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 TOKYU PLAZA 赤坂的走法

Services Restaurant & Cafe

赤坂見附十字路口

永田町站

赤坂光顧土地

8號出口
赤坂見附站

山

街

道

號出口

10

青

永

田

町

站

至有楽町

Akasaka excel hotel Tokyu

銀座線

丸 ノ内 線

至渋谷

一ツ木 街 道

日比谷高中

南北線

11號出口

至銀座

○半蔵門線
○南北線
○有楽町線

至溜池山王

赤坂見附站下車 10號出口 步行1分鐘
11號出口 步行2分鐘
永田町站下車 8號出口直通
永田町站下車 9號出口步行3分
永田町站下車 6號出口步行4分

○從渋谷方面

電動車

青山路「赤坂見附十字路口」右轉，進外濠路之後左轉

○從首都高速公路

六本木路「溜池十字路口」右轉，進外濠路之後右轉

電話翻譯
1

我們有電話翻譯服務。
需要溝通時可以使用。

我們可提供解決語言障礙的溝通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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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iunkan e&e

OPEN 10：00〜20：00

2F

akasaka zipangu superdining

No.

203
220

OPEN 11：00〜20：00

No.

204
223

在赤坂 Excel Hotel 東急裏或大廳設置 24 小時
可以使用的錢幣兌換機。
［處理貨幣］

美元（USD）· 歐元（EUR）· 人民幣（CNY）

OPEN 11：30〜20：00

宴

14F

1401
205

No.
No.

3F

No.

208
302

應時的海鮮珍味和豐富的燒酒等著您。

韓元（KRW）· 加元（CAD）· 澳元兌美元（AUD）

【Mon〜Fri】11:15〜14:30/
OPEN
17:00〜22:00（L.O.21:45）
【Sat・Sun・祭日】16:00〜21:30（L.O.21:15）

佐藤養助【Union Pay】

3F

英鎊（GBP）· 港元（HKD）

機場巴士
到机场的交通方法最舒适的是巴士。

No.

209
303

午饭 11:30〜14:30（L.O.14:00）
OPEN 晩饭【Mon〜Fri】17:00〜22:30（L.O.21:30）
【Sat・Sun・祭日】17:30〜22:00（L.O.21:00）

No.

210
308

所有的行李都可以委托保管，
甚至对号入座（需要预订），
另外巴士里还有卫生。

我們以日本傳統的技術來為您提供天然的魚。
OPEN 11:30〜14:00 / 17:00〜22:00
創業41年。天然，新鮮，這些都是我們材料的
最低條件。守著傳統的方式，也加入新的方式， E-mail tokyusushiden@zc5.so-net.ne.jp
為您提供日本江戶前壽司。
URL http://www.sushiden.co.jp

宴

八丁味處 串の坊

3F

No.

212
309

日本傳統的串燒店。熱熱脆脆的串燒們等著您。

akasaka square dining

【Mon〜Fri】11:30〜14:00 /
OPEN
17:00〜22:30（L.O.21:30）
【Sat・Sun・祭日】11:30〜22:00

赤坂 スクエア ダイニング

宴

3F

No.

311

穩靜的空間，讓您來享受。我們有3個空間。
單點式大廳【Mon〜Fri】6:00〜24:00（L.O.23:30）
使用應時的材料來提供自助餐和單點式大廳，
OPEN
【Sat・Sun・祭日】6:00〜22:00（L.O.21:30）
露台咖啡廳。您可以選擇各個場合。
露 台 12:00〜19:00（L.O.18:30）
フーターズ【Union Pay】

2F

No.

201

輕便餐廳，Bar
〒100 -0014 千代田區永田町東京2-14-3
※在2015年八月的时间信息
http://akasaka.tokyu-plaza.com

可愛的服務員等著您。
我們為您提供美國西岸的菜。
美國佛罗里达州發源的輕便餐廳。
可愛的服務員用心為您服務。

toraya トラヤ【tax free】

japanese traditional confectionery

レストラン イスタンブール

tully's coffee

OPEN

2F

215

1F

No.

