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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留學英國，就讀廣告品牌管理科系，從事過零售、廣告、品

牌等工作。從小就對美妝有濃厚興趣，喜歡欣賞美的事物。瘋

狂喜愛日本藥妝的 Vera，苦於沒有管道得知來自日本的最新藥
妝商品消息，因此 2009年開始，於 Facebook上建立了聚集
日本藥妝同好的「日本藥妝失心瘋俱樂部」粉絲團，整理最新

美妝情報、好物，深受網友好評！成為人母後，也開始積極鑽研日本嬰童用品界，希望能

挖掘更多日本的嬰童用品好物，並且分享給需要的新手爸媽們！

日本藥妝失心瘋俱樂部：www.japanuts.com/
日本藥妝失心瘋臉書：www.facebook.com/labellessveraJP 
Vera個人部落格：uniquevera.pixnet.net/blog

日本藥妝達人 Vera

部落客介紹

What's 東京

E  新宿
對於日本藥妝店很熟悉的

Vera，似乎很推薦在新宿的歌
舞伎町裡的商店。

A  淺草
說到淺草地區近期最熱門的話

題就屬TOKYO SKYTREE®！

Vera在眾多的商品中特別喜
歡 TOKYO SKYTREE®的限

定商品。

F  澀谷・原宿
來到原宿果然還是不能錯過甜

點！喜歡從夏威夷來的早午餐

店「Eggs'n Things」。

B  上野
如果想在日本體驗庶民生活就

屬「阿美橫」了！在這裡不僅

是觀光客，也有許多在地人。

此起彼落的叫賣聲充滿活力。

G  六本木
如果想從高層樓一窺漂亮的東

京景色，則推薦六本木新城展

望台「TOKYO CITY VIEW」。
從這裡看見的「東京鐵塔」別

有一番風味。

C  墨田・兩國
Vera 經常搭乘連接淺草與台
場的「水上巴士」前往台場。

這邊也很適合拍照，因為船身

的設計實在是太酷了！

H  吉祥寺
被 Vera選為「最適合購物的
街道」的吉祥寺，也是被日本

人票選為最想居住的地區！在

這裡遇見許多喜歡的店家。

D  台場
在台場有許多可愛的商店及主

題公園。特別喜歡在 DECKS 
Tokyo Beach裡的「西松屋」
及「LEGOLAND Discovery 
Center東京」。

Vera造訪的東京景點

東京不僅是個擁有最新流行與最新科技的都市，也是個擁有悠久歷史及傳統文化的地方。不管造訪幾次永遠都是那麼

的刺激，充滿樂趣。此外發達的交通網，也可以輕易到達關東近郊的溫泉地及大自然中的觀光景點，東京是個多采多姿、

充滿魅力，且夠體驗多樣化事物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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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 Vera而言，東京永遠是個新鮮有趣的城市，永遠讓人充滿期待的城市、一個讓東西都變得很好
買的城市，逛起來就失心瘋的城市。

回想起第一次去東京時，安排了好多觀光景點的行程，然後在前往每個景點之中，還不斷有停下腳

步來逛街的舉動，就這樣走走停停、逛逛買買，完全無法自拔的陷入了東京街頭的購物氛圍，也因

此奠下了我日後瘋狂愛逛東京的基礎。

逛不完又買不膩的好逛東京

在女孩兒們眼中，東京真是個失心瘋購物的大本營！就算是不太愛買東西的女生，到東京也可能會淪

陷，原因在於，那些讓我們想買的，不僅只是女生最喜歡的衣服、包包、鞋子，更廣泛的延伸到所有

生活需要的物品，像是裝飾家居的漂亮雜貨、顏色繽紛可愛的餐廚用具，甚至是你已經有了，但還

想再買的可愛小物⋯⋯等等，

徹底讓你心甘情願掏錢結帳！

而且，最讓人瘋狂的是，在東

京走進一家店，一旁還有別的

商家等著你進去逛，每家店都

好逛又好買、都有讓你想花錢

的慾望，保證絕對可以滿足你

的購物慾！

你不可能不愛上⋯東京

旅 遊 心 得

討厭！怎麼都這麼可愛啦∼

日本的卡通動漫發展得非常成熟，形成一種特殊的可愛文化，

所以日本到處都有「吉祥物」的存在，更淋漓盡致地發揮在

所有生活事物上。在東京最常見的，就是代表 JR東日本的

Suica企鵝，走到哪都能看見他的海報或標誌，十分受到歡
迎！因此，在日本到處都有可愛的卡通人物與吉祥物。重點是，

還推出了超級多、可愛到爆炸的周邊商品，不買都覺得對不

起自己，所以強烈推薦喜歡可愛小物的朋友，一定要排除萬

難玩東京一趟，肯定讓你從此愛上東京！

讓人驚呼的美妙滋味

東京的餐廳，不只是日本料理，就連很多和風式洋食、美式

速食及西式甜點，經口味改良後，也都非常美味，其中最深

得我心的，便是滋味非常美妙的甜點了！舉凡水果千層蛋糕、

水果塔、草莓蛋糕、馬卡龍、抹茶冰淇淋⋯⋯等等，全都是

我最愛的東京甜點，每回到東京都要吃過一輪，才甘心坐飛

機回台灣，所以 Vera推薦喜歡吃甜點的人，出發前先作好
功課，找好自己想品嚐的甜點名店，然後帶著一顆期待的心，

去東京滿足你的味蕾吧！

1  TOKYO SKYTREE® 內的 212 Kitchen Store 時常有可愛插畫風格的商品，而且都是 TOKYO SKYTREE® 限定！ 
2  東京有很多碎花蕾絲風格的雜貨小鋪，每間都佈置得好浪漫∼→吉祥寺 p9　 3  日本現在超流行這種甜點造型的蠟燭，作得超
像真的甜點，可愛極了。→吉祥寺 p9　 4  原宿的 FOREVER 21是我認為全東京最好逛的分店，商品種類分布規畫得很好，逛起
來最好買的一間。

5  連文具也超卡哇伊！這麼可愛的筆，你能不動心嗎？→吉祥寺 p8　 6  逛翻日本 Sanrio的每間店鋪就是我每次必定行程！ 
7  東京的甜點都超讚，特別推薦堆滿豐盛水果的水果塔！→吉祥寺 p9　 8  來日本一定要吃「抹茶」，特別是這類抹茶聖代百匯，
真的超讚∼→墨田 p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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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 1 第一天於擁有獨特風情的上野散步。古早味的商店街購買零食及化妝品！

