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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tel Lineup



保證不斷追求變化的飯店

H.I.S. Hotel Group Map

海茵娜飯店金澤 香林坊

海茵娜飯店 小松站前

海茵娜飯店福岡 博多

海茵娜飯店 豪斯登堡

Watermark Hotel 長崎・豪斯登堡

海茵娜飯店舞濱 東京灣
海茵娜飯店東京 西葛西
海茵娜飯店東京 銀座
海茵娜飯店東京 赤坂
海茵娜飯店東京 淺草橋
海茵娜飯店東京 淺草田原町
海茵娜飯店東京 濱松町
海茵娜飯店東京 羽田

海茵娜飯店大阪 心齋橋
海茵娜飯店大阪 難波（舊：大阪 西心齋橋）
海茵娜飯店 關西機場

海茵娜飯店  拉格娜登堡

宮古島

預計2022年開幕

預計2022年開幕

預計2022年開幕

鹿兒島

名古屋

海茵娜飯店京都 八條口站前

海茵娜飯店 奈良

紐約 曼哈頓
預計於2021年夏天開幕

土耳其
卡帕多奇亞
預計於2021年春季開幕

Watermark Hotel & SPA
峇里島 金巴蘭

關島珊瑚礁飯店

首爾
預計於2021年夏天開幕

・洛碁大飯店 南京館
・洛碁飯店 山水閣
・洛碁飯店 建北
・洛碁飯店 林森
・洛碁飯店 松山
・洛碁飯店 忠孝
・洛碁飯店 舞衣南京
・新仕界酒店
・洛碁飯店 台北車站
・洛碁飯店 中華
・洛碁飯店 舞衣中山
・洛碁飯店 花華分館
・洛碁飯店 南港
・洛碁大飯店三貝茲

預計2021年開幕海茵娜飯店 仙台國文町

Watermark Hotel京都

VISON（三重縣多氣町）預計於2021年夏季開幕H.I.S. Hotel Group

來自H.I.S.控股集團的保證

H.I.S.控股集團是一間以飯店為立足點，提供旅行的樂趣以及在商務上之便捷性的企業︒

為此，我們提出「連接」︑「舒適」︑「先進」︑「玩心」︑「生產率」這5大核心價值，並不斷追求更好︒

全球第一的生產率/效率的相乘，為客戶提供更加合理︑能成為人生調味料的快樂體驗︒

変なホテル

公司概要 商號
成立
資本額
代表取締役
總部地址
關聯公司

H.I.S.控股集團株式會社　H.I.S. Hotel Holdings Co., Ltd.
����年��月
��,���,���日圓
澤田 秀雄
郵遞區號���-����　東京都港區虎之門�-�-� 神谷町TRUST TOWER �F
株式會社H.I.S

導入先進技術和科技︑機器人，提供舒適入住
體驗和興奮與感動的機器人飯店︒Logo採用日
本國蝶「大紫蛺蝶」設計，結合大和繪上所描繪
的「雲霞」︑挺直生長的「竹子」，設計原型大
紫蛺蝶從卵變化為成蟲的成長面貌，象徵著海
茵娜飯店的理念「不斷進化」︒

Watermark Hotel海茵娜飯店

自1996年在澳洲開幕以來，作為一家國際級飯
店，深受世界各地人們的喜愛，目前已進軍長崎
豪斯登堡︑印尼峇里島，另外2020年9月還在京
都五條新開了飯店︒

關島珊瑚礁飯店

這家度假飯店位於關島中心的杜夢灣地區，地
理位置十分方便，適合作為旅行據點，您可以
在這裡度過一段充滿療癒的極致時光︒潔白的
沙灘和翠綠的大海就在您的眼前展開，保證給
您一個充滿熱帶風情的充實度假體驗︒

洛碁飯店集團

在台北擁有14家飯店，是台灣最大的連鎖飯
店︒所有飯店均可提供完善的日語服務，以「讓
日本客人滿意的服務品質」為座右銘，打造難
忘的台灣之旅︒

※照片僅供參考



追求舒適和樂趣的前衛飯店
眾多新穎機器人歡迎賓客們大駕光臨!
舞濱地區獨一無二為賓客服務的機器人飯店︒從櫃檯的恐龍機器人到客房的交流機器人，
飯店裡各式各樣的機器人為賓客竭誠服務︒快來體驗前所未有的刺激和樂趣︒

Jurassic Diner

（2021年4月現在）

90cm×200cm
(沙發床為同尺寸)

90cm×200cm
(沙發床為同尺寸)

2張床  1張沙發床

3張床  1張沙發床

28,000日圓起 (成人2人入住時/含稅和服務費)50 間

40 間

10 間

1-3 人

1-4 人

1-3 人

標準雙人房

標準三人房

轉角雙人房

18.5㎡

23.5~24.5㎡

90cm×200cm
(沙發床為同尺寸) 30,500日圓起 (成人2人入住時/含稅和服務費)26㎡ 2張床  1張沙發床

34,000日圓起 (成人3人入住時/含稅和服務費)

（2021年4月現在）

140cm×195cm

90cm×195cm

1張床

2張床

22,000日圓起 (成人2人入住時/含稅和服務費)50 間

21 間

29 間

1-2 人

1-2 人

1-3 人

標準雙人房

雙床房

豪華雙床房

13.1㎡

15.9㎡

18.7㎡ 90cm×195cm
(沙發床為同尺寸) 27,000日圓起 (成人2人入住時/含稅和服務費)2張床  1張沙發床

25,000日圓起 (成人2人入住時/含稅和服務費)

共50個座位［座位數］

套餐餐點［特色餐點］

6:30～9:30  *僅提供早餐［營業時間］

Restaurant

【標準雙人房】 【標準三人房】 【轉角雙人房】

地理位置優越，可步行到人氣主題樂園，飯店前就是Lawson便利商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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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乘坐公共交通機構前往〉
●從JR「東京站」乘坐京葉線或武藏野線約20分鐘／
　從JR「舞濱站」徒歩約18分鐘，乘坐巴士約4分鐘（在舞濱站巴士轉運站2號乘車處上車）

〈自行駕車前往〉
●行駛首都高速灣岸線「浦安匝道」前往約5分鐘

〈與機場間的交通方式〉
●從羽田機場乘坐機場大巴到東京迪士尼樂園約50分鐘／從東京迪士尼樂園徒歩到飯店約18分鐘
●從成田機場乘坐機場大巴到東京迪士尼樂園約80分鐘／從東京迪士尼樂園徒歩到飯店約18分鐘

Guest Room

置身於典雅「和風」的氛圍中
眾多新穎機器人歡迎賓客們大駕光臨︒
迎接賓客的是日式庭園造景的大廳和採用尖端科技製成的恐龍機器人︒
融合「和風」之美與「機器人」的便利性，獨特的飯店住宿體驗，讓您放鬆身心好舒適︒

Ori -Ori
29（柜台15个座位・餐桌14个座位）［座位数］

[早晨] 飯糰自助餐
[中午] 日本蕎麥麵

［特色餐點］

[早晨] 6:30～10:00（僅限住宿賓客）
[中午] 11:30～15:00（最後點餐14:30）

[晚上] 沒有營業

［營業時間］

採用石庭等日本庭園設計︑以「日
式」為主的設計，融合了恐龍及菊
石等 古代 元素， 詮釋 出幻想 的空

間︒

Point 日本庭園設計

Restaurant
地點絕佳，距離東京地鐵東西線「西葛西站」徒步只需3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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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乘坐公共交通機構前往〉
●從「大手町站」乘坐東京地鐵東西線約16分鐘

〈自行駕車前往〉　
●從首都高速中央環狀線「清新町」前往約9分鐘

〈與機場間的交通方式〉
●從羽田機場乘坐機場聯絡巴士到「葛西站」約30分鐘/
　從「葛西站」乘坐東京地鐵東西線約2分鐘
●從成田機場乘坐機場聯絡巴士到「葛西站」約70分鐘/
　從「葛西站」乘坐東京地鐵東西線約2分鐘