306

No.

226
103

我們挑選的原材料，空間，加上我們的手製，都是為了好喝的一杯！
使用世界各國的咖啡王國挑選的咖啡豆。
為了發揮生咖啡豆的魅力，
我們將不顧一切的焙煎，一杯一杯的手製。

restaurant stockholm

【Mon〜Fri】7:00〜22:00

OPEN 【 Sat 】 8:00〜20:00

【Sun・祭日】8:00〜19:00

レストランストックホルム【Union Pay】

1F

日本唯一的瑞典料理Smörgåsbord專門店。
Smörgåsbord是有60種種類以上的
菜排在桌上類似自助餐。瑞士王室也稱贊的
Smörgåsbord您也來嚐嚐吧。

NINJA AKASAKA

No.

108

【Mon〜Sat】17:00〜23:00（晚饭L.O.22:00）

OPEN 【Sat・Sun・祭日】11:30〜15:00（午餐L.O.14:30）
【Sun・祭日】17:00〜22:00（晚饭L.O.21:00）

ニンジャ アカサカ【Union Pay】

1F

日本戰國時代忍者住宅為主題。
為您提供日本菜和本店的創造菜，
也同時準備了精彩的忍者魔術表演。

ginza ten-ichi

OPEN

No.

109

【Mon〜Sat】17:00〜25:00（D.C.22:30）
【Sun・祭日】17:00〜23:00（D.C.21:45）

銀座天一【Union Pay】

1F

No.

110

本店使用日本建築樣式之一的數寄屋造。

可在穩靜的數寄屋造品嚐美味的天婦羅。
四季的應時食材使用芝麻油來炸。
保留材料原味的菜餚是“天一”天婦羅的特色。 OPEN 11:00〜22:00（L.O. 21:30）

Tang Dynasty Toshomen

唐朝刀削麺

古都“西安”通過絲綢之路形成了含有西域
特色的飲食文化。
來自西安的廚師和麵條師來為您烹調。

Saizeriya

サイゼリヤ

OPEN

宴

B1F

No.

B101

【Mon〜Sat】11:30〜14:30（午餐L.O.14:00）
17:30〜23:00（晚饭L.O.22:00）
【Sun・祭日】11:30〜15:30（午餐L.O.15:00）
17:30〜22:00（晚饭L.O.21:00）

宴

B1F

No.

B102

又便宜又好吃的義大利餐！

高原農場的新鮮蔬菜，義大利進口的食材和紅酒，
本公司的澳大利亞工場的漢堡牛肉餅等都是為了
提供又便宜又好吃的意大利餐。
OPEN 11:00〜23:30（L.O.23:00）

AKASAKA EXCEL HOTEL TOKYU

赤坂 エクセルホテル東急【Union Pay】

AKASAKA EXCEL HOTEL TOKYU
可享受美麗的外景包括赤坂見附車站。
OPEN

11:00〜23:00
【星期五】11:00〜28:00（L.O.27:30）

只有懂得工作，懂得享受的才知道的好地方。
09年“愛玩東京之夜的大人秘密基地”為
主題改裝。我們為您提供新的房間。

jukuseiniku okonomiyaki kakomu
japanese teppanyaki cuisine

熟成肉 お好み焼き 囲

iPROCARE アイプロケア
iPhone repair

楼面导轨
FLOOR GUIDE

【Mon〜Fri】11:30〜14:30/
17:00〜23:00
【Sat・祭日】16:00〜23:30

タリーズコーヒー

美食城市“西安”

各國菜式餐廳

Hooters

No.

