业时间　  …官方网站 6



Gourmet
品川不愧为“美食天国”，许多店铺都在米

其林指南中榜上有名。除新鲜的刺身、寿

司、荞麦面及鳗鱼等日式料理外，人气拉

面及和牛等品川美味亦能令您大快朵颐！

请查询午餐、晚餐的时间

如果不能在预约时间到店，
请务必联系店家

确认是否需要事先预约

如有忌口，请在点菜时告知

请确认能否使用信用卡及电子货币

点够吃即可，请勿多点
在日本，将所点料理一点儿不剩全部吃

干净是“饭菜非常好吃”的体现。此外，

将食物残渣扔到地上的行为会不受欢

迎。

请放松、慢慢食用
欣赏装盘的精美乃至汤料的精致，正是

日本料理的妙趣所在。在料亭及餐馆，

请勿大声喧哗，放松、慢慢用餐。

什么是开胃菜？
在居酒屋等，有时即使没点也会上一道名

为“开胃菜”的小菜（会加收500日元左

右）。这是独特的日本文化，也许视为餐位

费更容易理解。

料理请按人数点
点菜的礼仪为每人点一道菜。尤其是午

餐时间人比较多，请不要多人只点一道菜

却占领座位。需要共同分食时请向店员咨

询。

这是一家刊登在米其林指南东京的拉面店，店前永远有

人在排队。由猪大腿骨、比内地鸡鸡架及海鲜熬制的爽

口又浓厚的高汤与自家制面相得益彰。

利用餐券售票机

 品川区中延2-15-10   周三    11:30～14:30（汤

底卖完即关店）   http://www.geocities.jp/taganoya/

寿司 品川 葵

在这家名店，您可品尝到在知名寿司店积累了约30年经验的职人的

绝技。使用店主亲赴市场精挑细选的新鲜鱼类制作而成的寿司堪称绝品，

令人赏心悦目。

 品川区南品川3-5-3 青横大楼4F     周一　

 11:30～最后点餐14:00／18:00～最后点餐21:30　节假日18:00～最后点餐21:30

自2015年起连续3年登载在米其林指南东京中的名

店。用店内的石臼磨制的荞麦粉手擀而成的筋道荞麦

面，味、香、口感非比寻常。

 品川区北品川1-8-14    周日、第2・4・5个周一　

※节假日不定期休息   11:00～最后点餐14:00、周三、
四、五11:00～最后点餐14:00／17:30～最后点餐20:00、周

六、节假日10:00～14:30    http://www009.upp.so-net.
ne.jp/sinagawa-okina/index.html

什锦寿司

由精肉批发公司YAZAWA MEAT直营的烤肉

店。以最高级的A5级黑毛和牛为首，全部采

用考究的素材。熟练职人精心制作的酱汁为肉

的美味锦上添花。

 品川区上大崎2-13-45 Trust link第Ⅲ大楼2F   

 年末年初   17:00～最后点餐23:30、周日、节假日16:00

～最后点餐22:30  http://www.kuroge-wagyu.com/hi/

地道的生拌牛肉丝

Sushi Shinagawa Aoi

烤肉 稻田
Yakiniku Inada

中华面 多贺野
Chinese Noodles Tagano

手擀荞麦面 品川 翁
Soba Shinagawa Okina

在法式肉馆，您可以合理的

价格享受日本国产和牛的美

味。最受欢迎的“3类拼盘”

可 同 时 品 味 黑 毛 和 牛 的 瘦

肉、熟成肉、霜降肉。

 品川区西五反田1-4-8   周日（周一为节日时营

业，周一休息）   周一～周五・节日假前17:00～最
后点餐次日1:00、周六、节假日17:00～最后点餐23:00   

 http://bistro-marumiche.com/

法式肉馆 Marumiche
Meat Bistro Marumiche

荞麦面 笼屉

牛腹肉盖饭

特制中华面

3类拼盘

确 认 项 目

礼仪 规定

G-1

G-2

G-3 G-4 G-5

美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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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中华面 多贺野的餐券售票机

您推荐哪一道？

どれがおすすめですか？

遇到困难时请咨询店员

白薯烧酒“户越银座”

