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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内 设 施介 绍

酒店内设施介绍及相关服务
入住期间可负责提供的帮助
您可通过以下渠道申请相关服务，欢迎您随时前来咨询。
前台（主馆 1 层 24 小时提供服务 内线 3 号）
· 外币兑换
· 复印、传真（收费）
无法提供打印服务，还望注意。
· 失物寄存
· 预留讯息
· 租借物品
详情请参阅附录“可提供物品一览”。
· 安排会议室、聚餐（收费）
· 安排医院
大厅服务处（主馆 1 层 7：00 ～ 22：00 内线 12 号）※其余时间段请联系前台。
· 安排租车、叫出租车
· 介绍酒店周边区域及景点
· 行李寄存
家政服务（8：30 ～ 18：30 内线 11 号）※其余时间段请联系前台。
· 清扫客房，追加更换毛巾、毛毯等布制品
清扫客房时间一般为 9：00 ～ 16：00。
如门上已悬挂“Do not Disturb（请勿打扰）”标识牌，将不会入室进行客房清扫。但为保证卫生，每三天会入室
清理一次垃圾。
如遇台风等特殊情况，将只进行简单清扫工作，还望谅解。
· 洗衣服务（收费）
10：00 前寄存的衣物将于当天 19：00 前完成洗涤。可为有急用的旅客提供需要额外收费的加急服务。
请将待洗衣物装进衣柜内的洗衣袋，并联系客房服务人员。
餐厅、客房服务
请参阅附录。
购物中心（主馆 1 层 营业时间 7：00 ～ 22：00）
冲绳县内规模最大的纪念品商店。
涵盖常规产品和只有这里才能买到的独创商品，种类繁多。
这里还可提供行李寄送服务。
便利商店（主馆 1 层 营业时间 7：00 ～ 24：00）
除点心、饮品外，还提供纸尿布等日用百货。这里还有冰块销售。
寄送行李（主馆 1 层购物中心行李柜台 营业时间 7：00 ～ 22：00）
可帮忙寄送日本通运、日本邮局、Yamato 快递。

全館施設案内／ Hotel Facilities Information ／馆内设施介绍／全館設施介紹／전관 시설 안내

馆内设施介绍

馆内设施介绍
停车场
汽车、摩托车一律每日 1300 日元（含消费税），住宿 10 天以上的费用为 13000 日元（含消费税）。
自行车可免费停放在本酒店指定停车场。如需搬进客房，请提前与前台取得联系。
停车场内所发生的事故、失窃等问题，本酒店概不负责。
租车柜台（主馆 1 层购物中心前 8：00 ～ 11：00、17：00 ～ 19：00）
您可通过优惠的价格租车出入酒店。
无需前往租车行，大幅节省您的宝贵时间。
合作店铺：Orix Rentacar 西町店（电话：098-866-0543 营业时间：8：00 ～ 20：00）
拼车服务
酒店停车场内备有两辆可提供拼车服务的车辆。您可通过线上申请，在任意时间进行使用。
合作公司：Orix Car Share（需提前注册会员）

网络服务
网络服务
主馆 1 层设有可免费使用的上网区域。
客房内可免费使用最大 200Mbps 的 Wi-Fi 服务。
联网方式
1. 在“网络连接”中选择“LOISIR”热点。
2. 输入密码“19930202”后，点击连接键。
3. 此时您就可以启动浏览器连接网络了。
注意事项
※本服务支持以下系统。
Windows Vista/7/8/10
Mac OS 7.5 以上
Android（含 Nexus7、kindle）
iOS（iPhone、iPad 等）
Wi-Fi 采用 IEEE802.11a/g/n 通用标准（认证方式：WPA/WPA2）
※不同通信设备及系统拥有不一样的联网方式。
※本酒店无法提供与您的通信设备、通信终端环境及各种设置有关的一切服务。
※Wi-Fi 服务无法保证一定能够联网成功。
※请不要进行大容量数据通信（如线上游戏、观看视频及下载等）。
※通信速度可能会因为您的通信环境及线路连接情况而降低或无法连接。
※请您自行承担联网通信设备的安全保管及管理责任。
※因联网产生的一切问题，本酒店概不负责。
※因旅客自身操作导致感染病毒、数据丢失及造成其他损失，本酒店概不负责。
※为保证安全，本酒店无法提供任何系统信息（含 IP 地址在内）。
※收发邮件时，可能会因为您所使用的邮箱供应商而受到限制。请事先进行确认。

