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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东京既是日本流行文化的发源地，也是皇室传统和家族制度牢固生根的地方。这座城市让离经叛

道者心生向往，同时每个人的个性又总会和传统的小团体联系在一起。全盘接受，充分融合，奇

异混合，归于最简单，这就是质感的东京。

作为亚洲第一大城市，世界第二大城市，东京不但承担着重要的经济作用，也同样拥有着悠久的

历史和独到的日本气息。在这样一个繁华、喧闹而又不失秩序的城市里，如果你只看到了霓虹的

绚烂，人生的鼎沸，那只能说你所了解的只是这个城市的一半。

东京都也许不会有京都那样的厚重历史感，但如果你想了解这个国家，了解东瀛文化，你就不得

不从它开始。当你漫步在银座、秋叶原的街道，感受着现代、时尚为我们的生活创造的奇迹时，

请一定也不要忽略了浅草，金阁淡淡的江户风情。 

(图片由网友  @樱桃小丸子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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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行前准备

   

1、手续办理

1)    如何办理护照

1.携带身份证或户口本到当地的出入境管理部门领取《中国公民因私出国（境）申请审批表》。

（参团旅行者可在参团旅行社领取）

2.填写申请表。（必须使用黑色或蓝黑墨水，自己清楚，不能涂改）

3.提交申请。（需携带本人身份证或户口本原件和户口本首页、本人资料页、变更页及身份证复

印件；填写好的申请表原单；彩色照片一张，200元工本费）

4.领取护照。（在相关部门受理、审批、制作和签发后，大约14个工作日，携带本人身份证或户

口本、领取护照回执单进行领取）

2)    签证

签证，是一个国家的主权机关在本国或外国公民所持的护照或其他旅行证件上的签注、盖印，以

表示允许其出入本国国境或者经过国境的手续，也可以说是颁发给他们的一项签注式的证明。

如何办理

为了达到日本旅游业发展的目的，日本进一步放宽了旅游签证的办理条件，依照当前的最低标准

，月入五千者均可办理自助游签证。1次有效的签证手续费为200元，多次有效签证为400元。根据

政策变化价钱会有所浮动。

 基础材料

个人报名表（身份证号码，家庭地址及电话，工作单位及电话，职务等真实信息）。电话为现单

位和现住址真实座机电话，以备领事馆确认。

签证申请表（申请人本人填写、申请人签名须与护照上的签名一致）。

本人因私护照，大2寸白底彩色近期护照像2张（照片后写明本人姓名），本人身份证复印件，全

家户口本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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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职证明学生、退休人员可用学生证、退休证原件代替。

本人所在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及公司简介。

固定资产，证明。（本人存款证明5万以上及房产证、存折复印件、私人汽车购买证明等）。 

   

2、货币

日常交易以现金为主。酒店和高级餐厅接受信用卡，而很多商店和服务行业都不接受，所以出发

去东京之前最好在国内兑换好日币。随身携货币。带大额现金通常是安全的。每天在吃饭，火车

票和门票上面的平均消费大概在￥5000和￥8000。

流通货币：

日本的货币是日元（￥），硬币面值有￥1，￥5，￥50，￥100，￥500，纸币有￥1000，￥2000，

￥5000和￥10,000，一些自动售货机不接受新发行的￥500硬币。

旅行支票：

银行和大多数酒店的手续费略有不同，所有知名公司的支票都可以兑换，不过面值为日元或美元

的比其他货币的支票更容易接受。

信用卡：Visa，MasterCard，Amex和Diners Club在接受信用卡的地方基本都可以使用。

ATM：东京的邮局提供自动取款机（ATM），周一至周五的上午9点至下午5点接受国外发行的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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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卡或信用卡。一些银行和百货商店设有全球ATM机，可接受 Visa，MasterCard，Cirrus卡，Citib

ank是您最好的选择，其24小时的全球ATM机遍布东京，包括新宿，银座和六本木。

汇率：参考汇率：1人民币元=13.1540日元。 

   

3、通讯

本地电话开始3分钟收费￥10，之后每分钟￥10。使用电话卡是拨打本地或国际电话的最方便方法

，在报亭和便利店都可以买到，面值有￥500和￥1000。

日本的移动电话网络使用CDMA标准——与欧洲，澳大利亚和亚洲（韩国除外）等广泛使用的GS

M网络不兼容，所以国内手机无法在日本使用。不过，有几家公司出租短期手机，价格合理，每

周￥3000起。一些甚至在成田机场设有租借及归还柜台，可以尝试下列公司。

DoCoMo（电话：5911-3968；网址：www.docomosentu.co.jp∕Web∕english∕ren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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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Mobile（网址：www.gomobile.co.jp）

PuPuRu（电话：052-957-1801 网址：www.pupuru.com∕en∕index_en.html）

Rentafone（电话：0909-621-7318 网址：www.rentafonejapan.com）

Softbank（电话：3560-7730 网址：www.softbank-rental.jp）

国家和城市区号：

日本 81      东京 03

 实用电话号码：

国际电话查号台：0057

本地查号台：104

police局 110

火警、救护车 119

旅游服务中心(TIC) (03)3201-3331；道路交通信息 (0570)011-011；

地铁问讯服务 (03)3837-7046

police局英语热线 3501-0110

医疗问询电话 5285-8181(英语、汉语、韩语、泰语和西班牙语)

打往北京的直拨电话方法是001+86+10+对方号码，其他城市以此类推。

有些酒吧和咖啡馆提供免费宽带或无线上网，到 Freespot(www.freespot.com∕users∕map_e.html)网

站可查询离你最近的上网地点。位于银座的苹果店和东京火车站附近的Marunouchi

Café（电话：3212-5025 免费时间：周一至周五8：00-21：00，周六周日：11：00-20：00 交通：JR

Yurakucho站）都是快速停留的好地方，很多中档旅馆和大多数高级酒店的房间可以上网，不过可

能要收取费用。

   

4、电压

日本的电压是110伏，国内是220伏。电插座是双平脚插座，圆柱形插头和三平脚插座插头在日本

无法使用。酒店前台可以借用转换器，方便起见建议您携带好转换插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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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工作时间

银行：周一至周五 9：00-15：00或17：00（节假日关门）

便利店：24小时

博物馆：9：30-16：30

公司：周一至周五9：00-17：00

邮局：周一至周五 9：00- 17：00（大邮局：8：00-20：00）

公共机构：周一至周五9：00-17：00

餐馆11：30-14：30&18：00-22：30（私家餐馆11：30-21：30）

商店：10：00-20：00

   

6、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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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在东京不得不做的几件事

   

1、庭院信步，领略自然风情

(图片由网友 @吞噬你的灵魂 提供)

东京繁华背后的一缕宁静——新宿御苑，诞生于明治39年（公元1906年），起初作为日本的皇室

庭院被建造，战后向公众开放，塔巧妙地结合了法式、英式及日本本身的庭院特点，是明治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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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具代表性的西洋式庭院，也是日本少有的风景庭院的代表之一。

春之樱花烂漫，夏之郁郁葱葱，秋之怒菊红叶，冬之雪舞妖娆。无论你在春夏秋冬的任何季节，

在这里都可以尽情的投入大自然的怀抱，小桥流水，银装素裹，体会异国之情。

推荐路线：

① 大木戸門——玉藻池——プラタナス並木——フランス整形庭園——下の池——ツツジ山——

サルスベリ——イギリス風景式庭園——タイワンホトトギス——母と子も森——日本庭園——

旧御涼亭——大木戸休憩所——大木戸門

② 新宿門——母と子も森——日本庭園——イギリス風景式庭園——サルスベリ——下の池——

フランス整形庭園——プラタナス並木——玉藻池——大木戸門

 

开放时间：9：00-1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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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票价格：成人200日元，15岁以下青少年50日元，6岁以下儿童免费。

乘车方式：JR山手线到新宿站（SHINJUKU

Sta）下车，步行10分钟左右；地铁丸之内线到新宿御苑站或总武线千骀谷站下车。

丸の内 新宿御苑前駅 (图片由网友 @吴黔渝 提供)

旅人提示：

1、日本很多地方都是自动售票，硬币、零钱必不可少，去之前稍微准备一些，当然千元，万元的

纸币也可以用的。

2、如果乘坐地铁，通常情况下可以买到一日乘车卷，500-600日元左右，一天之内无限次乘坐地

铁，很合适哦。

3、虽然是个宁静的地方，但不敢保证没有扒手出现，所以大家不能掉以轻心，要将随身携带的东

西保管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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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如果有遗失的物品，请与管理人员联系，通常情况下都是可以找到的。

   

2、巨人的视野—东京タワー眺望

(图片由网友 @佛、心、缘 提供)

和埃菲尔铁塔一样，东京塔也是这座城市的标志。东京塔，原名日本电波塔，建于1958年，并于1

968年七月对游人开放，全高333公尺，已超过埃菲尔铁塔13公尺的高度成为世界第一的自立式铁

塔，但建筑材料只有埃菲尔铁塔的一半。

                                             15 / 123

http://talk.lvren.com/home.php?mod=space&uid=444369&do=album&picid=44297


�������

东京：时尚之都
东京塔的上部装有东京都7个电视台、21个电视中转台和广播台等的无线电发射天线，但是对东京

人来讲，他的意义却不仅限于使用上的不可替代性，在历经了几十年的风雨后，东京塔甚至代表

了日本的一种精神，频繁出现在许许多多的影视作品和文学作品中，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它也成为东京的旅游宝地，是每个来到东京观光人的必去之处。

站在展望台上，整个东京尽收眼底，脚下的川流不息，巨人式的壮志豪情，不知在多少年后又被

激起；夜色中俯瞰这座斑斓的城市，霓虹绚烂，不知有多少人在这个世界中醉生梦死，又不知有

多少人浪荡街头⋯⋯形形色色的人和建筑无不体现着这座城市的包容。

东京塔内の娱乐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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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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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票价格：

套票（大展望台(150m)+蝋人形館+SPACE WAX）：大人1520日元，青少年950日元。

※注意啦，这里的套票不包括水族馆和特别展望台（250m）的哦~需要请自行购买~

特别展望台（250m）：大人600日元，青少年400日元。

乘车方式：

1、都営地下鉄大江戸線——赤羽橋駅，步行5分钟。

2、JR山手線·京浜東北線、東京モノレール羽田線——浜松町駅，步行15分钟。

3、東京地下鉄日比谷線——神谷町駅，步行7分钟。

旅人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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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展望台由于脚下是玻璃透明的，有恐高的人请提前做好准备哦。

2、水族馆里拍照对闪光灯是有限制的，请大家注意。

3、对各层的介绍及娱乐项目在进塔时也会有相应的宣传材料，可以领取。

4、各层还有很多有趣的小店铺，特产店等，提前可以在网上查看一下，推荐东京塔的官方网站：

www.tokyotower.co.jp

   

3、温泉之旅—香根温泉

到日本，温泉和正宗的日本料理当然是必不可少的，不过温泉的价格一般是很贵的，即使对于日

本人来说也算得上是一种奢侈的享受。日本是个地热资源丰富的国家，地理环境也为日本的温泉

业创造的得天独厚的环境。说到温泉，就不能不提具有“温泉之乡”之称的箱根。箱根的温泉久

享盛名,这里有著名的“箱根七汤”,就是七个被视为疗养胜地的温泉。此外还有“箱根八里”、早

云寺、千条瀑、仙石原、九头龙神社等名胜古迹。

箱根温泉的源泉据说从1300年前就开始被使用，至今仍然不断。江户时代就作为温泉疗养地而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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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明治时代更成为了各名仕机会的社交场地。

其实，箱根温泉是箱根火山山麓至山腰处分布各处的温泉街的总称，包括汤本温泉、强罗温泉、

小涌谷温泉等。箱根当地除了温泉外，还有非常美的自然风光，从车站做登山巴士可以到达山上

的一处大湖--芦之湖，是看富士山绝好的好地方。

经典路线推荐：

车站坐登山巴士——芦之湖——芦之湖码头——杉树古道——乘船渡湖——登山缆车——早云山

——大涌谷——坐登山电车下山——强罗

旅人提示：

泡温泉时，为安全着想，请控制适度的时间，最好不要超过15分钟。

温泉酒店的水质都不尽相同，功能也不同，大家可以有选择的选择酒店。

各个酒店景色不同，价格也不尽相同，环境和风景比较好的酒店价格自然也比较贵，大概18000日

元左右。

温泉周围吃饭的费用也是很高的，建议大家吃温泉餐，一般酒店预定都是包含早餐和晚餐，不要

餐的话便宜一点。 

 (图片由网友  @已婚恐龙 提供)

推荐旅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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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东京概况

   

1、历史

东京（ToKyo），是一座现代化的城市，因位于京都东部而得名，1869年正式成为日本的首都，

已经历了一个半世纪的考验。 它历史悠久，在1547年以前被称为千代田，顾名思义，当时的东京

还仅仅是一块未被开垦的荒地。东京的繁荣要从德川家康时代说起，当时的东京已经改名叫做“

江户”，德川家康将这里作为德川幕府统治全国的据点，成为了全国的政治集中地。由于政治的

关系，江户吸引了大量的商人和手工艺者，当地的经济和文化也得到了迅速发展，到19世纪初，

人口已过百万。1868年明治维新后，明治天皇将首都移至江户，改名为东京，时至今日。 

(图片由网友  @吞噬你的灵魂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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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地理

在地形上，东京都位于日本列岛中央、关东地区的南部，东面与千叶县以江户川为界，西面与山

梨县以山地为界，南面与神奈川县以多摩川为界，北面与埼玉县相接。总面积2187�，仅占全国

面积的0.6%，是全国面积第3小城市。日本地形东西长，分布有山地、丘陵、平原等地貌。从海拔

4m以下的低地到海拔2000m的山地，地形绵延起伏，太平洋上的伊豆诸岛等火山群岛和小笠原诸

岛都属于东京都范围，所以，虽然东京面积小，然而地形多变也是其一大特征。

东京目前已拥有人口约1264万人。根据国际联合组织2010年的调查，东京凭借在人口和经济上规

模上的优势超越了欧美各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城市。作为日本的政治中心，下辖２３个特别区、

