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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建造出代表21世紀日本的城市。

這是東京中城的建造初衷。

從日本特有的價值、感性與智慧中誕生的，

世界上獨一無二的，具有獨創性的城市。

未來新城市的理想藍圖，從這裏傳遞給世界。

日本價值
將日本新的價值
從這裡推向世界

高端多元化的商店、寫字樓、住宅、飯店、綠地、美

術館、及相關藝術設施⋯⋯。各個設施間相輔相

成，更美好的體現出其相對效應。

Diversity

創造新價值與「融合城市機能」的搆想

多樣化

以誠待人，是日本的傳統美德。在這裡工作的所有

工作人員都擁有極強的顧客服務意識，真正做到

用心待客。

Hospitality

繼承日本傳統精神 
款待四方賓客的禮儀之邦

熱情好客

這裡的巨大魅力更在於約有4公頃的綠色開放空
間。很久以前這片土地就擁有廣袤的自然環境，身

處其中，讓你忘卻都市的紛擾。

On the Green

給城市和人們帶來開放感和活力的自然環境

徜徉在綠色中

這裡有美術館、設計展覽館等各種激發創作靈感

的交流場所。跨越國界的多種雕刻和藝術作品在

這裡一一為您呈現。

Creativity

抒發創造力的世界性設計和藝術

獨創性

CONCEPT理念VISION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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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在地 : 東京都港區赤阪9丁目內　●占地面積 : 約68，891m2　●地區規

劃面積 : 約102，000m2　●計入容積率的面積 : 約460，463m2　●使用面

積 : 約563，801m2（全部），容積率670% [ 寫字樓 : 約311，176m2（專有面積

184，000m2）、住宅 : 約96，474m2（410戶）、服務型公寓 : 約21，004m2（107
戶）、飯店 : 約43，752m2（248個房間）、商業 : 約70，993m2（約130家店）、其
他（大廳&會議廳，美術館等） : 約20，401m2 ]

總設計 日建設計 : 總體規劃 SOM（Skidmore, Owings & Merrill LLP） : 設計兩
翼 安藤忠雄 : 庭園部分（美術館/商業樓） 隈研吾 : 庭園部分（住宅樓）/地下通
道的內部裝修 ·出進入點 坂倉竹之助  :  花園住宅裝飾 青木淳  :  景觀 
AECOM : 拱廊街其他（商業空間） Communication Arts, Inc. : 東京麗思卡爾頓
室內/公寓飯店室內 Frank·Nicholson, SPIN設計工作室

飯店
● 東京麗思卡爾頓

國際化飯店，服務專業水平

堪稱世界一流。

商店&餐廳
● 室內裝飾&設計  ● 時尚潮
流  ● 食品&咖啡  ● 餐廳&
酒吧  ● 服務

時尚敏感度高且風格獨具的

商店和餐廳，滿足人們享受

都市生活的需求。

設計&藝術
● 三得利美術館  ● 21_21 
DESIGN SIGHT  ● Tokyo 
Midtown Design Hub  ● 富士
膠片廣場  ● 街頭藝術作品

以美術館為中心的各個設計

新據點，是進行各種交流、

激發創作靈感的場所。

寫字樓
● 中城大廈  ● 中城東區  
● 中城西區

極為便利的交通，完善的安

保系統、休閑空間等功能，

為商業活動提供全面支援。

大廳&會議廳
● 東京中城·大廳  
● 東京中城·會議廳

適合舉辦大型活動的大廳，

適合舉辦會議和記者招待

會、晚會的會議廳。

住宅&服務型公寓
● 東京麗思卡爾頓公寓飯店  
● 東京中城·住宅區  ● 東京

中城·奧克伍德豪景 服務公

寓 

多種功能和各式服務的結

合，更適合高需求的現代人

居住。

醫務診所
●東京Midtown診所

社區診所為居住在這裡的人

們提供健康管理。有英文服

務人員常駐。

綠色&庭園
● 中城庭園  
● 港區立檜町公園

在廣闊的綠色空間裡感受大

自然的氣息。春有櫻花，秋

有紅葉，展現日本美麗的四

季變化。

Midtown Tower
中城大廈

東京麗思卡爾頓公寓飯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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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Park Residences 
at The Ritz-Carlton, Tokyo

中城東區

中城西區

拱廊街

東京中城·奧克伍德豪景 
服務公寓 

三得利美術館

廣場

OverviewOverview概況

21_21 DESIGN S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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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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城賞花 中城之夏 中城之夏

