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lub Med模里西斯 
愛比昂 & 康隆尼角 



印度洋上耀眼矚目的珍貴寶石 



模里西斯地理特性 

 擁有天堂般的美景  

 區域面積： 2,040 km² 

 人口數量： 1.30M 

 具有濃厚的亞非異國風味及多元文化，非其他熱帶島國可比擬 

非洲 

模里西斯 

亞洲 

 模里西斯當地飯店及度假村以提供

享譽國際的服務品質聞名 

 鄰近印度洋，擁有天堂般的美景 

 世界最大的珊瑚礁群之一 

 美麗的白色沙灘 

 溫暖宜人的四季氣候 

 模里西斯比台灣慢4小時 



Club Med 精緻全包式假期 



Club Med於模里西斯的2座度假村 

 Club Med愛比昂 

& 

愛比昂獨棟別墅  

Club Med康隆尼角 
全新改裝升級！ 



Club Med 愛比昂 



佔地21公頃的Club Med愛比昂度

假村是Club Med最高等級的奢華

度假村，背靠雄偉山脈，面向遠

眺印度洋的優美海岸線，並有兩

處淨白沙灘圍繞，擁有最廣闊開

放的空間以及浪漫寫意的日落美

景，讓您能在此體驗名人最愛的

假期活動，體驗天堂夢境般的頂

級尊寵假期。 

頂級精緻全包式假期體驗 



 Club Med 五叉戟度假空間 

 附設頂級獨棟別墅的Club Med度假村 

 配有專屬海景露台空間的頂級住宿空間 

 提供擁有「Table Gourmet」饕客級認證的

國際性三餐美食及融合歐、亞、非菜式大成

的克里歐料理 

 Tamarina Golf Club* 

 擁有印度洋中最優美的珊瑚礁群，是

深海潛水*愛好者的天堂 

 法國知名CINQ MONDES Spa*進駐 

CINQ MONDES Spa：www.cinqmondes.com 

 獨一無二的天然美景 

 名人專屬度假盛地 

 多樣化的水陸活動 

* 需額外付費 

* 實際狀況需視度假村公告為主 

Club Med 愛比昂特色 

http://www.cinqmondes.com/


愛比昂度假村空間位置圖 

標準房與麗緻房 Calm游泳池 套房與私人海灘區 CINQ MONDES Spa* 

高爾夫球訓練場 潛水出發點 La Distillerie主餐廳 Le Phare主題餐廳 獨棟別墅區 



Club Med 愛比昂 

餐廳及吧台 



La Distillerie 主餐廳 
 

位置緊鄰游泳池，這間餐廳歡迎前來享用三餐：露天
陽台，遮蔽式陽台或一樓用餐處供您選擇，皆可觀賞
到緊臨渡假村的海湖美景。 

2座餐廳 

Le Phare 主題餐廳 
 

富有濃厚的本地色彩，僅僅與海洋有數碼之遙，猶如
置身於人間天堂般美麗夢幻。可享用道地的本地美食
和亞洲美食。需預約。 



３座吧台 

L‘Alouda 主吧台 
 

座落於度假村絕佳的地點，
吧台在白天圍繞舒適氛圍，
到了晚間時分，燈光在礁湖
上倒映粼粼波光，滿溢浪漫
輕鬆的氛圍。 

Le Banian 池畔吧台 
 

位於主餐廳和泳池旁，擁有
著放鬆和優雅氣氛歡迎您的
光臨。另可提供雪茄*。 
 
*需額外付費 

沙灘吧台 
 

從事完水上活動後，歡迎您
到沙灘吧台點一杯清涼的飲
料，悠閒享受徐徐海風吹拂
。 
 

已包含在費用中之飲品 
我們的吧台全天候提供各式特調飲品與點心輕食，不需煩惱是否該隨身攜帶錢包，因為這些費用都已包含在您的假期中。 
需額外負擔費用之飲品 
若您在度假村內單點了高級酒品如：香檳、白蘭地、或是威士忌…等，此類酒品將需負擔額外費用。 



