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西哥坎昆
墨西哥

探訪瑪雅文化的完美親子假期

度假村特色

• Access to Mini Club Med ®, from age 4,
and to Club Med Passworld ®, from age
11

• Renovated Resort with Mexican
architecture, between the lagoon and
the Caribbean sea

• Seeing your children playing at pirates
or little sailors at the Petit Club Med®
• Relaxing in a bath of flower petals at
Club Med Spa by L’OCCITANE

• Chilling out in a 64 sq metre Exclusive
Collection Space Suite and enjoying
customised services*
** UNESCO World Heritage S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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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UB MED CANCUN
PUNTA NIZUC, ESTADO DE QUINTANA ROO CANCUN, Yucatan
77500, Mexico

安心假期，Club Med 嚴守防疫規範，執行最完善的健康衛生措
施，提供旅客最安心無慮的幸福假期。

My Club Med app：
下載我們的app讓您獲得更多關於度假村
的最新即時資訊，可查詢度假村地圖、設施和活動，安排您的住
宿需求，並享受專屬的服務，簡易方便的頁面讓您輕鬆上手，與
您的家人或朋友度過一個愉快的假期！
可於App Store或Google Play下載My Club Med應用程式。
便捷註冊服務*
僅需線上註冊即可管理您的行程訊息，優先為您準備各項您的
需求服務：
快速辦理入住及退房手續
預訂參加兒童俱樂部
個人會員專區管理
*實際服務項目需根據度假村為主

Summary
運動&活動項目
泳池
兒童

餐廳&吧台
房型

頂級奢華空間
打造專屬假期
打造專屬假期
實用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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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活動項目**

水上運動
深海潛水*
帆船學校
浮潛

獨木舟

站立式槳板

團體課程

中級/高級

健身學校
匹克球
網球學校
高爾夫*

馬戲學校

Cardio-Training
Team sports*

晚間娛樂項目

並使用便捷註冊
服務

ü

初级團體課程

ü
自由使用

團體課程

初级團體課程

各種等級的團體教
學(年齡與日期限
制要求) / 初级團
體課程
各種等級的團體教
學(年齡與日期限
制要求)

最低年齡（歲）

開放期間

6歲

全年開放

6歲

免費參加

並使用便捷註冊
服務

ü

初级 / 各種等級

ü
ü

自由使用

全年開放

16 歲

全年開放

ü
ü

全年開放

最低年齡（歲）

開放期間

8歲

全年開放

4歲

全年開放

4歲

全年開放

6歲

11 歲

全年開放

全年開放

4歲

全年開放

8歲

全年開放

18 歲

自由使用

全年開放

8歲

16 歲

自由使用

陸上運動 & 休閒活動
射箭學校

免費參加

全年開放
全年開放

*at extra cost
**Depending on weather conditions
*** 可提前預訂的果嶺費額外付費套裝

3

發佈時間：2023/01/06 此文件包含的內容僅供參考。
度假村有權在未通知的情況下對活動內容和設施開放時間進行調整。
您可以向旅遊顧問索取度假村發布的最新活動資訊。

運動&活動項目

∑ 墨西哥 – 墨西哥坎昆

團體課程

泳池活動項目
舞蹈課程
烹飪課程

各種等級的團體教
學(年齡與日期限制
要求) / 自由使用

迷你高爾夫

自由使用

乒乓球

自由使用

法式滾球

Art & Wine*

Wine tasting with
Sommelier*
Excursion*

免費參加

並使用便捷註冊
服務

最低年齡（歲）

開放期間

11 歲

全年開放
全年開放
全年開放
全年開放

自由使用

全年開放
全年開放

ü
ü
ü

ü

全年開放
全年開放
全年開放

*at extra cost
**Depending on weather conditions
*** 可提前預訂的果嶺費額外付費套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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泳池

泳池

親子泳池

主游泳池

深度(最淺/最深) 0.3公尺 / 1.3
公尺

深度(最淺/最深) 1公尺 / 1.7
公尺

室外泳池

專為大小朋友設計的新游泳池，
親子間共享歡樂的戲水時光。

室外泳池

這個無邊泳池位於海洋和潟湖之
間，並設於度假村中心，給您絕佳
的放鬆體驗。

兒童泳池與遊樂設施
室外泳池

來到此您的孩子將迫不及待地
想要跳入水池中飛濺和嬉戲，位
於幼兒俱樂部和兒童俱樂部內
的水上噴射器遊樂設施和滑梯
為小孩子們帶來了無窮的歡樂，
讓孩子們在炎熱天氣的水池中
消暑嬉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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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

