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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季丸之内 

"精品风格的豪华"

四季连锁酒店是四季连锁酒店中最小的酒店之一，营造出极致的独特感觉 - 
在东京的一家酒店并不是什么大事。它坐落在太平洋世纪广场玻璃塔的上层
，确保客人有最好的城市景观之一。 Four Seasons Marunouchi酒店位置便
利，靠近四个主要的地铁和火车站，设有一个带传统温泉浴的水疗中心，一
个享有眩晕景色的健身房，ekki酒吧和烧烤店（提供一流的鸡尾酒）和24小
时营业设施。

 +81 3 5222 7222  www.fourseasons.com/tokyo/  1-11-1 Pacific Century Place,
Marunouchi, 东京

 by Booking.com 

半岛东京 

"对于一个舒适的住宿"

东京半岛酒店是经验丰富的旅客最受追捧的酒店之一。作为国际知名的香港
和上海酒店集团的一部分，东京半岛酒店确保遵守国际质量标准。训练有素
和热情好客的工作人员会照顾客人的每一个需求，客房，餐饮或纯粹的放松
。您可以在酒店的水疗中心放松身心，并在酒店内的餐厅品尝精美的日本料
理。

 +81 3 6270 2888  www.peninsula.com/en/to
kyo/5-star-luxury-hotel-
ginza

 ptk@peninsula.com  1-8-1 Yurakucho, 东京

帝国大酒店 

"一家真正豪华的酒店"

自从1890年以来，帝国大酒店就已经服务众多皇室成员、国家领导、社交名
流和国际商业领导等。奢华是这里的关键词。在1923年，由弗兰克劳埃德赖
特设计的建筑在大火中毁灭了，但在中层的老帝国酒吧却幸存至今。这里的
房间很高级，有私人书桌、三台电话、私人环境控制系统、遥控电视和床边
控制台，这些都是东京其他酒店难以媲美的。这里的员工都能够用五种语言
与宾客沟通。银座就在酒店后面，正对着港区和帝国酒店。

 +81 3 3504 1111  www.imperialhotel.co.jp/e/tokyo  1-1 Uchisaiwai-cho, 东京

 by Prayitno   

公园酒店 

"现代风格和宁静的夜晚"

Park Hotel酒店便利地坐落在东京最现代化的餐饮和商业中心之一汐留，为
客人提供现代而优雅的住宿。休息和放松是这里的重点，其中包括一个私人
的睡眠和枕头装修咨询，将确保一个安宁的夜间睡眠广泛的设施。更好的是
，客人可以要求在凌晨2点的室内按摩！因此，无论您是在城里观看景点还是
敲定生意，留在这家酒店都会让每一个夜晚都像是一个假期。

 +81 3 6252 1111  www.parkhoteltokyo.com/  info@parkhoteltokyo.com  1-7-1 Higashi Shimbashi,
Minato-ku, Shidome, 东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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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Casa Velas Hotel   

赤阪王子酒店 

"奢华地标"

這間外觀由玻璃與鋼鐵交織而成的摩天大樓出自Tange Kenzo之手，是所有連
鎖太子飯店中最引人注目的。飯店前的小河旁綴滿繽紛燦爛的櫻花樹，從飯
店高樓遠眺，東京西部的景致自新宿至富士山，盡入眼簾。從高雅的大理石
大廳到寬敞的客房，這裡的一切無疑是一流的。

 +81 3 3234 1111  www.princehotels.co.jp/akasaka/  1-2 Kioicho, 东京

 by Booking.com 

东京全日空酒店 

"独具风格的酒店"

便捷、高效和高贵就是东京全日空酒店的特征。这里离六本木和赤坂娱乐中
心仅几步之遥，距离了中央政府办公大楼也很近，但却可以远离东京喧嚣的
交通。酒店中有六家餐厅，提供西餐或亚洲菜。在酒店的某些地方，你还可
以看到帝国酒店、富士山和东京湾的景色。

 +81 3 3505 1111  www.anaintercontinental-
tokyo.jp/

 info@anaintercontinental-
tokyo.jp

 1-12-33 Akasaka, 东京

芝公园酒店 

"东京塔附近的舒适住宿"

芝公园酒店位于东京塔、增上寺和世界贸易中心附近，被绿树成荫的街道包
围着。这座高级塔式酒店中的房间设备齐全，一定可以满足国外游客的要求
。宾客可以在酒店的餐厅享受法国菜、中国菜和日本料理。酒吧餐厅也非常
有趣，摆放了很多橄榄球有关的装饰品。

 +81 3 3433 4141  www.shibaparkhotel.com/  1-5-10 Shiba Koen, 东京

 by Booking.com 

东京湾洲际大酒店 

"正对东京滨水区"

位于东京湾上，东京湾洲际大酒店是东京众多奢华酒店中的又一杰作。正对
着东京湾，以新干线列车连接着东京都市，这座酒店正对着著名的彩虹大桥
和临海商务信息区。就装饰和设施而言，这里所有的房间都是世界一流的。

 +81 35 404 2222  www.interconti-tokyo.com/en/  1-16-2 Kaigan, 东京

 by zevhonith   

东京丽思卡尔顿酒店 

"中城豪华"

东京丽思卡尔顿酒店位于市中心大厦，可欣赏到城市的全景，为宾客提供舒
适和豪华的住宿环境。豪华客房和套房独特设计的内饰确保舒适。该酒店配
备了最好的和最新的设备，并提供世界一流的服务是一个普遍知名的事实。
无论商务带给你什么，或者你正在探索，这是东京最为流行的目的地。在水
疗中心放松自己，满足你的味蕾或在健身房出汗，这一切都在一个屋檐下。

