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登载内容以2017.11.1信息为准。
本指南是以2016实施的千客万来事业调查、建议报告书内容为基础编制而成。
本指南得到了东京国际法国学园及JET日语学校的协助。

从机场来的交通路线从机场来的交通路线

赤羽赤羽

品川 田端 王子羽田羽田 赤羽赤羽

日暮里 田端 王子成田成田
约 43 分钟约 43 分钟 约 4 分钟约 4 分钟 约 5 分钟约 5 分钟

JR 山手线JR 山手线

京急本线快特

JR 京滨东北线JR 京滨东北线

约 5 分钟约 5 分钟

JR 京滨东北线JR 京滨东北线京成 Skyliner京成 Skyliner

约 18 分钟约 18 分钟

JR 京滨东北线JR 京滨东北线

约 5 分钟约 5 分钟

JR 京滨东北线JR 京滨东北线

约 5 分钟约 5 分钟

JR 京滨东北线JR 京滨东北线

约 25 分钟约 25 分钟

羽田机场利木津巴士羽田机场利木津巴士 赤羽赤羽王子王子
约 55 分钟约 55 分钟 约 15 分钟约 15 分钟

JR高崎、宇都宫线JR高崎、宇都宫线

赤羽岩渊赤羽岩渊

东十条东十条

浮间舟渡浮间舟渡

北赤羽北赤羽

十条十条

JR中央线快速

JR中央线JR中央线

JR京滨东北线JR京滨东北线

都电荒川线都电荒川线

东京地铁南北线

赤羽赤羽

田端田端

王子王子

池袋

新宿

有乐町
（银座）

东京

日暮里

大宮

四谷

原宿原宿

六本木一丁目

秋叶原秋叶原

上野上野

板桥板桥
驹込驹込

西原西原

尾久尾久

上中里上中里

志茂志茂

王子神谷王子神谷
※所需时间包括乘坐快车。 0分钟

0分钟

0分钟

约24 分钟

约12分钟

约16分钟

约18分钟

约20分钟

约14分钟

约8 分钟
约8 分钟

约15分钟

标记是指到
北区最近的车站

　（赤羽、王子、田端）

所需要的时间。

约0分钟

约53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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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54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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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区位于距离东京主要区域大约30分钟的交通圈内。

北区

거짓말 ! 정말!

 이곳은 도쿄이야! ?

  재미있을 것 같다

不会吧？真的？

 这里是东京！？

 好像很有趣

Lie ! truly!

This is Toky
o! Is it?