２７个市、５个町、８个村以及伊豆群岛和小笠原群岛，行政、立法、司法等国家机关都集中在

这里。被人们称为“官厅街”的“霞关”一带聚集着国会议事堂、最高裁判所和外务省、通产省

、文部省等内阁所属政府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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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在东京必去的几个地方

东京看似杂乱无序，初来乍到很容易会感到难以摸清脉络，想要遍游东京无从下手。其实只要掌

握好一个窍门就可以了：把密布着摩天大楼和蛛网般的东京城简化，每个城区看做一个小村庄，

这样再按图索骥就容易得多了。事实上，这也正是东京建城时的规划理念。

东京市区景点示意图

1、东京迪士尼度假区

2、上野公园

3、浅草寺

4、皇居

5、明治神宫

6、台场

7、新宿御苑

8、银座

9、新宿

东京的景点没有多少折扣。大多数主要景点提供儿童优惠票，年龄小的儿童免费，持国际学生证

可获得很多博物馆门票和长途火车票的折扣。一些主要景点提供老人优惠，日本国内航空公司的

某些航班也对老人有25%的优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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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叫做Grutt Pass的入场优惠券，2000日元。可以进入一些博物馆、动物园和公园，合作场所

多达六七十个。在东京游客信息中心有售，有些博物馆里面也可以买到。只需要使用几次就可以

收回买优惠券的成本。

东京也有许多免费开放的博物馆，如关东地震博物馆、东京电力馆、NHK（日本广播协会）放送

中心和相扑博物馆。

   

1、皇宫东御院——东京的灵魂

(图片由网友  @樱桃小丸子 提供)

在喧闹的市中心，有一座四处环水的“孤岛”，那就是皇宫。如今的皇室成员依然生活在此，也

许它是我们在短时间内了解日本皇族的唯一途径。如果说东京是一个大花园的话，那么整个花园

的中心就在这里，向外依次散射开去。这里，是东京的灵魂。

与北京故宫的威武与壮丽不同，这里所展示的是一处宁静，甚至可以说是寂静和冷清。四周环绕

的“护城河”像是把这里与东京的喧嚣分割成两个世界，即使对于有些日本人来说，这里似乎也

充满了神秘。要知道，在烦恼喧嚣的东京城，这样的幽静可是相当奢华的。

厚厚的石墙，各种名贵的树木，日本风格的青石绿瓦，以及代表日本皇室的菊花，整座建筑虽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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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古朴幽雅，却惟独缺少了几分皇室的威严。

在天气好的时候，壮观的白色富士山会清晰地出现在眼前，事实上这也是江户时期的瞭望塔藤见

始仓塔被设计出来的初衷。 

(图片由网友  @佛、心、缘 提供)

整个皇宫原是江户时代德川家康的宫城，由居东御苑、皇居外苑和皇居前广场三部分组成。现在

的皇宫虽已归为国有，但日本的皇室仍然居住在这里，并有着很高的地位，所以平常是不允许近

距离参观和游览的，只有靠外侧的皇居前广场和皇居外苑全部对外开放。苍松翠柏，肃穆幽静，

加上对日本皇室的好奇，是这里成为大量观光客的必到之处。

具体位置：东京中心千代田区

开放时间：皇居外围可常年参观。每年1月2日（新年）和天皇生日，国民可靠近皇宫。

   

2、新宿——华丽购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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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法老也疯狂 提供)

彻头彻尾的按部就班和令人疯狂躁动的活力四射都集中在新宿，它是这座城市的完美诠释。

新宿区（しんじゅく く）是日本东京都内23个特别区之一，也是东京乃至于整个日本最著名的繁

华商业区。令人眼花缭乱的各色店铺，各具风格娱乐餐饮设施，乃至每天让人目不暇接的各种折

扣信息，可以说这是一个购物、消费和娱乐的天堂。

新宿是东京西部的交通枢纽，同时也是通往箱根的小田原铁路线的起点。新宿车站是各条铁路集

中的一个大型交通枢纽设施，经过这里的铁路包括JR中央线在内的山手线、中央线、总武线、埼

京线和都营地铁新宿线、大江户线以及私营铁路公司的小田急线、京王线和西武新宿线等等，每

天利用这个车站的人数超过50 万，交通十分方便。据说这里是世界上乘客流量最大的车站，每天

在新宿站搭乘电车的乘客高达76万人。

以东京都政府大楼－【都厅】为中心的新宿，分为事务所一条街─【西口区】，以购物、娱乐综

合设施为中心─【南口区】，和有不夜城之称的歌舞伎町为中心－【娱乐区】，还有百货商场等

大型店铺林立的【东口区】，这些点、线、面，共同构成了新宿。在经济发展上，新宿仅次于银

座和浅草上野，是东京市内主要的繁华街区之一。这里是日本商业交际最为频繁的地区之一，可

谓是鱼龙混杂。另外，新宿也是一个外来人口众多的地区，来自台湾、韩国以及中国大陆和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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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的移民纷纷涌入此地。在小小的歌舞伎町里，有超过三千家的酒家及特种行业，其中台湾人

所开设的超过一千家，已成为这里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

走在新宿的街头，很难不被路人的开放所感染，在一个高压的社会里，这里成为了一个解压和实

现满足感的理想场所。夜晚中的新宿，总看到成群结对的上班族结队前来，毫无顾忌的将一天的

工作抛在脑后，缓解心理的压力。由于新宿是东京室内高层建筑的聚集区，在很多高层建筑上都

设有展望台和旅店，在这里你将真正进入一个不夜的世界，或者说这里是一座真正属于夜的城市

。 

(图片由网友  @吞噬你的灵魂 提供)

A.    丸井百货

丸井百货店是日本著名的百货公司，也是年轻人最爱逛的百货公司。它在东京及大阪地区就有几

十家店铺，主要经营最潮流的服饰，奢侈品等，是哈日族绝不可错过的购物地。在这里可以买到

时下日本年轻人中最流行的商品和品牌。

丸井百货新宿CITY1 & CITY2

地址：东京都新宿区新宿3-1-26

丸井百货新宿青年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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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东京都新宿区新宿3-18-4

(图片由网友  @佛、心、缘 提供)

B.    高岛屋

近些年来的南口可谓是日本国内深受瞩目的焦点，而坐落于南口的高岛屋百货店更算得上市日本

的顶级百货店。它高14层，在存度寸金的地带这样的气势可谓壮观。高岛屋时代广场，取名源于

纽约的时代广场，经过多年已发展成为东京都内技能最为丰富的“复合式广场”。

这家引起轰动的高岛屋百货，不但网罗34个品牌的巨型化妆品卖场之外，在饮食上也是颇具气势

。那些散布在每个楼层，提供消费者歇脚休息兼用餐的餐厅，或者是日本著名老铺，或者是新引

进的海外料理，绝对让游客有意想不到的收货。

高岛屋新宿店

地址：〒151-8580 东京都涩谷区千驮谷5-24-2

C.    银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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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座 ，是日本东京中央区的一个主要商业区，以高级购物商店闻名，是东京其中一个代表性地区

，同时也是日本有代表性的最大最繁华的街。象征日本自然，历史，现代的三大景点(富士山，京

都，银座)之一的银座，与巴黎的香谢丽大街，纽约的第五街齐名，是世界三大繁华中心之一。 

乘车方式：

1、  東京地下鉄 銀座駅（○銀座線、○日比谷線、○丸ノ内線）

2、都営地下鉄 東銀座駅（○浅草線）

3、東京地下鉄 東銀座駅（○日比谷線）

4、東京地下鉄 銀座一丁目駅（○有楽町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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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樱桃小丸子 提供)

銀座通り

相传，银座以前是一片汪洋，后来德川家康下令填海造城，又历经了几个世纪的风雨，如今和北

京的王府井，上海的南京路一样，成为东京最繁华的商业区。银座第一号街到第八号街，全部由

【中央通り】连通，其中银座四丁目与银座五丁目之间被晴海通り所分隔，全长共1公里。有全国

著名大百货商店、特种工艺品的小商店，以及一些高级小吃店。也是文化娱乐中心。银座两侧人

行道宽阔，周日又禁机动车通行，故有“步行者的天堂”之称。

夜の銀座

夜中的银座又是别有一番滋味的，穿梭在店铺林立之间，应接不暇的各种特色商品，你一定会在

不知不觉中忘却时间，完全沉浸于步行的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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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法老也疯狂 提供)

银座松坂屋

松坂屋是日本历史最为悠久的一家百货公司，融餐饮、衣服、化妆品等为一体，其中不乏各种世

界名牌和奢侈品。 

(图片由网友  @吞噬你的灵魂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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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位于银座的这家店也是银座最早开业的百货公司，在2008年对店铺进行从新装修后又开设了妇

女杂物专卖场、美味的年轮蛋糕店、及东京地区最大的“无印良品”专卖场等。店内设有中文指

南和中文导购服务，方便您在此购物。同时，您在店内食品层里，可以轻松愉快地享受天妇罗和

寿司等地道的日本美食。

乘车路线：

银座站(东京地铁M16,H08,G09)/银座一丁目站(东京地铁Y19)/东银座站(都营地铁A11)/有乐町站(JR

，东京地铁Y13)

地址：东京都中央区银座６丁目１０―１    

营业时间：10:30至7:30、B2～2F(10:30至8:00)

旅人提示：    

1、 松坂屋入口处有免费的中文讲解，有需要的话可以自行领取。

2、除松坂屋外，银座还有很多其他特色的商店，当然经营的侧重点也有所不同，可以有选择的逛

。如：

SHIPS银座店  中央区银座5-7-7(营团地下铁银座站C8出口)  主营 男士服装

博品馆TOYPARK中央区银座4-5-11(JR新桥站银座口) 主营各种玩具

网友贡献tips：

当你登上位于新宿的东京都厅（即东京都市政府大楼）的45层观景台极目远眺，东京城绚丽的景

色一览无余，而且是免费的。

居高欣赏东京的夜景也是这里的一大亮点。观景区一般从上午9:30到下午5:30开放，周一休息。

当夜幕降临，新宿站东侧地带会伴着弹珠机房和游戏男们的喧嚣声中生气活现起来。在这里你会

看到20几岁打扮光鲜的日本男生在招徕年轻女性到他们的俱乐部里聊聊天，喝酒。当然，这可不

是免费服务。在这样的俱乐部里销魂一晚可要花你100,000万元大洋!

   

3、涩谷——流行风向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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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佛、心、缘 提供)

涩谷，全称涩谷区(Shibuya-ku)，位于日本东京都。长久以来都是日本流行的发源地，被人们称为

“年轻人的聚集地”，每天都会看到大量的潮男潮女在此聚集，因此又被现在的大陆人们称作“

火星聚集地”，和北京的三里屯一样，是街拍的理想场所。 

年轻人总是爱美的，追求打扮的，涩谷是他们的天堂，但是随着涩谷商业的不断发展，如今的涩

谷已不仅限于那些年轻的人们，各个年龄层的人都可以在此找到乐趣。音乐厅，剧场，美术馆等

使涩谷在流行的基础上更增添了高雅文化的气息。再加之各种博物馆、NHK直播园的落成更是涩

谷成为了一个从青年到儿童都能在这里找到乐趣的天堂。这里的每条街、每个地段都具有自己的

特点，著名的百货店、时装专卖店、饮食店、咖啡店、休闲设施、特种行业等密集如云，无论白

天还是夜晚，热闹的场面能让人深切地体会到现代日本的气息。 

  如果想要享受美味佳肴，涩谷一定是你的第一选择，这里包罗了世界各地的名菜。名厨阪井宏

行大厨主持的法国餐馆“拉罗希尔”，意大利餐馆的“利尼——多拉利亚”，北欧料理“奥斯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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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大排挡“台南担仔面”，俄罗斯料理老字号的“罗格斯基”涩谷本店，泰国菜馆“塞亚

穆”⋯⋯名店数不胜数。在中心街还有为数众多的旋转寿司店形成群雄割据状态，为了竞争而各

施绝技，在这里品尝寿司一定会让你得到最大的满足。

A.    SHIBUYA-109

109号大厦,这里可以算作是涩谷购物的一个标的建筑了。109全名“渋谷109”（SHIBUYA 109），

很多日本人喜欢把它叫做“圆9”（MARUKU）。109店里的店铺很集中，很多都是面向年轻女性

的，是流行时装信息的发布地。

“从企业和服饰学校毕业的人不能模仿”是所谓的涩谷文化，服装设计师们将自己的设计请街上

的女孩们进行试穿，如果女孩们觉得满意，他们就开始推出新的款式，因此涩谷流行趋势的速度

可以称得上是“超速い”。

乘车路线：

1、JR：从JR涩谷站步行约8分钟即可到达。

2、地下鉄：涉谷地铁站仅三分钟路程。

地址：东京都涩谷区道玄坂2-29-1

营业时间：

商场：10：00～21：00

餐厅，11：00～22：30

旅人提示：

1、 “物质女孩”[Material Girl]，喜欢滨崎步的朋友一定知道这个品牌的，这是滨崎步在幕后提

出设计方案的第一个品牌，就设在6层哦~~

2、109分为A馆和B馆，A馆地下两层，地上八层，主要销售日本的各种流行服装；B馆被称作Junio

r Station，店内的导购都是具有一定时装知识的，在他们的见一下，你一定会找到自己心仪的衣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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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已婚恐龙 提供)

B.    忠犬公

秋田犬忠犬八公（也作八千公，日语：忠犬ハチ公）是日本历史上一条具有传奇色彩的忠犬。

“20世纪20年代，一位在如今的东京大学教书的教授收养了一只小秋田犬，名字叫做八公（Hachi

ko）。八公每天早晨都陪着教授到涩谷车站，到了晚上又在车站等着主人归来，1925年的春天，

教授在学校猝死，再也没有回来。八公依然每天到车站等着教授，一等就是十年，直到死去。

全面体验新宿这一切的最佳场所就是位于QFront大楼二层的星巴克。只要花上500日元买上一杯咖

啡，就可以坐看成百上千的人们在同一时间穿行于街道上的奇观。

   

