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下列费用包含8%的消费税。

展厅（每个展厅）*1

项目 使用面积
使用时间

折扣率
0:00～12:00 12:00～24:00 0:00～24:00

展厅A

逾8,000㎡
10,000㎡以下

1,450,800日元 1,450,800日元 2,901,600日元 0%

逾5,000㎡
8,000㎡以下

1,160,640日元 1,160,640日元 2,321,280日元 20%

5,000㎡以下 943,020日元 943,020日元 1,886,040日元 35%

展厅B～F

逾6,000㎡
10,000㎡以下

1,216,800日元 1,216,800日元 2,433,600日元 0%

逾3,000㎡
6,000㎡以下

1,095,120日元 1,095,120日元 2,190,240日元 10%

3,000㎡以下 730,080日元 730,080日元 1,460,160日元 40%

展厅附室（追加）*2*3

项目 面积
使用时间

0:00～12:00 12:00～24:00 0:00～24:00

展厅A
主办方事务室 82㎡ 21,648日元1 21,648日元1 43,296日元1

展厅A
商谈室① 45㎡ 11,880日元1 11,880日元1 23,760日元1

展厅A
商谈室② 45㎡ 11,880日元1 11,880日元1 23,760日元1

展厅A
多功能室 39㎡ 10,296日元1 10,296日元1 20,592日元1

展厅B、C、F
主办方事务室\ 92㎡ 24,288日元1 24,288日元1 48,576日元1

展厅D
主办方事务室 76㎡ 20,064日元1 20,064日元1 40,128日元1

展厅E
主办方事务室 88㎡ 23,232日元1 23,232日元1 46,464日元1

展厅B～F
商谈室① 44㎡ 11,616日元1 11,616日元1 23,232日元1

展厅B～F
商谈室② 45㎡ 11,880日元1 11,880日元1 23,760日元1

展厅B～F
多功能室 16㎡ 4,224日元1 4,224日元1 8,448日元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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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多家主办单位（使用申请人）不可划分使用同一展厅。
*2:使用各展厅时的附室费用包含在展厅费用内。
*3:仅限其他主办单位未使用的展厅附室可追加使用。

Aichi Sky Expo（爱知天空展览馆）收费表2019年9月30日之
前适用

适用于2019年6月11日之后申请通过使用许可的使用者。



下列费用包含8%的消费税。

会议室

项目 面积

使用时间

9:00～21:00
（核心时间）

核心时间以外

每小时*1,*2

大会议室

L1 各300㎡ 138,600日元1 11,550日元1

L2/L3/L4/L5/L6 各200㎡ 92,400日元1 7,700日元1

L3-L4 L4-L5 L5-L6 各400㎡ 184,800日元1 15,400日元1

L3-L5 L4-L6 各600㎡ 277,200日元1 23,100日元1

L3-L6 各800㎡ 369,600日元1 30,800日元1

中会议室 M1/M2/M3/M4/M5 各100㎡ 46,200日元1 3,850日元1

小会议室

S1/S2 0各30㎡ 7,800日元1 650日元1

S3/S4/S5/S6/S7 0各50㎡ 13,080日元1 1,090日元1

多功能使用场所

52日元／1㎡・1天（0:00～24:00）

停车场

项目 每小时*3 24小时以内*4

普通汽车

（高2.5m以下）

使用Aichi Sky Expo（爱知天空

展览馆）设施时*5
300日元1 800日元1

上述情况除外时 300日元1 1,600日元1

大型汽车

（高超过2.5m）

使用Aichi Sky Expo（爱知天空展

览馆）设施时*5
1,000日元1 1,900日元1

上述情况除外时 1,000日元1 5,000日元1

两轮机动车 100日元1 500日元1

残障人士折扣 出示残障人士手册，可享受半价折扣

2/5

*1:核心时间以外（21点～次日9点），仅限在没有任何问题的情况下，可以小时为单位提前或延长。
*2:连续数日使用的情况下，如从第一天9点至最后一天21点之间的核心时间外（21点～次日9点）延长使用的情况下，每1

小时将产生追加使用费用。但从本设施使用人员离开关锁（各核心时间外仅限关锁一次），至下一次开锁之内的时间内，
不收取追加使用费用。在此类不收取追加使用费用的时间带内，使用者可将物品存放于设施内，但须自行承担相应责任。
*3:入场30分钟以内免费。
*4:120小时以内可重复适用“24小时以内”的收费制度，如超过120小时，则根据使用时间追加收取每小时费用。
*5:“使用Aichi Sky Expo（爱知天空展览馆）设施时”，是指参加在展厅、会议室或停车场、多功能使用场所举办的展会等，

