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0622

H.I.S. Hotel Holdings

Hotel Lineup



各种各样的机器人在酒店内大显
身手。无论孩子还是大人一定都
会兴奋不已！ 加上人气主题公园

及周边观光景点，一定会让您
愉快之旅的回忆倍增。

大堂里开心的机器人们Point追求舒适和乐趣的前卫酒店
众多新颖机器人欢迎宾客们大驾光临!
舞滨地区独一无二为宾客服务的机器人酒店。从柜台的恐龙机器人到客房的交流机器人，
酒店里各式各样的机器人为宾客竭诚服务。快来体验前所未有的刺激和乐趣。

Jurassic Diner

（截至2021年4月）

90cm×200cm
(沙发床为同尺寸)

90cm×200cm
(沙发床为同尺寸)

2张床  1张沙发床

3张床  1张沙发床

28,000日元起 (成人2人入住时/含税和服务费)50 间

40 间

10 间

1-3 人

1-4 人

1-3 人

标准双人房

标准三人房转

转角双人房

18.5㎡

23.5~24.5㎡

90cm×200cm
(沙发床为同尺寸) 30,500日元起 (成人2人入住时/含税和服务费)26㎡ 2张床  1张沙发床

34,000日元起 (成人3人入住时/含税和服务费)

（截至2021年4月）

140cm×195cm

90cm×195cm

1张床

2张床

22,000日元起 (成人2人入住时/含税和服务费)50 间

21 间

29 间

1-2 人

1-2 人

1-3 人

标准双人房

双床房

豪华双床房

13.1㎡

15.9㎡

18.7㎡ 90cm×195cm
(沙发床为同尺寸) 27,000日元起 (成人2人入住时/含税和服务费)2张床  1张沙发床

25,000日元起 (成人2人入住时/含税和服务费)

50个［座位数］

套餐菜单［菜单］

6 :30～9:30  *仅提供早餐［营业时间］

Restaurant

【标准双人房】 【标准三人房转】 【转角双人房】

地理位置优越，可步行到人气主题乐园，酒店前就是Lawson便利商店。

〒279-0043 千葉県浦安市富士見５丁目３-20
TEL 050-5894-3737
URL https://www.hennnahotel.com/maihama/

〈搭乘公共交通机构的交通指南〉
●从JR“东京站”乘坐京叶线或武藏野线约20分钟/
　从JR“舞滨站”徒步约18分钟，乘坐巴士约4分钟（在舞滨站巴士转运站2号乘车处上车）

〈自行驾车前往〉
●行驶首都高速湾岸线“浦安匝道”（所需时间:约5分钟）

〈乘坐飞机前往〉
●从羽田机场乘坐机场大巴到东京迪士尼乐园约50分钟/从东京迪士尼乐园徒步到酒店约18分钟
●从成田机场乘坐机场大巴到东京迪士尼乐园约80分钟/从东京迪士尼乐园徒步到酒店约18分钟

Guest Room

置身于典雅“和风”的氛围中
众多新颖机器人欢迎宾客们大驾光临。
迎接宾客的是日式庭园造景的大厅和采用尖端科技制成的恐龙机器人。
融合“和风”之美与“机器人”的便利性，独特的酒店住宿体验，让您放松身心好舒适。

Ori-Ori
29（柜台15个座位・餐桌14个座位）［座位数］

[早晨] 饭团自助餐
[中午] 日本荞麦面

［菜单］

[早晨] 6:30～10:00（仅限住宿宾客）
[中午] 11:30～15:00（最后点单 14:30）
[晚上] 没有营业

［营业时间］

采用石庭等日本庭园以“和”为主旋
律的设计，糅合恐龙及鹦鹉螺化石
等古代元素，演绎出超乎想象的幻

想空间。

Point 日本庭园设计

Restaurant
地点绝佳，距离东京地铁东西线“西葛西站”徒步只需2分钟。

〒134-0088 東京都江戸川区西葛西5-4-7　
TEL 050-5894-3770
URL https://www.hennnahotel.com/nishikasai/

〈搭乘公共交通机构的交通指南〉
●从“大手町站”乘坐东京地铁东西线约16分钟

〈自行驾车前往〉　
●从首都高速中央环状线“清新町”前往约9分钟

〈乘坐飞机前往〉
●从羽田机场乘坐机场联络巴士到“葛西站”约30分钟/
　从“葛西站”乘坐东京地铁东西线约2分钟
●从成田机场乘坐机场联络巴士到“葛西站”约70分钟/
　从“葛西站”乘坐东京地铁东西线约2分钟

Guest Room

【标准双人房】 【双床房】 【豪华双床房】

Access Access

海 茵 娜 酒 店
舞 滨  东 京 湾

客房<所有客房配备Wi-Fi・禁烟> 客房<所有客房配备Wi-Fi・禁烟>

客房类别 面积 入住人数 客房数 床型 床尺寸 住宿费／每间客房

海 茵 娜 酒 店
东 京  西 葛 西

客房类别 面积 入住人数 客房数 床型 床尺寸 住宿费/每间客房

※照片均仅供参考 ※照片均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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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先进的机器人酒店吸引了来自五大洲的宾客。
以最新设备为您打造舒适的东京住宿体验。
全球最新颖的机器人为宾客服务的酒店。客房内的各种尖端技术让您的住宿体验更为舒适。
大厅内的酒吧供宾客们使用，早晨和晚上提供不同的服务。

Early Birds Dining 6.5
20个［座位数］

轻食自助餐［菜单］

6:30～10:00  *仅提供早餐［营业时间］

Point

Restaurant

【豪华双床房】 【豪华单人房】 【双人房】 【双床房】

紧邻筑地和银座商圈的好地点。

〒104-0045 東京都中央区築地2-2-1
TEL 050-5894-3771
URL https://www.hennnahotel.com/ginza/

〈搭乘公共交通机构的交通指南〉
●从东京地铁有乐町线“新富町站”4号出口徒步约2分钟/
　从东京地铁日比谷线“筑地站”4号出口徒步约6分钟

〈自行驾车前往〉
●行驶首都高速都心环状线“银座”(内环线/外环线) 约1分钟

〈乘坐飞机前往〉
●从羽田机场乘坐东京单轨电车到“滨松町站”约17分钟/
　经由 JR 山手线“有乐町站”→换乘东京地铁有乐町线约7分钟/从“新富町站”徒步约2分钟
●从成田机场乘坐机场大巴到东京城市航空总站（T-CAT）约60分钟/
　从东京城市航空总站（T-CAT）乘坐Taxi约10分钟
●从成田机场乘坐JR特急成田特快（N'EX）到“东京站”约54分钟/经由JR山手线“有乐町站”
　→换乘东京地铁有乐町线约5分钟/从“新富町站”徒步约2分钟

