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8 浅草东武酒店　253间 11/12 THE GATE酒店两国　126间
11/25 sequence SUIDOBASHI　119间 
 

酒店开业信息

在评鉴一流服务业的福布斯旅游指南2021年酒店部门评分中，1964年开业、并接待过全
球众多国宾的新大谷酒店内的“禅高级商务套房”连续2年获得最高等级的5颗星，“The 
Main”则新获得4颗星。
     赤坂见附站（地铁）、永田町站（地铁）、麹町站（地铁）、四谷站（JR、地铁）

www.newotani.co.jp/en/tokyo/stay/exe/about/forbes/

新大谷酒店
获得福布斯旅游指南�颗星

tokyo-portcity-takeshiba.jp/

被竹芝埠头的大海、滨离宫恩赐庭园、旧芝离宫恩赐庭园的绿意所环绕的大规模综合
设施。高楼层为办公区，低楼层为商业设施，有日本料理、外国料理、咖啡店等餐厅。2楼
至6楼是呈台阶形的露台，能感受到郁郁葱葱的自然景色。
     竹芝站（百合海鸥号）、滨松町站（JR、东京单轨电车）、大门站（地铁）

拥有餐厅和绿意盎然的露台的
“东京PORTCITY竹芝”�月开业

可享受美食与娱乐的 “丸之内TERRACE”
��/�开业

这是在丸之内与大手町之间开业的新设施。
汇集了美式餐馆、卡拉OK、飞镖、乒乓球的
娱乐设施MARUNOUCHI　BASE，可品尝西
班牙料理、法国料理、意大利料理等的餐厅，
还有位于9、10楼的屋顶餐厅THE　UPPER。
     大手町站（地铁）、东京站（JR）

www.marunouchi.com/lp/
marunouchiterrace/

本刊大
力推荐

本刊大
力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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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RO to IROIRO

TOUCH TO GO

Araiya

品川泉岳寺站前
 APA酒店

东急STAY
高轮泉岳寺站前

东京高轮
 都城市酒店

高轮公园

东京货物总站

　　　 : 是设置有VISA等国外发行的信用卡也可提取日元的提款机的地方
　: 邮局内提款机     　:便利商店内提款机     
※消费前请事先确认各店家可使用的信用卡种类。

高轮
Gateway

站周边

        SHINAGAWA SEASON TERRACE
与港区立芝浦中央公园相邻的办公、商业复合设
施。3楼以上是办公室，1~3楼有各种各样的餐饮店、
咖啡店以及商店等约20家店铺。  
shinagawa-st.jp/

        港区立芝浦中央公园
公园内可欣赏樱花、大花四照花、绣球花、玫瑰等四
季繁花，还有蜻蜓等昆虫以及斑嘴鸭等生物可观赏。
还设有儿童游玩区域。
shibaurachuopark.com/shibaura-chuo-park/
shibaura-chuo-map

        泉岳寺
曹洞宗的寺院。1612年由德川家康在外樱田创立的
寺院，1641年因宽永大火而烧毁，移至现今所在地。
参拜免费，赤穗义士纪念馆500日元。
www.sengakuji.or.jp/

        无人商店 TOUCH TO GO
由店内摄像头来识别顾客手中的商品，选购完毕后，
只需在出口处的触屏操作即可支付。
ttg.co.jp/

d f

e g

美 食 导 览

         Devi Corner 品川店
可品尝到印度厨师制作的正宗
印度料理。使用奶油或黄油所制
作的口味浓厚的咖喱可选择温和至辛辣的口味。
黄油鸡肉咖喱（M）1595日元，Devi特餐（M）1632
日元等
devi-corner.business.site/

c

         烤鸡肉串 泷口
将随季节变化而精选的国产鸡
肉和时令蔬菜进行烤制。仅提供
每月更换的套餐料理。基本套餐5500日元，全席套
餐8800日元。※需另付10%服务费
takiguchi-sengakuji.com/

b

         SIRO to IROIRO 
人气面包店“BREAD, ESPRESSO 
&”的姐妹店。有多种面包、甜甜
圈、甜点。除了招牌商品的自制面包mou（350日
元）、mou巧克力味（280日元），还有这家店限定
的肉桂卷mou（420日元）也相当人气。
www.sirotoiroiro.com

a

图例图例

步行19分钟

步行8分钟

散步推荐路线

❶

❷

❸

高轮Gateway站

泉岳寺

SHINAGAWA SEASON TERRACE

在JR田町站与品川站间新建的高轮Gateway站，已于2020年3月启用。
设计该站的是世界有名的建筑家隈研吾。

大屋顶的灵感来自于折纸，可感受到 “和风”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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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内氛围仿若京都。使用了日本国内精选鸡肉的以鸡肉汆锅为主
的“SHIMIZU鸡肉汆锅套餐”，一人份4400日元。餐厅位于目黑川
沿岸，春季可边赏樱边享用美食。
　 中目黑站（地铁、东急）

