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樱花酒店 

"位于东京书本区的住宿"

这家酒店位于东京神保町书本区，既干净又舒适。这里的员工都能用双语沟
通，非常友善、乐于助人。这里的前台更是二十四小时工作。这里所有的房
间都是单人间、双人间、四人间。这里的客人来自各行各业，有学生也有公
司代表，也有海外的背包客。这里很多都是回头客。

 +81 3 3261 3939  www.sakura-hotel.co.jp/  info@sakura-hotel.co.jp  2-21-4 Kanda-Jimbocho,
东京

 by Booking.com 

山之上酒店 

"尊贵、传统、好客"

山之上酒店鸟瞰着明治大学，这里也被称为憶良酒店。这里从30年代开业以
来，就一直以好客著称，日本著名作家三島由紀夫也经常到这里居住。今天
，这家酒店艺术式的家具和宽敞的房间依然吸引着很多文人墨客。

 +81 3 3293 2311  www.yamanoue-
hotel.co.jp/

 service@yamanoue-
hotel.co.jp

 1-1 Surugadai Kanda, 东京

 by Booking.com 

东京新大谷酒店 

"一级奢华"

400歳を数える素晴らしい日本庭園を、麦わら帽子のような回転レストラン
を冠した星形の本館、そびえたつタワー、別館ガーデン・コートが囲む。こ
のクラスのホテルにふさわしいエレガントな室内。スタッフのサービスも
行き届いている。英語も可。日本一の部屋数を誇るホテル。這家飯店圍繞
著有400年歷史的日式庭園而建。星型主大樓設有一間旋轉餐廳，不過，位在
南端且為後來才增建的塔樓花園庭院如今搶走了該大樓的許多丰采。飯店的
客房裝飾典雅，呈現出這家飯店的高品味。服務人員十分友善且會說英語。

 +81 3 3265 1111  www.newotani.co.jp/en/tokyo/  4-1 Kioi-cho, 东京

 by Booking.com 

蒙特利赤坂酒店 

"经济实惠的舒适"

蒙特利连锁酒店以提供古老欧洲风格的环境和舒适为傲，赤坂分店也不例外
。酒店位于三个火车站的步行距离之内，方便前往东京的许多主要目的地，
包括银座，新宿和原宿。蒙特雷赤阪酒店同样适合休闲和商务客人。房间很
小但保存得很好，工作人员会说一些英语。在东京的心脏是一个很好的价值
选择。

 +81 3 3401 7111  www.hotelmonterey.co.jp/akasaka/  4-9-24 Akasaka, Minato-ku, 东京

http://www.flickr.com/photos/prayitnophotography/7047162697/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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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ooking.com 

新伊豆酒店 

"舒适和设施丰盛"

为了方便起见，新伊豆接近上野的购物，餐饮和文化景点很难被打败。夹在
小型办公楼之间，这个不起眼的酒店没有五星级的奢侈品，但它的房间不可
否认的舒适。另一方面是邻里的无限分心，从廉价的餐馆到中等价位的餐馆
和酒吧，室外便宜的集市，室内百货商店，公园和博物馆到柏青哥厅。从成
田机场乘坐Keisei Skyliner一个小时即可到达上野的铁路枢纽，步行5分钟
即可抵达新伊豆的家门口。在双人间或三人间（西式或日式）入住3晚或以上
连续入住的客人可享有折扣。 - 布兰登·威

 +81 3 3831 8666  www.izuhotel.co.jp  info@izuhotel.co.jp  3-13-1 Higashiuneo, 东京

 by Booking.com 

日本的亚洲中心 

"为预算旅客"

这是一个明智的斯巴达酒店，自20世纪70年代初以来一直为低消费的旅客提
供带或不带浴缸的客房。价格取决于床的面积和大小。客人大多是学生，游
客和短期商务旅客，他们觉得中心朴实无华，非常好客。英语和几种亚洲语
言一样都是用英语说的。有一个适度的餐厅，酒吧和小吃休息室。在夏季，
中央露台成为啤酒花园。小会议可能在两个会议室举行。价格便宜的自助餐
厅和有限的停车位可供客人使用。

 +81 3 3402 6111  www.asiacenter.or.jp/  reserve@asiacenter.or.jp  8-10-32 Akasaka, 东京

 by Booking.com 

Hotel Listel新宿酒店 

"东新宿的便宜的宿舍"

