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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宾客：

欢迎来到远离尘嚣的度假天堂——塞舌尔四季度假酒店。

塞舌尔由 115 个花岗岩岛和珊瑚岛组成，是世界上
最美丽的群岛之一，位于南纬 4° 至 10° 之间。	
我们的度假村位于塞舌尔最大的岛屿——马埃
岛 (Mahé) 上，这里有白色细沙的博蒂特海滩 

(Petite Anse)，面朝西南方，壮观的印度洋日落景观一览无遗。

我们度假村有众多休闲活动供您选择，从海滩休闲到我们屡获殊荣的
水疗护理，应有尽有。踏上冲浪板探索海洋，参加早晨瑜伽课程唤醒
肌肉活力或者看我们的 WiseOceans 海洋知识教育专员在博蒂特海湾
如何帮助复原珊瑚礁。无论您作何选择，我们的团队将会在您入住期
间为您提供帮助，让您尽情享受在塞舌尔的每个瞬间。

请阅读手册，了解我们的餐饮场所，休闲活动和度假胜地景观等更多
详情。

如果我或者我们的团队成员能提供帮助，请不要犹豫，	
立即联系我们。我希望您在这里能与我们共度美好假期！

诚挚祝福，

Adrian Messerli
总经理

欢迎光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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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周边
塞舌尔四季度假酒店位于马埃的西南海
岸，马埃是塞舌尔的主岛，以白色的细沙
海滩和奇特的岩石结构而闻名。我们的度
假村位于郁郁葱葱的山坡上，不仅景色秀
丽而且远离尘嚣，位置绝佳。在这里，您
不仅能在美丽的自然中体验异国风情，还
能在探索海湾，进行喜爱的水上运动，我
们希望度假村地图对您入住期间丰富您的
发现之旅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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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EZ 餐厅和休息室

ZEZ 位于山坡顶部，享有壮丽的海洋和日
落美景，是个风景如画的用餐场所。餐厅
每天早晨提供特色菜点菜服务，供应诱人
的自助早餐、欧陆美食、全套美式早餐以
及来自世界各地的每日特色菜。

ZEZ 餐厅晚上供应当代欧洲美食，而在 
ZEZ 休息室的角落还供应日本美食，有新
鲜烹制的寿司和生鱼片。

ZEZ 餐厅
•  早餐 7:00 – 10:30am

•  晚餐 7:00 – 10:30pm

ZEZ 休息室
•  晚餐 7:00 – 10:30pm 	
（ZEZ	沙龙会依据季节性并可能每週休息一天）

请注意，ZEZ 餐厅晚餐要求“优雅”着装，
我们恳请宾客穿不露趾的鞋子和衬衣，	
而且不能穿沙滩装或运动服。

KANNEL 餐厅和酒吧

Kannel 在克里奥尔语中意为“肉桂”，是度
假村的海滨餐厅，供应午餐和晚餐。这个
隐蔽的餐厅坐落在肉桂树林中，环境休闲
惬意，让顾客可在印度洋旁边享用国际和
克里奥尔风味的午餐和晚餐。

Kannel 酒吧也在海滩旁，毗邻度假村的主
游泳池。每天均营业，有小吃和便餐，以
及全套的鸡尾酒和特色饮料。

Kannel 餐厅
•  午餐 12:00 – 3:30pm

•  晚餐 7:00 – 10:30pm

Kannel 酒吧
•  每天的营业时间 11:00am – 11:00pm

别墅餐饮

在舒适的别墅内，我们的别墅餐饮团队可
供应多种食物和饮料。请拿取您客房内的
别墅餐饮手册，查看完整菜单。

餐饮美食
这里有两间餐厅和一个池畔酒吧、一个休息室，

还举办特色主题之夜活动，而且别墅餐厅 24 小

时供应美食，绝对能够满足您的味蕾。无论您是

想尝试新品，还是享用当地美食或是有特殊的餐

饮偏好，我们的团队将很乐意专为您量身定制，

提供专属美食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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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彩活动
您最近一次尝试新事物是多久之前的事了？ 	

