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泰國普吉島 



Check In 

Check 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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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銖20,000

元或美金500元押金 。 

Check In & Check 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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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為包機則不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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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接待櫃檯繳交泰銖20,000元 或美金500元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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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遊資訊及注意事項 

航空公司機場電話 

華航 CI     (03)398-8888  長榮 BR    (03)351-6805 #9 

新航 SQ（03）398-3988    泰航 TG（03）383-4131 

國泰 CX （03）398-2501 

度假村基本資訊 

• 電話：66-76-330 456 /457/458/459 

• 傳真：66-76-330 461 

• 地址：3Kata Road,Karon,A. Muang Phuket 83100 

• 插座： 

• 電壓：220伏特 

• 時差：台灣時間減1小時 

• 平均溫度：攝氏25-34度 

• 當地貨幣：泰銖( 台幣: 泰銖=約1:1，資訊僅供參考，依當日

匯率為準) 

• 村內付款方式：現金：泰銖、美金、台幣 

• 信用卡：VISA、MASTER、AME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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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註：度假村櫃檯提供台幣兌換泰銖服務，但只接受新台幣

1,000 元紙鈔匯兌。當地貨幣兌換後，恕不退回，請斟酌換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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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達普吉國際機場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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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達普吉國際機場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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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遊資訊及注意事項 

普吉島入境注意事項 

ED Card( 入出境卡) 請務必自行保留至回程使用。 

當進入泰國時，移民局可能要求證明持有充足的資金。 

觀光簽證，個人需準備20,000以上泰銖，一個家庭40,000以上

泰銖或等值外幣。 

 

泰國簽證資訊(Visa) 

入境泰國持台灣護照需辦理泰簽或落地簽，旅客需持有6個月以

上效期之護照。 

※此費用未包含於團費中，需自行準備，如有異動，請依當地海

關公告為準。 

※持他國護照者請自行確認入出境及簽證事宜。 

10:00 ／17:00 （劇場集合） 

備註：請務必參加說明會，使您不會錯過村子裡的各項精彩

活動以及您的權益) 

度假村說明會 



度假村資訊 

• 五感氛圍主題自助餐廳 

     早餐                           07:15 – 10:00 

午餐       12:15 – 14:00  

     晚餐                           18:45 – 21:15   

• Chu Da泰式主題餐廳   

     晚早餐               10:00 – 11:15 

晚午餐       13:30 – 17:00 

晚餐                 19:00 – 21:00 

     (晚餐需預約，請於前一日在賓客服務櫃台預約晚餐) 

• 主吧台                         09:00-01:00 

• 靜池吧台       10:00-18:00 

餐廳 & 吧台 

休閒娛樂 

瘋狂帶動跳及泳池遊戲  12:00 

開胃酒(主吧台)   19:00 

晚間主題娛樂秀   21:00 

晚間主題派對   2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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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村外旅遊中心 

09:30-12:30  /  14:30-20:30 

分機: 9    房內播打: 2+房號 

Club Med Pass卡(村內記帳卡) 申辦、外線電話密碼申請、

租借遊戲、轉換插頭租借服務*( 需押金130泰銖)、匯兌服務、

洗衣代幣購買 

櫃台(24小時) 

普吉島 度假村資訊 P5 

無線網路 

24小時免費網路服務 

請先到前檯申請帳號與密碼 

另有額外付費的私人網路服務* 

(所有資訊僅供參考並以度假村公告為準。*需額外付費） 

中文公關服務 

09:00-19:00 



• 寶寶俱樂部*  (4 -23 個月)           08:30 – 17:00 

• 幼兒俱樂部*  (2-3歲)             08:30 – 17:00 /19:00 – 21:00 

• 兒童俱樂部 (4-10歲)                    08:30 – 17:00 /19:00 – 21:00   

• 青少年俱樂部  (11-17歲)             09:30 –17:00/ 19:00 – 21:00 

    

度假村資訊 

兒童設施 

高爾夫 
• 進階課程         09:30 

• 初級課程         10:30 

備註： 週五不開設課程 ，運動器材於運動中心全天候可供領

取使用 

• 兒童時間(4-7歲)           09:00-10:00 

• 兒童時間(8-10歲)         10:00-11:00 

• 青少年時間(11-17歲)         11:00-11:30 

• 成人時間（18歲以上）         16:00-17:30 

• 拋階課程          17:30–18:00 

-參加此活動請勿飲用任何酒精飲料 

馬戲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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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陸上運動  (參與運動前請勿飲酒，並著運動鞋) 