用番茄酱和鸡胸肉精制而成的蛋包饭、使用自家制多明格拉斯酱制作的

汉堡牛肉饼最拿手的西餐店。老式拿波里意大利面也很有人气。

 品川区平塚2-18-3    周四・第3个周三   

 11:30～最后点餐14:30／17:00～最后点餐22:00   

 http://touka-togoshi.jp/

蛋包饭  
番茄酱  蛋卷饭式（午餐菜单）

洋食工房 陶花
Western-style Restaurant Toka

创业超过90年的老字号日式料理店。肥

美的鳗鱼与自创业开始传承发展至今的

极品酱汁相得益彰。还有用芝麻油炸制

新鲜食材而成的天妇罗盖饭。

 品川区小山3-25-16   

 周二、第3个周一   

 11:30～最后点餐14:30／17:00～最
后点餐21:00、周六、周日、节假日11:30～

21:00（最后点餐20:30）   

 http://www.musashikoyama-palm.
com/rs/stores/190/detail

滨田屋
Hamadaya

鳗鱼盒饭（竹）

3选择要点的菜单按钮

引进多语种餐券售货机的店铺较少，有照

片时请参考照片。没有照片又看不懂文字

时，一般设置在左上角的按钮为必点菜及

招牌菜，可尝试选择左上角的菜单。

1确认菜单

事先查看看板和菜单

表，决定要点的菜品。

2投币

纸币与硬币的投币位置

不同，请注意。

4领取餐券和零钱

有的售票机需要按下“零

钱”按钮或手柄零钱才会出

来，请注意。

5将票交给店员

将餐券交给店员后

就坐。

刺身拼盘

天丼（松）

拿波里意大利面

厨师安排丼

“餐券”指南

G-6

G-8

本居酒屋备有由海鲜市场直送的各式

新鲜海鲜。此外，酒水种类丰富，除

适合鱼类料理的日本酒外，还备有当

地品牌的日式烧酒等。仅限午餐的海

鲜丼物美价廉！

 品川区户越1-20-10    周三（每月有一次连休）

 11:30～13:55／17:00～23:00

渔
Ryo

G-7

国王芭菲

创业33年的咖啡店，可品尝意大利面与

蛋糕。高约60cm、总重量约3.5kg的名

产“国王芭菲”甚至吸引游客远道慕名

而来。

 品川区小山3-24-3    全年无休  

 9:00～最后点餐21:30  

 http://ousamato15.webcrow.jp/

国王与草莓甜品店
King and Strawberry

G-9

(Dore ga osusume desuka？)