休闲娱乐区（主馆 2 层 内线 16 号）
您可在此享受本酒店舒适的天然温泉和游泳池。
费用：成人（13 岁以上）1500 日元，儿童（5 ～ 12 岁）750 日元 ※含消费税
三重城温泉 岛人之汤（营业时间：6：00 ～ 24：00）
冲绳县内少有的天然温泉。从地下 800 米深处涌出 40.9 度的温热泉水中富含碘和氯化钠。这里的地热温泉水来
自约 800 万年前的古盐水，水质完全不同于本土常见的火山性温泉。古盐水中富含盐分，入浴后盐分能附着在
肌肤上，起到防止汗液蒸发的保温作用。这也是深受女性喜爱的“保暖温泉”。欢迎您来此享受诞生自冲绳大海
的天然温泉，尽情放松身心。
※建议您在 23：30 前完成入浴。
室内温泉理疗泳池（营业时间：10:00 ～ 22:00）
使用天然温泉水，让您在游泳过程中享受到海水浴理疗的日本罕见泳池。
室外泳池（夏季营业 营业时间：10:00 ～ 21:00）
泳池外形好似振翅高飞的蝴蝶。日晒较弱的傍晚以后可能会较为拥挤，还望注意。
三重城温泉 海人之汤（新馆 2 层 营业时间：6：00 ～ 24：00 内线 26 号）
费用：成人（13 岁以上）2500 日元，儿童（5 ～ 12 岁）1250 日元 ※含消费税
来到这个充满冲绳元素的治愈空间，您会仿若置身于远古的海洋。通过地热加热的天然温泉涌自地下 800 米深处，
属于约 800 万年前的古盐水。相信这来自冲绳大海的瑰宝一定可以让您尽情放松身心。您只需置身于这宁静开
阔的空间，这来自地底深处的海洋瑰宝就会为您带来健康与美丽。
※建议您在 23：30 前完成入浴。
※您也可以在休闲娱乐区（主馆 2 层）享受本项服务。
※温泉使用注意事项
· 谢绝带有纹身、刺青的旅客入内。
· 学龄前儿童请在监护人的陪同下入内。
· 仅限学龄前儿童可以无关性别与监护人一同进入“男浴池”或“女浴池”。
· 需要穿戴尿布的婴幼儿无法使用温泉内的浴盆。为保证卫生，也请不要穿戴游泳尿布入内。请使用放在淋浴区
的婴儿浴盆。
※泳池使用注意事项
· 谢绝带有纹身、刺青的旅客入内。
· 12 岁以下及身高 140cm 以下儿童请在监护人的陪同下入内。
· 需要穿戴尿布的婴幼儿无法入内。为保证卫生，也请不要穿戴游泳尿布入内。
CHURASPA（新馆 2 层 营业时间：14:00 ～ 23:00（最晚接待时间 21:00）内线 27 号）
CHURASPA 可以为您提供融合了冲绳文化与阿育吠陀（印度传统医疗）的理疗服务。在这里，您可以一边通过
五种感官感受冲绳气息，一边通过调节 Body（身）、Mind（心）、Sprit（气）的平衡享受能够放松身心的理疗过程。
按摩服务（营业时间 15：00 ～ 24：00（最晚接待时间 22：00） 内线 8 号）
用富含矿物质的温泉水按摩身体、放松身心。舒适的感受能帮您彻底洗净日常生活里的疲倦。※您也可以在休闲
娱乐区（主馆 2 层）或客房享受本项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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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泉

