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OKYO TORCH常盘桥塔内
商业区和大型广场开业 7月

156间
HOTEL KEYAKI GATE 东京府中

7/27 188间
KOKO HOTEL 筑地 银座

9/8 144间
HOTEL GRAND BACH东京银座

11/30

东京站（JR、地铁）、大手町站（地铁） tokyotorch.mec.co.jp/

www.hinohara-toymuseum.com/

www.hotel-keyakigate.jp/ koko-hotels.com/tsukiji_ginza www.grandbach.co.jp/ginza/

森之玩具美术馆将于桧原村开业
在东京岛屿地区以外唯一的村落“桧原村”，宣传树木的魅力、
可以接触并感受桧原村大自然的玩具美术馆即将开业。
该木造美术馆建立于废弃的小学遗迹上，占地1000㎡，几乎全部
活用了森林覆盖率达93%的桧原村的森林资源建造而成。该美
术馆致力于成为不同年龄层都能尽享乐趣的“体验型美术馆”，
边玩耍边感受桧原村的自然之美与文化。该馆还将在全国
的玩具美术馆中首次导入“户外游玩学艺员”，传达在大自
然中玩耍的魅力。

11月

武藏五日市站（JR）搭乘巴士30分钟在“小泽”站下车

东 京 站日本 桥 口前 地 区，正 在 进 行 开发 的 TO K YO 
TORCH“常盘桥塔”的大型广场于7月21日盛大开业，
商业区的一部分也开始了试营业。
B1～3F的商业区TOKYO TORCH Terrace以地方上的
名店为主，有首次在日本或东京出店的各类美食店铺
共1 3 家 预 计入驻 。店 铺 前 有连着 大 型 广 场TO K YO 
TORCH Park的露台空间，可以在此享用餐饮。

3F的咖啡厅休息室“MY Shokudo”也值得关注，这里以
“连接人与人的丰富餐桌”为主题，是从业者的共用服
务区域，夜晚则对外开放。
广场上有新潟县小千谷市的“锦鲤畅游池”、茨城县筑
波市的“筑波天然草坪”等，为了推广日本的文化和魅
力，与全国地方政府共同开展了各种各样的举措，这里
也是看点之一。
TOKYO TORCH的全街区预计将于2027年竣工。越加热
闹的东京站前区域今后也值得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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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有很多人气漫画和动画诞生，对于
动漫粉丝来说是一座拥有魅力景点和
充实观光内容的城市。动漫相关的博物
馆、咖啡店等应有尽有，就算不是疯狂
粉丝也有很多可以感受乐趣的地方。接
下来分区域为大家介绍可以感受流行
文化的景点。

木造公寓“常盘庄”存在于1952年至1982年，手冢治虫、藤子不二
雄Ⓐ、藤子・F・不二雄等漫画界的巨匠们曾经在此度过了青春岁
月。如今“常盘庄”被复原，并在2020年7月作为博物馆开业。“漫画
家的房间”再现了当时的生活，同时还会举办漫画相关的企划展示等。
　 特别企划展期间收费
 　落合南长崎站（地铁）、
 　东长崎站（西武）
tokiwasomm.jp/cn/

丰岛区立常盘庄漫画博物馆

位于东京站地下，有30多家动漫人物相关店铺聚集在此。
可以在此购买奥特曼、轻松熊等人气动漫角色的产品。
另外还有东京站主题的周边等此处独一无二的限定产品。
　 东京站（JR、地铁）
www.tokyoeki-1bangai.co.jp/ch/?area=area2&floor=b1f

东京站一番街 东京动漫人物街

大楼内1-9楼全都是漫画、动画的角色周边以及绘画用具等汇聚的巨大动漫商店。
在作为和秋叶原齐名的动画之街池袋，也是尤其不能错过的景点。
另外，在池袋拥有6家店铺的 animate cafe，提供各种各样和人气动漫作品合作的
原创餐饮，还销售限定的原创周边产品。
※咖啡厅有时需要抽选预约。（根据合作作品时期而异）
　 池袋站（JR、地铁、西武、东武）
www.animate.co.jp/shop/ikebukuro/

Animate Ikebukuro Flagship Store
2021年2月开业的万代南梦宫娱乐所企划、经营并打造的
扭蛋专门店。设置台数多达3000台！在此入手人气动画和
角色的扭蛋吧。
　 池袋站（JR、地铁、西武、东武）、东池袋站（地铁）
bandainamco-am.co.jp/others/capsule-toy-store/store/ikeb
ukuro/special/

扭蛋百货池袋总本店

池袋池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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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动画协会和大日本印刷（DNP）共同运营的东京动画
中心，在2021年4月作为日本动画文化的宣传据点翻新开
放。举办融合了真实和视觉的各种新体验企划展和活动等，
还有销售原创周边产品和动画产品的商店。
　 观赏企划展需购买门票
　 涩谷站（JR、地铁、东急、京王）
tokyoanimecenter.jp/

东京动画中心 in DNP PLAZA SHIBUYA

2021年3月搬迁至明治大学骏河台校区后重新开馆的
漫画专门的图书馆。馆内收藏了设立者内记稔夫（已
故）50多年来收集的漫画单行本和相关资料共约27万
册。该馆和漫画兼流行文化的专门图书馆米泽嘉博
纪念图书馆联合运营，1楼展示室可免费阅览。
     2楼阅览室的利用为1日会员（18岁以上）330日元～
　闭架藏书每本阅览费110日元
　 御茶之水站（JR、地铁）、神保町站（地铁）
www.sites.google.com/site/naikilib/