 …住址　  …休息日　  …营业时间　  …官方网站 8



Shopping
品川汇集有为数众多的经TV及SNS介绍

的知名商店街，乃当之无愧的“商店街天

国”。从边走边吃到寻找纪念品，您可在

这里度过一整天的快乐时光。各类商品齐

全的大型超市也非常便利。

确认能否使用信用卡及电子货币

确认关门时间

确认是否有发往酒店及机场的配送服务

充分利用投币储物柜及手提行李存放处

调查好免税柜台的位置

一福桃

日本茶和手工制

作 的 日 式 点 心

店。用铜板手工

烤制的著名铜锣烧“福上添福”深受当

地居民及游客喜爱。

 品川区北品川2-4-18    不定期休息

 10:00～17:00 

 http://k-shina.com/shop170.html

 品川区户越2-1-3    周四   10:00～20:00   

 http://www.photokanon.com/

 品川区平塚2-18-8   

 第3个周二   

 10:00～20:00  

 http://www.nature-doughnuts.jp/
     shop/070_togoshiginza.htm

户越银座

东京最长的商店街，全长约1.3km。

各种店铺鳞次栉比，经济美味的美食

数不胜数，非常适合边走边吃。浓厚

的下町氛围极具魅力。

 http://www.togoshiginza.jp/

Togoshi-ginza Shotengai

Photo KANON

尽量不使用添加剂、手工精心

制作的绿色甜甜圈店。可爱的

“动物甜甜圈”等大受欢迎。

FLORESTA 
户越银座店
Floresta Togoshi-ginza Store

讲究优质素材、手

工制作的西式点心

店。瑞士卷蛋糕

“驿站瑞士卷”以

及使用芜菁制作的

蛋糕等在当地深入人心

的商品极具人气。

 品川区北品川2-30-27    周二

 9:30～20:00    http://kyo-an.net/

品川果匠 孝庵
Shinagawa Kasho(Dessert artisans) Kyo-an

创业于庆应元年（即1865年），

销售木屐及草屐等的履物店。可从

约1000种木屐带中选择定制履物。　

 品川区北品川2-3-7    周日   

 9:00～19:00、节日9:00～17:00   

 https://www.getaya.org/

丸屋履物店
Maru-ya Hakimonoten

Ippukuto

结账时要在收银台排队
结账时请勿插队，按顺序排

队。

要准备一定程度的现金
因为有些小商店不能用信用卡，所以准备

少量零钱等现金会更放心。

有效利用环保袋
有些店铺塑料袋收费，所以随身携带折叠

的环保袋等会比较方便。

讨价还价适可而止
日本通常不讨价还价。

商品要轻拿轻放
注意不要碰触玻璃、陶瓷及工艺品等

易碎商品。不购买的商品请不要开

封，放回到原来的陈列位置。

确认是否是免税店
利用免税制度，精明畅享

购物乐趣。有本标识的地

方为免税店。

除冲洗、打印照

片外，还销售相

关照片时尚杂货

等。另有租赁画

廊，举办各类展

览。

北品川商店街
Kita-shinagawa Shotengai

 http://shinagawa-shukuba-
　  matsuri.com/

在每年9月的最后一个周末举办“品
川驿站祭”。身着华丽和服的花魁道
中不容错过！

过去曾作为驿站町繁盛一时的旧

东海道沿线商店街。从美味佳肴

到日用杂货，包罗万象的店铺林

立。同时，还散布有能够体验寺

社与日本传统 文化的景点。

 http://k-shina.com/

确认项目
礼仪 规定

S-1

S-2

购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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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藏小山商店街
Palm 

全长800m、开闭式全天候型

拱顶保证在下雨天也可安心享

受购物乐趣。另外，还按季节

举办各类丰富多彩的活动，一

年四季热闹非凡。

 品川区小山3-23-5 

 http://www.musashikoyama-
     palm.com/

从化妆品、儿童用品到时装等，可满足合家出游的游

客需求的综合超市。尤其是食品卖场丰富，能够享用

拉面及牛排的店内用餐区也成为人们议论的话题。

 品川区大井1-3-6   全年无休  

 10:00～22:00、周六・节假日仅1F～2F开店 9:00～
     22:00   ※另外指定日、部分专门店的营业时间不同   

 http://www.itoyokado.co.jp/special/global/en/

AEON STYLE 品川海滨

从食品到衣物、室内

装饰，囊括了衣食住

各个领域商品的大

型购物中心。晚上营

业到很晚，可悠闲购

物。

 品川区东品川4-12-5   全年无休   

 9:00～23:00、B1F食品卖场8:00～24:00
　  ※部分卖场、专门店的营业时间不同   

 https://www.aeon.com/store/

Musashi-koyama Shotengai Palm

AEON STYLE Shinagawa Seaside

中延商业街（NAKANOBU SKIP ROAD）
Nakanobu Skip Road 重盛的人形烧 豪华脆饼

因仿照七福神的脸

型制作的人形烧而

知 名 的 日 式 点 心

店。价格适中，非

常适合作为小零食

和伴手礼。

 品川区东中延2-6-17   周三   9:30～20:00   

 http://www.shigemori-eishindo.co.jp/

Shigemori Ningyo-yaki/
Zeitaku Senbei

伊藤洋华堂大井町店
Ito-Yokado Oimachi

代代木屋吴服店

1950年创业。除传统和服及草

屐外，还出售各种实惠的和服小

配饰。另外，还销售使用旧布制

作的包包及服装。

 品川区中延3-8-12  

 周三    10:00～19:00  

 http://www.nakanobu.com/article/
 　 2014100302993/0004829.html

Yoyogiya Gofuku-ten

被池上线、大井町线、浅草线3大车站环绕，交通

极其便利的拱顶式商店街。精肉及鲜鱼店、咖啡

厅及面包店等深受地方民众喜爱的店铺林立。

 http://www.nakanobu.com/

 https://www.
sevenbank.co.jp/oos/

adv/intlcard02/cn/

 https://www.jp-bank.
japanpost.jp/en/ias/en_

ias_simplifiedchinese.html

除便利店“7-ELEVEN”

