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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隈研吾建築都市設計事務所

大型購物設施於多摩地區開幕6月

聞名全球的小說家
村上春樹圖書館開幕10月

mitten-foris.jp/

新開幕飯店
資訊

2021 Summer Vol.76 P.1 新開幕＆翻新｜ P.2-3 天王洲地區×藝術特輯｜P.4 運動特輯

東

　京

位於東京晴空塔®腳下的東京晴空街道，是匯聚了時尚、伴手
禮、美食等超過300家商店的商業設施。從2020年夏季起至
2021年春季推動全面翻新，今年春季有22家商店開幕，總計
30家商店煥然一新。除了售賣走在流行前
端的甜點和新鮮水果的咖啡館等餐廳之
外，還有充滿東京下町風格、當地家喻戶
曉的和食名店等。

從新宿站搭乘京王線約25分鐘，大型商業設施「MitteN」在靜謐的住宅區入口府中站前開
幕。從地下1F～9F的樓層中，網羅了時尚、美妝、家電、美食街（2021年秋季開幕）、大型百
圓商店、娛樂設施等各式各樣的商店，可供闔家享受
購物之樂。府中站附近還有以暗闇祭聞名的大國魂
神社，不妨觀光後在MitteN購買伴手禮吧！

在東京具有代表性的大學之一早稻田大學內，將設立國際文學館（「村上春樹圖
書館」）。這裡計畫以《挪威的森林》、《海邊的卡夫卡》等作品享譽全球的小說家村
上春樹的文學為基礎，成為國際性文學研究的宣傳據
點。還規劃開設能讓更多人親身感受村上世界的咖啡
館等。由建築師隈研吾進行翻新的建築也值得矚目。

東京晴空塔站（東武）、
押上＜晴空塔＞站（地鐵、京成）

府中站（京王）

早稻田站（地鐵）、高田馬場站（JR、西武）



將曾是倉庫的建築翻修而成的熟食＆麵包咖啡館
和蛋糕店。在露臺享受使用自製啤酒酵母製作的
麵包，以及使用季節食材製作的甜點，悠閒地放鬆
一下吧！ 
熟食餐盤880日圓～
www.tysons.jp/breadworks/
www.tysons.jp/lilycakes/

從天王洲出發，可一邊欣賞由海上眺望的東京風
景，如台場、東京鐵塔、彩虹大橋等，一邊享用法式
套餐。
午餐遊船7,400日圓～（需預約）
cctokyo.co.jp/

附設釀酒廠的餐廳。一邊欣賞水面倒映的大樓夜
景，一邊享受餐點與精釀啤酒吧！海風舒爽的露臺
座位人氣滿點。
淡艾爾啤酒（S尺寸250ml）550日圓等
www.tysons.jp/tyharb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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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Y.HARBOR breadworks × Lily cakes THE CRUISE CLUB TOKYO

PIGMENT TOKYO WHAT CAFE

PETALS TOKYO SLOW HOUSE

銷售顏料、膠、筆與刷毛等傳統畫材，以及古今東西罕見的優質繪畫材料的
實驗室兼博物館。整面牆上排列著多達4,500色的顏料，優美壯觀。也舉辦實
際使用畫材學習的工作坊（需預約），可輕鬆體驗藝術的世界。
pigment.tokyo/

由停靠在運河沿岸的4艘繽紛小船組成的水上飯店。宛如自古以來繁榮的運
河街道阿姆斯特丹的「船屋」一般，重視手工風韻，內部裝潢也各有不同的設
計概念開展。
www.terrada.co.jp/ja/service/space/petals-tokyo/

生活風格商店，銷售商品囊括了精選傢飾，到以北歐為主的古董家具。也有原
創生活雜貨，和定期銷售單件手工藝品和藝術品，說不定可以邂逅自己喜好
的作品！ 
www.slow-house.com/

為了向更多人傳達現代藝術的魅力，並支援肩負藝術界未來重任的藝術家而
打造的藝術據點。既可作為咖啡館進行餐飲，也可欣賞、購買店內的藝術作品。
cafe.warehouseofart.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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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橋

天王洲大橋

Isle橋

東品川橋

品川埠頭橋

新東海
橋

天王洲公園

東橫INN
品川港南口
天王洲島

第一東京海堡酒店

Seafort廣場
東京單軌電車

臨海線

銀河劇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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串聯交流橋與海岸通，約200公尺左右的小徑。以前是倉庫街，是進口貨
物在課徵關稅前暫時保管的地點（bonded area），所以稱為Bond Street。
現在是倉庫改裝成的商店與餐廳林立的時尚區域。

