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8 淺草東武飯店　253房 11/12 THE GATE飯店兩國　126房
11/25 sequence SUIDOBASHI　119房 
 

新開幕飯店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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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評鑑一流款待服務的富比士旅遊指南2021年度飯店部門評分中，1964年開張，並曾接
待來自全球眾多國賓的新大谷飯店內的「禪高級商務套房」，連續兩年贏得最高的五顆
星，「The Main」則獲得了四顆星。
     赤坂見附站（地下鐵）、永田町站（地下鐵）、麴町站（地下鐵）、四谷站（JR、地下鐵）

新大谷飯店
獲得富比士旅遊指南�顆星

tokyo-portcity-takeshiba.jp/

這座大型複合設施被大自然環繞，四周有竹芝埠頭的大海、濱離宮恩賜庭園、舊芝離宮
恩賜庭園。高樓層為辦公區，低樓層的商業設施區域則有日本料理、外國料理，以及咖
啡館等餐廳。在2樓到6樓間的階梯狀露臺，可以感受到大自然的綠意。
     竹芝站（百合鷗號）、濱松町站（JR、東京單軌電車）、大門站（地下鐵）

坐擁餐廳與綠意盎然的露臺
TOKYO PORTCITY TAKESHIBA
已於�月開幕

盡享美食與娛樂的
MARUNOUCHI TERRACE 於��/� 開幕

丸之內與大手町之間開設的新設施。有美式
餐廳、卡拉OK、射飛鏢、桌球的娛樂設施
MARUNOUCHI　BASE，可品嘗西班牙菜、法
國菜、義大利菜等的餐廳，以及位於9、10樓
頂層的「THE　UPPER」。在優雅洗鍊的空間
裡、品嘗名廚精湛手藝下的各式料理。
     大手町站（地下鐵）、東京站（JR）

www.marunouchi.com/lp/
marunouchiterr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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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i Corner 品川店

品川站

芝浦橋

高濱橋

濱路橋
港區立

芝浦中央公園

泉岳寺站
烤雞串 瀧口

SIRO to IROIRO

TOUCH TO GO

Araiya

品川泉岳寺站前
 APA飯店

東急STAY
高輪泉岳寺站前

東京高輪
 都城市酒店

高輪公園

東京貨物總站

濱松町

京急EX INN品川泉岳寺站前

　　　 : 可用VISA等海外發行的卡片提領日幣現金的ATM所在地
　: 郵局內ATM           　:便利商店內ATM   
※消費前請事先確認各店家可使用的信用卡種類。

高輪
Gateway

站周圍

        SHINAGAWA SEASON TERRACE
緊鄰港區立芝浦中央公園的辦公／商業複合設施。
3樓以上為辦公樓層，1～3樓內有約20家各式各樣
的餐廳、咖啡館、商店進駐。 
shinagawa-st.jp/

        港區立芝浦中央公園
公園內除可觀賞櫻花、四照花、紫陽花、玫瑰等四季
應時的花卉之外，也能觀賞蜻蜓等昆蟲與花嘴鴨等
生物。還設有供兒童遊樂的場地。
shibaurachuopark.com/shibaura-chuo-park/
shibaura-chuo-map

        泉岳寺
曹洞宗的寺廟。1612年德川家康於外櫻田所創設的
寺廟，1641年因寬永大火燒毀，並遷移至現址。免費
參拜，赤穗義士紀念館500日圓。
www.sengakuji.or.jp/

        無人商店 TOUCH TO GO
由店內監視攝影機來識別顧客手中的商品，選購完
畢後，只需在出口處操作觸控螢幕付款，即可完成
購物。
ttg.co.jp/

d f

e g

美 食 導 覽

         Devi Corner 品川店
可品嘗印度主廚製作的正統印
度菜。以鮮奶油與奶油烹煮出濃
郁醇美滋味的咖哩，從溫和到辣味可供選擇。奶油
雞（M）1,595日圓、DEVI特餐（M）1,632日圓等
devi-corner.business.site/

c

         烤雞串  瀧口
將配合時節精選的國產土雞與
當季蔬菜以備長炭烤製。僅有套
餐料理，餐點每月更換。標準套餐5,500日圓、全套
套餐8,800日圓等。※另收10％服務費
takiguchi-sengakuji.com/

b

         SIRO to IROIRO 
人氣麵包店“BREAD,　ESPRESSO　&”的姐妹店，有
多種麵包、甜甜圈、甜點。除了招牌商品的自製麵
包mou（350日圓）、mou巧克力味（280日圓），還有
此店限定的肉桂卷mou（420日圓）也相當人氣。
www.sirotoiroiro.com

a

圖例圖例

步行19分鐘

步行8分鐘

漫遊推薦旅遊路線

❶

❷

❸

高輪Gateway站

泉岳寺

SHINAGAWA SEASON TERRACE

新設於JR田町站和品川站間的高輪Gateway站已於2020年3月啟用。
此站由全球知名建築師隈研吾設計。

大屋頂的靈感來自於摺紙，可感受到「和」之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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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內氛圍宛如京都。以使用日本國內精選雞肉的土雞水炊鍋為主
菜的「SHIMIZU水炊套餐」，一人份4,400日圓。餐廳位於目黑川沿
岸，春季可一邊眺望櫻花，一邊享用美食。
　 中目黑站（地下鐵、東急）