You look int
eresting

Enchanting

嘘！本当に
！

 ここは東
京なの！？

  面白そう
だね



3月到4月是樱花到访东京的季节，之中众多深受好评的赏樱胜

地都集中在北区。从江户时代起就备受青睐的飞鸟山公园、河

两岸被樱花所淹没的石神井川、因樱草而广为人知的都立浮

间公园等， 100棵以上的樱花树排列成行的地方有很多，满

开时节可以尽享樱花带来的无穷魅力。与都心知名的观赏

景点不同之处在于，可以在被大自然包围的环境中平心静

气地观赏，这是其最大的魅力所在。因区内许多公园及道路

两旁都盛开着樱花，想必散步途中一定会有惊喜的发现吧！

此外，夜幕降临后的夜樱也不容错过。樱花在灯笼映照下呈现出

梦幻般的美丽景色，定会令您流连忘返。
荒川沿岸／赤羽地区（P06）荒川沿岸／赤羽地区（P06）

西莲寺／赤羽地区（P06）西莲寺／赤羽地区（P06）

音无亲水公园／王子地区（P08）音无亲水公园／王子地区（P08）

清水坂公园／赤羽地区（P06）清水坂公园／赤羽地区（P06）

❽

飞鸟山公园／王子地区（P08）飞鸟山公园／王子地区（P08）

名主之滝公园／王子地区（P08）名主之滝公园／王子地区（P08）

滝野川地区滝野川地区

王子地区王子地区

赤羽地区赤羽地区

石神井川沿岸／滝野川地区（P10）石神井川沿岸／滝野川地区（P10）

一年四季被各具魅力的美丽大自然所

环绕，人们悠然自得地生活着的北区，

虽然地处大都会东京，但在这里可以享

受时光慢慢流逝给您带来的舒畅心情，

并能感受到当地人们的热情与善良。

您会被东京屈指可数、魅力无穷的樱花

及红叶所吸引，为传统技艺与风俗习惯

而惊叹，还可以逛逛商店街等，体味一

下日本人的日常生活。知之越多越能体

会到其奥妙所在，相信您定会故地重

游，因为这里存在着“另一个东京”。

索引

特集专页

观赏“十月樱”，秋季最佳！
有一种珍奇的樱花在10月～

12月期间开放，这就是飞鸟山

公园种植着的3棵“十月樱”。

与春天繁花似锦的樱花不同，

它绽放着淡红色的小花，可以

与四周相映成趣的红叶一同

观赏。

SAKURA-樱花-01
北区是东京值得骄傲的“樱花胜地”。
请探寻自己喜爱的赏花之地！

封底／交通指南

赤羽地区05

王子地区07

滝野川地区09

SHOTENGAI -商店街-03
充满人情味的商店街比比皆是！
东京“生活之园”欢迎您！

飞鸟山赏花 三张大纸相连 （勝川春潮/1781-88年前后） 北区飞鸟山博物馆收藏

江户幕府时代的第8代将军为了鼓励平民赏花，大约300年前在飞鸟山种植了1270棵樱花树。
如今在广阔的丘陵上依然盛开的美丽的樱花以及赏花人们接踵而至的身姿，与当时春天的景象
别无二致。

北区是东京值得骄傲的“樱花胜地”。

请探寻自己喜爱的赏花之地！

地区专页

十月樱（飞鸟山公园）／王子地区（P08）

SAKURA
-樱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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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满人情味的商店街比比皆是！

东京“生活之园”欢迎您！
对东京人来说，北区是适宜居住的“生活区”。因为这里有很多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商店街。街里既有

又便宜又好吃的熟食店又有物品方便实用、种类齐全的杂货店，以及遍布着银行、书店、菜店、咖啡店等与日

常生活息息相关的店铺。请务必感受一下在这令人怀念的氛围中边品尝美食边购物的无限乐趣！

因为有许多私人小店，在与店员交谈中定会感受到下町的风土人情吧。另外，还拥有以“赤羽一番街商店街”

为首的，作为东京饮食街代表而广为人知的商店街。与那些下班归来、想彻底放松畅饮的人们一起吃晚饭、

品美酒，体验一下日本人的日常生活如何？

日本人经常光顾的饮食店还有很多！

日式餐饮已经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登录为无形文化遗产，

在世界上人气高涨。寿司、天妇罗、怀石料理等虽然是知名

美食，但并不是日本人餐桌上每天的常见食物。在日式饭

菜中如果说“平民口味”的话，当数烤鸡肉串、煮蔬菜、生鱼

片、烤鱼、火锅和由米饭、味噌汤、菜肴等组成的套餐等。

当然还有牛肉盖饭等快餐，以及经济实惠的意大利菜、

西班牙菜、中国菜和韩国菜等可以享用。在北区的商店街，

有许许多多这种可以品尝“平民口味”的饮食店。能够享受

美酒的餐饮店也有很多，让我们一起来尽情品味畅饮日本

酒和烧酒吧！

SHOTENGAI

赤羽地区／OK横丁（P06）

王子地区 ／十条银座商店街（P08）王子地区 ／十条银座商店街（P08）

王子地区 ／十条银座商店街（P08）王子地区 ／十条银座商店街（P08）

赤羽地区／丸健水产（P06）赤羽地区／丸健水产（P06）

EnchantingEnchanting

请品尝名吃“北区关东煮”！

各种各样的食物经过长时间炖煮，酱油的

醇香完全进入材料中，这就是所谓的“关

东煮”。作为当地的名吃深受人们的喜爱，

北区有很多关东煮名店。传统的江户蔬菜

（萝卜、牛蒡、胡萝卜）、竹轮（圆筒状鱼

糕）、豆腐包及以各种鱼肉为原料的食

物供您任意选择，吃后定能令您身心

温暖无比。

-商店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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