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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nown as the 'World's Eastern Capital', Tokyo is where global business starts its day. Home to serene shrines, cherry blossoms, Anime

culture and fascinating architecture, Japan's celebrated capital marches to its own dr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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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国立博物馆 

"文化宝藏"

东京国立博物馆展出了大量的雕塑、绘画、书法、考古文物和其他装饰艺术
品。 里面的藏品大致分为日本、中国和韩国三种形式，基本上是对亚洲历史
文化艺术品的收藏和保存。展览、讲座和画廊讲座会在博物馆定期举行，因
此游客可以了解关于世界上最面积最大大陆的一些有价值的信息。博物馆还
保存了10世纪和11世纪的历史文献。

 +81 3 3822 1111  www.tnm.jp/?lang=en  13-9 Ueno Park, Ueno Park, 东京

 by Madame Tatillonne   

三鹰市立动画美术馆 

"异想天开的动画电影博物馆"

走进博物馆，就可以看到龙猫守护的城堡岗亭在入口欢迎你，这个丰富多彩
的博物馆，可以让人们了解三鹰市立动画美术馆的动画制作过程。探索动画
电影是如何创造和制作。在了解电影的制作过程后，可以观看博物馆独家放
映的短片。孩子们会喜欢龙猫 的龙猫巴士上玩耍
，之后，来到顶楼，这里有em>Laputa Castle in the Sky剧中7米(23英尺)
高的大机器人。不妨来三鹰市立动画美术馆好好了解更多关于这个让动画迷
心驰神往的梦幻之城。

 www.ghibli-museum.jp/en/  museum@ghibli.jp  1-1-83 Shimorenjaku, Mitaka

 by Kakidai   

新宿御苑 

"曾经的御花园"

新宿御苑结合中西式，公园布局式日式庭园和英法式庭园相结合的公园。该
公园设有古雅的茶道屋和温室，里面种有大量的热带植物。以1500棵樱花树
而闻名，在早春，樱花树把整个渲染上不同色调的粉红色。这里是呼吸新鲜
空气、放松身心、振奋精神的理想地方。

 +81 3 3341 1461  www.env.go.jp/garden/shinjukugyo
en/english/index.html

 11 Koshu-Kaido Avenue, 东京

 by bethom33   

筑地场外市场 

"杂货批发"

历史悠久的筑地场外市场于1935年首次开放，其规模之大与知名度之广，更
是日本首屈一指的批发市场。也被熟知为筑地市场，这个充满活力的地标性
建筑出售各种各样的商品，如新鲜农产品、鱼、用具以及即食食品。该市场
的存在是为了迎合非批发客户的需求，而这些非批发客户最初被禁止进入这
个批发市场的。即使历史悠久的筑地市场已经关闭，你仍然可以在场外市场
感受这里独特的购物文化。

 www.tsukiji.or.jp/english/  4-16-2 Namiyoke Dori Street, Tsukiji, 东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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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Ray in Manila   

明治神宫 

"献给明治王的神宫"

这座神社是为明治天皇和昭宪皇太后的神灵而建的，始建于1920年，位于一
座鸢尾园花园的遗址上，这座花园被认为是皇室夫妇所喜爱。明治天皇于186
7年登基，正值明治维新的鼎盛时期，将日本从封建主义中拉入现代。采用传
统流造风格，建造在一片茂密的绿色森林中，森林里有来自日本各地的一万
多棵树；这是人民捐赠的感恩之物。明治神宫古朴而优雅，隔绝城市的喧嚣
，翠绿的树荫下，使东京这座充满活力的大都市柔和起来。 附近是迷人的花
御花园，每当六月，就可以看到一片鸢尾花盛开。靖国神社的皇家宝库还展
出了加冕马车和其他一些有趣的明治皇帝和昭宪皇太后的纪念品。今天矗立
的神龛是对原物的重建，追溯到1958年，它的前身在二战期间被摧毁。

 +81 3 3379 5511  www.meijijingu.or.jp/english/ind
ex.html

 1-1 Off Metropolitan Expressway
Route Number 4, Yoyogikamizonocho,
Shinjuku Line, 东京

 by pelican   

上野动物园 

"日本最古老的动物园之一"