4、浅草——东京发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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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樱桃小丸子 提供)

到浅草，必然是要去浅草寺的，因为整个浅草都是以浅草寺为中心而形成的闹市区，与银座、新

宿等地不同，这里展示的是东京的另一面。

据说，浅草是东京的发祥地。这里保留着浓郁的江湖风情，如果想体验一下日本最传统的文化和

风俗，这里是再合适不过的选择了。其实在江户时期，这里是各种剧场与杂技团表演的地方，是

名副其实额欢乐街，时至今日，当年的一些剧艺场还仍然健在。如今的浅草，虽然没有了往日的

辉煌，当他却以自己最独特的方式讲述着东京的历史，讲述着一个时代的故事。

每到节日时期，这里都会举行“祭”（日本的叫法），热闹非凡。浅草更是可以品尝没事的绝佳

场所，尤其以日本的特色小吃为主，不仅可以享受到像天妇罗，荞麦面，鸡素烧，鳗鱼，泥鳅等

具有代表性的江户食物，善哉饼，甘薯羊羹，丸子，樱花饼，以及糯米糖，煎豆，酥饼等日式小

零食也会带给你不少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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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吞噬你的灵魂 提供)

   

5、浅草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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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佛、心、缘  提供)

正如所说，浅草地区是以这座浅草寺为中心发展起来的，因此这座寺庙对于浅草的意义自然是不

同一般。这座东京最古老最为人们所敬重的寺庙建于628年，那时有兄弟俩奇迹般地在他们的渔网

里发现了观音金像，于是他们建起拱拜神的神堂。走过上有两个双胞胎门神--雷神和风神的雷门

，当你来到仲店街时，你会看到喧闹的拱廊里挤满了朝拜者、参观者和小商小贩。寺庙的庭院由

于有了扇动翅膀的鸽子而显得有些生机，边上有一排排的算命摊儿。这个巨大的寺庙是战后重建

的，观音塑像隐藏在镀金的神殿里。

浅草的宝藏门外，便是一条古色古香的叫“仲见世”的江户式街道，寺前的“仲见世”大道长约3

00米，是古色古香的江户式街道，道路两侧是一排排自江户时代延续下来的大小店铺，朱红门面

，出售各种各样最具日本风情的工艺品、和服、布料以及日本人喜食的小吃。扇子店、和服店、

玩具店、纪念品店、吉祥物店、偶娃店⋯⋯各类店铺鳞次栉比，让人目不暇接。

乘车路线：

1、东京地下铁银座线，浅草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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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首都圈新都市铁道筑波快线，浅草站。

3、都营巴士/京成巴士/水上巴士/东京都观光汽船均可到达。

旅人提示：

1、浅草的古色古香也许在樱花盛开的季节更能让人感动，所以建议去这里的人，最好选择东京樱

花盛开的季节。

2、浅草寺的灯笼节是很有特点的，漫长凉爽的秋夜，让你在灯笼的交相辉映下肆意的激发自己的

想象。

   

6、台场——欧洲情调

这里有美丽的海滨公园这里有欧洲情调的商业街，这里有超时代的汽车展览馆、扑幻迷离的音乐

殿堂和巨大的空中观缆车，这里就是近年来日本最受欢迎的娱乐区——台场。台场是近些年来逐

渐发展起来的娱乐新宠，尤其受到很多年轻人的青睐。

它的中心是“台场水色之城”，建有购物中心，其中一条流行服装店街长约 300

米，另外还有采用了最新音响和映像设备的“大型综合电影院”，以及面积达 1 万 5000

平方米的日本最大的美食城，此外，还有可以参观走红电视节目制作过程的“富士电视台”等。

     

交通：

1、从大阪伊丹机场到东京羽田机场约1小时。

2、乘坐JR 东海道新干线从新大阪车站到东京车站约 2 小时 30 分钟。

3、乘坐JR 成田快车从成田机场车站到东京车站约 1 小时 5 分钟。

4、 乘坐JR 中央线从东京车站到新桥车站约 4 分钟，乘坐“百合鸥”从新桥车站到台场车站约

10 分钟。 

台场海滨公园：

这里是梦幻的国度，是童话日剧甜美的起源地，你可以乘着幸福的摩天轮，一起进入到美妙遐想

的空间，享受大自然赋予我们真正的幸福。

海滨公园公园建在从新桥车站起跨过“彩虹大桥”，延伸到台场的新交通系统“百合鸥”的沿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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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公园中，可以眺望“彩虹大桥”的雄姿。

这里是一处可供游人饱享东京海岸线景致的人工海滨公园，它像一颗明珠，点缀着东京。虽然禁

止游泳，但是游人门可以再在海岸、礁石上戏水游玩，还可以享受帆板之乐、眺望彩虹桥彼岸街

道等美丽景色，漫步公园之中，亦能令人心旷神怡。

拥有东京都内唯一的沙滩的台场海滨公园位于东京临海副都心，是偶像剧拍摄的最佳外景地。一

条滨海散步小道，从DECK购物中心前一路蜿蜒至日航饭店，来此可尽情放松，吹吹海风，喂食

海鸥，赏赏海景。还可以搭水上巴士（船），从水路观赏更为浪漫。沿着沙滩信步而行，还可以

观赏到“台场公园”中的江户时代的遗迹以及“潮风公园”美丽的喷泉。 

(图片由网友  @法老也疯狂 提供)

夜幕降临之时，这座公园又被披上了一层通话的面纱，一公园为中心环顾四周，灯火照耀下的女

神像，明珠点缀下的“彩虹大桥”，梦幻般的台场，梦幻的东京的夜。

乘车路线：

1、临海线：东京Teleport站下车，步行约7分；

2、新交通百合鸥线：台场海滨公园站下车，步行约3分；

3、水上巴士：台场海滨公园站下车。

地址：

东京都港区台场1-4-1

开放时间： 全年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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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票：免费

旅人提示：

1、沿空中漫步道而建、来自巴黎的自由女神像和带有餐厅和小卖店的“海之家”展望台是两处绝

佳的摄影地点，推荐~从这里眺望美丽的彩虹桥和东京塔那斑斓迷人的夜景，相信一定会给你留

下终生难忘的美好回忆。

2、另外，这里也有非常棒的购物中心，电影院，市内游乐场等。在Cinema Mediage里，有东京都

内最大规模的、拥有十三个荧幕的电影院，还有展示索尼最新技术的索尼科学博物馆。从Aqua Ci

ty走出，还可以乘坐水上巴士观览东京湾的风光，特别是傍晚的夕阳景色和灯光璀璨的夜景更是

充满了浪漫和梦幻色彩。

3、富士电视台是东京超有人气的电视台，富士电视台的免费参观也是台场一景，在可参观区有各

个电视剧和综艺节目的照相平台，可以看电视节目的现场录制，不仅可以对着自己喜爱的节目激

动的指指画画，更可以购买各个节目的纪念品。

   

7、池袋——华人聚集地

                                             43 / 123



�������

东京：时尚之都

(图片由网友  @吞噬你的灵魂 提供)

与新宿、浅草、秋叶原相比，池袋似乎有些默默无闻了，也许痴呆算不上是一个旅游的景点，但

是如果你想来日本购物的话，你就不得不来到这里，因为这里你将可以买到你想买到的所有东西

。

东京三大都心之一，东京都内最大的China Twon，这就是池袋，中国城。池袋是东京都内最大的

华人聚集地，在这里你随处可以听到祖国的语言，也随处可以吃到家乡的饭菜。

A.    中国城：

中国以美食闻名，池袋的北京饭店里你可以吃到北京有名的一些小吃，对于一个常年在外的人来

说，没有什么比家乡的饭菜更加美味了。

中国的包子在日本非常有名，一个包子能卖到90日元，根据现在的汇率，相当于7块钱左右，但还

是有很多人争先购买，可见中华美食的无穷魅力。

如果在北京遇到以为日本的旅人，他一定会问你在哪儿能吃到正宗的北京烤鸭。对，北京烤鸭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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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就是这么出名，它成了每个到北京来旅游人的必尝食品。

池袋的中华一条街，在这里，旅日的华人很容易就想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当然如果你只是作为一

名旅客，可能更多的是新奇。 

(图片由网友  @樱桃小丸子 提供)

B.    地下街

在日本的大兴店车站周围，总会聚集一些大型的地下街，经营范围有服装、食品、玩具、礼品等

，十分广泛，面积也很大，可以说是四通八达，通常可以步行到下一个电车站。在池袋城站周围

，不但笼罩着东武，西武和PARCO的巨大百货店，地下街也是及其著名的。

池袋地下街，主要是由西口的东武百货和东口的西武百货组成，不论在什么时候都是热闹异常，

尤其是在傍晚时分更是人潮汹涌。里面聚集的各种美食一定会让你胃口大开，日本人常说，如果

肚子饿了，就一定要来池袋的地下街~由此，池袋地下街的部分，也成为最受人们欢迎的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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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餐厅：  

异次元美食空间

这是一家很有特色的主题餐厅，主题嘛，就是恐怖，所以进来的人一定要做好思想准备哦。整个

餐厅布置得犹如一个监狱，或者说犹如一个魔幻世界的地牢，是一家非常有特色的店铺，上座率

也是非常高，一般都是要排队等候的。

特色推荐：

饮料很是搞怪，将自调鸡尾酒放入一个一个试管中，感觉像是在被活体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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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鱼肉饼烧：这算是日本的特色小吃啦~是为重案犯准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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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厅的另一项活动，每隔一小时左右都会拉一次警铃，各式各样有工作人员扮演的恶鬼四处游走

。 

虽然有些恐怖，但是这家餐厅的主题和创意还是值得大胆的友人们尝试一下的，在惊叫声中进餐

是不是会更有一番味道呢？

日文店名：異次元美食空間 (The Lockup ロックアップ)

地址 : 豐島區東池袋1-29-1 サントロぺビル5Ｆ

營業時間 : 月曜日～木曜日 17：00～昱1：00

金曜日と土曜日と祝前 17：00～翌5：00

日曜日と祝日 17：00～24：00

部分价格：

人体実験カクテルセット.....¥800 (税込840)

麻薬中毒.....¥680 (税込714)

駐車(注射)違反 [青切符].....¥680 (税込714)

蒼き騎士の覚醒.....¥750 (税込787)

無期懲役.....¥750 (税込7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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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気SHOCK.....¥800 (税込840)

旅人提示：当然也是有套餐的，根据个人选择，味道还是不错的。

   

8、秋叶原——日本第一电器街

(图片由网友 @佛、心、缘 提供)

日本的电器业和数码技术享誉世界。如果你是一个数码爱好者，你就一定会来到久负盛名的秋叶

原寻找你梦寐以求的产品。

作为日本，乃至世界最大的电器街，它的繁华须臾太多介绍。如果你只去过北京的中关村和上海

的徐家汇，那你就一定要来秋叶原，这里将是你的天堂，这里一定有你所中意的数码产品，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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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让你接触到世界最前端的技术，它也许是超乎你想象的。

动漫和电玩

对于一个动漫迷来说，也许秋叶原是你来到东京唯一一个必不可去的地方。蜿蜒的动漫店、随处

可见的动漫玩偶那你真的还以为这是现实的生活么？你已经被动漫世界团团包围，尽情享受吧

从儿时的红白机，到如今PS3、Wii、XBOX的风靡全球，日本的电玩不仅充实了我们的童年，霸

占着我们的童年乐趣，更成为现代上班族和白领阶层的宠儿。对于世界各地的电玩迷来说，秋叶

原是他们的向往。

推荐店铺：东京动漫中心

东京动漫中心开设于2006年3月，位于动漫之街--东京秋叶原地区内。在该馆内，主要以举办各式

各样的动漫活动为主，还可体验后期录音、购买相关动漫物品等，是一所综合的动漫场所。另外

，这里还发布日本各地动漫设施、动漫活动的信息。

地 址：东京都 秋叶原(JR秋叶原地铁站出口)

开放时间：AM11：00～PM19：00(年终无休)

门 票：免费(如体验后期录音需收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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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崎骏笔下猫的报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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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的“最终幻想”系列

角色扮演——COSPLAY

随着动漫产业的不断发展，另一个世界性的文化COSPLAY日趋流行起来。而秋叶原正是COSPLA

Y角色扮演的发源地。来到秋叶原，一定要好好享受一次角色扮演的乐趣。这些店铺服务热情，

女仆装的服务员们都会亲切与游客交谈，并合影留念。 

                                             52 / 123



�������

东京：时尚之都

(图片由网友 @朱俊杰 提供)

推荐店铺：女仆咖啡馆

女仆咖啡馆在秋叶原有很多店，接上页随处可见发传单的服务员（当然都是女仆装啦~~），可以

有选择的进去体验一下，如果不好决定的话，推荐直接去“萌芽大厦”吧，那里好几层都是，总

有一款适合您。

   

9、吉祥寺——“最想居住街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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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已婚恐龙 提供)

在东京圈“最想居住街区”排行中，吉祥寺已连续三年夺冠（第二位是“自由之丘”，第三位是

横滨）。交通及生活便利，商业设施、餐饮店充实，“街景漂亮”等等，这是吉祥寺的这些特点

吸引着众多的人，让他们队在这里生活充满向往。

世界上有很多吉祥寺，主要分布在东亚三国。我国的山西、福建、广东等地都建有吉祥寺，而日

本的吉祥寺更具有其特色——购物圣地。和新宿、涉谷一样，这里有的是连锁商场和专卖店，而

且规模很大，为附近的中产居民提供便利。东京市内的房价奇贵，普普通通一平米都要4万元人民

币，想住得宽敞就要付出惊人的代价。因此，很多人选择到郊外，而吉祥寺地区正处在东京的郊

区，环境优雅，交通便利，购物方便，这些都是现在的吉祥寺节吸引众多人眼光的地方。

相对于新宿、涩谷而言，吉祥寺的店面显得更为小巧一些，街道上你随处可以见到，唱歌、作画

的人，更充满了生活的气息。

   