外，在车站及商业设施

等内也设置有SEVEN 

银行的ATM。可支持

12种语言。

［SEVEN 银行］

邮政ATM除邮局（支

持2种语言）外，还设

置在便利店“全家”等

内（支持16种语言）

［邮政银行］
 03-5436-2951  

 品川区西五反田1-2-10 三菱UFJ信托银行五反田支店1F  

 9:00～17:00 ※周末休息    http://www.tokyo-card.co.jp/exchange/

[WORLD CURRENCY SHOP 五反田店］

 03-6420-3046   品川区大崎2-10-1大崎站西口公共汽车总站内   

 6:00～19:00     https://www.exchangers.co.jp/location.html

[Exchangers 大崎店]

 03-5447-7650   港区高轮3-26-27 ＪＲ东日本品川站内   

 8:30～20:30    https://matcha-jp.com/cn/viewcard

[VIEW CARD外汇兑换中心 JR品川店］

 品川区荏原3-4-15  周二    

 http://www.musashikoyama-palm.　
     com/rs/stores/163/detail/

销售佛龛、佛具、神龛的专门店。另

外，还销售香及惟妙惟肖的茶、寿司

等形状的蜡烛。

柴田神佛具店
Shibata Shinbutsugu-ten
（Shinto and Buddhist supplies shop）

鸟勇

老字号烤鸡肉串店，使

用最高级别的备长炭烤

制，备有拿手的特制酱

汁。即可打包，也可站

着食用。

 品川区荏原3-5-11   

 全年无休   11:30～19:30

Toriyu

自动取款机（ATM） 外汇兑换所

S-3

S-5

S-4 S-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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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tel & Public bath