Club Med 愛比昂 

豐富水陸活動 



豐富多元的水陸及休閒活動 

 ECOLES DE SPORTS專業運動課程 
高爾夫球*、 帆船、網球、潛水 

 
 分區泳池 

主泳池 、幼童專屬泳池、成人專屬靜池 
 
 水上活動 

浮潛、獨木舟、站立式槳板 
 

 球類運動 
沙灘排球、桌球、法式鐵球 
 

 其他活動 
射箭、空中飛人（限4歲以上）、水中有氧、
健身中心 

 
 海釣* 

探索多種珍貴稀有的鯨、鯊與魚類。（所有活
動與配備符合IGFA標準） 

 
 CINQ MONDES 品牌SPA*  

*需額外付費 
詳細內容須以度假村公告為準 



ECOLES DE SPORTS運動學校 

ECOLES DE SPORTS運動學校就在Club Med！ 

Club Med和世界知名運動學校－Ecoles de Sports

合作，在愛比昂度假村提供最專業的個人及團體課

程，不管您是初學者還是已有程度的進階者，在專

業G.O的親切指導之下，您都可以盡情享受運動的樂

趣，在假期中不斷進步。 



夜間娛樂活動 

 G.O娛樂秀 

          每天晚上活潑可愛的G.O®們都會為您帶來

精彩絕倫的夜間娛樂秀。所有演出的節目都

是由專業編舞家設計編排而成。快來欣賞舞

台上G.O®們另人嘆為觀止的精采演出，讓

在Club Med的每晚都永生難忘！ 

 主題派對 

          我們在每個晚上都為您設計了不同主題的娛

樂活動。每種主題都會有相對應的裝飾和服

裝規定。您可以提前替自己和孩子準備好派

對服裝，和G.O®們一起拌靓，嗨翻全場！  

 



Club Med 愛比昂 

兒童俱樂部 



Club Med 分齡兒童俱樂部 

愛比昂度假村包含以下年齡段的兒童俱樂部： 

幼兒俱樂部 Petit Club Med®* ( 適合 2 至 3 歲)  

兒童俱樂部 Mini Club Med® ( 適合 4 至 10 歲 ) 

青少年俱樂部 Juniors’ Club Med® ( 適合 11 至 17 歲 ) 

＊需額外收費  

 

孩子們在Club Med 收穫的將不僅僅是最純真的歡樂回憶，還有寓教於樂的寶貴經驗。無論

是2-3歲的兒童或是17歲的青少年，我們都根據渡假村的情況規劃了一系列的設施和活動。在

專業熱情的 G.O®帶領下，孩子們將很快的融入歡樂氛圍，獲得最美好的假期回憶。 



幼兒俱樂部 Petit Club Med® 

幼兒俱樂部 Petit Club Med®* ( 適合 2 至 3 歲)  
  

全新區域，特色是可體驗的海洋世界的魔幻魅力，欣賞魚類、珊瑚以及
貝類。提供新鮮刺激且具有創意的行程、散步行程以及戶外遊戲。 

＊需額外收費 



兒童俱樂部 Mini Club Med® 

兒童俱樂部 Mini Club Med® 

( 適合 4 至 10 歲 ) 
 

透過一系列寓教於樂的探索、運動

、與互動遊戲，您的孩子一定會有

個獨一無二且充滿歡樂回憶的假期

時光！為了保證所有孩子都能夠參

與最適合的課程及活動。 

我們依照孩子的年齡與各項發展，

將迷你俱樂部分為3個階段：4-5歲

、6-7歲、 8-10歲。 



青少年俱樂部 Juniors’Club Med® 

青少年俱樂部  

Juniors’ Club Med®  

( 適合 11 至 17 歲 )  
 

我們有專為青少年所設計的活動空間，

您的孩子將在這裡認識同年齡段的朋友

，並在專業G.O®的帶領下體驗豐富活

動，獲得一段夢寐以求的假期時光。 



Club Med 愛比昂 

舒適住房設施 



愛比昂度假村擁有多元房型選

擇，包含附有露台或陽台的標

準房、麗緻房及套房，可俯視

蔚藍海洋或綠意花園景觀，給

您帶來最優質愜意的住房體驗

。 

Club Med愛比昂 

客房概況 



標準房 

擁有美麗海景或清新花園視野的舒適標準房 

房間面積：41m2-50m2 

入住人數：1-3人 

客房設施 

電話,網路,熱水壺,平面電視,熨斗組,浴室 (附設浴缸與淋浴),雨傘,咖啡/茶沖泡用具,躺椅,空調/暖氣,嬰兒床(需額外付費),保險箱,Type C 規格插座/200-240伏

