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國 桂林
體驗桂林的山水藝術魅力假期

Guilin



 中國首座榮獲「綠色地球環保標章」認證度假村
 4座餐廳及3座吧台，全天候提供國際性三餐美食及無限飲品輕食
 豐富室內與室外活動，如空中飛人、射箭、品酒與廚藝課程等
 百件藝術雕塑作品，壯麗山水與藝術的完美結合
 榮獲TripAdvisor評選為2014年亞洲最佳家庭式飯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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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01度假村資訊
•地點：廣西省桂林
•由桂林兩江國際機場至度假村約需45分鐘車程
•2013年8月1日開幕
•面積：46 公頃(ha)
•度假村使用貨幣：人民幣; 村內有提款機，無兌換外幣服務
•度假村使用信用卡：銀聯卡, VISA, MASTER, AMEX, JCB
•度假村備有醫療設施*
•度假村內有68個停車位
•房間及度假村內皆有免費WIFI

_02當地資訊
•時區：與台灣無時差(GMT + 8)
•天氣：四季分明，夏季濕熱，冬季濕冷。1月
均溫8.5 °C(47.3 °F) ；7月均溫28.7 °C (83.7 °F)

Club Med Guilin
桂林愚自乐园Club Med
Dabu Town, Yanshan District, Guilin, Guangxi 
Province, China 541006
中国广西桂林市雁山区大埠乡541006
Tel:+86 773 225 5000
Fax:+86 773 225 5830

•度假村提供歡迎寶寶服務及保姆服務* (保姆為委外)

•時尚雕塑公園：公園占地46公頃，公園內展現了來自
30個國家，150名國際知名藝術家的作品

度假村獲頒獎項:
<新京報> 2012 年中國旅遊品牌- 最有價值飯店
<東方早報> 2013 年中國旅遊媒體獎 – 年度最佳度假村
<廣州日報> 2013年最受歡迎度假村
<Trip Advisor> 2014 年Certificate of Excellence
<Environmental Certifiacte> Green Globe 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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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03住宿資訊(329間房)

19 間套房
•面積：約70m²
•最多可入住3人
•山景或雕塑公園景觀
•客房設備：空調/暖氣,淋浴設備,吹風機,迷你吧台,保
險櫃,電話,2台平面電視(42及46吋),Espresso咖啡
機,DVD播放器,多孔插座(220V),免費網路,熱水壺及
茶組,浴袍及拖鞋,熨斗及燙衣板,浴廁用品
•每日補充礦泉水、迷你吧台，套房早餐服務，夜床
服務、迎賓小禮

40 間麗景露台房& 31 間麗景房
•面積：約41m²
•最多可入住2-3人
•度假村景觀
•客房設備：空調/暖氣,吹風機,迷你吧台(僅於抵
達日補充),保險櫃,淋浴設備,電話,1台平面電視
(42”),多孔插座(220V), 免費網路,熱水壺及茶組,
浴袍及拖鞋,熨斗及燙衣板,浴廁用品
•每日補充礦泉水、夜床服務、迎賓小禮

 239 間標準房
•面積：約23m²
•最多可入住2-3人 (2位成人+1位12歲以下兒童）
•度假村景觀
•客房設備：空調/暖氣,吹風機,迷你冰箱,保險櫃,淋
浴設備,電話,1台平面電視(39”),多孔插座(220V), 
免費網路,熱水壺及茶組,浴袍及拖鞋,浴廁用品
•每日補充礦泉水

您可在此欣賞園區山水的開放式景觀！
•前台接待大廳
•精品店*
•村外旅遊中心*
•照相中心*
•藝品中心*

_04迎賓樓

* 需額外付費。詳細活動需以度假村現場公告為準。



Atelier 主餐廳
•每日提供國際三餐自助美食料理，提供
中国特色料理：川菜、粤菜、海南料理 
•共有600席(包含室外64席、7間包席內
的共55席)

_05餐廳

_06吧台

蒙古燒烤餐廳
•提供蒙古烤肉晚餐
•共有200席
(非每日開放，須以度假村現場公告為準，
晚餐須於櫃檯先行預約)

_07廚藝學校

麵食吧台
•提供中國各地不同的傳統麵食料理
•共有84席
•每日12:00-00:00，提供點心及宵夜

Atelier 主吧台
-結合酒吧、餐廳、休閒娛樂的空間設計
-吧台區域另有5間KTV室、5座麻將間、撞球、吸菸室、
Live 演唱、DJ舞池等

泳池吧台
-位於泳池中央一覽園區美景 (冬季不開放)

照月吧 
-在風林露台享受下午茶或葡萄酒時光
(照月吧並非每天開放，開放日期以度假村為主。冬季不開放)