无论是功能性出类拔萃的酒店还是充满日

式风情的宾馆，品川的住宿设施均能让您

感受到宾至如归的贴心“款待”，保证您

尽享愉快时光。

请在手头存放好预约确认邮件及
记录

遇到困难时，请咨询礼宾部

请遵守用餐及入浴时间等规定时
间

有效利用手提行李存放处及酒店
配送服务

如赶不上办理入住手续，请提前
联系

客栈品川宿

因下町特有的舒适感而受到来自世界各地的旅行者青

睐的简易住宿设施。并设的“问屋场”为您提供道路

指南和观光信息，还提供收费行李寄存服务。

 品川区北品川1-22-16    全年无休   

 IN16:00／OUT10:00    http://bp-shinagawashuku.com/jp/

经常出现在广告和

电视剧中的温泉。

横跨男女浴室绘制

的大型富士山壁画

极具震撼力。另有

庭园露天浴池及药汤。

 品川区户越6-23-15   

 周一（周一为节日时营业，次日周二换休）   

 15:00～25:00（周日10～24点）  

Guesthouse Shinagawa-shuku

 品川区南品川1-1-2

 全年无休   

 IN15:00／OUT12:00   

 https://47gawa.tokyo/bamba/

Bamba Hotel H-2

深受当地居民喜爱的

一日游温泉，可享受

具有嫩滑肌肤效果的

天然黑汤温泉和露天

浴池。浴池的墙壁上

绘有壮丽的富士山。

 品川区户越2-1-6    周五   

 15:00～25:00　　  
     周六、周日、节假日8:00～12:00／15:00～25:00   

 http://togoshiginzaonsen.com/information/

户越银座温泉
Togoshi-ginza Onsen

中延温泉  松之汤
Nakanobu Onsen Matsunoyu

※不可将浴室中的洗发液及护发素倒入自带的容
器。需要多少用多少。

确认能够带走的洗漱用品
除分装的消耗品外，均不能带走。注意不

要将吹风机、时钟、电热水壶等电器制品

以及睡衣、浴袍等房间内的物品带走。

※食物及购物的垃圾不要放在走廊内，要扔到房间内的垃圾箱。

废弃物品请自行处理
行李箱、衣服、鞋子等废弃物品不要放

在房间内或扔到走廊、路上。废弃行李

箱时，请在机场利用收费处理服务。

原则上不需要小费
原则上不需要小费，所以请通过语言和态度表达

谢意。

吸烟要到指定场所
禁止在走廊及路上边走边吸烟。加热烟草制品也

禁止在禁烟室使用。

请安静地度过休闲时光
许多客人正在分别享受放松休闲的时间。请勿在房间

及共用区域大声喧哗。

您可在这里享受琥珀色的黑汤和源泉黄金汤2种

天然温泉。据说黑汤可预防百病，黄金汤对切割

伤等具有疗效。

 品川区小山3-9-1  

 周一   12:00～24:00、周日8:00～24:00  

 http://www.shimizuyu.com/

黑汤

武藏小山温泉  清水汤
Musashi-koyama Onsen Shimizuyu

本酒店由旧民宅长屋改

建而成，为整栋包租类

型。您可在洋溢着日本

风情的空间内与家人、

友人度过美好、悠闲的

时光。

H-3

H-1

H-4 H-5

酒店＆公共浴池

确 认 项 目
礼仪 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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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上不可穿泳衣入浴。
※有些地方禁止纹身者入浴，请注意。

 品川区大崎1-6-2 

 全年无休    IN11:00／OUT14:00 

 http://www.newotani.co.jp/inntokyo/index.html

东京
万豪酒店

 品川区北品川4-7-36   

 全年无休   IN15:00／OUT12:00   

 http://www.tokyo-marriott.com/

坐落于御殿山的国际

酒 店 ， 虽 位 于 市 中

心，却被绿色环绕。

别出心裁的下午茶及

打包的甜点、面包也

深受女性欢迎。
下午茶

西餐厅「舟茶屋」

直通JR大崎站。可

从约40种美食中

选择搭配的无敌早

餐。充满现代艺术

的时尚客房能够让

您感受到美术馆的

氛围。

东京
新大谷INN
New Otani Inn Tokyo

 品川区东品川2-2-35  

 全年无休    IN10:00／OUT16:00   

 https://www.toyoko-inn.com/search/
　  detail/00244/service/

 品川区大井1-50-5  

 全年无休    IN14:00～22:00／OUT10:00  

 http://www.oursinn-hankyu.co.jp/ja/

雕像

虽然坐落于临海地带的时

尚区域，却可以 适中价 格

入 住的商务酒店。入口前

设置有巨大垃圾箱的雕像

“Work2012”。

距离大井町站徒步仅

需1分钟，交通便利。

与任品川观光大使的三

丽鸥卡通大耳狗共同打

造的“大耳狗房”极具

人气。

东横INN 品川港南口
天王洲岛
Toyoko Inn Shinagawa 
Konan-guchi Tennozu Isle

艾我诗
阪急宾馆
OURS INN HANKYU

从 大 崎 站 西 口 徒 步

仅需3分钟，交通便

利。早 餐 可 在“iL -

CHIANTI大崎”品尝

日式和西式自助餐。

客房宽敞舒适。

 品川区大崎2-1-3   

 全年无休    IN14:00／OUT11:00   

 https://www.daiwaroynet.jp/osaki/

东京大崎
大和罗伊内特酒店
Daiwa Roynet Hotel Tokyo Osaki

第一东京
海堡酒店

伫立于临海地带的高层

酒店，天空与大海的壮

丽全景尽收眼底。在

28楼的西餐厅，您可

一边欣赏夜景一边品尝

铁板烧。同时，还可享

受极品和牛牛排套餐。

 品川区东品川2-3-15   

 全年无休    IN15:00／OUT12:00 

 https://www.hankyu-hotel.com/hotel/dh/dhtseafort/

Dai-ichi Hotel TOKYO SEAFORT Tokyo Marriott Hotel

披上浴衣，穿上两

袖

1

在进入浴槽前

先清洗身体

按照右下、左上

的顺序交叉前襟

2

注意不要将毛巾及

头发掉到浴槽内

先将腰带绕在腰部，

然后在腰前系紧

3

不可在浴槽内清

洗身体

寒冷季节时，在浴

衣上套上和服外褂

4

返回脱衣所时，

要擦拭干身体

Ⓒ2001, 2018 SANRIO CO., LTD.　APPROVAL NO. G592111

H-6 H-7 H-8

H-9 H-10 H-11

“浴衣” “温泉”指南 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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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顺序排队
在站台及公共汽车站等，在电车及巴