特,沙發,浴缸, 淋浴間, 獨立洗手間, 座獨立洗手台, 吹風機, 化妝鏡, 浴袍, 拖鞋,品牌保養組（洗髮精、沐浴乳、身體乳液等） 

服務項目 

下午3前抵達可享用免費午餐,拖鞋,浴袍,品牌保養組（洗髮精、沐浴乳、身體乳液等） 

,禮賓服務,夜床服務,乾洗服務（需額外付費）,洗衣服務（需額外付費）,海灘毛巾,行李運送服務,清潔服務 



愛比昂度假村標準房型組合 

 標準房：41 m² 的標準房空間, 提供七種不同的房型組合。 

 行動不便房：房型面積50 m²，提供身障旅客方便的住宿機能。  ˋ 

房型 代號 房型相關細項 

標準房 
C2 
Occ1,2,3,4 

41 m², 1、2樓均設有 9 m² 的陽台或露台，可與相同 code 的A2房連結。 

標準連通房 
C2+C2 
Occ4,5 

適合家庭旅遊的房型，有1F or 2F選擇，每個房間均有41 m²、獨立衛浴設備與
9m²的陽台或露台，每個房間也可獨立上鎖。 

海景標準房 
B2 
Occ1,2,3,4 

41 m², 有1F or 2F選擇，均設有 9 m² 的陽台或露台，.可直接看到海景；可與相
同 code 的A2房連結。. 

海景標準連通 
面海灘標準房 

B2+A2+ 
Occ4,5 

兩個房間共91 m² (41m² and 50m²) ，房間設於1F, 每個房間的陽台或露台均有 
lounge 空間。 

海景套房 
連通海景標準房 

B2+S2+ 
Occ4,5 

適合家庭旅遊的尊寵房型選擇。 
111 m²的空間位於花園區1F。. 70 m² Suite 擁有獨立的lounge 空間，41 m² 標
準房設有陽台或露台 。 

面海灘標準房 
B2P 
Occ1,2,3,4 

41 m² 位於花園區，附屬的露台區可直接看到海景，可與S2+ occ3 與 B2 occ3 
連結 

海景麗緻房 
連通海景標準房 

A2+C2 
Occ4,5 

適合家庭旅遊的房型，兩個房間共91 m² (41m² and 50m²) ，位於花園區，有1F 
or 2F選擇，兩房均設有陽台或露台，其中一個房間設有 lounge 空間。 

標準房 
-帶無障礙設施 

H2 
Occ1,2,3 

50 m² 房間附有 lounge 空間與18 m²的花園景觀露台，此房型僅可與C2 房連結。 



麗緻房 

擁有無敵海景或清新花園視野，給您最放鬆的住房體驗 

房間面積：50m2 

入住人數：1-２人 

客房設施 

電話,網路,熱水壺,平面電視,熨斗組,浴室 (附設浴缸與淋浴),雨傘,冰箱,咖啡/茶沖

泡用具,沙發,躺椅,每日補充迷你吧,空調/暖氣,嬰兒床(需額外付費),保險箱,Type 

C 規格插座/200-240伏特, 浴袍, 淋浴間, 座獨立洗手台, 獨立洗手間, 浴袍, 拖鞋, 

吹風機, 化妝鏡,品牌保養組（洗髮精、沐浴乳、身體乳液等） 

服務項目 

機場至度假村間接送服務（僅限含機票行程）,瓶裝水,下午3前抵達可享用免費

午餐,拖鞋,浴袍,,客房服務,禮賓服務,夜床服務,乾洗服務（需額外付費）,洗衣服

務（需額外付費）,海灘毛巾,行李運送服務,清潔服務,主題餐廳優先預約 



套房 

寬廣溫馨的套房附設客廳，擁有無敵海景或
清新花園視野，使人心曠神怡 

房間面積：70m2-71m2 

入住人數：1-3人 

客房設施 

電話,廣播 / CD,咖啡機,網路,熱水壺,平面電視,熨斗組,浴室 (附設浴缸與淋浴),雨傘,MP3撥放器,咖啡/茶沖泡用具,戶外淋浴設備,沙發,音響設備,躺椅,每日補充

迷你吧,藍芽音響,空調/暖氣,嬰兒床(需額外付費), 保險箱,Type C 規格插座/200-240伏特,沙發, 獨立洗手間, 座獨立洗手台, 吹風機, 化妝鏡, 浴袍, 拖鞋, 品牌