熱鬧的阿美橫町，不只

吸引當地日本人前往，很

多觀光客也來此體驗與

眾不同的特色上野！在

這裡聚集了許多販售包

包、服飾以及行李箱的

店家，大約中午前便會

陸續開門營業，價格也十分親民喔。

營 8:30 ∼　地 上野站正對面　 HP  官網：http://www.ameyoko.
net/

四處都聽得到此起彼落、中氣十足招呼客人的呼喚聲，就

是上野阿美橫町對大家說早安的方式！

1  阿美橫町　 上野

在台灣也非常具有知名

度的上野 OS DRUG，
是許多觀光客必定朝聖

的藥妝店「景點」！不

過値得注意的是，OS 
DRUG僅販賣生活常用
的各類藥品，若帶著美

妝品清單來此採買，可是會空手而回喔。

電 03-5807-2727　營 10：00 ∼ 20：30　地 東京都台東區上野
6-11-5　 HP  http://www.osdrug.com/sub1.htm

Vera比價過不下數十次，在很多商品項目上，這裡都榮
登了最低價的寶座。

2  OS DRUG　 上野

推薦！ 東京旅遊行程

想試試穿越時空的感覺嗎？

那 就 請 把 上 野 與 TOKYO 
SKYTREE® 列進你的旅 遊

行程吧！東京最庶民的景點就

是上野，保留舊時代風格，有

著傳統的早市、平價的攤販

與充滿懷舊氣氛的街道，造訪

上野一趟可以遇見以前的東

京；當今最夯的東京新名所

─ TOKYO SKYTREE®， 以

世界第一高塔的名氣，吸引

全球觀光客指名前往。然而

TOKYO SKYTREE®下方的

「Solamachi」商場，才是讓我
走進去就出不來的地方，每次

都逛到要結束營業才依依不捨

離開阿！

日本所產的水果鮮甜好

吃，許多台灣人都喜歡

在百貨公司採買日本進

口的水果。既然如此，

在東京怎能不來點水果

呢？位於上野阿美橫町

內的百果園，可是家遠

近馳名的名店，相當推薦現切的水果棒，甜度百分百。

電 03-3832-2625　營 10:00∼ 19:00　休 週三　地 東京都台東區
上野 6-10-12　 HP  http://www.ameyoko.net/shop/281

Vera超喜歡來這吃草莓串跟哈密瓜。

3  百果園　 上野

上野是櫻花與藝術的街！

說到上野，在春天是

有名的賞櫻地點，但

上野也是日本首屈

一指的藝術特區。在

JR上野站前的上野
恩賜公園附近、谷中、

根津、千駄木ㄧ帶，以東京國立博物館為首，聚集了許

多美術館、博物館、小型博物館等。此外因為還有以

熊貓聞名的上野動物園，所以在上野逛一整天也不會

膩哦。

HP  http://museum.guidenet.jp/  (日文 )

DAY 2 果然還是不能錯過 TOKYO SKYTREE®！不僅是景色迷人也可以享受購物的

樂趣♪

在日本逛街，禮品店是

一個不能錯過的點，因

為日本禮品店賣的商品

都設計得可愛到犯規，

實在是非常值得買來收

藏，尤其是現今熱門的

TOKYO SKYTREE®

禮品店，裡頭販售各式 TOKYO SKYTREE®自行設計生產的

商品及聯名小物，每一樣都讓人愛不釋手。

電 0570-55-0634　營 10：00∼ 21：00　地 東京都墨田區押上
1-1-2　 HP  http://www.tokyo-skytree.jp/cn_t/

要是不買回家，肯定會天天都在想它。

4  THE SKYTREE SHOP　 墨田

自TOKYO SKYTREE®

開幕以來，與 TOKYO 
SKYTREE® 火 紅 程

度齊名的，大概就屬

Tokyo Banana的豹紋
版香蕉蛋糕了。這個讓女

孩們瘋狂的「豹紋」圖樣，

在去年剛上市時，便在網路上掀起一陣風潮，實際到店內，同

樣人潮滿滿，需要排隊選購。

電 03-5610-2847　營 9：00 ∼ 21：00　地 東京都墨田區押上
1-1-2　 HP  http://www.tokyobanana.jp/

香蕉配上巧克力的味道還真搭，蛋糕軟綿濕潤，口感極 
佳！

5  Tokyo Banana Tree　 墨田

若你是抹茶狂熱份子，遊

玩 TOKYO SKYTREE®

時，請記得到 6樓品嚐
祇園辻利的美味抹茶冰淇

淋！來自京都的祇園辻利，

在東京的分店並不多，因

此於TOKYO SKYTREE®

開設分店後，對於喜愛品嚐抹茶冰淇淋的遊客來說，方便許多！不

只抹茶，祇園辻利還有很多種茶味的冰淇淋，值得讓人一試。

電 03-6658-5656　營 11：00∼ 23：00　地 東京都墨田區押上
1-1-2　 HP  http://www.giontsujiri.co.jp/gion/

點購抹茶冰淇淋，還會附贈一支「TOKYO SKYTREE®

造型」的專屬湯匙唷！非常可愛。

6  祇園辻利抹茶冰淇淋　 墨田

位於上野的二木的菓子，

是個値得推薦購買伴手
禮的好地方。作為零食

餅乾糖果的綜合量販店，

店內販售多樣長賣熱銷

與新奇有趣的糖果餅乾

⋯⋯等等的甜心零食，

一直以來吸引了非常多日本當地人與觀光客到訪。

電 03-3833-3911　營 10：00 ∼ 19：00　地 東京都台東區上野
4-1-8　 HP  http://www.nikinokashi.co.jp/

每個人進去再出來，幾乎都是一大包一大包的戰利品。

7  二木的菓子　 墨田

1 2 3

4 5 6 7

 再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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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 3 如果想要逛逛東京的雜貨店或咖啡店，那吉祥寺是最好的選擇。