• 烹飪教室*
-提供中式及西式廚藝教學課程
• 品酒廊*
-由專業酒侍G.O提供國際品酒課程(1天2個課程)

_08兒童俱樂部

-幼兒俱樂部* : 2-3 歲
-兒童俱樂部: 4-10歲
-青少年俱樂部: 11-17 歲
-兒童晚間俱樂部*: 2-10 歲

* 需額外付費。詳細活動和時間需以度假村現場公告為準。

Lotus 蓮花餐廳 
•單點或套餐的主題東西式晚餐
(非每日開放,須以度假村現場公告為準，需預訂)



_09各式陸上活動

_10休閒活動

* 需額外付費。詳細活動需以度假村現場公告為準。

•適合各年齡層指導課程
-室內/室外空中飛人
-太極
-瑜珈
-單車

•非教學課程運動
-羽球
-籃球
-桌球
-網球
-足球
-排球
-心肺重訓室

•適合初學者課程
-射箭
-健身課程
-健行
-鋼管舞課程
-攀岩
-高爾夫

•室內游泳池
-位於健身中心內
-冬季時為溫水泳池
-深度：1.2m (成人);0.3m (兒童)

•健身中心
-心肺重訓室
-舞蹈教室
-乒乓球桌
-置物櫃
-醫務室*

•靜池
-成人專屬深度:1.5m (冬季不開放)

•其他
-撞球*
-晚間娛樂秀及派對
-KTV室
-Live 音樂演唱
-麻將間
-岩洞內活動*

•主游泳池 
-Club Med和中國第一大自然池 
-偌大的雕塑公園，享受開放式的空
間，清新的空氣 (冬季不開放）
-1800m² ，深度0.75 -1.2m 



_11村外旅遊* _12Spa by Comfort Zone*

15 間Spa房，25張按摩床
適合情侶與全家人的療程
足部按摩
桑拿和蒸氣浴

•Comfort Zone為義大
利頂級Spa品牌，於全
球多個5星級連鎖飯店
設立服務據點

_13文化體驗課程*

-著色 
-中國書畫 
-基本雕塑
-珠寶製作 
-陶藝
-手工皂 
-中國結 

* 需額外付費。詳細活動需以度假村現場公告為準。

大自然體驗
• 漓江冠岩之旅
• 遇龍河+銀子岩
• 龍脊梯田

找尋情感的道路
• 吉普車/邊車/策馬/風行者

探索之旅

當地文化探索
• 桂林探索之旅
• 印象劉三姐秀(晚間)
• 香格里拉世外桃源遊覽與

印象劉三姐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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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年齡層兒童俱樂部
-由我們專業的G.O帶領您的孩子從事各項活動
(寶寶俱樂部*,幼兒俱樂部*,兒童俱樂部,青少年俱樂部)

精緻舒適的住宿選擇
-我們的度假村選擇： 3叉戟度假村，4叉戟度假村 ， 5
叉戟豪華度假村， 5叉戟奢華空間及別墅系列
-根據您選擇的度假村提供不同類型的住宿:標準房,麗景
房,以及豪華套房

各式美食，全天營業的酒吧及輕食點心 
-在主餐廳或特色餐廳，從早餐到晚餐，您皆可享受我們
的各式國際美食
-無論白天或晚上都可無限享用各種甜鹹輕食點心 
-各種酒類和非酒精飲料提供(1)(2)
-5叉戟奢華空間和別墅系列無限提供香檳 (3)

探索當地特色文化 
-各種遊覽*發現當地文化
-各式創意活動(1):當地傳統舞蹈,烹飪工作坊…等 

*額外費用
**額外費用或免費的，根據勝地。
⑴ 根據不同的度假勝地。
⑵ 根據房間的類別選擇的價格可能會發生變化
⑶ 從下午6點供應。喝太多酒可能會危及你的健康。

往返航班及轉乘
-返回航班包括所有稅費
-機場及度假村之間的車程

夜間娛樂及派對
-晚間G.O節目和不同的各式主題夜
-享受假期時光每晚獨特的Club Med氛圍

於健身及活動後放鬆
-多種選擇的水療護理*
-放鬆於游泳池，水療池，土耳其浴**或桑拿**中

多樣的運動及休閒活動選擇
- 提供多種運動(1) ：空中飛人，高爾夫，帆船，橡皮艇，
射箭，潛水 以及更多
 - 一流的設施和設備，及專業G.O教練帶領

Club Med為優質全包式假期先驅。發現世界上最佳旅遊勝地
之美，令您享受精緻全包式假期的每一刻。

Club Med精緻全包式假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