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國桂林 



1. 入村時間為當地時間下午3點以後。 

2. 抵達度假村時，請出示Voucher 入住憑證或直接與接待人員

確認住宿登記即可。個人自由行，一旦訂位確認OK即可不

需要再確認回程機位，如自行更改回程，請自行再確認班機。

團體自由行不需要再確認班機。 

3. 如需度假村內簽帳卡或使用海灘毛巾請親自至接待櫃檯辦理

度假村內專用簽帳卡（Deposit Card）及毛巾卡（Towel 

Card）。                                                                                        

• 信用卡開戶：                                                                                   

請攜帶信用卡至接待櫃檯刷空白刷卡單並簽署確認。                                                                                         

• 現金開戶：至接待櫃檯繳交人民幣2000元押金。 

4. 抵達度假村請於前台接待處出示您和同行旅客的護照、身分

證等身分證明文件。 

5. 村內無須給任何小費，如 : 行李費或床頭費等。 

6. 為響應環保，度假村於假期第一天會在客房內提供每位G.M

一瓶礦泉水，煩請G.M在假期中重覆使用空瓶並到吧台或飲

水機自行補給飲用水。 

Check In 

1. 離村當天退房時間為當地時間早上10點。 

2. 至接待櫃檯歸還度假村內專用簽帳卡及毛巾卡，當Check 

Out 結束帳戶時，即可取回開戶之空白刷卡單或人民幣

2000元押金。 

Check In & Check out 

Check Out 



旅遊資訊及注意事項 

航空公司機場電話 

度假村基本資訊 

• 國泰 CX （03）398-2501 

• 長榮 BR （03）351-6805 #9 

• 中國南方航空 CZ （ 03）398-3998 

• 電話：+86 773 2255000 

• 傳真：+86 773 2255830 

• 地址： 中國廣西桂林市雁山區大埠鄉541006 

• 插座： 

• 電壓：220伏特 

• 時差：與台灣無時差 

• 平均溫度：攝氏19 - 20 度 

• 當地貨幣： 人民幣 (台幣: 人民幣=約1:5，資訊僅供參考， 

      依當日匯率為準)。 

• 村內付款方式：Club Med記帳卡。 

      信用卡：銀聯、VISA、Master、美國運通、AE、JCB、Diner 

      現金：人民幣 

• 度假村主要活動區域及客房提供免費wifi上網服務。若需加購

私人wifi網路，請洽度假村櫃台。  



旅遊資訊及注意事項 

大陸入境注意事項 

臺胞證簽證資訊 (Visa) 

1. 出發前請再度確認已辦妥臺胞證。 

2. 請務必持同一本護照及臺胞證件入出境台灣及中國。 

每天10:00/ 14:00/17:00於前臺集合 

度假村內說明會 

村內付款方式 

村內消費記在房帳上：請於前臺通過信用卡或抵押現金

2000元人民幣開通記帳卡。 

信用卡包括(銀聯, Visa, 萬事達, 美國運通, JCB, Diners) 

現金支付只在前臺辦理(人民幣)。無外幣兌換服務，現金

提款機於迎賓大樓。 

入境中國持臺胞證正本( 需持有至少3 個月以上效期)，持有紙本臺

胞證旅客若原證件過期，請直接申辦卡式臺胞證，無需加簽。 



旅遊資訊及注意事項 

機場至度假村接送 

• 含機票之精緻全包式行程：抵達兩江國際機場後→自行辦理通

關手續→通關後請自行提領行李→入境大門口有Club Med 接

機人員等候您。 

• 機票自理者：抵達兩江國際機場後→自行辦理通關手續→通關

後請自行提領行李→自行前往度假村。 



度假村資訊 

村內無線網路免費使用：麗庭/活動中心/夏朵/泳池/驛站/大堂/房

間/酒吧。麗庭酒店一樓大堂備有客用電腦。 

 

電話 / 網路 / 留言 

兒童設施 

• 幼兒俱樂部* ( 2-3 歲) 08:45-17:00／19:30-20:00 

• 兒童俱樂部( 4-10 歲) 08:45-17:00／18:30-20:00 

• 睡衣俱樂部* (2-10歲) 20:00-23:00 

備註：幼兒及兒童俱樂部請於上午8:45-9:15至兒童俱樂部/晚上

18:00-18:45至活動中心一樓報到。 

           保母服務請至前檯報名(RMB 100/小時) 

(所有資訊僅供參考並以度假村公告為準。*需額外付費） 

櫃檯   ( 每天24小時開放/電話2255000) 

房內電話撥打 3/5007/5008 

提供服務：入住 / 退房、一般資訊、問題洽詢、機場接送及計

程車服務、失物招領、電瓶車服務每天07:00-22:30。 



度假村資訊 

• Atelier主餐廳 

     早餐                             07:00 – 10:00 

     午餐                       12:00 – 14:00 

     晚餐                         18:30 – 21:00 

• 麵食吧   14:00 – 23:30 

• 蒙古餐廳和蓮花餐廳 

備註：需於當日上午10時於主餐廳預定，每人限定４位。蒙古

餐廳和蓮花餐廳會根據每週活動安排開放，預訂和諮詢請聯繫

主餐廳。 

餐廳 

(所有資訊僅供參考並以度假村公告為準。*需額外付費） 

吧台 

• Atelier主吧台        09:30 – 23:00 

• 酒莊     10:00 – 22:00 



度假村資訊 

(所有資訊僅供參考並以度假村公告為準。*需額外付費） 

室外主泳池                          09:00-18:00 

室內泳池        

• 開放時間           09:00-18:00 

• 救生員值勤時間            上午09:00-12:00/下午14:00-18:00 

成人靜池(關閉) 