兒童俱樂部
年齡

2-3歲

名稱

幼兒俱樂部®* (2-3 歲)*

4-10歲

Mini Club Med +

11-17歲

青少年俱樂部® (適合
11-17歲青少年參加)

兒童活動
年齡

2-3歲

4-10歲
11-17歲

Included Activities

兒童晚間服務, 小小表演家,
創意工作坊, 幼兒教育, 戶
外散步

*at extra cost

開放期間

全年開放

New fun activities, 團體課
程, 空中飛人-團體課程, 風
帆學校, 團體課程, 團體課
程, 兒童晚間服務, 瑜珈, 小
小表演家, 兒童才藝秀, 小小
廚藝課程

團體課程, 空中飛人-團體課
程, 風帆學校, 團體課程, 團體
課程, 瑜珈, 小小表演家

全年開放

青少年SPA

全年開放

Included Activities

*at extra cost

親子同樂營, 兒童表演秀, 免費參加, 迷你高爾夫, 親子手工教室,
家庭點心派對, 親子趣味競賽, 親子戲水活動, 免費參加風帆, 自
由使用網球場

Learn Golf

親子同樂營, 兒童表演秀, 免費參加, 家庭點心派對

親子同樂營, 兒童表演秀, 免費參加, 親子手工教室, 家庭點心
派對, 親子趣味競賽, 親子戲水活動, 免費參加風帆, 自由使用
網球場

*at extra c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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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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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服務
年齡

0-2歲

2-3歲

4-10歲

11-17歲

Included activities & facilities
歡迎小寶寶服務
便捷註冊服務

便捷註冊服務
便捷註冊服務

®

*at extra cost

寶寶褓姆照顧*

兒童晚間服務, 寶寶褓姆照顧*, 兒童睡衣俱樂部®
寶寶褓姆照顧*, 兒童睡衣俱樂部®

*at extra c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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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內座位

The Hacienda 主餐廳
主餐廳

這間大型餐廳位於度假村中心，您可以在其5個空間或美麗露台上俯瞰潟湖。餐廳的
每個空間設計都以居家風格裝飾，如：
圖書館，廚房，飯廳，客廳甚至是吸煙室。
也提供
了來自各國的美味自助餐及典型的墨西哥菜餚。
備註：

寶寶食物專區可提供父母為孩子準備食物
此外餐廳露台區域為吸煙區。

The Estancia 主題餐廳
特色餐廳

這家海景小吃店全天開放。晚上提供餐桌服務，以供選擇各種前菜小吃(tapas)。
備註：

晚餐的桌邊服務必須提前在接待處預訂。
允許在露台上吸煙。

Taco Arte 海灘吧台
特色餐廳

這家餐廳採用當地建築風格，建在高蹺上，因此可以一覽無餘的海洋景色。白天這間
餐廳供應自助形式的當地特色菜。到了晚上將為您端上道地墨西哥菜。

吧台

THE MAYA LOUNGE 主吧台
Night Bar
TACO ARTE 海灘吧台
Beach Lounge Bar
THE SOLUNA 主吧台
主吧台

備註：

晚餐僅接受提前在接待處預訂。
將有服務生為您服務。

除露台外，這是一個非吸煙區域。

The Crêperie
泳池餐廳

The Crêperie is located near "Las Velas" bar. It is open during the day and offers
light snacks. You can treat yourself to freshly prepared sweet or savoury snacks to
take away at any time. What’s on the menu? Crêpes, hot dogs, salads, focaccia,
wraps, sandwiches, fruit and popcorn, to eat by the pool or on the beach.

BAR LOUNGE
Exclusive Collection Bar
LAS VELAS 吧台
泳池吧台

LA BODEGA 酒窖
酒吧台

BAR AGUAMARINA
泳池吧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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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型

類別

標準房

麗緻房

9

名稱

標準房

麗緻房

鄰海標準房-帶露臺

最小面積（
平方公尺）

39

度假村特色

可容納人數

面海四人標準房

50

分開的兒童休息區

3-4

鄰海標準房

39

休息區, 海邊

1-3

標準房-位於底層

32

休息區

1-2

標準房

39

休息區

1-3

標準房-帶無障礙設施

39

標準連通房-位於底層

64

休息區

4

標準連通房

78

休息區

4-6

海景麗緻房

39

休息區

1-3

海景麗緻連通房

78

休息區

4-6

面海四人麗緻房

63

分開的兒童休
息區, 休息區

3-5

1-2

1-3

Bathroom

Equipment and services

淋浴, 雙洗手台, 獨立廁所, 吹 洗衣服務（需額外付
費）,行李運送服務
風機, 化妝鏡, 盥洗用具(洗
髮精、沐浴精及乳液…等)
浴缸, 淋浴, 雙洗手台, 獨立廁
所, 吹風機, 化妝鏡, 盥洗用具
(洗髮精、沐浴精及乳液…等)