上野动物园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里面有许许多多来自世界各地的珍禽异
兽如东北虎幼崽、猴子、大猩猩、大熊猫、长颈鹿和其他动物等。悬挂式单
轨列车连接上野动物园内的两个园站，在南端还有一个儿童动物园。公动物
园内建于17世纪的五重塔是宽永寺仅存的建筑，年代久远。上野动物园巧妙
地结合了历史和野生动物，对孩子们来说是一个特别有意义的动物园。

 +81 3 3828 5171  www.tokyo-
zoo.net/english/ueno/index.html

 9-83 Off Dobutsuen Street, Ueno
Park, 东京

 by Wei-Te Wong   

东京晴空塔 

"东京的地标大楼"

俯瞰着日益国际化的墨田区，东京晴空塔是全日本同类塔楼中最高的。这座
塔确实是这座城市的灯塔，也是日本传统品味和新未来主义建筑元素的融合
。这座塔高634米(2080英尺)，有其他附属设施，构成一个完整的街区，包括
餐厅、咖啡馆、水族馆还有几个观景台，在观景台下可以看到令人惊叹的都
市街景。作为一座电波塔，东京晴空塔以其作为世界上最高塔之一的辉煌地
位而自豪。晴空塔不仅是墨田市最高的摩天楼，也是这座城市日新月异的宏
伟面貌。

 +81 570 550 634  www.tokyo-skytree.jp/en/  1-1-2 Off Hikifunegawa-dori Street,
东京

 by pierre9x6   

日本皇宫 

"皇室成员的住宅"

在连绵起伏，宽敞的园林中，日本皇宫这一座空旷的宫殿，气势恢宏。宫殿
正面是充满活力的松之阁、东苑及北之丸公园，充满迷人的秋日光芒，沉浸
在历史和不加掩饰的优雅建筑中。自1868年东京成为日本的政治和帝国首都
以来，皇宫一直是日本天皇和皇后的官邸。位于曾经的江户城堡内部，德川
幕府的所在地，这片位于东京市中心的黄金地段被城墙和护城河包围着。壮
丽的外观可以看到于同样优雅的内部装饰，包括丰明殿国宴厅、仁水厅和长
和殿等。只有在1月2日（新年）和2月23日（成仁天皇的生日）这两个特别的
日子，天皇和皇室才会从防弹玻璃露台向聚集的人群挥手致意。日本皇宫位
于东京的中心地区，是现代主义建筑风格与传统风格的完美融合。

 +81 3 3213 1111  sankan.kunaicho.go.jp/english/gu
ide/koukyo.html

 1-1 Off Daikanco-Dori, 东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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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judithscharnowski   

秋叶原 

"东京的电器大街"

秋叶原位于日本东京都千代田区东侧。作为一个充满活力和时尚的地区，有
时被称为“电子城市”，因为出售所有最新电子产品的商店都集中在这里。
在九层的横桥旗舰店Yodobashi Akiba找到最新的电子游戏、电子设备、ipod
和相机，或者了解一下东京动画中心，在那里你可以观看关于游戏和动画。
这里几乎每家商店都经营电子产品，所以非常受电子产品爱好者的欢迎!

 +81 3 3201 3331 (Tourist
Information)

 akiba.or.jp/english/index.html  Akihabara, 东京

 by Mariamichelle   

东京浅草寺 

"著名的雷门"

这座引人注目的佛教寺庙东京都内最古老的寺庙，始建于公元645年，是为了
供奉观音。传说在公元628年，两兄弟在在隅田川中发现了观音像，认为是观
音显灵， 于是，人们在当地修建寺院，供奉观音。雄伟的雷门,守护金龙山
浅草寺，最著名的要数门前悬挂的那盏巨大的灯笼，远远可见黑底白边的雷
门二字，赫然醒目。再往前是仲见世商业街，这条小路两旁是各种的摊位，
出售传统工艺品和小吃。寺庙本身就是一个宏伟的景点，正殿的装饰风格非
常精致，巨大的纸灯笼挂在高耸的柱子垂下，为浅草寺增添不少气派。与一
座五重塔并列的是浅草神社，造型典雅，雕刻优美，也是这座城市最著名的
寺庙之一。原来的寺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遭到严重破坏;现有的结构是最
近新增的。

 +81 3 3842 0181  www.senso-ji.jp/  2-3-1 Off Umamichi dori Street,
Asakusa, 东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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