保養組（洗髮精、沐浴乳、身體乳液等） 

 

服務項目 

機場至度假村間接送服務（僅限含機票行程）,瓶裝水,專屬吧台香檳暢飲（晚間6-11點）,下午3前抵達可享用免費午餐,住宿期間指定聯絡人,拖鞋,指定時間

客房清潔服務,浴袍,客房服務,禮賓服務,夜床服務,乾洗服務（需額外付費）,洗衣服務（需額外付費）,海灘毛巾,主題餐廳優先預約 



愛比昂度假村麗緻房與套房 

 麗緻房：50 m² 房間空間搭配專屬的海景露台空間，讓您在假期中倍感尊寵。 

 套房：70 m²擁有專屬露台與lounge空間，創造頂級的假期住宿體驗。 ˋ 

房型 代號 房型相關細項 

麗緻房 
A2 
Occ1,2,3 

50 m² 房間附有lounge area at garden level 或1F的花園景觀、與 18 m² 陽台
或露台，此房型僅可與C2 房連結。 

海景麗緻房 
A2+ 
Occ1,2,3 

50 m² 房間位於1F。附有lounge空間與 18 m² 海景陽台或露台，此房型僅可
與B2 房連結。 

套房 
 

S2 
Occ1,2,3 

70 m² 頂級套房，擁有專屬露台lounge 空間。 

海景套房 
S2+ 
Occ1,2,3 

70 m² 頂級套房，擁有專屬露台與無敵海景 lounge 空間。 
 



愛比昂獨棟別墅 

頂級奢華系列 



 Club Med 頂級奢華系列獨棟別墅  

– 設計概念 

愛比昂度假村的每座獨棟別墅都經世界級設計師Marc Hertrich和Nicolas Adnet

精心打造，建築面積從255－400m²不等，包括2－4間房間，每個房間都彰顯獨

特個性，散發著來自歐亞大陸、非洲、以及印度的文化氣息。 



 Club Med 頂級奢華系列獨棟別墅  

–頂級客製化服務 

別墅管家提供個別服務 > 
別墅管家 (butler) 
•可幫客人預約各式活動及服務項目 
•客房服務 
•任何特別相關需求 

禮賓諮詢服務 > 
“迎賓服務” 

禮賓諮詢服務與每晚6點後香檳無限暢飲 

別墅內早餐及下午茶 > 別墅早餐及下午茶服務 11:00 – 00:00 

專屬服務及活動 > 
精緻美饌及娛樂 
不限次數享受18洞高爾夫球揮桿樂趣 

量身訂做客製化服務 > 
頂級CINQ MONDES Spa*, 私人晚餐* 
別墅Spa服務* / 私人晚餐*可安排在驚喜
地點及專屬時段 



兩房別墅 

入住獨棟別墅，擁有最輕鬆愜意的住房體驗 

房間面積：80m2 

入住人數：1-6人 客房設施 

電話,洗衣機,乾衣機,製冰機,DVD撥放器,咖啡機,網路,熱水壺,平面

電視,迷你高傳真音響裝置,冰桶,熨斗組,浴室扶手,浴室 (附設浴缸

與淋浴),雨傘,微波爐,冰箱,榨汁機,電烤箱,洗碗機,抽油煙機和電磁

爐,廚房碗盤及鍋具,系統廚房,咖啡/茶沖泡用具,Wifi無線網路,音

響設備,家庭影院,立體音響組,戶外淋浴設備,緊急避難所,音響設備

,躺椅,每日補充迷你吧,藍芽音響,空調/暖氣,嬰兒床(需額外付費),

保險箱,Type C 規格插座/200-240伏特,沙發,分隔式獨立洗手台, 

獨立洗手間,浴袍, 拖鞋, 化妝鏡, 品牌保養組（洗髮精、沐浴乳、

身體乳液等） 

 