酒店Listel是相当便宜的这种规模的酒店。酒店位于新宿，离歌舞伎町娱乐
区不远，从东京中部的金融和商业区出发，交通便利，舒适，干净，相对宽
敞。所有房间都是西式风格。

 +81 3 3350 0123  www.listel.co.jp/  shinjuku@listel.co.jp  5-3-20 Shinjuku, 东京

 by Porto Bay Trade   

新宿太阳道广场饭店 

"安静的新宿酒店"

这家酒店距离新宿站仅有3分钟的步行路程，为家庭和商务旅客提供优质的日
式款待和舒适的住宿。购物和娱乐区域方便，位于新宿都市中心的一个安静
的地方。客房设计高效，空间有限。四家餐厅，商务服务中心，美容院和药
店 - 所有这些都是为了您的舒适。

 +81 3 3375 3211  sunrouteplazashinjuku.jp/  Shibuya 2-3-1, 东京

东京京王广场酒店 

"新宿的国际酒店"

东京京王广场酒店在70年代的时候曾经是东京最高的建筑。80年代在这区域
不断有新酒店进驻，竞争越发激烈。今天，这家酒店以传统的日式风格房间
和西式布局著称。在西面的房间还可以欣赏到独具现代感的东京政府办公大
楼。

 +81 3 3344 0111  www.keioplaza.com/  2-2-1 Nishi-Shinjuku, 东京

http://www.booking.com/hotel/jp/tokyo-ueno-new-izu.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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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cityseeker.com/zh/tokyo/25797-新宿太阳道广场饭店
https://cityseeker.com/zh/tokyo/26295-东京京王广场酒店


 by Booking.com 

东京新宿华盛顿酒店 

"高级市区酒店"

透過這間商務飯店的小玻璃窗，可以一覽東京市最令人屏息讚嘆的美景。樓
層較高的房間通常是最熱門、需求量最高的。飯店本身有點屬於上流社會階
級，但對於其設備齊全、節省空間的住宿環境，提供了蠻不錯的價格。住房
登記設備是設在三樓大廳的全自動的鑰匙販售機器。因著方便到附近的電子
區購物，這家飯店也成為了一個搶手的選擇。

 +81 3 3343 3111  www.shinjyuku-wh.com/  webmaster@shinjyuku-
wh.com

 3-2-9 Nishi-Shinjuku, 东京

 by Booking.com 

胶囊土地涩谷 

"太多卡拉OK？"

无论您是否将蜡烛烧得过于璀璨，或者您正在寻找独特的日本体验，在东京
，入住胶囊酒店是必尝之举。传统上由商人们使用，或者错过了最后的火车
之家，或者太醉了，胶囊旅馆为个人提供廉价，基本，微小的住宿。涩谷胶
囊有所有的基本 - 性别隔离的更衣室，控制面板在胶囊，电视和，很好，免
费咖啡的客人。客房通常为1米x 1米x 2米。距离涩谷站也只有几步之遥，将
客人置身于东京的中心。完全值得你的时间晚上 - 除非你患有幽闭恐惧症。

 +81 3 3464 1777  1-19-14 Dogenzaka, 东京

 by Prayitno   

花园旅游酒店 

"舒适而干净"

花园旅游酒店就位于东京最著名的婚礼教堂对面。这里外墙装饰虽然平凡，
但室内装修很有艺术气息。这家酒店可以追溯至1931年（这里的装饰风格也
是该年代的），但这里几年前重新装修。房间舒适，价格合理。

 +81 3 3491 4111  1-8-1 Shimo-Meguro, 东京

 by Booking.com 

第一池袋酒店 

"当地的商务酒店"

Daiichi Inn酒店位于池袋（Ikebukuro）购物和娱乐区，为商务旅客提供热
情好客，干净而便宜的住宿。附近的火车线路和地铁网络可以方便地到达东
京和东京市中心的东北部和西部。只有西式风格的客房，装饰和家具有点老
式，但都配有私人浴室和基本设施。

 +81 3 3986 1221  www.hankyu-hotel.com/cg
i-bin2/cms2/index_en.cgi
?hid=11diikebukuro

 icike@msj.biglobe.ne.jp  1-42-8 Higashi-Ikebukuro,
东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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