A.    ジブリ美術館

与其他的美术馆不同，ジブリ美術館是一家别致小巧的美术馆，完全被吉祥寺的优雅环境所包融

，称为吉祥寺街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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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三鹰站往GHIBLI走，可以乘坐猫巴士，或者自己通过一条名为风之散步道的小路，一路走在井

之头公园的旁边，所以风景非常漂亮。 

美术馆的猫巴士 (图片由网友 @吞噬你的灵魂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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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术馆的指示牌 (图片由网友 @佛、心、缘 提供)

一路走来随处可见的美术馆的指示牌，不是很华丽，但却很适合这里。宁静整洁的街道会是你一

时间忘记东京市内的喧嚣，置身于一个日本人平平常常的生活之中，这里没有繁华，灯火辉煌，

但却带给人们一个安静的生活。

在茂密的树林围绕下，美术馆远看像一块经过琢磨的玉石，绿色的屋顶使它又像是隐没在一片绿

荫之中。馆内路桥相连，楼台错落，每个细节都充满着童真和梦幻；青葱遍野，草木扶疏，让人

很容易联想到宫崎骏动画的田园风情。动画中的角色，以无处不在的形态与游客见面：绚丽多彩

的壁画，光影斑斓的彩色玻璃，还有可供人触摸的龙猫巴士和机械士兵,令人仿佛置身于宫崎骏的

动画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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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术馆前巨大的豆豆龙 (图片由网友 @樱桃小丸子 提供)

从这里开始，我们将进入宫崎骏的世界。屋外的摄影是默许的，但是屋内的一切都是是禁止拍照

的，正如宫崎骏所说：“GHIBLI美术馆是一个故事的入口，当你成为这个故事的主人公时，不该

用照相机去记录，而是用你的眼睛去看，用你的身体去感受，然后把这份珍贵的回忆藏在心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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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致的美术馆 (图片由网友 @法老也疯狂 提供) 

乘车路线：从JR三鹰站南口沿玉川上水徒步15分钟

地址：东京都三鹰市下连雀1-1-83(井之头恩赐公园西园内)

营业时间：10：00到18：00（每周二定期休馆，寒假、黄金周后、维修休馆）

票价：每月10日起在罗森超市预售下月入场券。

大人：1000日元。学生：700日元。小学生：400日元。儿童：100日元。

   

旅人提示：

1、 吉祥寺的街道很适合步行前进，但是又很想尝试猫BUS，所以真的是很难取舍，不过建议去

的时候适当的坐BUS，因为出口等车的人实在是很多。

2、还有一个原因，沿着出扣扣走的话不远就有一间神社和水池，可以顺道参观，绕过水池有一家

不错的咖啡店，叫MELLOW CAF�，也是吉祥寺一个很具有幻想的地方。这家店是个爱猫的人经

营的，里面收留了很多只流浪猫（但店内很干净，可以放心），可以一边喝咖啡一边逗逗小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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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llow Café （注意上面的for cat lovers~） (图片由网友 @樱桃小丸子 提供)

最后奉上美术馆周边的交通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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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上野——文艺盛宴

(图片由网友 @吞噬你的灵魂 提供)

上野公园

这里因为鲁迅先生的缘故，对我们来说既熟悉又陌生。这个区域是下町城区最有吸引力的地方，

因为这里聚集了无数博物馆、寺庙和神社。漫步上野，简直就是在赶赴一场文艺盛宴。

上野公园面积超过50万平米，是东京最大的公园，也是东京的第一座公园。这里曾是德川幕府的

家庙和私邸，之后作为公园沿用至今。

看点：

古迹、庙宇和神社，大多建于江湖和明治时期，几百年的历史就这样散落在湖光山色和苍松翠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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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公园中博物馆众多，主题不尽相同。每一座都在讲述着关于东京的故事。

珍惜动物和奇花异草也随处可见。春天的时候，上野的樱花更是闻名于世。

国立西洋美术馆

镇馆之宝是罗丹的雕塑和勒�柯布西耶的建筑。此外还有一些不定时举办的主题展览，很有意思

。这些展览会收取额外费用。

地址：东京都台东区上野公园7-7

交通：从JR上野站步行1分钟。从京成线的京成上野站步行7分钟。从东京地铁银座线和日比谷线

的上野站步行8分钟。

票价：420日元

开放时间：周二至周四，周六、周日9:30-5:00。周五9:30-20:00

东京国立博物馆

创建于明治四年，前身是东京汤岛圣堂的文部省博物馆。是日本现金最大的博物馆，在世界上也

占有重要地位。整个建筑群落都是日式，共四个展馆，43个展厅。馆藏中很多都是国宝级，来自

是结果第。流连在博物馆中，就仿佛流连在历史往事里。

地址：东京都台东区上野公园13-9

交通：从JR上野站和莺谷站步行10分钟。从东京地铁银座线和日比谷线的上野站、千代田线的根

津站步行15分钟。从京成线的京成上野站步行15分钟。

票价：600日元

开放时间：9:30-17:00

国立科学博物馆

日本很多在世界上影响深远的发明都来源于这里。在这里可以看到很多有日本特色的发明创造和

有趣的科普装置。尤其适合带小朋友一起参观。

地址：东京都台东区上野公园·池之端3丁目

交通：从ＪＲ、东京地铁银座线和日比谷线的上野站步行2分钟。从京成线的京成上野站步行1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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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

票价：500日元。如果遇见特别展出，还要加收费用。

开放时间：周二至周日9:00-16:30

东京都美术馆

东京都美术馆里面有几件不同风格的画廊，经常举办各种当代日本艺术展，包括西洋艺术和日本

风格的各种形式。这里是了解日本当代艺术的好去处。

开放时间：周二至周四、周六、周日9:30-17:00，周五9:30-20:00

东照宫

神社，建于1627年，保留了江户初期的建筑风格。历经1923年关东大地震、二战以及其他历史再

念，依然屹立不倒。它复杂的装饰建筑风格在日本各东照宫神社中极具代表性。道路两旁的铜灯

笼值得一看。

票价：200日元

开放时间：9:30-16:30

   

11、迪斯尼乐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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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佛、心、缘 提供)

东京迪斯尼是全世界最大的迪斯尼乐园，有着世界上唯一的迪斯尼海洋乐园。这座乐园耗资1500

亿日元，完全依照美国迪士尼乐园修建，被誉为“亚洲第一游乐园”。从1983年营业开始，已接

待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2.6亿人，床下的利润更是远远超过当年的耗资。

东京迪斯尼乐园有五个主题乐园：维多利亚王朝时代式街景的世界市集、冒险和传奇的探险乐园

、西部开拓时代的西部乐园、梦境和童话的梦幻乐园、未来、科学和宇宙的未来乐园。这五大主

题乐园中共有35项精彩的表演，其共同特征是一切都是活动的，有声有色的。奇怪、新颖、惊险

、激烈的情景和人物，会使游客忘掉现实，进入另一个世界。

乘车路线：

1、JR： JR京叶线、武藏野线在舞滨站南口下车。

2、大巴：从新宿车站（新南口）、横滨车站（东口）、川崎车站（东口）、（TamaPlaza）车站

（北口）搭乘直达大巴到达。

3、普通公车：在东京地下铁浦安车站搭乘普通公车可到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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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机场直达大巴：从羽田机场和成田机场都有直达大巴可到迪斯尼乐园。

营业时间：早上8:00——晚上22:00（无休息日）

票价： 

 ※三岁以下儿童免费入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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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工作：

1、天气：

东京的天气也是喜怒无常的，所以一定要在前一天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详细的天气信息可以从

网上查到，阴天或雨天中畅游迪士尼乐园会别有一番滋味哦。

2、食物和装备

迪士尼乐园都是禁止带食物和水进入的，在入院时会有检查的人员，不懂日语没关系，用英文也

可以的，只要打开包检查一下就好，不会很严格的。园里的东西很贵，而且人也是超多，简单吃

一点就好啦，否则会很浪费时间。相机是必备的东西，想要看晚上得焰火表演或者舞台剧的人要

是党的带一下望远镜啦，另外雨伞也是必不可少的，里面的雨伞可是1000日元一把。另外，鞋子

和背包一定要舒适的，东京迪士尼是最大的迪士尼乐园了，走路的时间会很长。

3、时间计划

乐园里可看可玩的内容实在太多，所以建议在一开园时就进入，购物的话建议到闭园钱的半个小

时再做，因为那时设备大多已经关闭，可以安心的购物。

迪士尼乐园有很多表演项目，一定要在前一天安排好观看的时间，否则错过了可是要后悔的啊。

具体的表演时间都是可以在官方的网站上查看到的，请大家注意一下吧。

http://www.tokyodisneyresort.co.jp/index_ch.html

4、领取FastPasspoart（快速通行证）

像世博会一样的，迪士尼每天接待的游客超多，热门项目都要排一个小时以上，节假日更甚，因

此FP是个很好的选择，级个热门项目前都有自动的FP领取机，插入门票就可以领到一张FP，完成

预约。然后就可以先去玩儿别的项目，在指定的时间内回来直接进入就可以啦。

注意：FP的发放根据每天客人的数量发售的数量也不同，发完为止。

推荐景点：

巨雷山（虽然名字听着有点别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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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山上开下的小火车，乘坐在废弃矿坑里无人驾驶高速穿梭的疯狂采矿列车，因其强裂的刺激性

广受人们的追捧。

(图片由网友 @樱桃小丸子 提供)

位置：西部乐园

所需时间：4分钟（30人每台）

注意事项：儿童须有陪同方可进入；禁止拍照；102公分以下的游客谢绝进入。

加勒比海盗

以观赏为主，可以看到很大的海盗船，向观众们，溅起水花。当然还有强尼德普，和电影里的一

模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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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探险乐园

所需时间：15分钟（20人一台）

注意事项：拍照禁止；7岁以下儿童须有成人陪伴。

飞溅山

类似于激流涌进，乘坐原木周探险美国南部沼泽，除了惊险刺激还有很多小动物等着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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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法老也疯狂 提供)

位置：动物天地

所需时间：十分钟（8人一台）

注意事项：未满3岁货身高不足90公分谢绝进入；7岁以下儿童须有成人陪同进入。

焰火表演（★强力推荐★）

焰火绽放瞬间迸发出的激情，童话王国的浪漫，如果你爱她，就带他来迪士尼观看焰火表演吧，

瞬间的感动无法用语言和文字描述。当音乐响起，当烟花的轨迹划过长空，原来有这样一种浪漫

就在世界的某个角落，原来童话般的爱情真的就在我们身边，原来公主与王子的世界如此美妙，

带着你的公主一起观看表演吧，让焰火来碰撞我们的心，让我们的爱情随之绽放，许下我们一生

一世的诺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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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片由网友 @吞噬你的灵魂 提供)

两次游行（圣诞梦想大游行+梦之光电子大游行★强力推荐★）

游行将出动院内所有的卡通人物，当然都是由工作人员扮演，有形经过主要的大街，与游客互动

，拿起你手中的相机，准备抓拍你喜欢的卡通人物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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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诞梦想大游行 时间：下午三点。 (图片由网友 @佛、心、缘 提供)

梦之光大游行将关闭院内的照明设备，在黑暗中缓缓走来各种的卡通人物，在童话城堡中举行盛

大的庆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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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之光大游行 时间：晚上七点半。 (图片由网友 @已婚恐龙 提供)

推荐游览路线： 

入园——巨雷山（领到巨雷山FP和加勒比海盗的FP）——玩飞溅山——玩巨雷山——小熊维尼猎

密记领FP——太空山——休息吃东西——领巴斯光年的FP——看微缩世界探险立体电影——米奇

公馆会米奇——参观米妮之家——幽灵公馆——观看游行——白雪公主的历险——FP玩小熊维尼

猎蜜记——看城堡前的盛大表演（18:10开始）——air

jet——梦之光大游行——FP玩巴斯光年——焰火表演——丛林巡游——购物——出园

   

12、迪士尼海洋（Disney S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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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时尚之都

(图片由网友 @樱桃小丸子 提供)

如果你去过迪士尼的世界，那你就一定要来迪士尼海洋公园，因为它是独一无二的，是不容错过

的。

这座诞生于2001年的海洋公园，是全球唯一以海洋为主题的迪士尼主题乐园。并已经成为继加州

迪士尼乐园后最受欢迎的迪士尼主题乐园。与迪士尼乐园相比，这里的项目更加刺激、惊险，更

加适合年轻人，它综合了四十尼乐园众多以海洋为背景的资源，并形成了自己的七海港幻想主题

。

乘车路线：

JR线：搭JR京叶线或武藏野线于舞滨站(南口)下车。

京成巴士：JR东京站八重洲中央口1号站牌约35分钟抵达东京迪士尼乐园，再于5分钟后抵达东京

迪士尼海洋。

营业时间：平日：9:00-22:00、节假日：8:00-22:00

票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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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景点：

要塞探险

仿真的西班牙大帆船，船做的很不错，船舱中的水手床铺会传来悠扬的口琴声，甲板上的舵、帆

、大炮也都是高度仿真，可以供游人操作，让你仿佛置身于大航海时代。 

(图片由网友 @吞嗤你的灵魂 提供)

位置：地中海港湾

注意事项：未满7岁儿童需成人陪同入内；配有日英探险地图可向工作人员索取。

惊魂古塔（★强力推荐★）

时光追溯到1912年，纽约的饭店主人突然神秘消失，这座饭店落成后各种神秘离奇的事件频频发

生，传说这座塔就是连接阴阳界的通道哦~在乘坐电梯的过程中，到底会发生么什么惊险刺激的

事情呢？跟随着灯光、音乐和尖叫声一起亲身体验一下这份刺激吧。

位置：美国海滨

所需时间：约两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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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项：未满三岁或身高未满102公分请勿搭乘；采用快速通行（R）制。