服務項目 

機場至度假村間接送服務（僅限含機票行程）,專屬吧台香檳暢

飲（晚間6-11點）,下午3前抵達可享用免費午餐,客房服務,Club 

Med Spa優先預約,禮賓服務,夜床服務,乾洗服務（需額外付費）,

洗衣服務（需額外付費）,海灘毛巾,行李運送服務,清潔服務,主題

餐廳優先預約,客房內早餐服務 



三房別墅 

擁有印度洋美麗海景或清新花園造景的獨棟別墅 

房間面積：123m2 

入住人數：1-9人 客房設施 

電話,洗衣機,乾衣機,製冰機,DVD撥放器,咖啡機,網路,熱水壺,平面

電視,迷你高傳真音響裝置,冰桶,熨斗組,浴室扶手,浴室 (附設浴缸

與淋浴),雨傘,微波爐,冰箱,榨汁機,電烤箱,洗碗機,抽油煙機和電磁

爐,廚房碗盤及鍋具,系統廚房,咖啡/茶沖泡用具,Wifi無線網路,音

響設備,家庭影院,立體音響組,戶外淋浴設備,緊急避難所,音響設備

,躺椅,每日補充迷你吧,藍芽音響,空調/暖氣,嬰兒床(需額外付費),

保險箱,Type C 規格插座/200-240伏特,沙發,分隔式獨立洗手台, 

獨立洗手間,浴袍, 拖鞋, 化妝鏡, 品牌保養組（洗髮精、沐浴乳、

身體乳液等） 

 

服務項目 

機場至度假村間接送服務（僅限含機票行程）,專屬吧台香檳暢

飲（晚間6-11點）,下午3前抵達可享用免費午餐,客房服務,Club 

Med Spa優先預約,禮賓服務,夜床服務,乾洗服務（需額外付費）,

洗衣服務（需額外付費）,海灘毛巾,行李運送服務,清潔服務,主題

餐廳優先預約,客房內早餐服務 



四房別墅 

寬敞的附客廳獨棟別墅，窗外擁有綠意盈盈的花園美景；或
印度洋絕美海景海景視野，享受心曠神怡的度假時光 

房間面積：155m2 

入住人數：1-12人 

客房設施 

電話,洗衣機,乾衣機,製冰機,DVD撥放器,咖啡機,網路,熱水壺,平面

電視,迷你高傳真音響裝置,冰桶,熨斗組,浴室扶手,浴室 (附設浴缸

與淋浴),雨傘,微波爐,冰箱,榨汁機,電烤箱,洗碗機,抽油煙機和電磁

爐,廚房碗盤及鍋具,系統廚房,咖啡/茶沖泡用具,Wifi無線網路,音

響設備,家庭影院,立體音響組,戶外淋浴設備,緊急避難所,音響設備

,躺椅,每日補充迷你吧,藍芽音響,空調/暖氣,嬰兒床(需額外付費),

保險箱,Type C 規格插座/200-240伏特,沙發,分隔式獨立洗手台, 

獨立洗手間,浴袍, 拖鞋, 化妝鏡, 品牌保養組（洗髮精、沐浴乳、

身體乳液等） 

 

服務項目 

機場至度假村間接送服務（僅限含機票行程）,專屬吧台香檳暢

飲（晚間6-11點）,下午3前抵達可享用免費午餐,客房服務,Club 

Med Spa優先預約,禮賓服務,夜床服務,乾洗服務（需額外付費）,

洗衣服務（需額外付費）,海灘毛巾,行李運送服務,清潔服務,主題

餐廳優先預約,客房內早餐服務 



Club Med 康隆尼角 



難忘的假期回憶  

Club Med康隆尼角度假村被茂密

的熱帶植物團團擁簇，走進度假村

，充滿當地文化元素的內部裝潢將

吸引您的眼球。 
 

您可以悠閒的和心愛的另一半攜手

漫步在白色沙灘上，運動愛好者們

可以和朋友們嘗試各式水陸活動盡

情狂歡，孩子們可以在兒童俱樂部

盡情探索世界、揮灑創意和無窮無

盡的想像力，認識來自世界各地的

好朋友。 

備註：康隆尼角度假村將於2018/05/19-

11/9進行整修工程。 



 Club Med 4叉戟等級精緻度假村 

於2007年重新設計，融入當地文化特色及摩登現代風貌。 

  親子友善環境 

針對4 個月至 17 歲的兒童及青少年不同需求，重新規劃設計專屬活動空間。 

 （分齡兒童俱樂部：寶寶俱樂部*、幼兒俱樂部*、 兒童俱樂部以及青少年俱樂部） 

 另有歡迎嬰幼兒入住度假村，Club Med Baby Welcome® 提供嬰幼兒照護服務。 

 優美景緻 

度假村外有綿延1000公尺長的細緻白

色珊瑚沙海灘，設有戲水區，洋傘露

台椅以及淋浴設備。 

 多樣化水陸活動 

提供網球，風浪板，滑水，帆船以及

潛水*等課程，是水上活動愛好者的天

堂。 

 

