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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媞莫里斯温泉度假村

酒店介绍



香媞莫里斯温泉度假村是一家五星级精品度假村 
环绕在马蹄形珊瑚小海湾的周围，位于毛里求斯未受污染的南海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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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场-33公里| 40分钟   
• Bagatelle购物中心-50公里| 60分钟   
• 路易港（首都）-57公里| 65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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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滩位置
自然完美的海滨海滩：在度假村的一
侧拥有一个平静柔软的海滩，而游泳
区的另一侧又拥有了壮丽的印度洋的
海浪景色。

空间与隐私
这个豪华精品度假胜地是占地超过36
英亩的热带海滨花园，但仅提供61间
套房和最高隐私级别的别墅空间给我
们尊贵的客人。

独特的卖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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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景房
所有套房和别墅均享有壮丽的海景。

家庭设置
整个度假村均可免费使用Wifi上网，网
速100mbps，实现完美的传输。

美食体验
可以在早晚餐套餐或使用优惠券|点餐 
(可能需要付费)中体验地道并绝对非同
一般的14种不同的烹饪美食体验。
+酒店提供不同的用餐计划：半膳，
全膳含SPA，半食宿+

流的健康设施
“ Shanti Spa”占地7,000平方米，是印
度洋最大的spa之一，它设有25间理疗
室，包括专用瑜伽，阿育吠陀，和冥
想亭以及设备齐全的健身器械和普拉
提区。

浮潜
圣费利克斯的珊瑚礁是因它的名字而
成为毛里求斯最好的浮潜佳境。

水上运动
最好的水上运动体验。设备齐全的船
屋，站立式划桨，皮划艇等，海上冲
浪潜水学校，为客人提供度假村外的
风筝冲浪学校（Bel Ombre C海滩俱
乐部）和世界著名的风筝冲浪站“ Le 
Morne”，提供免费班车服务。

休息室
设备齐全的私人休息室提供给提早到
达和晚些离开酒店的客人使用。

室内娱乐
独特的室内娱乐系统，游戏，国际新
闻，国际广播频道，免费最新的“视频
点播” 选择100部大片， 6种语言（英
语，法语，德语， 西班牙语，俄语，
意大利语）。

高尔夫球
在“阿瓦隆高尔夫庄园”（18洞冠军高
尔夫球场）免费无限果岭费，包括班
车服务，高尔夫球车，练习球。从度
假村到高尔夫球场只有25分钟的路
程，提供免费接送服务

儿童俱乐部
俱乐部中拥有特别的设施。 儿童俱乐
部占地2,000平方米 并有一个私人儿
童游泳池。 接待4个月至12岁以下的
孩子 ，营业时间为上午10点至晚上10
点。



房型 最多入住人数 额外加床需求

12海景小型套房（81m²） 3名成人或
2名成人+ 1名青少年或

2名成人和2名儿童/婴儿或
1名成人和2名青少年

2张加床
（2张独立床或1张双层床）或者

2张婴儿床或
1张独立床+ 1张婴儿床或

 1张双层+ 1张婴儿床

16海滨初级套房（81m²）

16海滩初级套房（81m²）

8海景泳池别墅（250平方米）

3名成人或
2名成人+ 1名青少年或

2名成人和2名儿童/婴儿或
1名成人和2名青少年

2张加床（2张独立床或1张双层床）或者 
2张婴儿床或

1张独立床+ 1张婴儿床或
1张双层+ 1张婴儿床

5海滨套房泳池别墅（375平方米）

3名成人或
2名成人+ 1名青少年或

2名成人和2名儿童/婴儿或
1名成人和2名青少年

2张加床（2张独立床或1张双层床）或者
2张婴儿床或

1张独立床+ 1张婴儿床或
1张双层+ 1张婴儿床

2海景双人套房泳池别墅

1.海滨双人套房泳池别墅
（675平方米）

第一个房间-3位成人或2位成人+
1名青少年或2名成人和2名儿童

2号房-3位成人或2位成人+
1名青少年或2名成人和2名儿童

4张加床+ 2张婴儿床
（5张独立床或

客厅：可以加一个床

1座带游泳池的香提别墅（1,000平
方米）

第一个房间-3位成人或2位成人+ 1位青少
年或2名成人和2名儿童

第二个房间-3名成人或2名成人+ 1名青         
少年或2名成人和2名儿童
第三个房间-（管家室）可容纳2位成人或
                 2个青少年或2个孩子