5 水� SHIMIZU
salt-group.jp/shop/shimizu/

溫和且散發著香料馨香，令人食慾大增的「咖哩麵」聞名
遐邇，不過以土鍋燉煮的「名代咖哩鍋」也是絕品。一人份
1,490日圓，兩人份起接受點餐。
　 六本木站（地下鐵）

4 ��� ��� 六�⽊�
roppongi-minowa.gorp.jp/

招牌「海膽涮涮鍋」是在放有大量海膽的濃郁湯頭中，加入
水菜、蔥等蔬菜，並將白肉魚涮後食用的奢華火鍋。套餐
8,250日圓～。
　 新宿三丁目站（地下鐵）

3 ��ichirin
ichirintokyo.com/

2
網羅了使用牡蠣、白子（魚類精巢）等奢華食材的海
鮮火鍋、蕈菇火鍋、芝士火鍋、雞肉丸子火鍋、蟹黃火
鍋、山藥火鍋等超過30種以上的火鍋。1,639日圓～，
兩人份起接受點餐。
　 池袋站（JR、地下鐵、東武、西武）

九�黑�鼓 ��
www.dd-holdings.jp/shops/kurodaiko/ikebukuro#/

在以內臟鍋聞名的福岡縣博多大受歡迎的店家。內臟鍋有
使用偏甜的九州醬油製作的醬油味，以及混合3種九州味噌
的味噌味2種。兩人份3,160日圓，兩人份起接受點餐。
　 淺草站（地下鐵、東武、筑波快線）

1 牛內臟鍋 Yoshi藤 
淺草店

新宿

池袋

有樂町
東京澀谷

惠比壽

上野

中目黑

秋葉原

淺草2

3

5

4

1

一到寒冷季節就讓人魂牽夢縈的火鍋。
向大家介紹東京特色獨具的日式火鍋。

在東京享受火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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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當接近聖誕，東京都內各處的華美燈飾就開始閃閃發光。本期也
介紹了幾處可欣賞燈飾的地點。雖然有些燈飾因新型冠狀病毒疫情
而停辦，但仍希望大家可以保持社交距離，享受寒冷冬季的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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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7～2021/2/14
HIBIYA Magic Time Illumination
＠東京中城日比谷在內的日比谷地區
www.hibiya.tokyo-midtown.com.e.adj.hp.
transer.com/en/
置身於閃耀的金黃光芒裡、享受魔幻時光。東京中
城日比谷6樓的公園景觀庭園是可連同日比谷夜景
一起享受絢爛燈飾的隱藏景點。
     日比谷站（地下鐵）、有樂町站（JR）

◆11/05～2021/2/14
丸之內燈飾2020
＠丸之內仲通、東京站周圍及其他
www.marunouchi.com/
超過330棵行道樹以約120萬顆丸之內原創色彩「香
檳金」的LED燈妝點。據說今年的燈飾融入了對醫
療照護人員的感謝，以及為日本全國加油的心願。
     東京站（JR、地下鐵）、
二重橋前〈丸之內〉站（地下鐵）

◆10/22～2021/4/4
讀賣樂園寶石燈飾秀＠讀賣樂園
www.yomiuriland.com/tw/jewellumination/
今年的主題是「黃金和誕生石的RESONANCE」。使
用650萬顆寶石色的LED，12座區域如夢似幻的燈
飾於遊樂園內開展。
          夜間通票2,500日圓；夜間入園1,500日圓
      從京王讀賣樂園站（京王）搭乘纜車Sky Shuttle
約5～10分鐘或小田急巴士約5分鐘、從讀賣樂園前
站（小田急）搭乘小田急巴士約10分鐘

精選燈飾

CHECK IT! 展覽會的舉辦有更改
或中止的可能性，請事先確認。

健康狀況不佳者
（本人及其家人）請勿來館。請配戴口罩。

美術館、博物館等入館注意事項

◆11/25～2021/1/24 
ＧＩＧＡ・ＭＡＮＧＡ  
從江戶戲畫到近代漫畫
＠墨田北齋美術館
hokusai-museum.jp/?lang=tw
展出從江戶時代的浮世繪版畫，到明
治、大正時代的諷刺漫畫雜誌、昭和
戰爭期間的兒童漫畫等日本漫畫的
流變。
         當日券1,200日圓
　 兩國站（JR、地下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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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1～2021/4/4
古埃及展  創造天地的神話
＠江戶東京博物館
egypt-ten2021.jp/
聚焦古埃及神話，展出自柏林國立博物館群埃及博物館收藏品中
挑選而出約130件的作品。
          當日券1,800日圓          兩國站（JR、地下鐵）

◆10/16～2021/3/7
traNslatioNs展──理解「互不理解」
＠21_21 DESIGN SIGHT藝廊1＆2
www.2121designsight.jp/ch/
展示語言的奇妙、溝通時所產生的「解說」和「誤解」的趣味，以及相互包容
彼此的「互不理解」的可能性。
         1,200日圓（事先預約制）    　六本木站（地下鐵）、乃木坂站（地下鐵）

精選活動

東京 活動資訊　2020年10月∼2021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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