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巨大的電競與娛樂設施
誕生於東京鐵塔內4月

2022年

202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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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房9/16

mustardhotel.com/shimokitazawa/
MUSTARD™ HOTEL 下北澤

175房
京成里奇蒙飯店東京錦系町
預計於12月開幕

赤羽橋站（地鐵） red-esports.jp/

六本木一丁目站（地鐵） sen-oku.or.jp/tokyo/

www.gransta.jp/mall/kitchenstreet/

208房
東急STAY新宿東區
8/30

www.tokyustay.co.jp/e/hotel/SE/ richmondhotel.jp/kinshicho/

東京站的美食區大幅改裝
東京站檢票口內外林立著許多的餐廳與商店，其中人氣高漲的兩大美食區域──
「Kitchen street」、「黑塀橫丁」，已於2021年8月閉館，並預計於2022年春季改裝
後開幕。這個魅力萬千的區域集結了東京與全國名店的美味，供旅客在東京站內來
往時自在享用，未來將會展現何種嶄新面貌，令人期待！

春季

六本木「泉屋博古館東京」
 （　　　　　　                                     ）改裝後開幕

這是位於京都的泉屋博古館的分館，於2002年開館，展出日本具有代表性的財閥之一
「住友家」收藏的近代繪畫、工藝品，以及茶器等。為了迎接開館20週年進行全面改裝，
館名也更改為「泉屋博古館東京」。改裝後，除了擴大展覽空間之外，也新設了咖啡館、
博物館商店、講堂等。雖坐落於商業區六本木一丁目，但綠意盎然，一定能成為東京最
新的療癒之地。

3月

東京站（JR、地鐵）

日本最大規模的電競樂園「RED° TOKYO TOWER」，將在東京
鐵塔正下方的FOOT TOWN內開張。樂園將由1、3、4、5樓共4層樓
組成，總面積多達5,600平方公尺。內部涵蓋了最新款遊戲體驗
區，以及舉辦電競大賽、現場音樂表演、服裝秀等舉辦各式各
樣現場娛樂活動的區域，還有轉播攝影棚、商店等，是一處匯
聚了獨特刺激的遊樂內容的空間。2022年2月，預計有5樓的主
要比賽會場「RED° TOKYO TOWER SKY STADIUM」，以及主要
實施電競大賽的副比賽會場等提前開張。接下來，所有樓層預
計於4月盛大開幕。

©東京ステーションシティ運営協議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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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開幕飯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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飯店以日本之美為主題，建設於淺草老牌料亭的遺址。從屋頂露臺可將
東京晴空塔®、淺草寺等淺草風景盡收眼底，亦可體驗瑜珈，或享受夜景
作伴的派對樂趣等。客房內採用沉穩的日式摩登裝潢。餐廳供應總店位
於輕井澤的ELOISE’s Café的人氣餐點、法國吐司等。
　 195房
　 淺草站（築波快線、地鐵）
kanzashi-tokyoasakusa.com/tc/

THE KANZASHI TOKYO ASAKUSA

ASAKUSA

以藝術、音樂、科技為賣點的新世代型生活風格飯店。獨創的空間在設
計大膽的內部裝潢中點綴著現代藝術，並採用了新科技，使用Marriott 
Bonvoy應用程式，即可以智慧型手機當作客房鑰匙。在館內的三處餐廳
與酒吧（1樓的W XYZ Bar、2樓的The WAREHOUSE，以及頂樓的Roof 
Dogs）中，可在酷炫的樂聲伴奏下享用餐飲。
　 205房
 　銀座站（地鐵）、東銀座站（地鐵）
www.marriott.co.jp/hotels/travel/tyoal-aloft-tokyo-ginza/

東京銀座雅樂軒飯店

GINZA

由4艘繽紛小船組成的水上飯店，停泊在藝術設施、時尚餐廳群集的水濱
街區天王洲運河沿岸，宛如運河街區阿姆斯特丹的「屋船」一般。飯店
重視手工藝的韻味，內部裝潢也採用不同的設計概念，從客房可欣賞彷
彿漂浮海上的風景。
　 4房
 　天王洲島站（臨海線、東京單軌電車）
www.terrada.co.jp/en/service/space/petals-tokyo/

PETALS TOKYO

TENNOZU ISLE

備有俏皮可愛的概念客房，可盡情享受三麗鷗的人氣卡通明星──Hello 
Kitty、My Melody、小雙子星等的世界觀。卡通明星布偶、托特包等商品
還可作為備品帶走，貼心安排令人欣喜。
　 248房（三麗鷗卡通明星房8間）
 　多摩中心站（京王、小田急、多摩單軌電車）
www.keioplaza.co.jp/tama/stay/rooms/sanrio.html