Guest Room

【標準雙人房】 【雙床房】 【豪華雙床房】

Access Access

海 茵 娜 飯 店
舞 濱  東 京 灣

海 茵 娜 飯 店
東 京  西 葛 西

※照片均仅供参考 ※照片均仅供参考

客房<全部客房配備Wi-Fi・禁菸> 客房<全部客房配備Wi-Fi・禁菸>

客房類別 面积 入住人数 客房数 床型 床尺寸 住宿费/每间客房 客房類別 面積 入住人數 客房數 床型 床尺寸 住宿費/每间客房 

各式各樣的機器人在飯店內大顯
身手︒無論小孩還是大人一定都
會興奮不已！ 加上人氣主題公園
及周邊觀光景點，一定會讓您的

旅行回憶加倍有趣︒

大廳裡開心的機器人們Point

0403



最先進的機器人飯店吸引了來自五大洲的賓客︒
以最新設備為您打造舒適的東京住宿體驗︒
全球最新穎的機器人為賓客服務的飯店︒客房內的各種尖端技術讓您的住宿體驗更為舒適︒
大廳內的酒吧供賓客們使用，早晨和晚上提供不同的服務︒

Early Birds Dining 6.5

（2021年4月現在）

140cm×195cm

160cm×195cm

26,000日圓起 (成人1人入住時/含稅和服務費)33 間

27 間

9 間

28 間

 1 人

1-2 人

1-2 人

1-3 人

豪華單人房

雙人房

雙床房

豪華雙床房

13㎡

14.5㎡

19.6㎡

17.5㎡

90cm×195cm

90cm×195cm
(沙發床為同尺寸)

29,000日圓起 (成人2人入住時/含稅和服務費)

30,500日圓起 (成人2人入住時/含稅和服務費)

27,500日圓起 (成人2人入住時/含稅和服務費)

共20個座位［座位数］

輕食自助餐［菜单］

6:30～10:00  *僅提供早餐［营业时间］

Point

Restaurant

【豪華雙床房】 【豪華單人房】 【雙人房】 【雙床房】

緊鄰築地和銀座商圈的好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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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乘坐公共交通機構前往〉
●從東京地鐵有樂町線「新富町站」4號出口徒步約2分鐘／
　從東京地鐵日比谷線「築地站」4號出口徒步約6分鐘

〈自行駕車前往〉
●行駛首都高速都心環狀線 「銀座」(內環線/外環線) 約1分鐘

〈與機場間的交通方式〉
●從羽田機場乘坐東京單軌電車到「濱松町站」約17分鐘／
　經由 JR 山手線「有樂町站」→換乘東京地鐵有樂町線約7分鐘／從「新富町站」徒步約2分鐘
●從成田機場乘坐機場大巴到東京城市航空總站（T-CAT）約60分鐘／
　從東京城市航空總站（T-CAT）乘坐Taxi約10分鐘
●從成田機場乘坐JR特急成田特快（N'EX）到「東京站」約54分鐘／
　經由JR山手線「有樂町站」→換乘東京地鐵有樂町線約5分鐘／
　從「新富町站」徒步約2分鐘

Access

【標準雙床房】 【LG styler客房/雙人房 】 【標準小床雙人房】 【LG styler客房/ 雙床房extra】

海 茵 娜 飯 店
東 京  赤 坂

徒步範圍內有3個車站
可前往東京・新宿・六本木・澀谷・銀座
「ECO LUXURY」讓您遠離城市的喧囂和忙碌的生活，助您放鬆身心的飯店，本飯店採用大量的自然材質建造而成，
同時也兼具都會的時尚風格︒另一說赤坂過去稱為茜坂，因此地茜草雜生而得名，『茜草』讓人聯想到『葉脈』，
因此我們將葉脈作為設計色彩，巧妙融入大廳周圍及客房內︒

IRISH PUB "CRAIC"
61（ 櫃檯29個座位・餐桌32個座位）［座位數］

[早晨] 40種以上的原創料理自助餐
[中午] 一盤午餐
[晚上] IRISH PUB

［特色餐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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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上] 15:00～24:00（最後點餐 23:00）
※週末延長營業時間

［營業時間］

（2021年4月現在）

140cm×195cm

140cm×195cm

1張床

1張床

33,000日圓起 (成人2人入住時/含稅和服務費)9 間

17 間

27 間

16 間

27 間

10 間

 9 間

  1 間

1-2 人

1-2 人

1-2 人

1-2 人

1-2 人

1-2 人

1-3 人

1-3 人

標準小床雙人房
【LG styler客房】小床雙人房
【LG styler客房】雙人房 
標準雙床房

【LG styler客房】雙床房
【PAYCOP FUTOKON ROOM】雙床房
【LG styler客房】雙床房extra
豪華雙床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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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圓起 (成人2人入住時/含稅和服務費)1張床

100cm×195cm 52,000日圓起 (成人2人入住時/含稅和服務費)2張床

100cm×195cm 54,000日圓起 (成人2人入住時/含稅和服務費)2張床

100cm×195cm 66,300日圓起 (成人3人入住時/含稅和服務費)2張床　1張沙發床
100cm×195cm

(沙發床為同尺寸) 82,000日圓起 (成人2人入住時/含稅和服務費)2張床　1張沙發床

34,000日圓起 (成人2人入住時/含稅和服務費)

100cm×195cm 55,000日圓起 (成人2人入住時/含稅和服務費)2張床

Restaurant Access
緊鄰赤坂商圈的好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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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乘坐公共交通機構前往〉
●東京地鐵南北線・銀座線「溜池山王」站11號出口徒步4分鐘
●千代田線「赤坂」站5號出口徒步5分鐘︒
●東京地鐵丸之內線·銀座線「赤坂見附」站10號出口徒步8分鐘
　《赤坂2丁目派出所前的十字路口為標記》

〈自行駕車前往〉
●從羽田機場乘坐京急機場線・都營淺草線到「新橋站」約13分鐘/從「新橋站乘
　坐東京地鐵銀座線到「溜池山王站」約4分鐘/從「溜池山王站」徒步約4分鐘︒
●從成田機場乘坐京成成田機場線Skyliner到「京成上野站」約45分鐘/
　從「京成上野站」到「上野站」徒步約6分鐘/從「上野站」搭乘東京地鐵銀座線到
　「溜池山王站」約17分鐘/從「溜池山王站」徒步約4分鐘

海 茵 娜 飯 店
東 京  銀 座

1張床

1張床

2張床
2張床

1張沙發床

Point『futocon』提供舒適睡眠

※部分客房配备

調節溫度的被褥調節器futocon能確
保被窩內保持舒適睡眠溫度【33℃
±1】︒打造最佳的溫度︑潔淨︑舒

適度睡眠環境的高科技︒

Guest Room Guest Room

※照片均仅供参考 ※照片均仅供参考

客房<全部客房配備Wi-Fi・禁菸> 客房<全部客房配備Wi-Fi・禁菸>

面积 入住人数 客房数 床型 床尺寸 住宿费/每间客房 客房類別客房類別 面積 入住人數 客房數 床型 床尺寸 住宿費/每间客房 

最新技術機器人
所有客房均採用引發話題的洗衣機器人
「LGStyler」︒與智慧型手機連動的內建AI
型室內遙控器「iRemocon」等，引進了各
種先進技術的小裝置，追求興奮和舒適︒

0605



Access

客房類別 面積 入住人數 客房数 床型 床尺寸  住宿費/每间客房 

標準小床雙人房
附帶劇院設備的小床雙人房
附帶劇院設備的小床雙床房
附帶劇院設備的小床雙床房 extra

【LG styler客房】小床雙人房
【LG styler客房】雙人房
【LG styler客房】雙床房
【LG styler客房】三人房
【RAYCOP FUTOKON ROOM】雙床房

1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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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間

5 間

60 間

5 間

45 間

5 間

56 間

4 間

5 間

140cm×195cm

140cm×195cm

100cm×195cm

140cm×195cm

160cm×195cm

100cm×195cm

100cm×195cm

100cm×195cm
(沙發床為同尺寸)

100cm×195cm
(沙發床為同尺寸)

1張床

1張床

2張床

2張床 1張沙發床

1張床

1張床

2張床

2張床

3張床 1張沙發床

（2021年4月現在）

24,000日圓起 (成人2人入住時/含稅和服務費)

26,000日圓起 (成人2人入住時/含稅和服務費)

30,000日圓起 (成人2人入住時/含稅和服務費)

29,000日圓起 (成人2人入住時/含稅和服務費)