入住期间参加我们的现场活动，挖掘新的技能，	

或者只是随心地沉醉于喜爱的消遣活动中。我们的度假村活动有：

步行/慢跑

可以沿着我们 170 英亩庄园的小径步行
或慢跑，也可以只是在闲暇时探索博蒂
特海湾。

非机动的水上运动

前往海滩亲自尝试新的水上运动，包括立
式单桨冲浪、皮艇运动或悠闲的划船。

日落高尔夫

来一场高尔夫球作为一天的结束，我们
为您準备以生物降解的鱼食做成的高尔
夫球，小安溪湾顿时变作一个迷你高尔
夫球场。

沙滩排球

可以召集您的队友在博蒂特海滩进行一场
排球友谊赛。

潜水

沙滩上有现场潜水中心成员，他们可带您
到附近的许多潜水点探索水下世界。

克里奥尔烹饪

有美食课程，可向您展示您喜爱的克里奥
尔美食是如何烹制而成的。	

椰子滚球

这项经典的运动经过了重新改造，颇具海
岛风格！立即行动，在海滩上找到我们五
颜六色的椰子滚球吧！

从天堂寄出的明信片

从花岗岩高原高处俯瞰博蒂特海滩独一无
二的美景，还可以在这里将这完美无瑕的
景色素描到纸上，打造属于您的专属明信
片。此个性化艺术课程由塞舌尔四季度假

酒店独家提供，首先轻松徒步 15 分钟穿
过肉桂林和塔卡马卡林，到达当地著名艺
术家奈杰尔·亨利 (Nigel Henri) 选定的自
然空旷地。亨利是土生土长的塞舌尔人，
以绘画当地美景而出名。亨利将从专业角
度引导您凝视天蓝色的海水、布满珊瑚的
海岸线和郁郁葱葱的山坡森林，并告诉您
如何使用所提供的材料素描或绘制令您印
象深刻的美景。如果您愿意，您的作品可
由奈杰尔完成，并且可通过扫描创作您自
己的明信片，然后邮寄到您家，您的原创
作品将裱框作为您在世界上最美丽的地方
逗留的永恒纪念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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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疗会所的幸福连接

通过深度放松，专注于骶骨、心脏和轮穴
这些夫妻间的感情培养仪式，促进彼此的
连接。在私密的夫妻套房内并肩躺下，通
过全身按摩和放松恢复身体活力，然后让
治疗师进行面部按摩打开您的能量场，让
您放松身心。用精心挑选的精油唤醒您的
感官，在可俯瞰印度洋幽静美景的私密水
疗套房享受沐浴。

驻足沙滩

预订博蒂特海滩白色细沙上的终极双人
桌，甜蜜尽享私人浪漫晚餐。我们的团队
成员将在印度洋前摆放完美的桌子，并供
应特制美味佳肴。

升华爱情

如果美丽的塞舌尔让您深受启发，何不抓
住时机举办爱的宣誓仪式共同庆祝？我们
的婚礼协调员可帮助您计划和打造专属你
们两个人的婚礼。

浪漫双人行
漂亮的棕榈树、无尽的海景、令人惊

叹的地形和隐秘的隐居之所凑在一起

让塞舌尔成为了地球上最浪漫的地

方之一。我们利用这里浪漫的自然景

观，专为情侣夫妻打造了一些独特的

体验，让您与那位特别的人共度浪漫

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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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缓身心的	
山顶水疗
走进我们的山顶水疗中心，望向美丽的

博蒂特海湾，您会瞬间感到放松舒适。

水疗中心坐落在树顶，提供一系列的按摩
理疗、面部护理和仪式，并且有提倡整体
健康法的活力瑜伽课程。

理疗完整菜单可详见别墅或水疗中心的水
疗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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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松身心	
	

入住期间参加我们的日常瑜伽和健身课程，保持活力状态。

山区冥想

非凡的体验将让您的冥想上升
到新的高度。跟随我们瑜伽行
者到达山上的僻静之所，俯瞰
日落之前博蒂特的自然奇观。
参加冥想课程时，听从瑜伽行
者的指引，随着平静的深呼吸
放空您的头脑，欣赏令人惊叹
的美景的同时有助于您发现新
的视角。

健身中心

度假村的健身中心位于酒店大
堂下，24小时全天候开放。
这里有各种有氧设备，自由力
量器材和宽敞的锻炼场地，您
可以在欣赏悦目的博蒂特美景
时强身健体和继续您的锻炼计
划。如有更多需求，请联络
我们的水疗团队组织个人培
训课程。

瑜伽

瑜珈已成为了很多人的生活方
式。无论您是一个经验丰富的
熟手还是一个新手，我们当地
的瑜伽行者将引导您开启新的
瑜伽之旅。我们有一系列的瑜
伽和冥想课程可供选择，在塞
舌尔找到适合您的课程，增添
额外的幸福感吧！

瑜伽课程包括：

脊椎护理瑜伽

哈达瑜伽

动力瑜伽

串联瑜伽

阴瑜伽

笑瑜珈

垫上普拉提

瑜伽放松

调息（呼吸练习）

私人瑜伽课程

想了解瑜伽课程详情，请查看
别墅或水疗中心内的水疗手册
上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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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OPICSURF 专业指导	
畅享冲浪