士到来之前，要按顺序排队。请不要

越队或插队。

双肩包抱在胸前
在早高峰时间及满员电车等乘客较

多时，要将双肩包抱在胸前或存放

到网架上，以防影响他人。

安静乘车
在车内将手机设为静音模式，不要

大声喧哗。

边走边使用
智能手机的行为非常危险！
在站台及通道边走边使用智能手机

的行为非常危险！请到安全场所停

下后再使用。

电车按照不同路线分为不同颜色，

各个车站有规定的车站编号。

线路标识

车站编号

线路颜色

利用优惠的环游通票，玩转观光景点！
利用交通环游通票观光，免去每次换乘时购票的麻烦，既经济又便利！

推荐想要玩转形形色色观光景点的游客使用。

品川区有许多铁路线，包括JR、东急、京急、都营浅草

线、临海线、东京单轨电车等，非常便于观光。如能利

用巴士及共享单车服务，将可实现进一步的深度游。

京急旅游服务中心   品川站

访日外国游客观光问讯处

面向访日外国游客提供交通、观光指

南等的观光问讯处。同时设有每天

可购买约50场公演门票的“Tickets 

Today”售票点以及提供外币兑换服

务的“Travelex 京急品川店”。
   京急线品川站 高轮口剪票口旁   8:30～21:30（全年无休）
［对应语言］英文  ※有数名会讲中文、韩文、法文、德文的兼职人员

Keikyu Tourist Information Center Shinagawa Station

Travelex Keikyu Shinagawa

领取线路图，安排移动路线

确认禁止携带入内的物品

注意高峰时间

查询优惠的交通环游通票

确认票价及购买方法

 03-6408-5644   港区高轮3-26-26 京急品川站内1F 
京急旅游服务中心   品川站内    8:30-20:00／周末8:30-18:00   

 https://www.travelex.com/

［Travelex京急品川店］

※照片为JR东日本
铁路周游券（东北地区）

● JR 东日本铁路周游券

在免费地区内，可无限次乘坐包括新干线在内的特快列车、快速列车、普通列车

的普通车指定座位。此外，还可乘坐部分JR巴士路线。

【销售价格】东北地区：[日本国外发售]成人（12岁以上）19,000日元、儿童（6～11岁）
9,500日元／[日本国内发售]成人（12岁以上）20,000円、儿童（6～11岁）10,000円
长野、新潟地区：[日本国外发售]成人（12岁以上）17,000日元、儿童（6～11岁）8,500
日元／[日本国内发售]成人（12岁以上）18,000日元、儿童（6～11岁）9,000日元

 JR 东日本铁路周游券（东北地区）https://www.jreast.co.jp/sc/eastpass_t/     
      JR 东日本铁路周游券（长野、新潟地区）https://www.jreast.co.jp/sc/eastpass_n/

