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卡瑪蓮那酒店

度假村特色
•  Lazing under the olive trees, between 
colourful squares and charming 
alleyways

•  Putting heart and soul into tennis, 
sailing or flying trapeze

•  Seeing your little ones learn the secrets 
of volcanos from 2 years old, and your 
teenage children have the time of their 
lives at Club Med Passworld®

•  Exploring Agrigente, Syracusa** and 
Etna

**UNESCO World Heritage Site.

 義大利

In the south of Sicily, a Family Resort between Etna 
and the Mediterranean Sea



發佈時間： 2023/0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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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義大利 – 卡瑪蓮那酒店

CLUB MED KAMARINA
LOCALITÀ SCOGLITTI, RAGUSA, Sicily-Ragusa
97100, Italy

Summary

 運動&活動項目

 泳池

 兒童

 餐廳&吧台

 房型

 打造專屬假期

 打造專屬假期

 實用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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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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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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放期間

Sailing 各種等級 6 歲 全年開放

深海潛水* ü ü 11 歲 全年開放

Kayaking 自由使用 16 歲 全年開放

Stant up paddle 自由使用 16 歲 全年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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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放期間

Tennis

各種等級的團體
教學(年齡與日期
限制要求) / 初學
者 / 各種等級 / 中

級/高級

4 歲 全年開放

Fitness
各種等級的團體教
學(年齡與日期限制
要求) / 自由使用

16 歲 全年開放

Trapeze & Circus
各種等級的團體教
學(年齡與日期限
制要求)

4 歲 全年開放

Archery 初级團體課程 6 歲 全年開放

Team sports 自由使用 8 歲 全年開放

Entertainment ü 全年開放

Swimming Pools
自由使用 / 各種等
級的團體教學(年齡
與日期限制要求)

11 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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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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課程 免費參加 並使用便捷註冊
服務 最低年齡（歲） 開放期間

專業嚮導健行 初级團體課程 全年開放

兒童高爾夫 自由使用 全年開放

保齡球 自由使用 全年開放

桌球 (乒乓球) 自由使用 全年開放

Excursion* ü 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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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運動&活動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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泳池

泳池
主游泳池
室外泳池
深度(最淺/最深) 1.1公尺 / 1.8
公尺
Club Med’s biggest 
freshwater pool! Located at 
the heart of the Village, for 
your comfort it is fitted with 
deckchairs, parasols and 
showers.

兒童俱樂部游泳池
室外泳池
深度(最淺/最深) 0.6公尺 / 0.8
公尺
This fresh water swimming 
pool consists of two pools.

 

飯店游泳池
室外泳池
深度(最淺/最深) 1.1公尺 / 1.8
公尺
Fresh water swimming pool; 
teak deckchairs, parasols and 
showers are provided for your 
comfort.

CLUB MED SPA POOL
室內泳池
溫水泳池
Freshwater swimming pool 
with an aquatic pathway 
consisting of various toning 
jets. This pool is only 
available to G.M® who have 
booked treatments at Club 
Med S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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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

*at extra c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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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歲 幼兒俱樂部®* (2-3 歲)*
Evening, Show time, 

Creative workshops, Early 
learning, Walks

全年開放

4-10歲 兒童俱樂部 (4-10歲)

Group classes, Flying 
Trapeze group lessons, 
Sailing group lessons, 
Tennis group lessons, 
Evening, Show time

全年開放

11-17歲 青少年俱樂部® (適合
11-17歲青少年參加)

Group classes, Flying 
Trapeze group lessons, 
Sailing group lessons, 

Tennis group lessons, Show 
time

Kids & Teen Spa From 26-03-2023 至 10-11-2023

兒童活動
年齡 Included Activities *at extra cost

2-3歲 Club Med Amazing Family!, Family "Big Snack", Family 
show time, Pool free access

4-10歲
Club Med Amazing Family!, 親子手工教室, Family "Big 
Snack", Family show time, Family tournaments & games, 
親子戲水活動, Pool free access, Free access to sailing, Free 

access to tennis courts

11-17歲
Club Med Amazing Family!, 親子手工教室, Family "Big 

Snack", Family show time, Family tournaments & games, 親
子戲水活動, Pool free ac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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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 extra c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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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歲 Club Med Baby Welcome Baby-sitting
2-3歲 Facilitate your arrival Evening Service, Baby-sitting
4-10歲 Facilitate your arrival Baby-sitting
11-17歲 Facilitate your arrival

兒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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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內座位
The Dunes
主餐廳
A veritable feast for the eyes and the palate.
Situated in the centre of the Resort, this large restaurant welcomes both adults and 
kids, and serves tasty, colourful dishes where local produce takes pride of place.