或使用此类设施举办展会等时或使用餐饮店时。

2019年9月30日之
前适用

Aichi Sky Expo（爱知天空展览馆）收费表
适用于2019年6月11日之后申请通过使用许可的使用者。



下列费用包含8%的消费税。

空调设备

项目 单位 使用费

展厅A

冷气 每小时 31,980日元1

暖气 每小时 20,800日元1

仅使用风扇 每小时 00,910日元1

展厅B～F

冷气 每小时 28,600日元1

暖气 每小时 20,150日元1

仅使用风扇 每小时 00,520日元1

音响相关附属设备*1

项目 规格
使用场所

单位 使用费
展厅 会议室 其他

会议室音响套件（数字
音频混音器、视频切换
器、CD播放器、数字多

功能处理器、数字功放、
讲台兼操作台、主扬声
器、副扬声器）

L1-L6
M1-M5 每天每套 041,500日元1

桌面式话筒 动圈式话筒 ○ ○ ○ 每天每个 00,1,500日元1

有线话筒 动圈式话筒 ○ ○ ○ 每天每个 1,500日元1

无线话筒（手持型） ○ ○ ○ 每天每个 2,900日元1

无线话筒（领夹型） ○ ○ ○ 每天每个 2,900日元1

桌面式话筒座 ○ ○ ○ 每天每个 0500日元1

立式话筒架 ○ ○ ○ 每天每个 0500日元1

视频相关附属设备*1

项目 规格
使用场所

单位 使用费
展厅 会议室 其他

吊顶式投影仪（250英
寸屏幕专用）及250英
寸屏幕

10,000流明
L1

L3-L6 每天每套 0075,000日元1

吊顶式投影仪（150英
寸屏幕专用）及150英
寸屏幕

7,000流明
L2

M1-M5 每天每套 0037,500日元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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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9月30日之
前适用

*1:不含安装及拆卸相关费用。

安装及拆卸相关作业、向有关机构提出申报等相关手续需由获得使用许可的人员执行。

Aichi Sky Expo（爱知天空展览馆）收费表

适用于2019年6月11日之后申请通过使用许可的使用者。



下列费用包含8%的消费税。

视频相关附属设备*1

项目 规格
使用场所

单位 使用费
展厅 会议室 其他

副显示器（带支架） 55英寸 ○ ○ ○ 每天每套 0050,000日元1

馆内视
频网络
套件

视频编码器
―1台

视频解码器
―1台

○ ○ ○ 每天每套 0033,000日元1

视频编码器
（追加）

○ ○ ○ 每天每台 0016,500日元1

视频解码器
（追加）

○ ○ ○ 每天每台 0016,500日元1

移动式屏幕 60英寸 ○ ○ ○ 每天每台 002,000日元1

移动式投影仪 4,000流明 ○ ○ ○ 每天每台 0017,400日元1

广告显示设备*1

项目 规格
使用场所

单位 使用费
展厅 会议室 其他

大型数字标牌
LED 
W4.550m
×H2.555m

明线槽 每天每套 0016,500日元1

小型数字标牌
液晶
84英寸 ○ ○ ○ 每天每套 006,600日元1

电脑*1

项目 规格
使用场所

单位 使用费
展厅 会议室 其他

电脑 台式电脑 *2 *2 *2 每小时每套 00500日元1

其他附属设备*1

项目 规格
使用场所

单位 使用费
展厅 会议室 其他

椅子（单人椅） ○ ○ ○ 每天每把 00500日元1

写字板椅（单人椅） ○ ○ ○ 每天每把 00500日元1

长桌 ○ ○ ○ 每天每张 00900日元1

圆桌（带白布） ○ ○ ○ 每天每张 003,300日元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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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不含安装及拆卸相关费用。
安装及拆卸相关作业、向有关机构提出申报等相关手续需由获得使用许可的人员执行。
*2:原则上安装与访客商务中心，但使用展厅、会议室等的单位如

进行申请，也可更换场地使用。（数量有限。）

2019年9月30日之
前适用

Aichi Sky Expo（爱知天空展览馆）收费表
适用于2019年6月11日之后申请通过使用许可的使用者。



下列费用包含8%的消费税

其他附属设备*1

项目 规格
使用场所

单位 使用费
展厅 会议室 其他

高脚桌 ○ ○ ○ 每天每张 001,600日元1

高脚椅 ○ ○ ○ 每天每把 001,100日元1

椅子（长椅） ○ ○ ○ 每天每把 001,100日元1

接待椅 ○ ○ ○ 每天每把 001,500日元1

讲台 ○ ○ ○ 每天每张 001,700日元1

花架 ○ ○ ○ 每天每个 00600日元1

全身镜 ○ ○ ○ 每天每个 001,200日元1

白板 ○ ○ ○ 每天每块 003,300日元1

公告板（两面） ○ ○ ○ 每天每块 001,200日元1

隔板（带轮子的面板） ○ ○ ○ 每天每块 001,800日元1

信息板 ○ ○ ○ 每天每块 00700日元1

舞台（带装饰围边、台阶） ○ ○ ○ 每天每套 002,800日元1

激光笔 ○ ○ ○ 每天每支 00700日元1

手推车 ○ ○ ○ 每天每台 003,000日元1

平置推车 ○ ○ ○ 每天每台 00800日元1

围栏 ○ ○ ○ 每天每个 00600日元1

隔离带 ○ ○ ○ 每天每个 00300日元1

轻量路锥 ○ ○ ○ 每天每个 00200日元1

路锥连接杆 ○ ○ ○ 每天每个 00200日元1

灭火器 ○ ○ ○ 每天每个 001,200日元1

箱式灭火设备Ⅰ型 ○ ○ ○ 每天每个 54,000日元1

使用电、燃气、水的额外费用*2

项目 使用场所 单位 使用费

电 展厅 每1kWh 0036日元1

燃气 展厅 每1㎥ 00131日元1

水 展厅/多功能使用地 每1㎥ 00510日元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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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9月30日之
前适用

*1:不含安装及拆卸相关费用。

安装及拆卸相关作业、向有关机构提出申报等相关手续需由获得使用许可的人员执行。
*2:因使用空调设备而使用电、燃气或水的情况除外。

Aichi Sky Expo（爱知天空展览馆）收费表
适用于2019年6月11日之后申请通过使用许可的使用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