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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lub Med亞太區第一座經國際級
環保組織認證「綠色環保銀色標章」的
自然生態環保度假村，同時擁有熱帶雨
林及南中國海的原始自然景觀

• 熱門[樹頂野戰遊戲]、攀岩與叢林健
走等戶外活動

• 2015年完成區域裝修升級，提供更
舒適的度假空間

• 專屬成人的無邊際[靜池]休憩空間
與完整[兒童俱樂部]設施活動

• 榮獲Tripadvisor評選為2014年亞
洲最佳家庭式飯店

度假村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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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發佈時間： 2023/0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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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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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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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房

 名稱 最小面積（平方公
尺） 度假村特色 可容納人數

鄰海標準房 21 1 - 2

標準房 21 花園側 1 - 3

標準房-帶無障礙設施 21 1 - 2

鄰海標準連通房 42 3 - 4

標準連通房 42 花園側 4 - 5

Equipment
•  空調設備
•  嬰兒床(需提前預訂)
•  歡迎小寶寶服務
•  電話
•  網路
•  平面電視
•  迷你吧
•  咖啡/茶沖泡用具
•  雨傘
•  保險箱
•  國際插座

Bathroom
•  淋浴
•  獨立廁所
•  吹風機
•  化妝鏡
•  盥洗用具(洗髮精、沐浴精及乳液…等)

Services
•  行李運送服務
•  洗衣服務（需額外付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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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房

 名稱 最小面積（平方公
尺） 度假村特色 可容納人數

鄰海套房-帶露臺 55 獨立起居室, 露台附家具 1 - 3

鄰海套房帶露臺連通鄰海標準房 76 獨立起居室, 露台附家具 4 - 5

Equipment
•  空調設備
•  躺椅
•  嬰兒床(需提前預訂)
•  歡迎小寶寶服務
•  電話
•  平面電視
•  沙發
•  咖啡機
•  咖啡/茶沖泡用具
•  熨斗組
•  雨傘
•  保險箱
•  國際插座

Bathroom
•  浴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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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坐浴盆

Services
•  預訂接駁可升等
•  客房內行李服務
•  客房內歐式早餐
•  主題餐廳優先預約
•  迷你吧(無酒精飲品)-每日補充一次
•  迷你吧(無酒精飲品)-可視需求補充
•  夜床服務
•  海灘毛巾
•  洗衣服務（需額外付費）
•  清潔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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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活動項目**

水上運動

團體課程 免費參加 並使用便捷註冊
服務 最低年齡（歲）

衝浪* ✓ ✓ 5 歲

帆船學校 各種等級 6 歲

獨木舟 自由使用 16 歲

站立式槳板 自由使用 16 歲

*at extra cost
**Depending on weather condi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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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上運動�&�休閒活動

團體課程 免費參加 並使用便捷註冊
服務 最低年齡（歲）

攀岩 初级團體課程 11 歲

網球學校 各種等級 4 歲

空中飛人及馬戲學校 各種等級 4 歲

瑜珈學校 初级團體課程 11 歲

海龜復育 自由使用

射箭學校 初级 6 歲

健身學校
各種等級的團體教
學(年齡與日期限制
要求) / 自由使用

16 歲

Team sports 自由使用 8 歲

晚間娛樂項目 ✓

泳池活動項目 初级團體課程 16 歲

叢林健走
各種等級的團體教
學(年齡與日期限制
要求)

羽毛球 自由使用

法式鐵球 自由使用

烹飪課程

 彩繪課程* ✓

教學花園 自由使用

泳池遊戲* ✓

壁球 自由使用

乒乓球 自由使用

Excursion*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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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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泳池
室外泳池

成人靜池
室外泳池

淨水游泳池，位在度假村中心位置，並提供柚木長式
躺椅和淋浴設備

深度(最淺/最深)�0.4公尺�/�1.4公尺

安靜的靜池是成年人的理想選擇，完全可以放鬆身
心，俯瞰南中國海。

您可以在那裡各式喝冷熱飲品，另提供提供葡萄酒
和香檳的酒單，需額外收費。

深度(最淺/最深)�1.2公尺�/�1.2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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泳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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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假村Spa由MANDARA經營*

探索最古老的亞洲儀式之一，將美麗與異國情調融合在一起。Mandara將巴里島的傳統與歐
洲的技術相結合，使舒壓按摩成為一種愉悅的體驗。展開一場身體的放鬆之旅，平衡身心靈的
饗宴即將展開。

*at extra cost

Excursions*

自然生態探索�:�
螢火蟲探險之旅 / 紅樹林探險之旅 / 海龜孵化 / 探訪海龜保育中心 / Kuala Lumpur / 達
曼納卡那國家公園

深度文化探索�:�
Ceclo Ecological Private Boat Tour / 達曼納卡那國家公園 / 關丹市逛街購物/Kuantan 
shopping (半天)