31,000日圓起 (成人3人入住時/含稅和服務費)

25,000日圓起 (成人2人入住時/含稅和服務費)

27,000日圓起 (成人2人入住時/含稅和服務費)

30,000日圓起 (成人2人入住時/含稅和服務費)

38,500日圓起 (成人3人入住時/含稅和服務費)

客房類別 面積 入住人數 客房數 床型 床尺寸  住宿費/每间客房 

【法藤房】單人房

【法藤房】小床雙人房

【法藤房】雙床房

標準單人房

標準小床雙人房

標準雙床房

【鐵塔景觀】單人房/高樓層

【鐵塔景觀】小床雙人房/高樓層

【鐵塔景觀】雙床房/高樓層

【鐵塔景觀】豪華雙床房/高樓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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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間
6 間
1 間

27 間
57 間
8 間
4 間
6 間
3 間
3 間

120cm×195cm
140cm×195cm
100cm×195cm
120cm×195cm
140cm×195cm
100cm×195cm
120cm×195cm
140cm×195cm
100cm×195cm
100cm×195cm

（沙發床為90cm×195cm）

1張床

1張床

2張床

1張床

1張床

2張床

1張床

1張床

2張床
2張床 1張沙發床

（2021年4月現在）

19,000日圓起 (成人1人入住時/含稅和服務費)

23,000日圓起 (成人2人入住時/含稅和服務費)

26,000日圓起 (成人2人入住時/含稅和服務費)

20,000日圓起 (成人1人入住時/含稅和服務費)

24,000日圓起 (成人2人入住時/含稅和服務費)

25,000日圓起 (成人2人入住時/含稅和服務費)

26,000日圓起 (成人2人入住時/含稅和服務費)

18,000日圓起 (成人1人入住時/含稅和服務費)

20,500日圓起 (成人2人入住時/含稅和服務費)

22,000日圓起 (成人2人入住時/含稅和服務費)

【鐵塔景觀豪華雙床房/高樓層】 【標準雙床房】 【法藤房】單人房【標準小床雙人房】

引進以舒適睡眠和健康為主題的先進技術，提供舒適的放鬆休閒︒
前往東京主要車站及羽田機場的交通也非常方便︒
「good night, good morning!」首次引進以好眠・健康為主題的醫療診所和法藤（Phiten）樓層!
客房採用仿夜色的沉穩藍色系和類似太陽光輝的重點色彩點綴空間，以助您夜晚睡得香甜舒適，白天神清氣爽︒

IRISH PUB "CRAIC"
22［座位數］

[早晨] 30種以上的原創料理自助餐
[晚上] 餐到付款

［特色餐點］

[早晨] 6:30～10:00（最後點餐 9:30)
[晚上] 17:00～24:00（最後點餐 23:30)
※週日・國定假日休息

［營業時間］

Point 法藤房誕生！

Restaurant
緊鄰濱松町商圈的好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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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乘坐公共交通機構前往〉
●從都營淺草線和大江戶線「大門站」B4出口徒步約1分鐘
●從JR「濱松町站」北口徒步約2分鐘

〈自行駕車前往〉　
●從首都高速都心環狀線「汐留出入口」前往約2分鐘

〈與機場間的交通方式〉
 ●從羽田機場乘坐東京單軌電車到「濱松町站」約20分鐘/
　從「濱松町站」北口徒步約2分鐘
●從成田機場乘坐機場大巴到JR「東京站」約1小時50分鐘/
　從「東京站」換乘JR山手線或京濱東北線到「濱松町站」約6分鐘/
　從「濱松町站」北口徒步約2分鐘

【附帶劇院設備的雙床房】 【LG styler客房】三人房 【附帶劇院設備的小床雙人房】 【LG styler客房】雙人房

鄰近羽田機場，免費穿梭巴士接送服務！
焦點話題的機器人飯店在羽田正式開幕︒
「讓您可放鬆休息的飯店︒」從羽田機場搭乘免費穿梭巴士只要10分鐘左右即可抵達︒
大量引進全球最尖端的機器人和科技技術的飯店隆重登場︒結合恐龍機器人和數據影像的演出娛樂滿分，
提供您未曾有過的歡樂住宿體驗︒

Early Birds Dining 5.5
共80個座位［座位數］

日式餐點&異國自助餐［特色餐點］

[早晨] 5:30～9:30  *僅提供早餐［營業時間］

在最新機器人技術和數位影像技術所
打造的世界中，恐龍機器人和人型機
器人迎接各位賓客︒前所未有的娛樂

為賓客帶來最棒的興奮與感動︒

Point 機器人和3D影像迎賓

Restaurant
前往羽田機場超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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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乘坐公共交通機構前往〉
●京急機場線「大鳥居站」東口徒步約6分鐘

〈自行駕車前往〉　
●從首都高速1號羽田線「羽田出入口」前往約5分鐘

〈與機場間的交通方式〉
●從羽田機場乘坐京急機場線「大鳥居站」約7分鐘/
　「大鳥居站」東口徒步約6分鐘
●從成田機場乘坐京成成田Sky Access線到
　「大鳥居站」約1小時35分鐘/「大鳥居站」東口徒步約6分鐘

※一部客室

海 茵 娜 飯 店
東 京  濱 松 町

壁紙︑地毯含浸了法藤的水溶金屬
技術「水溶鈦(Aqua-Titan)」，打造
出採用法藤技術的空間，讓身心都

恢復到最初的放鬆狀態︒

海 茵 娜 飯 店
東 京  羽 田

Guest Room Guest Room

Access

※照片均仅供参考 ※照片均仅供参考

客房<全部客房配備Wi-Fi・禁菸> 客房<全部客房配備Wi-Fi・禁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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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房類型 面積 入住人數 客房數 床型 床尺寸 住宿費／每間客房

單人房 1人 10間 120cm×195cm1張床 30,000日圓起（成人1人入住時/含稅和服務費）11.8㎡

（2021年4月現在）
※豪華雙床房以上等級的客房均配備「LG styler蒸氣輕乾洗機」。

154cm×195cm1張床 40,000日圓起（成人2人入住時/含稅和服務費）16.7～
16.9㎡ 27間1～2人標準雙人房（17間客房附有LG styler蒸氣輕乾洗機）

50室1～2名

100cm×195cm2張床 44,000日圓起（成人2人入住時/含稅和服務費）77間1～2人標準雙床房（42間客房附有LG Styler蒸氣輕乾洗機）

110cm×195cm2張床 62,000日圓起（成人2人入住時/含稅和服務費）26間1～2人豪華雙床房
100cm×195cm

（沙發床為90cm×195cm）2張床 1張沙發床 62,000日圓起（成人2人入住時/含稅和服務費）19間1～3人雙床房 extra
100cm×195cm（2張）
154cm×195cm（1張）3張床 80,000日圓起（成人4人入住時/含稅和服務費）31.9㎡ 3間1～4人家庭套房

120cm×195cm
（沙發床為90cm×195cm）2張床 1張沙發床 82,000日圓起（成人2人入住时/含税和服务费）35.7㎡ 5間1～3人名人套房

100cm×195cm2張床 44,000日圓起（成人2人入住時/含稅和服務費）

15.2～
17.5㎡
17.2～
17.8㎡
20.0～
20.5㎡
21.8～
22.5㎡

日式雙床房 50間1～2人

客房類別 面積 入住人數 客房數 床型 床尺寸  住宿費/每间客房 

  標準單人房
  標準雙人房
【LG styler客房】雙人房
標準雙床房

【LG styler客房】雙床房
【LG styler客房】雙床房 extra

12.75~13.0㎡

12.75~13.0㎡

12.75㎡

17.0~17.25㎡

17.0~17.25㎡

17.25㎡

1 人

1-2 人

1-2 人

1-2 人

1-2 人

1-3 人

12 間

3 間

39 間

20 間

51 間

19 間

120cm×195cm

140cm×195cm

140cm×195cm

100cm×195cm

100cm×195cm
100cm×195cm

（沙發床為90cm×195cm）

1張床

1張床

1張床

2張床

2張床
2張床

1張沙發床
（2021年4月現在）

24,000日圓起 (成人1人入住時/含稅和服務費)

36,000日圓起 (成人2人入住時/含稅和服務費)

44,000日圓起 (成人2人入住時/含稅和服務費)