4张加床+ 2张婴儿床（5张独立床或
2张双层床）

住宿

• 香媞莫里斯温泉度假村由61间宽敞的套房和别墅组
成， 分布在一个36英亩散发着花草芬芳的热带花园中。  
17套别墅包括6个海滨景观和11个海景。全部可以俯瞰印
度洋，并设有私人游泳池和室外淋浴，餐厅凉亭或“萨拉
斯”。 内部空间宽敞明亮，落地门窗，可让温暖的阳光照
耀在室内。

优势

• 抵达时，套房和别墅会提供水果拼盘
• 在套房，别墅和公共区域提供免费高速Wi-Fi网络连接
• 室内娱乐系统，包括游戏和新闻·国际卫星电视，套房内

配有49''LCD平板电视，别墅内配有55''至60'' 的LCD平板
电视，电话，保险箱，空调，吊扇，迷你吧，茶叶和咖
啡设备，expresso咖啡机

• 任意使用健身中心最先进的健身设备，高尔夫果岭，网
球场，每天最多度假村内2小时的自行车，慢跑跑道和免
费图书馆 

• 在酒店船坞免费预订使用非机动水上运动（浮潜，帆
船，冲浪，站立式划桨，滑板，独木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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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景套房

81平方米海景小型套房位于一楼有一个大阳台，可
以俯瞰大海。位于平层的套房设有户外淋浴。

海景套房（12）
（新招牌房型）

初级海滨套房

初级海滨套房（16）

“海洋和海岸景观”- （81平方米）豪华一楼套房直接在海边，
拥有优雅的热带风情，设有宽敞的浴室和更衣室，一个带日
光浴浴床的带家具的大阳台，餐桌摆放可欣赏壮观的海景和
整个泻湖的海滩景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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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级沙滩套房

 “完美沙滩”-豪华平层套房（81平方米），直接
建筑在海滩上，有一个幽静的海滩区和优雅的
热带风情私人日光浴浴床露台。，设有宽敞的浴
室，更衣室和大型家具 带日光浴浴床和餐桌的
阳台提供独特方式直接进入海滩，整个泻湖的海
景和海滩景色非常壮观，带有户外淋浴。

初级沙滩套房（16）（新招牌房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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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景泳池别墅（8）

所有别墅均配有55英寸液晶电视 ，平
板电视，迷你吧，咖啡机， 沏茶/咖啡
设备，保险箱，可坐区域，办公桌，免
费高速上网.无线网络和其他免费赠品, 
现代的室内娱乐系统，包括视频点播

海景泳池别墅

沙滩套房泳池别墅
沙滩套房泳池别墅(5)

“ 宽 敞 的 沙 滩 别 墅 生 活 方 式 ” - 
直接可以欣赏到大海美景的海滩上坐
落着沙滩套房泳池别墅，占地375平方
米，位于热带花园中海滩上的第一排，
提供私人凉亭与日光浴浴床。 配备温控
（54平方米）私人游泳池，内置按摩浴
缸和私人用餐亭。

所有别墅均配有55英寸液晶平板电视，
独立宽敞的生活空间，迷你吧，咖啡
机，茶和咖啡器具，安全，免费高速无
线网络，办公桌和其他设施，免费的
现代客房娱乐系统，包括Video-on-需
求。

隐私与奢华完美结合， 位于平层，可直
接欣赏海景 ，还有一个带躺椅的私人花
园，别墅占地250平方米，温控（36平
方米）私人游泳池，内置按摩浴缸，设
有私人用餐亭。

浴室设有步入式衣橱，梳妆台，超大
浴缸，独立的淋浴间，私人洗手间带
浴盆，2个洗脸盆和一个单独的户外淋
浴。 所有别墅都有私人带日光浴浴床的
沙滩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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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景| 沙滩双套房别墅（3）

“尽享家庭生活”，尽享奢华，
占地675平方米的别墅，展示给你海洋
上的开放视野，感受与大海的亲密接
触。.别墅位于热带海滩前的花园中，靠
近海滩。 海滨双人套房泳池别墅位于酒
店最佳位置，随时俯瞰印度洋。