Access

【标准双床房】 【LG styler客房/双人房】 【标准小床双人房】 【LG styler客房/双床房extra】

海 茵 娜 酒 店
东 京  赤 坂

徒步范围内有3个车站
可前往东京・新宿・六本木・涩谷・银座
“ECO LUXURY” 让您远离城市的喧嚣和忙碌的生活，助您放松身心的酒店，本酒店采用大量的自然材质建造而成，
同时也兼具都会的时尚风格。另说赤坂过去称为茜坂，因此地茜草杂生而得名，『茜草』让人联想到『叶脉』，
因此我们将叶脉作为设计色彩，巧妙融入大厅周围及客房内。

IRISH PUB "CRAIC"
61个（ 柜台29个座位・ 餐桌32个座位）［座位数］

[早晨] 40种以上的原创料理自助餐
[中午] 一盘午餐
[晚上] IRISH PUB

［菜单］

[早晨] 6:30～10:00（最后点单 9:30）
[中午] 11:30～15:00（最后点单 14:30） 
 （周六周日及假日休息）

[晚上] 15:00～24:00（最后点单 23:00）

［营业时间］

客房类别 面积 入住人数 客房数 床型 床尺寸 住宿费/每间客房

（截至2021年4月）

140cm×195cm

140cm×195cm

1张床

ベッド1台 1张床

33,000日元起 (成人2人入住时/含税和服务费)9 间

17 间

27 间

16 间

27 间

10 间

 9 间

  1 间

1-2 人

1-2 人

1-2 人

1-2 人

1-2 人

1-2 人

1-3 人

1-3 人

标准小床双人房
【LG Styler 客房】小床双人房
【LG Styler 客房】双人房
标准双床房

【LG Styler 客房】双床房
【RAYCOP FUTOKON ROOM】双床房
【LG Styler 客房】双床房extra
豪华双床房

13.03㎡

15.25~21.46㎡

15.25~21.46㎡

15.52~16.35㎡

19.03~20.26㎡

16.3㎡

17.36㎡

22.98㎡

160cm×195cm 36,000日元起 (成人2人入住时/含税和服务费)ベッド1台 1张床

100cm×195cm 52,000日元起 (成人2人入住时/含税和服务费)2张床

100cm×195cm 54,000日元起 (成人2人入住时/含税和服务费)2张床

100cm×195cm 66,300日元起 (成人3人入住时/含税和服务费)2张床　1张沙发床
100cm×195cm

(沙发床为同尺寸) 82,000日元起 (成人2人入住时/含税和服务费)2张床　1张沙发床

34,000日元起 (成人2人入住时/含税和服务费)

100cm×195cm 55,000日元起 (成人2人入住时/含税和服务费)2张床

Restaurant Access
紧邻赤坂商圈的好地点。

〒107-0052 東京都港区赤坂2-6-14
TEL 050-5894-3782
URL https://www.hennnahotel.com/akasaka/

〈搭乘公共交通机构的交通指南〉
●东京地铁南北线・银座线“溜池山王”站10号出口徒步4分钟
●千代田线“赤坂”站5号出口徒步5分钟。
●东京地铁丸之内线·银座线“赤坂见附”站10号出口徒步8分钟
　《赤坂2丁目派出所前的十字路口为标记》
〈自行驾车前往〉
●从首都高速都心环状线“霞关”前往约6分钟
〈乘坐飞机前往〉
●从羽田机场乘坐京急机场线・都营浅草线到“新桥站”约13分钟/从“新桥站”乘坐
　东京地铁银座线到“溜池山王站”约4分钟/从“溜池山王站”徒步约4分钟。
●从成田机场乘坐京成成田机场线Skyliner到“京成上野站”约45分钟/
　从“京成上野站”到“上野站”徒步约4分钟/从“上野站”搭乘东京地铁银座线到
　“溜池山王站”约17分钟/从“溜池山王站”徒步约4分钟

海 茵 娜 酒 店
东 京  银 座

客房类别 面积 入住人数 客房数 床型 床尺寸 住宿费/每间客房

（截至2021年4月）

140cm×195cm

160cm×195cm

26,000日元起 (成人1人入住时/含税和服务费)33 间

27 间

9 间

28 间

 1 人

1-2 人

1-2 人

1-3 人

豪华单人房

双人房

双床房

豪华双床房

13㎡

14.5㎡

19.6㎡

17.5㎡

90cm×195cm

90cm×195cm
(沙发床为同尺寸)

29,000日元起 (成人2人入住时/含税和服务费)

30,500日元起 (成人2人入住时/含税和服务费)

27,500日元起 (成人2人入住时/含税和服务费)

1张床

1张床

2张床
2张床

1张沙发床

Point“futocon”提供舒适睡眠

※部分客房配备

调节温度的被褥调节器futocon能够
确保被窝内保持舒适睡眠温度［33
℃±1］。打造最佳温度、洁净、舒

适度睡眠环境的高科技。

客房<所有客房配备Wi-Fi・禁烟>Guest Room 客房<所有客房配备Wi-Fi・禁烟>Guest Room

※照片均仅供参考 ※照片均仅供参考

LG Styler是一种衣物清洁机，可
去 除 尘 土 病 毒 。 安 装 在 所 有 客

房。

衣物清洗机”

LG styler”

0605



客房类别 面积 入住人数 客房数 床型 床尺寸 住宿费/每间客房

12.32~14.23㎡

14.95㎡

18.01㎡~18.34㎡

21.62㎡

14.0㎡

16.0㎡

16.0㎡

24.18㎡

18.60㎡

1-2 人

1-2 人

1-2 人

1-3 人

1-2 人

1-2 人

1-2 人

1-4 人

1-2 人

15 间

5 间

60 间

5 间

45 间

5 间

56 间

4 间

5 间

140cm×195cm

140cm×195cm

100cm×195cm

140cm×195cm

160cm×195cm

100cm×195cm

100cm×195cm

100cm×195cm
(沙发床为同尺寸)

