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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想建造出代表21世纪日本的城市。

这是东京中城的建造初衷。

从日本特有的价值、感性与智慧中诞生的，

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具有独创性的城市。

未来新城市的理想蓝图，从这里传递给世界。

日本价值
将日本新的价值，
从这里推向世界。

高端多元化的商店、写字楼、住宅、酒店、绿地、美术

馆、及相关艺术设施⋯⋯。各个设施间相辅相成，更

美好的体现出其相对效应。

Diversity

创造新价值与“融合城市机能”的构想

多样化

以诚待人，是日本的传统美德。在这里工作的所有

工作人员都拥有极强的顾客服务意识，真正做到用

心待客。

Hospitality

继承日本传统精神，
款待四方宾客的礼仪之邦

热情好客

这里的巨大魅力更在于约有4公顷的绿色开放空
间。很久以前这片土地就拥有广袤的自然环境，身

处其中，让你忘却都市的纷扰。

On the Green

给城市和人们带来开放感和活力的自然环境

徜徉在绿色中

这里有美术馆、设计展览馆等各种激发创作灵感的

交流场所。跨越国界的多种雕刻和艺术作品在这里

一一为您呈现。

Creativity

抒发创造力的世界性设计和艺术

独创性

CONCEPT理念VISION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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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在地 : 东京都港区赤坂9丁目内　●占地面积 : 约68，891m2　●地区规

划面积 : 约102，000m2　●计入容积率的面积 : 约460，463m2　●使用面

积 : 约563，801m2（全部），容积率670% [ 写字楼 : 约311，176m2（专有面

积184，000m2）、住宅 : 约96，474m2（410户）、服务型公寓 : 约21，004m2

（107户）、酒店 : 约43，752m2（248个房间）、商业 : 约70，993m2（约130家
店）、其他（大厅&会议厅，美术馆等） : 约20，401m2 ]

总设计 日建设计 : 总体规划 SOM（Skidmore, Owings & Merrill LLP） : 设计
两翼 安藤忠雄 : 庭园部分（美术馆/商业楼） 隈研吾 : 庭园部分（住宅楼）/地下通
道的内部装修·出入口 坂仓竹之助 : 花园住宅装饰 青木淳 : 景观设计 EDAW 
Inc. : 拱廊街其它（商业空间） Communication Arts, Inc. : 东京丽思卡尔顿室
内/公寓酒店室内 Frank·Nicholson

酒店
● 东京丽思卡尔顿

国际化酒店，服务专业水平

堪称世界一流。

商店&餐厅
● 室内装饰&设计  ● 时尚潮
流  ● 食品&咖啡  ● 餐厅&
酒吧  ● 服务

时尚敏感度高且风格独具的

商店和餐厅，满足人们享受

都市生活的需求。

设计&艺术
● 三得利美术馆  ● 21_21 
DESIGN SIGHT  ● Tokyo 
Midtown Design Hub  ● 富士
胶片广场  ● 街头艺术作品