* 需額外付費 

* 實際狀況需視度假村公告為主 

Club Med 康隆尼角特色 



康隆尼角度假村空間位置圖 

1 

2 

3 

4 
5 

6 

7 

8 

標準房 

麗緻房 套房 

Blue Alma Gourmet 
Lounge主題餐廳 La Belle Creole主餐廳 

高爾夫球訓練場 

兒童俱樂部 

Club Med SPA* 



Club Med 康隆尼角 

餐廳及吧台 



2座餐廳 

The Belle Créole 主餐廳 
餐廳設計精緻典雅並富有殖民風格，三餐供應國際自助式美饌，滿

足您的味蕾。主餐廳內設有小寶寶角落，提供家長為寶寶準備餐食

的專屬空間，並備有在寶寶不同成長階段所需的嬰兒食品。 

Blue Alma Gourmet Lounge海邊餐廳 

位於美麗沙灘旁的田園風格主題餐廳，距離模里西斯的

蔚藍大海僅有幾步之遙。在這裡，搖曳的棕櫚樹光影和

漫不經心的海浪聲將伴隨您渡過美好用餐時光。主題餐

廳供應早午餐、午餐及預約制晚餐。 



Lazuli Bar成人專屬吧台 

成人靜區域吧台，供應軟性飲品及輕食。 

Blue Alma Gourmet Lounge Bar沙灘吧台 
這裡的環境有如天堂一般，您可在此欣賞海景，全天候營業。
傍晚時，迪斯可舞廳開始營業，酒吧注入全新的活力氛圍，也
供應各式各樣的雞尾酒，讓您在星光下細細品嚐。 

The Mauritius主吧台 

佈置裝潢溫馨浪漫，有舒適雅座，在日暮時分手持一杯雞尾

酒，更添幾分嫵媚慵懶的情調。這間酒吧幾乎全天候營業。

提供各式飲品及輕食，設有兒童專屬區域、雪茄儲藏室。 

已包含在費用中之飲品 
我們的吧台全天候提供各式特調飲品與點心輕食，不需煩惱是否
該隨身攜帶錢包，因為這些費用都已包含在您的假期中。 
 

需額外負擔費用之飲品 
若您在度假村內單點了高級酒品如：香檳、白蘭地、或是威士忌
…等，此類酒品將需負擔額外費用。 

3座吧台 



Club Med 康隆尼角 

豐富水陸活動 



豐富多元的水陸及休閒活動 

 ECOLES DE SPORTS 運動學校 
遊艇、滑水以及網球課程 
 
球類運動 
沙灘排球、網球、迷你足球、高爾夫球* 
 
健身 
水中有氧、Club Med 健身中心 
 
水上運動： 
獨木舟、站立式槳板、滑水、浮潛、搭乘玻璃船、潛水* 
 
CLUB MED SPA* 
提供各式各樣美容療程及天然成份美容產品 
 

 海釣* 
探索多種珍貴稀有的鯨、鯊與魚類。（所有活動與配備符
合IGFA標準） 
  
其他活動 
射箭 
 
村外旅遊* 

*需額外付費 
詳細內容須以度假村公告為準 



ECOLES DE SPORTS 運動學校 

Ecoles de Sports運動學校就在Club Med！ 

Club Med和知名運動學校－Ecoles de Sports合作，在

康隆尼角度假村提供最專業的個人及團體課程。不管您

是初學者還是已有程度的進階者，在專業G.O的親切指

導之下，您都可以在玩樂中不斷進步。 



夜間娛樂活動 

 G.O娛樂秀 

每天晚上活潑可愛的G.O們都會為您帶來精彩絕

倫的夜間娛樂秀。所有演出的節目都是由專

業編舞家設計編排而成。快來欣賞舞台上

G.O們另人嘆為觀止的精采演出，讓在Club 

Med的每晚都永生難忘！ 

 主題派對 

我們在每個晚上都為您設計了不同主題的娛樂活動

。每種主題都會有相對應的裝飾和服裝規定

。您可以提前替自己和孩子準備好派對服裝

，和G.O們一起拌靓，嗨翻全場！  

 



