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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ooki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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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rto Bay Trade   

文华东方酒店 

"戏剧性的天际线景观"

文华东方酒店的高光泽玻璃视野几乎可以满足任何地方的东京美景。位于金
融中心的普通话为希望旅行或做生意的访客提供了便利条件。客房内的正式
墙壁被玻璃所取代，给装饰带来未来的感觉。高于东京街道，水疗中心的设
计是给人一种至高无上的感觉。餐馆，茶馆，酒吧和美食店都有美味的食物
和美味的亚洲美食。文华东方认为，放松的业务是严肃的事情。

 +81 3 3270 8800  www.mandarinoriental.co
m/tokyo/

 motyo-
reservations@mohg.com

 2-1-1 Nihonbashi
Muromachi, 东京

 by Kakidai   

科学博物馆 

"奇妙的科学世界"

学校的孩子们总是喜欢1964年开放的这个博物馆的互动展示。博物馆的目的
是让参观者有机会了解科学技术的变化。最近在五楼加入了一个名为“宇宙
”，“力学”，“作品”，“访问”，“幻觉”，“光学”和“定向运动”
乐趣“。

 +81 3 3212 8544  www.jsf.or.jp/  2-1 Kitanomaru-koen, 东京

 by _Alicja_   

东京动漫中心 

"当前动漫展"

东京动漫中心以动漫闻名的地方展出了日本动漫的稀有资料。在这些展览
中，您可以看到原创插图，制作材料和宣传片。还有一家商店，在那里你可
以得到独家的物品，如T恤，海报，等等。如果你对目前的日本动漫感兴趣，
这个地方值得一看。请注意，展览会定期更换。

 +81 3 5298 1188  animecenter.jp/  4-14-1 Sotokanda, Akihabara UDX
parking, 东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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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LuxTonnerre   

东京圆顶游乐园 

"全套娱乐设施"

东京圆顶游乐园对很多游客来说就像是梦想成真一样。这里有所有你想到或
想不到的娱乐设施，一天恐怕也不能玩尽。这个游乐场以像跳楼机和雷电海
豚这样的机动游戏而著称。如果想放松一下的话，到这里的水疗中心享受一
下。这里还有大型购物商场和众多商店等着你。如果有一点饿的话，这里还
有很多餐厅食肆任君选择。

 +81 3 5800 9999  www.tokyo-
dome.co.jp/en/tourists/

 1-3-61 Koraku, Bunkyo City, 东京

 by Toshihiro Oimatsu   

气体科学中心 

"理想的实地考察学生"

虽然1872年日本的第一批煤气灯在横滨亮起，但是东京煤气在1986年建立了
这个中心，以纪念其成立100周年。参观者可以了解未来的天然气使用计划，
并了解当今用于生产和输送天然气的技术。诸如“甲烷微观世界”，“天然
气液化与运输”，“化石燃料与全球环境”，“城市燃气生产”等展品都是
中小学儿童实地考察的实例。

 +81 3 3534 1111  www.gas-kagakukan.com  6-1-1 Toyos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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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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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oller Coaster
Philosophy   

花宅地游乐场 

"怀旧的机动游戏，无尽的欢乐"

如果想跟孩子享受一下怀旧的机动游戏和表演的话，不妨到这里看看。这里
有建于1953年的过山车，但到今天仍然非常受欢迎。这里的高科技表演一定
会让你惊喜万分，所以要现在开始做观光的安排！

 +81 3 3842 8780  www.hanayashiki.net/  2-28-1 Asakusa, 东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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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keith ellwood   

东京玩具博物馆 

"有趣的儿童博物馆"

自博物馆建成以来，东京玩具博物馆东京四谷一直深受喜爱。它展示了大约
一万五千件作品，如来自世界各地的玩具和来自日本的传统玩具。游客可以
玩博物馆里的大部分玩具。这将是一个与家人共度美好时光。如果你想了解
更多，请检查网站。

 +81 3 5367 9601  www.goodtoy.org/ttm/  yotsuya@art-play.or.jp  4-20 Yotsuya, 东京

 by Shadowgate   

东京把戏艺术博物馆 

"有趣的技巧绘画"