宿泊約款／Accommodation Terms and Conditions ／住宿协议／住宿約款／숙박 약관

住宿 协议

本酒店的合同解除权
第7条
1. 发生下述情况时，本酒店有权要求解除住宿合同：
(1) 住宿旅客可能做出或已经做出违反与住宿有关的法律或公序良俗的行为时；
(2) 住宿旅客符合下述 (a)~(c) 的任一情况时；
(a) 属于暴力团体、暴力团体成员、暴力团体的预备成员、相关人员或其他反社会势力；
(b) 所在公司或组织的业务活动由暴力团体或暴力团体成员控制；
(c) 所在公司法人或其他董事中包含暴力团体成员；
(3) 就住宿问题提出暴力性要求或超出合理范围的负担要求时；
(4) 可以确定住宿旅客为传染病患者时；
(5) 发生天灾、设施故障或其他无法避免的缘由导致无法提供住宿服务时；
(6) 住宿旅客可能因醉酒等原因为其他住宿旅客或酒店工作人员造成严重影响时，或住宿旅客已经做出严重影响
其他住宿旅客或酒店工作人员的言行时（依照《冲绳县旅馆业法实施条例》第 5 条）
；
(7) 住宿旅客用假名入住时；
(8) 住宿旅客未应本酒店要求，提交入住人员名单时；
(9) 做出在床上吸烟、损毁消防设施等行为，或不遵守其他本酒店在使用规则中明令禁止的事项（仅限预防火灾
的必要事项）时；
(10) 做出违反使用规则中明令禁止的事项时。
2. 本酒店依据上款规定解除住宿合同时，将不会对住宿旅客尚未接受的住宿服务等收取费用。
住宿登记
第8条
1. 入住当天，住宿旅客需在本酒店前台登记下述事项：
(1) 住宿旅客的姓名、年龄、性别、住址、职业、联系方式（手机号码、邮件地址等）
；
(2) 非日籍旅客还需登记国籍、护照号码、入境口岸及入境日期，
为确认旅客身份，本酒店还需收取旅客的护照复印件；
(3) 退房日期及预计退房时间；
(4) 其他本酒店认为需要提供的事项。
2. 如住宿旅客拟通过代金券、信用卡等非货币方式支付第 12 条中定义的费用，则需要在进行上款规定的住宿登
记时予以出示。
客房使用时间
第9条
1. 住宿旅客可在入住日下午 2 点至退房日中午 11 点之间使用本酒店客房。连续住宿多日时，除入住日和退房日
当天，其余时间均可整日使用客房。
2. 无关上款规定，本酒店有权允许旅客在上款规定以外的时间使用客房。此时将无关客房类型，依据下表收取
追加费用（含服务费，不含税）
。15：00 以后的一日住宿费用适用于当天酒店网站上刊登的收费明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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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宿旅客的合同解除权
第6条
1. 住宿旅客可以向本酒店提出解除已申请的住宿合同。
2. 住宿旅客因自身原因解除全部或部分住宿合同时（本酒店已按照第 3 条第 2 款规定住宿押金支付期限，且旅
客尚未进行支付的情况除外）
，本酒店将依据附表 2 中规定要求旅客支付违约金。如本酒店已经同意执行第 4
条第 1 款中的特约条款，只有本酒店已告知旅客需要在解除住宿合同时支付违约金，才会适用上述规定。
3. 如住宿旅客在没有任何联系的情况下于入住当天晚 9 点后仍未到达酒店（如事先明确提出预计到达时间，则
为超过预计到达时间 2 小时后）
，本酒店有权视为住宿旅客已解除住宿合同，并做出相关处理。