● Greater Tokyo Pass

三天内无限次乘坐关东的12家私营铁路与地铁（东

武线、京王线、京急线、京成线、小田急线、东急

线、东京Metro地铁、都营地铁、横滨市营地铁、港未来线、相铁线、东京樱花

有轨电车[都电荒川线]）与东京、神奈川、千叶、埼玉的51家公司的一般巴士。

【发售价格】成人7,200日元／儿童3,600日元

 https://greater-tokyo-pass.jp/sch/index.html

【发售价格】成人4,000日元／儿童2,000日元

● N'EX 东京往返车票

可以优惠价格在成田机场站、机场第2候机楼站到东京电车

特定区间之间往返乘坐“成田特快”普通车的指定座位。

 https://www.jreast.co.jp/sc/pass/nex_round.html

【发售价格】成人900日元／儿童450日元

● 东京Metro·都营地铁通用一日券

一天内可无限次乘坐东京Metro地铁全线和都营地铁线

全线的乘车券，为东京都内巡游的最佳选择。

 https://www.tokyometro.jp/cn/ticket/1day/index.html

● Japan Bus Pass

可无限次乘坐由WILLER EXPRESS运营的日本全国

（北海道、冲绳除外）的夜行巴士、高速巴士的联票。

【发售价格】周一～周四Pass：3天10,000日元／5天12,500日元／

7天15,000日元　全天Pass：3天12,500日元／5天15,000日元

 http://willerexpress.com/st/3/cn/pc/buspass/

● 东京自由通票

可在1天内无限次乘坐东京23区内的JR普通列车与地

铁、日暮里舍人线、都电、都营巴士的车票。

【发售价格】成人1,590日元／儿童800日元

  https://www.jreast.co.jp/sc/pass/tokyo_free.html

【发售价格】成人2,800～5,400日元／儿童1,400～2,700日元

● Keisei Skyliner & Tokyo Subway Ticket

京成Skyliner特快票、乘车票与24小时、48小

时、72小时内自由乘坐东京地铁全线的“Tokyo 

Subway Ticket（东京地铁通票）”的联票。

 http://www.keisei.co.jp/keisei/tetudou/skyliner/cn/value_ticket/subway.php

【发售价格】成人1,200～2,200日元／儿童600～1,100日元

● WELCOME! Tokyo Subway Ticket

羽田机场国际线大楼站→泉岳寺站的京急线（单

程或往返）"与都营地铁、东京Metro地铁全线

（24、48、72小时券）的联票。

 http://www.haneda-tokyo-access.com/cn/info/discountticket_welcometokyo.html

Getting Around
交通

确 认 项 目
礼仪 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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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先座位
优先座位应优先或礼让给老年人、残疾人、带

婴幼儿的乘客、孕妇等乘坐。此外，在优先座

位附近，当车厢内拥挤时，请关闭手机电源。

女性专用车厢
原则上只有女性可以乘坐的铁路车厢。小学以下的

男童、残疾人士极其陪护的男性也可乘坐。

※在早晚高峰时间设女性专用车厢，具体因铁路线路而异。

利用便利的IC卡畅游日本！

巴士

详细内容
请由此扫描

二维码

支付方法
根据地区分为前门上车和后门上

车两种。在快要到达目的地站点

时，按下座位附近的按钮。

［前门上车］

从前门乘车，将规定运费投入投币机或刷

IC卡。（可以相同票价乘坐到终点）

［后门上车］

从后门领取整理券或刷

IC卡后乘车，对照前方设

置的电子公告板编号和

整理券编号付费后下车。

详细内容
请由此扫描二维码

全国出租车指南

帮助标识
对象为佩戴假肢的人士及身体内部残疾

人士等。用于通知周围需要获得援助和

照顾的标识。

孕妇标识
保护孕产妇健康的标识。在公共交通

机构，如遇到佩戴本标识者，应采取

让座、停止吸烟等礼让行为。

费用通过一定距离内的起步价与超过起步价距离使用时的

行驶距离的“距离制”计算。深夜将会加价，需要注意。

东京的出租车不仅清洁而且服务周到，根据距离和时间对收费有规

定，可放心乘坐。只要告知司机目的地的名称、出示地图即可。如果

担心，可利用通过英文专用电话叫出租车的服务。

【英文专用电话】日本交通 03-5755-2336

※有专门的英文接线员接听（24小时）

出租车

费用
都营巴士

都营巴士

东急巴士

东急巴士

京急巴士

京急巴士

包括品川区在内，在东京都9区内

任何地点的站点

均可租借、返还

单车。适合短距

离移动及逛街。

●品川观光协会销售共享单车“一日通票”（2,160日元)。详细位置参见背面

共享单车

共享单车

详细内容
请由此扫描二维码

电车

Suica

在JR东日本的车站发行的IC卡。

可用于铁路、巴士、购物等。可与

PASMO通用。

PASMO

在首都圈的私营铁路及地铁站、

巴士营业所等发行。可用于铁

路、巴士、购物等。可与Suica

通用。

通过自动检票机
将IC卡水平充分接触检票

机的读卡部分。发出“哔”

