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多明尼加共和國

多明尼加共和國米切
斯

• 坐落在原始的淨土，遠離喧囂的城
市，是一個世外桃源秘境，周圍環繞著
茂密的棕櫚樹林和熱帶森林。

• 多明尼加最理想的度假聖地，真切
感受到原始度假的自然美好。

• 多明尼加共和國唯一頂級奢華度
假村。

• Club Med首座由四種主題精品度
假村組成，體驗各式度假氛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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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麗緻房

 名稱 最小面積（平方公
尺） 度假村特色 可容納人數

麗緻房 45 花園景, 休息區, 陽台或露台附
家具 1 - 2

花園景麗緻連通房 90 花園景, 露台附家具 3 - 6

花園景麗緻連通房 90 花園景, 露台附家具 3 - 6

麗緻房 45 花園景, 休息區, 露台附家具 1 - 3

麗緻房 45 花園景, 休息區, 陽台或露台附
家具 1 - 3

花園景麗緻四人房 56 花園景, 分開的兒童休息區, 陽
台或露台附家具 1 - 5

麗緻房帶無障礙設施 45 花園景, 休息區, 露台附家具 1 - 3

花園景麗緻房-帶無障礙設施 53 花園景, 休息區, 露台附家具 1 - 3

Equipment
•  空調設備
•  電話
•  平面電視
•  沙發
•  藍芽音響
•  咖啡機
•  咖啡/茶沖泡用具
•  熨斗組
•  雨傘
•  保險箱
•  播放系統
•  USB插孔
•  免費WIFI連接
•  Type B 規格插座/100-127伏特

Bathroom
•  淋浴
•  雙洗手台
•  浴袍
•  拖鞋
•  吹風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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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rvices
•  客房內歐式早餐
•  禮賓服務
•  下午3前抵達可享用免費午餐
•  行李運送服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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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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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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景三人套房 53 海景, 休息室, 陽台或露台附家
具 1 - 3

面海加大雙人床套房-附私人泳池 70 海景, 獨立起居室, 個人露台附
泳池 1 - 2

面海四人套房 100 海景, 分開的兒童休息區, 獨立
起居室, 露台附家具 1 - 6

面海四人頂層套房 100 海景, 分開的兒童休息區, 休息
室, 陽台附家具 1 - 6

海景三人套房 63 海景, 分開的兒童休息區, 陽台
或露台附家具 1 - 4

Equipment
•  空調設備
•  電話
•  平面電視
•  沙發
•  藍芽音響
•  咖啡機
•  咖啡/茶沖泡用具
•  熨斗組
•  雨傘
•  保險箱
•  播放系統
•  USB插孔
•  Type B 規格插座/100-127伏特

Bathroom
•  淋浴
•  浴袍
•  拖鞋
•  吹風機
•  浴缸
•  雙洗手台
•  獨立廁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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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rvices
•  客房內歐式早餐
•  禮賓服務
•  下午3前抵達可享用免費午餐
•  行李運送服務
•  夜床服務
•  海灘毛巾
•  洗衣服務（需額外付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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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chipelago�-�限定成
人
一個浪漫的海濱區域，非常適合喜愛奢華體驗的情侶，設有私人
海灘區和豪華服務，滿足您對假期的需求。

Our�special�services
Each room has its own private pool.

Exclusive access to a private section of the be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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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勒比海天堂
加勒比天堂以充滿活力的島嶼氛圍歡迎您，此區域靠近主游泳
池和海灘吧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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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erald�Jungle�-�限定
成人
這個寧靜的區域坐落在大自然中，距離靜池區和健身和Spa設施
僅幾步之遙，健康的完美之選。

Our�special�services
You are at the heart of the Zen Oasis nestled among lush tropical vegetation. 
Make the most of the tranquillity of this space, exclusively reserved for 
adults, and enjoy the environment deliberately designed around its natural 
surround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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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er�Cove�-�家庭
此區域靠近兒童俱樂部和各種運動設施，是進行有趣的家庭活
動的理想場所。

Our�special�services
The Family Suites are concentrated in La Perla space, in the centre of Baie 
des Explorateurs. La Perla offers a bar and a swimming pool for families 
only and is the ideal space for children and adults alike.

Additional services in the Family Suites: 

• The concierge service, whose priority is to make your stay at Club Med 
perfect.

• The minibar which is restocked daily with soft drinks.