100cm×195cm
(沙发床为同尺寸)

1张床

1张床

2张床

1张床

1张床

2张床

2张床

2张床 1张沙发床

3张床 1张沙发床

（截至2021年4月）

24,000日元起 (成人2人入住时/含税和服务费)

26,000日元起 (成人2人入住时/含税和服务费)

30,000日元起 (成人2人入住时/含税和服务费)

29,000日元起 (成人3人入住时/含税和服务费)

38,500日元起 (成人3人入住时/含税和服务费)

30,000日元起 (成人3人入住时/含税和服务费)

31,000日元起 (成人2人入住时/含税和服务费)

25,000日元起 (成人2人入住时/含税和服务费)

27,000日元起 (成人2人入住时/含税和服务费)

标准小床双人房
附带剧院设备的小床双人房
附带剧院设备的双床房
附带剧院设备的双床房extra

【LG styler客房】小床双人房
【LG styler客房】双人房
【LG styler客房】双床房
【LG styler客房】三人房
【RAYCOP FUTON ROOM】双床房

客房类别 面积 入住人数 客房数 床型 床尺寸 住宿费/每间客房

【法藤房】单人房
【法藤房】小床双人房
【法藤房】双床房
标准单人房
标准小床双人房
标准双床房

【塔楼景观】单人房/高楼层
【塔楼景观】双床房/高楼层
【塔楼景观】双床房/高楼层
【塔楼景观】豪华双床房 / 高楼层

12.0~12.24㎡
11.54~12.29㎡

19.2㎡
12.0~12.24㎡

11.54～12.29㎡
19.2㎡

12.0~12.24㎡
11.54～12.29㎡

19.2㎡
17.85~24.14㎡

1 人
1-2 人
1-2 人
1 人
1-2 人
1-2 人
1 人
1-2 人
1-2 人
1-3人

3 间
6 间
1 间

27 间
57 间
8 间
4 间
6 间
3 间
3 间

120cm×195cm

140cm×195cm
100cm×195cm
120cm×195cm

140cm×195cm
100cm×195cm
120cm×195cm

140cm×195cm
100cm×195cm
100cm×195cm

（沙发床为90cm×195cm）

1张床

1张床

2张床

1张床

1张床

2张床

1张床

1张床

2张床

2张床1张沙发床

（截至2021年4月）

10,000日元起 (成人1人入住时/含税和服务费)

23,000日元起 (成人2人入住时/含税和服务费)

26,000日元起 (成人2人入住时/含税和服务费)

20,000日元起 (成人2人入住时/含税和服务费)

24,000日元起 (成人2人入住时/含税和服务费)

25,000日元起 (成人2人入住时/含税和服务费)

26,000日元起 (成人2人入住时/含税和服务费)

18,000日元起 (成人1人入住时/含税和服务费)

20,500日元起 (成人2人入住时/含税和服务费)

22,000日元起 (成人2人入住时/含税和服务费)

【塔楼景观豪华双床房 / 高楼层】 【标准双床房】 【法藤房】单人房【标准小床双人房】

引进以舒适睡眠和健康为主题的先进技术，提供舒适的放松休闲。
前往东京主要车站及羽田机场的交通也极其便捷。
“good nig ht, g ood morning! ”　首次引进以好眠・健康为主题的医疗诊所和法藤（Phiten）楼层!
客房采用仿夜色的沉稳蓝色系和类似太阳光辉的重点色彩点缀空间，以助您夜晚睡得香甜舒适，白天神清气爽。

IRISH PUB "CRAIC"
22个［座位数］

[早晨] 30种以上的原创料理自助餐
[晚上] 餐到付款

［菜单］

[早晨] 6:30～10:00（最后点单 9:30)
[晚上] 17:00～24:00（最后点单 23:30)
※星期天及法定节假日休息

［营业时间］

Point 法藤房诞生！

Restaurant
紧邻滨松町商圈的好地点。

〒105-0013 東京都港区浜松町1-24-11
TEL 050-5894-3781
URL https://www.hennnahotel.com/hamamatsucho/

〈搭乘公共交通机构的交通指南〉
●从都营浅草线和大江户线“大门站”B4出口徒步约1 分钟
●从JR“滨松町站”北口徒步约2分钟

〈自行驾车前往〉　
●从首都高速都心环状线“汐留出入口”前往约2分钟

〈乘坐飞机前往〉
●从羽田机场乘坐东京单轨电车到“滨松町站”约20分钟/
　从“滨松町站”北口徒步约2分钟
●从成田机场乘坐机场大巴到JR“东京站”约1小时50分钟/
　从“东京站”换乘JR山手线或京滨东北线到“滨松町站”约6分钟/
　从“滨松町站”北口徒步约2分钟

【附带剧院设备的双床房】 【LG styler客房】三人房 【附带剧院设备的小床双人房】 【LG styler客房】双人房

邻近羽田机场，免费穿梭巴士接送服务！
焦点话题的机器人酒店在羽田正式开张。
“让您可放松休息的酒店。”  从羽田机场搭乘免费穿梭巴士只要10分钟左右即可抵达。
大量引进全球最尖端的机器人和科技技术的酒店隆重登场。结合恐龙机器人和数据影像的演出娱乐满分，
提供您未曾有过的欢乐住宿体验。

Early Birds Dining 5.5
共80个座位［座位数］

日式餐点&异国自助餐［菜单］

[早晨] 5:30～9:30  *仅提供早餐［营业时间］

在最新机器人技术和数码影像技术
所打造的世界中，由恐龙机器人和
人型机器人负责迎接宾客。前所未
有的接待方式为宾客带来最棒的期

待感与感动。

Point 机器人和3D影像迎宾

Restaurant
前往羽田机场超方便！

〒144-0033 東京都大田区東糀谷2-11-18
TEL 050-5894-3783
URL https://www.hennnahotel.com/haneda/

