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席爾
塞席爾

東非古文明的奇幻漂流之旅

度假村特色

• Treat yourself to the luxury and calm
of a private island in an Exclusive
Collection Resort

• Discover a Resort that is dedicated to
preserving the nature and treasures of
the Seychelles
• Play Robinson Crusoe and make the
island a great field for the exploration
and adventure of young and old alike

• Be part of a complete and healthy
experience where the quest for wellbeing is in harmony with the ocean and
nature

∑ 塞席爾 – 塞席爾

CLUB MED SEYCHELLES
Saint Anne Island, Saint Anne Island, Victoria, Mahé
SEZ, Republic of Seychel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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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造專屬假期
打造專屬假期
實用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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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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塞席爾 – 塞席爾

運動&活動項目**

水上運動

團體課程

潛水**

初學者 / 中級/高級

獨木舟

自由使用

風帆學校
Snorkeling

Stand Up Paddle

Yoga by Heberson
板球學校

網球學校

Team sports*
泳池活動項目
晚間娛樂項目

ü

自由使用

各種等級的團體教
學(年齡與日期限
制要求)

開放期間

6歲

全年開放

8歲

16 歲

免費參加

並使用便捷註冊
服務

各種等級

各種等級的團體教
學(年齡與日期限
制要求)
初级

初級至中級

ü

全年開放

全年開放
全年開放

開放期間

16 歲

全年開放

12 歲

全年開放

4歲

全年開放

6歲

全年開放

6歲

全年開放

16 歲

ü

全年開放

最低年齡（歲）

4歲

自由使用

各種等級的團體教
學(年齡與日期限
制要求)

最低年齡（歲）

6歲

自由使用

團體課程

健走及登山學校

並使用便捷註冊
服務

各種等級

陸上運動 & 休閒活動
健身學校

免費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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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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活動項目

∑ 塞席爾 – 塞席爾

射箭學校

團體課程
初级

心肺訓練

自由使用

水上自行車

自由使用

法式滾球
浮潛板
桌球

Excursion*

免費參加

並使用便捷註冊
服務

自由使用

最低年齡（歲）

開放期間

18 歲

全年開放

6歲

全年開放
全年開放
全年開放

自由使用

全年開放

自由使用

全年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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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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泳池

泳池

親子泳池
室外泳池

深度(最淺/最深) 0.2公尺 / 1.4
公尺

CLUB MED SPA 泳池
室外泳池

Freshwater swimming pool,
only for GM®s who’ve booked
treatment at Club Med S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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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泳池

室外泳池

靜池

室外泳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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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

兒童俱樂部
年齡

名稱

2-3歲

幼兒俱樂部®* (2-3 歲)*

4-10歲

Mini Club Med +

11-17歲

青少年Pass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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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齡

4-10歲

11-17歲

兒童晚間服務, 小小表演家,
創意工作坊, 幼兒教育, 戶
外散步

New fun activities, 團體課
程, Tennis group lessons, 兒
童晚間服務, 小小表演家, 小
小廚藝課程, 羅賓遜的菜園
團體課程, Tennis group
lessons, 小小表演家

Included Activities

親子同樂營, 兒童表演秀, 家庭點心派對, 免費參加, Vibhava
Yoga parents & children

*at extra cost

開放期間

全年開放
全年開放
全年開放

*at extra cost

親子同樂營, 兒童表演秀, 家庭點心派對, 免費參加, 親子手工教
室, 親子趣味競賽, Free access to tennis courts, Vibhava Yoga
parents & children
親子同樂營, 家庭點心派對, 免費參加, 親子手工教室, 親子趣味
競賽, Free access to tennis courts

兒童服務
2-3歲

Included Activities

Included activities & facilities
便捷註冊服務

便捷註冊服務

便捷註冊服務

*at extra cost

兒童晚間服務, 寶寶褓姆照顧*
寶寶褓姆照顧*

*at extra c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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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內座位

吧台

MONKEY TALES 主吧台
主吧台
THE REEF 海灘吧台
美食酒廊吧台
沙灘吧台
海灘吧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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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內座位
Turtle Cove 主餐廳
主餐廳

為了向島上最古老的居民烏龜致敬，主餐廳的區域在3種不同的氛圍中慶祝其人生的
第一刻：叢林，海灘和大海。
餐廳通向泳池，大海為背景，提供克里奧爾風味美食和國
際經典美食。
該地區分為幾個特定的空間來慶祝烹飪傳統，並特別關注亞洲和印度。

The Reef 海灘主題餐廳
小食吧

在泳池和沙灘之間的The Reef Beach吧台，迷人時尚流線的外觀造型，夜幕低垂後，在
燈光微妙的照耀下，顯現柔和的色彩讓人久待也不會感到疲累。
從晚早餐到健康午餐，
例如 : 烤魚和新鮮蔬菜，即使是在假期中也能讓您好好吃各種健康食物。
建議您晚餐
時前往此餐廳，在精緻的浪漫氛圍下品嚐道地的克里奧爾特色料理作為一天的完結。

發佈時間：2023/01/06 此文件包含的內容僅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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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塞席爾 – 塞席爾

房型

類別

標準房

麗緻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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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最小面積（
平方公尺）