如果在吉祥寺的購物

時間不多，首要的購

物目標便是 Coppice 
KICHIJOJI。以經營各
種不同消費族群來規畫

賣場空間，販售著各式

各樣的生活百貨用品，

絕對能滿足遊客的購物慾望。

電 0422-27-2100　營 10：00∼ 21：00
地 東京都武藏野市吉祥寺本町 1-11-5　 HP  http://www.coppice.jp/

Coppice A＋ B館 3 樓為媽媽寶寶專區，整層樓約有
10多家寶寶用品品牌，非常好逛。

8  Coppice KICHIJOJI　 吉祥寺

HARBS是一間西式風
格的下午茶店，每到午

茶時段，便呈現爆滿、

大排長龍的景況。而

HARBS店裡最經典的，
就屬蛋糕系列。除此之

外，中餐所供應的義大

利麵也相當美味！

電 0422-22-2398　 營 10：00 ∼ 21：00（最後點餐 20：30）　
地 東京都武藏野市吉祥寺南町 1-1-24 atre吉祥寺 B1F　 HP  http://
www.harbs.co.jp/harbs/

這裡的蕃茄海鮮義大利麵的蝦子很大隻，肉質吃起來更

是超級 Q彈，好滿足！

9  HARBS　 吉祥寺

推薦！ 東京旅遊行程

東京最新的藥妝、最可愛的飾

品小物、最精緻的文具雜貨，

那怎麼能錯過新宿跟吉祥寺？

新宿永遠都是我對東京旅遊的

首推之地，有著一間間的藥妝

店和百貨公司，新宿就是這樣

讓人失心瘋的購物區域，想買

都買不完，只怕身上帶的現金

不夠！相較新宿的現代時尚，

吉祥寺就顯得親切許多，沿路

逛的都是精緻可愛小店，價格

也親民多了，相同之處，就是

都非常好逛！認真逛起來的話，

花的錢可能也不比「新宿」的

少唷！

Lattice是女生們到吉祥
寺商店街，絕對不能錯

過的便宜飾品店！各類

的髮飾品都有，舉凡髮圈、

髮夾、髮箍到耳環、項鍊、

戒指，統統都有，提供的

選擇非常多，款式相當

齊全。

電 0422-28-7851　營 10:00∼ 21:00　地 東京都武藏野市吉祥寺
本町 1-15-3　 HP  http://www.lattice-web.jp/

雖然 Lattice新宿、池袋也都有店，但就屬吉祥寺這裡的
商品最為齊全，逛起來最完整，所以是 Vera最推薦的！

10 Lattice　 吉祥寺

在井之頭公園稍作休息

充滿綠色景觀的井之

頭公園，離吉祥寺站

不遠，當逛街逛累了

很適合來這裡歇息一

下。公園附近也有咖

啡廳和串燒店等，聚

集了不少大眾化的飲食店為此地區特色。也是在地東

京情侶的必要約會路線。

HP  ht tp://www.gotokyo.org/tc/ tour is ts/areas/
areamap/kichijoji.html

DAY 4 最後一天在我最愛的新宿街頭，喜歡的商店ㄧ間都不能錯過！

graphia+是日本文具
小物暢銷品牌MARK'S
旗下的分支品牌，主推

「女生們喜愛的文具雜

貨」為經營方向，提供

多樣化風格較女性的商

品來區分與 MARK'S
的市場。櫃內除了有多種花樣的手帳，同時也引進許多有著浪漫、

優雅氣質與逗趣的文具小物及擺飾，完全收買女生的心！

電 03-3357-1244　營 11：00∼ 21：00（假日營業至 20：30）
地 東京都新宿區新宿 3-30-13（8樓）

Vera最喜歡的是有很多顏色的菇菇筆！

11 graphia+　 新宿

來 東 京 沒 逛 到 TSUTSUMU 
FACTORY，可別說你是紙膠帶迷！
TSUTSUMU FACTORY 為 所 有
包裝控必逛的店家景點，滿滿都是

各式樣包裝紙、包裝袋、包裝耗材

⋯⋯等，相當適合喜歡自己拼貼、包

裝美化家居的女生。

電 03-3226-2040　營 11：00∼ 21：
00（假日營業至 20：30）　地 東京都新
宿區新宿 3-30-13（8樓）

12 TSUTSUMU FACTORY　 新宿

TSUTSUMU FACTORY的紙膠帶種類超級多，多到讓
我這原先沒那麼喜歡的人都想蒐集了！

這間 OIOI最特別的地
方，就是樓頂的屋上庭

園！搭乘電梯到達 8 樓
後，由電梯旁的樓梯走

上去即可抵達。來到這

裡更有種空間錯亂感，

以為自己彷彿來到了英

國某處的美麗公園，讓人驚呼連連！

電 03-3354-0101　營 11：00∼ 21：00（假日營業至 20：30）
地 東京都新宿區新宿 3-30-13

新宿 OIOI本館是輕熟女們必逛的指標店鋪，裡面全都是
上班族女生愛的東西。

13 OIOI屋上庭園 Q-COURT　 新宿

想在新宿地區採買各類

生活藥品嗎？那麼最推

薦 DAIKOKU DRUG 
歌舞伎町一丁目店，因為

這裡堪稱是新宿的低價

冠軍！尤其是膠原蛋白系

列的相關產品，價格十

分便宜，因此相當熱賣，無論是粉狀、果凍狀都很受歡迎喔。

電 03-3204-1188　地 新宿區歌舞伎町 1-16-3　 HP  http://www.
daikokudrug.com/index.html

仔細再逛一下店門口的商品，因為這裡通常都擁有了超低

特價的優惠。

14 DAIKOKU DRUG 歌舞伎町一丁目店　 新宿

8 9 10
11 12 13 14

 再推薦！

98
部落客推薦！　日本旅遊活動導覽書　東京版



推薦！ 景點 ＋ 美食

RILAKKUMA STORE東京　
墨田・兩國  
來 逛 拉 拉 熊 TOKYO SKYTREE® 專

賣店，保證你會瘋掉！這間分店的商品

品項很齊全，而且有非常多 TOKYO 
SKYTREE®店限定的商品，糖果罐、餅

乾、伴手禮盒、填充娃娃⋯⋯等，不勝枚 
舉！順帶一提，這間分店時常有 500圓
日幣的抽獎活動，只要有抽就一定有獎，

有機會的話可以試試手氣，搞不好抽到一

隻超大的拉拉熊抱回台灣唷！

地 東京都墨田區押上 1-1-2（Solamachi
商 場 6F）　 營 10：00 ∼ 21：00　 電 03-
5610-7228　 HP  http://www.san-x.co.jp/