52,000日圓起 (成人2人入住時/含稅和服務費)

54,000日圓起 (成人2人入住時/含稅和服務費)

66,000日圓起 (成人3人入住時/含稅和服務費)

從淺草橋站徒步2分鐘即可到達的機器人飯店正式開幕︒
從羽田機場・成田機場前往約1小時的交通距離，更加方便！
以連接五大洲的蔚藍海洋和天空為形象色彩，像自由往來五大洲的魚和鳥一樣，
來自世界各地的住宿客在本飯店集聚一堂︒

GANGA

63个［座位數］

印度料理［特色餐點］

[早晨] 6:30～10:00

[中午] 11:30～15:00
[晚上] 沒有營業

［營業時間］

Restaurant

【LG styler客房/雙床房】 【LG styler客房/雙床房extra】 【標準雙人房】 【標準單人房】 【豪華雙床房】 【日式雙床房】 【標準雙床房】 【雙人房】

緊鄰秋葉原・淺草橋・淺草商圈的好地點︒

從淺草橋站徒步2分鐘︒也可作為觀光據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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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乘坐公共交通機構前往〉
●從JR「秋葉原站」乘坐JR總武線到「淺草橋站」約2分鐘/
　從「淺草橋站」徒步約2分鐘（JR「秋葉原站」徒步約15分鐘）
●從都營淺草線「淺草橋站」徒步約2分鐘

〈自行駕車前往〉
●從首都高速（6號向島線）「兩國JCT」前往約15分鐘

〈與機場間的交通方式〉
●從羽田機場乘坐京急機場線機場急行到「淺草橋站」約50分鐘/
　從「淺草橋站」徒步約2分鐘
●從成田機場乘坐京急Sky Access線到「押上站」約1小時/
　從「押上站」到「淺草橋站」約50分鐘/從「淺草橋站」徒步約2分鐘

徒步可至淺草寺、雷門等地，是一間方便觀光、
地理位置絕佳的飯店
東京的下町老街—淺草。徒步可至著名的淺草寺、雷門、邊走邊吃樂趣無窮的仲見世通等知名觀光景點，
前往觀光名勝的交通也非常方便。將光影全像3D等的最尖端科技與日式元素融合，打造出特別的娛樂空間。
另外，功能型的客房亦為賓客提供舒適的飯店生活。

Early Birds Dining 6.5
共14個座位［座位數］

早餐 ・ 午餐 　洲際自助餐［特色餐點］

[早晨]  6:30～10:00
[中午] 11:30～14:30
※周六周日及假日休息
[晚上] 經營雅座酒吧
 「BAT'S MAN」
 18:00～23:00 座位数13

［營業時間］

本飯店堅持「溫故知新」的理念。由
「日式元素」和「科技」融合而成的
本飯店，實現了滿足賓客想像力的舒
適客房空間。1樓還設有便利商店，也

致力於追求賓客的方便性。

Point

Restaurant
距離東京地鐵銀座線田原町站徒步2分鐘的絕佳地理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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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乘坐公共交通機構前往〉
●距離東京地鐵銀座線田原町站徒步2分鐘
●距離淺草站A2a出口徒步9分鐘

〈自行駕車前往〉
●距離首都高1號上野線「上野IC」約5分鐘

〈與機場間的交通方式〉
●從成田機場乘坐京成成田Sky Access至淺草站約58分鐘／從A2a出口出站徒步9分鐘
●從羽田機場乘坐京急機場線直達至藏前站約24分鐘／從A4出口出站徒步約8分鐘

海 茵 娜 飯 店
東 京  淺 草 橋

Point『Makuake』體驗新商品
群眾募資服務「Makuake」︒IoT設
施︑方便的商品及家電等等，賓客
可體驗這些有趣又罕見的新商品︒

（8人以上的團體遊客如提前預約，
　也可享受包場服務）

（日式餐點和印度料理自助餐）

Guest Room Guest Room

Access Access

※照片均仅供参考 ※照片均仅供参考

海 茵 娜 飯 店
東 京  淺 草 田 原 町

客房<全部客房配備Wi-Fi・禁菸> 客房<全部客房配備Wi-Fi・禁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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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離心齋橋站 CRYSTA長堀北出口步行就到的絕佳地點
焦點話題的機器人飯店在大阪正式開幕︒
方便前往道頓堀︑通天閣︑購物區等熱門觀光景點︒
智慧先進的設備營造出溫馨愜意的客房，為您提供舒適的住宿體驗︒

（2021年4月現在）

154cm×195cm

90cm×195cm

1張床

2張床

20,000日圓起 (成人2人入住時/含稅和服務費)  9 間

19 間

49 間

10 間

1-2 人

1-2 人

1-2 人

1-2 人

雙人房

好萊塢雙床房

標準雙床房

LG styler 雙床房

15.62㎡

16.47㎡

97cm×195cm 22,000日圓起 (成人2人入住時/含稅和服務費)16.14～
16.54㎡

17.66㎡

2張床

90cm×195cm 24,000日圓起 (成人2人入住時/含稅和服務費)2張床

20,000日圓起 (成人2人入住時/含稅和服務費)

Point

【雙人房】 【好萊塢雙床房】 【標準雙床房】 【LG styler 雙床房】

Guest Room

46席（店內22席︑露天座位24席）［座位数］

[早餐] 40多種日式及西式自助餐
[中午～傍晚] 麵類

［菜单］

[早餐] 7:00～10:30
[中午～傍晚] 11:30～17:00
[晚上] 不營業

［营业时间］

Molly's The Asian Noodle

Restaurant
距離心齋橋站 徒步1分鐘的絕佳地點

〒542-0081 大阪府大阪市中央區南船場3丁目5-2
TEL 050-5576-8350
URL https://www.hennnahotel.com/shinsaibashi/

〈乘坐公共交通機構前往〉
●從「新大阪站」乘坐Osaka Metro御堂筋線到「心齋橋站」約13分鐘/
　「心齋橋站」CRYSTA長堀北7號出口徒步約1分鐘

〈自行駕車前往〉　
●從阪神高速1號環狀線「湊町」前往約8分鐘

〈與機場間的交通方式〉
●從伊丹機場乘坐穿梭巴士「伊丹機場線難波站前︑JR難波（OCAT）方向」到「難波站」約30分鐘/
　從「難波站」乘坐Osaka Metro御堂筋線到「心齋橋站」約2分鐘
●從關西國際機場乘坐JR特急遙號列車到「天王寺站」約34分鐘/
　從「天王寺站」乘坐Osaka Metro御堂筋線到「心齋橋站」約8分鐘

Access

距離心齋橋站 徒步5分鐘的絕佳地點
焦點話題的機器人飯店在大阪美國村正式開幕︒
鄰近美國村︑道頓堀︑通天閣等人氣觀光景點︒
令人雀躍萬分的藝術空間與現代化客房，將提升您的住宿感受︒

MIYAKO咖啡店
84席（店內60席︑ 露天座位24席）［座位数］

[早餐] 40多種日式及西式自助餐
[咖啡廳] 輕食

［菜单］

[早餐] 7:00～10:30
[咖啡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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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阪府大阪市中央區西心齋橋2丁目10-16
TEL 050-5576-8355
URL https://www.hennnahotel.com/nishishinsaibashi/

〈乘坐公共交通機構前往〉 
●從「新大阪站」乘坐Osaka Metro御堂筋線到「心齋橋站」13分鐘/
　「心齋橋站」7號出口徒步約5分鐘 

〈自行駕車前往〉
●從阪神高速1號環狀線「湊町」前往約5分鐘

〈與機場間的交通方式〉
●從伊丹機場乘坐穿梭巴士「伊丹機場線難波站前︑JR難波（OCAT）方向」
　到「難波站」約30分鐘/從「難波站」乘坐Osaka Metro御堂筋線到「心齋橋站」約2分鐘
●從關西國際機場乘坐JR特急遙號列車到「天王寺站」約34分鐘/
　從「天王寺站」乘坐Osaka Metro御堂筋線到「心齋橋站」約8分鐘