※備註：私人游泳課程及水中有氧(需年滿4歲以上)活動時間，

請提前一天洽救生員。 

泳池 

運動中心(驛站) 

09:00-12:00 ／ 14:00-17:00 

陸上活動資訊及器材租借：高爾夫，網球，羽毛球，排球，健步，

乒乓球，籃球，足球 

 

 



度假村資訊 

陸上運動（ 需年滿12歲以上） 

• 健走(8歲以上)  09:15  

• 山地單車(11歲以上) 09:30 (中級課程) 

   11:00 (初級課程)  

                               11:00／16:00(初級課程) 

• 太極課程(瑜珈室)  09:00 (高級課程) 

                                                      11:00 (中級課程) 

                                                      16:00 (初級課程) 

• 射箭(6歲以上)                        09:00-12:00／14:00-17:00 

• 高爾夫(8歲以上)     09:00-12:00 / 14:00-17:00 

• 戶外攀岩(11歲以上)             09:00-12:00 / 14:00-17:00  

(所有資訊僅供參考並以度假村公告為準。*需額外付費） 



度假村資訊 

(所有資訊僅供參考並以度假村公告為準。*需額外付費） 

室內運動中心(Lantern) 

室內運動中心開放時間 09:00-18:00 

• 室內空中飛人(4歲以上) 

兒童時間(4-7歲)  09:15-10:00 

兒童時間(8-10歲)  10:00-11:00 

家庭時間(家長和4-10歲) 11:00-12:00 

成人時間(11歲以上) 15:00-17:00 

進階拋接  16:30-17:00 

備註：兒童須由家長陪同或加兒童俱樂部。請勿穿著裙裝、請穿著無

拉鍊、紐扣、皮帶的運動服飾。參加活動前請勿塗抹防曬油。 

• 馬戲活動 

叢林體操 

兒童時間(4-7歲)  09:15-10:00 

幼兒時間(2-3歲)  10:00-11:00 

備註:18歲以下需由家長陪同參加活動 

• VR體驗 

開放時間  09:00-12:00/14:00-18:00 

• 室內攀岩(8歲以上)               09:00-12:00/14:00-17:00 

• 兒童遊樂場   

開放時間  09:00-18:00/14:00-17:00 

• 自由運動  

開放時間  09:00-12:00/14:00-18:00 

• 籃球/足球/羽毛球(請至櫃台租借運動器材) 



度假村資訊 

• 健身中心開放時間 08:00-20:00 

晨操    09:00 

腿腹肌訓練                   10:00 

普拉提斯   15:00 

健美舞蹈   16:00 

• 瑜珈(11歲以上,週六除外)   

陰瑜珈(SPA中心二樓)  09:30  

流動瑜珈(瑜珈室)  15:00 

哈達瑜珈(瑜珈室)   17:00 

• 舞蹈課程 

倫巴舞蹈                    11:30 

健美舞蹈課程  16:00 

健身課程 

(所有資訊僅供參考並以度假村公告為準。*需額外付費） 

晚間表演 

主題娛樂秀(度假村劇場) 20:15 

 



度假村資訊 

額外付費項目* (以人民幣計價) 

• 大堂區精品店  09:00- 18:00 

• 村外旅遊中心   09:00-13:00／16:00-18:30 

• 水療中心    11:00-23:00 

• 照相櫃台   09:00-22:00  

• 洗衣服務   

(所有資訊僅供參考並以度假村公告為準。*需額外付費） 

藝術課程* 
 
9:30-12:00/13:30-17:00 

備註：請致電預約或藝術樓一樓預訂 

KTV 

備註：請提前至Atelier吧台預定包廂 

葡萄酒品酒課程* 
 
備註：請至度假村櫃台預定並確認開課時間 

開放時間  09:00-12:00／13:30-17:30／19:30-21:00 

醫務室 



度假村資訊 

SPA* & 村外旅遊* 

(所有資訊僅供參考並以度假村公告為準。*需額外付費） 

SPA資訊: 
https://goo.gl/A3M9dT 
 

村外旅遊資訊: 
https://goo.gl/647wop 
 

https://goo.gl/A3M9dT
https://goo.gl/647wop


旅遊注意事項 

旅遊注意事項 Travel Information 

• 證件：護照、護照影本、簽證、機票、機票影本、照片數張，

以備不時之需。 

• 防曬用品：太陽眼鏡、帽子、防曬油等。 

• 泳衣/ 泳具：讓您在泳池盡情玩樂 

• 休閒服：T-Shirt、短褲、長褲，以透氣吸汗、輕薄材質為最佳。 

• 球鞋、襪子：有些運動必須穿著運動鞋以免造成運動傷害，否

則，G.O 有權制止您的參與。 

• 盥洗用品：客房內已備有沐浴乳、洗髮精、吹風機及毛巾。 

      Club Med 非常注重環保，因此客房裡恕不提供用完即丟的盥   

     洗用品，所以請自備牙刷、牙膏、浴帽等個人習慣的盥洗用品。 

• 半正式服裝：建議您可攜帶一些剪裁簡單浪漫的半正式服裝，

在享用晚餐及參加派對時穿著。 

• 其他：防蚊液、OK繃、常用藥品等。 

旅遊備品叮嚀 



旅遊注意事項* 

若您帶著小寶貝來，建議您準備以下物品 

• 有名字的小背包與名字貼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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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布 

• 嬰兒推車，請自行至度假村櫃台需求，由於度假村供應數量 

  有限，若是您寶寶的必備物品，請自行攜帶。 

 

*「 歡迎寶寶服務」 視度假村當日供應狀況而定，包含嬰兒床、

嬰兒浴盆以及主餐廳的寶寶專區提供寶寶食物、安全餐具、兒

童座椅…等。 

Club Med 旅遊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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