风暴骑士（★推荐★）

当你坐上观象台的飞机——风暴骑士，恰巧遇上了史无前例的巨大飓风，勇敢而充满智慧的你是

否能够顺利地冲进飓风眼，在雷电交加、以其全部失灵的条件下消灭飓风包围我们的家园？这个

游戏过程模拟十分逼真，不时还有雨水效果，一定要体验一下。 

(图片由网友 @佛、心、缘 提供)

位置：发现港

所需时间：约14分钟

注意事项：未满三岁或身高未满102公分请勿搭乘；采用快速通行（R）制；游戏时一定要记好安

全带。

印第安琼斯冒险旅程

印第安琼斯将带您勇闯危机四伏的古老神殿，在神秘的诅咒下体验种种好自然现象。黑暗隧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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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驰的列车，不时迎面滚来的巨石，又一次惊险的旅程等待着你。 

位置：失落河三角洲。

所需时间：约3分钟，12人/台。

注意事项：身高未满117公分请勿搭乘；采用快速通行（R）制。

神灯剧场

具有传奇色彩的神灯精灵就要出现，他将与人类最伟大的魔术师一决高下，到底能为我们带来什

么意想不到的魔法呢？当神灯精灵出现的时刻，一切神奇即将上演，戴好你得3D眼镜，尽情欣赏

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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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阿拉伯海岸

所需时间：9分半（320人/场）

注意事项：未满7岁儿童需成人陪同入内；采用快速通行（R）制。

地心探险之旅（推荐）

普罗米修斯山是迪士尼海洋的标志性建筑，在这里你将搭乘通往地底的列车穿过水晶窟和巨大的

蘑菇林来到地心，探寻弟弟的奥秘，观赏火山喷发的壮观场面，惊险刺激。 

(图片由网友 @樱桃小丸子 提供)

位置：神秘岛。

所需时间：3分钟（6人/台，最快速度：75km/h）。

注意事项：身高未满117公分请勿搭乘；采用快速通行（R）制。

美人鱼礁湖剧场

喜欢「小美人鱼」的朋友没一定不要错过。小美人鱼艾利儿将和她的同伴们一起在这里为您献上

一场精彩的歌舞剧，一起来感受这场充满勇气和友情的盛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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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法老也疯狂 提供)

位置：美人鱼礁湖。

所需时间：14分钟（700人/场）。

注意事项：未满7岁儿童需成人陪同入内；采用快速通行（R）制。

节目表演

“密西哥传奇”： 由米奇开启通往传说世界的大门，带领独角兽、九头蛇等珍禽异兽登场，为你

演绎一场传说生物的神话。“密”的号子高达29亿日元，在舞台效果和场面等各个方面都力求完

美。（每天一场约20分钟）

“动感大乐团”：在优美歌声和音乐的伴奏下，各位卡通明星悉数登场，展现生动活泼的歌舞表

演。（每天5场，约30分钟）

“欢聚与笑颜”：米奇，唐老鸭等卡通人物将以缤纷的服饰和活泼的舞蹈来问候游客。每个到迪

士尼乐园的游客，都希望能与米老鼠拍照欢聚。一向在里多岛（Lido Isle，地中海港湾一隅）举行

的“欢聚与笑颜”，每天早上10点会以渡轮承载全体迪士尼主角和大家道早安、握手、合影。（

每天上午十点，约15分钟）

   

13、代代木公园

网友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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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东京必看的地方还有原宿站附近的代代木公园，但最好在周日去。快步从原宿站表参道口走出

，你就会明白为什么此地会身处东京最顶尖的几处游览胜地之列。人行道上充斥着穿着他们最爱

的哥特风格或动漫服装的红男绿女，其间有源源不绝的摄影师和记者来此拍照。

你还可以随心所欲的品尝那些便宜的日式快餐，如大阪烧和炒面。

在沿着表参道通 （Omotesando-dori）往代代木公园的路上，你会发现在半路上有许多业余乐队在

演奏一些短曲娱乐大众并试图引起注意。其曲风涵盖了从摇滚到流行，这是了解东京流行音乐形

式的一种好方法。

代代木公园也举办许多周末文化节和音乐节，通常都是免费的。代代木公园同时也是东京最大的

绿地之一，是一个休闲锻炼的好去处。 

(图片由网友  @吞噬你的灵魂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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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迷失——传统活动以及现代夜生活

(图片由网友  @樱桃小丸子 提供)

如果只是追逐着阳光将东京走遍，那也是能说你只走过了二分之一的东京，甚至可以说，你错过

了更能让你心潮澎湃的夜的东京。

东京市世界上夜生活最丰富的城市之一。酒吧，卡拉OK，舞厅，夜总会等等，形式和档次多样，

但共同的特点就是气氛热烈而友好。当太阳收拢了最后一丝光亮，整座城市却似乎即将在沉睡中

醒来，人们的新也随之开始激动，在这个不夜的城市里，没有什么是你做不到的。

灯红酒绿的新宿，纸醉金迷的银座，灯火阑珊的台场，东京的夜总是让人沸腾和兴奋。夜中的东

京是最好的休闲场所，也是享用美食的最佳时间，对日本人来说晚餐是最为重要的，尤其是在一

天的工作之后，各式日本特色的美食和小吃在这个时间都可以品尝到，而且你完全不用担心会错

过什么，夜总是给人充分的时间用来享受，不必追逐什么，尽情的迷失自己。

购物似乎是个更加适合夜晚的活动，有了灯光的衬托，整座城市像是揭开了一层面纱，展现了真

实的一面，让人兴奋，让人陶醉，让人狂野，也让人压制自己购物的欲望，欣然接受它的蛊惑。

东京的诱人之处，也在于人们对它的点缀。在夜里，整座城市像是被被人们的血液覆盖般的，被

赋予了新的生命。光和影交相辉映，这便是东京的夜，绚烂的夜，梦幻的夜，温柔的夜，更是人

们用心点缀的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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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佛、心、缘 提供)

六本木

六本木被称为境内最不像日本的地方，这是因为在落成的半个世纪以来，它一直特立独行。这里

是娱乐天堂。全名叫做六本木之丘，包含了后无中心、餐厅、时尚精品店、电影院、美术馆、超

市、酒店、电视台、书店、庭院和住宅，是一个生活与商业设施并存的复式社区，也就是所谓的

“垂直性”生活空间概念。在这里，艺术是生活的必须要素，这使它成为现代城市的典范。

开放时间：9：00-20:00

在六本木，有意见叫做权八（GONPACHI）的居酒屋。江户村落风格的装饰以及节庆般的热闹氛

围是下班之后举行欢宴的人们的首选。对日本人来说，居酒屋是最能代表市井生活的地方了。下

班之后在居酒屋喝一杯，是一天之中最大的放松。

营业时间：17:00-次日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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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舞伎座

建成于1889年，后来在1923年的关东大地震和二战轰炸后又进行了重建。这座耸立在东银座众多

现代化大厦中的建筑显得尤为壮观。即使你对日本的戏剧演出不感兴趣，去看看这座建筑本身也

是值得的。因为这些斑驳的建筑，记载着东京的历史。

交通：地铁Hibiya， Toei Asakusa线至Higashi-Ginza站

票价：2500日元起

开放时间：11:00-21:00 

(图片由网友  @已婚恐龙 提供)

歌舞伎町

新宿的歌舞伎町是东京最声色的场所，交友夜总会云集，按摩行业发达。或许在当地相比较而言

这是一个危险的区域，其实在夜晚时出入这里，多一份警觉，有可靠的同伴，问题不大。

交通：地铁JR Yamanote线至Shinjuku站

神乐坂

这是一个洋溢着古老而亲切氛围的街区，位于东京市中心。但是与周围的环境比起来却好像相隔

着若干年代。二战前，这里是艺伎云集的地方。和日本的很多地方一样，这里的氛围被人们小心

翼翼地保存至今，街道上铺着鹅卵石，弯曲的小巷中隐藏着小寺庙、神社和怀旧风格的酒吧、餐

馆。那些狭窄街巷见证的是当年独特而迷人的味道。

国立剧场

国立剧场有最具日本特色的文乐木偶戏表演，半个人大小的木偶由台上的操纵者控制，木偶在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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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手下如同被赋予了生命，活灵活现。而另一位讲述者则站在舞台的一侧，uong不同声音诠释不

同人物，吟唱整个故事。对每个本地人来说，这种表演是能够引起童年美好时光的回忆的一种亲

切感和熟悉感。

票价：1500—9200日元之间

旅人提示：并不是每天都有演出。每年2月、5月、9月河12月演出集中。

东京宝冢剧场

当歌舞伎把女人拒之门外的时候，他们却已经在建于1913年的宝冢歌舞团开始表演了。所有演员

都是女性，表演有着特别的韵味。

票价：3500-10000日元

两国国技馆

在日本，能让全民疯狂的运动，唯一超越棒球的，就是相扑了。两国坐落于隅田川东岸，有相扑

村之称。每当比赛，一票难求。当然，对于普通游客来说，在没有比赛的时候来参观会更从容一

些。有些展览能让你眼界大开。

开放时间：10:00-16:30

票价：大赛期间，站票500日元，未被预定的黑色座位1500日元左右。

东京巨蛋

棒球在日本是深入人心的活动。日本人对棒球的喜爱近乎痴迷。而东京巨蛋体育场是最受欢迎的

巨人队的主场。去东京巨蛋看一次棒球赛，是深入体验日本文化的好办法。你会发现日本球迷与

其他地方最大的不同：他们会让球场上面场面既壮观又显得彬彬有礼。

票价：1800日元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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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东京购物

(图片由网友  @吞噬你的灵魂  提供)

为自己和亲朋好友买一些纪念品，不妨避开新宿拥挤的人群，从容购物。

去下北泽（Shimokitazawa）逛逛是个不错的选择。下北泽少有传统的日本纪念品，以经营二手服

装和唱片为主。相比之下，在原宿购物则是一种完全不同的体验。在原宿除了能买到便宜货，在

购买过程中你还能亲身体验到东京年轻人的前卫文化。

或者漫步竹下通（Takeshita-dori，竹下通为日本东京原宿一条行人专用街道，以潮流服装闻名）

街头，在商店间进进出出，你会发现自己身周都是些穿着哥特萝莉塔风格和“卡哇伊”（日语可

爱之意）风格服装的女孩们。

还有一些值得关注的店铺，比如Wanna Be和WEGO。Wanna Be注重女性时尚而且少有超过2500日

元的东西；而WEGO则是销售新旧男女服装和饰品。如果这些也超出你的预期价位，你也可以去

为数众多的百元店看看。尽管这些店多不卖衣服，但保证你可以找到其他任何你想找的东西，包

括吃的。

   

1、奢侈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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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越、高岛屋、银座，如果你不缺钞票，那就到这三个地方吧，这里聚集了全市的高档产品，即

使在日本人眼中这里的世界名牌也是不折不够的奢侈品。随着近几年国内旅游的发展，中国人逐

渐占据了奢侈品购物的主题，现在对经营这些奢侈品的人来说，中国人是最有钱的。

作为一个成熟的资本主义国家，日本人的生活水平很高，这也是这些世界品牌进驻东京的最大原

因。LV，GUCCI，Bentley，Dior，Chanel，Rolex，菲拉格慕⋯⋯所有的世界品牌，从化妆品到服

装，从皮具到手表、到首饰，形成了东京的奢侈品购物主题。尽情来享受财富给我们带来的乐趣

吧。 

Dior 东京旗舰店DIOR HOMME (图片由网友 @佛、心、缘 提供)

ディオール表参道

东京都渋谷区神宫前5-9-11 ディオール表参道 1/2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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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0001 东京

主要经营：时装, 珠宝系列, 皮包, 配饰等

GUCCI 东京大楼 (图片由网友 @樱桃小丸子 提供)

地址：东京中央区银座4-4-10

除了有GUCCI的皮包，运动，更有全世界第二家的古驰咖啡店（GUCCI

Café）让你一次奢华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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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el 旗舰店（世界最大规模） (图片由网友 @法老也疯狂 提供)

地址：银座香奈儿大厦10楼，3-5-3银座，Chuo-ku

这是最值得推荐的一家店了。最特别之处在于其黑色玻璃大楼的外墙，是将香奈儿经典斜纹软呢

的质感纹理与建筑玻璃幕墙融合。在白天看来，她是一座透明度极高的摩天大厦；而到了晚上，

整幢大楼外墙在一排排LED的照耀下，又摇身一变成为银座最引人注目的装置式前卫雕塑。

   

2、药妆

如果去日本购物，作为女人来说药妆是必定不会错过的。日本的药妆也是世界闻名的，而且在国

内的价钱很公道，所以值得采购，建议提前列出购买的清单。

像北京的屈臣氏一样，东京的药妆店也是遍布大街小巷，大有超赶便利店的气势。药妆店内主要

经营药品、日用品和化妆品。在国内大型百货店销售的著名日系品牌，如资生堂、佳丽宝、高丝

等在药妆店里有更丰富的产品系列可供选择，并且通常还有折扣~~~非常公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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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时尚之都
松本清（Matsumoto KiYoshi）

松本是日本国内最大的要装连锁店，也是被国人最为熟悉的一家。资生堂，KOSE，KANEBO等都

是这里的必有品牌。在折扣的同时，如果买套装会更实惠的。除了专门的药店外，在一些地铁站

，车站，地下街的人潮涌动的地方都设有店铺，而且还会有更大的折扣。

Plaza：值得推荐的是位于109地下二层的Plaza与松本清抢购的风格不同，这里的excel、RIMMEL、

Bourjois 、mini Bourjois、love

clover等都是以清楚独立柜的方式陈列，以明亮清楚的陈列直接勾起妳的购买欲望。

必买List

雪肌精：被国内人们所熟知的KANEBO旗下产品，在要装店买套装的话一般都是打折的，最多能

打到6-7折，非常赞。 

(图片由网友  @吞噬你的灵魂  提供)

