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預計3/18預開幕 天然温泉 豐穰之湯  多美迎池袋 192房 4/22 MIMARU 東京 雷門STATION 51房
預計夏季開幕 HOTEL KEYAKI GATE東京府中 156房 
 

新開幕飯店資訊

誕生於高尾山玄關的
體驗型飯店「TAKAONE」

takaone.jp/hotel/

從新宿搭乘電車約1小時，在人氣高漲的登山點「高尾山」入口處的京王「高
尾山口」站前，全新的飯店「TAKAONE」預計於2021年夏季開幕。在此將可
享受「當日往返登山」無法感受的高尾山「清晨」、「白天」、「夜晚」的魅力，以
及各式各樣的活動與餐飲。
     高尾山口站（京王）

etomoikegami-teaser.jp/

位於大田區的池上站於2020年7月翻新，內設咖啡館與圖書館的直通
車站型商業設施「etomo池上」，於2021年3月下旬開幕。池上站周圍是
以池上本門寺的門前町之姿興起的平民小鎮，當地居民熙來攘往，十
分熱鬧。可感受歷史悠久的寺廟神社、澡堂，以及現代的咖啡館、藝廊
新舊相會（Old meets New）的魅力。
     池上站（東急）

池上站
於����年�月翻新

TOKYU RAILWAYS

煥然一新的澀谷MIYASHITA PARK

1953年開設的澀谷區立宮下公園，於2020
年夏天重生為融合公園、商業設施與飯店為
一體的MIYASHITA　PARK。在公園內，除了
草坪廣場、滑板區、抱石牆之外，也新開了多
功能運動設施（沙灘區）。商業設施內匯聚了
商店、咖啡館、橫丁等各式各樣的店家。
     澀谷站（JR、地鐵、東急、京王）

www.miyashita-park.tok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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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has Cafe ARIAKE

遠程通信中心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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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風公園

船舶科學館

SMALL WORLDS TOKYO

DiverCity Tokyo Plaza

調色盤城

有明網球
森林公園

台場海濱公園

彩虹大橋

有明站

東京狄克斯海濱
共享自行車站

AQUA CiTY台場
權八 台場

都會的農園BBQ廣場

富士電視台總公司大廈

維納斯城堡

有明網球之森站 泉天空之湯 
有明花園

東京國際展覽中心站

東京Big Sight

水上巴士搭乘處

東京國際郵輪碼頭站

日本科學未來館（Miraika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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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廣闊的公園、大型購物設施、遊樂設施等散布於台場，
因此不必擔心擁擠，可自在遊玩。

附近的有明地區亦有嶄新的景點逐一誕生，備受矚目。台場、有明

        泉天空之湯 有明花園
直通飯店「Villa Fontaine Grand 東京有明」的溫泉
設施。從地底1,500公尺處湧出的溫泉、種類豐富的
浴池、三溫暖、岩盤浴可緩解身心疲憊，設施內餐廳
可享用飯店特製美食。
www.hvf.jp/ariake-grand/spa.html

        SMALL WORLDS TOKYO
2020年開幕，全球最大級別的微縮模型主題樂園。
除了精巧重現日本與全球的街景，《美少女戰士》與

「新世紀福音戰士格納庫」的區域也非常壯觀。
www.smallworlds.jp/tw/

        teamLab Borderless 台場
用身體探索無界藝術的數位美術館。作品會隨時更
新，還有期間限定的特別作品，無論去幾次都會有
新的發現。
borderless.teamlab.art/zh-hant/

        共享自行車
步行或搭乘「百合鷗線」雖然不錯，但在遼闊的台場
地區，共享自行車也很方便喔！可借用、歸還自行車
的自行車站各處皆有，也有1-day pass。
docomo-cycle.jp/?lang=en

d f

e g
写真提供：住友不動産ヴィラフォンテーヌ株式会社写真提供：住友不動産ヴィラフォンテーヌ株式会社

美 食 導 覽

         Lohas Cafe ARIAKE
可輕鬆享用使用有機豆漿與糙米製作的「有益身
體的義式餐點」的咖啡館。使用間伐材製作的主桌
等舒適的裝飾亦特色獨具。烤豬排800日圓、豆漿
番茄奶油義大利麵800日圓
www.lohascafe-ariake.net/

c

          權八 台場
可享用每天以石臼磨碎蕎麥籽製作的手打蕎麥麵、
使用備長炭烤製的串燒、天婦羅等多元日式餐點。
炭烤209日圓～、天婦羅竹籠蕎麥麵1,408日圓
gonpachi.jp/odaiba/

b

         都會的農園BBQ廣場
開張於DiverCity　Tokyo　Plaza的屋頂，東京佔地
最廣的BBQ烤肉區。器材與食材應有盡有，因此
可空手造訪，享受BBQ的樂趣（1人1,900日圓～）。
cityfarm-bbq.com/

a

自行車5分鐘（1.6 km）

自行車5分鐘（1.8 km）

漫遊推薦旅遊路線

❶

❷

❸

台場海濱公園站

teamLab Borderless 台場

Lohas Cafe ARIA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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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緣別邸  代田」是2020年9月開張的溫泉旅館，
沉穩的空間讓人忘卻身處都心。
即使在東京，也可享受箱根運來的正統溫泉的露天浴池。
除了住宿，當天往返也可享受溫泉。
　 世田谷代田站（小田急）、下北澤站（小田急、京王）

