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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英亩世外桃源 
 
香提莫里斯（Shanti 
Maurice）度假胜地风景优

美，坐落在片片甘蔗田或
碧绿的印度洋海水之间，
可为所有旅客的感官带来
美的享受。这里有异国情
调的花园，洁白的沙滩，
气派 的水疗馆，宽敞的住

所和餐馆，处处充满新奇
的想法，人们也热衷于享
受这片理想的休闲娱乐之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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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介绍 

距离机场：40分钟车程 。 

酒店位置：南部海岸 

支付方式：VISA卡,万事达卡,美金现金 

服务评级：五星 

酒店评级：五星 

所属集团： Nira酒店集团Nira Hotels & Resorts 

网   络：免费 

建成时间：2006年12月 

中文服务：无 

酒店网址：http://shantimaurice.com/cn/ 



酒店介绍  

• 套房和别墅 

 

• 为了同热带风景融为一体，香提莫里斯所有面朝大海的初级套房和别墅都是用天然材料建成的。里面
有很多房子直通沙滩，那些更宽敞的房子周围则有异国情调的私家花园、阳台和庭院。 

• – 44套初级套房 

• – 8套豪华别墅，带泳池 

• – 5套豪华套房别墅，带泳池 

• – 3套豪华套房别墅（双卧），带游泳池 

• – 1套豪华套房（双卧，带管家室），带游泳池 

• 美食体验 

 

• 香 提莫里斯度假胜地只采购最新鲜、最本土的食物原料并引以为豪。厨师长威利巴尔德·赖因巴切尔
（Willibald Reinbacher）几乎只从当地的供货商处采购鱼、蔬菜和水果，同时用度假胜地自身栽培的香
草和蔬菜制作四季或时令菜肴，有的还会提供给当地企业。在 香提莫里斯度假胜地，旅客可选的餐馆
有很多：这里的特色餐厅名叫繁星（Stars），它可提供当代开普敦美食和各种各样的的南非美酒，食
物原料都是就近取 材；游客可以在名为卵石（Pebbles）的餐馆里品尝精选的正宗毛里求斯佳肴和养生
美食；还可以在名为鱼与朗姆棚屋（Fish & Rhum Shack）的地方享受沙滩美味，这也是传统渔民在独
特海边环境中采用的聚餐方式。 

• 尼拉水疗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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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尼拉水疗馆（NIRA SPA）是印度洋上最宽敞的水疗馆
之一，我们在这里将古老的印度草医养生法和当代国
际疗法结合了起来。我们的水疗师、营养师、个人健
身教练、瑜伽老师和印 度草医医师互相合作，使得
旅客身体更健康、精神更安宁、感官充满活力、灵性
觉醒并改善了他们的饮食。 

• 休闲与活动 
 

• 我们的 度假胜地举办了很多休闲消遣活动，有的充
满活力，有的可以让人沉思，参加活动的既有年轻人，
也有希望自己更年轻的人；活动地点也不一样，有的 
在陆地，有的在其它地方。我们很高兴能为所有游客
提供各种各样的体育和娱乐活动，例如非机动水上运
动、网球、高尔夫、慢跑、徒步旅行、快走、水中健
身、普 拉提、手指画、游园、烹饪课等等。 

• 婚礼与蜜月 
 

• 婚礼是人生大事，因此每场婚礼都要独一无二而且浪
漫，最重要的是要有纪念 意义。我们的婚礼凉亭背
靠苍翠茂盛的高山，面朝印度洋碧绿的海水， 新人
可以在这迷人的环境里相互承诺说“我愿意”。新娘
可能也希望在尼拉水疗馆静静度过一些时光，可以思
考，也可以尽情享受，而新郎也可以同朋友一起放松， 
然后开始他们新的生活。祝所有新人梦想成真、百年
好合。 
 



酒 店介绍 

• 儿童俱乐部 

 

• 我们在尼拉水疗馆的旁边单独开辟了一个区域，并专门 设计为儿童俱乐部，这个俱乐部有单独的儿童戏水池、娱乐室
（包括斯诺克、桌上足球和乒乓球）、儿 童DVD电影、电脑、游戏站以及任天堂Wii游戏。我们会提供每周活动方案，
里面安排的都是趣味横生的活动，比如扎花、儿童瑜伽、画脸谱和音乐游戏，可确 保我们的小客人在逗留期间玩得尽兴。