配备温度控制私人游泳池（60平米）和
宽大的木踏板，内置按摩浴缸和私人浴
室餐饮亭。

所有别墅均设有60英尺的特大号液晶纯
平电视，独立宽敞的客厅，迷你吧，奈
斯派索咖啡机器，沏茶/咖啡设备，安
全，免费的高速WI-FI，以及其他免费
的现代客房娱乐系统，包括Videoon-需
求。

海景| 沙滩双人套房别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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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间套房均设有浴室步入式衣柜，
梳妆台，超大浴缸，有雨淋浴，带
坐浴的私人卫生间，2个脸盆和两个
户外淋浴。



香媞别墅

香媞别墅占地1000平方米，为每
位客人住宿量身定制，适合一对
情侣希望拥有亲密时的隐私，适
合一个家庭逍遥游，或在田园诗
般的半岛欢聚且面对视野开阔的
公海，具有很好的隐私性。 别墅
由三间卧室组成：两间特大号主
卧室和第三间双床主卧室，每个
卧室都带有户外花洒淋浴。

从宽敞的起居区走下温控私人泳
池（140平方米）内置按摩床，宽
大的池边木制踏板，封闭的庭院
和环绕式带有异国情调的私人阳
台花园。设有独立的用餐空间和
相邻的厨房，客人可以选择度假
胜地的服务，选择入住期间的专
职管家。

香媞别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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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星餐厅 (STARS)

度假村的招牌海滨餐厅，海鲜美食的家乡，这里包括了印度
洋及周围岛屿的美食烹饪的多样性。

营业时间：早餐 7:00 - 10:30 | 午餐 12:00 - 14:30 | 晚餐 18:30 - 22:00

私人“鱼屋”体验 (FISH SHACK)

我们在沙滩上光着脚在露天的鱼屋烧烤餐厅，体验新鲜海鲜
烧烤和烧烤特色菜。这里被印度洋包围，辽阔无边的海景令
人心旷神怡！（此场所根据天气情况开放）。

营业时间：晚餐 18:30 - 21:30 

 “朗姆酒”酒吧烧烤餐厅 (RUM SHED)

餐厅酒吧和烧烤店-这是一个怀旧而别致的场所，是品尝朗姆
酒，鸡尾酒或家庭用餐的非常不错的理想之选 ，这里可让您
品尝到美食和烧烤特色菜。 酒吧收藏了来自36个国家/地区
的200多种朗姆酒

营业时间：晚餐 18:30 - 22:30

”妈妈花园餐厅 (LA KAZE MAMA)

体验真正的毛里求斯家庭烹饪,令人难忘的户外环境，自助餐
风格和现场烹饪。（根据天气条件每周运行两次）

营业时间：晚餐 18:30 - 22:30

红姜酒吧和泳池吧 (RED GINGER BAR)

这是享用餐前开胃酒或深夜鸡尾酒的理想之地，可以欣赏无
边泳池以及印度洋的景色。

营业时间：上午 10 点到深夜

儿童用餐 (KIDS DINING)

在每家餐厅，我们都提供丰富的“儿童菜单”。我们的团队每
天下午6:30在明星餐厅为儿童们提供家庭形式的“儿童餐桌”
让孩子们在一起共享晚餐。

餐厅和酒吧

香媞时刻 (SHANTI MOMENTS)

这是一个令人难以忘怀的美好时刻。给您的伴侣一个惊喜或
给可爱的自己这样一个难忘的时刻，这样的独特和独享，为
你的假期锦上添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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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媞莫里斯温泉度假村（SHANTI MAURICE RESORT＆SPA）提供丰富的套餐选择，并且每个具有不同特色的场所，餐厅和
酒吧 所有人都可以享受正宗美食，体现了印度洋岛国的烹饪多样性。

我们的所有餐厅都包括24小时客房送餐服务，都包含在套餐计划中的“就餐”体验（半膳）或用优惠券抵扣| 菜单中的一些选
定项目可能需要额外收费，而PRIVATE FISH SHACK则需要额外付费。