Club Med 康隆尼角 

兒童俱樂部 



Club Med 分齡兒童俱樂部 

康隆尼角度假村包含全年齡段的兒童俱樂部： 

寶寶俱樂部 Baby Club Med®* ( 適合 4 至 23 個月 ) 

幼兒俱樂部 Petit Club Med®* ( 適合 2 至 3 歲)  

兒童俱樂部 Mini Club Med® ( 適合 4 至 10 歲 ) 

青少年俱樂部 Juniors’ Club Med® ( 適合 11 至 17 歲 )  

＊需額外收費 

孩子們在Club Med 收穫的將不僅僅是最純真的歡樂回憶，還有寓教於樂的寶貴經驗。無論

是2-3歲的兒童或是17歲的青少年，我們都根據渡假村的情況規劃了一系列的設施和活動。在

專業熱情的 G.O®帶領下，孩子們將很快的融入歡樂氛圍，獲得最美好的假期回憶。 



寶寶俱樂部 Baby Club Med® 

寶寶俱樂部  

Baby Club Med®*  

( 適合 4 至 23 個月 ) 

由專業G.O®依照寶寶的生理時

鐘與發展所設計的一系列具有啟

發性的互動方式。 可觀賞島上最

具代表性的嘟嘟鳥。提供寓教娛

樂的活動與遊戲。 

＊需額外收費 



幼兒俱樂部 Petit Club Med® 

幼兒俱樂部 Petit Club Med®* ( 適合 2 至 3 歲)  

幼兒專屬活動區域，寶貝們可以體驗的海洋世界的魔幻魅力

，欣賞魚類、珊瑚以及貝殼。在這裡，您的寶貝可以認識其

他來自世界各地同年齡層的小朋友，一起玩樂與探索各項有

趣的活動。 

＊需額外收費 



兒童俱樂部 Mini Club Med® 

兒童俱樂部 Mini Club Med® 

( 適合 4 至 10 歲 ) 

全新區域，致力滿足住客需求。靈

感來自於自然及海洋活動（潛水或

衝浪）。這裡提供的活動包括：運

動、遊戲、創意活動以及專為兒童

設計的游泳池特別活動。 



青少年俱樂部 Juniors’Club Med® 

青少年俱樂部  
Juniors’ Club Med®  

( 適合 11 至 17 歲 )  

我們有專為青少年所設計的活動空間，您

的孩子將在這裡認識同年齡段的朋友，並

在專業G.O®的帶領下體驗豐富活動，獲

得一段夢寐以求的假期時光。 



Club Med 康隆尼島 

舒適住房設施 



運用受到度假村周圍的自然環

境啟發而賦予的設計靈感，創

造出簡潔現代的內部裝潢，選

用具有當地特色與異國情調的

材質，通過混搭各種木材，創

造出獨一無二的度假空間。 
 

備有197間標準房及72間麗景

房，其中麗景房可在露台上眺

望印度洋美麗海景。另有6間精

緻舒適的豪華套房，讓您享受

平靜氛圍。 坐在露台上可觀賞

印度洋美麗海景。 

Club Med康隆尼角 

客房概況 



標準房 

標準房位於小木屋的1樓或是較高樓層，窗外擁有怡人的大
自然景色。也可選擇海景連通房，隨時聆聽紓壓的海浪聲並
欣賞美麗海景 

房間面積：28-31m2 

入住人數：1-4人 

客房設施 

電話,網路,平面電視,熨斗組,淋浴間,雨傘,迷你吧,空調/暖氣,嬰兒床(需

額外付費),保險箱,Type E 規格插座/200-240伏特,Type I 規格插座

/220-240伏特, 獨立洗手間,吹風機,２座分隔式洗手台, 化妝鏡, 品牌保

養組（洗髮精、沐浴乳、身體乳液等） 

 

