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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川花海道與碼頭
（3月）

長達2公里的運河堤防開滿

櫻花和油菜花。

品川運河祭
（4月上旬）

東品川海上公園舉辦的水

岸祭典。櫻花美景也值得

一看。

荏原神社 例大祭
（6月上旬）

從江戶時代舉辦至今的傳

統祭典。最大的特色是將

抬神轎走進海中遊行。

品川
深度體驗觀光、遊玩、

住宿的日本文化！

在

品川是東京熱門觀光景點，住宿設施豐富。不管是神社寺

院巡禮、探訪史跡、閒逛熱鬧商店街，遊覽臨海區，邊走

邊吃美味小吃等多彩小旅行都可以在此實現。本書中將介

紹洋溢品川魅力的景點。事先掌握相關資訊，觀光樂趣倍

增。也將提供有關日本的習慣、禮儀等觸及日本文化的資

訊，絕對會是旅行時的好幫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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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成スカイライナ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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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京モノレール

西戀山燈光秀
（2月）

配合情人節，約3萬顆LED

燈泡將站前點綴得絢爛璀

璨。

目黑川櫻花
（3月中旬～4月上旬）

約800棵的櫻花樹並排於

長達4公里的目黑川沿岸，

如夢似幻。

品川神社 例大祭
（6月上旬）

擁有超過800年歷史的人氣祭

典。可以一睹眾人抬著神轎，

在陡斜的53階樓梯攀上爬下。

從國內、海外前往，交通便利

從羽田機場到品川站最快只需11分鐘，從成田機

場可以一線直達，交通十分便利，是東京觀光時

的必訪之地。地近東京、澀谷、新宿等主要轉運

站，可在30分鐘內前往台場、淺草、東京鐵塔等

觀光景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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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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imbamba 

Sta.

新馬場駅

Aomono-

yokocho Sta.

青物横丁駅

Shinagawa Sta.

品川駅
Gotanda Sta.

五反田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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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崎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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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井DONTAKU夏日祭典
（8月下旬）

於大井町站前舉行。包含各

種音樂活動、如盂蘭盆舞、

舞蹈大會、音樂祭典等。

目黑川MINNA no ILLUMI
（12月）

將目黑川沿岸長達2.2公里

的樹林掛上櫻粉色的LED

燈飾，彷彿盛開的冬之櫻。

品川宿場祭
（9月下旬）

品川區內最大規模的活動，彷

彿穿越時光，回到江戶時代。

華麗的花魁遊行不容錯過。

池田山公園

目黑川
櫻花道

御殿山

品川海灣的
船隻避風港

品川
花海道

目黑的秋刀魚祭典
（9月上旬）

源自古典落語「目黑的秋刀

魚」，免費發送7000隻岩手

縣宮古產的炭烤秋刀魚。

池田山公園的紅葉
（11月）

近年以開運景點聞名的池

田山也是賞楓名點。

養玉院如來寺 千燈供養
（8月13日）

境內設置超過1000盞的燈

籠，柔和光芒包圍著寺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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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光

品川內散布著許多可接觸歷史

與傳統文化的神社佛寺。此

外，也有具地利之便的近代觀

光景點，饒富趣味。快來探訪

古今風情交錯的品川街道吧！

確認清單

事前備好地圖更方便

避免擅闖禁止進入地點

確認可否攝影

調查賞櫻賞楓的最佳季節

事先確認祭典舉辦時期

禮儀 規定
請勿碰觸建築物
請勿損傷或在寺院內的建築、佛像等文化財產與設施牆壁上塗鴉。也禁止

採集公園的動植物，請以回憶與相片保留美好時光。

安靜觀賞
寺院與神社自古以來為莊嚴神聖的信仰重地。參拜時請勿大聲喧嘩，並保

持安靜。良好的參拜禮儀也能加倍提升好運！

備妥零錢參加祭典
祭典攤販基本上無法使用信用卡

付款，也無換錢處，請備妥零錢付

款。

抽菸請至吸菸區
設施、中庭、公園及道路上全
面禁菸。請至規定場所吸菸。

法蓮寺 T-3

相傳始源於由地方望族「荏原家」宅邸

改建而成的寺院，歷史悠久。祀奉保佑

生意興隆、庇蔭福德的惠比壽神。每到

春天，山門旁盛開的枝垂櫻美不勝收。

 品川區旗之台3-6-18

 全年無休   9:00〜17:00
 http://www.hourenji.or.jp/ 「惠比壽」（生意興隆）

「七福神巡拜」是日本的傳

統儀式，巡禮參拜可庇佑家

庭圓滿、生意興隆、長壽等

不同「福氣」的七尊神明。

參拜七福神時，收集7

間神社寺院的朱印色

紙（1,500日圓）。集齊

朱印後可取得繪馬。

期間：1/1〜

荏原七福神巡拜

養玉院 如來寺 T-4

在境內可欣賞春季櫻花、秋天紅

葉，以及四季時令美景，廣受好

評。寺堂正前方橫列著被稱為

「大井之大佛」的五尊如來像。

 品川區西大井5-22-25   全年無休   9:00〜17:00
 https://www.yougyokuin.com/「布袋尊」（福壽財寶）

Honsenji Temple

Horenji Temple Yogyokuin Nyoraiji Temple

Tour of the Seven Deities of Good Fortune in Ebara

品川神社 T-1

Shinagawa-jinja Shrine

創建於1187年，歷史悠久的神社。境內有許多值

得一看的景點，如有龍形雕刻的石造鳥居、迷你

富士山等等。穿過本殿右側的紅色鳥居，則可來

到保佑財運的人氣開運景點－－阿那稻荷神社。

 品川區北品川3-7-15  
 全年無休   自由參拜 
 http://10jinja.tokyo/shinagawajinja.html

保佑行車平安的

青蛙圖案繪馬
阿那稻荷神社

品川寺 T-2

山門

相傳建立於806～810年，

現 為 品 川區 最古老 的 寺

廟。巨大的地藏菩薩守護

著來往行人。春季櫻花滿

開，秋季則有轉染金黃的

古銀杏樹，各展風情。

 品川區南品川3-5-17  
 全年無休   6:00〜17:00   http://honsenji.net/

 http://ebara-shichifuku.com/

Sightsee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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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南「參拜」