15

Hello Kitty Japan　 墨田・兩國

TOKYO SKYTREE®內的店家這麼多，怎

麼可能會少了Hello Kitty呢？位在賣場 4樓
的Hello Kitty Japan TOKYO SKYTREE®

專賣店，店門口就坐著一隻超大的和服 Kitty，
超級 Cute！店裡也有很多以日式風格為主的
Kitty商邊商品，以及 TOKYO SKYTREE®

限定造型的商品。這間 Hello Kitty Japan
專賣店也有 TOKYO SKYTREE®限定的

500圓日幣抽獎，贈品都超可愛的，是我所
有參加過的 Kitty抽獎贈品最喜歡的了。
地 東京都墨田區押上 1-1-2（Solamachi
商 場 4F）　 營 10：00 ∼ 21：00　 電 03-
5610-2926　 HP  http://www.sanrio.co.jp/
chinese-tw/index.html

16

Tokyo City View　 六本木

說起來，東京的高樓美景觀賞點還真多！

有免費的東京都廳、付費的六本木新城

Tokyo City View，以及現在最熱門的
TOKYO SKYTREE®。不過，我很推薦

喜歡高樓美景的朋友，不妨上去六本木

新城 Tokyo City View 52樓看看，這
裡的 View可以看到很有味道的「東京鐵
塔」喔！

地 東京都港區六本木 6-10-1　營 10：00
∼ 23：00　電 03-6406-6652　 HP  http://
www.roppongihills.com/tcv/en/ 

17

西松屋　 台場

媽媽們到東京逛街採買，除了逛「阿卡將」，

也別忘了西松屋唷！西松屋是日本知名的

平價嬰童用品店，店內販售的商品種類跟

「阿卡將」差不多，也是吃的、用的、穿

的樣樣有，但價格卻便宜很多，非常好下

手！每次來西松屋都買了很多家居服跟外

出服，款式都滿好看，而且又便宜。

地 東京都港區台場 1-6-1（DECK'S 4F）
營 11：00∼ 21：00　電 03-3599-5365
HP  http://www.24028.jp/

18

搭船／台場海濱風景　 台場

往返台場跟淺草之間，最推薦搭乘隅田

川的「水上巴士」！搭船到台場，全程大

約半小時左右，沿途會經過非常多座橋，

很美、很適合拍照！把握可以觀賞沿岸風

光的半小時，我覺得比搭地鐵、電車更有

趣，尤其推薦搭乘造型酷炫、很有未來感

的「ヒミコ（Himiko）號」，坐在這艘船
內都覺得像在搭時光機，而且船內空間

非常寬廣，很像一個超大的同樂包廂，感

覺超適合在裡面開 Party！
TOKYO CRUISE　 地 淺 草∼ 台場　 營 
10：00 ∼ 18：40　電 0120-977-311　 HP  
http://www.suijobus.co.jp/

19

LEGOLAND® Discovery 
Center Tokyo　 台場

是LEGO迷請舉手！以前想到LEGOLAND
玩，最近也要到澳洲，但從 2012年開始，
LEGOLAND也在台場拓展新點囉！很推薦
大家買票進去玩，因為裡面整個都是 LEGO
的世界，有類似遊樂園才有的軌道射擊遊戲、

LEGO世界的 4D電影劇院、LEGO教學
教室及 LEGO餐廳，有帶小朋友的爸媽可
以帶孩子來這玩，真的很過癮喔！

地 東京都港區台場 1-6-1（DECK'S 3F）
營 10：00∼ 21：00　電 03-3599-5168　
HP  http://www.legolanddiscoverycenter.
jp/tokyo/

20

章魚燒　 上野

東京的美味超多，高檔的星級餐廳比比

皆是，但其實藏身在市場小巷中的攤販

也很好吃唷！上野阿美橫町內的小吃攤

販不算少，除了有部分是外國人開的異國

小吃，也有幾間知名的日式攤販唷！像二

木的菓子斜對面的章魚燒，我就很喜歡！

醬料想自行加多少就加多少，上面全部佈

滿柴魚也沒問題。重點是內餡軟嫩夠味、

章魚料又大又飽滿，吃起來真是滿足！

MINATOYA食品本店　地 上野二木的菓子
斜對面　營 11：00∼售完為止

21

六厘舍　 墨田・兩國

沾麵在台灣不太流行，但在日本可是非常

受歡迎！日本知名的沾麵店家滿多，各家

都有各自主打的特色風味，但近期超夯

的沾麵應該就屬六厘舍了吧！不管在哪裡

經過六厘舍的分店，永遠都會看到大排

長龍的人潮。六厘舍的沾麵麵條，超級

無敵 Q彈，每吃一口麵，醬汁都隨著麵
條彈跳的節奏，噴得到處都是，就知道有

多彈牙了！

地 東京都墨田區押上1-1-2（Solamachi商
場 6F）　 營 10：30 ∼ 23：00　 HP  http://
rokurinsha.com/

22

Café comme ca　 新宿

在日本吃甜點，我最喜歡的就是草莓蛋糕

跟水果塔。而水果塔我最推薦的店之一，

就是服飾品牌 Comme ca旗下甜點店的
Café comme ca，可別以為服飾品牌開
的甜點店一定不怎樣，Café comme ca
可是超多日本朋友推薦的水果塔甜點店。

其中，我最喜歡的莓果塔，堆滿各式莓果

的樣子，感覺豐盛又實在！吃起來的味道也

很棒，酸酸甜甜的，一點都不甜膩，超推薦！

地 東京都新宿區新宿 3-26-6（comme ca 
store 新宿店 5F）　營 平日 12：00 ∼ 22：
30、假日 12：00 ∼ 19：30　電 03-5367-
3113　 HP  http://www.cafe-commeca.
co.jp/

23

Eggs'n Things　 澀谷・原宿

想體驗日本人早起排隊的感覺嗎？那請來

排一下 Eggs’n Things。來自夏威夷的
早午餐店 Eggs’n Things，在日本已
開設 2年多，但至今魅力依舊不減，去了
兩次仍是大排長龍，沒有排上 2小時是
吃不到的！不過還好，Eggs’n Things
的鮮奶油鬆餅真的好吃，不管是草莓口