塞舌尔有极好的机会让您亲自尝试冲浪或立式单桨冲浪。为了帮助您在景区畅快游

玩，塞舌尔四季度假酒店与澳大利亚以豪华冲浪著名的 TROPICSURF 专业公司合

作，提供冲浪和立式单桨冲浪指导。

冲浪

在 TropicSurf 专家教练的每个动作的细致
指导下，任何人都可以体验水面滑翔的快
感。初学者可以在度假村掌握基础知识，
然后沿着海岸线前往附近更大海浪的海
滩。更高级的冲浪者可以在引导下游览附
近的海滩（若天气条件允许）。

 

立式单桨冲浪

开始振奋人心的立式单桨冲浪之旅，在受
保护的马蹄形海湾探索宁静的水域。租用
滑板并接受一个简单的培训，然后开始
旅程——这是一项在以全新角度欣赏度
假村美景的同时锻炼手臂和核心肌群的
绝佳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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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SEOCEANS	
海洋教育	

在 WISEOCEANS 教育专员的帮助下，进一步探索塞舌尔的水下世界。	

我们当地的海洋教育团队位于海滨的珊瑚小屋，他们可以随时回答所有有关博蒂特鱼类和珊瑚的问题，	

并指导您穿越我们美丽的海湾水域。

这里有各种浮潜选项可供选择，无论是参
加浮潜初学课程，休闲浮潜之旅还是希望
为保护塞舌尔的珊瑚礁作出贡献而进行的
科学调查浮潜，这里全部提供。所有浮
潜都是私人活动，每次活动费用都捐给我
们的绿色基金会，该基金会直接捐款支持 
WiseOceans 的工作以及塞舌尔四季度假
酒店的海洋保护工作。

珊瑚礁复原项目

在 1997 年和 1998 年，随着海洋温度长
期过高，塞舌尔的珊瑚礁地区被破坏（漂
白），大量珊瑚死亡。自那时起，这里一
直在复原珊瑚礁，但仍持续面临威胁，包
括长棘海星的爆发和较少的漂白事件。在
保护合作伙伴 WiseOceans 的帮助下，我
们伸出援手帮助珊瑚礁恢复往日繁盛。

博蒂特珊瑚复原项目的目标是通过移植 
16,000 个珊瑚碎片复原 10,000 平方米的
退化灰岩礁——这项工作正在进行中，成
果可以在博蒂特海湾的 WiseOceans 的私
人浮潜过程中看到。作为这项倡议的一部
分，我们希望增加人们对珊瑚礁及其所面
临的威胁的知识和认识。

请咨询 WiseOceans 团队，进一步了解珊
瑚礁、复原项目以及如何参与项目，贡献
一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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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开放的儿童乐园

海滩附近的“Pti Torti”儿童俱乐部每天上
午 9 点到晚上 6 点开放，拥有完整的玩乐
设施，是 4 岁到 12 岁儿童的乐园。

儿童照护

为了让宾客在入住期间度过没有孩子打扰
的夜晚，或者满足宾客要求有人帮助照看
孩子的需求，酒店提供儿童照护服务（另
外收费），我们所有的团队成员都完成了
专业的儿童急救课程。请注意，儿童照护
服务需要提前 24 小时通知。

青少年水疗

开始学习护肤基础知识或放松的健康益处
永远不会太早。我们的青少年水疗护理使
用天然成分和温和方法帮助宾客增进对整
体治疗和健康的早期理解。

家庭欢度	
时光
博蒂特选择多样，适合所有年龄段

和各种兴趣的人士！父母可放心，

小孩们将会得到很好的照顾，并且

一直可以体验各种乐趣，并参与度

假村提供的各种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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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群岛拥有两项经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认定的世界遗产：世界上最大的坚
果——普拉兰岛 (Praslin island) 上五月谷 
(Valée de Mai) 的海椰，以及阿尔达不拉
岛 (Aldabra) ，这里是世界上种群数目最
大的巨型陆龟的家园。

塞舌尔最大的岛屿是马埃岛，仅有 28 公
里长，8 公里宽，人口约 72,000 人，几
乎占该国总人口的 90%。许多罕见的地
方性植物只有塞舌尔才有，包括水母树、
肉食性塞舌尔捕虫草以及著名的海椰树。
要欣赏岛上丰富的自然风光，您可以游览
附近的普拉兰岛上的五月谷，在那里您可
以在当地导游带领下开始森林穿越之旅。