〈搭乘公共交通机构的交通指南〉
●京急机场线“大鸟居站”东口徒步约6分钟

〈自行驾车前往〉　
●从首都高速1号羽田线“羽田出入口”前往约5分钟

〈乘坐飞机前往〉
●从羽田机场乘坐京急机场线“大鸟居站”约4分钟/
　“大鸟居站”东口徒步约6分钟
●从成田机场乘坐京成成田Sky Access线到
　“大鸟居站”约95分钟/“大鸟居站”东口徒步约6分钟

※一部客室

海 茵 娜 酒 店
东 京  滨 松 町

墙纸和地毯含浸了法藤的水溶金属
技术“水溶钛(Aqua-Titan)”，打造出
采用法藤技术的空间，让身心都恢

复到最初的放松状态。

海 茵 娜 酒 店
东 京  羽 田

客房<所有客房配备Wi-Fi・禁烟>Guest Room 客房<所有客房配备Wi-Fi・禁烟>Guest Room

Access Access

※照片均仅供参考 ※照片均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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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房类别 面积 入住人数 客房数 床型 床尺寸 住宿费/每间客房

单人房 1人 10间 120cm×195cm1张床 30,000日元起（成人1人入住时/含税和服务费）11.8㎡

（截至2021年4月）※豪华双床房以上等级的客房均配备“LG Styler”

154cm×195cm1张床 40,000日元起（成人2人入住时/含税和服务费）16.7～16.9㎡ 27间1～2人标准双人房（17间客房带有LG Styler）

50室1～2名

100cm×195cm2张床 44,000日元起（成人2人入住时/含税和服务费）15.2～17.5㎡ 77间1～2人标准双床房（42间客房带有LG Styler）

110cm×195cm2张床 62,000日元起（成人2人入住时/含税和服务费）20～20.5㎡ 26间1～2人豪华双床房
100cm×195cm

（沙发床为90cm×195cm）
2张床 1张沙发床 62,000日元起（成人2人入住时/含税和服务费）21.8～22.5㎡ 19间1～3人双床房extra

100cm×195cm（2张）
154cm×195cm（1张）3张床 80,000日元起（成人4人入住时/含税和服务费）31.9㎡ 3间1～4人家庭套房

120cm×195cm
（沙发床为90cm×195cm）

2张床 1张沙发床 82,000日元起（成人2人入住时/含税和服务费）35.7㎡ 5间1～3人转角套房

100cm×195cm2张床 44,000日元起（成人2人入住时/含税和服务费）17.2～17.8㎡日式双床房 50间1～2人

客房类别 面积 入住人数 客房数 床型 床尺寸 住宿费/每间客房

  标准单人房
  标准双人房
【LG styler客房】双人房
标准双床房

【LG styler客房】双床房
【LG styler客房】双床房extra

12.75~13.0㎡

12.75~13.0㎡

12.75㎡

17.0~25㎡

17.0~17.25㎡

17.25㎡

1 人

1-2 人

1-2 人

1-2 人

1-2 人

1-3 人

12 间

3 间

39 间

20 间

51 间

19 间

120cm×195cm

140cm×195cm

140cm×195cm

100cm×195cm

100cm×195cm
100cm×195cm

（沙发床为90cm×195cm）

1张床

1张床

1张床

2张床

2张床
2张床

1张沙发床
（截至2021年4月）

24,000日元起 (成人1人入住时/含税和服务费)

36,000日元起 (成人2人入住时/含税和服务费)

44,000日元起 (成人2人入住时/含税和服务费)

52,000日元起 (成人2人入住时/含税和服务费)

54,000日元起 (成人2人入住时/含税和服务费)

66,000日元起 (成人3人入住时/含税和服务费)

从浅草桥站徒步2分钟即可到达的机器人酒店正式开张。
从羽田机场・成田机场前往约1小时的交通距离，更加方便！
以连接五大洲的蔚蓝海洋和天空为形象色彩，像自由往来五大洲的鱼和鸟一样，
来自世界各地的住宿客在本酒店集聚一堂。

GANGA

63个［座位数］

印度料理［菜单］

[早晨] 6:30～10:00

[中午] 11:30～15:00
[晚上] 没有营业

［营业时间］

Restaurant

【LG styler客房/双床房】 【LG styler客房/双床房extra】 【标准双人房】 【标准单人房】 【转角套房】 【日式双床房】 【家庭套房】 【豪华双床房】

紧邻秋叶原・浅草桥・浅草商圈的好地点。
从浅草桥站徒步2分钟。也可作为观光据点。

〒111-0053 東京都台東区浅草橋1丁目10-5
TEL 050-5894-3780
URL https://www.hennnahotel.com/asakusabashi/

〈搭乘公共交通机构的交通指南〉
●从JR“秋叶原站”乘坐JR总武线到“浅草桥站”约2分钟/
　从“浅草桥站”徒步约2分钟（JR“秋叶原站”徒步约15分钟）
●从都营浅草线“浅草桥站”徒步约2分钟

〈自行驾车前往〉
●从首都高速（6号向岛线）“两国JCT”前往约15分钟

〈乘坐飞机前往〉
●从羽田机场乘坐京急机场线机场急行到“浅草桥站”约50分钟/
　从“浅草桥站”徒步约2分钟
●从成田机场乘坐京急Sky Access线到“押上站”约1小时/
　从“押上站”到“浅草桥站”约50分钟/从“浅草桥站”徒步约2分钟

步行可前往浅草寺、雷門等地，是一间便于观光、
地理位置绝佳的酒店
东京的下町老街—浅草。步行可前往著名的浅草寺、雷门、边走边吃乐趣无穷的仲见世通等知名观光景点，
前往观光名胜的交通也非常便捷。光影全息图等最尖端科技与日式元素融合，打造出特别的娱乐空间。
另外，功能型的客房也为宾客提供舒适的酒店生活。

Early Birds Dining 6.5
114个［座位数］

早晨・中午　洲际自助餐［菜单］

[早晨]  6:30～10:00
[中午] 11:30-14:30
※（周六周日及假日休息）
[晚上] 雅座酒吧营业“BAT'S MAN”
　 18:00～23:00 座位数13

［营业时间］

本酒店秉承“温故知新”的理念。将
“日式元素”和“科技”融为一体，打
造出能最大程度满足宾客想象力的
舒适客房空间。1楼还设有便利店，

努力追求宾客的便捷性。

Point

Restaurant
距离东京地铁银座线田原町站步行2分钟的绝佳地理位置

〒111-0042 東京都台東区寿3丁目19番8号
TEL 050-5210-5250
URL https://www.hennnahotel.com/asakusa-tawaramachi/

