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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 新开业＆翻新开业｜ P.2-3 东京×独特酒店体验｜P.4 冬季的灯光秀

东京塔内将诞生
月 巨大的电竞与娱乐设施

2022年

日本最大规模的电竞乐园“RED° TOKYO TOWER”将于东京塔下的
FOOT TOWN开业。该设施由1、3、4、5这四层构成，总面积约达5600㎡。
除了最新款游戏体验区，还有举办电竞大赛、音乐LIVE、时装秀等各种
各样娱乐活动的区域，另外还有演播室、商店等，是一个充满刺激感的
汇聚了独特趣味的空间。5楼的主区域“RED° TOKYO TOWER SKY
STADIUM”、主要实施电竞大赛的副竞技场等将于2022年2月预开业。
预计在4月份，所有楼层都将盛大开业。

赤羽桥站（地铁）

red-esports.jp/

3月

2022年

六本木“泉屋博古馆东京”
( SEN-OKU HAKUKOKAN MUSEUM TOKYO )翻新开业

作为位于京都的泉屋博古馆的分馆于2002年开馆，展示着日本具代表性的财阀之一的住
友家收藏的近代绘画、工艺品和茶具等。在迎接开馆20周年之际进行了重新装修，馆名也
更改为“泉屋博古馆东京”。装修后，随着展示区域的扩大，还将新设咖啡厅、博物馆商店
和礼堂等。虽身处商业街六本木一丁目，但却绿意环绕，一定能成为东京新的治愈场所。
六本木一丁目站（地铁）

sen-oku.or.jp/tokyo/

春 东京站的美食区域大规模翻新

2022年

东京站检票口内外 有很多餐饮 店和商店，其中很有人气的美食区域“ Kitchen
Street”、
“黑塀横丁”于2021年8月闭馆，预计2022年春天翻新开业。利用东京站
时的空闲时间可轻松品尝东京和全国名店美味的该区域会变成什么样子呢？让我
们拭目以待。

东京站（JR、地铁） www.gransta.jp/mall/kitchenstreet/

酒店

开业信息

8/30

208间

东急STAY新宿东口
www.tokyustay.co.jp/e/hotel/SE/

©東京ステーションシティ運営協議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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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间

MUSTARD™ HOTEL 下北泽
mustardhotel.com/shimokitazawa/

预计12月开业

175间

京成里士满酒店东京锦系町
richmondhotel.jp/kinshicho/

2

TCVB News Letter Vol. 78

东京

池袋

×

秋叶原

新宿
涩谷

东京

在东京，很多酒店都有让游客雀跃不已的主题，极具个性。
在酒店度过悠闲的时光，来场不一样的东京体验吧！

hotel Siro

由三组设计师打造的所有房间各不相同的酒店。房间包括备品在内，全
都非常简约。顶楼的豪华露营套房，可以感受在大都市中央露营般的乐
趣。在酒店内的“CAFE 白枭”
，可以品尝到使用了银座“NISHIKAWA”的
高级吐司的吐司套餐等。
41间
池袋站（JR、地铁、西武）
hotel-siro.jp/

MUJI HOTEL GINZA

销售生活杂货等的“无印良品”的酒店。
从家具到备品，酒店内的多数物品
使用的都是无印良品的商品。大楼的1-6楼是无印良品的全球旗舰店“无
印良品 银座”
，地下1楼有餐厅，从购物到餐饮，住宿期间可以尽情感受无
印良品的世界。
79间
银座站（地铁）、银座一丁目站（地铁）、有乐町站（JR、地铁）
hotel.muji.com/ginza/cn/

©Nacasa & Partners

©Ryota Atarashi

IKEBUKURO

EN HOTEL Shibuya

以 “Something Happens?! 可能会发生什么？
！
”为主题，由漫画、
能舞
台等9个不同世界观的空间设计楼层，和结合了日本传统与西洋的合理性
的客房为特征的酒店。在1楼的咖啡厅“山茶花沙龙”
，可以品尝到以松软
即化的口感为魅力的“北海道松饼”。
55间
涩谷站（JR、地铁、东急、京王）
www.shibuyahotel.jp/en/