冒險旅遊活動�:�
雙溪林明礦坑探險 / 雙溪林明礦坑探險 / Mangrove Kayaking / Mangrove Kayaking 
for 2 persons

*at extra c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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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

兒童俱樂部
 年齡 名稱 Included�Activities *at�extra�cost 開放期間

0-2歲 寶寶俱樂部®* (4-23
個月)*

創意工作坊, 幼兒教育, 戶外
散步 全年開放

2-3歲 幼兒俱樂部®* (2-3 
歲)*

兒童晚間服務, 創意工作坊, 幼
兒教育, 戶外散步, 小小表演家 全年開放

4-10歲 兒童俱樂部+
全新的有趣活動, 團體課程, 團
體課程, 團體課程, 網球-團體
課程, 兒童晚間服務, 小小表演
家, 小小廚藝課程

全年開放

11-17歲 青少年俱樂部® (適合
11-17歲青少年參加)

團體課程, 團體課程, 團體課
程, 網球-團體課程, 小小表演
家, Rock Climbing group 
classes

全年開放

兒童活動
 年齡 Included�Activities *at�extra�cost

0-2歲 免費參加, 家庭點心派對

2-3歲 親子同樂營, 免費參加, 兒童表演秀, 家庭點心派對

4-10歲 親子同樂營, 免費參加, 兒童表演秀, 家庭點心派對, 親子
手工教室, 親子趣味競賽, 自由參加風帆, 自由使用網球場

11-17歲 親子同樂營, 免費參加, 家庭點心派對, 親子手工教室, 親
子趣味競賽, 自由參加風帆, 自由使用網球場 Family Spa

*at extra cost

19



馬來西亞

馬來西亞珍拉汀灣

兒童服務
 年齡 Included�activities�&�facilities *at�extra�cost

0-2歲 歡迎小寶寶服務®, 便捷註冊服務 兒童睡衣俱樂部®

2-3歲 便捷註冊服務 兒童晚間服務, 兒童睡衣俱樂部®

4-10歲 便捷註冊服務, Club Med Play 兒童睡衣俱樂部®

11-17歲 便捷註冊服務, Club Med Play

*at extra c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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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embulan�海邊餐廳
特色餐廳

您可以在度假村的Pantaï一側享受大自然的原始美景和壯麗的
海灘景觀。 Rembulan海邊餐廳輕鬆歡樂的氛圍給您最愉悅的
用餐時刻。單點式晚餐在涼爽的露台上用餐，您可以品嚐美味的
亞洲菜餚、泳池燒烤以及健康的選擇，甚至享用私人晚餐或浪漫
龍蝦晚餐*。
標註*需額外付費
備註:桌子可提供2-8人座位，須提前預約。

The�Enak�主題餐廳
特色餐廳

踏入The Enak的現代舒適空間，明亮充滿活力的空間中，營造
一個休閒而溫馨的氛圍，品嚐各式美味佳餚。在“現場”烹飪台上
觀看我們的廚師在您面前展演。嘗試我們的一種手工製作的亞
洲風味麵條菜，它具有各種風味和外觀以及最新鮮的食材。
開放晚早餐、晚午餐和晚晚餐。

The�Mutiara主餐廳
主餐廳

位於泳池旁，提供榮獲「精緻美饌」評等的國際化自
助式料理，包含日本料理區、韓式料理區、印度料理
區、馬來料理區、中華料理區、西式料理區等。餐廳設
計呈現質感精緻氛圍，白天時分，4個露天陽臺讓你
可在微風吹煦中享用午餐；夜晚時分，燈光的運用則
凸顯了建築和裝飾的美感。另設有「麵食吧檯」，提供
叻沙、蕎麥麵、炸醬麵等多款美味亞洲麵點，歡迎您
於點心或宵夜時段前往享用。另附設寶寶專區(Baby 
Corner)，方便父母為寶寶準備餐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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吧台
The�Orchid主吧台
主吧台

The�Bayou海灘吧台
海灘吧台

Zen�Bar�靜池吧台
靜池吧台

室內座位�&�吧台

室內座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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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用資訊

Adress
CLUB�MED�CHERATING
H.V.O.M.
29TH MILES, JALAN KUANTAN-KEMA, KUANTAN PAHANG DARUL MAKMUR, Malaysian Archipelago
26080, Malaysia

無年齡限制

 Hygiene�&�Saf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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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便捷註冊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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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住/退房
抵達/離開度假村的時間：
*所有住宿旅客，請於下午3點至8點之間抵達度假村辦理入住手續。
*提早到達的旅客可以視個人情況而定，額外付費用於度假村內享用午餐。
*請於離村出發當天上午10點辦理完成退房手續，可續用度假村公共區域及設備，並於下午3點前從
度假村出發（可享用早餐和午餐）。
*所有活動內容請依度假村實際公告為主。

 交通
關丹機場(Kuantan airport) (45 分鐘）
Kuala Lumpur International Airport (360 分鐘）

 My�Club�Med�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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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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