超出规定 1 小时

￥3,000

超出规定 2 小时

￥5,000

超出规定 3 小时

￥7,000

超出规定 4 小时

￥9,000

15：00 以后

当天的一日住宿费用

遵守使用规定
第 10 条
入住期间，住宿旅客需遵守本酒店内张贴的使用规定及本住宿协议。
营业时间
第 11 条
1. 本酒店主要设施的营业时间如下所示，其他设施的详细营业时间请参照相应公告或客房内的服务手册等。
(1) 前台服务：24 小时
(2) 外币兑换服务：24 小时
2. 上款规定时间可能因特定或不得已的原因而临时进行变更。届时将以恰当的方式予以通知。
支付费用
第 12 条
1. 住宿旅客所需支付的住宿费用明细及计算方法，如附表 1 所示。
2. 旅客到达时，需提供预付款或信用卡复印件。
3. 住宿旅客在退房或接到本酒店催缴时，需在前台以现金或本酒店承认的代金券、信用卡等方式进行第 1 款中
定义的住宿费用等最终费用结算。
4. 如本酒店已为住宿旅客提供了可以使用的客房，即使因旅客自身原因导致没能入住，也需收取住宿费用。
5. 如住宿旅客所需支付的住宿及餐饮等合计费用超过 5 万日元，则本酒店会事先进行缴费通知，旅客可在接到
通知后再行缴付费用。
酒店责任
第 13 条
1. 如本酒店未履行或在履行住宿合同及相关协议的过程中对住宿旅客造成任何损失，应承担赔偿责任。如责任
不归属于本酒店，则不适用于上述规定。
2. 本酒店已获得消防机构的经营许可，且已投保旅馆赔偿责任险，以应对火灾等意外情况。
无法提供已预订客房时的处理方法
第 14 条
1. 如本酒店无法向住宿旅客提供旅客已预订客房，则本酒店会在征得旅客同意的情况下，尽最大可能安排其他
条件相当的住宿设施。
2. 如本酒店无法依上款规定安排到其他住宿设施，则需向住宿旅客支付与违约金同等数额的赔偿金，以作为损
害赔偿。如果无法提供客房的责任不归属于本酒店，则本酒店无需支付赔偿金。
寄存品的处理
第 15 条
1. 住宿旅客寄存在本酒店前台的物品、现金及贵重物品遭受丢失、损毁等损害时，除不可抗力所造成的损害外，
本酒店应承担赔偿责任。但如本酒店要求住宿旅客提供所需存放的现金额度及贵重物品价值，且旅客未能及
时提供时，则赔偿限额为 5 万日元。
2. 住宿旅客带入本酒店且未寄存在前台的物品、现金及贵重物品因本酒店故意或过失而导致遭受丢失、损毁等
损害时，除不可抗力所造成的损害外，本酒店应承担赔偿责任。
但对于旅客未能事先说明种类及详细价格的物品，除本酒店故意造成或严重过失外，则赔偿限额为 5 万日元。

停车责任
第 17 条
住宿旅客使用本酒店停车场时，不论是否寄存车辆钥匙，本酒店均不承担车辆管理责任。但如因本酒店故意或
过失对停车场的管理造成损害时，应承担赔偿责任。
住宿责任
第 18 条
因住宿旅客故意或过失对本酒店造成损害时，无论金额大小，旅客都应对本酒店所遭受的损失进行赔偿。
附表 1 住宿费用等项目明细（参见第 2 条第 1 款，第 12 条第 1 款）
住宿旅客所需支付的总额
住宿费用
(1) 住宿费（客房费）
(2) 服务费（
（1）× 规定比率）
追加费用
(3) 餐饮费、追加餐饮（含早餐）及其它相关费用合计
(4) 服务费（
（3）× 规定比率）
税金
(a) 消费税
(b) 入浴税
备注 1 住宿费会随季节及需要进行调整。
附表 2 违约金（参见第 6 条第 2 款）
违约金（参见第 6 条第 2 款）
７日前