味或藍莓口味，我全部都很愛！鮮奶油吃

起來完全不膩，反而是很清爽的輕甜滋味，

非常順口！

地 東京都澀谷區神宮前 4-30-2　營 09：00
∼ 22：30　電 03-5775-5735　 HP  http://
www.eggsnthingsjapan.com/

24

東京這麼大，好吃、好玩、好逛、好買的推薦實在是太多了，真的要仔細玩透透，去一個月都不夠！除了前面推薦

給大家的路線外，Vera還有好多口袋名單，等不及要蹦出來，像 TOKYO SKYTREE®內超可愛的卡通人物專賣 
店、六本木 Tokyo City View的 52樓高樓美景、媽媽必逛的西松屋、帶小孩必玩的 LEGOLAND，以及各地
不吃不行的美味料理⋯⋯想介紹的太多了，前面來不及提到的，後面統統一次補上！

※此網頁上所刊載景點的詳細地理位置請於 P23的地圖查詢。

小筆記

到了東京，就是要開心玩、開心吃，推薦給大

家的美食，全部都是我很愛的，有時間的話，

請務必去嚐嚐。但如果萬一真的只能選一間去，

那就去女生一定愛的 Eggs'n Things吧！有
著美式風格、早午餐類型、有甜有鹹，這裡是

讓我感覺最舒服的一間店，或許人潮很多，無

法真的完全放鬆，但是吃這裡的美食，確實讓

我非常紓壓啊，Vera我點頭如搗蒜地推薦給
大家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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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哦！ 東京地區的推薦行程

DAY 1

DAY 2

羽田機場

機場利木津巴士

16:00 輕井澤

搭巴士或是計程車

走路或是租自行車

輕井澤站附近交通便利

的購物廣場，盡情購買

流行服飾、雜貨還有土

產。

地 長野縣北佐久郡輕井澤
町輕井澤　 電 0267-42-
5211 HP  http://www.
karuizawa-psp.jp/ch2/
index.html

d  輕井澤  王子購物廣場　 輕井澤

12:00

散步輕井澤不可錯過綠

色森林中的教堂，避暑

勝地輕井澤的歷史於此。

地 長野縣北佐久郡輕井澤
町大字輕井澤 57-1　 電 
0267-42-4740 參觀時間：
9:00 ∼ 17:00 HP  http://
www.nskk.org/chubu/
church/16shaw.html 
（日文）

c  輕井澤散步（Shaw紀念禮拜堂等）　 輕井澤

JR長野新幹線‧JR山手線

DAY 3
新宿

2012年開幕的流行主
題館。可以眺望表參道

‧原宿的絕佳推薦景點。

地 東京都澀谷區神宮前
4-30-3　 電  03-3497-
0418　營 11:00∼ 21:00
（6、7 樓 美 食 樓 層 8:30
∼ 23:00）　 HP  http://

omohara.tokyu-plaza.com/ （日文、英文）

f  東急 PLAZA表參道原宿　 澀谷・原宿

10:00

「劇場型都市空間」為

概念的東京新名所，和

實體大的鋼彈模型拍照

吧！

地 東京都江東區青海 1-1-
10 電  03-6380-7800 
營 商 店 10:00 ∼ 21:00 
（餐廳 11:00 ∼ 23:00 

※一部分除外）　 HP  http://www.divercity-tokyo.com/tw/

h  DiverCity Tokyo Plaza台場購物廣場　 輕井澤

17:00

JR山手線 走路或是搭電車

被視為澀谷最新地標。

除了美食和購物，藝文

活動也很充實哦！

地 東 京 都 澀 谷 區 澀 谷
2-21-1　 電  03-5468-
5892（10:00 ∼ 21:00）　
營 依店舖而異 ※JR、東京
Metro、私鐵澀谷站直通　

HP  http://www.hikarie.jp/ （日文、英文）

g  澀谷 Hikarie　 澀谷・原宿

14:00

JR山手線‧新交通百合海鷗號

悠閒體驗有名的輕井澤

名湯「美肌之湯」，旅行

的疲累也煙消雲散。

地 長野縣北佐久郡輕井
澤町星野　 電 0267-44-
3580　營 10:00∼23:00
（最終受理時間 22:00）　
休 無休　費用：大人1,200

圓日幣、兒童 700圓日幣（3歲∼小學生）　※黃金週與 8月為特別費
用（大人1,500圓日幣、兒童 1,000圓日幣）　※有出租毛巾組合（300
圓日幣）等等　 HP  http://www.hoshino-area.jp/tonbo/ （日文、 
英文）

a  星野溫泉 Tombo-No-Yu　 輕井澤

17:00

輕井澤‧星野地區的代

表庭園散步。晚餐品嚐

當地採收的新鮮蔬菜！

地 長野縣北佐久郡輕井
澤町星野　 電 0267-45-
5853　營 依店舖不同　
休 無休　 HP  http://www.
hoshino-area.jp/shop/ 
（日文、英文）

b  榆樹街小鎮　 輕井澤

18:00

走路

不可錯過新宿東口有名的大型家電販賣店。中意的商品立刻購

買吧！

BIC CAMERA新宿東口新店
地 東京都新宿區新宿 3-29-1　電 03-3226-1111　營 10:00 ∼
22:00　 HP  http://shinjuku-3choume.biccamera.com/ （日文）
LABI SHINJUKU新宿東口館
地 東京都新宿區新宿 3-23-7　 電 03-3359-5566　 營 10:30
∼ 22:30（ 週 日、 例 假 日 10:00 ∼ 22:00）　 HP  http://www.
yamadalabi.com/shinjuku/ （日文）

e  在新宿的大型家電量販店購物
　 （BIG CAMERA、LABI等）新宿　 新宿

16:30

START!!

START!!

START!!

4小時

30分

5分

30分

90分

5分
5∼ 15分

40分

總是走在流行先端的東京，不僅是全球數一數二的購物都市，也是充滿歷史，新舊文化融合的城市。

稍微把旅程腳步延伸，也可以去泡溫泉，享受大自然。想體驗多樣事物的人絕對不能錯過！依目的

地分為幾個推薦路線。

Plan 1
如果想體驗自然與時尚的街道

輕井澤 ＋ 人氣的購物景點行程
從以前就是日本人「避暑勝地」的輕井澤，是個既摩登又融合了美麗自然景色的地方。享受完大自然的芬多精後，就前

往新宿或澀谷、台場等地探索新的景點，盡情體驗日本的最新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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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哦！ 東京地區的推薦行程

羽田機場或是
成田機場

利木津巴士

淺草

START!!