以美术馆为中心的各个设计

新据点，是进行各种交流、激

发创作灵感的场所。

写字楼
● 中城大厦  ● 中城东区  
● 中城西区

极为便利的交通，完善的安

保系统、休闲空间等功能，为

商业活动提供全面支持。

大厅&会议厅
● 东京中城·大厅  
● 东京中城·会议厅

适合举办大型活动的大厅，

适合举办会议和记者招待

会、晚会的会议厅。

住宅&服务型公寓
● 东京丽思卡尔顿公寓酒店  
● 东京中城·住宅区  ● 东京

中城·奥克伍德豪景 服务

公寓 

多种功能和各式服务的结合，

更适合高需求的现代人居住。

医务诊所
● 东京Midtown诊所

社区诊所为居住在这里的人

们提供健康管理。有英文服

务人员常驻。

绿色&庭园
● 中城庭园  
● 港区立桧町公园

在广阔的绿色空间里感受大

自然的气息。春有樱花，秋有

红叶，展现日本美丽的四季

变化。

概况

中城大厦

东京丽思卡尔顿公寓酒店

中城东区

中城西区

拱廊街

东京中城·奥克伍德豪景 
服务公寓 

三得利美术馆

广场

●所在地 : 东京都港区赤坂9丁目内　●占地面积 : 约68，891m2　●地区规

划面积 : 约102，000m2　●计入容积率的面积 : 约460，463m2　●使用面

积 : 约563，801m2（全部），容积率670% [ 写字楼 : 约311，176m2（专有面

积184，000m2）、住宅 : 约96，474m2（410户）、服务型公寓 : 约21，004m2

（107户）、酒店 : 约43，752m2（248个房间）、商业 : 约70，993m2（约130家
店）、其他（大厅&会议厅，美术馆等） : 约20，401m2 ]

总设计 日建设计 : 总体规划 SOM（Skidmore, Owings & Merrill LLP） : 设计
两翼 安藤忠雄 : 庭园部分（美术馆/商业楼） 隈研吾 : 庭园部分（住宅楼）/地下通
道的内部装修·出入口 坂仓竹之助 : 花园住宅装饰 青木淳 : 景观设计 EDAW 
Inc. : 拱廊街其它（商业空间） Communication Arts, Inc. : 东京丽思卡尔顿室
内/公寓酒店室内 Frank·Nicholson

●所在地 : 东京都港区赤坂9丁目内　●占地面积 : 约68，891m2　●地区规

划面积 : 约102，000m2　●计入容积率的面积 : 约460，463m2　●使用面

积 : 约563，801m2（全部），容积率670% [ 写字楼 : 约311，176m2（专有面

积184，000m2）、住宅 : 约96，474m2（410户）、服务型公寓 : 约21，004m2

（107户）、酒店 : 约43，752m2（248个房间）、商业 : 约70，993m2（约130家
店）、其他（大厅&会议厅，美术馆等） : 约20，401m2 ]

总设计 日建设计 : 总体规划 SOM（Skidmore, Owings & Merrill LLP） : 设计
两翼 安藤忠雄 : 庭园部分（美术馆/商业楼） 隈研吾 : 庭园部分（住宅楼）/地下通
道的内部装修·出入口 坂仓竹之助 : 花园住宅装饰 青木淳 : 景观设计 
AECOM : 拱廊街其它（商业空间） Communication Arts, Inc. : 东京丽思卡尔
顿室内/公寓酒店室内 Frank·Nicholson, SPIN设计工作室

21_21 DESIGN SIGHT

Midtown Tower

 The Ritz -Carlton, Tokyo
 Office
 Tokyo Midtown Clinic
 Tokyo Midtown Design Hub
 Tokyo Midtown Conference

The Park Residences 
at The Ritz-Carlton, Tokyo

Oakwood Premier
Tokyo Midtown

Midtown East

 Tokyo Midtown Residences
 Office
 Tokyo Midtown Hall

Plaza

 Shop & Restaurant

Midtown West

 Office

Galleria

 Shop & Restaurant

Suntory Museum of 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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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城赏花 中城之夏 中城之夏

东京中城·感受设计东京中城赏 中城公园开放

中城圣诞节 滑冰节 新年

感性和才能的完美饰演　
尽在东京中城的季节活动

随四季变化的中城庭园

东京中城与广阔的大自然和谐共处。这里有被称为日本风景诗画的樱花及红叶树丛等，即使身处城市中

心，您依然可以切身感受到日本特有的四季变化。在约4公顷的街区的开放空间的四周，各种花草树木争
奇斗艳，演绎自然之美。徜徉绿色之中，让您忘却都市烦扰，治愈心灵创伤。中城庭园为城市景观建设及环

境保护做出了贡献。

春天，观赏美丽的樱花；夏天，在绿色的草坪上享受露天咖啡；还有声音

与彩灯相映的圣诞节⋯⋯在东京中城，您可以一边享受四季变化的乐

趣，一边体会新的感动。在东京中城举办的刺激五感、充满创新的众多

活动之中，就连最前沿时尚流行也能在此邂逅。秋天，这里会举办汇集

全球才华横溢的设计师作品的时尚活动、发掘年轻人优异才能的艺术

活动、令人兴奋的新产品宣传活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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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shion
Shops & Restaurants商店&餐厅