〈搭乘公共交通机构的交通指南〉
●距离东京地铁银座线田原町站步行2分钟
●距离浅草站A2a出口步行9分钟

〈自行驾车前往〉
●距离首都高1号上野线“上野IC”约5分钟车程

〈乘坐飞机前往〉
●从成田机场搭乘京成成田Sky Access至浅草站约58分钟／从A2a出口出站步行9分钟
●从羽田机场搭乘京急机场线直达至藏前站约24分钟／从A4出口出站步行约8分钟

海 茵 娜 酒 店
东 京  浅 草 桥

Point通过“Makuake”体验新商品
众筹服务“Makuake”。

体验IoT小装置、便捷商品及家电
等等有趣又罕见的新商品。

(如提前预约，8人以上的团体游客可包场)

（日式餐点和印度料理自助餐）

客房<所有客房配备Wi-Fi・禁烟>Guest Room 客房<所有客房配备Wi-Fi・禁烟>Guest Room

Access Access

※照片均仅供参考 ※照片均仅供参考

海 茵 娜 酒 店
东 京  浅 草 田 原 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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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房类别 面积 入住人数 客房数 床型 床尺寸 住宿费/每间客房

 双床房

【RoBoHoN房】双床房

【RoBoHoN房】双床房 extra

16.6~17.1㎡

16.6~17.1㎡

23.8㎡

1-2 人

1-3 人

2-3 人

84 间

14 间

1 间

97cm×195cm

97cm×195cm

97㎝×195㎝
（加床 92cm×181cm）

2张床

2张床

2张床
1张加床

24,000日元起 (成人2人入住时/含税和服务费)

28,000日元起 (成人2人入住时/含税和服务费)

35,000日元起 (成人3人入住时/含税和服务费)

（截至2021年4月）

距离心斋桥站 CRYSTA长堀北出口步行就到的绝佳地点
焦点话题的机器人酒店在大阪正式开张。
方便前往道顿堀、通天阁、购物区等热门观光景点。
智慧先进的设备营造出温馨惬意的客房，为您提供舒适的住宿体验。

（截至2021年4月）

154cm×195cm

90cm×195cm

1张床

2张床

20,000日元起 (成人2人入住时/含税和服务费)  9 间

19 间

49 间

10 间

1-2 人

1-2 人

1-2 人

1-2 人

双人房

好莱坞双床房

标准双床房

LG styler 双床房

15.62㎡

16.47㎡

97cm×195cm 22,000日元起 (成人2人入住时/含税和服务费)16.14～
16.54㎡

17.66㎡

2张床

90cm×195cm 24,000日元起 (成人2人入住时/含税和服务费)2张床

20,000日元起 (成人2人入住时/含税和服务费)

Point

【双人房】 【好莱坞双床房】 【标准双床房】 【LG styler 双床房】

Guest Room

46席（店内22席、天台24席）［座位数］

[早餐] 40多种日式西式自助餐
[中午～傍晚] 面条类

［菜单］

[早餐] 7:00～10:30
[中午～傍晚]11:30～17:00
[晚上] 不营业

［营业时间］

Molly's The Asian Noodle

Restaurant
距离心斋桥站 徒步1分钟的绝佳地点

〒542-0081 大阪府大阪市中央区南船场3丁目5-2
TEL 050-5576-8350（每日 10:00-18:00［ 12/31－1/1除外］）
URL https://www.hennnahotel.com/shinsaibashi/

〈搭乘公共交通机构的交通指南〉
●从“新大阪站”乘坐Osaka Metro御堂筋线到“心斋桥站”约13分钟/
　“心斋桥站”CRYSTA长堀北7号出口徒步约1分钟

〈自行驾车前往〉　
●从阪神高速1号环状线“凑町”前往约8分钟

〈乘坐飞机前往〉
●从伊丹机场乘坐穿梭巴士“伊丹机场线 难波站前、JR难波（OCAT）方向”到“难波站”约30分钟/
　从“难波站”乘坐Osaka Metro御堂筋线到“心斋桥站”约2分钟
●从关西国际机场乘坐JR特急遥号列车到“天王寺站”约34分钟/
　从“天王寺站”乘坐Osaka Metro御堂筋线到“心斋桥站”约8分钟

Access

距离心斋桥站 徒步5分钟的绝佳地点
焦点话题的机器人酒店在大阪美国村正式开张。
邻近美国村、道顿堀、通天阁等人气观光景点。
令人雀跃万分的艺术空间与现代化客房，将提升您的住宿感受。

MIYAKO咖啡店
84席（店内60席、天台24席）［座位数］

[早餐] 40多种日式西式自助餐
[咖啡厅] 简餐

［菜单］

[早餐] 7:00～10:30
[咖啡厅] 11:00～20:00

［营业时间］

Point

Restaurant Access
距离心斋桥站 徒步5分钟的绝佳地点

〒542-0086 大阪府大阪市中央区西心斋桥2丁目10-16
TEL 050-5576-8355
URL https://www.hennnahotel.com/nishishinsaibashi/

〈搭乘公共交通机构的交通指南〉 
●从“新大阪站”乘坐Osaka Metro御堂筋线到“心斋桥站”约13分钟/
　“心斋桥站”7号出口徒步约5分钟

〈自行驾车前往〉
●从阪神高速1号环状线“凑町”前往约5分钟

〈乘坐飞机前往〉
●从伊丹机场乘坐穿梭巴士“伊丹机场线 难波站前、JR难波（OCAT）方向”
　到“难波站”约30分钟/从“难波站”乘坐Osaka Metro御堂筋线到“心斋桥站”约2分钟
●从关西国际机场乘坐JR特急遥号列车到“天王寺站”约34分钟/
　从“天王寺站”乘坐Osaka Metro御堂筋线到“心斋桥站”约8分钟