使用有益於健康的創造菜和有趣的空間

3F

雞，蔬菜，魚，貝，果實等，我們每個季節使用
不同應時的材料來炸。發揮材原味的菜餚
是我們的特色。同時也為您提供鄉下直接
輸送來的地酒，燒酒，還有法國葡萄酒。

2F

連瑞典王室也無上的稱贊了日本唯一的“Smörgåsbord”

寿司田

kushinobo

restaurant istanbul

在日本“土耳其菜”被稱為“世界三大料理之一”。
從22年前第一次在日本出現一直到現在依然還
是人們的最愛。晚餐的時候可以看到肚皮舞。
您一定滿意。

赤坂有薫

可招待客人、家人，利用範圍廣泛。
佐藤養助稻庭烏冬面純手工制作，口感特別，
還有秋田地方菜和土産酒等等。
一定要盡情地品嘗正宗的秋田味道。

中国名菜 陳麻婆豆腐

可以享受充滿魅力的土耳其菜和肚皮舞的老店

餐廳【Mon〜Fri】17:00〜23:30（L.O.23:00）
我們提供日本菜的天婦羅，壽司，鐵板燒，
【Sat・Sun・祭日】
17:00〜23:00（L.O.22:00）
還有中國菜等約200種的零菜和10種以上的套餐。 OPEN
B a r【Mon〜Fri】17:00〜02:00（L.O.01:30）
還有愛烟者社交場讓您享受赤坂的晚上。
【Sat・Sun・祭日】
17:00〜23:00（L.O.22:00）

Sato Yousuke

chenmapo-doufu

17:00〜23:00（L.O.22:00）

2F

赤坂ジパング スーパーダイニング

“赤坂有薫”是九州的家鄉菜。
使用每天從有明海和玄界海灘空運來的
新鮮海鮮。珍貴的日本燒酒有120種以上。
歡迎來享受與眾不同的味道。

217
206

多彩多樣的四川菜，深奥的味道
11:00〜15:00（午餐）
“百菜百味”的四川菜，它有很多烹調方式和味道。
OPEN 15:00〜17:00（下午茶）
我們為您提供使用豆瓣醬和花椒的陳麻婆豆腐。

日本料理“nadaman”製作的餐廳Bar

akasaka yukun

No.

正宗四川菜

ネイルプラス【Union Pay】

基本上的技術，人工指甲，防止咬指甲的壞
習慣矯正等我們用最新的技術來服務您。
也同時準備了腳鐐。

2F

只使用國產啤酒。
11:30〜23:00
我們準備了10種以上的手藝啤酒。
OPEN
（L.O 菜22：00 饮料22：30）
伊達雞的熏燒和本店獨創的香腸，
每一個食材都是從已契約的農家直接輸送來的。 URL http://www.yonayonabeerkitchen.com/

開運館E&E

使用傳統的算命和現代的心理咨詢找出您
真正想要的。
引導您到更好的未來。
任何煩惱可以和我們商量。

Yona Yona BEER WORKS よなよなビアワークス 赤坂店
日本啤爽爽爽！

客人對我們來說都是難得的緣分。

處理 8 種貨幣換成日元，操作方法簡單。（發收款單和報銷單）

4

用中國傳統醫學的基礎來按摩
引出人們原有的自然治愈力來調整身體。
這樣不僅讓您健康魅力，也有減肥效果。

sushiden

錢幣兌換機
3

No.

佐藤養助的直銷店。從1860年一直繼承傳統做法，味道正宗。

溝通卡
2

2F

有健康才有美麗的指甲

○銀座線／丸之内線

汽車

ナチュラルバランス

按摩，放鬆

Nail +plus
山王枝神社

至虎ノ門

natural balance

Restaurant & Cafe

開運館E＆E使您更有活力！

TOKYUPLAZA

外堀街道

Big camera

6號出口

線
状
環
心
中
市
速
高

谷

9號出口

至半蔵門

半蔵門線

有
楽
町
線

谷
ヶ
市

四

至

至

外
堀
街
道

Fashion & Goods

FL OOR MA P

rosegarden

Fashion & Goods

ローズガーデン【Union Pay】

No.