东京特技艺术博物馆位于岛购物中心的四楼，正在等待您的光临。有很多有
趣的画作。这些画会欺骗你的视线;好像你正在进入他们。拍照是一种与朋友
和家人分享这种感觉的好方法。这个博物馆还有一个商店，在那里你可以买
到许多奇怪而有趣的物品。

 +81 3 3599 5191  www.trickart.info/engli
sh/index.html

 infomail@trickart.info  1-6-1 Daiba, Minato City,
Decks Tokyo Beach 4th
Floor, 东京

 by axonite   

索尼探索科学 

"令人兴奋的科学中心"

索尼探索科学是一个令人愉快的博物馆，每一代。在这里，您可以了解适用
于视频游戏，音乐和电影的科学技术。在讲习班上，孩子们可以通过制作和
拆卸小工具来加深对科学技术的理解。这个博物馆拥有许多连接光线，声音
和娱乐的教育景点;他们也会让你通过这些景点了解人体的感官。

 +81 3 5531 2186  www.sonyexplorascience.jp/englis
h/index.html

 1-7-1 Daiba, 5th Floor, Aqua City
Odaiba East, 东京

 by Daria-Yakovleva   

糖果 

"对于那些甜的牙齿"

这个小巧的糖果店，便利地靠近猫街上的Kiddyland，出售手工糖果并展示生
产过程。沿玻璃隔断的一面墙上有一个柜台，可供三，四个人揉捏，滚动甜
美多彩粘性甜点。当糖果被塑造和设置时，它们在商店中以小袋子或玻璃瓶
销售。 - 啊

 +81 3 6418 8222  candy-showtime.com/cat-street/  6-7-9 Jingu-mae, (Harajuku Cat
Street), 东京

 by Ian Muttoo   

MEGAWEB 

"丰田陈列室和巨型摩天轮"

在20世纪80年代的泡沫经济时代，位于东京湾的一个巨大的填海区域的台场
，MegaWeb不仅拥有丰田最新车型和小型汽车博物馆的展示区域，还拥有世界
上最大的摩天轮。在未来世界窥视未来。这个地区在时髦的年轻人中很受欢
迎，所以期待周末的人群和排队。

 +81 3 3599 0808  www.megaweb.gr.jp/about/english.
html

 1-3-12 Aomi, Koto City, 东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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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ulleo   

高达阵线东京 

"体验高达世界"

位于Divercity东京广场的七楼，高达前线东京是你可以在那里享受高达（受
欢迎的日本机器人动画）世界许多景点和展览。这些展品包括东京枪炮展（
从1980年到现在的高达塑料模型展示），存档柜台（一个带触摸屏的检索机
）和人物照片斑点（一个可以拍摄真人大小的照片的展台）字符）。在商店
里，你可以购买独家商品。在教育的下午，请查看高达阵线东京。

 +81 3 6426 0780  www.gundam-base.net/  1-10 Aomi, Koto City, Diver City
Tokyo Plaza 7F, 东京

 by fietzfotos   

潜水员城市东京广场 

"全天购物"

位于台场，面向高达真人大小的模型，七层Diver City东京广场拥有Old Nav
y，优衣库，Lacoste，Adidas和Diesel等所有领先时尚品牌。在一楼，有一
个美食广场，六楼有更多的正式餐厅，供应各种世界食品。第一次到日本的
游客可以在女佣咖啡馆偷看独特的体验，或者预约探索日本动画电视连续剧
的商店/展览高达阵线东京。更多的普通娱乐选择包括网球和保龄球。有一个
交换局，有些商店可免税购物。餐馆比精品店晚开放。

 +81 3 6380 7800  mitsui-shopping-
park.com/divercity-tokyo/

 1-1-10 Aomi, 东京

 by dalbera   

PUK木偶剧院 

"儿童的好地方"

在东京，对于各个年龄段的儿童和成年人来说，也不可能比PUK木偶剧院更好
。这个精致的小剧场坐落在106个座位上，每天10点30分和2点的木偶戏，每
周都会有所变化。还有一个小展厅，展示千古不凡的木偶图片以及一些玩偶
。木偶戏和其他木偶戏配件在每个演出期间开放的小商店出售。