服務項目 

機場至度假村間接送服務（僅限含機票行程）,乾洗服務（需額外付費

）,洗衣服務（需額外付費）,行李運送服務,清潔服務 



海景麗緻房 

面朝大海的精緻客房，位於1樓或是較高樓層。內設臥室、客
廳及更衣室。 

房間面積：43m2 

入住人數：1-3人 

客房設施 

電話,網路,熱水壺,平面電視,熨斗組,淋浴間,雨傘,咖啡/茶沖泡用具,每日補充迷你

吧,空調/暖氣,嬰兒床(需額外付費),保險箱,Type E 規格插座/200-240伏特,Type 

I 規格插座/220-240伏特,沙發,獨立洗手間,吹風機,２座分隔式洗手台, 化妝鏡, 

品牌保養組（洗髮精、沐浴乳、身體乳液等）拖鞋,浴袍 

 

服務項目 

機場至度假村間接送服務（僅限含機票行程）,瓶裝水,迎賓禮,,夜床服務,乾洗服

務（需額外付費）,洗衣服務（需額外付費）,海灘毛巾,行李運送服務,清潔服務 



海景套房 

豪華套房有180度壯麗全景。 此豪華套房客房精緻舒適，內
有獨立沙發區，夫妻情侶最好的選擇。 

房間面積：62m2 

入住人數：３人 

電話,廣播 / CD,咖啡機,CD撥放器,網路,熱水壺,平面電視,熨斗組,浴室 (附設浴缸與淋浴),雨傘,MP3

撥放器,咖啡/茶沖泡用具,沙發,每日補充迷你吧,空調/暖氣,嬰兒床(需額外付費),寶寶歡迎套裝,保險

箱,Type E 規格插座/200-240伏特,Type I 規格插座/220-240伏特,沙發,獨立洗手間,吹風機,２座

分隔式洗手台, 化妝鏡, 品牌保養組（洗髮精、沐浴乳、身體乳液等） 

 

服務項目 

機場至度假村間接送服務（僅限含機票行程）,瓶裝水,迎賓禮,住宿期間指定聯絡人,拖鞋,指定時間

客房清潔服務,浴袍,客房內歐式早餐,夜床服務,乾洗服務（需額外付費）,洗衣服務（需額外付費）

,海灘毛巾,行李運送服務,清潔服務,私人WiFi 



康隆尼角度假村客房一覽表 

ˋ 

房間 代碼 詳細資訊 

標準房  
C2 
Occ 1,2 

28 平方公尺 
位於地面樓層、1 樓以及 2 樓，可觀賞花園景，有露台及陽台，可與 B2 及 C2 結
合。 
每間房設有上鎖房門及淋浴室。 
只可與相同代碼的房間結合。 

標準連通房 
C2+C2  
Occ 4 

海景標準房 
B2  
Occ 1,2 

28 平方公尺至 35 平方公尺 ／56 平方公尺 
位於1 樓以及 2 樓，可觀賞全景，有陽台。 
只可與相同代碼的房間結合。 
完美的家庭住宿選擇：連通房：每間房設有獨立上鎖房門及淋浴室。 可與 B2 及 
B2+B2 結合。 

海景標準連通房 
B2+B2  
Occ 4 

三人標準房 
C3  
Occ 1,2,3 

31 平方公尺 ／位於地面樓層或 1 樓，可觀賞花園景。  
可與相同代碼的房間結合或是和 H2 occ3 結合。 

海景三人標準房 
B3 
Occ 1,2,3 

31 平方公尺 ／位於地面樓層或 1 樓，可觀賞海景。 
可與相同代碼的房間結合或 S2 結合。 

海景麗緻房 
A2 
Occ1,2,3,4 43 平方公尺或 86 平方公尺／提供最美麗的房間，內部寬敞、舒適，裝潢時髦 。

位於地面樓層或 1 樓，可觀賞全海景。房間內有 Lounge 區，以及一處設有家具
的露台或陽台。 
可與 A2 occ 3 結合或是  A2 occ 4 。 
完美的家庭住宿選擇：連通房：每間房設有獨立上鎖房門、淋浴室以及更衣室。  
可與相同代碼的房間或 A2 結合。 

海景麗緻連通房 
A2+A2 
Occ 4,5,6 

海景套房 
S2 
Occ 1,2,3 

需提早預訂。62 平方公尺／位於地面樓層或 1 樓。 
可觀賞全海景，露台或陽台上備有家具。 臥房配備豪華大床與獨立 Lounge 區。 

標準房-帶無障礙設施 
H2 
Occ 1,2,3 

31 平方公尺 ／位於地面樓層，可觀賞花園景，配備多功能浴室。 
只可與 C3 結合。 
 



Thank Y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