Fashion时尚潮流

在东京中城，有日本首家的直营店及世界首家新理念店等，许多丰

富多彩的店铺只有在这里才能体验到。世界级的VIP所支持的尊贵品
牌以及休闲奢侈品牌等都在汇集于此。每家店都个性鲜明，时常推

出引领时代潮流的新品。这里是真正感受快乐，并从内心享受购物

乐趣的最佳场所。

把握对信息独特的触觉，决不让流行溜走。在这里人们凭借独特的感性和价值

观来追求设计、功能和质量，自由的选择自己喜爱的物品。这里正为这样的人们

提供享受都市生活的生活方式的购物区。约130家店铺和餐厅均是从世界各
地精心挑选汇集的名店，为您提供绝无仅有的商品和服务。我们还有带领海外

客人逛遍整个东京中城的英语、中文、韩语导游服务，进而，在购物区，还为您准

备了英语助理服务，细致满足每一位客人的购物、餐饮等需求。馆内有诸多免税

店。且部分商店和餐厅可使用银联卡。

在都市中心亦可随时享受到的
高品质的日常生活

ISETAN SALONE / 女装 PLEATS PLEASE ISSEY MIYAKE / 女装 Ron Herman / 男装·女装·儿童装·时尚百货·咖啡

TASAKI / 珠宝

ISAIA Napoli / 男装

lucien pellat-finet / 男装·女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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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ior & Design

Interior & Design室内装饰&创意百货
制作工艺堪称闻名的日本，对品质的不懈追求，对美好事物的向往，形

成了独具的“审美眼光”。 秉持珍惜万物和长久使用这种“生命力持久

的思想”， 这里汇聚的家居百货无处不体现着日本价值。倡导现代理

念与日本传统技艺相结合，从日常用品到各种礼品，这里汇集了许多

使生活更加丰富多彩的特别商品，引领人们走向高品质的日常生活。

THE COVER NIPPON / 家具·家居百货

itoya topdrawer / 文具 IDÉE SHOP / IDÉE CAFÉ PARC / 家具·咖啡

MUJIRUSHIRYOHIN /  时尚百货·家具

NIHONBASHI KIYA / 刀具·时尚百货 HASHI CHOH / 筷子·日式小玩意

WISE・WISE tools / 家居百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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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taurant & BarFood & Cafe

食品&咖啡 餐厅&酒吧
在可以看到绿色自然风景的露台上，一边用餐一边感受风的气息。

从提供高质量日常用餐的小店，到在特别的日子里可以和重要的人

一起去的世界闻名的高级餐厅，这里不仅有纯正的日本料理，更有

从世界各国精选的名店。追求天然风味的大厨引以为傲的厨艺，以

及热情洋溢的款待，共同为您演绎珍贵的一刻。

TEMPURA YAMANOUE Roppongi / 天妇罗

HAL YAMASHITA TOKYO / 新式日本料理

日本各地的老字号、世界顶级水平的糕点师经营的甜品店等，这里

是体现上等日常生活的特色饮食店林立的美食空间。另外，这里也

有许多咖啡厅、熟食店还有可以外带的食品屋，能让您心情愉快地

度过美好时光。这里还为长期居住在此处的客人提供送货服务，并

有提供英语服务24小时营业的高级食品超市随时欢迎您的惠顾。
在这片广阔的空间里，您可以尽情享受世界各地的美食文化。

KAYANOYA / 天然食品 SAKE SHOP FUKUMITSUYA / 日本酒

TORAYA / 日式茶点·小百货艺术展览·茶室

Billboard Live TOKYO /  俱乐部·餐厅

Food & Cafe Restaurant & B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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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设计和工艺会让您有很多发现，未来可能由此改