 …住址　  …公休日　  …營業時間　  …官方網站

3參拜

在本殿投入香油錢並敲鐘，鞠躬2次後

在胸前拍2下手，合掌祈禱。最後再鞠

躬1次。

神社為神道教，寺院為佛教，兩者為信仰相異的宗教設施，

參拜禮儀有所不同，祈禱時請留意。

1由玄關進入。

［神社］

［神社］

在入口「鳥居」前，行一鞠躬

後進入。參拜道路中央是神明

走的通道，凡人需走在路端才

合乎禮儀。

在本殿投入香油錢

後，於胸前安靜合

掌祈禱。

［寺院］

［寺院］

在入口「山門」前，合掌行

禮後進入。請記得脫帽。

①

①

②

②

③

③

④

④

2在手水舍洗手漱口

拿起勺子舀水，先洗①左手再③右手，③

最後把水舀進左手掌心，用來漱口。為了下

一個使用者，④最後再用勺子內的水清洗

握勺。

東京遊船俱樂部 T-5

擁有郵輪餐船和休閒會館（Club House）的法式餐

廳。可在餐船上享用午餐或晚餐後，眺望眼前開

展的東京灣絕美風景。

 品川區東品川2-3-16

　  海堡廣場1F（Club House） 

 午餐航程　週六、週日及假日12:00〜13:40／
　  晚餐航程19:00〜21:00　備有其他方案

 https://cctokyo.co.jp/

The Cruise Club Tokyo

附設啤酒釀造所的豪華餐廳。從露台座位可眺望運

河，並在眼前美景陪伴下，品嘗現代美式料理與精釀

啤酒。

 品川區東品川2-1-3   全年無休

 11:30〜最後點餐14:00／17:30〜最後點餐22:00　
　  週六、週日及假日11:30〜最後點餐15:00／ 

17:30〜最後點餐22:00  
 https://www.tysons.jp/tyharbor/

Ｔ.Ｙ.ＨＡＲＢＯＲ T-7

水岸遼闊、景色迷人的島區。運河沿岸的步道「木板路」

是休憩之處，並有眾多時髦商店和餐廳等林立。

天王洲島
Tennoz Isle

參 拜 神 社寺院

時，可付費領取

參 拜 證「御 朱

印」。

 品川區北品川4-7-25

 週一（若逢假日照常開館，次一個營業日休館）、年底新年假期  ※展覽更換期間休館  
 11:00〜17:00（最後入館時間為閉館30分鐘前）  

　  ※週三（假日除外）開放至晚上8點  
 http://www.haramuseum.or.jp/

改建自1938年建造的私人宅邸，1979年重新開幕為現代美術館。面對

坐擁翠綠草坪中庭的咖啡館廣獲喜愛（限入館者使用）。

※預定於2020年12月31日關館

原美術館 T-6

Hara Museum of Contemporary Art

奈良美智

「My Drawing Room」
2004年8月～

協助製作：graf／

攝影：木奧惠三

4



確認清單

事先確認入場費和營業時間

請務必歸還租借物品

尋找館內限定的伴手禮

請索取館內指南

事先確認設施開放時間和展期

 品川區荏原2-2-3  

 不定期公休   9:00～17:00 ※全面預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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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perience
可體驗屋形船、和服，以及武

道等日本傳統文化，也是品川

的一大魅力。還有諸如老少咸

宜的水族館、賽馬場夜遊等

等，眾多豐富的拍照景點。

垃圾請丟棄至規定地點

日本的設施因有大家細心維護，才能常

保整潔。空寶特瓶與空罐各有專用垃

圾桶，請分類後再丟棄。

注意攝影規定

攝影前，請先確認標誌或看板上有無

禁止攝影的警示。即使是開放攝影之

處，在水族館與賽馬場中也請避免使

用閃光燈，以免干擾生物。

設施內禁止飲食

美術館、博物館、水族館禁止飲食

或攜帶食物入內。建議至附設咖

啡館或餐廳用餐，將可享用限定餐

點。

遵守洗手間使用禮儀

請排隊依序使用洗手間。此外，請

注意分辨緊急按鈕與沖水按鈕，避

免按錯。

可在洋溢日式風情的船隻上品味

天婦羅等日本料理的「屋形船」，

宛如是座「水上餐廳」，可遠眺彩

虹大橋等眾多東京優美名勝，亦

為其魅力所在。

 品川區北品川1-16-8（乘船處）  
 僅有一班晚間船班（不定期開航）／

　  全程約2小時45分鐘 ※須預約  

 https://www.funasei.com/english/
※洽詢、預約請利用

　右側記載的HIS旅行社電子郵件

　⇨ harajukutic@his-world.com

船清 E-1

劈瓦道場（石川商店） E-3

Kawara-wari Dojo (Ishikawa Shoten)

銷售全球珍稀優質美術用品的專賣店，蒐羅約4500色以

上的顏料、多達600種的刷毛，以及各式筆類。由知名建築

設計家隈研吾打造的店面內裝設計美輪美奐。

 品川區東品川2-5-5 TERRADA Harbor One大樓1F 

 週一、週四   11:30～19:00  
 https://pigment.tokyo/

PIGMENT E-2

禮儀 規定

開放女性與兒童體驗連空手

道家也僅於特殊時刻表演的

「劈瓦片」的道場。可選擇挑

戰的瓦片數（1片～30片），成

功者將可獲得贈禮。

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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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品川區上大崎4-6-9