或“哔哔”声则读取完毕。

购买方法

Suica可从位于Suica区域的JR东日本车站的多功能

售票机或JR售票处购买，PASMO可在售票机或车

站、巴士的月票销售窗口购买。

详细购买方法＆
使用方法请由此扫描

二维码

详细购买方法＆
使用方法请由此扫描

二维码

■ 交通IC卡极其便利

在设有标识的便利店及超市等，还可作为
电子货币购物。也可用于触摸屏式投币储
物柜及巴士、出租车。

还可用于购物及投币储物柜

余额不足后，只要在售票机现金充值即可
反复使用。

可反复使用

 …住址　  …休息日　  …营业时间　  …官方网站

 https://www.jreast.co.jp/sc/pass/suica.html  https://www.pasmo.co.jp/sc/

 http://bit.ly/2QAJ1HB

 http://www.taxi-tokyo.or.jp/english/
      index.html

 https://www.kotsu.metro.tokyo.jp/ch_k/
 https://tokyubus.bus-japan.net/zh
 http://cn.hnd-bu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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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搜集品川观光信息！

灾害时的对应

＊InterFM 89.7MHz　
（发生灾害时播送避难场所等通知）

发行　2018年12月

［室外］

［室内］

万一发生地震

 品川区荏原4-5-28 Ebara广场1F   

 周三、年末年初  

 10:00～18:00    http://infoandcafesquare.jp/

info＆cafe SQUARE

社区式咖啡馆，可在品尝咖啡及

自制甜点的同时查询品川的观光

信息及推荐景点。与品川观光大

使大耳狗共度一段悠闲时光。

Shinakan PLAZA

 品川区大井1-14-1 大井1丁目共同大厦1F   

 节日、年末年初    9:30～17:00

传递品川区及东京都内的观光

信息。可在此获得各种指南及

宣传单等，并可利用对应多语

种的数字标牌。此外，这里还

销售共享单车“1日通票”。

因事故、犯罪等需要叫警察
110

119

［观光厅］

生病、受伤时的指南，

保证您能够在日本安心旅行
https://www.jnto.go.jp/emergency/chs/mi_guide.html

品川区网站 

防灾网页
http://www.city.shinagawa.tokyo.jp.c.ke.hp.transer.com/

PC/bosai/bosai-bosai/

因受伤、

生病等需要叫救护车

因火灾需要叫消防车

●远离水泥预制板墙及玻璃窗，压低身体，保

护头部不被看板及玻璃等掉落物击中。

●在沿海部，当发出海啸预警后，应向高处及

高层建筑物疏散。

●一经发现有大规模火灾威胁到人身安全，应

立即疏散到广范围疏散场所。

●远离家具及玻璃窗，躲在床边、结实的桌子

下等，保护好头部。

●等待晃动停息，听从设施工作人员的引导进

行疏散。

查询最新信息，开心畅游品川！

 https://home.shinagawa.kokosil.net/zh-hans/

利用AR（增强现实）功能介绍品川的观光

景点、文化遗产、外景拍摄地等的逛街应

用程序。提供英文、简体字、繁体字、韩文

的正文和语音指南。

■哇！品川巡游(kokosil品川)

应用程序 网站・SNS

 http://www.city.shinagawa.tokyo.jp.c.ke.hp.transer.com/
     PC/kuseizyoho/kuseizyoho-siryo/kuseizyoho-siryo-free_

     wifi/index.html

品川区提供的免费Wi-Fi。在品川区的公共

设施、主要车站及公园均可利用。接入时

的门户网站以及认证画面对应多语种（英

文、简体字、繁体字、韩文）。

■SHINAGAWA FREE Wi-Fi

免费 Wi-Fi

 https://shinagawa-kanko.or.jp/?lang=zh-Hans

由品川观光协会运营的官方网站。为您提供观光景点及推荐路线、不为人知的美食及

活动信息等品川最新信息！（对应英文、简体字、繁体字、韩文）

■品川观光协会

 http://shinagawonder.jp/

为您介绍祭典活动及体验景点

等，并配有美图

■shinagawonder

 https://www.youtube.com/
　  channel/UCMN09zoRT10ss1nnjZ64vjg

观光景点及祭典活动等有趣视

频公开中

■品川观光协会YouTube

 https://www.instagram.com/shinagawonder/

为您介绍具有无数热门拍照景点的品川魅力！

■shinagawonder
   Instagram

 http://bit.ly/2CizTyH

传统与现代文化融合的东京品川的

体验、观光信息

■JAPAN TRAVEL
 （品川特设网页）

＊在酒店等住宿设施，要事先确认疏散场所、
   疏散线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