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本 石垣島



來回機票 V

機場–度假村接駁 V V

全日食宿 V V V

度假村水陸活動及派對 V V V

您的假期種類

Flight 班機資訊

Transfer 接駁資訊
預訂A或B方案之全包式行程貴賓，您的全包式假期已包含機場-度假村接駁。

接駁程序：抵達石垣島機場→自行辦理通關手續→提領行李→入境大廳外將有舉 Club Med

牌接機人員等候您。

預訂C方案之全包式行程貴賓，請自行前往度假村。

*接駁時間從機場–度假村約45分鐘，實際車程依路況而定，接駁車班次及時間表Club Med保有最終變

更權利。如航班行程時 間有異動敬請通知度假村，以免耽誤您的接送時間。

第二航廈華航( )

注意事項：• 請於航班起飛 小時前抵達桃園國際機場 • 自行至行程航空公司櫃檯憑電子機票紀錄及護照辦理登
機手續 • 搭乘其他航空公司，請查詢各航空公司官網 • 如為團體機位**請連絡送機人員領取登機證

張利先生 ( 機場委外送機人員，著白底藍字 背心)
**團體機位恕不可累積里程數，且航空公司將自動電腦劃位，無法於飛行前或報到櫃台選位，不便之處敬請見諒。

親愛的貴賓，感謝您預訂Club Med日本石垣島假期，交通資訊及訂房明細，請參閱入住憑

證和航班行程表，請依您預訂之假期內容，詳讀以下說明以保障您的權益，也預祝您有個愉

快的旅程。

精緻全包式假期

航空公司 出境航廈 航空公司電話



旅遊備品叮嚀 孩童備品叮嚀 入境&簽證事項

● 證件類 : 護照、護照影本、簽證、電子機

票紀錄、證件大頭照片數張。

● 服裝類 :

1.透氣吸汗T-Shirt、短褲、長褲

2.泳衣、泳具

3.球鞋、透氣襪子、海灘鞋

4.參與晚間派對半正式服裝

● 盥洗用品類 : 客房內已備有沐浴乳、洗髮

精、吹風機及毛巾。為響應環保永續概 念

，恕不提供一次性盥洗用品，故請自備 牙

刷、牙膏及浴帽等個人盥洗用品。

● 其他：太陽眼鏡、帽子、防曬油、防蚊

液、OK繃、常用藥品等。

● 天氣查詢： (按此查詢天氣資訊)。

● 有姓名的小背包與姓
名貼紙。

● 防曬用品、球鞋、海灘
鞋、泳衣、泳具、浮臂
圈。

● 依個人需求自備奶瓶、
奶粉及尿布。

● 嬰兒推車可自行攜帶，
或與度假村櫃台洽詢
租借。

*嬰兒車數量有限，請依

現場實際公告為主。

● 持台灣護照進入日 本
，可享90天觀光免簽
證。

● 護照以回國日為基準
，需有6個月以上效期
，及2頁以上空白頁。

● 非持台灣護照者，請
自行確認出入境及簽
證事宜。

● 海關單填寫範例: (按
此查詢範例)。

Travel information 旅遊注意事項

● Club Med會員緊急醫療保險條款資訊 ：(按此閱讀保險資訊) 。

● 為確保您的權益及避免出國旅遊可能產生的風險，建議可視需要再額外投保旅遊平安險及旅遊不便險。
● 度假村生態環境豐富，為了您的安全當您離開房間，請確保門窗及陽台確實關緊，以避免遭到烏鴉攻擊。

● 在度假村內請勿餵食烏鴉，請且請勿將食物帶出餐廳及吧台。

● 請將個人貴重物品放置衣櫃中的保險箱內。

● 客房內禁止吸菸，如在房內吸菸我們將索取20,000日圓的額外罰款。

行前注意事項

Tips 貼心叮嚀

https://www.accuweather.com/zh/world-weather
https://ns.clubmed.com/grc/VillageInfo/Customs%20order/TOMC.pdf
https://ns.clubmed.com/grc/VillageInfo/Customs%20order/TOMC.pdf
https://ns.clubmed.com/grc/T_C/Assistance_T_C_CN.pdf