 公演日期

　  請參照官網資訊  
 http://kita-noh.com/

可眺望水上美景，品嚐天婦羅、生魚片等餐飲

的屋形船，尤以觀賞櫻花與煙火的方案備受喜

愛。［設備］冷暖氣、卡拉OK、沖水馬桶。

2請守時

船隻準時出發，逾時不候。請

務必遵守規定的集合時間。

3請脫鞋

船內為鋪設榻榻米的和室，請脫鞋

放鬆享受。另備有外籍旅客專用，

可伸長雙腳的嵌地式暖爐桌船隻。

1須預約

若為家族或情侶等少

人數使用，將與他人共

乘船隻。共乘船的航行

日期因季節而異，人數

也有上限，請務必事先

透過網站或電話預約

（2人以上請預約）。

夜間賽馬「星光賽馬（Twinkle Race）」廣獲喜愛的

賽馬場，萬馬奔騰眼前，震撼力驚人。在燈飾點綴

的賽馬場內品嚐的「滷內臟蓋飯」無與倫比。

 品川區勝島2-1-2   舉辦日期請參照官網資訊   https://www.tokyocitykeiba.com/

東京都市賽馬場（大井賽馬場） E-4

TOKYO CITY KEIBA (Oi Racetrack)

特製絹質和服易於穿著，因此即使是初學者也能自在體驗。店內有通曉

日語和英語的工作人員。設有人數上限，必須事先預約制。

 品川區上大崎2-24-13　目黑西口公寓1號館804 
 週日、假日 ※年底新年等期間公休 
 10:00～18:00（最後受理時間16:00） ※須於前一日前完成預約 
  http://www.kimono-wa.com/

和服攝影工作坊「和」 E-6

Kimono Photo Studio Wa

喜多能樂堂 E-7

Kita Nogakudo

船清「屋形船.tokyo」 http://yakatabune.tokyo.e.aad.hp.transer.com/
東京屋形船協會 http://www.yakatabune-kumiai.jp/en/屋形船的詳細資訊請至此確認！

可邂逅海豚、企鵝、海豹等可愛海洋生物的水族館。在
LED燈光點綴的水槽中優雅舞動的水母，也是不容錯過
的拍照景點。

 品川區勝島3-2-1

 週二（春假、黃金週、暑假、寒假期間照常營業）、1/1    
 10:00～17:00（入場截止時間16:30），餐廳營業至19點 ※因季節而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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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母水槽海豹隧道

品川水族館 E-5

Shinagawa Aquarium

擁有450年歷史的能樂「喜

多流」的根據地。除可欣賞

公演外，還提供針對初學

者、外籍人士，以及孩童設

計的體驗工作坊等多元活

動。

 …住址　  …公休日　  …營業時間　  …官方網站

跳躍海豚冰淇淋

百匯

指南「屋形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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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urmet
品川坐擁許多米其林指南介紹名店，是名

副其實的「美食天國」。除了新鮮的生魚

片、壽司、蕎麥麵、鰻魚飯等日式餐點，

還有知名拉麵店、和牛料理，歡迎享用應

有盡有的品川美食。

確認清單

事先確認午餐、晚餐的營業時間

遲到時，請務必聯絡店家

確認店家是否需要事先預約

若有避忌食材，

請在點餐時告知服務人員

事先確認是否可以使用信用卡或是

電子錢包

請按照需求適量點餐
在日本，吃光點用餐點是向店家表示「食

物非常美味」的行動。此外，將殘渣掉落

在地板是不禮貌的行為。

靜心品嚐料理
享受從視覺上的華美擺盤，到纖雅湯汁

的香味，正是日本料理的醍醐味。在高

級日本料理店與餐廳，請避免喧嘩，安

靜優雅地享用美食吧！

何謂「餐前小菜」？
有些日本居酒屋會在點餐前先送上「餐前

小菜」（約加收500日圓）。這是日本獨特

的文化，也可看作是店家酌收的桌位費。

依照人數點餐
點餐以一人一份為基本禮儀。尤其請避免

在繁忙的午餐時段多人入座，卻只單點一

份餐的行爲。若想共享餐點，請先與店家

洽談。

經東京米其林指南介紹後，排隊人潮絡繹不絕的拉麵

店。以豬大腿骨、比內地雞骨、 海鮮熬煮的高湯清爽又

濃醇美味，與手工麵條融合的恰到好處。

使用餐券販賣機

 品川區中延2-15-10    週三   11:30～14:30（湯底

賣完即打烊）   http://www.geocities.jp/taganoya/

壽司 品川 葵 G-1

可品嘗曾在知名壽司店修行約30年的師傅手藝的名店。

店主親自至市場精選新鮮魚類捏製的壽司精緻美味。

 品川區南品川3-5-3 青橫大樓4F   週一

 11:30～最後點餐14:00／18:00～最後點餐21:30、週六、週日及假日18:00～最後點餐21:30

2015年起連續3年登上東京米其林指南的名店。店家以

石臼研磨製粉，再手打成彈力十足的蕎麥麵，味道、香

氣、口感均出類拔萃。

 品川區北品川1-8-14    週日、每月第二、四、五週的

週一　※假日不定期公休   11:00～最後點餐14:00、週

三、週四、週五11:00～最後點餐14:00／17:30～最後點餐

20:00、週六、週日10:00～14:30   http://www009.upp.
so-net.ne.jp/sinagawa-okina/index.html