明治大学 现代漫画图书馆

涩谷PARCO 6楼作为日本文化的发扬地，集结了
任天堂日本国内首家直营官方店“Nintendo 
TOKYO”、Pokémon Center Shibuya、
CAPCOM STORE TOKYO等个性周边店。
　 涩谷站（JR、地铁、东急、京王）
shibuya.parco.jp/ 

涩谷PARCO 
６F CYBERSPACE SHIBUYA

以三丽鸥的人气角色布丁狗为主题的咖啡厅。可爱的装修和以角色为主题
的餐品超级上镜。女仆咖啡厅“at-home cafe”的女仆接待也不容错过。
有舒芙蕾蛋包饭（1450日元）等。
　 原宿站（JR）、
　  明治神宫前＜原宿＞站（地铁）
pompompurincafe.com/

布丁狗咖啡厅

在博物馆内，可以在乐趣中详细了解日本动漫的历史、制作方式、制作现场的
景象等，还能体验后期录音，参加可轻松体验动画制作的学习会等。包括动漫
剧院的电影都可免费观赏，还有多语言语音导览，令人安心。
　 学习会有可能需付材料费
　 荻洼站（JR、地铁）　
sam.or.jp/chinese_home

东京工艺大学 杉并动漫博物馆

杉并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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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结了最尖端流行文化的街道

日本最多动画制作
公司聚集的街区

涩谷、原宿

动画之街不只有

秋叶原千代田区

池袋

涩谷

新宿荻洼 秋叶原

东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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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义园
　 吹上茶屋
www.tokyo-park.or.jp/park/format/facilities031.html
江户时代具代表性的大名庭园之一，宽广的日
本庭园内拥有略高的假山和大池塘，在此可观
赏约560棵枫树在内的美丽红叶。每年11月中旬
～12月上旬为最佳赏期。在池塘对岸的“吹上茶
屋”，可一边欣赏庭园风景一边品尝抹茶和日式
点心套餐（850日元）等。
　  300日元
　 驹込站（JR、地铁）、千石站（地铁）

　 文京区立肥后细川庭园
　 松声阁 咖啡厅“椿”
www.higo-hosokawa.jp/ch/
作为旧熊本藩西川家的宅邸而建造，活用了台
地的自然景观的庭园。11月下旬～12月上旬，环
绕大池塘的树木会染上红、黄等美丽的颜色。过
去作为西川家的书房所使用的“松声阁”现在作
为咖啡厅开业，可品尝复刻的熊本藩幕府供奉
点心和抹茶套餐（500日元）。
　  免费
　 江户川桥站（地铁）、早稻田站（东京樱花有
轨电车、地铁）

　 新宿御苑
　 乐羽亭
www.env.go.jp/garden/shinjukugyoen/english/
1906年作为皇室庭园建成，1949年对外开放。是
融合了整形式庭园、风景式庭园和日本庭园的名
园。11月中旬～12月中旬左右是红叶观赏期，新
宿门附近会有美丽的红叶隧道在此恭候来园者。
在日本庭园内的“乐羽亭”的氛围十足的茶室可
以品尝时令日式点心和抹茶套餐（700日元）。
　  500日元
　 新宿御苑前站（地铁）

　 小石川后乐园
　 涵德亭 葵屋 Vidro茶寮
www.tokyo-park.or.jp/park/format/facilities030.html
江户时代初期建造的水户德川家的庭园，是日
本具代表性的大名庭园之一。11月下旬～12月
上旬的赏期有约500棵枫树染上鲜艳的红色，极
具风情。在“涵德亭”內的Vidro茶寮，可以一边欣
赏庭园美景一边品尝美食和抹茶。有上生菓子
抹茶套餐（850日元）等。
　  300日元
　 饭田桥站（JR、地铁）、水道桥站（JR、地铁）、
后乐园站（地铁）

　 teamLab Borderless
　 EN TEA HOUSE 幻花亭
en-tea-house.teamlab.art/zh-hans/odaiba/
根据来访时间和季节不同可感受不同艺术的体
验型博物馆。9月起可欣赏到红叶等秋季景色的
作品将登场。在博物馆内的茶室“EN TEA HOUSE 
幻花亭”，通过端到桌上的器皿可以感受到时令
花朵和茶树发芽等神奇体验。有冻结玉绿茶（玉
绿茶冰淇淋）和饮品套餐（1200日元）等。
　  3200日元
　 东京电讯站（临海线）、青海站（百合鸥线）

　 表原之森
　 星巴克 东急PLAZA表参道原宿店
omohara.tokyu-plaza.com/cs/
东急PLAZA表参道原宿店位于表参道的神宫
前十字路口。6楼的屋顶露台表原之森是大都
会中的休息场所，到了秋天，作为表参道象征
的榉树等会染上红色。面向露台的星巴克有店
铺限定餐品等，非常适合作为购物和观光间隙
的小憩之处。
 　 明治神宫前＜原宿＞站（地铁）、原宿站（JR）、
表参道站（地铁）

红叶庭园＆咖啡厅
为大家介绍秋季红叶十分美丽的庭园，以及可以边欣赏红叶边悠闲休息的茶室和咖啡厅。

写真提供：環境省新宿御苑管理事務所

※到访前请前往各设施网站确认营业情况。

由建筑师丹下健三设计的犹如展开翅膀的“东京圣
玛利亚主教座堂”，从上面看就像一个“十字架”。大教堂内，阳光神秘
般地从高高的天窗洒入，管风琴也气势磅礴。即使不是天主教徒，也可
以在这里举行婚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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