東京現今熱門的景點。

350 m高的「東京晴空
塔展望台」能眺望東京

全景。

地 東京都墨田區押上1-1-2 
營 展望台／8:00∼ 22:00
（平常時期 /官方商店、咖
啡館、餐廳除外）※因時

期營業時間有可能變動。　

HP  ht tp://www.tokyo-
skytree.jp/cn_t/

a  TOKYO SKYTREE®　 淺草

15:00

「雷門」因紅色大燈籠、

都內最古寺院出名。在仲

見世通享受邊走邊吃的

樂趣！

地 東京都台東區淺草 2-3-1
電 03-3842-0181
HP  http://www.senso-ji.
jp/about/index_c.html 

b  淺草觀音淺草寺‧仲見世　 淺草

16:30

JR上野站到御徒町站間
有許多店家。零食與食

材的叫賣方式不可錯過。

地 東京都台東區上野（JR
上野站∼御徒町站之間的

山手線鐵軌高架下）　營 
依店鋪不同而異　休 依
店鋪不同而異　 HP  http://
www.ameyoko.net/ （日
文）

c  阿美橫丁　 上野

18:00

受注目的東京下町區！谷

根千（谷中‧根津‧千

馱木）散步途中前往參拜。

地 東 京 都 文 京 區 根 津
1-28-9　 電  03-3822-
0753　 HP  http://www.
nedujinja.or.jp/（日文）

d  根津神社　 上野

10:00

無遊舍 音羽屋
谷根千地區的小巷

有好多貓咪！也有可

愛的貓咪雜貨商店

地 東京都台東區谷中 1-4-16　
電 03-3822-0551　營 11:00∼
18:00　休 週一

f  谷根千散步（無遊舍 音羽屋、愛玉子等）　 上野

13:00

愛玉子

從以前開始存在的台灣產甜點

「愛玉子」在上野地區很受歡迎。

地 東京都台東區上野櫻木 2-11-8 
電 03-3821-5375　 營 10:00
∼ 18:00　休 無休

長瀞的代表神社，名字
起源「登上寶藏山」。近

年相當有人氣的能量景

點♪
埼玉縣秩父郡長瀞町長瀞
1828

g  寶登山神社　 長瀞

11:00

在岩疊中有時很緩慢悠

閒，有時又刺激滿點。

來體驗長瀞泛舟吧！
地 埼玉縣秩父郡長瀞町長
瀞 531-1　電 TEL：0494-
66-0890　運航時間：從
早上 9 點到下午 4點　費
用：大人1,550圓日幣，孩

童 750圓日幣（3公里 /30分）、大人 2,900圓日幣，孩童 1,300圓
日幣（6公里 /50分）　 HP  http://www.arakawa-line.co.jp/（日文）

i  長瀞泛舟（荒川泛舟）　 長瀞

15:00

80分

走路

10分

走路

20分

電車

5分

DAY 2
START!!

10分

走路

走路

10分

DAY 3

西武特急‧秩父鐵道

池袋

START!!

2小時

在擁有 200年歷史由澡
堂改裝而成的復古畫廊

裡，吸收最新的藝術資

訊吧！

地 東 京 都台東 區 谷 中 
6-1-23 柏湯跡　 電 03-
3821-1144　 營  12:00
∼ 19:00　 休 週 日、 週

一、例假日　※此外，更換展示內容期間則休館　 HP  http://www.
scaithebathhouse.com/ (日文、英文 )

e  SCAI THE BATHHOUSE　 上野

11:30

走路

h  代表長瀞的景觀「岩疊」　 長瀞

14:00
走路或是搭計程車

5∼ 15分

1∼ 2分

Plan 2
如果想體驗日本的日常生活與歷史

東京下町 ＋ 長瀞散步行程
淺草的仲見世和東京上野周邊下町的散步行程。彷彿可以一窺日本人的日常生活，也可以遇見許多很棒的攝影景點哦。

第 3天將腳步延伸至秩父的長瀞，到能量景點的神社參拜，然後再去體驗泛舟吧！

DA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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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哦！ 東京地區的推薦行程

角色週邊單品或玩具等，

如果想在原宿購買“可愛”

商品就是這裡！

地 東京都澀谷區 神宮前
6-14-2　 電  03-3409-
3431　營 11:00∼ 20:00 
休 不 定 休　 HP  http://
www.kiddyland.co.jp/
harajuku/ （日文、英文）

a  KIDDY LAND原宿店　 澀谷・原宿

14:00

掀起話題的「NICONI 
CO動畫」總公司。也有
攝影棚和商店哦

地 東 京 都 澀 谷 區 神 宮
前 1-15-2　 營 11:00 ∼
20:00（有時會變更）休 無
休　想觀摩攝影實況者，請

在節目播出 30 分鐘前到
1F攝影棚前報到（除了一
部分的節目以外）。可免費

入 場。　 HP  http://www.
nicovideo.jp/honsha/ 
（日文）

b  NICONICO總公司　 澀谷・原宿

15:30

可以品嚐“可愛”鬆餅的

名店。雖然常常需要排

隊等待，但非常值得哦！

地 東京都澀谷區神宮前
6-6-2 原宿 BERUPIA2F 
電  0 3 - 3 4 9 8 - 3 4 3 8　
營 週一∼四＝ 11:00 ∼
22:0 0（L.O 21:0 0）　
週 五 ＝ 11:00 ∼ 23:00
（L.O 22:00）　週六／週
日 ／例 假 日＝ 11:00 ∼
22:00（L.O 21:00）　 休 
不定休　 HP  http://www.
pancakedays.jp/ （日文）

c  PANCAKE DAYs原宿店　 澀谷・原宿

17:00

富士山山腳下有許多泡

湯的溫泉設施，欣賞富士

山也能治癒旅途的疲倦。

地 山梨縣富士吉田市新西
原 5-6-1（鄰接富士急樂園） 
電 0555-22-1126　營 通
常 10:00 ∼ 23:00 ( 最 後
入館 22:00)　休 無休（須
確認）　費用 平日＝大人
1,500 圓日幣、孩童 750圓
日幣　週六／週日／例假日

