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commodation

豪华房 (DELUXE ROOM)

宫殿俱乐部廊 (PALACE CLUB LOUNGE)

迷人的巴厘岛风格装饰相结合现代舒
适环境与豪华的地方。
豪华房设有私人阳台和拥有淋浴的浴
室。
大约34平方米。

提供更高水平的住宿和超越热情的好客，
宫殿贵宾廊每日营业时间从凌晨5点半至晚上12点
。宫殿俱乐部优势包括以下的服务：

总理客房 (PREMIER ROOM)
所有总理客房都配有现代化的设施和
巴厘岛的木制品装饰。
打开巴厘岛的木雕艺术百叶窗可以从
浴室观望到卧室以外的风景。
大约40万平方米

-

每日有国际式自助早餐。
整天免费非酒精饮料服务
每天下午茶及晚上鸡尾酒派对。
宫殿俱乐部廊提供私人登记入住及退房服务。
管家服务。
当客人办理入住手续时，每间客房可以烫4件衣服。
免费上网服务
DVD机和迷你吧
迎宾水果

宫殿俱乐部客房和套房
(PALACE CLUB ROOM & SUITE)
宫殿俱乐部的住宿提供了一个最好放
松身心的地方，真正感受到巴厘岛的
好客与热情。所有宫殿俱乐部房及套
房都拥有私人阳台，周围便是美丽的
睡莲池塘、宁静的花园。
以传统的巴厘岛织物装饰、木雕与现
代化的设施，如DVD播放器，自动制的
咖啡机让您更方便。

特设套房 (SPECIALTY SUITES)
我们的特设套房，包括两间卧室也包有增加相邻房间的可能性。青绿
园景的芭杜尔套房、阿贡套房提供了一个令人惊叹的海景，而努沙杜
瓦套房配备一个私人入口处、私人游泳池和按摩浴缸、拥有最高的隐
私。宫殿俱乐部的优势包括在内

皇家住所 (THE ROYAL RESIDENCE)
以前该处所只提供给皇室、皇家亲人来住，现在已经对外开放。
皇家住所提供了最高级、最雅气独特的服务水平。
是酒店里拥有最宏伟的私人通道，周围围绕着很多花园，是巴厘岛最隐
秘和美丽别墅。
宫殿俱乐部的优势有包括在内。

住宿 (Accommodation)
豪华房
总理房
宫俱乐部房
宫俱乐部套房

184
82
57
25

家庭住宿 (Family Accommodations)
豪华三人房
12
家庭房间
10
豪华四人房
8

特设套房 (Specialty Suites)
Batur Suite 芭杜尔
有两间卧室的套房
1
Agung阿贡套房
有两间卧室的套房
1
Nusa Dua努沙杜瓦套房
有两间卧室的两层楼套房，带有私人游泳池 1
The Royal Residence皇家住所 有两间卧室的两层楼别墅带私人游泳池 1

Dining

姜茶餐厅 (Wedang Jahe) - 周围有热带
荷花池，姜茶餐厅田园诗的特色环境，
专门用来享用早餐的餐厅。我们提供多
选择国际和当地美味菜肴的自助早餐。
拉贾斯—皇帝餐厅 (Raja’s) - 该度假村
多次获得殊荣耀的招牌餐厅。拉贾斯餐
厅的特色地道的巴厘岛美食和优雅的用
餐气氛。拉贾斯备有户外露台或者室内
有空调的餐厅，还有公主房可以容纳多
达10个的包厢。巴厘岛式餐厅拉贾斯是
有政府发出的清真食品认证书。

象棋餐厅 (Chess) - 位于海滨游泳池和大海众目睽
睽之下的餐厅是好像在沙漠中享受美酒佳肴。
象棋专业烤海鲜和肉类，沙拉和各种受欢迎的国际
菜肴。这家餐厅是餐前或餐后鸡尾酒和小吃最完美
的休闲场地。

象棋酒吧 (Chess Bar) - 轻松悠闲拥有

文化剧院 (Budaya Cultural Theatre) - 在文化剧院
里，娱乐达到新的高度。用壮观设置的巴厘岛迷你
圆形剧场，该度假村介绍各种巴厘岛民族舞蹈表演
或印尼娱乐，或者在不同的晚上在海滨草坪用餐。
晚餐从晚上7点至晚上10点。演出晚上8点开始。
儿童娱乐节目也在同一个时间在Gecko儿童俱乐部
举办。