此外，我们还安排了很多野外旅游，可以前往附近的鳄鱼公园和卡塞拉鸟类保护区，小客人们可以在这些地方同身上有
鳞或有 毛的动物以及鸟类交朋友。 

• 会展 

 

• 住所豪华、异国情调环境、最新标准服务、顶尖技术，如果在这里举行会展，势必会取得成功。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了
丰富的选择，所以如果正选择下一次会展场地的话，香提莫里斯将是不二之选。 

• 度假胜地详情 

 

• 名称：香提阿南达莫里斯（Shanti Maurice） 

• 地址：Riviere des Galets 

• Chemin Grenier 

• Maurice 

• Mauritius 

 



JUNIOR SUITES海景小套房 

房间数：22间  大小：81平米   

入住要求：2成人+1儿童   

酒店共有22间普通套房，他们位于一些美丽的别墅建筑中，每间别墅中有4间套房。小型套房中都配有等离子电视，DVD播
放机和宽带互联网接入。套房将现代性与实用性融为一体，风格豪华舒适，为顾客带来宾至如归的感觉。 

位于在二楼的海景套房有宽敞的大阳台，让您能俯瞰印度洋的美景。每间套房都有大卧室和现代浴室，每个小套房都有一个
单独的更衣室，开放的衣柜和梳妆台，照顾您的私人使用感受。 



 
Luxury Villa with pool豪华别墅   处于花园和林荫中的豪华别

墅。 

房间数：8间  大小：208平米   

入住要求：2成人+2儿童   

豪华别墅四周环绕着美丽的热带花园和，有林荫小路通往海滩，当您的午餐送到用餐凉亭是，您会感到十分方便简单。豪华
别墅设有一个带花园的封闭庭院、户外淋浴和休息床，让您足不出户也能享受诸多海岛风情，轻松度过愉快的假期。 

豪华别墅设有一个温控的游泳池供您使用。萨拉凉亭设置在花园中，您可以在这里用餐或放松，欣赏花园风景。别墅内包括
一间大卧室，浴室和一个单独的化妆间，内有步入式衣橱和梳妆台，有管家服务让您的居住更为舒适。 



 
Luxury Suite Villa with pool豪华泳池别墅    

房间数：5间  大小：376平米   
入住要求：2成人+2儿童   
总面积达376平方米的豪华泳池别墅明亮通透，一个宽敞简洁的客厅为别墅额外添加了优雅的感觉。温馨舒适的卧室，让您的

睡眠质量更上一层楼。别墅有一个充满异国情调的私人花园，内设有私人泳池和户外用餐区域，让您在休闲放松的同时也能欣
赏大自然的神奇与美妙。 
豪华泳池别墅有一个54平方米的温控游泳池，一个私人花园，户外淋浴和休息床。萨拉凉亭的设置让您可以在花园中享用您的

餐点美食或在游泳运动后坐在其中欣赏花园美景。别墅内有为您单独设置的带梳妆台和步入式衣橱的更衣室，满足您的私人需
求。 



 
 

房间数：3间  大小：500平米   
入住要求：4成人+4儿童   

双卧泳池别墅有两间卧室，两个浴室，独立的更衣室和一个大客厅，是家庭或朋友出游的理想选择。广大的内部和外部空间，使
每个人都充分的自由，想要花时间呆在一起还是享受私人时间，可以有自己选择。别墅内有54平方米的温控游泳池并且内置按摩
浴池，让您能拥有最豪华的私人享受。 

双卧泳池别墅拥有充满异域风情的私人花园和封闭的庭院。家人和朋友都可以选择在萨拉花园凉亭或直接露天用餐，享受与其他
客人不同的用餐体验。泳池边有户外休息床，你可以在这里享受舒服的日光浴，或在温控游泳池内游泳戏水，体验毛里求斯的海
岛风情。 

luxury Two Bedroom Suite Villa with pool双卧泳池别墅  



Shanti Villa香提花园别墅 

• 房间数：1间  大小：800平米   
• 入住要求：4成人+4儿童   

• 香提花园别墅提供广阔的空间同时确保您的隐私，是幸福的庇护所。这件时尚的庇护所，横跨海湾，拥有惊人的
海景，能满足最挑剔的客人。内部包含一个极宽敞的客厅，二个卧室和一个管家卧室和三间浴室等。设置在私人
花园的萨拉凉亭可以供您用餐或稍作休憩。入住香提花园别墅，您可以尽情享受自己的私人假期，不必担心受到
其他客人的打扰。 

