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与 Club Med 的第一次亲密接触



您决定到Club Med来旅行的这一刻，

意味着您将开始经历一次美好的体验

- 欢 乐

- 分 享

- 发 现

- 热 情

- 自 由

Club Med总是座落于世界上风光旖旎的名胜之地。

在您的旅程中，我们将邀请您体验动与静的奇妙融合。

从此刻起，我们希望与您一同分享旅程的欣喜，这就是我们为您精心准

备这个手册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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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许是您第一次来 Club Med 度假村，
让我们引领您的欢乐旅程
这对您来说是一个很好的经验

ClubMed 小字典

G.M:

如果有人叫您GM，不要惊讶，GM的意思是“ 可爱的客人” （Gentle Member），

ClubMed不只是让G.M感到宾至如归，更要让G.M感觉远离都市束缚，清新而自在。

G.O:

G.O们是“ Gentil organisateurs”的缩写，即‘ 欢乐假期组织者’ 。我们国际化G.O团

队各有特长，教您度假村的各项活动，照顾您的孩子，与您共进晚餐，还是晚间秀中的

超级明星，是您的朋友也是您的玩伴，为您营造快乐亲切的度假氛围。

着装主题:

* 每日着装主题会在度假村公布

狂欢舞会:

每晚的狂欢舞会点燃了派对的高潮，它是ClubMed关于欢乐的诠释。

我们的G.O们将教会您世界各地的舞步，简单而有趣……只要您愿意，就可以让派对成为

您难忘旅程的一部分。

Club Med 小贴士

您可以关注 @ClubMed 的官方微博

获取更多度假村信息在Club Med，每个夜晚都是不同的 。根据度假村每天不同的派对主题来着装，会帮助您

更好地融入派对的欢乐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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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您抵达度假村的时候，

我们的G.O团队已为您妥帖地

安排下了一切。

*需要额外付费

关于您的旅行
在快乐中放飞自我

如何前往度假村？

如果您的旅行不包含机场接送服务
这就意味着交通不包括在您的费用中。

度假村前台登记入住时间是每天下午3点以后，您可以根据需求预订您由

机场接送服务*

如果您的旅行包含机场接送服务
当您抵达机场或码头时：

G.Os将在机场/码头等候着您，并陪伴您从机场到度假村。

通过他们的G.O的T恤衫和他们的Club Med标志 ，您很容易就能辨认

出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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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享轻松时刻

我们的村长和G.O团队为您准备了热情的欢迎礼.

在抵达时为什么会给我们一个手环？

拥有了这个手环您就可以享有度假各项全包式服务，如：日间或

晚间活动、一日三餐、酒水及点心…

遵照当地的法律，我们为18岁以下的儿童及青少年制作了特别的

手环，因为他们还未能饮用带有酒精的饮品。

什么是Club Med记帐卡？它有什么用处？

您可以在前台接待处办理Club Med记账卡。

这就如同您度假村信用卡，可用于您所有的额外消费，例如：精
品店，Spa，村外游……

所有的费用将自动结算在您的帐户内。在离开度假村之前，您可
以选择使用信用卡或现金支付的方式来结算您的消费金额。

我如何能够得知度假村的活动信息?

您抵达度假村之后，我们为您准备了欢迎仪式。这是一个了解度

假村和G.O们的绝佳机会。

在度假期间的任何问题您都可以通过前台咨询。

如何分辨不同G.O的专业领域？

每个G.O都会佩戴一个名牌，上面写有他们的职责范围，且用国

旗来标注他们所提供的语言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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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秘Club Med的国际化自助餐……

全天候的国际化美食
及各式鸡尾酒打开您的味蕾之旅……

早餐提供什么？

每天早晨，您可以来自助餐厅品尝由大厨为您精心准备的各式健

康早餐。或者，您也可以选择在吧台区域品尝一顿清爽的晚早餐。

您是一个美食爱好者？

在Club Med ,假期总是与美食结合在一起的。

每一天您都会在美食的世界里畅游，体验着我们为您量身定制的

国际化主题自助餐。

白天如果饿了怎么办？

可以随时来吧台挑选一些精致点心，从新鲜的羊角面包，到开胃

小食… 方便您随时享用。

在哪里享受特别的晚餐？

我们的特色餐厅*欢迎您的到来！

这里提供点餐服务，您可以根据心情来选择当地的特色美食，或

者主厨特制的精美佳肴。
*部分餐点需额外付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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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成为厨艺大师么？

