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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站 

"在东京上下班"

东京站位于城市的东部，处理着大量的南北，东，西的通勤列车。所有列车
都是颜色编码，以匹配他们运行的线路。大多数线路运行本地，快速和快车
。东京站也是运行到全国各地的子弹头列车的终点站。这些门票可以在所有
主要的JR车站在Midori Madoguchi（绿色窗口）购买。最好提前预订座位。

 +81 50 2016 1603  www.jreast.co.jp/e/index.html  1 Marunouchi, 东京

 by 663highland   

东京国际论坛 

"艺术的绝佳场所"

东京国际论坛是音乐，戏剧舞蹈表演，电影和艺术展览的绝佳场所。它由四
座建筑组成，每座都有自己的场地大厅。现场表演通常在A厅和B厅举行。设
施非常棒，包括各种各样的迎合各种美食的餐厅。音乐会有时也在下午和晚
上上演。

 +81 3 5221 9000  www.t-i-forum.co.jp/  forumpr@t-i-forum.co.jp  3-5-1 Marunouchi, 东京

 by Public Domain   

国会议事堂 

"日本的政治中心"

国会议事堂始建于1936年，高约65.5米（215英尺），占地103平方米（1108.
7平方英尺）。有两个免费参观，第一个由众议院提供（这个旅游不提供周六
，周日和节假日），第二个由议员提供。在这些旅游中，您将看到国会议事
堂大厅，会议厅和中央大厅。如果你不到九人，你不需要提前预订。

 +81 3 5521 7445  www.sangiin.go.jp/eng/index.htm  1-7-1 Nagatacho, 东京

 by GusbellSStudio   

东京铁塔 

"东京的埃菲尔铁塔"

建于1958年，东京塔高达332米（1092尺），比埃菲尔铁塔还要高13米（42尺
）。这里总共有两个瞭望台，让游客可以饱览东京美景，在晴天的时候，还
可以在这里看到富士山。这里的主瞭望台高150米（492尺），而特殊瞭望台
则高250米（820尺）。东京塔用了164盏灯来装饰：冬天灯饰是橙色的，而夏
天则是白色的。在塔内你还可以找到东京塔蜡像博物馆、神秘步行区和骗子
艺术画廊。

 www.tokyotower.co.jp/en/  info@tokyotower.co.jp  4-2-8 Shiba-Koen, Minato City, 东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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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Takanori Nakanowatari 

Kyu-Iwasaki-tei花园 

"传统保留"

岩崎家族于1886年创立的广大岩崎遗产是重要的文化遗产。它有一个美丽的
西式住宅，一个王子般的日式房子和广阔的花园。 “kinkarakawa纸”（金
皮制纸工艺）的工艺几乎消失。但是，如果你参观奎岩崎花园，你会看到在
花园的墙上的这个工作。免费为居住在东京的Jr.高中和小学生。

 +81 3 3823 8340  1-3-45 Ikenohata, 东京

 by Gussisaurio   

阿卡蒙（红门） 

"优雅的国宝"

东京大学的象征，优雅的阿卡蒙也是重要的国家文化瑰宝。第十三代将军Ien
ari的女儿Yasuhime于1828年前往武士Maeda家族访问，因其美丽的朱红色而
得名，其屋檐依然保留着前田家族的徽章。当你在场的时候，停下来考虑一
下这个有百年历史的杰作。

 +81 3 5321 3077  www.u-tokyo.ac.jp/en/whyutokyo/h
ongo_hi_007.html

 7-3-1 Hongo, University of Tok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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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kanotomoaki   

彩虹桥 

"东京湾上漂亮的桥梁"

彩虹桥因其五彩缤纷的灯光而得名，从芝浦码头跨越海湾到东京顶级的餐饮
区之一台场。由8条车道和2条铁路组成，桥上还设有行人天桥和观景塔。这
座悬索桥于1993年开放，长918米，两塔间距570米。另一种看这座壮观桥梁
的方式是从新桥出发的Yurikamome单轨铁路线上行驶。或者你可以搭乘从日
出码头前往浅草的游船。

 +81 3 3201 3331 (Tourist
Information)

 www.japan.travel/en/spot/371/  Tokyo Wan Aqua-Line Express 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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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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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Kazuhisa OTSUBO   

根津博物馆 

"一流的美术"

这里是另一个商人的收藏品（根津一郎1860-1940），已经成为一流的博物馆
。很好代表的是日本的传统艺术作品。这个博物馆因14世纪的“那智瀑布”
（Nachi Waterfall）的绘画，屏风（Korin的虹膜）和茶具而广为人知。宋
元和中国王朝的绘画也有很好的收藏。

 +81 3 3400 2536  www.nezu-muse.or.jp/sp/  info@nezu-muse.or.jp  6-5-1 Minami Aoyama, 东京

 by scarletgreen   

冈本太郎纪念馆 

"艺术家的视野"

冈本太郎纪念馆是大艺术家冈本太郎的作品。宏伟的雕塑和绘画填补了博物
馆。这个博物馆是他的房子和工作室，他创造了许多着名的艺术品。在这里
您还可以看到罕见的手稿，也举办各种展览。他奇怪的艺术品会刺激你的创
造力。

 +81 3 3406 0801  www.taro-okamoto.or.jp/  museum@taro-
okamoto.or.jp

 6-1-19 Minami-Aoya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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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ar   

新宿站 

"世界上最繁忙的火车站"

世界上最繁忙的火车站，新宿站每日处理约四百万人次。日本铁路东，小田
急，庆应义塾和西武新宿是一些私人公司在这个终端进出的列车。车站挤满
了酒吧，餐馆，一些百货公司，以及销售一切东西的亭子，从领带到组织。
硬币储物柜也可用。这里最值得担心的是人群，但除了星期六晚上之外，他
们一般都是有序的。

 www.shinjukustation.com/  3 Shinjuku, Shinjuku-ku, 东京

 by Markus Leupold-
Löwenthal   

东京都厅大厦 

"飙升的公民的骄傲"

这座建于丹绒的Kenzo设计的建筑拥有两座独特的高楼，是2006年以前东京最
高的建筑，直到2006年，它失去了对Midtown Tower的称号。该大楼于1990年
12月完工，由于有三个独立的部分，占据了三个城市街区，其设计看起来就
像一个电脑芯片。这座建筑本身非常漂亮，甚至更好 - 那里有免费的观景台
，游客在白天和晚上都可以看到令人难以置信的城市景观。 TMGB的目的是庞
大的，适合建筑物的大小和规模;在这里，23个病房以及东京的所有城镇和乡
村都受到管理。

 +81 3 5321 1111  www.metro.tokyo.lg.jp/english/in
dex.html

 2-8-1 Nishi-Shinjuku, 东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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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Kazuhiro Ishii   

江户东京露天建筑博物馆 

"过去完成时"

有没有想过几十年前日本的房子和商店呢？那么，这是你获得知识的机会。
东京的大部分建筑遗产在关东大地震和二战爆炸事件中被摧毁。为了取回过
去，东京都政府在1993年建立了江户东京博物馆（Tatemono en）（露天建筑
博物馆）。该博物馆有27栋（沿着四条街道的计划）沿着小街道从江户中期
到昭和中期的建筑时间线。不要错过藤岛家庭的茅草屋顶农舍，旧邮箱，上
野消防局的望楼顶部以及银座砖头的砖头。走过街头，历史课！江户东京露
天建筑博物馆每周一关闭（周一是国定假日，第二天关闭。）

 +81 42 388 3300  www.tatemonoen.jp/  3-7-1 Sakuramachi, Kogan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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