• 别墅占地800平方米，是毛里求斯岛上最富盛名的别墅之一。别墅提供广阔和最隐蔽的空间，是一个供您脱离繁
忙工作放假休闲的世外桃源。半隐藏在郁郁葱葱的花园中，别墅有一个超大的私人泳池内置按摩设施，一个管家
卧室，为您提供贴身的管家服务，为您提供最独一无二的私人服务。 



餐饮设施 

繁星Stars   精致浪漫的餐厅 

环境风格： 幽静舒适的异域风 

美食亮点： 葡萄酒 

开放时间：晚餐   就餐位置：沙滩边   座位数：未知 

是否预约：否  预约电话：未知 

繁星，只在夜间默默的闪烁，为顾客提供最好的服务和最新鲜的海产食物。在星光灿烂的印度洋美景中享受精心准备的菜肴，
这将成为一次难忘的晚餐。 

鹅卵石Pebbles   悠闲海风下的餐厅 

 

环境风格： 轻松自然风格 

美食亮点： 咖喱，沙拉 

开放时间：全日制   就餐位置：酒店内   座位数：未知 

是否预约：否  预约电话：未知 

在轻松的氛围下，感受着海景和微风，在鹅卵石餐厅，您能了解到毛里求斯的历史和文化的多样性。我们的厨师融合了由
来已久的印度和克里奥尔人的传统，与当地的风味结合，创造出了融合后的当代美食食谱。 

鱼和朗姆小屋Fish and Rhum Shack   星空下的难忘烧烤 

 

环境风格： 质朴与迷人的海岛风情 

美食亮点： 新鲜鱼类和当地朗姆酒 

开放时间：晚餐   就餐位置：海滩   座位数：未知 

是否预约：否  预约电话：未知 

著名的鱼和朗姆小屋，提供最正宗的毛里求斯的夜晚，在客人和当地人中都十分受欢迎。质朴的海滩边烧烤，伴随着世
嘉舞者定期的民族歌曲和舞蹈表演，各类的烤虾，鲈鱼，金枪鱼，鲷鱼和羊排等配上当地的朗姆酒或啤酒，将是一次星
空下难忘的盛宴。 



• 红姜酒廊Red Ginger Lounge   迷人的红色酒吧 

 

• 环境风格： 异国情调 

• 美食亮点： 混合经典鸡尾酒 

• 开放时间：未知   就餐位置：酒店内   座位数：未知 

• 是否预约：否  预约电话：未知 

• 酒吧是一个享受午餐饮料，餐前开胃酒和深夜鸡尾酒的好地方。酒吧设有露天和室内用餐场所，具有广泛的菜单选择。
到晚上也将由当地的音乐家提供表演，让毛里求斯的文化和声音得以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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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服务 

保险箱Safe Service 

残障人士设施Facilities 

for the disabled 

儿童俱乐部Children's 

Club 

健身室Fitness Room 

礼宾接待服务Concierge 

楼层管家Floor butler 

旅游服务Tourism 

Services 

图书馆Library 

无线网络Wireless 

Network 

吸烟房Smoking rooms 

附加服务 

24小时客房服务24h room service (charges 

apply) 

按摩护理室Massage treatment rooms 

餐厅Restaurant 

池畔吧Pool Bar 

电脑出租 Computer rental 

儿童看护服务Babysitting service 

豪华轿车接送服务limousine service 

会议设施Conference facilities 

婚宴服务Wedding services 

机场接送服务Airport Shuttle 

家庭房Family Room 

酒吧/酒馆Bar / pub 

咖啡店Café 

旅游/票务服务Travel / Ticketing Services 

秘书服务Secretarial services 

商店Store 

商业中心Business center 

洗衣服务/干洗Laundry / dry cleaning 

行政楼层Executive Floor 

医疗救援Medical aid 

移动电话出租 Mobile phone rental 

自行车出租服务Bike rental servi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