什錦壽司飯

由肉品批發公司Yazawa Meat經營的烤肉餐

廳，僅使用包括最高級A5等級和牛在內的嚴選

食材。由經驗老道的師傅調製的醬汁，將可更

進一步襯托肉類的美味。

 品川區上大崎2-13-45 Trust Link第Ⅲ大樓2F

 年底新年假期   17:00～最後點餐23:30、

週日假日16:00～最後點餐22:30   http://www.
kuroge-wagyu.com/hi/

貨真價實的生拌肉

Sushi Shinagawa Aoi

燒肉 稻田 G-3

Yakiniku Inada
中華麵 多賀野 G-5

Chinese Noodles Tagano

手工蕎麥麵 
品川翁 G-2

Soba Shinagawa Okina

以實惠價格享用國產和牛的

肉類料理小酒館。可以一次品

嚐黑毛和牛的瘦肉、熟成肉、

霜降肉三種肉類的拼盤最受

歡迎。

 品川區西五反田1-4-8   週日（若週日適逢

假日則照常營業，改週一公休）   週一～週

五、假日前一天17:00～最後點餐隔天1:00、週六

週日17:00～最後點餐23:00   http://bistro-
marumiche.com/

Meat Bistro 
Marumiche G-4

禮儀 規定

冷蕎麥麵 竹籠

肥牛肉蓋飯

特製中華麵

三種什錦拼盤

美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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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示）中華麵 多賀野的餐券販賣機

請問推薦什麼餐點？

若有疑問可隨時洽詢店員3按鍵點餐

現在設有多語言點餐系統的店家仍為少

數，建議點餐時可參考料理照片。若照片

有限且語言不通時，許多店家會將招牌餐

點按鍵設置於左上方，不妨嘗試選用左上

鍵。

1事先確認菜單

店家門前有餐點介紹

看板或菜單，請事先決

定點用餐點。

2投錢

請注意，紙鈔與零錢

投入口有別。

4領取餐券跟零錢

請注意，因機種不同，有些

機器可能需要按下「找錢」

按鈕或是拉桿才會找錢。

5將餐券交給店員

將餐券交給店員後

尋位入座。

 …住址　  …公休日　  …營業時間　  …官方網站

指南「餐券」

(Dore ga osusume desuka？)
どれがおすすめですか？

蕃薯蒸餾酒「戶越銀座」

用番茄醬和雞胸肉做的蛋包飯、淋上手工多蜜醬汁的漢堡排都是店裡招

牌餐點。經典的日式拿坡里義大利麵也很受歡迎。

 品川區平塚2-18-3   週四・每月第三週的週三  
 11:30～最後點餐14:30／17:00～最後點餐22:00  
 http://touka-togoshi.jp/

番茄醬裹飯式蛋包飯

（午餐）

洋食工房 陶花 G-8

Western-style Restaurant Toka

創立90年以上的日式料理老店。油脂豐富

的鰻魚淋上創店陳年老滷汁，兩種味道相

輔相成。用麻油現炸的新鮮天婦羅蓋飯也

十分推薦。

 品川區小山3-25-16   週二、每月第三週

的週一　  11:30～最後點餐14:30／17:00
～最後點餐21:00、 週六、週日及假日11:30
～21:00（最後點餐2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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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濱田屋 G-6

Hamadaya

鰻魚盒飯（竹）

生魚片拼盤

天婦羅蓋飯（松）

日式拿坡里義大利麵

本日推薦蓋飯

銷售從魚市場直送新鮮海鮮的居酒

屋。店裡網羅了各款適合魚肉料理的

日本酒，還有日本各地生產的燒酎等

各式美酒。午餐時段限定的海鮮蓋飯

十分實惠。

 品川區戶越1-20-10   週三（每月有一次連假）

 11:30～13：55／17:00～23:00

漁 G-7

Ryo

國王聖代

開店33年，提供義大利麵與蛋糕的咖啡

店。招牌甜點是高達近60公分，總重約

3.5公斤的「國王聖代」，廣受喜愛，甚至

吸引客人為此遠道而來。

 品川區小山3-24-3

 全年無休   9:00～最後點餐21:30  
 http://ousamato15.webcrow.jp/

國王與草莓 G-9

King and Strawber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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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opping
品川有許多曾獲電視與SNS介紹的熱門商

店街，可說是「商店街天堂」。從邊走邊

吃，到挑選伴手禮，逛上一整天都不膩。

商品應有盡有的大型超市也十分便利。

確認清單

確認可否使用信用卡或電子錢包

事先確認打烊時間

確認有無配送至飯店與機場的服務

活用投幣式置物櫃與行李寄放處

確認免稅手續櫃檯地點

禮儀 規定

一福桃

銷售日本茶、手

工日式甜點的商

店。在銅板上現

烤的銅鑼燒名產「層疊福」，深獲當地

人與觀光客的喜愛。

 品川區北品川2-4-18 
 不定期公休   10:00～17:00
 http://k-shina.com/shop170.html

 品川區戶越2-1-3   週四   10:00～20:00  
 http://www.photokanon.com/

 品川區平塚2-18-8   
 每月第三週的週二 
 10:00～20:00 
 http://www.nature-doughnuts.jp/shop/070_togoshiginza.htm

戶越銀座 S-1

總長約1.3公里，為東京距離最長的商

店街。店家類型豐富，平價美食不勝

枚舉，推薦邊走邊吃，感受充滿魅力

的老街氣氛。

 http://www.togoshiginza.jp/

Togoshi-ginza Shotengai

Photo KANON

盡可能避免使用添加物，精心

手工製作的健康甜甜圈。外型

可愛的「動物甜甜圈」廣獲喜

愛。

Floresta 
戶越銀座店
Floresta Togoshi-ginza Store

講究優質食材與手

工 製作 的西式 甜

點 店。捲 心 蛋 糕

「宿場瑞士卷」、

使用蕪菁製作的蛋

糕等等與當地緊密相關

的商品廣受歡迎。

 品川區北品川2-30-27   週二  
 9:30～20:00   http://kyo-an.net/

品川菓匠 孝庵
Shinagawa Kasho(Dessert artisans) Kyo-an

開業於慶應元年，販售木屐和日

式傳統拖鞋的鞋店，也展售可從

1000種繫帶中挑選的特製鞋款。

 品川區北品川2-3-7    週日 
 9:00～19:00、假日9:00～17:00  
 https://www.getaya.org/

丸屋鞋店
Maru-ya Hakimonoten

Ippukuto

請排隊結帳
結帳時請勿插隊，並請依序等

待。

準備適量的現金
有些小店不接受信用卡，建議準備適量的

零錢等現金。

活用環保袋
有些店家需付費買購物袋，攜帶摺疊式環

保袋可以減少不便。

殺價要適可而止
日本店家基本上不接受殺價。

請小心拿取商品

請勿隨意觸碰玻璃製品、陶瓷器、手工

藝品等易碎商品。請勿打開無意購買的

商品包裝，並請放回原有的陳列地點。

確認有無免稅服務
利用免 稅 服務 購 物更划

算。有此標誌的商店提供

免稅服務。

除了沖洗、印刷

照片外，還販賣

時髦精緻的照片

相關雜貨。設有

展示空間，可欣

賞各式各樣的展

覽。

北品川商店街 S-2

Kita-shinagawa Shoteng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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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年9月的最後一週的週六、週日舉辦