繁星餐厅
我们度假村的招牌海滨餐厅，著名的“ Aquacasia”所在地 
提供多种国际经典菜肴和多种选择 以获得最佳的印度洋美
食体验。

•享受无与伦比的就餐体验或发现最棒的寿司和亚洲美食。
•度假村包括一个酒窖

营业时间：早餐7.00-10.30 | 午餐12.00-14.30 | 晚餐18.30-22.00

私人“鱼屋”体验
俯瞰印度洋自然风光 “ 鱼屋”露天餐厅供应新鲜海鲜烧烤
的美食，烧烤特色菜-酸橘汁腌鱼角，海鲜和烧烤都是现
场烹饪自助餐 营业时间：晚餐19.00-22.00

酒吧和餐厅
真正怀旧别致的休闲场所，可品尝朗姆酒和鸡尾酒 自由点
菜和烧烤特色菜。 酒吧提供了独特的收藏来自36个国家/
地区的200多种朗姆酒。 
•多种特色烧烤供您选择 主题之夜（适用优惠券，消费超
过优惠券金额将相应收费） 
营业时间：晚餐18.30-22.30

妈妈花园餐厅
在我们克里奥尔人妈妈的厨房里发现真正的毛里求斯家常
菜  
•来这里体验毛里求斯和克里奥尔真正的自助餐 
营业时间：晚餐19.00-22.00

儿童用餐
在每家餐厅我们都提供广泛的“儿童菜单”。我们的团队提
供每天下午6:30举行的“儿童餐桌”活动，在星光大道中与家
人在餐厅分享晚餐 。

香媞时刻| 私人用餐
未曾有过的非常特殊的惊喜体验。 您和您的伴侣拥有这样
一个独处难忘的幸福时刻。 享受独特的私人用餐时光，这
是一生中的美好假期。 
•您可以选择点菜（适用优惠券，消费量超过优惠券金额将
相应收取费用）

套房 别墅内用餐
我们为您提供室内豪华和舒适的用餐体验 您可以从“客房
服务菜单”中选择套房或别墅。 我们提供24小时服务， 在
不同的服务时段提供不同的餐食。
•点菜菜单选项（适用优惠券，消费超过优惠费用将相应
收取）
•收取托盘费

红姜酒吧和泳池休息室
日落的餐前开胃酒或深夜鸡尾酒的理想场所或者品尝小
吃，用晚餐。 白天时酒吧和休息室可欣赏无边泳池以及印
度洋的景色；全天零食种类繁多，还有奢华的毛里求斯风
格下午茶。

•晚餐点菜（适用抵扣券，超过抵扣券额度，

将相应收费）营业时间：1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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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媞莫里斯温泉度假村水疗中心

围绕着迷人的茶亭而建，周围环绕百合池塘和土著花园。占
地7,000平方米拥有25个水疗房间，香媞水疗是印度洋中最
大，最全面的水疗中心之一。

受过专业训练的按摩师和水疗理疗师一起工作，培训师和阿
育吠陀医生为您提供最佳的身心健康服务。香媞水疗致力于
为客人提供完全的沉浸式体验，帮助客人探索以幸福为导
向的生活方式和整体疗法。我们的重点是用瑜伽，冥想，健
身，普拉提，整体治疗和阿育吠陀哲学 以及结合五种方法的
全身疗法，使大自然的元素从而在身心之间创造精神和谐。

设备：阿育吠陀Panchakarma治疗室，国际疗法理疗室，情
侣的水疗理疗套间，磨砂和咨询室，休闲室，东方水疗护理
室，美容 沙龙，设有多功能室，可进行面部护理，修指甲和
修脚， 游泳池，茶馆，冥想和个性化瑜伽课程房间，2个瑜
伽馆，室外水疗池和相邻的按摩浴缸

亮点：

• 瑜伽与空中瑜伽 
•  冥想 
• 普拉提 
• 阿育吠陀 
• 水中按摩法

其他设施：

• 2个桑拿房 
• 2个哈曼区域 
• 按摩浴缸 
• 泳池 
• 更衣室和淋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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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俱乐部