1

天王洲

天王洲內，
隨處可見建築物上的
大型壁面藝術和
妝點街道的塑像。

藝術

Bond Street

伊藤 誠　設置：1995年

©Tennoz Art Festival 2019 Photo by Shin Hamada

©Tennoz Art Festival 2019 Photo by Shin Hamada ©Tennoz Art Festival 2019 Photo by Shin Hamada

TapA

三島 喜美代　製作：2012年

Work 2012B

Stachu Szumski　製作：2019年5月

Oracle Bone Script ConnectionC

靈感來自1798年，鯨魚誤闖品川海
岸的逸事。

品川鯨（目黑川水門）G

淺井 祐介　製作：2019年3月

永遠相繫E

ARYZ　製作：2019年3月

‶The Shamisen” 
Shinagawa 2019F

街道家具D

天王洲四周有品川運河環繞，坐擁藝廊、時尚咖啡館，
以及隨處可見的公共藝術裝置等，是近年「藝術」火熱的區域。
在水邊開闊的氛圍裡，來趟可刺激感性的街道漫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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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京2020奧運會、帕運會即將舉行！
介紹東京都內可輕鬆感受運動樂趣的設施

前往參觀東京2020奧運會、帕運會的會場吧！

小編造訪了東京都內首屈一指的能量景點「根津神
社」，可保佑「消災除厄」、「生意興隆」、「金榜題名」等，庇佑締結良緣的
神明「乙女稻荷神社」尤其受到女性歡迎。並排而立的鳥居數量超過
200座，保證可以拍出驚艷美照！

編集後記

写真提供：（独）日本スポーツ振興センター ©Tokyo 2020 ©Tokyo 2020

◆駒澤奧林匹克公園綜合運動場
www.tef.or.jp/kopgp/gallery.jsp
1964年舉辦東京奧運會時，曾用以作為足球、角力、排球、曲
棍球的會場，現在則是擁有12座體育設施的綜合運動場。在
可免費參觀的東京奧運紀念藝廊中，展出以1964年東京奧運
為主的各種資料。

　 免費入場
　 駒澤大學站（地鐵、東急）

◆GALLERIA esports Lounge
www.dospara.co.jp/5info/cts_galleria-lounge
體驗型的電競專門店，在主要展售遊戲PC的商
店地下附設有遊玩區，可盡情試玩最新的高規
格遊戲電腦與各種遊戲裝置。

 　初次使用120分鐘免費
　 秋葉原站（JR）

◆e-sports cafe
esportscafe.co.jp/
以玩電競遊戲為目的的網咖。備有共94台遊
戲電腦和正統的競賽用機台，可在舒適的環
境中，全神貫注於自己喜好的遊戲內。

座位數：77席
　 4小時1,000日圓～
　 新大久保站（JR）

◆ROUND1 STADIUM　DiverCity Tokyo Plaza店
www.round1.co.jp/shop/facility/tokyo-divercity.html
其內的設施「Spo-cha」，可在一定時間內隨意體驗各種運動和娛樂項目。
包括：進入大塑膠球內互相碰撞玩耍的泡泡足球、電動平衡車、迷你機車
等，種類豐富的項目內容魅力獨具。

　 平日90分鐘1,980日圓（含稅）～（因日期時間而異）
　 東京電訊站（臨海線）、台場站（百合鷗號）

◆澀谷區立宮下公園
www.seibu-la.co.jp/park/miyashita-park/facility/sports/
2020年夏季隨著商業設施、飯店進駐而煥然一新的MIYASHITA PARK！
在屋頂公園空間裡，設置了抱石牆、溜冰場、多功能運動設施。抱石運
動還能接受專業人員的指導，新手也能放心挑戰。

　 因設施而異。抱石120分鐘1,000日圓
　 ※使用多功能運動設施需預約
 　澀谷站（JR、地鐵、東急、京王）

◆奧林匹克體育場
開幕式、閉幕式
 田徑、足球　田徑
　 国立競技場駅（地下鉄）

◆日本武道館
 柔道、空手道
 柔道
　 九段下站（地鐵）

◆馬事公苑
 馬術
 馬術
　 櫻新町站（東急）

◆東京水上運動中心
 花式游泳、跳水、競技游泳
 游泳
　 辰巳站（地鐵）、潮見站（JR）

奧運會
帕運會

www.gotokyo.org/tc/

◆東京旅遊官方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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