SANA豆乳：最近国内大热的豆乳系列产品，真的是物美价廉啊，其中也包括黑豆乳系列哦，而

且超级好用。

DHC系列：跟雪肌精一样，药妆店的DHC的些列一般也都是折扣的，但是因为DHC系列的商品

中给繁多，所以建议在购买前做好课前准备工作，稍微调查一下。

面膜：日本本土的面膜质量好价格便宜，是购买的必选产品，推荐肌美精、美肌一族。

   

3、动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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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漫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商品空间，而最大的受益者莫过于日本，莫过于东京。如果你是一个动

漫迷，东京就是你的梦想，你的归宿，你的天堂。

推荐店铺： 

(图片由网友  @佛、心、缘 提供)

ANIMATE 池袋总店 

以经营动漫人物形象模型为主，Sunshine City对面。同时还经营书籍、AV软件、游戏、收藏卡片

等各类商品，以满足众多动漫迷的需要。另外还特别经营ANIMATE独家限售商品。

地址：东京都中野区中野5-52-15

营业时间：12:00-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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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从JR中央线“中野站”（从新宿乘快车约4分钟）北口步行5分钟，NAKANO

BROADWAY大厦 2层-4层。

MANDARAKE

这是一家与秋叶原齐名的动漫迷的聚集地，从街头小店发展起来的“NAKANO BROADWAY”目

前已在日本开设了11家分店，主要经营杂志、海报、签名彩纸、AV软件、游戏、仿真玩偶等，品

种十分齐全。

地址：东京都中野区中野5-52-15

营业时间：12:00-20:00

交通：从JR中央线“中野站”（从新宿乘快车约4分钟）北口步行5分钟，NAKANO

BROADWAY大厦 2层-4层。 

(图片由网友  @樱桃小丸子 提供)

秋叶原动漫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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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目的购买，秋叶原是必然的选择，这里街边大大小小的动漫店绝对让你目不暇接。各种动漫周

边、手办应有尽有，更有世界最高谁水准的COSPLAY，一定会不虚此行。

   

4、免税店

免税店是出境旅行购物的必去之处。免税店一般都设在机场附近，在出境时可以集中时间购买。

推荐地点： 

(图片由网友  @法老也疯狂  提供)

成田机场免税店

成天机场免税店以服务著称，虽然这里的名牌商品并不是很多，但是由于服务一流，受到世界各

地游客的好评，在这里真正能够体会到上帝的感觉。

推荐商品：

蒂芬尼——Tiffany的设计焕发出浓郁美国特色的饰品系列，很适合送给情侣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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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特产——铜锣烧、特色小糕点、特别推荐的还有北海道的白色恋人~单是名字就充满浪漫啊

，每次必买！

化妆品——化妆品当然要在免税店买啦，但是推荐的是欧美系列的化妆品，如：倩碧、雅诗兰黛

、兰蔻等，因为日系的药妆价格和药店的价钱不相上下，没有必要在这里购买。

烟酒——酒类可买的东西很多哦，不仅是日本的清酒，更有像芝华士等的知名红酒，价格都很便

宜，但是要注意没人是限量两瓶的。烟草当然也是限量的，没人两条，凭机票或护照购买，日本

的七星种类很多，但很多都是凉烟，薄荷味，所以有的人抽不习惯，一定要挑选好。

旅人提示：

成田机场不少工作人员是中国人，所以你可以直接先用汉语询问。

购买的液体商品，只能在出境日本的时候带出。若前往大阪等其他日本城市转机，超量液体将会

被没收。(限定100ml，所以建议最好坐直飞的飞机，否则化妆品的话在转机时就要被无情的没收

了)

秋叶原免税店街

秋叶原作为世界上屈指可数的电器街，近些年来自海外的游客络绎不绝，拥有免税柜台的店铺也

越来越多，这里的免税店也迎合这里的气氛，打出各种招揽顾客的招牌，有的店铺甚至打出了中

文的电器免税店的大招牌。

推荐店铺：

Tokis——秋叶原地区比较大型的免税店，经营化妆品（资生堂、Kanebo系列等）和电器为主。

地址：東京都千代田区外神田1-11-6 小暮ビル1F: （秋葉原駅から３分）

嘉日免税店

中国出国人员服务总公司（隶属中国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是中国国有大型国资企业）在日本设

立的独资企业，也是日本免税行业中唯一的一家中资企业。主要经营：电器制品，高级化妆品，

日本特色工艺品等。

地址：日本东京都千代田区神田佐久间町1-8新千代田大楼1层、2层

主页：www.jiari.co.jp   � 例举了经营的各种商品，可以事先选择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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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里提供邮寄服务，对一些大件不容易搬运的商品代理中国国内的送货服务。

   

5、其他

电子产品

日本拥有世界闻名的电子行业，所以电子产品当然是值得推荐的。佳能、松下、索尼等商品的价

格都比国内便宜很多，而且一些型号是国内找不到的。但购买时要注意保修单是否注明了全球联

保，否则保修起来是很麻烦的。但是坦白说日本本土的产品质量是很好的，基本上不会出什么问

题。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PSP，XBOX，PS3，部分手机等在国内需要破解使用的商品，虽然可以购买

，但都是未破解的，到国内需要进行破解。

明治巧克力

明治，十大巧克力品牌，日本国内的明治巧克力，品种繁多，口感顺滑。特别是杏仁夹心黑巧克

力，每一颗都是人工手选出的特别杏仁，选择明治是您明智的选择。

鞋

鞋、化妆品、饰品和小家电是东京购物的四大热点。游客可在东京大商场内挑选双漂亮舒适的靴

子，价格在几百到1000元人民币不等，但款式绝对是国内少有的，一些出口的样式，至少也比国

内早上是半年，而且质量很好，值得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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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东京美食

和中国一样，吃在日本的文化中也是重要的一环。透着闪亮诱人光泽的料理，以生命为赌注、专

注烹调的师傅和名店前大排长龙的人群。这种食文化在东京被演绎得淋漓尽致。

作为一个国际化的大都市，东京在饮食方面的特点就是应有尽有，日本正宗的和食自不必说，西

洋味的洋食和中国风味的中华料理也是应有尽有，可以说在日本可以品尝到来自各地的美食。

总的来说，如果预算比较少的话，花个380日元就可以在吉野家（Yoshinoya）吃一碗热腾腾的牛

丼，类似比较便宜的餐饮连锁还有松屋（Matsuya）和数寄屋（Sukiya）。而东京的上千家拉面里

面，大部分价钱都在500日元左右。如果预算可以多至1000日元，那么就可以去地道的中餐馆怀念

一下故乡的味道了。而且中餐也是日本人平日里最喜欢的选择之一。

   

1、和食

日本虽不是什么农业和养殖业的大国，但是日本对吃还是很讲究的，日本的和食在世界上也是很

有名的，到了东京，品尝一下这些正宗的日本料理也不枉到东京一趟。在东京比较具有代表性的

料理主要有寿司、“生鱼片”、拉面、“天麸罗”、等。 

                                             94 / 123



�������

东京：时尚之都

(图片由网友 @吞噬你的灵魂 提供)

1、寿司

寿司是日本人最喜爱的传统食物之一，文化7年(1810)，在本所横刚首次出现手捏寿司，从此作为

江户前的寿司一直到现在。醋味小饭团上面加上切成小片的各类新鲜海鲜（金枪鱼、虾、墨鱼等

）和甜味烤蛋等的饭团，因其味道鲜美而受到日本民众欢迎。

 

推荐店：筑地市场。在市场中不仅可以看到壮观的鱼类拍卖场面，还能吃到最新鲜正宗的日本料

理，价格便宜，原汁原味。

美登利是日本美食节目选出来，全日本美味寿司排行第三名、吃到饱名店第二名的人气餐厅，而

且是东京少有的价格便宜又能吃到美味寿司的地方。不过好地方当然是人很多的，基本上都是要

排队。另外这家店最有名的是「元祖穴子一本付」，现点现做，现烤整条的

鳗鱼，完全看不到鳗鱼下面的寿司饭。鳗鱼完鲜美软嫩，完全没有腥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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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刺身

日语中的刺身，也就是我们说的生鱼片。很多人都知道日本的生鱼片很有名，但生鱼片的起源地

却是中国，后来才流传到日本。日本因其临海，每天可以品尝到新鲜的海产品而将生鱼片发扬光

大了。生鱼片制作简单，食用可口，营养丰富，配以酱油和芥末实用，口感细腻润滑。

 

推荐店：刺身屋新太郎 - 本店

位于 東京都荒川区西日暮里5丁目7 – 1，是一家一次身为主的小吃店，刺身中给相当全。当然东

京最新鲜的刺身仍然是非筑地市场莫属，可以自行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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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片由网友 @何威 提供)

3、天麸罗

天麸罗是日式料理中的油炸食品，在日式菜点中，用面糊炸的菜统称天麸罗。便餐，宴会时都有

可以上的菜。据说天麸罗的烹制方法来源于中国，名称是由葡萄牙语的tempero或者tempora的发

音讹化而来。

 

推荐店：大黑家

以炸虾和芝虾与干贝的组合-天妇罗大碗盖饭闻名的这家店位于浅草，从雷门到仲见世通的一半的

地方。这家店创建于明治19年(1886年)，精心调制的调味汁加上上等享有炸过的虾与蔬菜的组合

，香味浓厚，定会给你留下难以忘却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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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拉面

拉面是日本大众化的面食，起源于中国，在日本经过改良成为深受大家喜爱的食品。日本拉面主

要以将有调味，配以蔬菜、叉烧等，可依据个人喜好添加其他配料。在中国内地现有很多日本的

拉面馆，如味千等，但还是建议尝一尝原汁原味的日本拉面，价格很公道。

 

推荐店：无敌家拉面

这是日本一家人气很高的食品店啦，位于池袋的西武百货店附近，很多游客专门来池袋吃着假的

面试哦~一定要尝一尝。而且这里不论大碗小碗价格都是一样的，能吃的人赚到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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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清酒

推荐店：炉端（居酒屋）

东京最著名的居酒屋之一，靠近铁路。牌子很难找，从车站开始多向当地人打听打听。

地址：1-3-8 Yuraku-Chiyoda-ku

交通：地铁Hibiya、Chiyoda线至Hibiya站，A4出口

   

2、洋食

如果你是为美食爱好者，你一定会爱上东京，因为在这里你不但可以品尝到各式各样的日本料理

，更可以享受来自世界各地的美食佳肴。西餐由于口味偏于西洋，因此在日本被称为洋食。推荐

几家不错的洋食店，供大家品尝。 

(图片由网友 @樱桃小丸子 提供)

１、Ristorante e Pizzeria da IVO   

一家以那不勒斯风味为中心的意大利餐厅，厨师是在意大利过多年经验味道十分正宗。即使连意

大利人也觉得是不可多得的美味，无论是环境还是食品的味道都会让你有身在意大利的感觉，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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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地将原始的那不勒斯气息带到了日本。

地址：150-0012 東京都渋谷区広尾1-6-10

营业时间：午餐：11:30 - 14:00 、晚餐：18:00 - 22:00（周一休息）

人均消费：7000日元

２、VENGA VENGA Caretta汐留店

西班牙风味餐厅，配有精品的葡萄酒（类似于酒吧性质），是休闲、观看比赛品尝美食的好去处

。另有各种巴伦西亚风味、手工做作的西班牙食品，很值得品尝。

地址：東京都港区東新橋1-8-2カレッタ汐留B2（都营大江户线汐留站步行2分钟）

营业时间：午餐：11:00-15:00、晚餐：17:00-23:00

人均消费：6000日元

３、 グランド·セントラル·オイスターバー＆レストラン

西洋海鲜享受。这是一家来自纽约的餐厅，历史可以追溯到1913年至今已有了近100年的历史。20

04年3月在品川开设了在日本的第一家店铺，由于受到大家欢迎，随后又在东京站附近开设第二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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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以海鲜闻名，来自丰润海洋的新鲜海产品加之独特的美国式制作方法，让你享受真正来自

海洋深处的新鲜味道。

地址：東京都港区港南2-18-1 アトレ品川4F

营业时间：11:00～24:00

人均消费：8000-9000日元

   

3、中餐

享誉世界的中华美食，在日本自然也不会落后。日本人很喜欢吃中国的饭菜，所以在日本的中华

料理店也是非常火爆的，尤其是在东京这样一个华人比较多的地方。日本人的口味比较清淡，所

以这里的中华料理与国内相比还是有些差别的，这主要也是由于酱油、醋等一些原料不同的原因

，总之，味道上确实不同于国内的饭菜，如果有机会可以亲自品尝一下，顺便了解一下在日华人

的餐饮情况。 

１、龍福小籠堂

可能是由于上海人的口味与日本比较相近，开在东京地区的上海风味店比较多。这家店以上海小

笼包闻名，当然也可以品尝到其他的中华料理。（但是口味比较清淡有些偏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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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京都千代田区丸の内2-7-3 東京ビルB1（ＪＲ東京駅 丸の内南口 徒歩2分）

营业时间：午餐：11:00-15:00、晚餐：17:00-23:00

人均消费：3500日元

２、池袋中国城

  池袋地区当然是最著名的中华料理店聚集地，在这里有各种各样的中国美食，就像回到祖国一

样，是海外游子常去的地方。

                                           102 / 123



�������

东京：时尚之都
  

九、东京住宿

(图片由网友  @吞噬你的灵魂 提供)

和任何一座大城市一样，东京不缺旅舍。在任意一个主流的旅馆预订网站一搜，价位在2500日元

到6000日元的可选旅舍能涌出好多。旅馆价格取决于房间面积（越是旅游导向的租金越高）和旅

馆的类型。也许是为了应和旅游业的发展，东京的旅馆的数目也一直不断地增加。有的交通便利

，有的环境幽静，有的靠近闹市购物很方便，因此到东京旅游，在住宿方面可选择性是很大的。

1、都市型饭店

4星级、5星级大饭店，双人间住宿费在20,000-40,000日元左右。日本有400家以上加人日本饭店协

会的高级西式大饭店，设备与服务，都可与欧美最好的大饭店媲美。西式大饭店的膳食以西菜为

主，但有若干大饭店，特设日式餐室、好让旅客一尝日本菜的风味外，有的还备有几个日式客房

，甚至筑有景色悦目的日式庭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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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lton Hotel Tokyo（东京希尔顿酒店）