Il Cavallo marino
其他餐廳
This restaurant, opening on to the sea, welcomes you from lunchtime on, as a 
couple of with friends, to taste an international cuisine and a selection of Sicilian 
dishes.This is a non-smoking area.

Il Trinacria
其他餐廳
Situated on the ground floor of the hotel with a sea view, this restaurant which 
is open for every meal time, welcomes you to share some moments of gourmet 
food. A breakfast for late-risers is providedA baby corner is available to help 
parents prepare meals for their little ones.This is a non-smoking area.

Il Vulcano
特色餐廳
If you love seafood, then this is the place! It’s situated in the centre of the Resort, 
next to the main restaurant. 
Only open in the evenings, your taste buds will be able to sail away thanks to 
their selection of delicious seafood dishes.
The restaurant is open :
Dinner (7.30pm or 8.45pm) on reservation only: Open 6 days a week during July 
and August only (28th august 2021).
Temporarily closed

吧台
L’AGORA
主吧台

THE SWIMMING POOL BAR
泳池吧台

BEACH 吧檯
海灘吧台

夜間俱樂部
夜店吧台

LE ROOF GARDEN
Hotel Bar

室內座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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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房 麗緻房

類別 名稱 最小面積（
平方公尺）

度假村特色 可容納人數 Bathroom Equipment and services

標準房 海景標準房,Hotel 25 1 - 3 淋浴, 吹風機, 盥洗用具(洗
髮精、沐浴精及乳液…等)

行李運送服務

標準房,Hotel 25 1 - 4 淋浴, 吹風機, 盥洗用具(洗
髮精、沐浴精及乳液…等)

行李運送服務

標準連通房,Hotel 50 分開的兒童休息區 4 淋浴, 吹風機, 盥洗用具(洗
髮精、沐浴精及乳液…等)

行李運送服務

麗緻房 麗緻房,Hotel 36 休息區 1 - 2 淋浴, 雙洗手台, 浴袍, 拖
鞋, 吹風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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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灘毛巾, 行李運送服務, 迷你
吧(無酒精飲品)-可視需求補充

套房 海景套房,Hotel 50 分開的兒童休息區, 
休息室, 獨立起居室

1 - 2 浴缸, 淋浴, 獨立廁所, 浴
袍, 拖鞋, 吹風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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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房內歐式早餐, 海灘毛巾, 
行李運送服務, 清潔服務, 主
題餐廳優先預約, 迷你吧(無
酒精飲品)-每日補充一次

海景套房,Hotel連
通海景標準房

100 分開的兒童休息
區, 獨立起居室

1 - 4 浴缸, 淋浴, 雙洗手台, 獨立
廁所, 浴袍, 拖鞋, 吹風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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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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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 extra cost

度假村Spa由PAYOT經營
柏姿(PAYOT) 是由一位瑞士皇家醫學院醫學博士DR.PAYOT於1937年創立的。其出產之高級美容護膚產品特別針對肌膚、注重深
層護理，多年來廣受美容界的專業人士尊重和讚譽有加，在國際市場上更佔了重要的地位。

打造專屬假期*



發佈時間： 2023/0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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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  義大利 – 卡瑪蓮那酒店

*at extra cost

村外旅遊
•  Nature getaways : 義大利 (意大利) Etna 和 Taormina(2 天) / Expedition to Etna
•  Connecting with culture : 義大利 (意大利) Agrigento / Piazza Amerina, a taste of Rome / Sweet Night in Ibla / 
Siracusa (1 day) / Ibla 和 Ragusa 市集(半日)

•  Sense of adventure : Cycling in Sicily / Marine geteway
•  Tailored : Vittoria (1/2 day)

打造專屬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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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用資訊

CLUB MED KAMARINA 無年齡限制
資訊
入住/退房
TIMES OF ARRIVAL/DEPARTURE 
For all stays, arrival between 3 pm and 8 pm.
 With early arrival and depending upon availability at the Resort, you 
may be offered lunch for a supplement.
•Room available in the afternoon.
•Room to be vacated at 9 am on day of departure - leave Resort at 
3 pm (breakfast and lunch included).
交通
Catania airport (105 分鐘）
Palerme airport (240 分鐘）
Comiso airport (30 分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