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康斯丹⻢马尔代夫哈拉薇莉酒店 

酒店简介 

与世隔绝的神奇避世之旅 



地理位置 
 
它漂浮于北阿⾥里环礁 (North Ari) 之上，形状就像
⼀一艘弯曲的多尼船。从⻢马累机场搭乘⽔水上⻜飞机约
25分钟抵达岛屿。 
从⽔水上⻜飞机可以俯瞰⻢马尔代夫哈拉薇莉独特的岛
屿⻛风光及迷⼈人沙滩。 

精彩的度假体验 
 

令⼈人难忘的潜⽔水之旅，壮丽的海洋景观，与
鲸鲨⼀一同畅游。在这⾥里，时间仿若静⽌止，⽽而
海⽔水和细沙融为⼀一体，双脚踩⼊入温柔的海⽔水
中，体会⽇日出瑜珈带来的⼼心灵洗涤。 

联系我们 
Constance Halaveli Maldives 

Alifu Alifu Atoll, Halaveli 09130 – Maldives   
Main Number: (960) 666 70 00 

Administration Fax: (960) 666 70 01 
 resacoord@halaveli.com and gr@halaveli.com 

CONSTANCE HALAVELI 
这⽚片奢华五星的避世之境坐落于印度洋⻢马尔代夫的⼀一座海岛上。令⼈人惊叹的潜⽔水环境及纯
净的沙滩让您与挚爱的旅程奢宠⾄至极。浪漫⽓气息⽆无时⽆无刻不环绕着你。我们⽤用细腻贴⼼心的
服务提升您的度假体验。康斯丹哈拉薇莉，是独⼀一⽆无⼆二的存在，是您彻底放松⾝身⼼心的完美
之地。 

酒店设施 
Constance Hotels, Resorts & Golf 

Belle Mare, Poste de Flacq, Mauritius – Indian Ocean  
 www.constancehotels.com 

Central Reservation Office 
Telephone number: (230) 402 27 77 / 402 27 72 

Fax: (230) 402 26 16 
resa@constancehotels.com 

Head Office 
Telephone number: (230) 402 29 99 

Fax: (230) 415 10 82 
mkt@constancehotels.com 

餐厅及酒吧 ⽔水疗 

潜⽔水 

婚礼蜜月 ⺴⽹网球场 

⼀一价全包
可选 

⼉儿童俱乐部 



住宿体验 
 

所有房型均⾃自带私⼈人泳池及露台或花园，装饰以平和清新的⻛风格，带给您典雅的住宿体验。⼤大理⽯石装饰盥洗台，配有吹⻛风机，42⼨寸液晶电视，DVD，⽆无线免费⽆无线⺴⽹网络，苹果系统接⼊入, 电话，
迷你吧，迷你酒柜，保险箱，茶⽔水，咖啡机设备，起居空间及24⼩小时客房服务。每个别墅均带有露台，室内室外淋浴，卫⽣生间。 

 

57 间⽔水上别墅 
泳池 (3⽶米 x 4⽶米) 及露台 (100 平⽅方⽶米） 

带有私⼈人泳池 可容纳2位成⼈人及⼀一个加床； (⻘青少年或12岁以下⼉儿童）	 

11 间家庭沙滩别墅 
泳池 (3⽶米 x 5⽶米), 花园 (350 平⽅方⽶米) 及⼉儿童房 (25 平⽅方⽶米) 

带有私⼈人泳池 可容纳2位成⼈人及12岁以下⼉儿童	 



8间双层沙滩别墅	 
(3⽶米 x 5⽶米) 及花园(410 平⽅方⽶米） 

9间单层沙滩别墅	 
(3⽶米 x 5⽶米) 及花园 (350 平⽅方⽶米） 

带有私人泳池 可容纳2位成人。	� 带有私人泳池 可容纳4位或2大2小，（18岁以下）包含房价及一个加
床（18岁以下）餐食及加床费用。	�



                  1间总统套房沙滩别墅 

                   (10⽶米 x 3.75⽶米) (700 平⽅方⽶米） 

带有私⼈人泳池 可容纳6位成⼈人＋3个加床（12岁以下⼉儿童）	 



餐厅 
Jahaz 主餐厅 
全⽇日制主餐厅(90 个室内座位 + 110个室外座位).  
主餐厅每⽇日开放早餐，午餐及晚餐，晚间为主题⾃自助餐。 
	

Jing ⽔水上餐厅 
(42个室内座位+ 14个露台座位) 
将东⻄西⻛风味融合的创新料理，亚洲菜肴混合⻄西式⻛风情。 
晚餐从19h00⾄至22h30。Jing餐厅每周关闭⼀一次。 
	