＝大人 2,000圓日幣、孩童
1,000 圓日幣　 HP  http://
www.fujiyamaonsen.jp/ 
（日文）　http://www.fujiq.
jp/tw/hotel/

e  FUJIYAMA溫泉　 富士吉田

15:00

大家都喜歡！出發前往

博物館，一起進入「哆啦

Ａ夢」的世界。

地 神奈川縣川崎市多摩區
長 尾 2-8-1　 電 0570-
055-245（9:30∼ 18:00） 
營 10:00∼ 18:00　休 週
二、新年期間（12月 30日

∼ 1月 3日）　預約等備註：大人／大學生 1,000圓日幣、高中／中學
生 700圓日幣、孩童（4歲以上）500圓日幣、3歲以下免費。入館
採完全預約制（購票方式請參照此處）　 HP  http://fujiko-museum.
com/ （日文、英文）

f  川崎市 藤子‧F‧不二雄博物館　 川崎

10:00

來到秋葉原絕對不要錯

過可以盡情聽、品嚐、談

論 AKB48的咖啡廳！
地 東京都千代田區神田花
岡 町 1-1　 電 03-5297-
4848　營 咖啡廳區11:00
∼ 23:00（L.O 22:00）、　
商 店 11:00 ∼ 22:30（ 外

帶到 22:00為止）、　劇場區11:00∼ 23:00（10:45開場／須預約）、
　個室 11:00∼ 23:00（須予約）　休 無休　劇場區及使用個室須事
先預約。詳情請確認網站。　 HP  http://akb48cafeshops.com/wp/
akihabara/ (只有日文 )

g  AKB48 CAFE & SHOP AKIHABARA　 秋葉原

16:00

羽田機場或是
成田機場

START!!

走路

利木津巴士或是電車

60∼ 90分

5分

5分

走路

DAY 2
START!!

在福音戰士及鋼彈相關

設施的超人氣主題公園

裡盡情的玩耍吧♪
地 山梨縣富士吉田市新西
原 5-6-1　 電 0555-23-
2111　營 9:00∼17:00※
依時期會有變更　（GW及
暑假、新年期間會延長營業

時間）休 不定（要洽詢）　
門票大人／中高生 1,300
圓日幣、孩童 700 圓日幣
（一日券大人 5,000 圓日
幣、中高生 4,500圓日幣、
孩 童 3,700 圓日幣） HP  
http://www.fujiq.jp/tw/ 

d  富士急樂園　 富士吉田

11:00

高速巴士

約 1小時 40分

走路

5分

DAY 3
START!!
新宿

19:00 新宿
高速巴士

約 1小時 40分

電車

Plan 3
如果想體驗日本的“可愛”及“御宅族”文化

可愛聖地 ＋ 動漫主題公園巡禮行程
盡情體驗日本的次文化行程。在有好多「可愛」的東西的原宿散步後，前往富士急樂園欣賞人氣卡通的精彩節目。或

者也可以前往「川崎市 藤子‧F‧不二雄博物館」，可以遇見被許多人深深喜愛的「哆啦Ａ夢」哦。

DA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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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遊資訊 東京版
該如何前往東京呢？抵達機場後該搭乘哪種交通工具比較好？所謂優惠周遊券擁有什麼樣的優惠

呢？能在東京地區盡情享受自助旅行樂趣的基本資訊集。

POINT 1  從台灣搭乘直航班機前往成田或羽田機場！
從台灣到東京，台灣桃園國際機場、台北松山機場、高雄國際航空站每天都有直航班機航行至成田國際機場與東京國

際機場（羽田機場），非常的便利。

臺灣桃園國際機場∼成田國際機場（約 4小時）

・中華航空：每週 21班

・長榮航空：每週 14班（部份航班與全日空聯合營運）

・日本航空：每週 14班

・國泰航空：每週 7班

・全日空：每週 7班（部份航班與長榮航空聯合營運）

・達美航空：每週 7班

・酷航：每週 7班

・亞洲航空：每週 7班

臺北松山機場∼東京國際機場（羽田機場）（約 4小時）

・中華航空：每週 14班（部份航班與日本航空聯合營運）

・日本航空：每週 14班（部份航班與中華航空聯合營運）

・全日空：每週 14班（部份航班與長榮航空聯合營運）

・長榮航空：每週 14班（部份航班與全日空聯合營運）

高雄國際航空站∼成田國際機場（約 4個半小時）

・中華航空：每週 2班

・日本航空：每週 7班

（2013年 7月的資訊）

POINT 2  如果行李太多，就搭乘利木津巴士
抵達機場後，首先先前往當日的下榻飯店吧。成田國際機場和羽田機場，皆有前往東京、橫濱、其它關東地區主要都

市的移動巴士，攜帶行李多的人可多加利用。

● 巴士行駛日程表確認／乘車券購買處
・成田國際機場　１樓入境大廳「利木津巴士購票櫃台」

・羽田機場　入境大廳「乘車券・住宿預約櫃台」或者是巴士購票機
 http://www.limousinebus.co.jp/ch2/

POINT 3  從機場出發的電車或單軌列車也很方便
另外，搭電車做為移動交通工具也非常便利。從成田機場出發的有「成田特快」及「京急電鐵 Skyliner」，從羽田機
場出發的則有「東京單軌電車」及「京急線」等可以搭乘。

● 機場出發電車一覽表
・成田特快　成田國際機場→東京　約 53分

 http://www.jreast.co.jp/tc/nex/index.html
・京急電鐵 Skyliner　成田國際機場→上野　約 41分

 http://www.keisei.co.jp/keisei/tetudou/skyliner/tc/index.html
・東京單軌電車　羽田機場（國際線大樓）→濱松町　約 13分

 http://www.tokyo-monorail.co.jp/tc/
・京急線　羽田機場（國際線航廈）→銀座・秋葉原　約 30分

 http://www.haneda-tokyo-access.com/tc/

● 與 Suica一起使用的機場線周遊券
・Suica & Monorail
 http://www.jreast.co.jp/tc/suica-monorail/index.html
・Suica & N'EX
 http://www.jreast.co.jp/tc/suica-nex/index.html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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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INT 4  依目的地，選擇搭乘的電車
東京是個鐵道網非常發達的城市。如果想從東京前往箱根或日光、橫濱、北關東等地也相當方便，所以依前往的目的