我们专门设计的儿童俱乐部面积超过2,000平方米，它有蹒跚
学步的游泳池，游戏室（包括斯诺克， 桌上足球和网球），
儿童DVD电影，计算机，戏剧 站/ Wii游戏。 每周的儿童活
动计划充满乐趣， 例如制花，儿童瑜伽，面部彩绘和音乐游
戏 确保我们的小客人在逗留期间得到娱乐， 18:30在Stars餐
厅提供“儿童餐桌”- 19：30hrs 允许我们的孩子们在一起吃饭 
由我们细心的儿童俱乐部服务员照顾。 我们的儿童俱乐部可
供4个月至12岁的婴儿使用,（3岁以下的儿童必须由父母或照
顾者陪同）。保姆服务-可应要求提供经验丰富且训练有素的
保姆象征性的费用。 

营业时间 从10:00 am和10:00 pm

家庭亮点

连通小型套房， 
两卧室别墅， 
双层床 ，
青少年活动， 
从四个月起的婴儿，2名12岁以下的儿童与父母同住，免费
住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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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设施
一间会议室，面积160平方米，带有分组讨论区;可以容纳70人，
站立式鸡尾酒会最多可容纳130人。

休闲设施（现场）
沙滩足球，巨人棋，果岭，早晨散步，冥想，体育锻炼，有氧
运动和健身课程，网球，自行车,可以组织烹饪课（需额外付
费）

高尔夫球(独家酒店包含的新项目）
我们的客人可以享受“圣毛里斯无限高尔夫优惠” 包括：
•在18洞“阿瓦隆高尔夫”享受无限的免费果岭费 乡村俱乐部” 
•可通过礼宾部预订，并将 取决于度假村确定的时间表 
•1个高尔夫球车 
•1盘练习场球 条款及细则适用

休闲设施/景点（酒店外）
潜水，浮潜，深海钓鱼
观赏海豚，潜艇游览，双体船巡游，
徒步旅行和自然漫步，瀑布之旅
鳄鱼和海龟公园越野单车，骑马，帆伞运动，
直升机游览,私人司机半日环岛游

娱乐
• 现场钢琴和音乐表演 
 每周开胃酒和晚餐期间节目
• 当地民族特色舞蹈sega舞和其他当地特色 
 歌舞表演 按每周日历显示

水上运动
• 参观珊瑚花园
• 站立划桨
• 进入潜水学校*
• 进入风筝冲浪学校*
• 水上瑜伽（每周分组课）
• 水中健美操（根据小组每周节目课程表安 
 排）

陆上运动
• 网球学院
•  乒乓球
•  山地骑行
• 伸展
• 台球
•  地掷球
•  泛光照明的网球场

健身中心
•1个有氧运动配备健身中心

其他服务
•  商业中心
•  图书馆
• 精品店
• 游览*
• 入住和退房休息室
• 早入住和早出发早餐休息室

娱乐与休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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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加信息
进入相册
查看和下载我们的品牌形象，我们邀请您访问我们的网站。

用户名 | Shantimaurice

密码| press

BANK DETAILS

EURO
Beneficiary Account Name  : Spa on the Shores Ltd C/O Shanti Maurice Resort & Spa
Bank Name  : Mauritius Commercial Bank Limited
Bank Address  : Sir William Newton Street,Port Louis, Mauritius
Account Number  : 000442286198 (Euros A/C)
IBAN  : MU09MCBL0944000442286198000EUR

GBP
Beneficiary Account Name  : Spa on the Shores Ltd C/O Shanti Maurice Resort & Spa
Bank Name  : State Bank of Mauritius Ltd
Bank Address  : Main Branch, Port Louis, Mauritius
Account Number  : 61026100002139 (GBP)
IBAN  : MU90STCB1170026100002139000GBP
Swift Code  : STCBMUMU

USD
Beneficiary Account Name  : Spa on the Shores Ltd C/O Shanti Maurice Resort & Spa
Bank Name  : State Bank of Mauritius Ltd
Bank Address  : Main Branch, Port Louis, Mauritius
Account Number  : 610260 00007937 (USD))
IBAN  : MU76STCB1170026000007937000USD
Swift Code  : STCBMUMU



SHANTI MAURICE RESORT & SPA
SAINT FELIX
MAURITIUS

T. +230 603 7200
F. +230 603 7250
E. INFO@SHANTIMAURICE.COM

SHANTIMAURICE.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