大堂 (The Lobby) - 这舒适的休息室和

海景的海滨酒吧，犹如沙漠中的绿洲给
以您想避开炎热的阳光一种爽快感。
是餐前或餐后享受鸡尾酒的理想场所。

露台观赏度假村的海洋风景的地方。适
合轻松享受招牌鸡尾酒边听现代曲的角
落。
每周供有主题派对
泳池酒吧 (Pool Bar) - 游泳池酒吧位于

吗古罗--金枪鱼 (Maguro) - 时尚的亚
洲小酒馆，带着客人体验美食之旅，享
用亚洲最可口的菜肴。客人最喜爱的菜
肴之一是韩国烧烤。万万不可错过，特
别选出来新鲜的海鲜和腌过盐巴的肉煮
火锅在您的桌子。

浪漫的私人餐厅 (Romantic Private Dining) - 善待
你所爱的人，准备一个难忘的用餐体验，享受美味
的食物和香槟在游泳池中的私人悠闲厅，
或者拥有专属您私人的丰富多彩巴厘岛风格装饰的
海滨浪漫烛光晚餐。需要提前预订。

桑德罗斯餐厅— (Sandro’s) - 露天批萨
店给客人提供著名新鲜出炉的批萨，
清淡的意大利开胃菜，沙拉菜和自制的
冰淇淋。

水疗咖啡厅 (Spa Café) - 位于宁静的室外环境的努
沙杜瓦（Nusa Dua）水疗中心，旁边有长形的游泳
池。水疗咖啡厅拥有我们高级的全身护理和健康食
品、新鲜果汁或草药茶让您的一天过得更完美。

我们的大游泳池的中心，方便您品尝各
种饮料，而不会中断您享受浸水的乐趣
。

MICE (会议、奖励和展览)
从懂事会、会议、商业聚会、联欢会到海边鸡尾酒派对可容纳高达1000人，
努沙杜瓦海滩酒店员精心为您安排各种活动。该度假圣地设有宴会厅、一间大型多功能活动场
所和五间小型会议室以及巴厘岛民族风格露天的文化剧院文化演出场地可容纳高达350人。
任您选择举办结婚典礼或鸡尾酒派对的场所，在寺庙园林，传统的巴厘岛民族寺庙、在海边婚
礼厅或在远望无尽印度洋景色的码头。

Beach
150米长的白色沙滩，努沙杜瓦海滩酒店及水疗中心声称拥
有在该地区最长的海滩。备有各种水上活动包括：浮潜、深
海潜水、划独木舟、飞船、沙滩排球等等。

地理位置和地点 (LOCATION)

其它信息 (OTHER INFORMATION)

怒沙杜瓦(NUSA DUA)是巴厘岛南半岛有名
的高端地区，距离古拉来（Ngurah Rai）
国际机场（DPS）需要25分钟车程，非常
方便行驶到主要的旅游景点。我们的度假
酒店落在一个非常安全高级的地方，专门
为我们的客人享用。

房内设施:

努沙杜瓦水疗中心 (NUSA DUA SPA)
努沙杜瓦的水疗中心位于热带风光，安静的花
园内，靠近酒店的门口。身为巴厘岛的水疗中
心首创之一，它保留了丰富的巴厘岛传统的特
色，有代表性的室内设计和花园，特别是水疗
的方式。新装修的努沙杜瓦水疗中心设有一个
25米长形游泳池、网球场和壁球场、蒸汽浴室、
按摩池以及一个水疗中心的咖啡室。

休闲活动 (RECREATIONAL ACTIVITIES)
该度假村以客人为思考中心来设计活动，包括给
孩子和成年人设计的体育和文化节目。
通过第三方公司也提供其它活动包括帆板，潜水
，帆船，潜水和飞船等。
拥有四个游泳池、篮球场、网球场、壁球场和白
色的沙滩，客人拥有不断的乐趣。

•
•
•
•
•
•
•
•
•

一台平面液晶和24小时有线电视节目
互联网接入，额外付费
电子保险箱
国际直播电话
枕头选择菜单
一台吹风机
24小时客房服务
咖啡/ 茶机设施
免费矿泉水

酒店设施和服务
•
•
•
•
•
•
•
•
•
•
•
•
•
•
•
•
•
•

150米白色海滩
免费无线网络在指定的公共场所
附加的宽带必额外付费
商务中心
湿洗及干洗服务
健身房及运动中心
水上活动预约台
游戏室
保姆服务
Gecko 儿童俱乐部
24小时医疗诊所，随时呼叫医生
大堂购物中心
购物商场
旅游咨询台
接送机服务
银行及提款机设备
理发店
游泳池
• 大游泳池
• 泻湖泳池
• 儿童泳池
• 水疗中心长形泳池
• 宽大园林
行用卡：Visa维士卡，Master万事达卡，
JCB卡，BCA，美国运通卡和大莱卡。
入住时间：下午3点
退房时间：中午12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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