变。这里通过举办一些特别展览、设计展览和自由参加

的研讨会，将设计的惊奇性和趣味性传递到国内外。在

这里，您可以感受到各个年代和领域的创作者们为您带

来的具有丰富想象力的世界。

Tokyo Midtown Design Hub

这里是为各个年龄层的人都能体会到“摄影”带来的精

彩为出发点而设立的摄影展览馆。另外还设有摄影历

史博物馆，其中有展示富士胶片珍藏的古董照相机收

藏品。

富士胶片广场

近来，六本木作为新兴设计与艺术的据点而受到广

泛关注。由国立新美术馆、三得利美术馆和森美术馆

三点连线形成的区域，被称为“六本木艺术三角区”，

在其周边有随处可见个性洋溢的美术馆和画廊。这

里是可以体验东京现在设计与艺术景观的地方。

以“生活中的美”为基本理念，这里常常举办绘画、陶瓷、漆工艺、玻璃、染织工艺等极具魅力的设计展览。将

日本的美从这里传往国内外。一流的收藏品以及现代化的和式空间均值得一看。

三得利美术馆

举办以日本代表设计师三宅一生、佐藤卓、深泽直人为首的各种极富主题性的展览会和最新作品展。21_21 
DESIGN SIGHT建筑的设计也是由日本代表建筑家安藤忠雄担任的。来访的人们可以感受到设计的乐趣，
体验充满惊奇的创意之旅。

21_21 DESIGN SIGHT

设计&艺术

Art Triangle Roppongi六本木艺术三角区

东京中城之艺术作品
这是一个提倡都市和艺术新关系的项目，主旨在于将东京中城整体打造成各种文化交汇的园地。中城的各处均布置

有跨越国界和领域的雕刻及绘画，为都市注入了新的生命力。在这里您可以充分享受到艺术与建筑化为一体，并与城

市功能相协调的优雅环境。

Design & Art

left and center © Masaya Yoshimura
right “Design Anatomy”(2016-2017/© Satoshi Asakaw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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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厅简介

东京丽思卡尔顿酒店的正门入口位于中城大厦的地面1楼。1楼和2楼设有宴会厅和会议设施。酒店大堂和

餐厅位于45楼，为您呈现包括东京塔、东京晴空塔、富士山在内的壮阔全景。面积达2,000平方米的东京

丽思卡尔顿酒店SPA则位于46楼。47楼至53楼是客房。每间客房均设有窗户，为您提供从中城大厦眺望

东南西北不同方位的美景。53楼贵宾休闲厅距离地面200米，高高在上，为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提供更高

层次的奢华体验。

东京丽思卡尔顿

东京中城 
大厅&会议厅

东京中城奥克伍德豪景 
服务公寓

奥克伍德是全球领先的服务公寓提供

商。奥克伍德豪景是一栋独具豪华设

计和优雅的服务公寓。为尊贵和品味

高尚的顾客提供一个月以上的住宿。

我们提供24小时接待,并提供商务中
心, 以及健身中心等设施。

有会英语的工作人员常驻，让外国客

人也能享受日本最先进的医疗服务。

诊所为您提供普通医疗保险诊疗、体

检、短期综合体检、美容诊疗等服务。

同时设有牙科和营养保健中心。

由大小两个多功能大厅以及变化多样

的9个房间组成的会议厅。在这里，最
新的音响、图像、照明、通信设备等一

应俱全。可承办研讨会、新品发布会、

聚会、时装发布会等各种全球性信息

发布活动。

东京Midtown诊所

Facilities & Services设施&服务

 Hinokizaka（怀石料理、寿司、天妇罗、铁板烧 /45楼）
Azure 45（法式餐厅 /45楼）
Towers（时尚烧烤 /45楼）
La Boutique (巧克力精品店  /45楼 )
The Lobby Lounge（45楼）
The Bar（45楼）
The Ritz-Carlton Café & Deli（1楼）