淋浴, 雙洗手台, 獨立廁所, 吹 洗衣服務（需額外付
費）,行李運送服務
風機, 化妝鏡, 盥洗用具(洗
髮精、沐浴精及乳液…等)
淋浴, 雙洗手台, 獨立廁所, 吹
風機, 化妝鏡, 盥洗用具(洗
髮精、沐浴精及乳液…等)

淋浴, 雙洗手台, 獨立廁所, 吹
風機, 化妝鏡, 盥洗用具(洗
髮精、沐浴精及乳液…等)

淋浴, 雙洗手台, 獨立廁所, 吹
風機, 化妝鏡, 盥洗用具(洗
髮精、沐浴精及乳液…等)

淋浴, 雙洗手台, 吹風機, 化
妝鏡, 盥洗用具(洗髮精、沐
浴精及乳液…等), 獨立廁所

淋浴, 雙洗手台, 獨立廁所, 吹
風機, 化妝鏡, 盥洗用具(洗
髮精、沐浴精及乳液…等)

洗衣服務（需額外付
費）,行李運送服務

夜床服務, 洗衣服務（需額外付
淋浴, 雙洗手台, 獨立廁所,
浴袍, 拖鞋, 吹風機, 化妝鏡, 費）,海灘毛巾, 行李運送服務, 迷
盥洗用具(洗髮精、沐浴精及 你吧(無酒精飲品)-可視需求補充
乳液…等), 盥洗配件(浴帽、
衛生備品及修甲組合…等)
淋浴, 雙洗手台, 獨立廁
所, 浴袍, 拖鞋, 吹風機, 加
熱毛巾架, 化妝鏡, 盥洗
用具(洗髮精、沐浴精及乳
液…等), 盥洗配件(浴帽、衛
生備品及修甲組合…等)

浴缸, 淋浴, 雙洗手台, 獨立
廁所, 浴袍, 拖鞋, 吹風機,
加熱毛巾架, 化妝鏡, 盥洗
用具(洗髮精、沐浴精及乳
液…等), 盥洗配件(浴帽、衛
生備品及修甲組合…等)

發佈時間：2023/01/06 此文件包含的內容僅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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頂級奢華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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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最小面積（
平方公尺）

度假村特色

可容納人數

Bathroom

頂級奢華系列庭
園景麗緻房

39

休息區

1-3

淋浴, 雙洗手台, 獨立廁
所, 浴袍, 拖鞋, 吹風機, 加
熱毛巾架, 化妝鏡, 盥洗配
件(浴帽、衛生備品及修甲
組合…等), Spa品牌備品(
洗髮精、沐浴乳及潤膚乳)

頂級奢華系列庭園
景麗緻連通房

78

休息區

4-6

頂級奢華系列家庭套房

96

分開的兒童休
息區, 休息區

3-4

淋浴, 雙洗手台, 獨立廁
所, 浴袍, 拖鞋, 吹風機, 化
妝鏡, 盥洗用具(洗髮精、
沐浴精及乳液…等)

頂級奢華系列套房

64

休息區

1-2

浴缸, 淋浴, 雙洗手台, 獨立
廁所, 浴袍, 拖鞋, 吹風機, 加
熱毛巾架, 化妝鏡, 盥洗配
件(浴帽、衛生備品及修甲
組合…等), Spa品牌備品(
洗髮精、沐浴乳及潤膚乳)

浴缸, 淋浴, 雙洗手台, 獨立
廁所, 浴袍, 拖鞋, 吹風機, 加
熱毛巾架, 化妝鏡, 盥洗配
件(浴帽、衛生備品及修甲
組合…等), Spa品牌備品(
洗髮精、沐浴乳及潤膚乳)