Meeru 沙滩烧烤餐厅 
(坐落在沙滩边的70座烧烤餐厅).  
简单，休闲，美味可⼝口,我们的烧烤厨房每天仅晚间开放。
丰富的单点菜单供选择，从新鲜的海鲜到即时烹饪的⾁肉类，
尽您所选！ 
每周营业6天， 19h00起营业⾄至22h30。 
	

Kaika 寿司吧	�
(12个室内座位 + 24个室外露台座位).  
每⽇日仅开放午餐(除了周五)，营业时间12h00⾄至15h30.  
准备好饕餮品种丰富的传统⽇日式寿司，寿司卷，刺⾝身等。 



酒吧 

Jahaz 酒吧 
主酒吧 
(56 个室内座位 + 24室外沙滩座) 每天10h30 ⾄至 00h30. 
	

Jing 酒吧 
(22个室内座位 + 28室外露台座) 每天18h30⾄至00h30.  
The Jing酒吧每周与Jing餐厅⼀一同关闭营业⼀一天。 



免费项⺫⽬目 
•  设施完善的健⾝身中⼼心，电视娱乐设备，USB端⼝口，活动墙，健⾝身器材，单⻋车，壶铃等。 

•  ⺴⽹网球场(提供球和球拍) 
•  沙滩排球 
•  沙滩⾜足球 
•  乒乓球 
•  棋类 
•  ⽻羽⽑毛球 

付费项⺫⽬目 
•  私⼈人 / 团队专业私教⺴⽹网球课 
•  私⼈人 / 团队专业私教健⾝身课 
•  敬请留意健⾝身球鞋不提供出租，烦请⾃自备 

开放时间: ⺴⽹网球场及健⾝身中⼼心: 每⽇日营业时间 06h00 ⾄至 21h00 

TGI 潜⽔水中⼼心 
康斯丹哈拉薇莉的TGI潜⽔水中⼼心是个五星级体验的潜⽔水机构，提供⾮非常完善的PADI及SSI (国际⽔水
肺潜⽔水学校) 考证，机构内配以国际⽔水准及多语⾔言化的专业教练。除了我们的师资团队，我们还配
备专业的摄影摄像师，为您提供⽔水下摄影服务，让您留下此⽣生难忘的⽔水下之旅。 我们还有海洋⽣生
物学家，将与您分享丰富多彩的海洋⽣生物知识。 
出海活动: 
丰富多样的出海⾏行程，深海垂钓（传统的⻢马尔代夫式垂钓或是⼤大型海钓），浪漫的落⽇日巡航，观
海豚之旅，参观当地村落或是私⼈人包船租赁出海。 
 
浮潜⽤用品免费提供每位宾客。 
⽔水上活动: 
⾮非⻢马达类⽔水上活动 (不包含任何课程): ⻛风帆，双体船，脚踏船® ，独⽉⽊木⾈舟， 站⽴立式桨板； 
⻢马达类⽔水上活动 (收费项⺫⽬目): 喷⽓气式滑⽔水⻋车，滑⽔水，⽔水上滑板，, 尾波跳板，跪式板，⾹香蕉船等。 

我们设施完善，提供极致奢宠体验的Spa⽔水疗中⼼心坐落在⼀一⽚片栈桥的延伸区，在此您可在体验⽔水疗
服务的同时，享受海浪轻拍的声⾳音以及迷⼈人的海景，我们的⽔水疗中⼼心包含完善的理疗室，空间感
舒适的干湿⽔水疗区以及服务设施完善的海洋沙⻰龙。 
休闲，放松，唤醒，排毒，补⽔水，或是单纯的享受，⼀一切尽您所选。 
我们专业的理疗師团队将为您提供度⾝身定制的⽔水疗服务。每位宾客都将有⼀一张私⼈人⽔水疗纪录卡，
我们将您的需求，喜好，均会纪录参考，⼒力求为您打造最私密，精致，专业的⽔水疗体验。 