202

我們設計的主題是“大人的樂趣”。

裝飾品，圍巾，手提包，衣服，手錶等小東西讓
女性的生活變得更美滿。我們擁有別處沒有的
個性和魅力可以搭配輕鬆的便服。

1401

lilyalice

403

308

seikado

402

No.

203

303

204

301

302

赤坂游ギャラリー【Union Pay】

No.

205

クゥー

No.

208

“燦爛美麗”是我們的主題。快來找一找屬於自己的衣服吧！
SECOND MALL
216

306

219

223

217 218 220 221 224 225

210

205
入口

215
半蔵
南北 門 線
有楽 線
永田 町 線
町

214 213

入口

209 208 207
207 206

201

edom

204 203

Corridor

202

展示和販賣迪士尼珍貴的賽璐珞，娃娃。
沒有展示的商品我們也能幫您詢問。
由商品知識豐富的服務員來為您服務。

226 211

herbette

FIRST MALL

109

107

108

半
蔵
門
南
線
北
線
有
楽
町
永
線
田
町

HOTEL

106

入口

至赤坂見附

104

PLAZA

103 102

入口

駐車場

山王

至溜池

101

105

駐車場

No.

209

OPEN 11：00〜20：00
URL http://www.edom.co.jp/

エルベート

No.

我們為您提供最高級的商品使您的生活
變得更華麗。歡迎體驗黑貂皮，水貂皮等的
優質材料。也同時準備了山羊皮大衣，
鱷魚皮等商品。

mariage akasaka

外堀街道

210

B102

B103

※中間電梯不在2樓停止。

衣服＆日用雜貨

服務

飯店＆咖啡店

電梯

自動扶梯

梯

廁所
自動扶梯（露天）

sina cova

OPEN 10：30〜20：00

梯（露天）

OPEN 11：00〜20：00

No.

OPEN 11：00〜20：00
URL http://www.sanei-int.com

インポートランジェリー ソレイユ

No.

宴 …承受宴會的預訂

226

首先，我们准备了有名法国品牌“Barbara”,”Chantelle”。
还有其他有法国和義大利女人魅力的內衣。
【Mon〜Sat】11：00〜20：00
还为您提供各式各样的女性丝袜。
OPEN
【Sun・祭日】11：00〜18：00
本店的每一个商品都是高质量的。

ginza eikokuya

1F

ニューハナトモ

BANG & OLUFSEN

No.

212

godiva

No.

101

【Mon〜Fri】10：00〜19：00
OPEN
【Sat・Sun・祭日】10：00〜18：00

1F

No.

102

1F

No.

104

具有海上衣服的機能，還有時尚性才是
“sina cova”的服裝。不只是在地中海的高級
度假村，在城市中夜是人們的愛用。“不分男女，
OPEN 11：00〜19：00
不分老少”是我們品牌的主題。

213

italiya

【Mon〜Sat】11：00〜20：00
OPEN
【Sun・祭日】11：00〜19：00
お持帰り専門

take out

贈

1F

No.

105

1F

伊太利屋【tax free】

7-eleven

ジェム

No.

113

No.

402

OPEN 11：00〜20：00

1F

ジーガン【Union Pay】

Gem Geagan 是用優質的設計和珠寶做出的
珠寶飾物店。本店的價格划算，商品豐富。
也同時可修理・加工。

shimazaki eye clinic

OPEN 11：00〜20：00

4F

島崎眼科

本院用高科技的醫療技術來為您治療

本院為您提供高科技的醫療技術。
視力降下，眼睛疲勞，甚至眼鏡和隱形眼鏡，綠內障，
【Mon〜Fri】10:00〜13:00
OPEN
14:30〜17:30
白內障檢查，手術治療等任何問題都可以和本院商量。

akasaka mitsuke plaza dental

4F

赤坂見附プラザ歯科

No.