位置很好的五星级酒店，去新宿地铁站走路也就10分钟，酒店的穿梭巴士来往新宿也很方便（平

均10分钟就有一趟），而且服务非常周到，可以使用英语交流。对于国土面积不大的日本来说可

以说是寸土寸金了，这家酒店的房间面积在日本来说可算是很大了。

地址：东京6-6-2, Nishi-Shinjuku, Shinjuku-Ku, Tokyo

星级：五星

参考价格：因为价格是会上下浮动的，所以不是很确定，但是在国内的携程等网站上可以预定到

比较便宜的价格，基本在1000RMB左右。

东京康拉德酒店

以现代洗练的经典笔触营造出耐人寻味的日式传统待客之道，这就是康拉德酒店最吸引人的地方

，而这也与东京这座大都会给人的印象十分契合。酒店就在世界知名高尚购物区银座旁边，触手

可及。在这里无论是俯瞰东京湾的瑰丽夜景，还是欣赏城市的繁华容貌，都是明智之选。

地址：1-9-1, Higashi-Shinbashi, Minato-Ku, Tokyo, Japan

电话：63888000

参考价格：约350美金起

东京半岛酒店

位于东京高档地段丸之内的东京半岛酒店既有高贵的气质，又能让你有回到家的温馨。这些人性

化的设计的目的就是让你在漫漫行旅中还能得到温馨的家的感受。而且在这里还可以欣赏到皇居

苑的壮观景色。

地址：1-8-1 Yurakucho, Chiyoda-ku, Tokyo, Japan

电话：62702888

参考价格：约500美金起

东京柏悦酒店

高高在上的爵士乐酒吧，东京城中永不褪色的灯火，还有那些夺人魂魄的音色，看过《迷失东京

》的人一定会记得这些在酒店里取景的镜头。其实这就是柏悦酒店。或许你并不一定要住在这里

，不过还是最好来到它的纽约吧里，点上一杯马提尼，就着心情和玻璃窗外的城市布景，遥想一

下这个舞台上的寂寞。

当然，关东平原，美丽的富士山，就在触目可及之处。

地址：3-7-1-2, Nishi-Shinjuku, Tokyo

电话：53221234

参考价格：约650美金起

小田急南悦酒店

东京著名的星级定价酒店之一。这间酒店远离喧闹和拥挤的东京市区，为旅客提供精致和舒适的

客房。酒店设有大量的设施和服务，能够满足商务旅客和休闲度假者的各种需求。地处新宿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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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酒店到新宿站只需步行三分钟。紧邻商业金融区域，是欣赏新宿美丽夜景的最佳场所。

地址：〒151-8583東京都涉谷区代代木2-2-1

星级：4.5星

参考价格：1300元人民币左右，含早餐 

2、青年旅馆

青年旅馆的收费比较便宜比较适合背包客，收费大约在3000日元左右。

东京国际青年旅馆

地处都心地段,环境优雅,宾馆设施极为现代化。

位置：地铁线饭田桥站上面的中心广场大楼第18和第19层。

参考价格：3,100日元/天。早餐:400日元。晚餐:800日元。

寿阳长寿馆

位置：东京都台东区清川2-15-3号

参考价格：3200-6200日元/天

商务酒店

上午旅馆是一种以商务出差的客人为主要对象的酒店，不奢求豪华的装饰和设备，但求实惠，从

而为了降低成本，减少了很多不必要的装饰等。地理位置上，由于考虑到商务性质，这类酒店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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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处在闹市区和电车车站附近，有利于交通换乘。

东京商务酒店 Tokyo Business Hotel

服务比较好，价格公道，房间小了点，交通便利，距离新宿车站和丸之内车站都不是很远。

位置：日本新宿区6-3-2, Shinjuku

参考价格：8000日元

JR池袋西口超级商务酒店

位于东京池袋车站西口的商务酒店，价格便宜，全新的设备，设计新颖，客床加宽，为女客赠送

化装品，早餐免费，所有客房提供免费高速互联网接入服务，房价经济实惠。交通方便，距离新

宿仅八分钟那个车程，池袋车站地下C1出口即是。

位置：东京都丰岛区池袋2丁目14-12

参考价格：8000-9000日元

4、日式旅馆&民俗

如果想订一个有点不同乃至独一无二的房间，对去日本的游客而言一个可选项是日式旅店，那里

提供日式床铺和日式早餐。在日式旅店你可以住在有榻榻米地板和床垫的日式房间里，可以自由

使用公共澡堂，还有机会品尝到日式家庭料理。尽管日式旅店的价格接近大酒店，但如果一个人

独自体验一晚还是很值得的。有一点要注意，在东京之类的城市的市中心日式旅店较为罕见。

民宿是家庭化的旅馆，多设于度假胜地，类似于北京地区的农家院。经营者会把客人当做自家的

一员，房间都是日本式的，饭菜包括早晚餐。由于要降低住宿的成本，所以一些不必要的设备和

装饰也是不配备的。

昌庭之家

昌庭之家本着服务各国旅客的原则，目前提供英语、中文和台语的服务，热情周到，一定会让你

有宾至如归的感觉。共设有22套客房，干净简洁，交通便利，JR池袋站C6出口步行约6分钟即到。

位置：东京都丰岛区池袋2-32-4

参考价格：5500-6000日元（单人房）/7500-9000（双人房）

池袋之家

老板是台湾人，陈太太，所以国语和台语都是没有问题的，服务很是热情。

位置：東京都豐島區池袋2-20-1

参考价格：6000日元（双人房）/9000日元（三人房）

5、  另类住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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胶囊旅馆有着高端的品质，深受行商的喜爱，这种旅馆遍及日本，对随身行李不多，只想找个地

方睡觉的人来说再理想不过。东京的各主要地区，包括秋原、涩谷、新宿等地胶囊旅馆的起价都

在3000日元。这些胶囊旅馆最重要的就是提供一张过夜的床，这都大同小异，其中有几家旅馆还

提供桑拿浴和咖啡服务。

如果实在没办法，还有一个选择就是声名狼藉的漫画咖啡厅。尽管名叫咖啡厅，但实际上这种咖

啡厅不仅仅是提供一个看漫画的地方而已，他们还提供DVD，电玩，还有令其扬名的足浴和日晒

设施，还有不限量供应的咖啡和茶水。每小时花上600日元，就能租到一个私人的小房间，里面配

有个人电脑和一张很舒服的椅子——可以用来睡觉。因为这种咖啡厅24小时营业，所以成了等首

班车前放松的好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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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东京交通

   

1、成田机场

东京成田机场主要有一号和二号两个候机楼组成，两个候机楼之间有免费的摆渡BUS。根据所搭

乘飞机的航空公司不同，在上下飞机是一定要注意。

一号候机楼：上海航空，国航，全日空等。

二号候机楼：中国东方航空，中国南方航空，厦门航空等。

交通换乘：

从成田去往东京市内是非常方便的，当然主要还是以电车为主，在成田机场主要有三种线路可供

选择：

1．    成田SKY ACCESS线

连通成田-上野-日暮里，最快速度科大160km/h，36分钟即可到达。

2．    京成本线

同样连通成田-上野-日暮里，价格较SKY ACCESS线便宜，速度也相对慢一些

3．    JR线（*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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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东京、品川、涩谷、新宿、池袋主要的交通干线。到达东京站53分钟，东京、新宿、横滨方

向30分钟一趟，可谓四通八达，价格也比较便宜。（均为指定席，保证有座位）

机场饮食：

为了迎合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机场的饮食可以说是五花八门，但是在机场吃东西是很贵的，而且

相对来说地域特色不浓，所以值得推荐的店铺很少。

1．    快餐类

快餐式值得推荐的，因为一般人都不会在机场逗留很久，成田机场一些便当、披萨店和麦当劳都

是有的，可以简单购买。值得注意的是日本的电车是“饮食禁止”的，所以习惯在车上吃东西的

人要注意，最好吃完了再去搭乘电车。

2．    面食

无论怎样，面食还是值得推荐。因为速度很快，而且味道也比快餐强的多。是机场最值得推荐的

饮食了。

推荐：ramen kagetsu arashi 

这是一家日本人气很高的拉面店，汤汁鲜美，值得去一下。位于第一候机楼 中央大楼的5层。

日本人崇尚名牌举世皆知，但成田机场名牌店并不多，除爱玛仕、Burberry、万宝龙等，比较值得

一逛的有做定情之用的蒂芬尼和品牌包袋Samantha Tavasa。

【最值一购】MIKIMOTO饰品，大牌云集应有尽有

消费：如不在意价格可淘到好货。特色：服务热情周到，商品其次。

   

2、电车和地下铁

电车和地下铁是日本人出行最主要的交通工具。不仅因为它干净整洁，不堵车，准时准点到站，

也因为它的四通八达。如果你看到一张东京地区的电车图，你一定会被它吓到，因为实在是太复

杂了，但也正因为它的复杂，是人们出行非常方便。日本人的时间观念是很强的，这在很大程度

上依赖于他们电车时刻的准确定，偏差一般不会超过2分钟。

从1972年开通第一条线路，到现在以东京为中心的网状线路，东京成为了世界地铁文化发展的典

范。站在繁华的东京街头，无论你放那个方向走，不过500米总能找到一个电车站，平均的日接待

量打到750万人次，在城市交通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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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R电车：

JR线是日本国营的电车线路，东京市JR山手线上的五大枢纽换乘站之一。山手线以东京为中心成

环形运行，各个站点囊括了东京东京所有的主要城市，周期大约一小时左右。山手线分为内环和

外环之，由东京火车站经品川开往涩谷方向（顺时针方向转）为外环线，由东京经上野开往池袋

方向（逆时针方向转）的为内环线。

票价：基本120日元为底价，根据距离长短价格一次上涨。

运营时间：每天5：00－凌晨1：00

东京地铁线路图：

1．    JR线

2．    地下铁

地下铁的网状运行线路大大增加了出行的便利性。东京的地铁分为营团和都营，共13条线路可供

选择，可以说是四通八达。东京的交通服务如同日本所有的商业服务一样，细致、周到而又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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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你出站时发现自己所买的车票金额不够或换车时没来得及买票，只要在出口处的“精算机”

上补足不足金额即可。银座线、丸之内线等重要线路上行使的列车车厢内还为盲人提供盲文指示

图标，方便了残疾人乘坐地铁。地铁列车每节车厢都装有空调，冬天列车的坐椅会自动加温，夏

天车厢内冷气充足。 

票价：营团地铁——以160日元为底价，按距离长短增加。

都营地铁——以170日元为底价，按距离长短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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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营时间：每天5：00－凌晨1：00

旅人提示：

 地铁设有一日乘车券，当日24:00前可随意乘坐，购买很方便，出行的游客可以购买。

   

3、巴士

虽然东京的电车和地下铁四通八达，但也还是难以避免的存在一些无法到达的盲区。为了填补这

些盲区，出现了以都巴士为代表的多条公交线路。在东京市内，由于比较拥挤，所以利用巴士的

人是很有限的，而与电车线路相互重合的线路基本上都用来观光。除巴士外，还有双层巴士、观

光巴士和快速巴士作为补充形式而存在。 

(图片由网友  @已婚恐龙  提供)

观光巴士

如果想体验赶往经典路上的风景，那观光巴士将是你最好的选择。东京都内有名的巴士，如HAT

O等都设有专门的旅游线路，车上艾欧佩导游讲解，都是为了方便游客设置的。部分车上还设有

英文和中文的导游，不过需要提前预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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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上巴士

水上巴士，也就是大型游轮。跟路上的巴士不同，水上巴士可以从睡眠的角度观赏城市风光，因

此也备受旅行者闷得青睐。目前在东京“水上巴士”正在运营的共有5条路线，分别是：隅田川航

线（隅田川ライン）、御台场线（お台场ライン）、东京Big sight，Palette城线（东京ビッグサイ

ト�パレットタウンライン）、浅草－台场线（浅草�お台场直通ライン）和Happy

Dog航线（ハッピードッグクルーズ）。

   

4、出租车

(图片由网友  @樱桃小丸子  提供)

日本的出租车其实数量很多，服务也很热情，但就是太贵。不同公司单价不同。一般来说最初两

公里为650日元（约50元人民币），两公里后就按每２７４米增加８０日元（约5.7元人民币）。日

本的出租车用得最多的品牌的是丰田，丰田中用得最多的车型是皇冠。晚上23:00到凌晨5:00更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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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收20-30%的费用，所以最好不要随便打车，如果实在不认识路的话那就没办法了。在一些大的

电车中转站都可以打到出租车，当然也可以通过电话预定，车子回到你指定的地方接你的。因为

日本的电车只经营到凌晨一点左右，而日本人工作又经常加班，所以在夜里出租车生意是非常好

的。

另外，日本的路跟香港差不多，除了国道和高速路都是很多坡路和拐弯，但是司机师傅的技术都

很好，请大家放心。另外，日本开出租车的人都是年龄比较大的，稳重、安全，经验丰富。

东京出租车预约电话：+81 3 57552336（全天24小时英语服务）

   

5、Tips

买交通通票

买一张可以乘坐东京附近的绝大多数JR列车、巴士和渡轮的JR交通通票很划算。28000日元左右，

可以使用七天，在绝大多数JR车站和成田机场都可以买到。

徒步东京：

如果你喜欢徒步，步行游览东京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请准备好地图。

骑车闲逛：

除步行外的另一个选择是骑单车。可以通过http://www.coolbike.jp/

网站租到自行车，他们有送车上门的服务。

与这个网站还通过配套的城市地图来提供旅游路线指南。http://cycle-tokyo.cycling.jp/ 亦提供自行

车租赁和旅游路线指南等服务。通过步行或骑行游览东京能让你看到一些在列车上未必能看到的

景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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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推荐行程