Guest Room

【雙床房】 【RoBoHoN房】雙床房 extra 【RoBoHoN房】雙床房

海 茵 娜 飯 店
大 阪  心 齋 橋

機器人迎接下榻飯店的各位賓客！
快來和名為「RoBoHoN」的可愛機
器人一起，享受海茵娜飯店的樂趣

吧！

與櫻吹雪︑扇子等日本特色3D影
像連動，19臺RoBoHoN組成的機
器人 管弦 樂隊 為賓 客呈 現舞 蹈表

演︒

機器人管弦樂隊 從手掌大的機器人到
恐龍機器人都有！

海 茵 娜 飯 店
大 阪  難 波 （ 原  大 阪  西 心 齋 橋 ）

※照片均仅供参考 ※照片均仅供参考

客房<全部客房配備Wi-Fi・禁菸> 客房<全部客房配備Wi-Fi・禁菸>

客房類別 面积 入住人数 客房数 床型 床尺寸 住宿费/每间客房 客房類別 面積 入住人數 客房数 床型 床尺寸  住宿費/每间客房 

雙床房

【RoBoHoN房】雙床房

【RoBoHoN房】雙床房extra

16.66~17.1㎡

16.66~17.1㎡

23.8㎡

1-2 人

1-2 人

2-3 人

84 間

14 間

1 間

97cm×195cm

97cm×195cm

97㎝×195㎝
（加床 92㎝×181㎝）

2張床

2張床

2張床
1張加床

24,000日圓起 (成人2人入住時/含稅和服務費)

28,000日圓起 (成人3人入住時/含稅和服務費)

35,000日圓起 (成人3人入住時/含稅和服務費)

（2021年4月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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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 茵 娜 飯 店
關 西 機 場

海 茵 娜 飯 店
京 都  八 条 口 站 前

100cm×195cm2張床18.1㎡

100cm×195cm
（沙發床為90cm×195cm） 27,000日圓起（成人3人入住時/含稅和服務費）18.1㎡ 2張床

1張沙發床

25,000日圓起（成人2人入住時/含稅和服務費）

100cm×195cm2張床 30,000日圓起（成人2人入住時/含稅和服務費）18.1㎡

18.1㎡ 100cm×195cm 25,000日圓起（成人2人入住時/含稅和服務費）19 间

36 间

15 间

28 间

   1 人

1-2 人

1-2 人

2-3 人

2張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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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景雙床房】 【劇院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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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有包廂）［座位數］

[早餐] 套餐餐點
[午餐．晚餐] 和食

［特色餐點］

[早晨] 平日7:00～9:00/
週六︑週日以及國定假日6:30～9:00
[中午] 11:00～14:30
[晚上] 17:00～21:00

［營業時間］

Restaurant
距离关西机场15分钟车程，距离临空城站步行10分钟

郵遞區號598-0048 大阪府泉佐野市臨空往來北1番地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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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距離JR關西機場線︑南海電鐵「臨空城站」徒步約10分鐘
〈自行驾车前往〉
●距離阪神高速4號灣岸線「泉佐野南出口」約15分鐘車程
<与机场间的交通方式>
●從關西機場搭乘免費接駁車約15分鐘
●從關西機場搭乘JR關西機場線至「臨空城站」約6分鐘／
　距離「臨空城站」徒步約10分鐘

Access

（2021年4月現在）

140cm×195cm

154cm×195㎝

1張床

1張床

30,000日圓起 (成人1人入住時/含稅和服務費)4 間

2 間

20 間

6 間

61 間

5 間

   1 人

1-2 人

1-2 人

1-2 人

1-2 人

1-3 人

【法藤房】單人房

【法藤房】雙人房

【法藤房】雙床房

雙人房

雙床房

三人房

11.64～
12.52㎡

20.11㎡ 34,000日圓起 (成人2人入住時/含稅和服務費)

110cm×195㎝2張床18.75～
21.83㎡ 36,000日圓起 (成人2人入住時/含稅和服務費)

154cm×195㎝1張床20.11㎡ 33,000日圓起 (成人2人入住時/含稅和服務費)

110cm×195㎝2張床18.75～
21.83㎡ 34,000日圓起 (成人2人入住時/含稅和服務費)

100cm×195㎝3張床24.18㎡ 45,000日圓起 (成人3人入住時/含稅和服務費)

位於京都的門戶－京都站八條口站前的絕佳地理位置，
以現代風格表現京都風情和日式元素的飯店誕生了
飯店設計承襲了反覆走過歷史與革新的古都京都的特色，
從隱藏著「傳統」力量的京都，以「海茵娜飯店＝不斷進化」的理念，
創造出全新風尚的「FUTURE JAPANESE STYLE」的飯店生活，邀您體驗︒

54席［席　数］

[早餐] 日式及西式自助餐
[午餐‧晚餐] 美式晚餐

［メニュ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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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営業時間］

Restaurant Access
距離京都站八條口 徒步2分鐘的絕佳地理位置

郵遞區號601-8004 京都府京都市南區東九條東山王町15　
TEL 050-5576-8390
URL https://www.hennnahotel.com/kyoto-hachijoguchi/

〈乘坐公共交通機構前往〉
●距離京都站 八條口徒步2分鐘

〈自行駕車前往〉
●距離名神高速道路「京都南IC」約12分鐘車程

〈與機場間的交通方式〉
●從大阪伊丹機場乘坐穿梭巴士「伊丹機場線 開往京都站地上口方向」
　約50～55分鐘至京都八條口下車後徒步2分鐘
●從關西國際機場乘坐穿梭巴士「關西機場線 開往京都八條口方向」
　約90分鐘至京都八條口下車後徒步2分鐘
●從關西國際機場乘坐JR遙號列車20號「特急開往京都方向」
　約1小時20分鐘至京都站，從京都站八條口徒步約2分鐘

Guest Room

Point

【法藤房/雙床房】 【雙人房】 【三人房】 【法藤房/單人房】

Molly’s The Craft Kitchen 青庵 kyomachibori rikyu

客房<全部客房配備Wi-Fi・禁菸> 客房<全部客房配備Wi-Fi・禁菸>

客房類別 面积 入住人数 客房数 床型 床尺寸 住宿费/每间客房 客房類別 面積 入住人數 客房數 床型 床尺寸 住宿費/每间客房 

（2021年4月現在）

妝點著天花板的照明採用了伏見千
本鳥居設計，與大型影像所投射的

四季美景水乳交融︒

海茵娜飯店精心
設計融合歷史與革新的

大廳裝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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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僅供參考

海 茵 娜 飯 店  奈 良
Henna Hotel　Nara

客房類型 面積 入住人數 客房數 床型 床尺寸 住宿費/每間客房

（2021年4月現在）

154cm×195cm

110cm×195cm

1張床

2張床

26,000日圓起（成人2人入住時/含稅和服務費）14間2人雙人房 14.9～
15.0㎡
17.9～
21.2㎡

110cm×195cm 32,000日圓起（成人2人入住時/含稅和服務費）40間2人高級雙床房 21.0㎡

23.3～
25.8㎡

39.7㎡

2張床

110cm×195cm/100cm×200cm 34,000日圓起（成人3人入住時/含稅和服務費）6間3人 2張床/1張沙發床

110cm×195cm 60,000日圓起（成人4人入住時/含稅和服務費）5間4人 4張床

30,000日圓起（成人2人入住時/含稅和服務費）標準雙床房

加床雙床房

四人房

38間2人

54席（店內44席︑露天座位10席）［座位數］

早餐：西餐拼盤
午餐・Café：咖啡餐廳

［特色餐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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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營業時間］

OTENKI PARLOR

餐廳Restaurant
距離近鐵奈良站步行2分鐘的絕佳地理位置
<乘坐公共交通機構前往>
●從近鐵奈良站6號出口出站步行約2分鐘︒從JR奈良站東口出站步行12分鐘︒
<自行駕車前往>
●距離從京奈和自動車道「木津IC」下行約15分鐘車程
<從關西國際機場前來的交通指南>
●乘坐JR遙號列車到 「天王寺站」約33分鐘，從「天王寺站」乘坐大和路線快速到「奈良站」
　約33分鐘，從奈良站東口出站步行約12分鐘
<從伊丹機場前來的交通指南>
●搭乘機場巴士伊丹機場線至「近鐵奈良站」約60分鐘，從近鐵奈良站「B13」步行約2分鐘