在旅館泡溫泉
www.uds-hotels.com/en/yuenbettei/daita

©Nacasa & Partners©Nacasa & Partners ©Nacasa & Partners©Nacasa & Partners

「單人涮涮鍋 ICHI 西新宿本店」是如迴轉壽司般的新感覺餐廳，
從轉盤上選取喜好的食材，享用自己的涮涮鍋。

　 新宿西口站（地鐵）、新宿站（JR、地鐵、京王、小田急）

單人涮涮鍋晚餐
hitorisyabusyabu-ichi.com/

連接東京晴空塔與淺草的鐵路高架橋下的新景點。
外帶大受歡迎的漢堡和麵包，在河邊的公園體驗野餐吧！

　 淺草站（東武、地鐵）、東京晴空塔站（東武）、
押上（晴空塔）站（地鐵、京成）

到TOKYO mizumachi外帶午餐
www.tokyo-mizumachi.jp/en/

誕生於東京灣沿岸的複合設施。設有水上巴士搭乘處，
由此搭乘水上巴士前往台場或淺草，可感受海風吹拂，全身舒暢！

　 竹芝站（百合鷗線）、濱松町站（JR、東京單軌電車）、大門站（地鐵）

從WATERS takeshiba
搭乘水上巴士觀光
waters-takeshiba.jp/

SHIBUYA SCRAMBLE SQUARE、MIYASHITA PARK、澀谷FUKURAS、
澀谷PARCO等，漫步在煥然一新的澀谷街頭，
在網羅了高級品牌與街頭時尚品牌、繽紛多彩的商店中尋找中意的商品。

　 澀谷站（JR、地鐵、東急、京王）

在澀谷購物

新宿

池袋

濱松町

東京
澀谷

上野

下北澤

秋葉原

淺草

下次去東京旅行，想做什麼？

在新開幕的商業設施購物，在清爽的水邊散步，
或是享受正統的溫泉等等，來趟全新的東京之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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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名美術館通常參觀人數多，不過現在
只要事先確認擁擠的情形，並佩戴口罩

造訪，便可悠閒地觀賞。逛累了，可以到中庭的咖啡露臺享受
飲茶時光，欣賞美術館匠心獨具的建築，戶外的雕像亦是十
分上相的景點。

編集後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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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池上本門寺
honmonji.jp/index.html
境內種植了約100棵櫻花，壯觀的大堂與五重塔等
建築和櫻花交織的景色，將可感受到此處絕無僅有
的風情。

     池上站（東急）、西馬込站（地鐵）

◆猿江恩賜公園
tokyo-eastpark.com/sarueonshi/
sarueonshi-ch2/
園內種植了約200棵櫻花，可欣賞東京晴空塔與櫻
花相互輝映的景致。以鐘樓為標記的中央廣場與
草坪廣場最適合野餐。
     住吉站（地鐵）

◆昭和紀念公園
www.showakinen-koen.jp/guide-chinese/
schedule-chinese/
在寬廣的園內，超過30個品種、約1,500棵櫻花盛開
競艷。可在「櫻之園」野餐，或沿河川一邊散步，一邊
欣賞櫻花也不錯。               入園費：450日圓
      立川站（JR）、立川北站（多摩都市單軌電車）、
西立川站（JR）

私密櫻花景點推薦

美術館、博物館等入館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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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ECK IT!

◆6/18～9/26 
隈研吾展
@東京國立近代美術館
kumakengo2020.jp/en/
現代日本具有代表性的建築家──隈研吾，從他的的建築中挑出了
以公共性高的物件為主的68件作品，並由隈研吾自己對作品進行解
說。此展也將發表隈研吾獨自聚焦「從貓的觀點重新檢視都市」這個
嶄新的研究專案。
         當日券1,300日圓   
　 竹橋站（地鐵）、九段下站（地鐵）、神保町站（地鐵）

V&A Dundee (UK) 2018 ©Hufton+Crow

◆4/24～8/29
特展「野口勇 發現之道」

＠東京都美術館 企劃展示室
isamunoguchi.exhibit.jp/english.html

20世紀具代表性的雕刻家野口勇（1904～1988）。
父親為日本人、母親為美國人的野口，留下了許多
祈願和平的作品。本展集合了從日本國內外蒐集

而來的約90件作品，亦備有體感型的展覽。
          當日券：未定         上野站（JR、地鐵、京成）

Phyllida Barlow    untitled: canvasracks; 2018-2019     
2018-2019    Concrete, cotton-duck canvas, hardboard, paint, plastic, plywood, steel, tape, timber
Dimensions variable   Courtesy: Cross Steele Collection
Installation view: cul-de-sac, Royal Academy of Arts, London, 2019
Photo: Damian Gri�ths 

◆4/22～9/26
Another Energy展：持續挑戰的力量
──全球16位女性藝術家
@森美術館
art-view.roppongihills.com/tw/ 
聚焦於年齡從71歲到105歲，活躍於全球各地的
16位現役女性藝術家，展出持續創作挑戰的她們
在漫漫職業生涯中繽紛多彩又強而有力的作品。
         未定    
　 六本木站（地鐵）、麻布十番站（地鐵）

精選活動

東京 活動資訊　2021年4月∼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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