東京中城·感受設計東京中城賞 中城公園開放

中城聖誕節 滑冰節 新年

感性和才能的完美飾演　
盡在東京中城的季節活動

隨四季變化的中城庭園

春天，觀賞美麗的櫻花；夏天，在綠色的草坪上享受露天咖啡；還有聲

音與彩燈相映的耶誕節⋯⋯在東京中城，您可以一邊享受四季變化的

樂趣，一邊體會新的感動。在東京中城舉辦的刺激五官、充滿創新的

眾多活動之中，就連最前沿時尚流行也能在此邂逅。秋天，這裡會舉

辦彙集全球才華洋溢的設計師作品的時尚活動、發掘年輕人優異才能

的藝術活動、令人興奮的新產品宣傳活動等。

東京中城與廣闊的大自然和諧共處。這裡有被稱為日本風景詩畫的櫻花及紅葉樹叢等，即使身處城市中

心，您依然可以切身感受到日本特有的四季變化。在約4公頃的街區的開放空間的四周，各種花草樹木爭
奇斗艷，演繹自然之美。徜徉綠色之中，讓您忘卻都市煩擾，治愈心靈創傷。中城庭園為城市景觀建設及

環境保護做出了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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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shion
Shops & Restaurants商店&餐廳

Fashion時尚潮流

在東京中城，有日本首家的直營店及世界首家新理念店等，許多豐

富多彩的店鋪只有在這裡才能體驗到。世界級的VIP所支援的尊貴
品牌以及休閑奢侈品牌等都匯集於此。每家店都個性鮮明，時常推

出引領時代潮流的新品。這裡是真正感受快樂，並從內心享受購物

樂趣的最佳場所。

把握對資訊獨特的觸覺，決不讓流行溜走。在這裡人們憑借獨特的感性和價

值觀來追求設計、功能和品質，自由地選取自己喜愛的物品。這裡正為這樣的

人們提供享受都市生活的生活方式的購物區。約130家店鋪和餐廳均是從世
界各地精心挑揀匯集的名店，為您提供絕無僅有的商品和服務。我們還有帶

領海外客人逛遍整個東京中城的英語、中文、韓語導遊服務，進而，在購物

區，還為您準備了英語助理服務，細緻滿足每一位客人的購物、餐飲等需求。

館內有諸多免稅店。且部分商店和餐廳可使用銀聯卡。

在都市中心亦可隨時享受到的
高品質的日常生活

ISETAN SALONE / 女裝 PLEATS PLEASE ISSEY MIYAKE / 女裝 Ron Herman / 男裝·女裝·兒童裝·時尚百貨·咖啡

TASAKI / 珠寶

ISAIA Napoli / 男裝

lucien pellat-finet / 男裝·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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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ior & Design

Interior & Design室內裝飾&創意百貨
製作工藝堪稱聞名的日本，對品質的不懈追求，對美好事物的向往，形

成了獨具的「審美眼光」。秉持珍惜萬物和長久使用這種「生命力持久

的思想」，這裡匯聚的家居百貨無處不體現著日本價值。倡導現代理念

與日本傳統技藝相結合，從日常用品到各種禮品，這裡匯集了許多使

生活更加豐富多彩的特別商品，引領人們走向高品質的日常生活。

THE COVER NIPPON / 家居百貨

itoya topdrawer / 文具NIHONBASHI KIYA / 刀具·時尚百貨

WISE・WISE tools / 家居百貨

IDÉE SHOP / IDÉE CAFÉ PARC / 傢俱·咖啡

MUJIRUSHIRYOHIN / 時尚百貨·家具

HASHI CHOH / 筷子·日式小玩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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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taurant & BarFood & Cafe

Food & Cafe食品&咖啡 Restaurant & Bar餐廳&酒吧
在可以看到綠色自然風景的露台上，一邊用餐一邊感受風的氣息。

從提供高品質日常用餐的小店，到在特別的日子裡可以和重要的人

一起去的世界聞名的高級餐廳，這裡不僅有純正的日本料理，更有

從世界各國精選的名店。追求天然風味的廚師引以為傲的廚藝，以

及熱情洋溢的款待，共同為您演繹珍貴的一刻。

TEMPURA YAMANOUE Roppongi / 天婦羅

HAL YAMASHITA TOKYO / 新式日本料理

日本各地的老字型大小、世界頂級水準的糕點師經營的甜品店等，

這裏是體現上等日常生活的特色飲食店林立的美食空間。另外，這

裏也有許多咖啡廳、熟食店還有可以外帶的食品屋，能讓您心情愉

快地度過美好時光。這裏還為長期居住在此處的客人提供送貨服

務，並有提供英語服務24小時營業的高級食品超市隨時歡迎您的
惠顧。在這片廣闊的空間裏，您可以盡情享受世界各地的美食文化。

KAYANOYA / 天然食品 SAKE SHOP FUKUMITSUYA / 日本酒

TORAYA / 日式茶點‧小玩意藝術展覽‧茶室

Billboard Live TOKYO /  俱樂部‧餐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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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裡的設計和工藝會讓您有很多發現，未來可能由此改