   

1、东京一日走马观花

或许你只是路过这座城市，只偷得浮生半日闲来将它打量。来去匆匆，就需要更周密的安排。

清晨6:00-8:00 筑地市场

这里从凌晨四点就开始人声鼎沸，实际上六点到达这里时大部分交易都已经完成。但是仍然能看

到大批渔船满载而归的壮观景象。这里被称为东京的厨房，当然也称为吸引外国游客的人们旅行

景点。看着活蹦乱跳的大鱼如何成为血淋淋的刀下客，也算是特别的记忆吧。附近街巷很有异域

风情，也值得一逛。

市场里很多正宗的鲜味小店，是必须一尝的。这也是东京一行完美的开始。只要你能接受眼前连

绵不断的生猛景象。

8:00-10:00 东京湾码头

登上观光游船，从日之出栈桥出发，可以经停东京的各个桥头，而每一座桥都有一段属于自己的

故事，其中最闻名遐迩的当属彩虹大桥。在清新的海风中和东京亲密接触，轻松自在。

10:00-14:00 浅草

在浅草附近的码头上岸，浅草寺周围是一个极具庶民味道的街区，从江户时代开始就已经十分热

闹了。到现在，也是一探老江户风情的绝佳地点。亲临浅草，穿过顶上的雷门，沿着中间的街道

而行，就到了浅草寺。在大庙本点钱肃然停步，双手合十，你会自然而然地被气氛感染，表达尊

敬。可以在浅草寺求个吉祥签，把纸签上的语言挂在寺庙的绳子上，求佛保佑。

寺庙周围有很多传统日式料理店和甜点店，比如大黑家，是解决午餐的好去处。也可以去鳗鱼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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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点长炭烤鳗鱼，软嫩的鳗鱼肉质，是很多人不可抗拒持续光顾的原因。

14:00-17:00 上野公园

从浅草寺乘地铁，可以到上野公园度过一个充实的下午。公园不仅景色秀美，更有久远的历史和

深厚的人文底蕴。在众多博物馆之中，你总能找到自己喜欢的。

从上野公园东门出来，可以顺道去东京大学走走，在亚洲第一的大学里面漫步，不要错过著名的

钟楼。

17:00-20:00 银座+日本桥

“最东京”就在这里了。银座的历史可以追溯到400年前，从铸币厂设立时起，这里就注定会发展

成商业生活的一个中心。如今，银座不禁是购物天堂，更是一个体会东京繁华气息的首选。而日

本桥架在中央区北部日本桥川上。大桥是17世纪德川江户时代建成的五条街道的起点，也是日本

所有道路的基点。

日本桥地区，除了林立的大型百货公司，更有许多从江户时代传承下来的百年老店。

20:00-23:00 歌舞伎座

尽情购物之余，可以在夜幕深沉之后去歌舞伎座听一次日本传统的精致戏剧。剧场集中在四目町

交叉路口西面的筑地一侧。如果时间不够，可以选择“一幕见席”，也就是整部戏剧的一部分，

但是保证原汁原味。完整的一出戏剧，最便宜的作为通常需要花费3000日元左右。

至于晚餐，在银座的中央或者南端都不难找到豪华的酒店和上好的餐厅，用大餐来犒劳自己收获

颇丰的一天吧~

   

2、东京三日经典行程

三天不长，肯定无法将偌大的东京走遍。但是也足够让你爱上这座城市了。在三天的时间里，尽

量去了解它精华经典的一面吧。

D1 悠闲散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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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 上野公园：明治时代大将军西乡隆盛铜像、东照宫参道两旁的“鬼灯笼”、唐门、本殿、择

殿、宽水寺的樱花、樱花大道（灯下赏樱花也是一种独特的方式哦~~）、不忍池的荷花、上野动

物园、牡丹园

下午 浅草：在浅草先吃顿午餐或者下午茶，可以品尝天妇罗、荞麦面、素鸡烧、鳗鱼、泥鳅、善

哉饼、甘薯羊羹、丸子、樱花饼、糯米糖、煎豆、酥饼⋯⋯

浅草寺的看点有雷门、商店街、浅草寺正殿、五重塔、浅草神社。河岸的荻草很美，长命寺收藏

着很多江户时代著名文人诗句的石碑。这里还有流传了三百年的长命寺樱花饼和言问糯米团子。

傍晚可以去葛饰，那里是东京一个比较偏的老城区，有个叫做柴又町的地方，是寅次郎的故乡。

老东京的生活气息，在此呼之欲出。

晚上 传统日式旅馆：品尝最地道的日本料理，感受江户时代的气息。最后泡一个汤，解除一天的

疲劳。

D2 张扬购物欲

上午 池袋：这是个百货公司林立的地区，这里有东武百货和西武百货，有四栋大楼组成的太阳城

，无疑是东京逛街和购物的不二之地。

值得去的地方有东京艺术剧场，看世界第一等旋转式双面管风琴；东武百货有日本第一的售货面

积；西武百货云集时装和化妆品，更有淘书和杂志的Libro书店。在太阳城的日本第一摩天大楼里

，你会感受到一栋楼就好似一座城，甚至剧院、水族馆、天文馆都囊括其中。在60楼的瞭望台可

以将整个东京尽收眼底，千万不要错过。天气好的时候，你可以直接看到富士山哦。

午餐时可以去尝尝Namco Namjatown，这是一个美食乐园，甚至可以参观到冰激凌博物馆。

下午 原宿、表参道：在原宿，古老的味道弥漫，却也不乏另类的流行色彩。要去看明治神宫前的

大型鸟居；东乡神社旁的周末集市；竹下街是一条从原宿车站一路延伸至明治街的小路，年轻时

尚的流行地比比皆是，满街都是可爱的小店，是淘宝天堂。

表参道是连接原宿和青山的一条街，表参道是由于安藤忠雄的设计而闻名于世。午后，你可以看

到许多气质高贵的女性在这里慢悠悠地享受他们的下午茶。而青山则是一条欧式咖啡馆和精品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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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店林立的时尚空间。这是整个沸腾城市里最宁静的一遇。小道两侧优雅的画廊，漂亮的咖啡馆

，面容优美的人们，都会给你心悦诚服的享受。

晚上 涩谷：日本流行文化的发祥地。无论是车站外的广场还是繁闹的公园街、文化村街和井之头

街，每一条街都在告诉你，他们就是流行的代名词。站在高处俯瞰涩谷红绿灯变换的十字路口，

你会有叹为观止的发现。

109大楼是地标性建筑，几千家个性小店等你来发掘。

D3 饕餮一场：

东京的美食或许不是“最日本”的，却因为独具国际风范而在全国独占鳌头。

上午 古根干（Nedu Yanaka, Sendagi）：美食之旅的美好开始。古根干的意思是三个地名的合称：

谷中、根津好干驮木。这是东京最庶民的地方之一，也是偶像剧取景热门地哦。

好吃的店铺太多了，可以品尝一下根津的芋甚昭和烧，冬天的时候买上他家的一碗热乎乎的红豆

汤，真是最温暖人心的事情了。谷中的手工馅饼店马米兹供应限量手工馅饼。这条街上还有不少

古董店，闲庭信步、走走停停，嘴上吃着，眼睛看着，真是享受啊。

中午 浅草区：推荐并慕蒁荞麦面条、染太郎。在这里，你或许会见到文人雅士饮酒作乐呢。

下午 月岛：东京文字烧的发源地就在月岛。有一家叫做“锦”的店有60多种文字烧。另有一家“

激震之绿”的特色是用菠菜研制出创新口味，驰名整个文字烧一条街。

晚上 彩虹大桥：东京夜景最浪漫的游法，搭乘东京湾的游船，在夜火阑珊之中就着夜色啜一杯香

槟，这真是满足的一天。

   

3、东京五日以上从容闲逛

有了五天以上的时间，就不妨放慢节奏，去往游客更少的地方，或者去郊外，挖掘属于你自己的

私密东京之旅。前三天，可以将前面提到的经典必去逛一遍，接下来的两天，就来点不一样的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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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吧。

玩法一：乘坐观光巴士，绕着东京走一圈。

哈都巴士（Hato Bus）台场小型游。最大的特色就是整个bus从里到外都是可爱的hello

Kitty造型，甚至车中都有可爱的hello Kitty。车子还将载你去到丸之内口车站的hello

Kitty主题商店。太让人心动了~~

线路：筑地-汐留-彩虹桥-台场-东京塔-六本木-霞关-国会

地址：东京都大田区和平岛5-4-1

电话：37611100

票价1300日元

交通：东京车站，丸之内南口，出站左行一分钟

营业时间：8:00-20:00

玩法二：迪斯尼乐园疯狂一下

前文的景点介绍里有详细内容。在这里为你的东京之旅添一份疯狂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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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旅人提示

1、注意事项

女性要小心拥挤列车上的骚扰者，大喊“chikan!”往往会让骚扰者羞于行动，不过在事先一定要

看清楚——有时一趟拥挤的火车就只是拥挤而已。

最好在国内银行换好需要用的日元，在日本机场换的话汇率会不合算。乘电车需要的零钱可以通

过购买小物件找换。

目前日本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店支持银联刷卡，按照当日汇率结算成人民币直接扣划，没有手续费

。如果方便的话最好有张JCB的双币种信用卡，直接刷日元，回国后直接购汇还款即可。

VISA或者万事达比较普遍，但是因为是通过美元折算，会有相应的手续费，不太合算。

建议购买旅行保险，可以包括你在东京期间可能发生的任何医疗费用。这里的治疗可以说是世界

上最好的，不过也是最昂贵的，而且要注意，通常需要你付清全额治疗费，或者提供足够的证据

表明费用将由你的保险公司负责。

下面列出一些医院，一般都有会讲英文的工作人员和24小时急诊：

日本红十字医疗中心

电话：3400-1311 网址：www.med.jrc.or.jp 交通：Hibiya线至Hiro-o站，3&4出口。

圣卢克国际医院

电话：3541-5151 网址：www.luke.or.jp 交通：Hibiya线至Tsukiji站，3&4出口。

东京内科&外科门诊

电话3436-3028 网址：www.tmsc.jp 2层 交通：ToeiMita线至Onarimon站，A1出口。

常用日语读法

中文意思    日语    发音

...多少钱    ⋯はいくらですか？    ⋯wa yi ku la dei si ka?

...在哪里    ⋯はどこですか？    ⋯wa dou kou dei si ka?

厕所    お手洗い/トイレ    o tei a la i/to ti lei

谢谢    ありがとう/Thank you    a li ga to/thank you

机场    空港    kuu kou

地铁    地下鉄    qi ka tei ci

能用VISA卡吗？    ＶＩＳＡカード使えますか？    visa ka-do ci ka ei ma si ka?

请到⋯（打车时）    ⋯までお願いします    ⋯ma dei o nei ga yi shi ma si

2、东京风俗节日

成人节：

每年一月的第二个星期一为日本成人节，是庆祝年满20岁的青年男女成人自立的节日，有各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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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机关举行成人仪式的典礼，全国放假一天庆贺。年青的男孩子们会穿上笔挺的西装，女孩子们

则会穿上非常隆重的和服，举行集会或是拜神请愿来庆祝他们正式步入成人社会。

推荐：节日这天可以到东京各大寺院观赏盛装打扮的日本MM。

樱花节：

如果是三月末四月初来日本，一定不能错过的就是此时盛开的樱花。这段时间日本很多地方都会

举办樱花节，朋友三五成群，携佳肴、品美酒、赏樱花，真是人生一大乐事。

推荐公园：上野公园、隅田公园、千鸟之渊

花火大会：（烟花祭、烟火大会）

花火大会是日本人夏季的盛会，每年的7、8月份，男男女女都会穿上日本传统的浴衣去看烟火。

浴衣跟和服类似，样式稍微简单些。烟花种类繁多、场面宏大，非常有观赏性。年轻的日本女孩

子认为，一生中总要和相爱的人去看一次花火大会，青春才会没有遗憾。

推荐：隅田川花火大会、神宫外苑花火大会

盂兰盆节

“盆”是日本一年一度的迎接和安慰祖先亡灵的日子。按照传统,“盆”是在阴历7月的第17日纪

念。现在,一些传统的习俗仍旧存在，但对于大多数日本来说人来说，盂兰盆节就是夏休的假期，

重要性相当于中国的国庆节。所以出行的人会特别多，交通会显得非常拥挤。

圣诞节

和中国一样越来越流行过西方的节日一样，在日本，圣诞节也变得越来越重要。 无论是不是基督

徒,人们都喜欢装点圣诞树,吃圣诞蛋糕、互相交换礼物。商场等场所也会推出圣诞主题的活动。日

本小孩子也相信，只要虔诚的期待，圣诞老人就会给他们送来礼物。

推荐：各大商场会有圣诞主题的装饰和活动

3、建议

日本是个现代与传统、钢筋水泥与绿野仙踪和谐统一的国家，在这里你可以买到世界上款式最新

的奢侈品、最先进的电子产品，却也可以找到最纯净的世外桃源、人间仙境。对于爱好摄影的人

来说，东京的东京塔、迪士尼游乐园、浅草寺、台场都是不错的取景地点。

日本有三个长假：五月初、八月的前两周和新年，这些时间探亲或是旅游的人会比较多，来往日

本的机票价格相对会有所上涨。同中国一样，日本学生也有寒暑假，届时许多留学生也会回国，

机票价格也是相对高点。而在每年的四月份也有很多人慕名前往日本观赏樱花，导致机票价格也

会有所上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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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反馈

感谢您的使用：）

欢迎将您的意见反馈给我们，以便更好地完善本攻略，为您的出行提供更贴心帮助 >>

热门旅游攻略推荐

丽江：柔软时光 峨眉山：养生修佛 杭州：人间天堂

北京：祖国的心脏 香港购物2011 魅力宝岛自由行

尼泊尔：千佛之国 马尔代夫：花环群岛 瑞士：瑞不可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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