標準房

度假村特色

麗緻房
可容納人數

標準房

34

標準連通房

68

2-4

標準房連通三人標準房

77

2-5

三人標準房

43

海景標準房

34

1-2

海景標準房連通
三人標準房

77

2-5

海景三人標準房

43

兒童休息區域

1-3

麗緻房-帶私人泳池

48

休息區

1-2

兒童休息區域

1-2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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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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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Fi連接, 下午3前抵達可享用免費
午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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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浴缸, 淋浴, 雙洗手台, 獨立廁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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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浴缸, 淋浴, 獨立廁所, 浴
袍, 拖鞋, 吹風機, 化妝鏡,
Spa品牌備品(洗髮精、沐
浴乳及潤膚乳), 雙洗手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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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吹風機, 化妝
鏡, 盥洗配件(浴帽、衛生
備品及修甲組合…等), 浴
缸, 拖鞋, Spa品牌備品(洗
髮精、沐浴乳及潤膚乳)

WiFi連接, 下午3前抵達可享用免費
午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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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浴缸, 淋浴, 獨立廁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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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雙
洗手台, Spa品牌備品(洗
髮精、沐浴乳及潤膚乳)

淋浴, 吹風機, 化妝鏡, 浴缸,
雙洗手台, 獨立廁所, 浴袍, 拖
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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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淋浴, 吹風機, 化妝鏡, 浴缸,
雙洗手台, 獨立廁所, 浴袍, 拖
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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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午3前抵達可享用免費午餐, 客
房內歐式早餐, Club Med Spa
優先預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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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餐廳優先預約, 迷你
吧(無酒精飲品)-可視需求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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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最小面積（
平方公尺）

度假村特色

可容納人數

Bathroom

Equipment and services

麗緻房-帶戶外陽台

48

休息區

1-2

麗緻連通房-帶戶外陽台

96

淋浴, 雙洗手台, 獨立廁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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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浴缸, Spa品牌備品(洗髮
精、沐浴乳及潤膚乳)

WiFi連接, 下午3前抵達可享用免費
午餐, 客房內歐式早餐, 夜床服務,
洗衣服務（需額外付費）,海灘毛巾,
行李運送服務, 客房服務（每日上午
11點-晚間11點，需額外付費）,迷
你吧(無酒精飲品)-可視需求補充

海景套房-帶私人泳池

70

獨立起居室

1-2

浴缸, 淋浴, 雙洗手台, 獨立廁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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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人套房-帶私人泳池

85

分開的兒童休息
區, 獨立起居室

1-4

淋浴, 吹風機, 化妝鏡, 浴缸,
雙洗手台, 獨立廁所, 浴袍, 拖
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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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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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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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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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套房

69

獨立起居室

1-2

浴缸, 淋浴, 雙洗手台, 獨立廁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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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景套房

69

獨立起居室

1-2

套房連通標準房

103

獨立起居室

2-4

浴缸, 淋浴, 獨立廁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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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雙
洗手台, Spa品牌備品(洗
髮精、沐浴乳及潤膚乳)

海景套房連通海景麗緻房 103

獨立起居室

2-4

海景六人總統套
房-帶私人泳池

分開的兒童休
息區, 休息室

1-6

海景麗緻房-帶私人泳池

套房

3-Bedroom
Villa

9

名稱

48

322

休息區

2

2-4

浴缸, 淋浴, 雙洗手台, 獨立廁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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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淋浴, 雙洗手台, 獨立廁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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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浴缸, Spa品牌備品(洗髮
精、沐浴乳及潤膚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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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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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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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
房內行李服務, 客房內歐式早餐,
Club Med Spa優先預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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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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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浴缸, 淋浴, 雙洗手台, 獨立廁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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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浴缸, 淋浴, 雙洗手台, 獨
立廁所, 吹風機, 化妝鏡,
盥洗配件(浴帽、衛生備
品及修甲組合…等), 浴
袍, 拖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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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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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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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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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家服務,
Delivery of boutique purchases,
私人WiFi, 主題餐廳優先預約,
Private buggy with dri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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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造專屬假期*

∑ 塞席爾 – 塞席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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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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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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造專屬假期*

∑ 塞席爾 – 塞席爾

村外旅遊

•自
 然生態探索 : Essentials Of Seychelles / Gardens of Eden / St Anne Natural Wonders / Sunset cruise / Underwater
Treasures

•深
 度文化探索 : Aromas of Mahé / Discovering Mahé / La Digue Island Escape / Vibrant Victoria
•冒
 險旅遊活動 : Copolia Hiking Adventure / La Digue by Bike / St Anne Reef Safari
•個
 人訂製旅遊 : Bespoke Island Exploration / Deep-Sea Fishing / Mahé à la carte

*at extra c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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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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塞席爾 – 塞席爾

實用資訊

CLUB MED SEYCHELLES

資訊

無年齡限制

入住/退房

Arrival and room available between 3pm and 8pm.
In case of early arrival, lunch can be offered (with extra charge)
depending on the availability of the Resort. On the last day, rooms
are available at 10am, departure before 6pm.
交通

Aeroport Victoria Seychelles (30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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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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