SHIBUYA

GINZA

toggle hotel suidobashi

2021年4月开业，两种色彩搭配的内装非常可爱的酒店。
除了客房以外，从
大厅到走廊、备品，都是沉稳的两种色彩的组合，任何角落都很上镜。
顶楼
的café & Lounge有露台席，可以一边眺望东京的街景一边品尝三明治和汤
品等美食。
84间
水道桥站（JR、地铁）、饭田桥站（JR、地铁）
www.togglehotel.com/suidobashi/en/

SUIDOBAS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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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公园酒店

酒店以“可以感受日本的美意识的时间空间”为理念，注重艺术空间的设
计。
在艺术家实际住宿时通过直接绘画来改装客房的项目中，至2021年现
在已经诞生了32间“艺术家房间”。
馆内也有艺术展示，带来仿佛在美术馆
中住宿一般的体验。
270间
汐留站（地铁、百合鸥线）、新桥站（JR、地铁）
parkhoteltokyo.com/art-at-park-hotel-tokyo/artist-in-hotel/

虹夕诺雅 东京

从东京站步行10分钟，由星野集团运营的日本旅馆。客房中采用了榻榻
米、纸拉窗、纸灯笼等日本传统设计，同时整个空间也非常时尚。最顶
层有仅住宿者可利用的天然温泉，可感受在都心享用露天浴场的乐趣。
另外还会举办以传统艺能观赏、剑术练习、四季仪式为主题的各种各样
趣味的活动，仅是住宿与此就能尽情品味日本文化。
84间
东京站（JR、地铁）、大手町站（地铁）
hoshinoya.com/tokyo/zhcn/

©Hoshino Resorts

TOKYO

SHIODOME

THE KANZASHI TOKYO ASAKUSA

建立于浅草的老字号料亭的遗迹上，以日本之美为主题的酒店。
从屋顶露
台可一览东京晴空塔®、浅草寺等，将浅草尽收眼底，另外还能做瑜伽，一
边欣赏夜景一边开派对等。客房是沉稳的和式时尚装修。在餐厅，可以品
尝在轻井泽拥有总店的ELOISE’
s Café的人气菜单、
法式吐司等。
195间
浅草站（筑波快线、地铁）
kanzashi-tokyoasakusa.com/sc/

东京银座雅乐轩酒店

以艺术、音乐、科技为激情点的次时代型生活方式酒店。在设计大胆的
内装中表现了现代艺术的原创空间里，如果使用Marriott Bonvoy APP，
就可以将手机作为房卡来使用，带来融入了不断进化的高科技体验。在1
楼的W XYZ Bar、2楼的The WAREHOUSE、屋顶的Roof Dogs这3处馆内
的餐厅及酒吧，可以在炫酷的音乐中品味餐饮美食。
205间
银座站（地铁）、东银座站（地铁）
www.marriott.co.jp/hotels/travel/tyoal-aloft-tokyo-ginza/

ASAKUSA

京王广场酒店多摩

有可以尽情感受三丽鸥的人气卡通角色凯蒂猫、美乐蒂、双子星的世界观
的时尚可爱的主题房间。
还有玩偶、
托特包等周边也能作为备品带回家。
248间（三丽鸥角色客房8间）
多摩中心站（京王、小田急、多摩单轨电车）
www.keioplaza.co.jp/tama/stay/rooms/sanrio.html

TAMA-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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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NZA

