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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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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rcSantaCruz   

代代木公园 

"东京的中央公园"

这个自然森林公园毗邻明治神宫，直到1996年，它主办东京的业余摇滚乐队
，谁在每个星期天支撑他们的东西。此后，他们转移到表参道，代代木公园
变得安静，爱好者和家庭谁喜欢享受宁静的周日下午漫步在锦鲤（日本鲤鱼
）的小池塘漫步的理想选择。夏季期间，客人可以在场地内租用自行车。

 +81 3 3469 6081  www.tokyo-park.or.jp/park/format
/index039.html#googtrans(en)

 2-1 Yoyogi-Kamizono-cho, SHibuya
City, 东京

 by Kakidai   

涩谷 

"整天购物"

涩谷是东京区著名的时尚购物区。不妨到这里的主要聚会地点八雕像开始，
向任何一条街出发去挖掘好店。先书籍是一家不错的书店，而曼德拉草则是
寻找动漫或玩具的好地方。你也可以到Hysteric Glamour找一套外衣，或到
塔唱片去买一张唱片。如果你有孩子，或者你自己还是大小孩的话，那就不
要错过迪士尼商店了。如果你想一次过买完所有你想买的东西，那就去涩谷
109看看吧！这个位于街中心的商场不仅是一座地标，还是一个购物中心。 A

 +81 3 3463 1211 (Tourist
Information)

 www.city.shibuya.tokyo.jp/  Area around Shibuya Station, 东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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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Daderot   

Hie神殿 

"确保宫殿的好运"

这座着名的东京神社可以追溯到1478年，最初建在江户城堡（现在的故宫）
内，是为了保护它免受敌人的侵袭。它在1659年被移到现在的地方，其作为
宫殿的守护者的角色不变。虽然外立面是微不足道的混凝土，但牌坊有猴子
的图像 -
靖国神的使者。神社博物馆还展出了曾经在三诺节游行的德川刀剑神像。

 +81 3 3581 2471  www.hiejinja.net/englis
h/index.html

 koho2@hiejinja.net  2-10-5 Nagatacho, Chiyoda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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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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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k1701d   

歌舞伎座 

"传统日本剧院"

歌舞伎座是东京自1889年以来的主要歌舞伎剧院，通常每天有两场日常演出
，每场演出包括三到四场戏剧，曲目每月更换一次。对于650日元，非日语的
游客可以租用耳机，用英语说明。没有整场演出时间的参观者可以购买4楼的
门票观看部分演出，但耳机不可用。五间餐厅为游客提供各种日本料理和点
心。

 +81 3 3545 6800  www.kabuki-za.co.jp/  4-12-15 Ginza, 东京

 by JordyMeow   

银座 

"东京的第五大道"

银座是日本的，也许是亚洲最负盛名的购物区。许多高档零售店在这里都有
旗舰店。银座吸引着聪明，优雅的购物者和上班族以及T恤衫的学生。有无数
的餐饮场所可供选择，从合理到昂贵。如果你有钱可以花钱，银座应该在你
的行程上。

 +81 3 3562 1111 (Tourist
Information)

 www.ginza.jp/en/  Ginza, Chuo City, 东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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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Daderot   

下町风俗资料馆 

"思乡之愁"

在这里，你仿佛回到1923年横滨大地震时候的工人阶级社区一样。一楼和二
楼之间的壁画描述着摊贩、艺术家、蓝领工人在那个时期各自奔命的场景。
这里展览的众多物品，让你可以看看以前的日子到底是什么样子的。这些展
览并没有英语解说，但这里提供英语导游。这里允许导盲狗入内，而且两层
都有轮椅洗手间。

 +81 3 3823 7451  www.taitocity.net/taito/shitamac
hi/

 2-1 Ueno Ko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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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nglish/ueno/

 9-83 Off Dobutsuen Street, Ueno
Park, 东京

 by Kakidai   

东京大都会美术馆 

"坚持传统"

东京都立美术馆成立于1926年，在其六大展厅中展示了各式各样的日本艺术
形式。除了举办日本传统手工艺展览，日本当代艺术家的平面设计和书法展
览，还为即将到来的爱好者举办了艺术讲座和研讨会。入场费根据展览而有
所不同。有关更多详情，请查看网站。

 +81 3 3823 6921  www.tobikan.jp/  8-36 Ueno Park, 东京

 by Kakidai   

国立科学博物馆 

"从狗到恐龙"