射箭場      (僅對6歲以上開放) 

• 兒童時間(8-10歲)            09:00 – 10:00 

• 兒童時間(6-7歲)              10:00 – 11:00 

• 家庭時間(家長和6歲以上兒童)           11:00 – 12:00 

• 青少年時間(11-17歲)                             15:00 –16:00 

• 成人(18歲以上)                              16:00 – 17:30 

   

• 運動中心開放時間：24小時開放 

• 健身房(18歲以上)開放時間 ：07:00 – 22:00  

• 網球/壁球/羽球/高爾夫球/籃球/足球/排球 

各器材可以至運動中心拿取，若您計劃在18:00後使用器請

至前台索取。 

浮潛 (限11歲以上) 

• 開放時間                          09:00 – 13:00 

• 浮潛課程              14:30 

備註：浮淺只接受當日現場報名(上限25人)，參加者需具備游泳

技能與浮淺經驗，成行與否受天氣因素條件限制 

(所有資訊僅供參考並以度假村公告為準。*需額外付費） 

泰拳(限11歲以上) 

• 泰拳教學(於白色帳篷,週日除外)                     10:00 – 16:00 

備註：私人課程費用為1,400泰銖/小時 



度假村資訊 

網球 

網球課程開放時間(每週二不開設) 

高階課程                 08:30 

中階課程                 09:30 

初階課程                 10:30 

備註：私人課程費用為1,400泰銖/小時 

健身課程 

健身房開放時間                            07:00-22:00 

初階瑜珈(週日除外,瑜珈室)   08:00 

活力競走(前台集合)     08:30 

瑜珈(瑜珈室)    09:00 

綜合訓練(瑜珈室)    10:00 

舞蹈課程(週日,二,三,五,瑜珈室)  10:45 

核心訓練(週一,三,六,瑜珈室)     10:45 

水中有氧操(主泳池)    11:30 

伸展運動(瑜珈室)      15:30 

核心訓練(瑜珈室)          16:15 

瑜珈(周一.三.四.五.日,瑜珈室)    17:00 

水上瑜珈(周二.六,靜池)   17:00 

備註：以上健身課程需年滿16歲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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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眾海灘與主泳池救生員 

• 靜池沒有救生員執勤 

• 開放時間(20歲以上）          10:00-18:00 

• 公眾海灘沒有救生員執勤 

• 主泳池開放時間                    07:00-21:00 

• 主泳池救生員執勤   09:30-18:30 

靜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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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額外付費項目 

• 美髮沙龍   09:00-12:30 /14:00-19:00 

• Euro Diver深潛中心  09:00-12:00 /14:00-18:00 

• SPA芳香療館   08:00-20:00 

• 照相中心   09:30-12:30 /14:00-20:00 

• 村外旅遊   09:30-12:30 /14:30-20:30  

• 精品店                        09:00-20:30  

• 醫護室 (前檯大廳旁)                       09:00-12:00 /13:00-20:00 

• 洗衣房    09:00-13:00 /15:00-18:00 



度假村資訊 

SPA* & 村外旅遊* 

SPA資訊: 
https://goo.gl/2u4AWi 
 

村外旅遊資訊: 
https://goo.gl/hU4wrP 
 

https://goo.gl/2u4AWi
https://goo.gl/hU4wrP


旅遊注意事項* 

P23 

旅遊注意事項 Travel Information 

• 旅遊備品叮嚀 

Club Med *旅遊注意事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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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您在泳池或海灘盡情玩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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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海灘鞋：水上活動是村裡的重頭戲，準備一雙舒適便利的

海灘鞋是必要的，也可避免被礁石刮傷。 

• 盥洗用品：客房內已備有毛巾、吹風機及簡單盥洗用品。

您亦可準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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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吉島 

(2015年11月更新，所有資訊僅供參考並以度假村公告為準。*需額外付費） 



旅遊注意事項* 

P24 

• 旅遊備品叮嚀 

Club Med *旅遊注意事項 普吉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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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您帶著小寶貝來，建議您準備以下物品 

(所有資訊僅供參考並以度假村公告為準。*需額外付費） 



(2015年11月更新，所有資訊僅供參考並以度假村公告為準。*需額外付費） 

2019年夏季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