加入我们的厨艺学校吧！在这里我们的大厨将把他的独家秘方传

授于您。

品尝一下我们的鸡尾酒如何？

Club Med邀请您品尝我们酒吧所提供的一切饮品，请尽情享用

各色鸡尾酒，红酒或是白葡萄酒，都无需额外收费……当然，您

也可以在我们提供的“酒水单”中选择*

酒吧小酌一刻……

欢乐，是我们酒吧氛围的一个重要部分。

G.O将邀请您与我们一同分享欢乐时光。

*需要额外付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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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庭
通过有趣的互动游戏，孩子们用自己的眼睛去发现自然，以及他们身边的一些新鲜事

在Club Med，孩子们的假期有何不同？

Club Med为4到17岁的孩子准备了适合各种年龄段的儿童俱

乐部。

在专业G.O的带领下，他们将领略到大自然的奇妙，并在一

种轻松的气氛中探索对运动的热爱、创意的表达以及艺术的

热情。与来自世界各地的孩子们以一起分享友谊。

如何为我的孩子登记儿童俱乐部？

您可以在度假村找到我们儿童俱乐部的G.O

他们将根据您孩子的年龄，为您选择不同的俱乐部：

宝贝俱乐部*——适合4到24个月的儿童

小小俱乐部*——适合24个月到4岁的儿童

迷你俱乐部——适合4到11岁的儿童

青少年俱乐部——适合11到17岁的青少年

登记时，请尽量提前告诉我们关于孩子的重要信息，例如，

是否有过敏体质。

同时，我们会向您提供儿童俱乐部的行程安排，以便您可以

陪伴孩子进行一些有趣的家庭活动。

为了让您的孩子度过一个愉快的假期，我们提醒您

尽早登记儿童俱乐部。

此外，登记时需提供孩子的疫苗卡和健康证明。

*需要额外付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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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俱乐部提供什么活动？

在一个充满乐趣的氛围下，您的孩子可以体验丰富的户外，

以及室内活动。

我们将按照年龄段提供不同的寓教于乐的活动。

手工艺术创作、漫步大自然、跳舞课程、烹饪学校等，富含

趣味以及竞技类活动。

此外，他们还可以参加

4岁以上：网球、空中飞人、马戏学校

6岁以上：爬山、独木舟、风帆、网球、射箭、空中飞人以及

马戏学校

8岁以上：爬山、独木舟、风帆、网球、射箭、空中飞人、马

戏学校、篮球、足球、高尔夫、潜水

他们会成为我们晚间秀场上的艺术家、挑战赛中的冠军，更

将与朋友一同分享特制餐食。与此同时，享受合家欢聚的天

伦之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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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假村活动
选择自己的度假节奏

想为假期增加一些动感么？

希望有更丰富的假期体验？

度假村为您准备了各项水上、陆上活动以及相关的教练

指导和入门课程

在Club Med如何选择度假村活动？

Club Med拥有非常丰富的活动选择；

从团体课程到私人教学，入门课程到骨灰级玩家，都能在度

假村自由地选择适合自己的活动，我们的G.O团队会陪伴您

度过快乐时光。

G.O是合格的教练么？

所有负责活动项目的G.O都着拥有其所属项目的专业知识，

并受到专门的培训以便于他们根据不同的水平设置不同的课

程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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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上运动：
·   马戏类（空中飞人、高空弹跳等）
·   网球
·   高尔夫
·   壁球
·   射箭
·   瑜伽
·   树顶探险
·   攀岩