10 间以下

100%

80%

20%

10%

－

－

－

－

11 间以上

100%

80%

30%

20%

10%

－

－

－

10 间以下

100%

80%

50%

20%

10%

－

－

11 间以上

100%

100%

80%

70%

50%

20%

10%

90

日前

60

日前

30

日前

日前

日

前

日

当

到

未

14

酒店接到取消
通知日期
预约客房数量
取消部分

全部取消

30%

1．比率为违约金占约定住宿费的比率。
2．对约定住宿天数进行缩短时，无关缩短天数，都需收取一天（入住当天）的违约金。
3．在本酒店指定的特定日期，可能会额外收取其他违约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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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宿旅客行李及随身物品的保管
第 16 条
1. 住宿旅客的行李先一步被送到本酒店时，本酒店仅需在事先知情的情况下负责保管，并在办理入住登记时将
行李交给旅客。
2. 发现退房后仍有旅客的行李或随身物品遗留在酒店内时，如已经明确持有人身份，则本酒店应立即联系持有人，
并寻求解决方案。如持有人没有做出明确指示，或无法明确持有人身份，则本酒店有权在负责保管一个月后
自行处理。生鲜食品及饮品的保管时间为退房三天后。
3. 对于上述两项中本酒店对保管住宿旅客行李或随身物品的责任，在第 1 款的情况下按第 1 款规定承担责任，
在第 2 款的情况下按第 2 款规定承担责任。

