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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往被鬱鬱蔥蔥的樹林圍繞的游泳
池消暑紓壓。

• 在我們餐廳的現代氛圍中品嚐西班
牙小食。

• 探索該地區的自然美景及其豐富的
阿拉伯 - 安達盧西亞遺產。

• 融入西班牙的生活方式，並享受周
圍環繞著的繁茂花園。

度假村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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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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景標準房 30 海景, 陽台附家具 1 - 2

海景標準連通房 60 海景, 陽台附家具 1 - 4

標準房連通三人標準房 75 陽台附家具 1 - 5

海景標準房連通海景三人標準房 75 海景, 陽台附家具 1 - 5

三人標準房 45 陽台附家具 1 - 3

海景三人標準房 45 海景, 陽台附家具 1 - 3

標準房 30 陽台附家具 1 - 2

標準房連通標準房-帶無障礙設施 60 陽台附家具 1 - 4

標準房-帶無障礙設施 30 陽台附家具 1 - 2

標準房連通三人標準房 60 陽台附家具 3

標準連通房 60 陽台附家具 1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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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保險箱
•  USB插孔
•  Type E 規格插座/200-240伏特

Bathro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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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rvices
•  行李運送服務
•  洗衣服務（需額外付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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麗緻房

 名稱 最小面積（平方公
尺） 度假村特色 可容納人數

海景麗緻房 45 海景, 休息區, 陽台附家具 1 - 2

海景麗緻房連通海景標準房 75 海景, 休息區, 陽台附家具 1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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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咖啡/茶沖泡用具
•  熨斗組
•  保險箱
•  沙發
•  USB插孔
•  Type E 規格插座/200-240伏特

Bathro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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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盥洗配件(浴帽、衛生備品及修甲組

合…等)

Services
•  行李運送服務
•  迷你吧(無酒精飲品)-可視需求補充
•  夜床服務
•  泳池毛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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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景全景套房連通海景標準房 90 海景, 休息室, 陽台附家具 1 - 4

海景套房 60 海景, 休息室, 陽台附家具 1 - 2

海景全景套房 60 海景, 休息室, 陽台附家具 1 - 2

海景套房連通海景標準房 90 海景, 休息室, 陽台附家具 1 - 4

Equipment
•  空調設備
•  嬰兒床(需提前預訂)
•  歡迎小寶寶服務
•  電話
•  平面電視
•  藍芽音響
•  咖啡機
•  咖啡/茶沖泡用具
•  熨斗組
•  雨傘
•  保險箱
•  沙發
•  USB插孔
•  Type E 規格插座/200-240伏特

Bathroom
•  淋浴
•  吹風機
•  化妝鏡
•  盥洗用具(洗髮精、沐浴精及乳液…等)
•  浴缸
•  雙洗手台
•  浴袍
•  拖鞋
•  盥洗配件(浴帽、衛生備品及修甲組

合…等)

Services
•  預訂接駁可升等
•  客房內行李服務
•  客房內歐式早餐
•  Club Med Spa優先預約
•  私人WiFi
•  主題餐廳優先預約
•  迷你吧(無酒精飲品)-每日補充一次
•  下午3前抵達可享用免費午餐
•  夜床服務
•  泳池毛巾
•  洗衣服務（需額外付費）
•  清潔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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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活動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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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爾夫學校 各種等級 / 初學者 / 
初级 / 中級/高級 8 歲

網球學校 各種等級 / 初學者 4 歲

板球學校 初级 6 歲

空中飛人及馬戲學校 各種等級 4 歲

泳池活動項目
各種等級的團體教
學(年齡與日期限制
要求)

16 歲

健身學校
各種等級的團體教
學(年齡與日期限制
要求) / 初级 / 自由
使用

16 歲

晚間娛樂項目 ✓

射箭學校 初级 6 歲

Team sports 自由使用 8 歲

迷你高爾夫 自由使用

法式鐵球 自由使用

桌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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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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泳池
室外泳池
主泳池位於度假村室外的絕佳位置。區域設有池畔躺椅、遮陽傘
和淋浴設施

成人專屬靜池
室外泳池

室內溫水泳池
室內泳池

兒童泳池
室外泳池

Water�games�area
室外泳池

此泳池僅向18歲以上成人開放，16歲以上賓客須由成人陪同。Club Med Spa專屬泳池

此溫水游泳池為兒童俱樂部專屬設施，包含兩座兒童戲水池。僅
向參加幼兒俱樂部和兒童俱樂部的小朋友開放。

深度(最淺/最深)�0.1公尺�/�0.4公尺

This is a place where laughter rings out. Splashing 
around with your family is an unmissable part of a fun 
family holiday. Your kids will love the water slides and 
aquatic games. Two slides, all sorts of water jets and spray 
systems... a real treat for kids and grown-ups.