「品川宿場祭」，可以近距離一睹身著

華麗和服的花魁遊行隊伍的難得機會！

舊東海道旁的商店街，過去為興

盛一時的驛站場。從美食到日常

生活用品，各式店家櫛比鱗次，

還有神社寺院與可感受日本傳統

文化的景點散布其間。

 http://k-shina.com/

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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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動櫃員機（ATM） 外幣兌換處

武藏小山商店街
Palm S-3

總長800公尺，設有電動天棚

簾，下雨天也可以安心享受購

物樂趣的商店街。因應季節舉

辦各式各樣的活動，總是熱鬧

無比。

 東京都品川區小山3-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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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妝品、兒童用品、流行服飾等應有盡有，適合全家

造訪的大型綜合超市。食品賣場種類尤其豐富，可

以品嘗拉麵跟牛排的美食區也蔚為話題。

 品川區大井1-3-6   全年無休 
 10:00～22:00，週六、假日僅B1F～2F 9:00～22:00

　  ※其他特定日期、部分專賣店有別 
 http://www.itoyokado.co.jp/special/global/en/

AEON STYLE 品川海濱 S-5

從 食 材 到 服 飾、傢

俱，食衣住行幾乎一

網打盡的大型購物

商場。營業時間長，

可悠閒購物。

 品川區東品川4-12-5    全年無休  
 9:00～23:00、B1F食品賣場8:00～24:00　

　  ※部分賣場、專賣店有別 
 https://www.aeon.com/store/

Musashi-koyama Shotegai Palm

AEON STYLE Shinagawa Seaside

中延商店街（NAKANOBU SKIP ROAD） S-4

Nakanobu Skip Road
重盛人形燒－－奢華煎餅

招牌商品為七福神

臉像人型燒的日式

甜點店。價格平易

近人，最適合當小

點心或伴手禮。

 品川區東中延2-6-17

 週三   9:30～20:00  
 http://www.shigemori-eishindo.co.jp/

Shigemori Ningyo-yaki/
Zeitaku Senbei

伊藤洋華堂 大井町店 S-6

Ito-Yokado Oimachi

代代木屋吳服店

1950年創業，除了傳統和服、日式拖

鞋之外，實惠的和服配件一應俱全。

另有販售用古布改造的包包、服飾。

 品川區中延3-8-12 
 週三   10:00～19:00 
 http://www.nakanobu.com/article/

　 2014100302993/0004829.html

Yoyogiya Gofuku-ten

為池上線、大井町線、淺草線，以及3個車站包圍，

交通便捷的拱廊式商店街。肉品店、鮮魚店、咖啡

館、烘焙坊等深獲當地喜愛的店家林立於此。

 http://www.nakanobu.com/

 https://www.
sevenbank.co.jp/oos/
adv/intlcard02/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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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VEN銀行的ATM（提

供12種語言服務）除位

於「7-Eleven」便利商店

外，也設置於眾多車站

與商業設施內。

［SEVEN銀行］

郵政銀行的ATM除位於

郵局（提供2種語言服

務）外，也設置於「全家

便利商店」等處內（提

供16種語言服務）。

［郵政銀行］
 03-5436-2951  
 品川區西五反田1-2-10 三菱UFJ信託銀行五反田分店1F  
 9:00～17:00   週六、週日    http://www.tokyo-card.co.jp/exchange/

［World Currency Shop 五反田店］

 03-6420-3046   品川區大崎2-10-1 大崎站西口巴士轉運站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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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changers 大崎店］

 03-5447-7650   港區高輪3-26-27 JR東日本品川站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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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ewcard Currency Exchange Center JR品川店］

 品川區荏原3-4-15   週二   
 http://www.musashikoyama-palm.

　  com/rs/stores/163/detail/

販售佛壇、佛具、神壇的專門店。另

售線香、茶杯、壽司等造型逼真的

蠟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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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鳥勇