變。這裡通過舉辦一些特別展覽、設計展覽和自由參加

的研討會，將設計的驚奇性和趣味性傳遞到國內外。在

這裡，您可以感受到各個年代和領域的創作者們為您帶

來的具有豐富想象力的世界。

Tokyo Midtown Design Hub

這裡是為各個年齡層的人都能體會到「攝影」帶來的精

彩為出發點而設立的攝影展覽館。另外還設有攝影歷

史博物館，其中有展示富士膠片珍藏的古董照相機收

藏品。

富士膠片廣場

東京中城之藝術作品
這是一個提倡都市和藝術新關係的項目，主旨在於將東京中城整體打造成各種文化交匯的園地。中城的各處均布置

有跨越國界和領域的雕刻及繪畫，為都市注入了新的生命力。在這裡您可以充分享受到藝術與建筑化為一體，並與

城市功能相協調的優雅環境。

近來，六本木作為新興設計與藝術的據點而受到廣

泛關注。由國立新美術館、三得利美術館和森美術館

三點連線形成的區域，被稱為「六本木藝術三角區」，

在其週邊有隨處可見個性洋溢的美術館和畫廊。這

裡是可以體驗東京現在設計與藝術景觀的地方。

以「生活中的美」為基本理念，這裡常常舉辦繪畫、陶瓷、漆工藝、玻璃、染織工藝等極具魅力的設計展

覽。將日本的美從這裡傳往國內外。一流的收藏品以及現代化的和式空間均值得一看。

三得利美術館

舉辦以日本代表設計師三宅一生、佐藤卓、深澤直人為首的各種極富主題性的展覽會和最新作品展。

21_21 DESIGN SIGHT建築的設計也是由日本代表建築家安藤忠雄擔任的。來訪的人們可以感受到設計的
樂趣，體驗充滿驚奇的創意之旅。

21_21 DESIGN SIGHT

Design & Art設計&藝術

Art Triangle Roppongi六本木藝術三角區

left and center © Masaya Yoshimura
right “Design Anatomy”(2016-2017/© Satoshi Asakaw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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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京麗思卡爾頓飯店的正門入口位於中城大廈的地面1樓。1樓和2樓設有宴會廳和會議設施。飯店大

廳和餐廳位於45樓，為您呈現包括東京塔、東京晴空塔、富士山在內的壯闊全景。面積達2,000平方

公尺的東京麗思卡爾頓飯店SPA則位於46樓。47樓至53樓是客房。每間客房均設有窗戶，為您提供從

中城大廈眺望東南西北不同方位的美景。53樓貴賓休閒廳距離地面200公尺，高高在上，為來自世界

各地的遊客提供更高層次的奢華體驗。

東京麗思卡爾頓

東京中城 
大廳&會議廳

東京中城奧克伍德豪景 
服務公寓

奧克伍德是全球領先的服務公寓提供

商。奧克伍德豪景是一棟獨具豪華設

計和優雅的服務公寓。為尊貴和品味

高尚的顧客提供一個月以上的住宿。

我們提供24小時接待，並提供商務中
心，以及健身中心等設施。

有會英語的工作人員常駐，讓外國客

人也能享受日本最先進的醫療服務。

診所為您提供普通醫療保險診療、體

檢、短期綜合體檢、美容診療等服務。

同時設有牙科和營養保健中心。

由大小兩個多功能大廳以及變化多樣

的9個房間組成的會議廳。在這裡，最
新的音響、影像、照明、通訊裝置等一

應俱全。可承辦研討會、新品發布會、

聚會、時裝發布會等各種全球性資訊

發布活動。

東京Midtown診所

設施&服務

Hirokizaka（懷石料理、壽司、天麩羅、鐵板燒 /45樓）
Azure 45（法式餐廳 /45樓）
Towers（時尚燒烤 /45樓）
La Boutique（巧克力精品店 /45樓）
The Lobby Lounge（45樓）
The Bar（45樓）
The Ritz-Carlton Café & Deli（1樓）