403

從一般治療到種植牙我們用 20 年以上的經驗來
保護您的牙齒的健康。在治療之前，費用和時間
我們將會在咨詢房間和您商量好。鐳射治療，
治療室等都齊全了。新患者，急病患者隨時歡迎。

beauty salon tanaka

hairdressing ohba

OPEN

【Mon〜Fri】10:00〜13:00
14:30〜19:00（Wed13:00为止）

3F

ビューティーサロン タナカ

No.

301

【Mon〜Fri】9:30〜20:00

OPEN 【Sat・Sun】9:30〜19:00

【祭日】9:30〜18:00

へアドレッシング OHBA

OPEN 11：00〜20：00

3F

No.

310

如果您覺得您的頭髮變細了或者時常掉很多頭髮，
【Mon〜Fri】10:00〜19:30
你可以和我們商量。可提供您觀測器檢查和清潔
OPEN
【Sun・祭日】10:00〜19:00
建議使您的頭皮環境變得更美好。
URL http://www.ohba.ne.jp/
寧靜的單間也是本店的魅力。

zwei akasakamituke

ツヴァイ赤坂見附

在 zwei 的圈子裡可能有您在日常生活中接觸
不到的類型。您一定能找到您要的對象。
我們配合您的生活方式來提案對象給您。

No.

106

hoken terrace

保険テラス

2F

No.

207

No.

216

OPEN 11：00〜20：00

2F

由專家來傳授您如何充分利用保險
OPEN 11：00〜20：00
URL http://www.italiya.com/

セブンイレブン【Union Pay】
【tax free】

日本國內最廣大的便利商店。為了滿足您的需求，
我們準備豐富的商品。
歡迎使用 ATM 設備和付款服務，訂票服務等。

gem geagan

我們提供對象給您

將義大利和日本的審美意識融合

品牌的主題是“野生的優美”。
將義大利的熱情和活潑和日本的風雅融合在
女士服裝。一定有您滿意的商品。

112

健康的頭髮從頭皮開始養起！護頭皮和護髮就交給我們吧

OPEN 11：00〜20：00

No.

1F

不用說剪修和設計髮型，修指甲，
穿和服都由我們來提供。
如果您的頭髮乾燥，我們會使用適合
您的髮質的護法膏。

最受世界歡迎的比利時高級巧克力

OPEN 11：00〜20：00

No.

OPEN 11：00〜20：00

ミノリ

全日本共有 80 老店的美容沙龍

OPEN 10：00〜19：00

バング ＆ オルフセン【Union Pay】

ゴディバ

111

口腔裡的任何問題都可以和我們商量

銀座 英國屋【Union Pay】
【tax free】

有人說“正真好的衣服會有感情，能穿長久”。
我們英國屋也是這麼想的。
為您提供好看又好穿的訂做衣服。
讓您嘗試訂做的魅力。

No.

從 1976 年創業以來一直都在赤坂的珠寶飾物店

隨著需要的變化，我們一直都是最方便的

導遊書寫方式的警告

224.225

好女人就是要穿好內衣

new hanatomo

MINORI

MINORI 將 60 年代的優雅樣式和時尚的樣式
融合起來，使女士們變得更又魅力。
本店準備了高級西裝，不分老少。

GODIVA 的常規商品，還有季節限定品，各種餅乾，
巧克力奶昔等展現出又優質又深奧的味道。

シナ コバ 【Union Pay】

受世界歡迎的地中海高級海上衣服

soleil

1F

レイク アルスター

主題為 60 年代的優雅樣式，將女士們變的更有個性

アンジェロ

現在受歡迎的北歐製品裡面最早被愛用的
“BANG＆OULUFSEN”。1925 開始創造。
重視人們需要的音響形製品很少出現新型的，
於是可用長久。

上衣，裝飾品任何東西都美麗搭配

B101

221

自然美的北歐進口商品可長久使用

マリアージュ赤坂 【tax free】

歐洲色彩豐富的時裝店。
同時也有歐洲式婚禮贈品，結婚戒指。
也歡迎來看其他的婚禮商品。

No.

