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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dakura喷泉公园 

"休息和放松的地方"

这个公园的喷泉是为了纪念现任日本皇帝的婚姻而创造的。这个地方是在东
京的人们的宝贵的绿色公园。这是一个带你的家人的好地方。在公园散步后
，您可以在附近的餐厅享用午餐。到了晚上，这个公园的喷泉点亮了，所以
你可以在你的眼前欣赏一场雄伟的水上表演。

 +81 3 3213 0095  www.env.go.jp/garden/kokyogaien/
1_intro/his_07.html

 3-1 Kokyogaien, 东京

 by Leishangthem   

日比谷公园 

"从银座分钟"

上个世纪，这是日本军队的阅兵场，现在这个国家第一个西式公园已经成为
一个疲惫的工人的绿洲，阳光明媚的日子聚集在午餐时间，几分钟的休息压
力。在周末，这个地方在求婚夫妇中很受欢迎。公园靠近皇宫，距离银座仅
几步之遥，还设有图书馆，公共网球场，餐厅，花店和经常举办音乐会的露
天舞台。

 +81 3 3501 6428  1-6 Hibiya Koen, 东京

 by No machine-readable
author provided. Fg2
assumed (based on copyright
claims).   

小石川后乐园 

"迷人的老花园"

这个迷人的花园最初创建于1629年，是一年中任何时候访问的令人愉快的地
方。后乐意味着“享受后”，花园被设计成一个安静，沉静的沉思的地方。
它的大小只有原来的四分之一，但中心的山坡和迷人的池塘确保它像以前一
样迷人而美丽。这个城市指定它作为一个特殊的美丽的地方;去享受它自己。

 +81 3 3811 3015  www.tokyo-park.or.jp/  1-6-6 Koraku, 东京

 by Carpkazu   

上野公园 

"可爱的荷花池"

位于上野山上，这座公园在1873年就对外开放，是东京第一个公园，这里有
数家世界级的博物馆、动物园、寺庙、可租船的湖、历史纪念碑和数百棵樱
花树，还有一个可爱的荷花池。上野公园，是东京最大的公园，这里有众多
景点，一天恐怕也不能游玩尽兴。不妨每个季节都到上野公园来欣赏这里四
季之美。

 +81 3 3828 5644  www.kensetsu.metro.toky
o.jp/jimusho/toubuk/ueno
/en_index.html

 S8000426@section.metro.t
okyo.jp

 Ueno Park, Taito City,
东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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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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_*   

台场海滨公园 

"沙滩公园"

如果你想看到东京美景，这是最好的地方之一！有一个人工沙滩，你可以看
到东京的日落和夜景。在这个春天，你可以在这个公园的街道上看到樱花。
在夏天，你可以看到台场烟花事件。你可以在任何季节享受这个地方！

 +81 3 5531 0852  1-4 Daiba, 东京

 by No machine-readable
author provided. Fg2
assumed (based on copyright
claims).   

六义园 

"诗歌创作"

Rikugien是东京最受人喜爱的花园之一，它启发了近四个世纪的诗歌，实际
上也包含了诗歌的内容。传统瓦卡诗歌的88幅风景在这里被巧妙地重新创造
，在24英亩的巨大地区内。以江户时代的传统开style风格布置，围绕中央池
塘的小径，以及作为特征的小山丘。这是一个神奇的地方，坐在长凳上，看
着枫叶的光泽铜，或放松在常绿的树荫下。

 +81 3 3941 2222  www.tokyo-park.or.jp/  6-16-3 Honkomag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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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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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市森林公园 

"有许多景点的大公园"

这个大型公园富有自然，拥有许多大树。在公园有几个景点，孩子们可以享
受。夏季，Jyabu-jyabu池塘开放。在这里，孩子们可以享受一些小型的水上
景点，比如游泳和划船游戏。免费活动每月举行两次，所以您可以欣赏树木
，并与家人一起参加工作坊。

 +81 3 3792 3800  2-7 Koyamadai, 东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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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神公园 

"美丽的公园和一个池塘"

石神公园是一个隐蔽，宁静的公园。你可以在东京安静的地方感受大自然的
美丽。位于这个公园内的Sanpoji池塘。在那附近，可以欣赏到许多绿色的水
生植物。此外，这个公园是一个很好的观鸟场所。野鸟有很多种，所以很多
人来这里看他们。您可以在这个自然公园享受宁静的下午。

 +81 3 3996 3950  1-26-1 Shakujiidai, 东京

 by Kakidai   

井之头公园动物园 

"划船"

这个公园距离时尚而年轻的吉祥寺（Kichijoji）只有15分钟的步行路程，足
以让您有一整天的兴趣。有一个大池塘，你可以划桨出租船，一个动物园，
在那里你可以宠物一些笼中的动物，与家人和朋友的棒球或飞盘游戏的游乐
场设施，足够的空间和绿色的理想野餐。周末的地方甚至与街头音乐家和艺
术家一起活着。
Inokashira公园也是三月下旬/四月初观赏樱花的主要景点之一。

 +81 422 47 6900  www.kensetsu.metro.toky
o.jp/jimusho/seibuk/inok
ashira/en_index.html

 S0200219@section.metro.t
okyo.jp

 1-17-6 Gotenyama,
Musashino City, 东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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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