京王廣場大飯店多摩

TAMA-CENTER

距離東京站步行10分鐘，由星野集團經營的日本旅館。客房內採用榻榻
米、紙門、立式燈籠等日本傳統的裝飾，布置出時尚空間。頂樓為僅供
住宿房客使用的天然溫泉，可在都心享受露天浴池之樂。另舉辦以傳統
藝能鑑賞、劍術練習、四季活動為主題，別有情懷的活動，光是投宿此
地，即可盡情感受日本文化。
　 84房
　 東京站（JR、地鐵）、大手町站（地鐵）
hoshinoya.com/tokyo/zhtw/

虹夕諾雅 東京

TOKYO

飯店的空間設計注重藝術，並以「可親身感受日本美學意識的時間與空
間」為概念打造。2021年推出現有32間的「藝術家房」，這是由藝術家
實際投宿於此，並直接在壁紙上作畫改裝客房的專案成果。館內還推出
藝術展覽，可體驗宛如居住於美術館內的感受。
　 270房
　 汐留站（地鐵、百合鷗線）、新橋站（JR、地鐵）
parkhoteltokyo.com/art-at-park-hotel-tokyo/artist-in-hotel/

東京公園飯店

SHIOD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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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4月開幕，內部裝潢採用兩種色彩搭配的設計，十分俏麗可愛的
飯店。包括客房在內，休息室、走廊、備品等，全都採用調性沉穩的兩
種色彩組合，處處搶眼上相。最頂層的café & Lounge設有露臺座位，
可一邊眺覽東京街景，一邊品嘗美味的三明治或湯品。
　 84房
　 水道橋站（JR、地鐵）、飯田橋站（JR、地鐵）
www.togglehotel.com/suidobashi/en/

東京擁有許多概念各異、特色獨具的飯店，帶給旅客許多驚喜。
不妨在飯店度過悠閒的時光，並感受東京獨一無二的住宿體驗吧！

由３組設計師打造的所有客房各具不同風情、特色鮮明，房間備品也貫
徹清爽簡約的風格。最頂層的豪華露營套房，可在都會正中央享受露營
的氣氛。飯店內的「CAFE 白梟」，供應使用銀座「Nishikawa」高級吐
司製作的烤麵包套餐等。
　 41房
　 池袋站（JR、地鐵、西武）
hotel-siro.jp/

hotel Siro

×

toggle hotel suidobashi

SUIDOBASHI

展售生活雜貨等的「無印良品」推出的飯店，從家具到備品，多使用無印
良品的商品。大樓的1～6樓為無印良品全球旗艦店「無印良品　銀座」，
地下1樓備有餐廳。從購物到餐飲，可盡情沉浸於無印良品的世界。
　 79房
　 銀座站（地鐵）、銀座一丁目站（地鐵）、有樂町站（JR、地鐵）
hotel.muji.com/ginza/en/

MUJI HOTEL GINZA

GINZA

以「Something Happens!?可能會有事發生！？」為主題的飯店，樓層
空間根據漫畫與能劇舞台等9種不同的世界觀設計而成，客房則融合了
日本的傳統與西洋的理性，獨樹一格。1樓的咖啡館「樁沙龍」內，供
應口感綿軟、入口即化的「北海道鬆餅」。
　 55房
　 澀谷站（JR、地鐵、東急、京王）
www.shibuyahotel.jp/en/

EN HOTEL Shibuya

SHIBUYA

©Nacasa & Partners

©Ryota Atarashi

IKEBUKURO

東京
池袋

澀谷

新宿 秋葉原

東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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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銀座站（地鐵）、東銀座站（地鐵）
www.marriott.co.jp/hotels/travel/tyoal-aloft-tokyo-ginz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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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視手工藝的韻味，內部裝潢也採用不同的設計概念，從客房可欣賞彷
彿漂浮海上的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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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王洲島站（臨海線、東京單軌電車）
www.terrada.co.jp/en/service/space/petals-tok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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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有俏皮可愛的概念客房，可盡情享受三麗鷗的人氣卡通明星──Hello 
Kitty、My Melody、小雙子星等的世界觀。卡通明星布偶、托特包等商品
還可作為備品帶走，貼心安排令人欣喜。
　 248房（三麗鷗卡通明星房8間）
 　多摩中心站（京王、小田急、多摩單軌電車）
www.keioplaza.co.jp/tama/stay/rooms/sanrio.html