使用最高級的備長炭

燒烤，並以特製醬汁

為傲的烤雞肉串老店。

可選外帶或是現場站

著享用。

 品川區荏原3-5-11  
 全年無休   11:30～19:30

Toriyu

 …住址　  …公休日　  …營業時間　  …官方網站 10



無論是功能性絕佳的飯店，還是日式氣氛

滿點的民宿等等，品川各處的住宿設施都

悉心提供盛情滿點的「款待」，可在此享

受舒適的片刻。

確認清單

記得保留預約成功的郵件與記錄

若有任何問題，請與飯店禮賓人

員洽談

請遵守規定的入浴、用餐時間等

活用寄放手提行李與飯店行李寄

送服務

若Check-in遲到，請事先聯絡飯店

Guesthouse 品川宿 H-1

以老街特有的舒適悠閒而廣受世界各國旅客喜愛的簡

易住宿設施。附設的「問屋場（驛站）」提供道路導

覽與觀光資訊，亦有付費行李寄放服務。

 品川區北品川1-22-16   全年無休 
 IN16:00／OUT10:00   http://bp-shinagawashuku.com/jp/

廣告和電視劇都曾

到此取景。橫跨男

女浴池的壯闊富士山

壁畫震撼力十足，

也設有庭園露天浴

場與藥浴池。

 品川區戶越6-23-15

 週一（適逢假日照常營業，改隔天週二公休）

 15:00～25:00（週日10～24點） 

Guesthouse Shinagawa-shuku

 品川區南品川1-1-2  
 全年無休  
 IN15:00／OUT12:00  
 https://47gawa.tokyo/bamba/

Bamba Hotel H-2

可享受洗後肌膚光滑

水嫩的天然黑湯溫泉

與露天浴場。此處為

深獲當地居民喜愛，

可當天來回的溫泉澡

堂。大浴場的牆壁上繪有壯闊的富士山圖。

 品川區戶越2-1-6   週五  
 15:00～25:00　

　  週六、週日及假日8:00～12:00／15:00～25:00  
 http://togoshiginzaonsen.com/information/

戶越銀座溫泉 H-3

Togoshi-Ginza Onsen
中延溫泉 松之湯  H-5

Nakanobu Onsen Matsunoyu

※請勿將浴室的洗髮精、潤髮乳裝進自己的瓶子帶

走。請酌量使用。

確認可帶走的盥洗用具備品
除了小份量的消耗品外，均不可帶走。請

勿帶走吹風機、時鐘、電熱水瓶等電器用

品，睡衣、睡袍，以及其他房間備品。

※請將食物殘渣與商品包裝丟棄於房內的垃圾桶，請勿堆放於走廊。

請自行處理廢棄物品
行李箱、衣服、鞋子等廢棄物品請勿留在

房間，或丟棄於走廊、道路上。行李箱

請於機場使用付費廢棄服務。

不需支付小費
不需支費小費，請以言語和態度表達謝意。

請於規定場所吸菸
禁止在走廊、道路上邊走邊吸菸。禁菸室也禁止

使用電子菸。

請保持安靜，放鬆度過
請尊重其他旅客的休閒時光，請勿於客房或館內大

聲喧嘩，

禮儀 規定

一次可以享受琥珀色的黑湯與天然湧泉黃金溫泉

等2種天然溫泉。據說黑湯溫泉可防百病，黃金

溫泉則有促進傷口癒合等效果。

 品川區小山3-9-1 
 週一   12:00～24:00、週日8:00～24:00 
 http://www.shimizuyu.com/

黑湯

武藏小山溫泉 清水湯  H-4

Musashi-Koyama Onsen Shimizuyu

由日式長屋型舊民房翻

新，採整棟出租的飯店。

在洋溢日式風情的空間

中，和家人親友共度悠

閒時光。

飯店與公共澡堂

Hotels & Public Bat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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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浴衣」 指南 「溫泉」 指南

※公共澡堂禁止穿泳衣入浴。

※基本上禁止穿著泳衣入浴。 ※敬請留意，身體有刺青者禁止進入。

 品川區大崎1-6-2

 全年無休   IN11:00／OUT14:00
 http://www.newotani.co.jp/inntokyo/index.html

東京萬豪酒店 H-6

 品川區北品川4-7-36  
 全年無休   IN15:00／OUT12:00  
 http://www.tokyo-marriott.com/

位於都心，卻為御殿

山綠意環繞的國際飯

店。精緻的下午茶與

外帶甜點、烘焙坊深

獲女性喜愛。

下午茶

舟茶屋

直通JR大崎站。自助

早餐吧以提供多達40

種類的豐富選擇為

傲，可自由搭配餐點。

在現代藝術風格的時

尚客房中，可享受宛

如美術館的氛圍。

東京新大谷客棧 H-9

New Otani Inn Tokyo

 品川區東品川2-2-35  
 全年無休   IN10:00／OUT16:00  
 https://www.toyoko-inn.com/search/

　  detail/00244/service/

 品川區大井1-50-5

 全年無休   IN14:00～22:00／OUT10:00 
 http://www.oursinn-hankyu.co.jp/ja/

裝置藝術

位於臨海的時尚區域，卻可

以實惠價格住宿的商業 旅

館。旅館門口前展出巨型垃

圾桶裝置藝術「Work2012」。

從 大井 町站步行1分

鐘，交通便捷。飯店與

品川觀光大使，同時也

是三麗鷗人氣明星的

大耳狗合作推出的「大

耳狗主題房」大受歡

迎。

東橫INN 品川港南口
天王洲島 H-11

Toyoko Inn Shinagawa 
Konan-guchi Tennozu Isle

OURS INN 
HANKYU H-10

距 離 大 崎 站 西 口 徒

步3分鐘，交通十分

便利。早餐可在「il-

Chianti 大崎」享受日

式與西式自助餐。客

房寬敞，可享舒適時

光。

 品川區大崎2-1-3   全年無休  
 IN14:00／OUT11:00  
 https://www.daiwaroynet.jp/osaki/

大和Roynet飯店 
東京大崎 H-8

Daiwa Roynet Hotel Tokyo Osaki

第一飯店 
東京海堡店 H-7

佇立於海濱旁的高層飯

店，可一覽遼闊的天空

與海洋全景。在28樓景

觀餐廳中，可一邊欣賞

璀璨夜景，一邊享用鐵

板燒，並備有頂級和牛

牛排套餐可供品嘗。

 品川區東品川2-3-15  
 全年無休   IN15:00／OUT12:00
 https://www.hankyu-hotel.com/hotel/dh/dhtseafort/

Dai-ichi Hotel TOKYO SEAFORT 

Tokyo Marriott Hotel

披上浴衣，兩手穿

過袖口

1

進入浴池前，

請先洗淨身體

請以右襟在後、左襟

在前的方式穿著浴衣

2

入浴時，請勿將頭髮及

毛巾浸泡於浴池內

腰帶環繞身體後，

在前方打結固定

3

請勿在浴池內清

洗身體

天寒時，可在浴衣外

披上和服外套

4

返回更衣處時，

請先擦乾身體

 …住址　  …公休日　  …營業時間　  …官方網站

Ⓒ2001, 2018 SANRIO CO., LTD.　APPROVAL NO. G592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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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序排隊
在電車月台或巴士站候車時，請依