訂做唯有的款式和舒適感

任何人都會回頭看您的華麗的毛皮

111 112 113

110

ディズニー公認ギャラリーエドム【tax free】

angelo

送禮的花束，插花藝術，大飯店的裝飾，
婚禮會場的裝飾都是本店拿手的。
本店希望能為您提供有個性又獨特的花束
和賞葉植物。

歡迎來享受寧靜的迪士尼作品畫廊

212

丸ノ内線
赤坂見附

ながもち屋【Union Pay】

從有關企業批發市場購買的鮮花和賞葉植物

每個月我們都會去歐洲進貨，找出最時尚的衣服。
你一定能在這裡找到與眾不同的衣服，
而且價錢都很划算。
OPEN 11：00〜20：00

TERRACE MALL

OPEN 11：00〜20：00

服女鞋和手提包是歐洲直接進口的產品。
紳士鞋是鱷魚皮或鴕鳥皮等製作的多彩的產品。
本店為您在歐洲挑選又適合又舒適的款式。
售後服務也不疏忽。

主要是代表明治到平成的日本工藝美術的展覽。
【營業時間】10：00〜19：00
OPEN
還有每月舉行的日本，中國，朝鮮的古典美術展覽。
【開廊時間】11：00〜19：00
URL http://www.akasakayugallery.com/
各方面加起来有 50 点以上的作品展覽。

ＫＵ-ｕ

nagamochiya

lake alster

本店使用德國高級的手織布料“雪尼爾花線”。
玫瑰花和鬱金香，蘭花的花朵通過雪尼爾織得
非常柔軟。我們為您提供毛巾，手帕，衣服，
手提包和旅行用具。

歡迎真貨意向和又無法解決鞋子問題的客人

代表日本工藝美術家的美術展覽室
310

311

No.

它在東京是唯一的一家京焼・清水焼的專門店。
這些京都陶瓷在京都以外不常見。
它們都是由名人做出來的作品。
OPEN 11：00〜20：00

306

217

柔嫩的花樣雪尼爾花線產品

將您的和服，腰帶回收之後販賣的“回收委託販賣”
方式。將日本文化繼承給下一代，將您的寶貴品
交給下一個愛上它的主人。歡迎來到“nagamochiya”

OPEN 11：00〜20：00

京焼・清水焼 青花堂【Union Pay】

akasaka yu gallery

No.

和服回收站。因為是寶貴的東西才想留給下一代！

赤坂傳統的京焼・清水焼的專門店。

309

ヒルダ【Union Pay】

用本店在東京大飯店內 25 年的經驗來挑選
可愛的神戸小雜貨，便服，正式服裝。
在夫人們之間也很受歡迎進口的商品。

本店嚴格挑選世界獨一無二的原材料。
充滿喜愛的自創高級現成服裝。
我們準備了獨特的款式和舒適的女士服裝。
尺寸有 5 〜 13 號，非常豐富。

ブティック

類似夫人壁櫥裡的美麗衣服

OPEN 11：00〜20：00

リリーアリス【Union Pay】

hilda

Fashion & Goods Services

OPEN 24H

1F

No.

107

現在的時代不只是“萬一的保險”。
準備退休後的生活費也是很重要的。
免費保險商量由經驗豐富的講師來告訴您如何
充分利用保險的方法。

magic machine

我們盡力修改您的尺寸

マジックミシン

OPEN 11：00〜20：00
URL http://hoken-eshop.com/

2F

No.

218

不同衣服有不同布料和縫法。
我們會以您的需求來找出最好的方法修改您的衣服。
不管是縫扣子還是修改都交給我們吧！
OPEN 10：00〜20：00

贈 …對禮物最合適

※ 有 營 業 時 間 改 變 的 情 況 。事 先 請 同 意。

※ L . O . 是 最 後 點 菜 的 詭 計。※ D . C . 是 關 閉 的 詭 計。
※ 菜 單 的 照片 是 形 象。

ス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