5 鸡肉汆锅 SHIMIZU
salt-group.jp/shop/shimizu/

除了醇厚辛香、令人食欲大增的有名的“咖喱面”之外，用
陶锅煮的“名代咖喱锅”也堪称绝品。一人份1490日元，
点单二人份起。
　 六本木站（地铁）

4 面酒房 实之和 六本木店
roppongi-minowa.gorp.jp/

招牌的“海胆涮涮锅”是在内含满满海胆的浓厚汤汁中，
加入水菜和葱等蔬菜，涮白身鱼品尝的奢华火锅。套餐
8250日元起。
　 新宿三丁目站（地铁）

3 新宿ichirin
ichirintokyo.com/

2
有使用了牡蛎、鱼白等奢华食材的海鲜火锅、蘑菇火
锅、芝士火锅、鸡肉丸子火锅、蟹黄火锅、山药泥火
锅等30多种火锅。价格1639日元起，点单二人份起。
　 池袋站（JR、地铁、东武、西武）

九州黑太鼓 池袋
www.dd-holdings.jp/shops/kurodaiko/ikebukuro#/

在内脏火锅很有名的福冈县博多大受欢迎的店。内脏火锅
有使用了偏甜的九州酱油的酱油味，和融合了3种九州味噌
的味噌味两种。二人份3160日元，点单二人份起。
　 浅草站（地铁、东武、筑波快线）

1 牛内脏锅 Yoshi藤 
浅草店

新宿

池袋

有乐町

东京涩谷

惠比寿

上野

中目黑

秋叶原

浅草2

3

5

4

1

一到寒冷季节就会格外想吃火锅。
为大家介绍东京个性四溢的日式火锅料理。

东京的火锅料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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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圣诞节的接近，东京四处都装点上了美丽的灯饰。这一期为大
家介绍了可以欣赏灯饰的景点。虽然也有部分地方因疫情而停止举
办，但希望大家能够在保持社交距离的同时，享受寒冷冬季的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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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7‒2021/2/14
HIBIYA Magic Time Illumination
＠东京中城日比谷在内的日比谷地区
www.hibiya.tokyo-midtown.com.e.adj.hp.
transer.com/en/
置身于金碧辉煌的空间里，享受魔幻时光。东京中
城日比谷6楼的公园观景花园，是可以共赏日比谷
夜景与华丽灯饰的小众景点。
     日比谷站（地铁）、有乐町站（JR）

◆11/05‒2021/2/14
丸之内霓彩灯饰2020
＠丸之内仲大道、东京站周边 等
www.marunouchi.com/
约120万个丸之内原创色彩的“香槟金色”LED灯点
亮街道两旁的330多棵树木。据说今年蕴含了对医
疗、看护从业人员的感激之情，以及为日本全国加
油的心愿。
     东京站（JR、地铁）、二重桥前〈丸之内〉站（地铁）

◆10/22‒2021/4/4
读卖乐园宝石灯饰秀＠读卖乐园
www.yomiuriland.com/cn/jewellumination/
今年的主题为“黄金和诞生石的RESONANCE”。 使
用650万个宝石色的LED灯，在园内打造出充满梦
幻氛围的12个灯饰区域。
          夜间通票2500日元，夜间入园门票1500日元
      从京王读卖乐园站（京王）搭乘空中缆车Sky 
Shuttle约5‒10分钟或搭乘小田急巴士约5分钟，从
读卖乐园前站（小田急）搭乘小田急巴士约10分钟

精选亮灯活动

CHECK IT! 展览会的举办有变更
或中止的可能性，
请提前确认。

身体不适者
（本人及家人）
请勿来场。

请佩戴口罩。

美术馆、博物馆等入馆注意事项

◆11/25‒2021/1/24 
ＧＩＧＡ・ＭＡＮＧＡ  
从江戸戏画到近代漫画
＠墨田北斋美术馆
hokusai-museum.jp/?lang=cn
从江户时代的浮世绘版画到明治、大
正时代的讽刺漫画杂志、昭和战争时
期的儿童漫画等，关于日本漫画变迁
的展览。
         当日票1200日元
　 两国站（JR、地铁）

Mummy Mask of Pa-remet-syg with Demotic Inscriptions  公元后50～公元后100年左右
©Staatliche Museen zu Berlin, Ägyptisches Museum und Papyrussammlung Berlin / M. Büsing

◆11/21‒2021/4/4
古埃及展  天地创造的神话
＠江户东京博物馆
egypt-ten2021.jp/
聚焦古埃及神话，展出柏林国立博物馆群埃及博物馆收藏品中
精选的约130件作品。
          当日票1800日元         两国站（JR、地铁）

◆10/16‒2021/3/7
traNslatioNs展 －理解“互不理解”
＠21_21 DESIGN SIGHT画廊1＆2
www.2121designsight.jp/ch/
展现语言的神奇、交流时产生的“解释”或“误解”的趣味、相互包容

“互不理解”的可能性。
         1200日元（事先预约制）      六本木站（地铁）、乃木坂站（地铁）

精选活动

东京 活动信息　2020 年10 月 — 2021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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