水上运动：
·   水中有氧运动
·   风帆冲浪
·   潜泳
·   风帆
·   独木舟
·   水上项目（水球、篮球、排球）
·   水肺潜水*

雪地运动：
·   高山滑雪
·   单板滑雪
·   越野滑雪

所有玩的运动都有年龄限制
活动项目因度假村而异

需额外收费

我想参加活动是不是必须先登记？

到达之后，我们的负责活动的G.O团队，将为您做一个详尽的介绍。

我们需要带自己携带装备吗？

我们在度假村中为您准备了各种活动所需要的装备。通常情况下，

在您登记之后，便可使用。(*滑雪装备租赁需额外付费）

在精品店里可以找到我需要的装备吗？

我们的精品店里会有该度假村经典活动项目的相关装备，比如：

运动服、网球、高尔夫手套等。

度假村会组织竞技活动么吗？

我们很荣幸地邀请您参加各类锦标赛、帆船比赛等等。

我们为这些赛事都准备了奖品，让我们一同庆祝这胜利的时刻！

我 们 提 供 的 活 动 包 括 ：



娱乐活动
自由的选择您喜欢的活动，欢迎加入Club Med 欢乐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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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Club Med，每一天都有不同的主题，在不同的主题下，

我们会邀请您参加不同的晚间活动。
体验丰富的活动，或者是什么都不做。

我们的氛围伴着您的情绪谱写美妙的节奏

度假村内有哪些不同的娱乐活动？

您在度假村的每一天将体验到不同的氛围以及活动。

您可以从舒缓运动到活力派对中尽情选择。

我们欢乐的G.O将引领您，发现一个不容错过的Club Med假期。
晚上，从餐前的热身游戏到由我们G.O亲自排演的晚间大型文艺演

出……还有，我们著名的晚间派对哦。

娱乐活动在哪里？什么时间举行呢？

考虑到客人的生活习惯，度假村的早晨以宁静而舒缓的活动为主。

午餐前，我们会在泳池、海滩边以及其他度假村其他方的组织一些

有趣的活动。
我们的酒吧、泳池和剧院是度假村主要的活动举办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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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度假村，每天都会有新的活动吗？

是的，每晚都会举办一场不同的主题派对。

创意和想象力是G.O的一部分。

从当地的文化，到舞蹈之夜，音乐剧，管弦乐，当然，您还可能成

为派对的主角。

什么是主题派对？

在度假村中，G.O会按照每晚的主题安排晚间大型演出、自助餐以

及派对，并且定义着装主题色。

作为Club Med的传统，我们邀请您，遵循我们的着装主题色，这将

为派对带来更多乐趣。

当然，着装主题色和主题活动会因度假村而异。

下面是我们较常用的着装主题色：

·  优雅白色

·  红与黑

·  蓝与白

·  探秘丛林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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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 索
用心感受当地文化

每个国家都有属于自己的秘密以及特色，

让它与众不同、引人入胜。
请允许我们带领您探索当地的文化传统以及风土人情。

我们如何满足您的好奇心？

您将有机会感受到一次美妙的旅行。

我们的组织者将会帮助并引导您完成不同的选择。

您将领略到所在国家的传统以及有趣的生活习俗。

一日游包括什么？

通常我们会在您出门前为您准备早餐。

如果您选择了全天外出观光，我们会为您挑选一家当地特色餐厅来

安排精致午餐。
我们的导游会为您解答出行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

在旅途即将结束的时候，不妨在酒吧一聚，边喝鸡尾酒边畅聊旅途

中发生的有趣的事情。

有哪些推荐行程？

· 观光一日游*

· 半日制观光游（文化之旅或购物）*

· 全家游-让您的孩子与您一同体验当地风土人情*
· 生态游*

· 专属行程—我们可以按照您的需求来为您安排一个专属旅行*

*需额外收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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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外游需要在抵达度假村前预约，还是可以当场预订？

一般来说，在您抵达度假村后登记就可以了。我们在度假村中的村

外游中心为您准备丰富的行程。为了确保您能够预订到您所感兴趣

的村外游，我们建议您尽早在村外游中心作预订。

Club Med的导游是否专业？

我们所有的导游都拥有相关资格证书，并拥有出色的专业知识、表

现和能力。

参加村外游需要准备哪些东西？

当您在度假村內预订成功后，G.O将会向您提供一份完整的介绍。

根据我们的小贴士，您一定享受到非常愉悦的旅行。

我可以在哪里购买当地的纪念品？

大部分村外游，都会在当地纪念品市场稍作停留。但实际上您也可

以在我们的度假村精品店里找到当地的纪念品。

让世界与你更加靠近……



期待与您再一次欢聚

需了解更多信息，请登陆官网 www.clubmed.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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