Guest Room

【双床房】 【RoBoHoN房】双床房 extra 【RoBoHoN房】双床房

海 茵 娜 酒 店
大 阪  心 斋 桥

由机器人迎接下榻酒店的各位宾客！
快来和名为“RoBoHoN”的可爱机器人

一起，享受海茵娜酒店的乐趣吧！

与樱花飘舞和扇子等日本特色的3D影
像联动，19台“RoBoHoN”组成的机器

人管弦乐队为宾客献上舞蹈表演。

机器人管弦乐队 从手心机器人到
恐龙机器人都有！

客房<所有客房配备Wi-Fi・禁烟> 客房<所有客房配备Wi-Fi・禁烟>

海 茵 娜 酒 店
大 阪  难 波 （ 原  大 阪  西 心 斋 桥 ）

客房类别 面积 入住人数 客房数 床型 床尺寸 住宿费/每间客房

※照片均仅供参考 ※照片均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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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cm×195cm2张床18.1㎡

100cm×195cm
（沙发床为90cm×195cm） 27,000日元起 (成人3人入住时/含税和服务费)18.1㎡ 2张床 

1张沙发床

25,000日元起 (成人2人入住时/含税和服务费)

100cm×195cm2张床 30,000日元起 (成人2人入住时/含税和服务费)18.1㎡

18.1㎡ 100cm×195cm 25,000日元起 (成人2人入住时/含税和服务费)19 间

36 间

15 间

28 间

   1 人

1-2 人

1-2 人

2-3 人

2张床【法藤房】双床房

【RoBoHoN房】湾景双床房

【剧院房】双床房

【剧院房】双床房加床

【RoBoHoN房／湾景双床房】 【剧院房】 【法藤房】

※照片均仅供参考 ※照片均仅供参考

靠近关西机场，机场～酒店之间有免费接驳班车运行
海景客房、天然温泉及和食餐厅
距离关西国际机场15分钟车程，电车仅1站路，机场～酒店之间还有免费接驳班车运行。另备有停车场。
下榻酒店的客人可免费使用海景天然温泉“AQUAIGNIS 关西机场 泉州温泉”。
和食餐厅“青庵kyomachibori rikyu”由米其林一星餐厅“京町堀莉玖”监修。

兼设以“治愈造访之人的心灵，美食与
人相融合的极致假日空间”为理念的
“AQUAIGNIS”。 让您在天然温泉休闲

放松之馀，还可品尝美味和食犒
劳味蕾。

令人感动的绝景
天然温泉与和食餐厅Point

Guest Room

54个（有包间）［座位数］

[早餐] 套餐菜单
[午餐、晚餐] 和食

［菜单］

[早晨] 平日7:00～9:00/

星期六日及法定节假日6:30～9:00
[中午] 11:00～14:30
[晚上] 17:00～21:00

［营业时间］

Restaurant
距离关西机场15分钟车程，距离临空城站步行10分钟

邮编598-0048 大阪府泉佐野市临空往来北1番地23
TEL 050-5210-5300
URL https://www.hennnahotel.com/kansai-airport/

<搭乘公共交通机构的交通指南>
●距离JR关西机场线、南海电铁“临空城站”步行约10分钟
〈自行驾车前往〉
●距离阪神高速4号湾岸线“泉佐野南出口”约15分钟车程
<与机场间的交通方式>
●从关西机场搭乘免费接驳班车约15分钟
●从关西机场搭乘JR关西机场线至［临空城站］约6分钟／
　距离［临空城站］步行约10分钟

Access

海 茵 娜 酒 店
京 都  八 条 口 站 前

（截至2021年4月）

140cm×195cm

154cm×195㎝

1张床

1张床

30,000日元起 (成人1人入住时/含税和服务费)4 间

2 间

20 间

6 间

61 间

5 间

   1 人

1-2 人

1-2 人

1-2 人

1-2 人

1-3 人

【法藤房】单人房

【法藤房】双人房

【法藤房】双床房

双人房

双床房

三人房

11.64～
12.52㎡

20.11㎡ 34,000日元起 (成人2人入住时/含税和服务费)

110cm×195㎝2张床18.75～
21.83㎡ 36,000日元起 (成人2人入住时/含税和服务费)

154cm×195㎝1张床20.11㎡ 33,000日元起 (成人2人入住时/含税和服务费)

110cm×195㎝2张床18.75～
21.83㎡ 34,000日元起 (成人2人入住时/含税和服务费)

100cm×195㎝3张床24.18㎡ 45,000日元起 (成人3人入住时/含税和服务费)

位于京都的门户－京都站八条口站前的绝佳地理位置、
以现代风格展现京都风情和日式元素的酒店诞生
酒店设计汲取反复走过历史与革新的古都京都的特色，
从隐藏着“传统”力量的京都，依托“海茵娜酒店＝不断进化”的理念，
创造出全新风尚的“FUTURE JAPANESE STYLE”酒店生活，邀您体验。

54个［席　数］

[早餐] 日式西式自助餐
[午餐、晚餐] 美式晚餐

［メニュー］

[早晨] 7：00～11：00
[中午] 11：00～15：30
[晚上] 18：00～22：00

［営業時間］

Restaurant Access
距离京都站八条口 步行2分钟的绝佳地理位置

〒601-8004 京都府京都市南区东九条东山王町15
TEL 050-5576-8390
URL https://www.hennnahotel.com/kyoto-hachijoguchi/

〈搭乘公共交通机构的交通指南〉
●距离京都站 八条口步行2分钟

〈自行驾车前往〉
●距离名神高速道路“京都南IC”约12分钟车程

〈乘坐飞机前往〉
●从大阪伊丹机场搭乘机场巴士“伊丹机场线 开往京都站地上口方向”
　约50～55分钟至京都八条口下车后步行2分钟
●从关西国际机场搭乘机场巴士“关西机场线 开往京都八条口方向”
　约90分钟至京都八条口下车后步行2分钟
●从关西国际机场搭乘JR遥（HARUKA）20号“特急开往京都方向”
　约1小时20分钟至京都站，从京都站八条口步行约2分钟

Guest Room

Point

【法藤房/双床房】 【双人房】 【三人房】 【法藤房/单人房】

Molly’s The Craft Kitchen 青庵 kyomachibori rikyu

客房<所有客房配备Wi-Fi・禁烟> 客房<所有客房配备Wi-Fi・禁烟>

客房类别 面积 入住人数 客房数 床型 床尺寸 住宿费/每间客房 客房类别 面积 入住人数 客房数 床型 床尺寸 住宿费/每间客房

海 茵 娜 酒 店
关 西 机 场

（截至2021年4月）

妆点天花板的照明采用了伏见千本鸟
居设计，与大型影像所映射的四季美

景交相辉映。

海茵娜酒店糅合
历史与革新精心设计的

大堂装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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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21年4月）