Equipment and 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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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內行李服務, 客房內歐式早餐,
Club Med Spa優先預約, 禮賓服務
提供私人酒吧和小食服務, 夜床服
務, 洗衣服務（需額外付費）,海灘毛
巾, 清潔服務, 客房服務（每日上午
11點-晚間11點，需額外付費）,套
房專屬泳池, 主題餐廳優先預約, 迷
你吧(無酒精飲品)-可視需求補充
專屬吧台香檳暢飲（晚間6-11點）,
夜床服務, 洗衣服務（需額外付
費）,海灘毛巾, 行李運送服務, 迷
你吧(無酒精飲品)-可視需求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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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內行李服務, 客房內歐式早餐,
Club Med Spa優先預約, 禮賓服務
提供私人酒吧和小食服務, 禮賓服
務, 夜床服務, 洗衣服務（需額外付
費）,海灘毛巾, 清潔服務, 客房服務
（每日上午11點-晚間11點，需額外
付費）,套房專屬泳池, 私人WiFi, 主
題餐廳優先預約, 私人接駁車服務,
迷你吧(無酒精飲品)-每日補充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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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內行李服務, 客房內歐式早餐,
Club Med Spa優先預約, 禮賓服
務提供私人酒吧和小食服務, 禮
賓服務, 夜床服務, 洗衣服務（需額
外付費）,海灘毛巾, 行李運送服
務, 清潔服務, 客房服務（每日上午
11點-晚間11點，需額外付費）,套
房專屬泳池, 私人WiFi, 主題餐廳
優先預約, 私人接駁車服務, 迷你
吧(無酒精飲品)-每日補充一次

發佈時間：2023/01/06 此文件包含的內容僅供參考。
度假村有權在未通知的情況下對活動內容和設施開放時間進行調整。
您可以向旅遊顧問索取度假村發布的最新活動資訊。

頂級奢華空間

∑ 墨西哥 – 墨西哥坎昆

位於度假村極佳位置且設有無邊泳池和酒吧，專為入住此區域的貴賓提供絕佳個人隱私和
專屬豪華服務。

Room service is included from 11 am to 11 pm. Continental breakfast is included
for all rooms from 7.30 to 11 am

Facilities

The concierge service is destined to ensure you of an ideal stay at Club Med

- Privileged access to the all-inclusive activities and services at the Resort (priority
booking for the speciality restaurant, etc)

頂級奢華空間私人泳池
在美麗而幽靜的環境中，專門提供給
頂級奢華空間旅客使用。

- A dedicated contact person for booking the à la carte services proposed at the
Club Med Resort (treatments at the Club Med Spa* by L’Occitane, babysitting*(1),
laundry service*, customised excursions*, etc.)

- Expert advice on the excursions*, activities, outings, events and restaurants
outside Club Med
Bar service in the lounge, with champagne included in the evenings(2)
Minibar restocked daily with soft drinks
Wifi access available in the lounge

Privileged transfer from the airport to the Resort(3)

*At extra cost
(1) Club Med provides a list of babysitting services on request, but is in no way responsible for the service provided.
(2) Certain brands only , served by the glass, at 6 pm. Alcohol can be dangerous for the health.
(3) Only for clients with a Club Med Package including Trans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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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專屬假期*

∑ 墨西哥 – 墨西哥坎昆

度假村Spa由L’
OCCITANE經營

彷彿走進普羅旺斯這片廣闊的秘境中，迎接陽光明媚的風景、薰衣草和甜杏仁的空氣中。
開啟自己的感官。
使用產品成分融合道地
的祖傳技術，給予您100%徹底放鬆體驗。

*at extra c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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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專屬假期*

∑ 墨西哥 – 墨西哥坎昆

村外旅遊

•自
 然生態探索 : 與海龜共遊

•深
 度文化探索 : 奇琴伊察(Chichen Itza)及瓦拉多利德(Valladolid) / 在叢林中心：科巴(Coba)的秘密 /“與文化連結”：神奇的
圖盧姆(Tulum) / 古老的埃卡拉姆(Ek’Balam)王國

•冒
 險旅遊活動 : 穿梭於紅樹林中 / 釣魚大賽 / 飛蠅釣釣魚 / Treasures of Isla Mujeres
•個
 人訂製旅遊 : Charter boats / 您的尤加坦州(Yucatan)

*at extra c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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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墨西哥 – 墨西哥坎昆

實用資訊

CLUB MED CANCUN

資訊

無年齡限制

入住/退房

ARRIVAL/DEPARTURE TIMES
•Arrival for each stay is between 3 and 8 pm
•Room available in the afternoon
•On the day of departure, the room must be free by 9 am, and
departure from the Resort is at 3 pm (breakfast and lunch included).
交通

Cancun airport (20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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