理疗按摩 
您可以从我们的Uspa理疗单内选择适合您的经典按摩，⾯面部保养及⾝身体护理。可以我们选⽤用芳⾹香
天然的印度洋植物萃取的护理产品, 或是选⽤用在康斯丹哈拉薇莉独享的奢华瑞⼠士护肤品牌Valmont ，
来⾃自瑞⼠士的知名奢华品牌Valmont为您提供完善的护肤及抗衰⽼老产品，您可在此选⽤用及购买到最新
的法尔曼产品线。 我们的海洋沙⻰龙室也提供美发，造型，新娘造型咨询，美甲服务等。 

SPA ⽔水疗设施 

•  4 个单⼈人理疗室 
•  4 个双⼈人理疗室 
•  1 个泰式理疗室 
•  1 个瑜珈房及瑜珈⽼老师 
•  桑拿 
•  蒸房 
•  冷热泡池 
•  休息甲板及放松区 
•  海洋沙⻰龙室提供多种美容服务 

开放时间 
每⽇日 09h00 ⾄至 21h00 

康斯丹 U SPA及⽔水疗设施 运动及休闲活动 



康斯丹⼉儿童俱乐部为4-11岁⼉儿童打开探索的⼩小⼩小世界。 我们有
专业培训的⼯工作⼈人员及看护，将带领我们的⼩小宾客展开岛屿的探
索，当地的纺织品，制作美⻝⾷食，或是⼀一起挖掘探秘⼀一⽚片有趣⽽而⼜又
静谧的⾓角落。让每⼀一天都充满了探索与发现。 

⼉儿童俱乐部设施与服务包含： 

•  当您的孩⼦子准备好参与俱乐部活动，欢迎随时前来登记； 
•  安全与安保是我们的⾸首要重任； 
•  免费提供⼉儿童泳池，游戏类玩具； 
•  开放式活动场地，让来⾃自世界各地的⼩小宾客可以尽情交流玩
耍； 

•  提供电⼦子游戏类, 上⺴⽹网设施及其他活动； 
•  当地⻛风情，艺术及⼿手⼯工艺品； 
•  ⽩白天和夜晚的不同主题活动； 
•  主题⽇日包括制作披萨，冰淇淋，并提供糖果奖励等。 
•  为年幼的4-6岁的宾客提供丰富的游戏活动⽤用品及四轮； 
•  提供适合年幼⼉儿童的盥洗室设施； 
•  宽敞的室外空间可让孩⼦子们尽情玩耍，也可以与家⻓长⼀一同互
动； 

付费项⺫⽬目 
婴⼉儿看护服务（需视实际情况⽽而定），由于专业看护⼈人员数量有
限，我们建议在旺季时节，提早预约看护服务。 

•  主泳池，坐落于主餐厅Jahaz及Jahaz酒吧区域； 
•  泳池开放时间：上午09:00⾄至下午06:00 
•  沙滩服务: 上午10:30⾄至下午06:00，提供沙滩区域轻⻝⾷食⼩小吃
及饮品； 

•  3间精品店(康斯丹精品店, Spherique精品店,  Sifani珠宝店) 
•  酒店配以休息室为提早抵达及延迟离店的宾客提供⼈人性化服
务，配以2间洗浴室，免费咖啡茶⽔水设施，⽆无线⺴⽹网络，电视，
电脑，打印机及图书馆； 

•  宾客可在抵达及出发时免费使⽤用我们的机场休息室，提供淋
浴设施，咖啡茶⽔水设备，软饮，⼩小吃，免费⽆无线⺴⽹网络，电视
及电脑设施 

•  驻岛医⽣生及医务室7天24⼩小时开放（最近的医院在⻢马累，需
乘坐25分钟⽔水⻜飞抵达） 

•  提供专业的婚礼策划服务 
•  每周7天提供洗⾐衣服务，可当天归还（付费服务/不提供干洗
服务) 