这座由两座建筑物组成的国立科学博物馆在1877年开馆，覆盖多种科学知识
，像生物进化论、地球形成论、大自然和天文学。这里还展出了巨型恐龙化
石、月球岩石和著名的皇室宠物狗八公的标本。如果你不会看日语的话，那
你要带上一个可以为你翻译的日本朋友了，不是的话，那你可以看的东西就
非常有限了。

 +81 3 3822 0111  www.kahaku.go.jp/  sts@kahaku.go.jp  7-20 Uenokoen, 东京

 by Wi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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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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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Yves Picq
http://veton.picq.fr   

国公馆相扑场（两国国技馆） 

"相扑中心"

两国国技馆是东京最大的室内区域;它一次可以容纳超过10万名观众。这个竞
技场的设计是以国际标准为依据的，因为在日本与相扑选手联合的许多海外
游客在每年一月，五月和九月举行的比赛期间聚集在这里。供应含酒精和不
含酒精饮品的小吃摊以及方便的停车设施。不要忘记尝试在比赛期间供应的
日式烧烤鸡的传说中的烤鸡肉串。这里的参观不仅仅是参观一个舞台，这是
东京人生活的一部分。

 +81 3 3623 5111  www.sumo.or.jp/kokugikan/  1-3-28 Yokoami, 东京

 by Wiiii   

江户东京博物馆 

"历史与建筑"

历史和建筑爱好者都将欣赏那座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巨大柱子的当代建筑。日
本桥（日本首屈一指的桥梁）设置在体育场大小的穹窿中，将封建的东京（
江户）与现代的东京（1868年以来）分开。在常设展区，您将找到原始文件
。日常生活的怀旧方面被描绘成规模而不受展示柜的限制。各种民间手工艺
的不断演绎，将日本丰富的文化传统带入了生活。不要错过江户城和歌舞伎
剧场的模型。访问网站查看访问者信息和事件日历。

 +81 3 3626 9974  www.edo-tokyo-museum.or.jp/sp  1-4-1 Yokoami, 东京

 by Kakidai   

浅草寺 

"东京最著名的寺"

传说一千年前，渡嘉敷兄弟在他们的渔网中找到了观音的雕像（观音是慈善
菩萨—可以清净人们的心灵，让他们得到真正的幸福），因此村长就为此建
造了浅草寺。浅草寺建于1649年，另外在这个传说中出现过的三个人都同时
被封为神，因此，这里也叫做三神寺。浅草寺无疑是东京最著名的寺庙，每
年五月这里都会举行三社祭。

 +81 3 3844 1575  www.asakusajinja.jp/en/
english/

 info@asakusajinja.jp  2-3-1 Asakusa, Taito City,
东京

 by fisag   

台场 

"一个漂浮的娱乐天堂"

日本的规划和独创性的一个很好的例子，台场是位于东京湾的人工岛。
“台场”这个名字起源于1853年由Egawa Hidetatsu建造的六座人工岛屿的网
络，以保护东京的前身江户市江户与美国海军准将马修·派瑞（Matthew Per
ry），他们的黑船舰队迫在眉睫威胁。近代以来，这座岛屿已成为休闲娱乐
的主要景点，抵御日本等经济的崩溃。今天，台场拥有一系列的购物，餐饮
和娱乐目的地，还有彩虹桥背景中的自由女神像复制品。

 +81 3 3201 3331 (Tourist
Information)

 www.japan.travel/en/things-to-
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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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Nesnad   

Yakatabune Cruising Harumiya 

"东京游船风景"

“Yakatabune”是日本的传统小船。从船上，您可以看到东京美丽的风景。
加入这个邮轮之前需要预订，所以请确保检查邮轮的时间表。费用取决于具
体路线和您选择的食物选择。总而言之，这艘船上的巡航是完美的一个特殊
的日期。如果你想了解更多，请联系Harumiya。

 +81 3 3644 1344  yakatabune-
tokyo.com/index.html

 info@harumiya.co.jp  6-17-12 Higashisuna, 东京

 by stanvpetersen   

东京迪士尼乐园 

"东京的魔法王国"

在1983年开业，东京迪士尼乐园是第一座建于美国之外的迪士尼主题公园。
乐园以灰姑娘城堡为中心，占地80公顷，共有47个不同的主题区，包括世界
市集、冒险乐园、西部乐园、动物城、幻想乐园、卡通城和明日乐园。这里
还有53紧挨食肆和60间不同的商铺。超过26人已经到过东京迪士尼乐园游玩
。在这里，你还可以与米老鼠和其他可爱的迪士尼卡通人物亲密接触。

 +81 45 683 3333  www.tokyodisneyresort.jp/en/tdl/  1-1 Maihama, Tokyo Disney Resort,
Urayas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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