 +81 3 3423 8000  www.ritzcarlton.com/en/Propertie
s/Tokyo/Default.htm

 9-7-1, Akasaka, Tokyo Midtown, 东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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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ooking.com 

东京四季椿山庄酒店 

"欧式好客"

东京四季椿山庄酒店位于历史悠久的椿山庄，离江户村桥地铁站仅十分钟路
程。这里的服务非常周到，而且房间十分精致，即使这里位置有点偏僻，远
离东京的商业区，但是也值得的。宾客被优雅的日式花园环绕着，加上这里
的瀑布、寺庙和拱桥。这里的房间是东京最大的。

 +81 3 3943 1111  www.hotel-chinzanso-tokyo.com/  10-8 Sekiguchi, 2 chome, 东京

 by Booking.com 

日航酒店 

"东京湾上的豪华酒店"

日航酒店是东京比较新的酒店之一。这家豪华酒店楼高十六层。正对着美丽
的彩虹大桥，这里离商务和娱乐中心也只是15分钟的路程而已。酒店房间设
施齐备，能确保宾客有一个舒适的居住环境。

 +81 3 5500 5500  www.hnt.co.jp  Tyoto_Res@hilton.com  1 Chome-9-1 Daiba, Minato-
ku, 东京

 by Booking.com 

太平洋大酒店 

"热带绿洲"

太平洋大酒店致力打造豪华热带度假酒店的真实氛围，尽可能进口自家的椰
子树。整个酒店建筑面向大海，所以每个房间都可以欣赏到海洋的景色，也
是东京最长的吊桥之一 - 彩虹桥。窗户有法式檐篷，房间通风透光。这家酒
店是众所周知的，游客和当地人，其惊人的餐馆和咖啡馆范围;你可以品尝荞
麦面，铁板烧或法国美食。这是一个很棒的酒店，如果你正在寻找东京有点
不同的东西，它也给你相当超现实的经验，能够查看酒店对面的自由女神像
复制品。

 +81 3 5500 6711  2-6-1 Daiba, Minato-ku, 东京

东京威斯汀酒店 

"高级国际酒店"

這棟美輪美奐的飯店，位在惠比壽花園廣場的複合都市上，使它儼然成為商
務旅客最為便利的選擇，更別提它擁有豪華休閒飯店該有的所有設備。整個
飯店的風格是非常歐式，注重個人化的服務。賓客們可在此享用不同種類的
餐飲服務，從廣東和內陸的菜餚，到日本料理的極緻表現—懷石料理，都可
在飯店內的七間餐廳中享用到。

 +81 3 5423 7000  www.marriott.co.jp/hote
ls/travel/tyowi-the-
westin-tokyo/

 wetok@westin.com  1-4-1 Mita, 东京

东京花园凯悦酒店 

"奢华的住宿体验"

东京花园凯悦酒店是东京最新的奢华酒店。这里大堂有高耸的竹园，楼高两
层的咖啡厅中采用了144张欧洲咖啡厅的相片来装饰，在47楼还有长20米（65
尺）的游泳池。大堂大门就有私人电梯口。这里的服务当然是无可挑剔的。
房间宽敞且设施齐全，而且都是世界一流的。客房还配有激光和CD机。

 +81 3 5322 1234  tokyo.park@hyatt.com  3-7-1-2 Nishi-Shinjuku, 东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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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世纪凯悦酒店 

"新宿西的豪华酒店"

建於1980年的Century Hyatt Tokyo有著相當現代化的風格，28層的高樓，盡
覽新宿區的中央公園；此外，新宿的電子區就在幾步路外。客房十分寬敞，
設備完善，包括語音信箱、空調、私人衛浴、彩色電視、吹風機、冰箱及電
熱水瓶。若需要個人電腦上網或傳真機，可以告知服務人員。

 +81 3 3348 1234  reservation@hyattregencytokyo.com  2-7-2 Nishi-Shinjuku, 东京

 by Booking.com 

希尔顿酒店 

"国际旅客"

豪华描述了客人在东京希尔顿酒店所获得的气氛和待遇。房间很宽敞，大部
分都可以欣赏到美景。酒吧是一流的。行政楼层的客人有自己的专属入住/退
房服务和俱乐部休息室的使用。许多精致的商店和服务可以在街机中找到，
包括迪斯科舞厅和世界知名的地板表演的夜总会。

 +81 3 3344 5111  www1.hilton.com/en_US/h
i/hotel/TYOHITW-Hilton-
Tokyo-hotel/index.do

 tokyo@hilton.com  6-2 Nishi-Shinjuku, 6
Chome, 东京

 by Booking.com 

东京湾喜来登大酒店 

"东京迪士尼附近"

自从1988年开业以来，这里就已经是靠近东京迪士尼乐园的众多海湾酒店之
一。这座酒店楼高12层，里面有一流的餐厅和度假设施，还有高级西式客房
，每一个都有独立阳台。不妨在一天的商旅或娱乐后到房间里放松一下。连
接东京迪士尼乐园和东京火车站的接驳巴士班次也很频繁。

 +81 47 355 5555  www.qksrv.net/media/off
ers/

 info@sheratontokyobay.co
m

 1-9 Maihama, Urayas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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