● 退房時間為當地時間10:00以前。

● 至接待櫃台歸還度假村內專用簽帳卡(Deposit Card)及毛巾卡(Towel Card)。

● 如有延遲退房*需求，須於退房前一天中午12:00前洽村內櫃檯。

標註*需額外付費。

Check in 入住須知
● 入住時間為當地時間15:00以後。

● 抵達度假村時，請主動出示入住憑證(Voucher)、護照、身分證明等文件或直接與接待人員確認住宿登記即可。

● 村內無須給任何小費，如 : 行李費或床頭費等。

● 為響應環保，度假村於首日會在客房內提供每位貴賓一瓶礦泉水，請貴賓在假期中重複使用空瓶並到吧台或飲水機

自行補給飲用水。

● 依據當地法規未滿20歲不得購買及飲用酒精飲品，入住期間請貴賓隨時配戴村內識別手環，以便我們辨別各年齡

層貴賓身分。

● 前往公共區域時，請隨時注意您的隨身物品，貴重物品請放置於房間衣櫃內的保險箱。

● 如需度假村內簽帳卡或使用海灘毛巾，請自行至接待櫃台辦理度假村內專用簽帳卡(Deposit Card)及毛巾卡
(Towel Card)。

– 信用卡開戶： Visa、Master Card、AMEX

入住與退房須知

Check out 退房須知



● 地 址：Ishigaki 1,Banchi, Kabira-Ishigaki City, 907-0453 Okinawa

● 當地貨幣：日幣(台幣：日幣=約1 : 4.33，資訊僅供參考，依當日匯率為準)，度假村恕不提供換幣服務。

● 村內付款方式：現金：美金、日幣。信用卡：VISA、MASTER、AMEX、JCB

● 度假村主要活動區域及客房提供免費wifi上網服務。

Reception 櫃檯服務

Resort information 度假村資訊
● 電 話：+81-980-84-4600

● 電 壓：100伏特。

● 時 差：與台灣時間+1小時。

● 傳 真：+81-980-88-2880

● 插 座：

● 平均溫度：攝氏16–32度

度假村當地資訊

標註*需額外付費。所有資訊僅供參考並以度假村公告為準。

櫃檯請撥9 度假村說明會

07:00-23:00
協助辦理： 入住、退房、記帳卡、諮詢、明信片代

寄、交通服務*、失物招領。

11:00前檯集合

電話服務 休閒娛樂

房內互撥電話請在房間號碼前加2，如需撥打外線

請先聯繫櫃檯。

緊急聯繫請直接撥打1111

11:30 水上運動會(泳池)

12:00 陽光帶動跳

16:30 趣味競賽

20:30 晚間娛樂表演

21:15 晚間派對



餐廳&吧台資訊

所有資訊僅供參考並以度假村公告為準。

Restaurant 餐廳

Bar 吧台

主餐廳

早餐 07:00 – 09:30

午餐 11:45 – 13:30

晚午餐 14:00 – 16:00

晚餐 18:30 – 20:30

• 另有石垣牛排與海鮮大餐*供預訂

Tingara 主吧台

09:30 – 00:00

歡樂牛角包 09:45 – 10:45

歡樂點心 11:00 – 12:00

開胃小點 17:30 – 19:00

• 另有手工麵包*(需前一天與吧台預訂)



所有資訊僅供參考並以度假村公告為準。

Kids club 兒童俱樂部

兒童與休閒活動

Others 其他項目

幼兒俱樂部*(2–3歲) 兒童俱樂部(4–10歲)

08:30–17:00

19:30–20:30

08:30–17:00

18:30–20:30

青少年俱樂部(11–17歲) 兒童睡衣俱樂部* (2–10歲)

09:30/14:00 吧台集合 20:30–00:00

● 標註*需額外付費，請於櫃檯或迷你俱樂部洽詢費用。
● 用餐時間：兒童俱樂部午餐11:30、兒童點心時間15:30、兒童俱樂部晚餐18:30及青少年俱樂部晚餐18:45
● 預訂兒童睡衣俱樂部，於當晚20:00後恕不退款。

Shisa 吉祥獅彩繪 精品店 指甲彩繪沙龍

09:30–12:30/14:00–17:30 09:00–21:00 12:00–19:00



所有資訊僅供參考並以度假村公告為準。

Land sports 陸上活動

活動資訊

運動中心 射箭場

06:00–00:00
網球/ 壁球/ 羽球/ 法式滾球/ 桌球/ 排球/ 足球

* 各類球類器材可以至中心拿取，運動前請勿

飲酒，並穿著運動鞋。

09:00–12:00 / 15:00–17:00

09:00–10:00 家庭時間

10:00–11:00 兒童俱樂部

11:00–12:00 成人時間(12歲以上)

15:00–16:30 青少年俱樂部

16:00–17:00 成人時間(12歲以上)

16:30–17:00 射箭錦標賽(每週六、一、三)

*須年滿6歲

登山自行車 空中飛人(夏季5-10月開放，每週四不開放)