餐廳簡介

Facilities & 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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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規模最大的展覽館。沒有常設展

示，但這裡舉辦的企劃展、公開招募

展等豐富多彩的展覽非常值得一看。

■國立新美術館
東京都港區六本木7-22-2

這裡匯聚了時尚餐廳和咖啡廳，以

及備受歡迎的精品店。在這裡您能

感受到成年人高雅品位的流行趨勢。

■表參道

這裡特別有名的是茶道器具以及豐富多

彩的東洋古代美術作品。同時這裡還珍

藏著世界聞名的中國殷周時代的青銅器。

■根津美術館
東京都港區南青山6-5-1

© FUJITSUKA Mitsumasa
位於六本木新城53層的美術館，常
舉辦以當代美術為主的各種類別的

展覽會。

■森美術館
東京都港區六本木6-10-1，
六本木新城森大廈53F

從高度250米的特別展望台上，可
以360°全方位眺望。這裡是造訪
東京時必到的觀光景點。

■東京塔
東京都港區芝公園4-2-8

表參道

廣尾

赤羽橋

芝公園

濱松町

新橋

御成門

大門

內幸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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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
大
街

大
江
戶
線

青山
大街

青山靈園

麻布十番

增上寺

泉岳寺

千代
田線

日比
谷線

根津美術館

國立新美術館

六本木新城
森美術館

六本木大街

赤坂

四谷

赤坂見附

國會議事堂前

溜池山王

神谷町

國會議事堂

霞關大廈

日枝神社

冰川神社

明治神宮外苑

六本木
T立方

虎之門

東京塔

刺激感性的活動，最新、最流行

的演劇和音樂彙集於一體的設

施，同時這裏還聚集著世界各地

著名的餐飲店，是魅力洋溢的複

合式娛樂空間。Sacas廣場將隨
季節變化舉辦各式各樣的活動。

■赤坂Sacas
東京都港區赤阪5-3

Nearby Tourist Attractions週邊觀光景點

京成電鐵線

從東京都內主要場所來臨時所需時間

乘坐地鐵時
■都營大江戶線「六本木站」8號出口直達。
■東京地鐵日比谷線「六本木站」4a出口處的地下通道，8號出口直達。
■東京地鐵千代田線「乃木坂站」3號出口徒步約3分鐘可抵達。
■東京地鐵南北線「六本木一丁目站」1號出口徒步約10分鐘可抵達。

※使用輪椅或嬰兒車在日比谷線六本木站下時，請由4a出口直接由地上到達。

乘坐巴士時
■乘坐都01在「六本木站前」下車，徒步約2分鐘可抵達。
■乘坐ちぃばす（chiibus）小巴士在「六本木七丁目」或「檜町公園」下
車，徒步約1分鐘可抵達。

羽田機場可利用的公共交通工具
■東京單軌鐵路（羽田機場→JR濱松町站）換乘都營大江戶線（大門站
→六本木站）

■京急機場特快（羽田機場→品川站）換乘JR山手線（品川站→惠比壽
站）換乘東京地鐵日比谷線（惠比壽站→六本木站）

成田機場可利用的公共交通工具
■JR特急成田特快線（成田機場→新宿站）換乘都營大江戶線（新宿站
→六本木站）

■JR特急成田特快線（成田機場→東京站）換乘東京地鐵丸之內線（東
京站→霞關站）換乘東京地鐵日比谷線（霞關站→六本木站）

■機場利木津巴士（成田國際機場至東京麗思卡爾頓飯店）

公共交通機關利用指南 機場來臨路線指南

位置&路線

都營大江戶線

都營淺草線

東京地鐵南北線

東京地鐵丸之內線

東京地鐵
千代田線

東京地鐵
日比谷線
東京地鐵
日比谷線

京急機場特快

京急機場特快

東京單軌鐵路

JR特急成田
特快線

六本木

乃木坂

六本木
一丁目

大 門

銀 座

汐 留

成田
機場

羽田
機場

JR山手線

※上述所需時間為大致推算時間。

銀 座

東 京

新 宿

澀 谷

上 野

秋葉原

池 袋

羽田機場

成田機場

10分鐘

15分鐘

10分鐘

15分鐘

25分鐘

20分鐘

25分鐘

40分鐘

80分鐘

六本木

location & Access

新 宿

澀 谷

濱松町

東 京

上 野

品 川

惠比壽

品 川

惠比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