 +81 3 3370 3371  www.puk.jp/  puppet@puk.jp  2-12-3 Yoyogi, 东京

 by Jason Ruck   

Miraikan（国家新兴科学与创新博物
馆） 

"有趣的科学世界"

Mirakan的原则如下：传播科学，培养新一代科学家，建立联系。在这里，您
可以体验到科学的辉煌世界。来探索DNA和染色体的观察，创造空间探索者的
模拟，以及3D技术展览。还有一个卖独特的东西的科学商店，如euglena（细
胞形状）饼干和DNA提取成套工具。

 +81 3 3570 9151  www.miraikan.jst.go.jp/en/  2-3-6 Aomi, 东京

 by Ed Bierman   

阳光水族馆 

"神奇的屋顶水族馆"

阳光水族馆位于池袋站附近的阳光城。你可以看到海狮在室外水箱里游泳。
有几乎每天的表演类型海狮表演，潜水员的水下表演，和一些不同的动物喂
养表演。看完水族馆后，您可以在咖啡厅休息一下。在这个水族馆周围，有
许多商店，餐馆和景点，比如一个大型游乐场和一个天文馆，所以你可以花
一整天的时间玩乐。

 +81 3 3989 3466  sunshinecity.jp/en/aquarium/  3-1-1 Higashi-Ikebukuro, Toshima
City, 东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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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cocoparisienne   

公民广场 

"全季滑冰"

公民广场有一个国际标准的溜冰场，您可以全年享受滑冰的乐趣。他们还为
所有能力的滑冰选手提供滑冰课程，从初学者到高级。西铁城广场不仅有溜
冰场，还有网球场，保龄球馆和室内练习场。你可以和你的朋友和家人度过
美好的时光。想要参加许多有趣的活动，请查看Citizen Plaza。

 +81 3 3363 2211  www.citizen-
plaza.co.jp/index.html

 4-29-27 Takadanobaba, 东京

 by Naoto Takai   

东京海上生活公园 

"一个必须的海"

这个玻璃圆顶水族馆是一个广阔而多彩的海洋生物的家园。除了鱼，你还可
以看到企鹅和其他海鸟。这个水族馆里装满了2,200吨（1,995,806公斤）的
水，它们栖息着极地地区的Bulhead Notothen和印度洋的绿叶海龙。东京海
上生活公园旨在展示来自世界各地的各种各样的海洋生物，以最适合自然环
境的栖息地。

 +81 3 3869 5152  www.tokyo-
zoo.net/english/kasai/index.html

 6-2-3 Rinkai-cho, Edogawa, 东京

 by Booking.com 

东京湾希尔顿酒店 

"靠近东京迪斯尼乐园"

东京湾希尔顿酒店近期经过重新装修，位于东京迪士尼乐园附近，拥有11层
一流的度假式住宿。对于商务旅客，它提供了成田机场和幕张会展中心的便
利交通。房间宽敞，窗户可以欣赏到东京湾或迪斯尼主题乐园的壮丽景色。
你也可以在这里找到几家很好的餐馆。

 +81 47 355 5000  www1.hilton.com/en_US/hi/hotel/T
YOTBTW-Hilton-Tokyo-Bay/index.do

 1-8 Maihama, Urayas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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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Okwhatev at
en.wikipedia   

东京迪斯尼海洋 

"一个惊人的探险世界"

东京迪士尼海洋乐园于2001年9月开始，在短时间内成为日本最受欢迎的景点
。这个公园是东京迪士尼度假区内的第二个开放式公园，特别引人入胜的地
中海港口，纽约港和阿拉伯海岸以及神秘岛和美人鱼礁等迷人景点令人着迷
。在这个广受欢迎的主题公园，着名的景点是在公园入口处的地球形状巨大
的Aqua Sphere喷泉和中央火山普罗米修斯（Mount
Prometheus）。东京迪士尼海洋可以真正享受所有年龄段的孩子。

 +81 570 00 8632  www.tokyodisneyresort.jp/tds/  1-1 Maihama, Tokyo Disney Resort,
Urayas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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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dailyinvention   

长谷川町艺术博物馆 

"最喜欢的孩子们的乐趣"