序排隊搭乘，禁止插隊行為。

背包置於胸前
早上尖峰時段乘客較多時，請將您

的背包置於胸前或放置於車廂上方

置物架，以免造成其他乘客不便。

乘車時請保持安靜
乘車時請將您的智慧型手機及行動

電話調整為靜音模式，以免影響其

他乘客。

請勿邊走邊滑手機
在月台或路上邊走邊使用手機是非

常危險的行為。請至安全地點停下

腳步後再使用。

電車各線以顏色為區分，各站有

固定編號。

路線記號

車站編號

代表顏色

以超值的交通環遊通票行遍各大觀光景點！
使用超值的交通環遊通票，在換線搭乘時可避免一再購票的麻煩，非常方

便！推薦給想暢遊各個觀光景點的您。

京急TIC 品川站

訪日外國遊客中心

訪日外國遊客專用遊客中心，提

供交通和觀光資訊。附設「Tickets 

Today」櫃台，銷售約50種表演門

票，並設有兌換外幣的「Travelex 

京急品川店」。

 京急線品川站 高輪口票口旁  
 8：30～21：30（全年無休）「服務語言」英文  ※另有通曉中文／

韓文／法文／德文之非全時約聘人員。

Keikyu Tourist Information Center Shinagawa Station

確認清單

拿取路線圖，計劃您的行程路線

確認有無攜帶違禁品

注意尖峰時段

事先查詢優惠的交通環遊通票

票價及購票方式查詢

禮儀 規定

 03-6408-5644   港區高輪3-26-26 京急品川車站內1F 京急TIC 

品川站內   8:30～20:00／週六、週日8:30～18:00  
 https://www.travelex.com/

【Travelex 京急品川店】 Travelex Keikyu Shinagawa

● JR東日本鐵路周遊券

包含免費區域內的新幹線、特急、急行列車，以及普通列車的普通車對號座，均

可自由上下車。此外，JR巴士的部分路線巴士亦可使用。

【販售價格】東北地區：［日本國外］大人（12歲以上）19,000日圓，兒童（6～11歲）

9,500日圓／［日本國內］大人（12歲以上）20,000日圓，兒童（6～11歲）10,000日圓  

長野、新潟地區：［日本國外］大人（12歲以上）17,000日圓，兒童（6～11歲）8,500日

圓／［日本國內］大人（12歲以上）18,000日圓，兒童（6～11歲）9,000日圓

  [JR東日本鐵路周遊券（東北地區）] https://www.jreast.co.jp/tc/eastpass_t/ 
  [JR東日本鐵路周遊券（長野、新潟地區）] https://www.jreast.co.jp/tc/eastpass_n/

● Greater Tokyo Pass
關東地區12家私鐵、地下鐵（東武線、京王線、京急

線、京成線、小田急線、東急線、東京Metro、都營地

下鐵、橫濱市營地下鐵、港未來線、相鐵線、東京Sakura Tram［都電荒川線］），

和東京、神奈川、千葉、埼玉51家公民營普通巴士的三日內不限次數乘車券。

【販售價格】大人7,200日圓／兒童3,600日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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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販售價格】大人4,000日圓／兒童2,000日圓

● N'EX 東京去回車票

可以優惠價利用從成田機場站、機場第二航廈站，到東京電

車特定區間的「成田EXPRESS」普通車對號座來回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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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販售價格】大人900日圓／兒童450日圓

● 東京Metro、都營地下鐵 共通一日乘車券

不限次數搭乘東京Metro全線、都營地下鐵線全線的一日

乘車券。最適合東京市區內的觀光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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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Japan Bus Pass
WILLER EXPRESS是可無限次數搭乘行駛於日本全國

（北海道、沖繩除外）的夜間巴士、高速巴士乘車券。

【販售價格】週一～週四Pass：3天票10,000日圓／5天票12,500日圓／

7天票15,000日圓；全日Pass：3天票12,500日圓／5天票15,000日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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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東京環遊通票

一日不限次數搭乘東京23區內JR普通車、地下鐵、日

暮里舍人電車、都電、都巴士的乘車券。

【販售價格】大人1,590日圓／兒童800日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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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販售價格】大人2,800～5,400日圓／兒童1,400～2,700日圓

● Keisei Skyliner & Tokyo Subway Ticket
可24／48／72小時不限次數搭乘京成 Skyliner

特急券、乘車券和東京地下鐵全線的「Tokyo 

Subway Tic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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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販售價格】大人1,200～2,200日圓／兒童600～1,100日圓

● 歡迎搭乘 Tokyo Subway Ticket（東京地鐵聯票）
「羽田機場國際線航廈站→泉岳寺站京急線（單

程或來回）」、都營地下鐵線、東京Metro全線（24

／48／72小時票券）的套裝優惠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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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etting Around

品川區內有JR、東急、京急、都營淺草線、臨海線、東京單軌電

車等多條鐵路行經，十分便於觀光。或可使用巴士或公共自行車

享受深度的城市之旅。

交通

※圖片為「JR東

日本鐵路周遊券

（東北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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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愛座
優先禮讓年邁長者、行動不方便的乘客、有嬰