交通指南Access

15

［四人房］

Point
飯店大廳設置有「BAGGAGE KEEPER」︒

省去寄放行李時呼叫工作人員的麻煩，
隨時可以把行李拿進拿出︒

世界首次！
導入全自動行李寄放系統

距離近鐵奈良站步行2分鐘，步行即可抵達東大寺︑奈良公園等
用最先進的科技表現奈良的歷史和自然
櫃台導入立體投影登記入住系統，客人從進入飯店的那一刻起可以享受尖端科技︒
本飯店是全球首家採用源自法國床品獨特技術︑為顧客提供更好睡眠的床墊，
飯店所有用水皆使用了深受世界頂級運動員支持的Phiten WATER︒

［雙人房］［高級雙床房］

郵遞區號630-8241 奈良縣奈良市高天町46番1
TEL 050-5210-9999
URL https://www.hennnahotel.com/nara/

客房<全部客房配備Wi-Fi・禁菸>Guest Room 總客房數 104間

（2021年4月現在）

120cm×200cm
(沙發床 90cm×200cm)

120cm×200cm
(沙發床 90cm×200cm)

2張床  1張沙發床

2張床  2張沙發床

33,000日圓起 (成人2人入住時/含稅和服務費)80 間

8 間

8 間

2 間

2-3 人

4 人

2-3 人

2-4 人

標準雙人房

標準雙人房

標準三人房

豪華雙人房

120cm×200cm 40,000日圓起 (成人3人入住時/含稅和服務費)

25.75㎡

28.64㎡

28.64㎡

40.63㎡

3張床

120cm×200cm
(沙發床 90cm×200cm) 44,000日元起 (成人2人入住时/含税和服务费)2張床  2張沙發床

36,000日圓起 (成人4人入住時/含稅和服務費)

【標準雙人房】(供2-3人使用) 【標準三人房】(供4人使用) 【標準雙人房】(供3人使用) 【豪华双人房】(供2-4人使用)

追求舒適和樂趣的前衛飯店   
眾多新穎機器人歡迎賓客們大駕光臨!
東海地區首家由機器人為賓客服務的機器人飯店閃亮登場︒在櫃檯接待賓客的是實體尺寸３/５大小的暴龍機器人爸爸，

負責登記入住的是暴龍媽媽和暴龍小孩︒飯店裡各式各樣的機器人為賓客竭誠服務︒

快來體驗前所未有的刺激和樂趣︒

Chef’s try table
共216個座位 

（店內100個席位︑露天座位36個席位︑中庭80個席位）
［座位數］

[早晨] 約50種的日式西式自助餐
[中午/晚上]  義式燒烤套餐

［特色餐點］

[早晨] 7:00～10:00（最後點餐 9:00）
[中午] 11:00～15:30（最後點餐 14:30）
[晚上] 18:00～21:00（最後點餐 21:00）
[Bar time] 21:00～23:00

（只有週六︑旺季營業）

［營業時間］

Point 最新機器人為
賓客提供愉快時光

Restaurant Access
直接通往主題樂園拉格娜喜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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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乘坐電車前往〉
●從名古屋方面出…JR「名古屋站」~〈快速車〉JR「蒲郡站」(約40分鐘)~免費穿梭巴士(約15分鐘)
●從靜岡方面出發…JR「浜松站」~〈普通車〉JR「豐橋站」(約35分鐘)~〈普通車〉JR「三河大塚站」
 (約15分鐘)~從「三河大塚站」乘坐路線巴士(約10分鐘)
〈自行駕車前往〉
●從名古屋方向出發…由東名高速音羽蒲郡IC駛入橙色道路，經由247號中央外環道後向前直行︒
　　　　　　　　　　音羽蒲郡IC~拉格娜登堡約20分鐘(約12km)
●從靜岡方面出發……由東名高速豐川IC經由國道151號線後，按道路標識指示前往︒
 豐川IC~拉格娜登堡 約35分鐘(約17km)
〈乘坐飛機前往〉
●中部國際機場~〈名鐵機場特快車〉「金山站」(30鐘)~
　〈JR東海道本線:快速車〉「蒲郡站」(約40分鐘)~免費穿梭巴士(約15分鐘)
●名古屋機場~〈名古屋機場線〉「名古屋站」(約30分鐘)~
　〈JR東海道本線:快速車〉「蒲郡站」(約40分鐘)~免費穿梭巴士(約15分鐘)

Guest Room

海 茵 娜 飯 店
拉 格 娜 登 堡

各式各樣的機器人在飯店內大顯身
手︒無論小孩還是大人一定都會興奮
不已！日本首個客房服務機器人將旅

行的愉快回憶送到客房︒

※照片均仅供参考

客房<全部客房配備Wi-Fi・禁菸>

客房類別 面積 入住人數 客房數 床型 床尺寸 住宿費/每间客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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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4月現在）

日式雙床房 1～2人 43間 120cm×195cm2張床 40,000日圓起（成人2人入住時/含稅和服務費）

四人房 3～4人 3間 120cm×195cm4張床 50,000日圓起（成人4人入住時/含稅和服務費）31.74㎡

100cm×195cm3張床 43,000日圓起（成人3人入住時/含稅和服務費）15間2～３人日式三人房

160cm×195cm

110cm×195cm

1張床

2張床

25,000日圓起（成人2人入住時/含稅和服務費）12間1～2人雙人房 16.33～
17.21㎡
16.96～
17.7㎡

19.73～
20.58㎡
20.08～
20.26㎡

120cm×195cm 35,000日圓起（成人2人入住時/含稅和服務費）23間1～2人高級雙床房 19.71㎡ 2張床

30,000日圓起（成人2人入住時/含稅和服務費）標準雙床房 35間1～2人

位於金澤最大的繁華街︑著名的商業街「香林坊」中
以最新科技表現石川縣的傳統文化
步行可至兼六園・金澤21世紀美術館，地理位置良好，商務休閒都非常方便︒
由加賀友禪風格的投影所詮釋妝點的大廳︑融合加賀水引設計的餐廳，
還有在稍微挑高的地板上擺放客床，讓人感受到日式風格的「日式客房」︒

透過最新科技表現石川縣的傳統文
化︑加賀友禪及加賀水引，選用石
川縣當地產的木材能登羅漢柏︑九
谷燒等，打造出舒適的日式空間︒

融合石川縣傳統文化的空間Point

【日式雙床房】 【四人房】 【日式三人房】 【高級雙床房】

62個［座位數］

[早餐] 套餐餐點
[午餐] 和食・蕎麥麵
[晚餐] 和食・蕎麥麵（有單點菜單）

［特色餐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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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營業時間］

荞麦面︑天妇罗和美酒 DONTO屋

Restaurant
位於金澤的市中心「香林坊」中，從金澤站搭乘巴士約10分鐘

〒920-0961石川縣金澤市香林坊1丁目2番32號
TEL 050-5210-5310
URL https://www.hennnahotel.com/kanazawa-korinbo

〈乘坐公共交通機構前往〉
●搭乘從JR金澤站東口巴士總站的8・9號月台發車的巴士約10分鐘
<自行駕車前往>
●距離北陸自動車道「金澤西IC」約20分鐘車程
<與機場間的交通方式>
●從小松機場搭乘機場巴士至香林坊約55分鐘／下車後步行約6分鐘

Access

Guest Room

海 茵 娜 飯 店
金 澤  香 林 坊

※照片均仅供参考

客房<全部客房配備Wi-Fi・禁菸>

客房類別 面积 入住人数 客房数 床型 床尺寸 住宿费/每间客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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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 茵 娜 飯 店  小 松 站 前
Henn na Hotel Komatsuekimae

鄰近JR小松站・步行30秒以內即可到達
立體投影登記入住系统，以及1800本漫畫書

北陸地區第一個採用立體投影登記入住系統，恐龍︑武士︑忍者和管家4個人偶歡迎您的下榻︒
飯店內設置有書架，內有1800本漫畫，供客人在閒暇時閱讀︒
所有客房均配備有衣物清洗機「LG Styler」︒