来自绳文陶器的愉快的喘息机会将会是长谷川镰刀的明亮和吸引人的漫画剧
目的访问。她是日本最受欢迎的漫画之一Sazaesan的作者。她的作品中的所
有人物都是以海产品命名的，她以人们的视角来描绘战后的社会状况。
Machiko Hasegawa已经开设了一个博物馆，不仅展示她自己的作品，还展示
了她个人收藏的西洋作品 -
包括一件Chagall作品！一间视听室为孩子提供娱乐，是观众的支柱。

 +81 3 3701 8766  www.hasegawamachiko.jp/  1-30-6 Sakurashinmachi, 东京

 by Public Domain   

Haginaka公园游泳池 

"有趣的游泳池！"

这个游泳池位于Haginaka公园。有两种泳池，第一种是室内泳池，第二种是
室外泳池（只在夏季开放）。在这里，你可以享受水上滑梯，游泳池和懒洋
洋的河流。规则和入场费根据季节而有所不同，所以请务必查看网站上的时
间表和入场费。

 +81 3 3741 2155  haginaka.kbm.cc/index.html  3-26-46 Haginaka, Ota City, 东京

 by User:TokyoMontana   

杉并动画博物馆 

"免费动漫博物馆"

杉并动画博物馆是第一个推广日本动漫文化的博物馆，每一代都有教育和互
动的展览。在这里你可以学到很多关于动漫的知识，比如动画的历史，动画
的原理，制作的过程以及制作简短的动画的经验。他们还举行放映，按照时
间表每天有4个标题。

 www.sam.or.jp/home.php  3-29-5 Kamiogi, Suginami Kaikan, 3rd Flo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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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blic Domain CC0   

小金井公园（小金井公园） 

"樱桃布鲁恩恩"

小金井公园在3月和4月的樱花季节期间最受当地人欢迎 -
园内有超过1000棵樱花盛开，美丽，历史感强烈。 1737年，第一棵樱桃树被
种植在公园里，参观了小金井朝圣的地方。这也是一个伟大的公园带你的孩
子 - 你可以按小时租用自行车，并在许多路径周围循环。还有一个人造草皮
山丘，冒险的tykes可以雪橇。

 +81 4 2835 5611  www.tokyo-park.or.jp/park/format
/index050.html

 1-13-1 Sekinocho, 东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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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geishaboy500   

Tamarokuto科学中心 

"互动科学博物馆"

这个博物馆可以帮助你加深对科技的理解。在这里，您可以了解科学的各个
主题，如人体，科技，能量和自然。你也可以享受天文馆和圆顶剧院。在博
物馆商店，你可以购买化石，科学期刊和科学工具包。你一定能在这里和家
人度过美好的时光。

 +81 42 469 6100  www.tamarokuto.or.jp/  info@tamarokuto.or.jp  5-10-64 Shibakubocho, 东京

 by stanvpetersen   

WAI游泳池 

"水景点嘉豪！"

Pool WAI有五种泳池和三种水滑梯。这个水景是位于读卖乐园游乐园。在这
里，您不仅可以享受水上景点，还可以享受过山车和摩天轮等其他景点。
游泳后，你可以在美食广场吃点东西。这个游泳池禁止有纹身的人进入。
WAI泳池仅在夏季开放。

 +81 044 966 1111  yomiuriland.com/en/pool-wai/  4015-1 Yanokuchi, Yomiuri Land,
东京

加入我们:

cityseeker.com

条款及条件  |   隐私政策  |   应用程序接口  |   联系我们  |   版权 2022 CITYSEEKER

Powered by TCPDF (www.tcpdf.org)

http://www.flickr.com/photos/geishaboy500/2068523744/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2.0/deed.en
https://cityseeker.com/zh/tokyo/813061-tamarokuto科学中心
https://pixabay.com/photos/funfair-teacups-amusement-park-2369937/
https://pixabay.com/service/license/
https://cityseeker.com/zh/tokyo/811029-wai游泳池
http://cityseeker.com
https://cityseeker.com/doc/wCities - Terms of Service 2012.doc
https://cityseeker.com/doc/wCities-Privacy_Policy.doc
http://wcities.com/
https://cityseeker.com/san-francisco/about-us
http://www.tcpdf.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