120cm×200cm
(沙发床 90cm×200cm)

120cm×200cm
(沙发床 90cm×200cm)

2张床  1张沙发床

2张床  2张沙发床

33,000日元起 (成人2人入住时/含税和服务费)80 间

8 间

8 间

2 间

2-3 人

4 人

2-3 人

2-4 人

标准双人房

标准双人房

标准三人房

豪华双人房

120cm×200cm 40,000日元起 (成人3人入住时/含税和服务费)

25.75㎡

28.64㎡

28.64㎡

40.63㎡

3张床

120cm×200cm
(沙发床 90cm×200cm) 44,000日元起 (成人2人入住时/含税和服务费)2张床  2张沙发床

36,000日元起 (成人4人入住时/含税和服务费)

【标准双人房】(供2-3人使用) 【标准双人房】(供4人使用) 【标准三人房】(供3人使用) 【豪华双人房】(供2-4人使用)

追求舒适和乐趣的前卫酒店
众多新颖机器人欢迎宾客们大驾光临!
东海地区首家由机器人为宾客服务的机器人酒店闪亮登场。在柜台接待宾客的是实体尺寸3/5大小的暴龙机器人爸爸，

负责登记入住的是暴龙妈妈和暴龙小孩。酒店里各式各样的机器人为宾客竭诚服务。

快来体验前所未有的刺激和乐趣。

Chef’s try table
共216个座位
（店内100个席位、阳台36个席位、中庭80个席位） 

［座位数］

[早晨]  约50种日式西式自助餐
[中午/晚上]  意式烧烤套餐

［菜单］

[早晨] 7:00～10:00（最后点单 9:00）
[中午] 11:00～15:30（最后点单 14:30）
[晚上] 18:00～21:00（最后点单 21:00）
[Bar time] 21:00～23:00
（仅周六、旺季营业）

［营业时间］

Point 最新机器人
为宾客带来愉快时光

Restaurant Access
直接通往主题乐园拉格娜喜雅

〒443-0014 愛知県蒲郡市海陽町1丁目4番1号  
TEL 0570-097-117（每日 9:00-16:00） 
URL https://www.hennnahotel.com/lagunatenbosch/

〈搭乘公共交通机构的交通指南〉
●从名古屋方面出发…JR“名古屋站”－〈快速车〉JR“蒲郡站”(约40分钟)－免费穿梭巴士(约15分钟)
●从静冈方面出发……JR“浜松站”－〈普通车〉JR“丰桥站”(约35分钟)－〈普通车〉JR“三河大冢站”
 (约15分钟)－从“三河大冢站”乘坐路线巴士(约10分钟)〈自行驾车前往〉
●从名古屋方向出发…由东名高速音羽蒲郡IC驶入橙色道路，经由247号中央外环道后向前直行。
 音羽蒲郡IC－拉格娜登堡约20分钟(约12km)
●从静冈方面出发……由东名高速丰川IC经由国道151号线后，按道路标识指示前往。
 丰川IC－拉格娜登堡 约35分钟(约17km)〈乘坐飞机前往〉
●中部国际机场－〈名铁机场特快车〉“金山站”(约30分钟)－
　JR东海道本线:快速车〉“蒲郡站”(约40分钟)－免费穿梭巴士(约15分钟)
●名古屋机场－〈名古屋机场线〉“名古屋站”(约30分钟)－
　〈JR东海道本线:快速车〉“蒲郡站”(约40分钟)－免费穿梭巴士(约15分钟)

客房<所有客房配备Wi-Fi・禁烟>Guest Room

海 茵 娜 酒 店
拉 格 娜 登 堡

客房类别 面积 入住人数 客房数 床型 床尺寸 住宿费/每间客房

各种各样的机器人在酒店内大显身
手。无论孩子还是大人一定都会兴

奋不已！

※照片均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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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均仅供参考

海 茵 娜 酒 店  奈 良
Henna Hotel　Nara

客房类别 面积 入住人数 客房数 床型 床尺寸 住宿费/每间客房

（截至2021年4月）

154cm×195cm

110cm×195cm

1张床

2张床

26,000日元起（成人2人入住时/含税和服务费）14间2人双人房 14.9～
15.0㎡
17.9～
21.2㎡

110cm×195cm 32,000日元起（成人2人入住时/含税和服务费）40间2人高级双床房 21.0㎡

23.3～
25.8㎡

39.7㎡

2张床

110cm×195cm/100cm×200cm 34,000日元起（成人3人入住时/含税和服务费）6间3人 2张床/1张沙发床

110cm×195cm 60,000日元起（成人4人入住时/含税和服务费）5间4人 4张床

30,000日元起（成人2人入住时/含税和服务费）标准双床房

加床双床房

四人房

38间2人

54席（店内44席、天台10席）［座位数］

早餐：西餐餐盘
午餐・Café：咖啡餐厅

［菜单］

早晨 7:00～10:00
中午 11:00～14:00
Cafe 10:00～11:00・14:00～18:00

［营业时间］

OTENKI PARLOR

餐厅Restaurant
距离近铁奈良站步行2分钟的绝佳地理位置
<搭乘公共交通机构的交通指南>
●从近铁奈良站6号出口出站步行约2分钟。从JR奈良站东口出站步行12分钟。
<自行驾车前往>
●距离京奈和自动车道“木津IC”下行约15分钟车程
<从关西国际机场前往的交通指南>
●乘坐JR遥（HARUKA）特急到“天王寺站”约33分钟，从“天王寺站”乘坐大和路线快速到
　“奈良站”约33分钟，从奈良站东口出站步行约12分钟
<从伊丹机场前往的交通指南>
●搭乘机场巴士伊丹机场线至“近铁奈良站”约60分钟，从近铁奈良站“B13”口步行约2分钟

交通指南Ac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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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人房］