PETALS TOKYO

由4艘彩色小船构成的水上酒店，位于艺术设施和时尚餐饮店汇集的水
边之街天王洲的运河沿岸。就像自古以来作为运河之城发展起来的阿姆
斯特丹的“船屋”一样，该酒店重视手工艺的风格，包括室内装潢在内
各自拥有不同的设计主题。从客房望出去的风景，让人感觉仿佛身在海
上漂浮一般。
4间
天王洲岛站（临海线、东京单轨电车）
www.terrada.co.jp/ja/service/space/petals-tokyo/

TENNOZU IS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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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冬季的东京一定不能错过闪亮的灯光秀。

除了都心的人气景点以外，稍稍离开都心，可以在更广阔的
空间感受彩灯乐趣。
大井赛马场 东京MEGA ILLUMINATION
2021/10/16～2022/4/10
www.tokyomegaillumi.jp/
大井赛马场（品川区）举办的活动，在去年日本
某信息网站“想去的灯光秀排行榜”中位居全国
第一。
以使用了喷泉和激光的Mega Illumination
Show为首，广阔占地内开展的各种灯光秀都不
容错过。另外，还能见到可爱的马儿并合影，这
也是赛马场独有的体验。

读卖乐园 宝石灯饰秀
2021/10/21～2022/4/3
www.yomiuriland.com/cn/jewellumination/
每年都很受欢迎的活动，今年迎来了举办的第
12届，祈祷安稳未来的“永恒绿宝石色”为基调
的区域迎接游客的到来。使用绿色电力、减少环
境负荷也是今年的亮点。

丸之内霓彩灯饰2021
2021/11/11～2022/2/20
www.marunouchi.com/
都心具代表性的灯光秀，每年以丸之内仲大道
为中心，340棵以上的行道树被点缀上香槟金色
的灯饰。
今年，7月开业的TOKYO TORCH Park也
挂上彩灯，可以在户外悠闲欣赏。

Grandberry Park WINTER Harmony
2021/11/3～2022/2/27
gbp.minamimachida-grandberrypark.com/winter_harmony/
在史努比博物馆相邻的商业设施Grandberry
P a r k，与 史 努 比 联 名 的 独 一 无 二 的 圣 诞 树
（11/15～12/25）和滑冰场（12/11～2/27）登场。
还有可以感受深受全世界喜爱的《PEANUTS》世
界观的活动举办。

WINTER RISE 2021 with the World of Eric Carle
2021/11/12～2022/3/8
www.rise.sc/winterrise2021/
综合商业设施“二子玉川RISE”正在举办以世
界畅销绘本《好饿的毛毛虫》的作者艾瑞·卡尔
的作品为主题的活动。至3月为止，可以感受用
温暖的光线表现故事世界观的灯光秀以及滑冰
场等乐趣。

东京晴空塔城SM 魔幻圣诞 2021
2021/11/1～12/25（部分灯光秀至2022/3/6）
www.tokyo-solamachi.jp
像被施了魔法一般，整个东京晴空塔城 SM 被装
饰上梦幻闪耀的40万颗灯饰。东京晴空塔®也
将以圣诞树和蜡烛的火光为主题，实施期间限
定的特别点灯。12月上旬～2022年2月下旬，晴
空塔脚下还有滑冰场登场，非常热闹。

预售票成人800日元、当天票成人1000日元
大井竞马场前站（东京单轨电车）

免费 ※部分收费
南町田Grandberry Park站（东急）

门票成人1800日元
京王读卖乐园站（京王）

免费 ※部分收费
二子玉川站（东急）

©TOKYO-SKYTREETOWN
免费 ※部分收费
东京晴空塔站（东武）、
押上<晴空塔>站（地铁、京成）

2021 Peanuts Worldwide LLC

◆东京旅游官方网站
www.gotokyo.org/cn/

免费
东京站（JR、地铁）

编者语

染成红色的枫叶进入深秋后，飘落在和风

庭园的石阶上、苔庭里，让人沉浸在秋季的余韵中感受季节
的流逝。
“散红叶”也是俳句中的季语，表现在落叶中也能感
受日本晚秋风情的意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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