幼兒同行的乘客或孕婦乘坐，或勸導讓座。此

外，尖峰時段在博愛座附近請關閉手機電源。

女性專用車廂
原則上本車廂僅供女性乘客使用。12歲以下男童或

陪同行動不便旅客的男性乘客也可搭乘。

※設定為早晚尖峰時間，因電車路線而異。

使用方便的IC卡讓旅行更輕鬆！

巴士

詳情請見此

付款方式

依地區分為前門上車及後門上車
二種。接近下車地點時，請按牆上
的下車鈕。

［前門上車］

從前門上車，將票價金額投入收費機，或使

用IC卡感應付費（部份路線為單一票價）。

［後門上車］

後門上車時抽取乘車券，

或感應IC卡。乘車券號碼

對照前方設置的電子佈

告欄上的號碼，將對應的票價金額投入收費機後再行下車。

詳情請見此

全國計程車指南

身心障礙吊牌
提供裝有義肢或身心障礙的旅客使用

的辨識標章，以告知周圍乘客佩帶者

可能需要協助。

好孕吊牌
確保孕婦乘車安全的辨識標章。見此

標章請主動讓座並避免吸菸。

費率分為一定距離內的基本費率，及超過一定距離後依騎

乘距離計費的「距離制」。此外，請注意深夜費率採夜

間加成計算。

東京的計程車乾淨整潔、服務貼心，費用規定按照行車距離和時間計

算，請放心搭乘。只要告知駕駛您要前往的地點名稱或地圖即可。若

有任何問題，歡迎撥打英語專線叫車服務。

【英語專線】日本交通 03-5755-2336

※英語線上服務人員接聽（24小時）

計程車

費用
都營巴士

都營巴士

東急巴士

京急巴士

東急巴士 京急巴士

含品川區在內，共9個區提供公共自

行車的租借與還

車服務，在市區

內近距離移動更

方便。

●品川觀光協會販售公共自行車「1日PASS」（2,160日圓）⇒詳細地點請見封底。

公共自行車

公共
自行車

詳情請見此

電車

Suica

於JR東日本各站販售的IC卡。可

用於搭乘電車、巴士、購物等。

可與PASMO共通使用。

PASMO

東京市區的私鐵、地下鐵各站、

巴士營業所等皆有販售。可用於

搭乘電車、巴士、購物等。可與

Suica共通使用。

刷卡進站

將IC卡平放在檢票機的感

應區。聽到「嗶」或「嗶嗶」

聲即感應成功。

購票方式

Suica卡可在Suica使用區域內的JR東日本各站的多功能

售票機、JR售票處購買。PASMO卡可在售票機、地

鐵站、巴士定期票販售窗口購買。

購票詳情及使用

方式請參考此處

購票詳情及使用

方式請參考此處

■ 交通IC卡讓您更方便

在貼有「Suica」和「PASMO」標誌的便利商

店或超市等，可當作電子貨幣使用。觸控

螢幕式的寄物櫃、巴士、計程車也可使用。

購物或寄物櫃皆能使用

餘額不足時至售票機以現金加值，即可重

複使用。

可重複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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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bit.ly/2ErtUc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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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kotsu.metro.tokyo.jp/ch_h/
 https://tokyubus.bus-japan.net/zh-Hant
 http://hnd-bus.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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蒐集品川觀光資訊請到此處！

災害時的應對

＊InterFM 89.7MHz
　（收聽災害時避難場所等防災資訊）

出版　2018年12月

［室外］

＊�事先確認飯店等住宿設施的避難場所和逃生路

線。

［室內］

發生地震時

 品川區荏原4-5-28�荏原廣場1F  
 週三、年底新年假期
 10:00～18:00   http://infoandcafesquare.jp/

info＆cafe SQUARE

可以一邊享用咖啡和手工甜點，

一邊收集品川觀光資訊和熱門景

點的交流型咖啡廳。能和品川觀

光大使「大耳狗」共同度過休閒時

光。

ShinakanPLAZA

 品川區大井1-14-1�大井1丁目共同大樓1F
 假日、年底新年假期   9:30～17:00

提供品川區、東京都的觀光資

訊，以及各式導覽簡介、觀光手

冊。還有對應多國語言的電子互

動導覽。另外販售共享自行車的

「1日券」。

遇上意外、犯罪事件欲報警時
110

119

〔觀光局〕

為能安心旅遊日本，生病、受傷時的指南

https://www.jnto.go.jp/emergency/chc/mi_guide.html

品川區官方網站

防災頁面
http://www.city.shinagawa.tokyo.jp.t.ke.hp.transer.com/PC/

bosai/bosai-bosai/

受傷、生病欲叫救護車時

發生火災欲叫消防車

●遠離磚牆和玻璃窗，蹲低身體保護頭部，注
意招牌或玻璃等墜落物體。

●若沿海地區發出海嘯警報，請往高處或高層
建築避難。

●發生重大火災時，請往寬闊的避難地點避
難。

●遠離傢俱、窗戶，躲在床邊或是堅固的桌子
下方，保護頭部。

●等待地震停止搖動後，聽從設施工作人員的
指示避難。

掌握最新資訊，暢遊品川更得心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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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擴增實境（AR）功能介紹品川觀光景

點、文化遺產、外景地的深度導覽APP。

介紹內容和語音導覽有英文版、簡體版、

繁體版、韓文版。

■哇! 品川巡遊（kokosil品川）

APP 相關網站、SNS

 http://www.city.shinagawa.tokyo.jp.t.ke.hp.transer.com/PC/
      kuseizyoho/kuseizyoho-siryo/kuseizyoho-siryo-free_wifi/index.html

品川區提供免費無線上網。在品川區的公

共設施、主要車站和公園都可以使用。連

接上網時的登入頁和認證頁面對應多國

語言（英文、簡體、繁體、韓文）

■SHINAGAWA FREE Wi-Fi

Free Wi-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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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品川觀光協會經營的官方網站。不管是觀光資訊、推薦行程、私藏景點還是活動情報，

任何最新資訊網站上應有盡有！（提供英文版、簡體版、繁體版、韓文版）

■品川觀光協會

 http://shinagawonder.jp/

搭配精美照片，介紹祭典內

容、體驗活動

■shinagawon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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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光景點與祭典等介紹影片

對外公開中

■品川觀光協會YouTu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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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傳品川好拍上相的魅力！

■shinagawonder 
　Instagram

 http://bit.ly/2UNQQs6

介紹傳統和新穎文化交織融合的東

京　品川的體驗活動、觀光資訊

■JAPAN TRAVEL
　（品川特設頁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