地選擇搭乘的電車吧。另外如果想縮短乘車時間，推薦利用新幹線或是特急電車前往。

● 東京周圍的主要鐵路公司

目的地 電鐵

箱根方向 小田急電鐵（Odakyu Electric Railway）
日光方向 東武鐵道（Tobu Railway）
在東京的市中心區移動時方便的地鐵 東京地下鐵（Tokyo Metro）
秩父（埼玉縣） 西武鐵道（Seibu Railway）
橫濱 東急電鐵（TOKYU CORPORATION）

● 前往北關東方面的代表性新幹線・特急列車
・JR　長野新幹線　淺間號

 連接東京與輕井澤・長野方面的新幹線。從東京站至輕井澤站所需時間約為1小時 10分。

 http://www.jreast.co.jp/tc/routemaps/naganoshinkansen.html
・JR 東北新幹線　隼號／疾風號／山彥號／那須野號

 從東京連結東北方面的新幹線，是日本國內最快速度、時速約 300km眾望所歸的 E5系列車。

 http://www.jreast.co.jp/tc/routemaps/tohokushinkansen.html
・東武鐵道 特急 SPACIA
 連接東京與日光・鬼怒川方面的特急電車。從淺草站往東武日光站的「華嚴號」，與往鬼怒川溫泉站的「鬼怒號」行駛中。

 http://www.tobu.co.jp/foreign/chinesemulti/spacia/index.html
・西武鐵道　特急 Red Arrow號

 連接東京與秩父、川越方面的特急電車。有連結池袋站與西武秩父站的「池袋線」，與連結西武新宿站與本川越站的「新宿線」。

 http://www.seibu-group.co.jp/railways/tourist/chinese/limited_express/about_redarrow/ 

POINT 5  聰明活用優惠 PASS。但是有些優惠 PASS需事前申請或預約。
JR及各私鐵公司有發行針對海外觀光客的優惠周遊券。不過因為有一部分的優惠周遊券需事先預約或申請，請先上
各家公司的網站確認。

● 便利又超值的周遊券情報

航空公司 　從台灣有直航班機至成田 /羽田機場的航空公司
中華航空 http://www.china-airlines.com

長榮航空 http://www.evaair.com/

日本航空 http://www.tw.jal.com/twl/zhtw/

全日空 https://www.ana.co.jp/asw/wws/tw/ch/

國泰航空 http://www.cathaypacific.com/cpa/zh_TW/homepage

達美航空 http://zt.delta.com/

酷航 http://www.flyscoot.com/index.php/zhtw/

亞洲航空 http://www.airasia.com/tw/zh/

機　場 　東京地區的國際機場

成田國際機場 http://www.narita-airport.jp/ch2/index.html

羽田機場 http://www.haneda-airport.jp/inter/en/（英文）

電　車 　東京主要的都市鐵路

JR東日本 http://www.jreast.co.jp/tc/index.html

東京Metro http://www.tokyometro.jp/tcn/index.html

都營地下鐵 http://www.kotsu.metro.tokyo.jp/ch_h/

京成電鐵 http://www.keisei.co.jp/keisei/tetudou/skyliner/tc/index.html

京急電鐵 http://www.haneda-tokyo-access.com/tc/

東武鐵道 http://www.tobu.co.jp/foreign/chinesemulti/index.html

西武鐵道 http://www.seibu-group.co.jp/railways/tourist/chinese/index.html

小田急電鐵 http://www.odakyu.jp/tc/index.html

京王電鐵 http://www.keio.co.jp/chinese_t/index.html

巴　士 　東京的巴士情報

都營巴士 http://www.kotsu.metro.tokyo.jp/ch_h/

哈多巴士 http://www.hatobus.com/ct/index.html

WILLER TRAVEL http://willerexpress.com/tw/

住宿預約 　可使用中文預約住宿的網站

JNTO  日本酒店 /旅館搜尋 http://www.jnto.go.jp/ja-search/chc/index.php

JAPANiCAN.com http://www.japanican.com/Traditional-Chinese/index.aspx

日本國際觀光旅館聯盟 [ 關東・甲信越 ] http://www.ryokan.or.jp/tw/03/

餐廳預約 　日本的人氣美食網站

GURUNAVI http://www.gnavi.co.jp/tw/

觀光資訊 　日本或東京的觀光網站

日本政府觀光局 JNTO http://www.welcome2japan.tw/

日本旅遊活動 VISIT JAPAN CAMPAIGN http://visit-japan.jp/

GO TOKYO http://www.gotokyo.org/tc/index.html

旅行的便利小幫手　便利的東京地區自助旅行轉乘交通工具連結集

・JR關東地區通票（JR東日本）

 http://www.jreast.co.jp/tc/kantoareapass/index.html
・JR東日本通票（JR東日本）

 http://www.jreast.co.jp/tc/eastpass/index.html
・青春 18旅遊通票（JR東日本）

 http://www.jreast.co.jp/tc/pass/seishun18.html
・ 「小江戶 , 川越自由乘車優惠券」、「秩父自由乘車券」 （西武鐵
道 )

 ht tp://www.seibu-group.co.jp/rai lways/tour ist /
chinese/privileges/ 

・ 「世界遺產周遊券」、「鬼怒川主題樂園周遊券」、「全日光周遊 
券」（東武鐵道）

 http://www.tobu.co.jp/foreign/chinesemulti/pass/
index.html

・東京Metro一日車票（東京Metro）

 http://www.tokyometro.jp/tcn/ticket/value/1day/
index.html

・東京自由乘車劵（東京都交通局）

 http://www.kotsu.metro.tokyo.jp/ch_h/tickets/value.
html

・箱根周遊票（小田急電鐵）

 http://www.odakyu.jp/tc/deels/freepass/hak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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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東京區域路線圖

● p10∼11中所介紹的景點

　 15 RILAKKUMA STORE東京
　 16 Hello Kitty Japan
　 17 Tokyo City View
　 18 西松屋
　 19 搭船／台場海濱風景
　 20 LEGOLAND® Discovery Center Tokyo
　 21 章魚燒
　 22 六厘舍
　 23 Café comme ca
　 24 Eggs'n Things

18 19 20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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