京王廣場大飯店多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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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離東京站步行10分鐘，由星野集團經營的日本旅館。客房內採用榻榻
米、紙門、立式燈籠等日本傳統的裝飾，布置出時尚空間。頂樓為僅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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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能鑑賞、劍術練習、四季活動為主題，別有情懷的活動，光是投宿此
地，即可盡情感受日本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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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京站（JR、地鐵）、大手町站（地鐵）
hoshinoya.com/tokyo/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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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投宿於此，並直接在壁紙上作畫改裝客房的專案成果。館內還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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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成艷紅色的楓葉進入深秋之後，散落
在和風庭園的石階與苔蘚覆蓋的庭園，讓人沉浸在秋季的
餘韻中感受季節的流逝。「散紅葉」也是俳句中的季語，表現
透過落葉，也能感受到日本晚秋風情的意境。

編集後記

　 大井賽馬場 東京MEGA ILLUMINATION
2021/10/16～2022/4/10
www.tokyomegaillumi.jp/
大井賽馬場（品川區）舉辦的活動，去年曾在
某日本資訊網站「渴望造訪的燈飾秀排行榜」
中位居全國第一。包括利用噴泉、雷射光等進
行的Mega Illumination Show在內，在遼闊
的場內登場的各種燈飾皆不容錯過。還能見
到可愛的馬匹們並合影，這也是賽馬場特有
的體驗活動。

　 預售券成人800日圓，當日券成人1,000日圓
　 大井競馬場前站（東京單軌電車）

冬季的東京首推華美燦爛的燈飾秀。除了都心的人氣景點之外，
再走遠一些，即可在遼闊的空間裡欣賞燈飾之美。

　 丸之內燈飾2021
2021/11/11～2022/2/20
www.marunouchi.com/
這是東京都心具有代表性的燈飾秀，每年以丸
之內仲通為中心，將超過340棵行道樹妝點成
香檳金色。今年7月開幕的TOKYO TORCH Park
亦掛上燈飾，可於戶外自在欣賞。

　 免費
　 東京站（JR、地鐵）

　 讀賣樂園 寶石燈飾秀
2021/10/21～2022/4/3
www.yomiuriland.com/tw/jewellumination/
歷年來大受歡迎的活動，今年邁向第12屆，以
期許安穩未來的「永恆綠寶石色」為基調的區
域迎接遊客的到來。使用綠電、友善環境，也
是今年活動的一大亮點。

　 入園費成人1,800日圓
　 京王讀賣樂園站（京王）

　 Granberry Park WINTER Harmony
2021/11/3～2022/2/27
gbp.minamimachida-grandberrypark.com/winter_harmony/
在鄰接「史努比博物館」的商業設施Grandberry 
Park中，與史努比合作、獨一無二的可愛聖誕樹

（11/15～12/25）和溜冰場（12/11～2/27）登場。
亦備有體驗活動，可實際感受廣獲全球喜愛的

《PEANUTS》的世界觀。

　  免費　※部分收費
　 南町田Grandberry Park站（東急）

　 東京晴空塔城SM　魔幻聖誕 2021
2021/11/1～12/25（部分燈飾至2022/3/6）
www.tokyo-solamachi.jp
整座東京晴空塔城SM彷彿被施以魔法一般，約40
萬顆燈飾閃耀著夢幻亮眼的光芒。東京晴空塔®
也以聖誕樹和燭焰為主題，實施限定光色點燈。
12月上旬～2022年2月下旬，東京晴空塔®底部
將推出溜冰場，更添熱鬧氣氛。

　 免費　※部分收費
　東京晴空塔站（東武）、押上＜晴空塔前＞站

（地鐵、京成）

　 WINTER RISE 2021 with the World of Eric Carle

2021/11/12～2022/3/8
www.rise.sc/winterrise2021/
在複合商業設施「二子玉川RISE」中，舉辦以
全球暢銷繪本《好餓的毛毛蟲》的作者艾瑞．
卡爾的作品主題活動。以溫煦光線展現故事
世界觀的燈飾和溜冰場，將開放至3月為止。

　  免費　※部分收費
　 二子玉川站（東急）

2021 Peanuts Worldwide LLC

©TOKYO-SKYTREETOWN

東京冬季的

www.gotokyo.org/tc/

◆東京旅遊官方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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