使用规定
为保证所有住宿旅客的安全与舒适，本酒店依据住宿协议第 10 条制定了以下使用规定。入住期间，请务必遵守
本规定细则。对于未能遵守本规定的旅客，本酒店将依据住宿协议第 7 条第 1 款的规定予以解除住宿合同及其
它一切相关协议。违反规定的旅客不仅无法再次使用本酒店设施，还需承担本酒店所遭受的所有损失，还望注意。
■客房及馆内设施使用须知
(1) 逃生路线图张贴在客房入口大门处。入住后请务必确认最近的紧急出口与逃生路线。应急手电位于客房桌子
内侧。
(2) 本酒店客房大门采用自动锁。离开房间时，请务必携带客房的卡片钥匙，并查看大门是否已经上锁。
(3) 在客房内停留或入睡时，请务必锁好内锁、挂上防盗扣。特别是在入睡或台风临近时，请务必查看窗户和阳
台是否已经上锁。拒绝他人进入客房时，请悬挂“Do not Disturb（请勿打扰）
”的标识牌，但此时将无法提
供客房清扫服务（为保证卫生，每三天会入室清理一次垃圾），还望注意。
(4) 有人敲门时，请挂好防盗扣后再开门，或通过门上的猫眼进行查看。如遇可疑人士，请直接与前台取得联系，
切勿轻易开门。
(5) 对酒店内外的任何设施及物品造成污损、破损、遗失或自行带走时，需按实际成本进行赔偿。
(6) 如没有监护人的书面许可，则本酒店不接受未成年旅客单独入住。
(7) 在酒店内的餐厅、酒吧等设施进行签名付费时，请出示卡片钥匙或住宿登记卡等标有明确房间号码的物品。
(8) 退房时，请返还所有住宿旅客的卡片钥匙。如造成遗失、污损、破损或自行带走，需按每张 2000 日元（不含税）
的实际成本进行赔偿。
■付费说明
(1) 旅客到达时，需提供预付款或信用卡复印件。
(2) 如需延长入住天数，请先行结算已经发生的住宿费用。
(3) 请在退房时于前台办理费用结算。如在入住期间接到本酒店的费用结算请求，请及时予以支付。
(4) 无法使用旅行支票进行费用结算。
(5) 无法对信用卡、旅游优惠券等各种优惠券进行兑现。
(6) 无法为旅客所需支付的费用进行垫付。
(7) 无法帮忙收取采用运费到付及货到付款方式的包裹。
(8) 如需使用客房电话，将额外收取设施使用费。
(9) 项目明细内已经包含服务费，谢绝支付小费。
■贵重物品管理及寄存品
(1) 入住期间，旅客可使用客房内的保险柜（免费）保管现金及其他贵重物品。万一出现遗失、失窃等情况，本
酒店概不负责，还望注意。无法寄存美术品及古董品等名贵物品，还望注意。
(2) 无论时间长短，都请勿将私人物品放置在大厅、客房走廊、餐厅等公共区域。
(3) 本酒店会依据住宿协议第 16 条，对酒店内的遗失物品保管一段时间后进行处理。
(4) 前台及衣帽间的物品寄存天数最长 7 天。如超过 7 天还未与本酒店进行任何沟通，物品将被视作废弃品，由
本酒店自行处理。生鲜食品及饮品的保管时间为退房三天后。
■关于暴力团体、相关团体成员及可能违反公序良俗的旅客
(1) 谢绝《防止暴力团体成员不当行为对策法》（1992 年 3 月 1 日开始执行）中定义的暴力团体及相关团体成员
入住本酒店。如在预约后或入住期间证实住宿旅客属于此类团体，将谢绝继续入住本酒店。
(2) 谢绝反社会团体及相关团体成员（暴力团体、拥有过激行为的团体及其成员）入住本酒店。如在预约后或入
住期间证实住宿旅客属于此类团体，将谢绝继续入住本酒店。
(3) 如以暴力、胁迫、恐吓、威胁等方式对本酒店提出不正当要求或做出类似行为，将谢绝继续入住本酒店。同
样谢绝过去曾做出过此类行为的旅客入住本酒店。
(4) 精神不稳定、因服药等缘故造成神志不清等无法保证自身安全的旅客可能导致其他旅客及酒店工作人员害怕、
不安或陷入危险。如证实住宿旅客属于此类情况，将谢绝继续入住本酒店。
(5) 如证实住宿旅客引发其他类似上述各项的情况，将谢绝继续入住本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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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事项
本酒店严格禁止以下事项。还望各位旅客在使用酒店设施时多加留意。
· 容易引发火灾的行为。
尤其需要注意的是严禁在床上吸烟，严禁在客房内使用暖炉及用明火做饭。
· 进入应急楼梯等员工专用设施。
发生紧急情况时除外。一旦发生紧急情况，请听从员工安排进行避难。
· 在禁烟室吸烟。
阳台也包含在禁烟区域内。一旦发现旅客在禁烟客房内吸烟，
将加收￥20000（不含税），
用于将客房恢复原状。
· 在温泉以外的设施身穿睡衣和沙滩鞋。
请勿在前往大厅、宴会场、含早餐会场在内的餐厅、购物区域、便利商店时身穿睡衣和沙滩鞋。
· 穿着客房内拖鞋外出。
拖鞋仅限客房内使用。
· 身穿过度暴露的服装外出。
前往游泳池时，请穿好外衣。
· 进入其他住宿旅客的客房。
请在大厅或餐厅接待访客。
· 移动了无法使其恢复原状的物品。
· 将可能损害酒店安全或外观的物品置于窗边或阳台。
请勿在阳台扶手处晾晒洗好的衣物及泳装等。
· 将《残疾人援助犬法》第 2 条中定义的导盲犬、服务犬、助听犬以外的动物带入酒店范围内。
· 将火药、挥发油等可燃易燃物质以及散发强烈恶臭的物质带入酒店范围内。
· 将法律明令禁止携带的物品（枪支、刀剑、麻药等）带入酒店范围内。
· 将超过正常使用范围的大量物品带入酒店范围内。
· 携带酒店外部的餐饮入内或叫外卖。
· 未经许可在客房内进行商业或集会行为。
· 未经许可在客房内放置大型摆件或改动原有摆件。
· 未经许可派发广告宣传品、销售物品或进行招募活动。
· 未经许可在酒店内进行商业性质的摄影。
· 进行赌博等有违风纪的行为，或对其他旅客及酒店工作人员造成恶劣影响的言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