Point
酒店大堂设置有“BAGGAGE KEEPER”。
省 去 存 放 行 李 时 呼 叫 工 作 人 员 的 麻 烦 ，

随时可以存取行李。

世界首次！
引进全自动行李存放系统

距离近铁奈良站步行2分钟，步行即可抵达东大寺、奈良公园等
用最先进的科技表现奈良的历史和自然
前台引进光影全息图登记入住系统，客人从进入酒店的一刻起可以享受尖端科技。
本酒店是全球首家采用法国床品独特技术、为顾客提供更好睡眠的床垫，
酒店所有用水都使用了深受世界顶级运动员支持的Phiten WATER。

［大床房］［高级双床房］

邮编630-8241 奈良县奈良市高天町46番1
TEL 050-5210-9999
URL https://www.hennnahotel.com/nara/

客房<所有客房配备Wi-Fi・禁烟>Guest Room 总客房数 104间



客房类别 面积 入住人数 客房数 床型 床尺寸 住宿费／每间客房

（截至2021年4月）

日式双床房 1～2人 43间 120cm×195cm2张床 40,000日元起（成人2人入住时/含税和服务费）

四人房 3～4人 3间 120cm×195cm4张床 50,000日元起（成人4人入住时/含税和服务费）31.74㎡

100cm×195cm3张床 43,000日元起（成人3人入住时/含税和服务费）15间2～３人日式三人房

160cm×195cm

110cm×195cm

1张床

2张床

25,000日元起（成人2人入住时/含税和服务费）12间1～2人双人房 16.33～
17.21㎡
16.96～
17.7㎡

19.73～
20.58㎡
20.08～
20.26㎡

120cm×195cm 35,000日元起（成人2人入住时/含税和服务费）23间1～2人高级双床房 19.71㎡ 2张床

30,000日元起（成人2人入住时/含税和服务费）标准双床房 35间1～2人

位于金泽最大的繁华街、著名的商业街“香林坊”
以最新科技表现石川县的传统文化
步行可至兼六园・金泽21世纪美术馆，地理位置好，商务休闲都非常方便。
加贺友禅风格的投影演绎妆点着大堂、融合加贺花纸绳设计的餐厅、还有在稍微挑高的地板上配置客床，
让人感受到日式风格的“日式客房”。

通过最新科技表现石川县的传统文
化、加贺友禅及加贺花纸绳，选用
石川县当地产的木材能登罗汉柏和

九谷烧等，打造出舒适的日式
空间。

糅合了石川县传统文化的空间Point

【日式双床房】 【四人房】 【日式三人房】 【高级双床房】

62个［座位数］

[早餐] 套餐菜单
[午餐] 和食・荞麦面
[晚上] 和食・荞麦面（有单点菜单）

［菜单］

[早晨] 6:30～10:00
[中午] 11:30～15:00
[晚上] 17:30～22:00

［营业时间］

荞麦面、天妇罗和美酒 DONTO屋

Restaurant
位于金泽的市中心“香林坊”，从金泽站搭乘巴士约10分钟

邮编 920-0961  石川县金泽市香林坊1丁目2番32号
TEL 050-5210-5310
URL https://www.hennnahotel.com/kanazawa-korinbo

〈搭乘公共交通机构的交通指南〉
●搭乘JR金泽站东口巴士总站的8・9号站台发车的巴士约10分钟
　至“香林坊”下车后步行约2分钟
<自行驾车前往>
●距离北陆自动车道“金泽西IC”约20分钟车程
<乘坐飞机前往>
●从小松机场搭乘机场巴士至香林坊约55分钟／下车后步行约6分钟

Access

客房<所有客房配备Wi-Fi・禁烟>Guest Room

海 茵 娜 酒 店
香 林 坊

※照片均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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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 茵 娜 酒 店  小 松 站 前
Henn na Hotel Komatsuekimae

毗邻JR小松站・步行30秒以内
有光影全息图登记入住系统，以及1800本漫画书

在北陆地区首家采用光影全息图登记入住系统，恐龙、武士、忍者和管家四个人偶欢迎您的下榻。
酒店内设置有书架，内有1800本漫画书，供客人自由阅读。
所有客房均配备有衣物清洗机“LG Styler”。

客房类别 面积 入住人数 客房数 床型 床尺寸 住宿费/每间客房

（截至2021年4月）

160cm×195cm

110cm×195cm

1张床

2张床

25,000日元起（成人2人入住时/含税和服务费）47间1～2人双人房 16.95㎡

20.67㎡ 30,000日元起（成人2人入住时/含税和服务费）双床房 62间1～2人

酒店1楼设有巨大的书架，上面摆放着1800本漫
画书，供客人自由阅读。大堂墙面上用铝制冲

孔板表现出白山山脉的四季。

小松市首家拥有1800本漫画书的酒店Point

［双床房］ ［大床房］

在酒店前的广场上

可以欣赏到日本海一侧最大的投影客房<所有客房配备Wi-Fi・禁烟>Guest Room

53个［座位数］

早餐：日式套餐
晚餐：鲜鱼居酒屋

［菜单］

［营业时间］

本地酒与天妇罗 大海与天空

餐厅Restaurant
与JR小松站相毗邻的绝佳地理位置

邮编923-0868 石川县小松市日出町一丁目180番地
TEL 050-5210-9990
https://www.hennnahotel.com/komatsu/

<搭乘公共交通机构的交通指南>
●距离JR“小松站”步行30秒以内
<自行驾车前往>
●距离北陆自动车道“小松IC”约10分钟
<与机场间的交通方式>
●从小松机场搭乘小松巴士至“小松站”约12分钟，距离“小松站”步行约1分钟
●从小松机场搭乘机场巴士小松机场线至“小松站”约15分钟，距离“小松站”步行约1分钟
●从小松机场乘坐出租车至酒店约10分钟

交通指南Access

2020年
12月24日

开 业

不仅适合情侣和朋友下榻，也推荐商务人士入住。客房内浴
室和卫生间干湿分离，使用方便。

配备有160cm宽的双人床，也可作为宽敞的单人房使用，房
间布局也很方便商务客人入住。是整体卫浴型客房。

小 松市的投 影就在 酒店门口，在房间里 就可以欣赏。长
70 m×宽10 m的巨大投 影，是日本海一侧最大规模的投
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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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晨 6:30～10:00
午餐 不营业
晚餐 17:00～23:30※周三休息

总客房数 109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