康斯丹精品店 
坐落在栈桥中央，您可在康斯丹精品店选择精美的纪念品，将您
美好的旅⾏行记忆带回家。精品店提供丰富的康斯丹周边产品，各
种polo衫纪念衫，⼩小纪念品以及定制浴袍，围⼱巾等。 

时区: 哈拉薇莉时区为GMT + 5 +1⼩小时 
当地货币: Rufiyaa (⻢马尔代夫当地美⾦金也被⼲⼴广泛接
受实⽤用)   
官⽅方语⾔言: Dhivehi (英语⼲⼴广泛使⽤用) 
对全球所有访客提供30天免签政策 – 请在出发前确认护照有效
期. 
⻩黄热病疫苗接种视不同国家访客⽽而定； 
国家代码：+ 960 
交通：岛屿距离⻢马累可乘坐⽔水上⻜飞机25分钟抵达或者搭乘快艇1
个半⼩小时抵达  
电压：220 v 
插座：所有别墅内提供国际多功能插座 

度假村语⾔言覆盖:  
英语，法语，意⼤大利语，德语，⽇日语，中⽂文，⻢马来语，俄语及韩
语。 

度假村岛上消费付款⽅方式 
接受货币: 美⾦金, 欧元，英镑，⻢马尔代夫货币 
是否接受现⾦金: 是 
接受国际信⽤用卡种类: VISA, MASTER, AMEX及银联. 

CONSTANCE ⼉儿童俱乐部 其他设施 实⽤用信息 



如何抵达 
岛屿座落在距离⻢马累25分钟⽔水⻜飞航程及1⼩小时30分钟快艇距离。 

 
AARIYAA 快艇 
(便于接送晚间抵达的宾客) 
由⽇日本Binan Senpaku Kogyo公司建造，650双⻢马⼒力，底特律制造海洋柴油引擎，船只经
过升级，可容纳30个舒适的座位，内部装饰典雅. 时速每⼩小时25海⾥里，带有GPS导航系统，
便于⽩白天及夜晚的⾏行驶。提供⾼高安全及稳定性。Aariyaa内饰精美，空间舒适，为您提供
便捷舒适的旅程。 
时⻓长: 从⻢马累机场⾄至Constance Halaveli约1⼩小时45分钟。 
Constance Moofushi座落于南阿⾥里环礁，从Constance Halaveli搭乘快艇约30分钟抵达。 
 
抵达⻢马尔代夫	 
⻢马尔代夫国际机场 

宾客抵达马累Ibrahim Nasir 国际机场后，我们的机场团队员工将迎接您的到来。如果您的
国际航班抵达时间在下午16h00之后，工作人员将带领您前往提前预定的马累酒店入住，
等待第二天搭乘水飞上岛。如果您的国际航班抵达时间在下午16h00之前，工作人员将带
您前往办理水飞登机手续 (Trans Maldivian Airways) ，登机手续办理柜台距离抵达出口约
20米处。办理完毕手续后，宾客将搭乘小巴前往水飞机场处，车程约10分钟。敬请留意，
所有国际回程航班在早晨08h45（马累时间）以前的， 均需提早一晚离岛，回到马累机场
住宿，确保衔接。 

敬请留意每人托运行李限额20kg，手提行李限额5kg， 超重费用将由航空公司直接收取，
US$ 5.00 + GST 12% 每公斤。30 kgs以上的行李箱及超重的均不会被接受。	�

Trans Maldivian Airways (TMA) 水飞机场	�

每日运营时间为早晨06h00至下午17h00. 抵达水飞机场后，我们的工作人员将引领您前往
康斯丹专属水飞休息室。茶水，咖啡，软饮及小吃免费提供，您也可在此享受舒适的沙发，
无线网络等服务。 然后我们的工作人员将带领您前往登机。敬请留意候机时间将由45分
钟－1个半小时不等。抵达魔富士后，我们的宾客关系团队将迎接您的到来，引领前往您
的别墅。	�

 
水飞公司会需要知晓与父母通行的18岁以下青少年的生日信息。 



酒店地图 

总套沙滩别墅 

⽔水上别墅区域 
沙滩别墅区域 

沙滩别墅区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