• Premium Wi-Fi access in all the Suites and in the lou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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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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風箏衝浪* 各種等級 ✓ 13 歲

Wingfoil
各種等級的團體教
學(年齡與日期限制
要求)

16 歲

站立式槳板SUP學校 各種等級 8 歲

Kaya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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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瑜珈學校

初级團體課程 / 各
種等級的團體教學
(年齡與日期限制
要求) / 中級 / 各種
等級

4 歲

Cooking lessons 各種等級

空中飛人及馬戲學校 各種等級 4 歲

射箭學校 初级 6 歲

攀岩學校 各種等級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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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球學校 各種等級 4 歲

舞蹈課程教學 初级

晚間娛樂項目 各種等級 16 歲

Pickleball ✓ 4 歲

Team sports 各種等級 8 歲

泳池活動項目 自由使用 8 歲

迷你高爾夫球 自由使用

法式滾球 自由使用

桌球 自由使用

Tub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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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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in�swimming�pool
室外泳池

Children’s�swimming�
pool
室外泳池

Family�pool
室外泳池

Zen�swimming�pool
室外泳池

This fresh water swimming pool is ideally located in the 
heart of the Resort.

Children are under the supervision of their parents or an 
accompanying adult.

深度(最淺/最深)�0.2公尺�/�1.3公尺

At Petit Club Med and Mini Club Med, your children can 
have fun in the paddling pool and shallow pool. Young 
G.Ms love cooling off in the water, whether they are 
playing games, trying sports or simply relaxing.

A swimming pool reserved exclusively for parents and 
children, staying in "la Perla".

Children are under the supervision of their parents or an 
accompanying adult.

深度(最淺/最深)�0.3公尺�/�1.2公尺

Rest and tranquillity are the keywords for this freshwater 
pool for adults only over 18 years old.

深度(最淺/最深)�0.2公尺�/�1.4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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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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然生態探索�:�
Montaña Redonda Express / Whale watching

深度文化探索�:�
Hidden treasures of los Haitises / Lush landscape expedition / Authentic Miches 
& Cacao

冒險旅遊活動�:�
Esmeralda fours wheels adventure / Scuba diving / Segway Ride

個人訂製旅遊�:�
Playa Esmeralda lobster cruise / Helicopter tour / Private boat ou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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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ni Club Med +
New fun activities, 團體課
程, 空中飛人-團體課程, 網球, 
兒童晚間服務, 小小表演家, 迷
你小園丁

全年開放

11-17歲
青少年Passworld® (
適合11-17歲青少年
參加)

團體課程, 空中飛人-團體課程, 
網球, 小小表演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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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迷你繩索課程冒險, 親子同樂營, 親子瑜珈, 免費參加, 兒
童表演秀, 水球, 家庭點心派對, 親子手工教室, 親子趣味
競賽, 親子戲水活動, 自由使用網球場

11-17歲
親子同樂營, 親子瑜珈, 免費參加, 水球, 家庭點心派對, 親
子手工教室, 親子趣味競賽, 親子戲水活動, 自由使用網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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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to 23 mont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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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兒童睡衣俱樂部®

11-17歲 便捷註冊服務

*at extra c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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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餐廳
主餐廳

炭與銅牛排屋
特色餐廳 Secret�Chocolate�Room

家庭餐廳

米切斯度假村主餐廳總共分為三種獨立風格用餐區域，流線型
設計藍色調為主僅限成人的海洋風，和適合闔家大小的熱帶度
假及翡翠叢林風格用餐區域，每個人皆能在此選擇自己喜愛的
用餐方式及美食。

炭與銅牛排屋採用呼應的當地元素風格，結合木材、金屬等元素
打造而成。而使用炭烤方式鎖住美味的牛排肉汁，那美妙的口感
讓人魂牽夢縈。
*注意事項: 僅限晚餐供應，需事先預訂。

Welcome to this children’s paradise! Keep your eyes 
peeled as the chocolate room is hidden in the children’s 
section of the main restaurant and the access code to get 
in is somewhere on the menu! This confectionery filled 
treasure room exudes a deliciously sweet atmosphere. 
Fruits and marshmallows for dipping in the chocolate 
fountain will have the children jumping for joy!

海灘餐廳
海灘餐廳

如果您是海鮮愛好者，那千萬別錯過我們的海鮮餐廳。面朝清澈
的海水，全天開放，品嘗美味的海鮮同時也將海岸線美景盡收眼
底。在寬敞的甲板上享受雙人浪漫晚餐或與朋友和家人共度歡
樂的夜晚，都是絕佳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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吧台
Beach時尚吧台
海灘吧台

咖啡廳
Coffee Shop

主吧台
主吧台

Healthy吧台
泳池吧台

Family泳池吧台
泳池吧台

酒窖
酒吧台

室內座位�&�吧台

室內座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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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用資訊

Adress
Club�Med�Michès�Playa�Esmeralda
Miches
24000, Dominican Republ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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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M均在當地時間15- 20點之間抵達度假村。
提早到的旅客可以先在度假村享用午餐，無需額外支付費用。
入住時間為當地時間15點後，退房時間為當地時間9點，15點從度假酒店出發至機場（含早餐和午
餐）。

 交通
Punta Cana airport (75 分鐘）
Santo Domingo Airport (180 分鐘）
La Romana Airport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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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