客房類型 面積 入住人數 客房數 床型 床尺寸 住宿費/每間客房

（2021年4月現在）

160cm×195cm

110cm×195cm

1張床

2張床

25,000日圓起（成人2人入住時/含稅和服務費）47間1～2人雙人房 16.95㎡

20.67㎡ 30,000日圓起（成人2人入住時/含稅和服務費）雙床房 62間1～2人

飯店1樓設有巨大的書架，上面擺放著1800本漫
畫書，供客人自由閱讀︒大廳牆面上用鋁製沖

孔板表現出白山山脈的四季︒

小松市首家擁有1800本漫畫書的飯店Point

［雙床房］ ［雙人房］

在飯店前的廣場上

可以欣賞到日本海一側最大的光雕投影客房<全部客房配備Wi-Fi・禁菸>Guest Room

53個［座位數］

早餐：日式套餐
晚餐：鮮魚居酒屋

［特色餐點］

［營業時間］

當地酒與天婦羅 大海與天空

餐廳Restaurant
與JR小松站相鄰近的絕佳地理位置

郵遞區號923-0868 石川縣小松市日出町一丁目180番地
TEL 050-5210-9990
https://www.hennnahotel.com/komatsu/

<乘坐公共交通機構前往>
●距離JR「小松站」步行30秒以內
<自行駕車前往>
●距離北陸自動車道「小松IC」約10分鐘
<與機場間的交通方式>
●從小松機場搭乘小松巴士至「小松站」約12分鐘，距離「小松站」步行約1分鐘
●從小松機場搭乘機場巴士小松機場線至「小松站」約15分鐘，距離「小松站」步行約1分鐘
●從小松機場乘坐計程車至飯店約10分鐘

交通指南Access

2020年
12月24日

開 幕

不僅適合情侶和朋友下榻，也推薦商務人士使用︒客房內浴
室和洗手間採乾溼分離，使用方便︒

配備有160cm寬的雙人床，也可作為寬敞的單人房使用，房
型也很方便商務客人使用︒為系統式衛浴客房︒

小松市的光雕投影就在飯店門口，在房間裡就可以欣賞︒
長70m×寬10m的巨大投影，是日本海一側最大規模的光
雕投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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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晨 6:30～10:00
午餐 不營業
晚餐 17:00～23:30※週三休息

總客房數 109間



距離中洲川端站 徒步3分鐘的絕佳地點
焦點話題的機器人飯店在博多正式開幕︒
「博多 旅途的入口，追求健康︑好眠」徒步3分鐘即可到達中洲川端站，方便前往博多運河城︑天神地區
等熱門觀光景點︒本飯店凝聚博多的魅力，宛如鬧區中的綠洲，為您提供舒適的住宿︒

（2021年4月現在）

125cm×195cm

140cm×195cm

1張床

1張床

20,000日圓起 (成人1人入住時/含稅和服務費)6 間

12 間

7 間

45 間

18 間

6 間

7 間

1 人

1-2 人

1-2 人

1-2 人

1-3 人

1-2 人

1-4 人

標準單人房

小床雙人房

雙人房

雙床房

雙床房 extra

豪華雙床房

家庭房

11.63㎡

12.12～
13.94㎡

157cm×195cm 24,000日圓起 (成人2人入住時/含稅和服務費)18.02㎡

18.94～
19.25㎡

1張床

110cm×195cm 24,000日圓起 (成人2人入住時/含稅和服務費)2張床

22,000日圓起 (成人2人入住時/含稅和服務費)

90cm×195cm
(沙發床為同尺寸)

2張床
1張沙發床

18.94～
19.25㎡

140cm×195cm 35,000日圓起 (成人2人入住時/含稅和服務費)27.92㎡

27.92㎡

2張床

90cm×195cm
(沙發床為同尺寸) 44,000日圓起  (成人4人入住時/含稅和服務費)

2张床
2張沙發床

29,000日圓起 (成人3人入住時/含稅和服務費)

1600萬色的多種色彩，可按照自己
喜好改變燈泡的顏色。

客房調光燈泡
『Philips Hue』Point

【豪華雙床房】 【家庭房】 【雙床房】 【雙人房】

Guest Room

共55個座位［座位數］

[早晨] 日式西式自助餐
[晚上] 和食創作料理

［特色餐點］

[早晨] 6:00～10:00
[中午] 不營業
[晚上] 18:00～24:00

［營業時間］

米粒和葡萄 by SHINGEN

Restaurant
距離中洲川端站 徒步3分鐘的絕佳地點

〒810-0801 福岡縣福岡市博多區中洲5-4-19
TEL 050-5576-8380
URL https://www.hennnahotel.com/hakata/

〈乘坐公共交通機構前往〉 
●●從「博多站」乘坐福岡市地鐵機場線到「中洲川端站」約4分鐘/
　「中洲川端站」3號出口徒步約3分鐘

〈自行駕車前往〉
●從福岡都市高速環狀線「吳服町」前往約5分鐘

〈與機場間的交通方式〉
●從福岡機場乘坐福岡市地鐵機場線到「中洲川端站」約9分鐘/
　「中洲川端站」3號出口徒步約3分鐘

Access

重視超舒適•高效率•低成本的 
世界首家機器人飯店︒
追求「最大性價比」︒為了讓賓客住的舒適愉快及提升服務效率，引進先進科技和符合環保的現代智能設備︒

本飯店將為您的豪斯登堡之旅增添風采，請敬請期待︒

共270個座位［座位數］

自助餐［特色餐點］

[早晨] 7:00-10:00
[中午] 11:30-14:00
[晚上] 不營業

［營業時間］

Point
引進臉部識別系統，實現無鑰匙的
飯店生活︒減去了在包包中找鑰匙
的麻煩和擔心弄丟鑰匙的不安，提

供舒適飯店生活︒

採用最新的臉部
識別系統

Restaurant Access
地理位置優越，徒步10分鐘便可達豪斯登堡迎賓大門

〒859-3243 長崎縣佐世保市 豪斯登堡町1-1　
TEL 0570-064-110 (每日 9:00－19:00) URL http://www.h-n-h.jp/

〈乘坐公共交通機構前往〉
●從福岡機場︑博多乘坐地鐵︑JR (所需時間:約1小時40分)
●從長崎市乘坐JR (所需時間:約1小時30分)

〈自行駕車前往〉
●從福岡機場︑博多開車前往 (所需時間:約1小時55分)
●開車行駛豪斯登堡周邊收費公路 (下長崎汽車道︑東彼杵IC 約30分到達)
　(下西九州汽車道︑佐世保大塔IC 約15分到達)

〈與機場間的交通方式〉
●從長崎機場坐車前往 (所需時間:約60分鐘)
●飛機(福岡機場)乘坐地鐵︑JR (所需時間:約1小時50分)

Guest Room

Restaurant AURA

【豪華和室 (South Arm)】 【豪華房 (East Arm】 【精品房 (East Arm)】 【精品和室 (South Arm)】

（2021年4月現在）

120cm×206cm

120cm×206cm

兩張床

兩張床︑三張床

15,200日圓起 (成人2人入住時/含稅和服務費)20間2人標準房（East Arm）
標準房（West Arm）
精品房（標準型）
精品房（無障礙萬能房）
精品房（觀景浴室房）
精品和室（South Arm）
豪華房（East Arm）
豪華房（West Arm）
豪華和室（South Arm）

21.32㎡

21㎡

120cm×206cm 18,600日圓起 (成人2人入住時/含稅和服務費)35間2～4人28.57㎡

28㎡

28㎡

29.39㎡

33.75㎡

兩張床︑三張床︑四張床

120cm×206cm 20,600日圓起 (成人2人入住時/含稅和服務費)3間2人 兩張床

120cm×206cm 20,600日圓起 (成人2人入住時/含稅和服務費)2間2人 兩張床

96cm×193.5cm 19,000日圓起 (成人2人入住時/含稅和服務費)38間2～4人 兩張床︑三張床︑四張床

120cm×206cm 25,200日圓起 (成人2人入住時/含稅和服務費)12間2～4人 兩張床︑三張床︑四張床

15,400日圓起 (成人2人入住時/含稅和服務費)

31㎡ 120cm×206cm 25,200日圓起 (成人2人入住時/含稅和服務費)

25,600日圓起 (成人2人入住時/含稅和服務費)

18間2～4人 兩張床︑三張床︑四張床

34.43㎡ 96cm×193.5cm18間2～5人 兩張床︑三張床︑四張床︑五張床

54間2～3人

海 茵 娜 飯 店
福 岡  博 多

海 茵 娜 飯 店
豪 斯 登 堡

※照片均仅供参考 ※照片均仅供参考

客房<全部客房配備Wi-Fi・禁菸> 客房<全部客房配備Wi-Fi・禁菸>

客房類別 面积 入住人数 客房数 床型 床尺寸 住宿费/每间客房 客房類別 面積 入住人數 客房數 床型 床尺寸 住宿費/每间客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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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4月現在）