08:45 初學者課程

09:30 進階者課程

18:00 日落自行車(每週一、三、五)

*參加活動須年滿11歲，並於前一天19:45-20:15在
劇場入口運動櫃台報名登記，另有提供私人課程。

09:00–12:00 / 16:00–18:00

09:00–10:00 兒童俱樂部(4–10歲)

10:00–11:00 家庭俱樂部(成人與4–10歲)

11:00–12:00 青少年時間(11–17歲)

16:00–18:00 成人時間(18歲以上)

17:30–18:00 拋接課程

健身課程 陸上球類運動

06:00–24:00 健身中心開放時間

08:00 晨間健走(大廳前台集合)

08:30 能量瑜珈(健身中心)

10:00 皮拉提斯(健身中心)

11:30 水中有氧(游泳池)

15:00 肌耐力訓練(健身中心)

16:00 舞蹈課程(健身中心，每週五)

16:00 重訓課程(每週二、五)

17:30 放鬆瑜珈(每週二、五除外)

18:00 日落瑜珈(每週三、日除外)

* 參加瑜珈課程須年滿8歲以上，健身課程須年滿16歲

08:30 網球進階課程(8歲以上)

09:30 網球中階課程(8歲以上)

09:30 網球初階課程

14:30 壁球課程

17:00 網球錦標賽(每週二、四、六)

17:00 壁球錦標賽(每週三、五、日)

* 網球有提供私人課程，詳情請與網球教練諮詢。

請務必穿著運動鞋。



所有資訊僅供參考並以度假村公告為準。

Water sports 水上活動

活動資訊

水上活動/海灘小屋 風浪板

09:00-12:00 / 14:00-17:00

* 海灘救生員執勤時間 09:00-17:00 

* 活動視當日海浪安全性及潮水高度而開放。

初級課程

10:00 (上午課程)/ 15:00(下午課程)

須年滿8歲(8-17歲須由成人陪同)

* 需前一天 19:45-20:15在劇場入口運動櫃台報名登記

浮潛 獨木舟、站立式划槳板

初學者浮潛課程

須年滿8歲(11-17歲須由成人陪同)

09:15 (上午課程) / 14:15 (下午課程)

出海浮潛

須年滿8歲(11-17歲須由成人陪同)

* 需前一天 19:45-20:15在劇場入口運動櫃台報名登記

• 獨木舟

須年滿6歲(6-16歲須由成人陪同)

• 站立式划槳板

須年滿8歲(8-16歲須由成人陪同)

毛巾櫃台 潛水*

00:00–24:00 前檯(每日1條毛巾/ 1人)

* 5-10月由Euro Divers經營17:30–19:00請至櫃台預約
即可

* 11-4月請洽村外遊部門預約

泳池

07:00–21:00 泳池開放時間

10:00–18:00 救生員值勤時間

*在救生員非值勤時間外游泳，請務必注意安全



09:00–12:00/ 16:00-19:00 村外旅遊櫃檯*
村外旅遊資訊：https://goo.gl/2hwcRH

*需額外付費，請於前一天預約行程。

SPA 按摩

融入沖繩特色人文風

情

11:00–18:00 SPA櫃檯*
SPA項目資訊：https://goo.gl/wdqciT

*需額外付費。

愛上日式指壓按摩療

法

Excursion 村外遊

村外旅遊&SPA



Club Med
石垣島度假村地圖

櫃台

諮詢櫃台

餐廳

吧台

舞池

精品店

劇場

村外旅遊櫃台

兒童俱樂部

寶寶專區

創意工作坊

親子同樂營

風味料理教學

更衣間

醫務室

會議室

相片櫃台

毛巾

Club Med SPA

運動中心

泳池

網球

足球

排球

高爾夫球

羽毛球

籃球

乒乓球

壁球

射箭

風浪板

獨木舟

站立式槳板

潛水

法式滾球

撞球

App 掌握即時資訊

下載Club Med度假村App
掌握最即時的村內動態

立即獲得最實用的資訊
服裝主題、活動項目、度假村地圖、實用資訊

www.clubmed.com.tw

多座獲GREEN GLOBE綠色環球認證度假村，綠色環球認證

是全球首屈一指的觀光旅遊業永續管理認證品體系，希冀在旅

遊發展與生態環境達到共存的關係。

度假村全區平面圖

2019 tripadvisor旅行者之選

Tripadvisor卓越認證獎 Green Globe

頒發環保認證

https://play.google.com/store/apps/details?id=com.myhappydays.clubmed&hl=en_US
https://apps.apple.com/fr/app/my-club-med/id900913496
http://www.clubmed.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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