18

Nearby Tourist Attractions

日本规模最大的展览馆。没有常设展

示，但这里举办的企划展、公开招募

展等丰富多彩的展览非常值得一看。

■国立新美术馆術館
东京都港区六本木7-22-2

这里汇聚了时尚餐厅和咖啡厅，以及

备受欢迎的精品店。在这里您能感

受到成年人高雅品位的流行趋势。

■表参道

这里特别有名的是茶道器具以及丰富多

彩的东洋古代美术作品。同时这里还珍藏

着世界闻名的中国殷周时代的青铜器。

■根津美术馆
东京都港区南青山6-5-1

© FUJITSUKA Mitsumasa
位于六本木新城53层的美术馆，常
举办以当代美术为主的各种类型的

展览会。

■森美术馆
东京都港区六本木6-10-1，
六本木新城森大厦53F

从高度250米的特别展望台上，可
以360°全方位眺望。这里是访问东
京时必到的观光景点。

■东京塔
东京都港区芝公园4-2-8

表参道

广尾

赤羽桥

芝公园

滨松町

大门

御成门

内幸町

日比谷

赤坂御用地

青山 一丁目

六本木一丁目

六本木

乃木坂

赤坂Sacas外
苑
东
大
街

大
江
户
线

青山
大街

青山灵园

麻布十番

增上寺

泉岳寺

千代
田线

日比
谷线

根津美术馆

国立新美术馆

六本木新城
森美术馆

六本木大街

赤坂

四谷

赤坂见附

国会议事堂前

溜池山王

神谷町

国会议事堂

霞关大厦

日枝神社

冰川神社

明治神宫外苑

六本木
T立方

虎之门

东京塔

刺激感性的活动，最新、最流行

的演剧和音乐汇集于一体的设

施，同时这里还聚集着世界各地

著名的餐饮店，是魅力洋溢的复

合式娱乐空间。Sacas广场将随
季节变化举办各式各样的活动。

■赤坂sacas
东京都港区赤坂5-3-（1-3）

周边观光景点

P13

从东京都内主要场所来临时所需时间

乘坐地铁时
■都营大江户线“六本木站”8号出口直达。結
■东京地铁日比谷线“六本木站”4a出口处的地下通道，8号出口直达。
■东京地铁千代田线“乃木坂站”3号出口徒步约3分钟可抵达。
■东京地铁南北线“六本木一丁目站”1号出口徒步约10分钟可抵达。

※使用轮椅或婴儿车在日比谷线六本木站下时，请由4a出口直接由地上到达。

乘坐巴士时
■乘坐都01在“六本木站前”下车，徒步约2分钟可抵达。
■乘坐ちぃばす（chiibus）小巴士在“六本木七丁目”或“桧町公园”下车，
徒步约1分钟可抵达。

羽田机场可利用的公共交通工具
■东京单轨铁路（羽田机场→JR滨松町站）换乘都营大江户线（大门站
→六本木站）

■京急机场特快（羽田机场→品川站）换乘JR山手线（品川站→惠比寿
站）换乘东京地铁日比谷线（惠比寿站→六本木站）

成田机场可利用的公共交通工具
■JR特急成田特快线（成田机场→新宿站）换乘都营大江户线（新宿站
→六本木站）

■JR特急成田特快线（成田机场→东京站）换乘东京地铁丸之内线（东京
站→霞关站）换乘东京地铁日比谷线（霞关站→六本木站）

■机场利木津巴士（成田国际机场至东京丽思卡尔顿酒店）

公共交通机关利用指南 机场来临路线指南

大 门 汐 留

银 座

成田
机场

羽田
机场

六本木

乃木坂

六本木
一丁目

JR山手线

东京地铁南北线

东京地铁丸之内线

东京地铁
日比谷线
东京地铁
日比谷线

京急机场特快

京急机场特快

东京单轨铁路

都营大江户线

都营浅草线

东京地铁
千代田线

位置&路线

京成电铁线

JR特急成田
特快线

※上述所需时间为大致推算时间。

银 座

东 京

新 宿

涩 谷

上 野

秋叶原

池 袋

羽田机场

成田机场

10分钟

15分钟

10分钟

15分钟

25分钟

20分钟

25分钟

40分钟

80分钟

六本木

location & Access

新 宿

涩 谷

惠比寿

品 川

滨松町

东 京

上 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