Water jets and spray systems are activated from early 
April to late September.

Children are under the supervision of their parents or an 
accompanying adu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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泳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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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假村Spa由CINQ�MONDES經
營*

累積祖傳智慧結合現代科技的頂級Spa品牌-CINQ MONDES，運用傳統美容按摩手法，為您
悉心護理身體的每一寸肌膚，讓您重現光彩耀眼的煥然自信。

*at extra cost

Excursions*

Nature�getaways�:�
Flamenco evening Chiringuito Estepona / Ronda and the white villages / The 
secret itineraries of Sierra de los Nieves

Connecting�with�culture�:�
Mijas / Ronda / Malaga, the new cultural capital! / Granada and its Flamenco / 
The Alhambra, jewel of Granada

Sense�of�adventure�:�
Sensational Caminito del Rey / Andalusian aromas and flavours / Catamaran on 
the Costa del Sol / Guadalmina, river trek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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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reative workshops, Early 
learning, Walks 全年開放

2-3歲 幼兒俱樂部®* (2-3 
歲)*

Creative workshops, Early 
learning, Walks, Show 
time, Evening

全年開放

4-10歲 Mini Club Med +
New fun activities, 射箭-團
體課程, Show time, 板球-
團體課程, 網球-團體課程, 
Evening, 空中飛人-團體課程

全年開放

11-17歲 青少年俱樂部® (適合
11-17歲青少年參加)

射箭-團體課程, Show time, 
Golf group lessons, 板球-
團體課程, 網球-團體課程, 
Aerial Fitness, 空中飛人-團
體課程

From 11-01-2023 至 03-
11-2023

From 24-12-2023 至 05-
01-2024

From 12-02-2024 至 08-
03-2024

From 31-03-2024 至 03-
05-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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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歲 Family "Big Snack", 免費參加

2-3歲 親子同樂營, Family "Big Snack", Family show time, 免
費參加

4-10歲
親子同樂營, Family "Big Snack", Family Arts & Crafts, 
Family show time, Family tournaments & games, 
Family water fun, 免費參加, Free acces to golf 
Resort's facilities, 免費使用板球場, 免費使用網球場

11-17歲
親子同樂營, Family "Big Snack", Family Arts & Crafts, 
Family show time, Family tournaments & games, 
Family water fun, 免費參加, Free acces to golf 
Resort's facilities, 免費使用板球場, 免費使用網球場

Family S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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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歲 Club Med Baby Welcome, Facilitate your arriv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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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t extra c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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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enos�主餐廳
主餐廳

Tierra主題餐廳
小食吧

主餐廳露台及室內用餐區域皆可欣賞到美麗的海
景，您可以在煮餐廳內享用道國際化自助餐點和當
地美食，開設廚師現場烹飪，在您的面前準備美食。
餐廳還設有小寶寶角落，提供嬰兒副食品及方便家
長為寶寶準備餐點的器具。

您可以在這裡享受到充滿活力的輕鬆用餐氛圍，主
題餐廳內設有吧台、酒窖以及輕食吧台。 無您是想前
往享用早餐、 西班牙特色小食、提供桌邊服務的晚餐

（需要預約）還是最道地的當地美食，主題餐廳全天
候歡迎您的光臨。您也可以前往參加西班牙品酒課程

（需額外付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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吧台
主吧台
主吧台

Sierra�Blanca�靜池吧台
靜池吧台

主題餐廳吧台
美食酒廊吧台

室內座位�&�吧台

室內座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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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用資訊

Adress
Club�Med�Magna�Marbella
Calle Padre Paco Ostos, S/N, MARBELLA, Malaga
29601, SP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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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r all stays, arrival between 4 and 8 pm. G.M®s who arrive early may be able to have 
lunch at extra cost, subject to availability.
Rooms available during the afternoon.
Rooms to be vacated by 10 am on day of departure, for departure from the Resort at 
3 pm (breakfast and lunch included).
Should any of these times change, the revised times will be given in your "Holiday 
Rendez-Vous".

 交通
Malaga Costa del Sol機場至度假村間接送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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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