无论您选择如何在塞舌尔度过假期，我们
的礼宾团队随时可帮助您规划完美的行
程，并提出有用的建议确保您在塞舌尔尽
享欢乐时光。

塞舌尔	
发现之旅
无论您是想观赏自然美景、	

冒险还是只是放松休闲，	

在塞舌尔有众多美景可观赏，	

有众多活动可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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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岛游包括：

参观热带花园

在这个美丽岛屿上到处自然生长着种类
繁多的植物群和动物群，尽请参观。

直升机之旅	

乘坐直升机翱翔天空，在高空真正领略
塞舌尔令人着迷的美景。

越岛巡游

塞舌尔由众多岛屿组成，何不花时间游
览那些小岛，来个普拉兰岛和迪拉格岛 
(La Digue) 一日游呢？

马埃南部探秘

马埃岛南部充满神秘气息，您可以亲自
探索其神秘独特之处。

徒步自然探索

在知悉岛上最美自然特色
的导游的带领下展开探索
之旅。或者在我们的生态
导游的带领下进一步领略
我们度假村的魅力。

乘船巡游

您可以乘船开始海洋或邻近岛屿的巡游之
旅，无论您的行程如何，我们的团队都会
很高兴为您安排，享受水上乐趣。

参观艺术画廊

马埃南部常被称为塞舌尔的艺术中心。	
您可以悠闲参观附近的一些画廊。

维多利亚首都之旅	
（包括市场）

司机可以带您到维多利亚，给您介绍这世
界上最小的首都城市的一些亮点。

参观茶园

列岛游包括参观茶园，看看当地的塞舌尔
茶室如何种植和制作的。

修道院观景台

这里是一处与世隔绝的山顶观景台，可观
赏马埃南部的壮观景色，连伊丽莎白二世
都曾做在这里品茗欣赏美景。

塞舌尔	
发现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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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项
人身安全

海洋虽然美丽又丰富美好，但
也不要忽视安全问题。为确保
您能尽兴体验海洋之美，请遵
守安全指南。

在迈向海洋前，请观察海滩上
的海洋标志——标志的颜色表
示当天的水况，通过这可了解
水流的强度和危险情况。如有
疑问，请咨询我们的娱乐团队
的成员，他们会很乐意为您提
供帮助。

为确保您的安全，不要在喝酒
后或在疲劳不适时进入水中。

防晒保护

由于塞舌尔位于赤道附近的热
带，岛上日光照射时间较长，
阳光最强的时段为上午 10 点
至下午 4 点期间。要注意保护
皮肤免受太阳光照射，即使为
多云天气也建议涂防晒霜。请
注意，儿童的皮肤对太阳光线
更为敏感。请确保儿童避免日
晒，并穿戴防护服、配件以及
涂防晒霜。

请记住一天内要喝大量水保持
体内充足水分。

保险箱

为了让您安心，我们强烈建议
您将钱财和贵重物品放在您客
房的保险箱内。如果您有很贵
重的物品，我们的迎宾团队
很乐意帮您存在前台的保险箱
内，保险箱全天 24 小时都有
工作人员监控。请注意，酒店
仅负责看管存放在我们前台保
险箱内的个人物品。

我们度假村提供 24 小时安全
巡逻服务，以确保您的安全，
同时还有急救设施，以及可随
时联系护士和医生。

移动应用程序

现在您可以通过四季酒店移动 
App 随时获得个人礼宾服务。

下载四季酒店移动应用程序到
您的移动设备后，登记入住和
退房、订购别墅内餐饮、要求
客房服务等一切均触手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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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莉莎	
亚当斯
阿莉莎出生在塞舌尔，后在英国接受教育，
曾在切尔西艺术与设计学院学习美术。用她
自己的话说，她喜欢“把丛林中的音乐转换
成”她的画，这也是为什么她的作品在体现
她洋溢才华的同时带着家乡塞舌尔的自然
风光特色。

她的工作室在迈克尔·亚当斯画廊 (Michael 
Adams Gallery)，她与父亲迈克尔·亚当斯 
(Michael Adams) 和弟弟特里斯坦·亚当斯 
(Tristan Adams) 共用该画廊的工作室。您可
以参观他们的画廊，画廊靠近度假村，位于
湿地和一条小河之间，竹林繁茂，因此她的
许多画作都画有各式各样的竹子。

迈克尔·亚当斯艺术画廊
Anse Aux Poules Bleues
电话：+248 4361006
手机：+248 2523153
电子邮箱：adams@seychelles.net

开放时间：	
周一至周五 10 – 4pm	
周六 10 – 12pm，周日休息

特里斯坦·亚当斯作品

阿莉莎·亚当斯作品

特里斯坦·亚当斯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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