140cm×203cm

122cm×203cm等

1張床

1～3張床

6間1～2人標準房

122cm×203cm等9間2～3人高級觀景房 2張床

122cm×203cm2間4人 4張床

高級房

豪華家庭房

111間2～3人

122cm×203cm等

122cm×203cm等

1～4張床

1～4張床

53間2～4人豪華觀景房

160cm×200cm等

160cm×200cm等

1～4張床

1～6張床

Rp3,900,000～（2位成人入住用/含稅和服務費）4間1～4人附泳池套房 86㎡

70㎡

320cm×200cm Rp2,100,000～（2位成人入住用/含稅和服務費）10間1～4人附陽台套房 64㎡

64㎡

1～4張床

160cm×200cm等 Rp2,100,000～（2位成人入住用/含稅和服務費）51間1～6人 1～6張床

Rp3,100,000～（2位成人入住用/含稅和服務費）高級套房

套房

6間1～6人

120cm×200cm等1～2張床 Rp1,500,000～（2位成人入住用/含稅和服務費）72間1～3人高級房 32㎡

122cm×203cm1間4人俱樂部複合式雙床套房

27㎡

37㎡

37㎡

60㎡

37～
43㎡
27～
37㎡

130㎡ 4張床

64,000日圓起（成人2人入住時/含稅和服務費）

76,000日圓起（成人2人入住時/含稅和服務費）

136,000日圓起（成人2人入住時/含稅和服務費）

70,000日圓起（成人2人入住時/含稅和服務費）

78,000日圓起（成人2人入住時/含稅和服務費）

200,000日圓起（成人4人入住時/含稅和服務費）

62,000日圓起（成人2人入住時/含稅和服務費）複合式房 45間1～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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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房<所有客房均配備Wi-Fi・禁菸/吸菸>Guest Room

客房<全部客房配備Wi-Fi・禁菸>Guest Room

W a t e r m a r k  H o t e l  長 崎 豪 斯 登 堡
Watermark Hotel Nagasaki・Huis Ten Bosch

面朝大海的現代歐洲風情度假村
豪斯登堡唯一一家位於海邊的飯店︒
從飯店可以看到美麗平靜的大海和藍天全景，
在豪斯登堡園內遠離喧囂的寧靜氣氛中，享受輕鬆的度假體驗︒

共有7種類型的客房，包括可以看到變化莫
測大海的海景房︑可以呼吸清晨清新空氣的
森林景色房，以及可以看到歐洲城市景觀的
客房等等︒

W a t e r m a r k  H o t e l  &  S P A  峇 里 島  金 巴 蘭
Watermark Hotel & Spa Jimbaran

位於高級度假村林立
的金巴蘭地區
飯店以「邂逅 - FU RE AI - 」為理念，以套房為主的客房︑
精選美食的3間餐廳︑SPA︑游泳池︑等候室︑健身房等設施一應俱全︒
在屋頂酒吧可以看到金巴蘭灣的日落美景，非常壯觀︒
還提供前往庫塔地區海灘俱樂部的接駁車服務︒

4種不同風格的套房，CP值很高，不僅適合情
侶入住，也適合家庭出遊︒同時還有簡單且
方便使用的高級客房︒

餐廳Restaurant

餐廳Restaurant SPASpa

交通指南Access 從豪斯登堡正門搭乘接駁車約9分鐘

郵遞區號859-3243 長崎縣佐世保市 豪斯登堡町7-9　TEL 0956-27-0505　URL https://www.watermarkhotelnagasaki.com

<乘坐公共交通機構前往> ●從「博多站」搭乘JR約1小時40分鐘 ●從「長崎站」搭乘JR約1小時30分鐘
<自行駕車前往> ●距離長崎機場約1小時 ●距離長崎市內約1小時30分鐘 ●從福岡方向前來約2小時
<與機場間的交通方式> ●從長崎機場搭乘巴士約1小時 ●從福岡機場搭乘地鐵・JR約1小時50分鐘

交通指南Access
Jl.Uluwatu 88,Kedonganan, Bali-Indonesia
TEL +62 361 4725100
URL:https://www.watermark-bali.com

距離峇里島國際機場約10分鐘車程國際餐廳：WSENSES餐廳
日本料理：西麻布IMADOKI
咖啡廳：Angelic Cafe
酒吧：Splash Rooftop Bar

設施：7個包廂︑頭皮SPA︑足部按摩間
選單：臉部︑秀髮︑身體︑足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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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歐洲風情客房

正餐：EXCELSIOR
休閒晚餐：Tea Clipper
酒吧：Spinnaker Bar

4種類型的套房

LiANG Spa
（2021年4月現在）

※照片僅供參考

總客房數 228間

客房類型 面積 入住人數 客房數 床型 床尺寸 住宿費/每間客房

客房類型 面積 入住人數 客房數 床型 床尺寸 住宿費/每間客房

總客房數 153間

※照片僅供參考

W a t e r m a r k  H o t e l 京 都
Watermark Hotel Kyoto

體驗日本傳統世界觀
在全球首次導入的Phiten WATER
日本傳統材料「木」︑「土」︑「石」︑「格子」︑「和紙」︒
飯店的主題採用「水」和「藍色」，讓人聯想起Watermark Hotel，精選5種材料，
營造出每一種材料都獨具特色的空間︒
飯店大廳採用了結合京都觀光景點和四季的三面光雕投影︒
客房內配備了Keurig咖啡機，讓客人享受正宗咖啡館的味道，洗髮精︑護髮乳︑沐浴乳和護膚品
選用護膚美容品牌OSAJI的產品，席夢思床和LOFTY舒睡枕，讓客人享受優質睡眠︒

客房類型 面積 入住人數 客房數 床型 床尺寸 住宿費/每間客房

（2021年4月現在）

160cm×195cm

110cm×195cm

1張床

2張床

24,000日圓起（成人2人入住時/含稅和服務費）44間2人雙人房 17.7~
19.7㎡

18.0㎡

110cm×195cm 30,000日圓起（成人2人入住時/含稅和服務費）60間2人高級雙床房 20.4～
21.4㎡

41.9㎡

2張床

160cm×195cm 60,000日圓起（成人2人入住時/含稅和服務費）8間5人 2張床＋1張加床

26,000日圓起（成人2人入住時/含稅和服務費）標準雙床房

套房

9間2人

［套房］ ［高級雙床房］ ［雙人房］

客房<全部客房配備Wi-Fi・禁菸>Guest Room

57個［座位數］

烘焙餐廳［特色餐點］

早晨 7:00～10:30
中午 11:30～17:30
晚上 18:00～22:00

［營業時間］

THE MUROMACHI BAKERY

餐廳Restaurant
距離地鐵烏丸線「五條站」步行2分鐘的絕佳地理位置

<乘坐公共交通機構前往>
●從京都市營地鐵烏丸線「五條站」4號出口出站步行約2分鐘
<自行駕車前往>
●距離名神高速道路「京都南IC」約15分鐘車程
<從關西國際機場前來的交通指南>
●乘坐JR遙號列車至「京都站」約80分鐘，
　從「京都站」乘坐京都市營地鐵烏丸線到「五條站」約1分鐘，從「五條站」步行約2分鐘
<從伊丹機場前來的交通指南>
●搭乘機場巴士伊丹機場線至「京都八條口站」約90分鐘，
　從「京都站」乘坐京都市營地鐵烏丸線到「五條站」約1分鐘，從「五條站」步行約2分鐘

交通指南Access

所有客房都配備有「水加工機」，在自來水的
基礎上增加了Phiten公司的技術︒
所有用水，包括浴室的淋浴等，都是「Phiten 
WATER」︒歡迎體驗我們「水」和「熱水」的
優質品質︒
這是世界上第一家全部使用深受眾多世界頂
級運動員支持的Phiten Water的飯店︒

Phiten WATER

郵遞區號600-8161 京都市下京區室町通五條下大黒町195
TEL 050-5210-5333
URL https://watermark-hotels.com/gojo/

總客房數 122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