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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展
魔法。

阳光，沙滩，海洋，
郁郁葱葱的花园，热闹繁华的景象，
热情友好的人们，
丰富多样的体验和活动，
绚烂纷呈的美酒佳肴，足以吸引和保
持
您的注意力 - 激发您的无限灵感。

所有体验都

令人沉醉。

欢迎下榻圣哥兰One&Only唯逸度假酒
店，
魅力海滩度假系列酒店之一。



这里是
尽情玩乐、追逐梦想、
审视内心、联络情感

和发现新世界的完美场所。



地理位置



无与伦比的地理位置

环境清幽，是坐落在私家半岛的柔软沙滩，
地处波特弗拉克（Pointe de Flacq）的独特场所，是毛里求斯岛上的最佳度假场所。

位于美丽的隐蔽泻湖和温暖的印度洋之间。

四周环绕着美到极致的清澈海水；
拥有令人惊叹的新月形专享白色沙滩。

全年温和的夏日气候 - 家庭度假、
岛屿探索、整体健康与健身休假的完美场所。





毛里求斯概览

非洲东南海岸上的一座岛屿，位于马达加斯加以东的
印度洋上。

人口： 134 万人
首都： 路易港
机场： 拉姆古兰爵士国际

机场 (MRU)
所属时区： GMT +4
电话区码 +230
货币： 毛里求斯卢比 (MUR)，1 美元 = 33.02 毛
里求斯卢比
语言： 毛里求斯克里奥尔语、法语、英语
气候： 温和的热带海洋性气候
宗教信仰： 主要是印度教，也接受其他

宗教信仰

与世界各地的距离

交通便利，方便往返于世界各大主要城市。

阿联酋迪拜：6 小时 35 分钟
南非德班/约翰内斯堡：3 小时 50 分钟
德国法兰克福：11 小时 30 分钟
中国香港：9 小时 45 分钟
土耳其伊斯坦布尔：9 小时 45 分钟
英国伦敦：12 小时 30 分钟
法国巴黎：11 小时 40 分钟
新加坡：7 小时 10 分钟
瑞士苏黎世：11 小时 5 分钟



毛里求斯岛，
您不得不来的理由

非常安全，被评为非洲最和平的国家。

拥有 170 多公里的海岸线、
白沙海滩和清澈的泻湖 - 是一片受到

良好保护的宁静水域，
全年都可带来愉悦体验。

拥有世界第三大珊瑚礁和标志性的地下
瀑布。

不仅是一个精彩纷呈的海滩目的地，还
拥有瀑布、山脉、热带森林和丰富多样

的动植物。

一个由多个民族构成、多种宗教信仰并
存、

多种文化相互交融且使用多用语言的国
家，其努力将毛里求斯
打造成如今的迷人模样。

资料来源：
2016 年全球和平指数

旅游外交部
JLL



圣哥兰One&Only  
唯逸度假酒店

酒店位于私人半岛上，
坐拥毛里求斯绝无仅有的绝佳

位置。

打造令人惊叹的体验和独一无
二的美好时光。

出门在外的温馨居所；
在这里，轻松自在，无拘无束。

您可以从心而为，随心而动。

酒店的每位团队成员都秉承热
情真诚的原则，竭诚为您提供

优质的定制服务。



抵达方式

以时尚方式前往度假酒店。

我们富有魅力的管家会亲自前
往西沃萨古尔·拉姆古兰爵士
国际机场接您，用豪华 SUV 

或直升机载您享受一段摄人心
魄的旅程。

沿途会经过许多不容错过的景
点，在您抵达酒店之前，我们
便已准备好各类茶点和美妙绝
伦的惊喜，等待您前来品尝和

体验。



度假酒店



前往度假场所，体验专门为您精心策划的各种迷人活动

这座富有传奇色彩的毛里求斯度假酒店坐落于一个原生态的私人半岛上，是浪漫人士
和探险爱好者的终极热带游乐场。

One&Only 圣杰兰唯逸度假酒店位于毛里求斯岛上，地处著名的贝尔玛（Belle Mare）
海岸线最北端，

这里无疑是毛里求斯最佳的住宿场所。





大堂预览



前台



住宿



装修精美的客房和套房，
完美结合了毛里求斯的迷人景致

142 间豪华客房和套房，并提供户外场所，
优雅舒适的休息区可以欣赏到令人惊叹的海景、海滩或泻湖景致。

最近推出的 2 卧和 3 卧套房，以及连通房选择，
是适合家庭的完美度假港湾。

一号别墅是环境幽静的双卧别墅，带私人泳池，进行
现代化翻修后将更显活力。

连通房、设施完备的无障碍客房，以及
专为提前抵达和延迟离店的客人准备的过渡房。



私人空间

这些客房光线明亮，通风良
好，是毛里求斯最宽敞的客
房，适合希望在印度洋上享
受静谧假期的情侣或家庭。
每个客房均进行了全新改造，
带有宽敞的私人户外空间，
可以欣赏到泻湖、海洋或沙

滩的迷人风光。



Villa One 别墅

毛里求斯所有海景别墅中
的最佳选择。坐落在迷人
的热带花园中，可欣赏到
壮丽的印度洋景致，提供
专人管家、主厨和代客泊
车服务，竭力满足您的每
一个需求，并确保您在自
己的专属庄园中纵享奢华

体验。



Villa One 别墅

毛里求斯所有海景别墅中
的最佳选择。坐落在迷人
的热带花园中，可欣赏到
壮丽的印度洋景致，提供
专人管家、主厨和代客泊
车服务，竭力满足您的每
一个需求，并确保您在自
己的专属庄园中纵享奢华

体验。



住宿

客房
这些客房光线明亮，通风良好，是毛里求斯最宽敞的客房，适合希望在印度洋上享受静谧假期的情
侣或家庭。每个客房均进行了全新改造，可欣赏到泻湖、海洋或沙滩的迷人风光，并配备宽敞的私

人户外空间和全新的一流设施。

套房
在这个设计精美、风光旖旎的海滩避风港放松休憩，尽享欢乐时光。套房设有典雅别致的独立卧室、
专门的用餐区和起居室以及一个阳光明媚的阳台或露台，您可全身心地欣赏令人沉醉的印度洋美景，

此外，亲切的管家将努力满足您的每个需求。

家庭套房
在专为娱乐设计的时尚港湾享受天伦之乐。家庭套房设有两个或三个带套间浴室的卧房，提供阳光
明媚的室内和室外休闲区，可以欣赏到令人沉醉的印度洋美景。您可尽情体验家庭套房的私密氛围，

此外，管家也将努力满足您的每个需求。

一号别墅
毛里求斯所有海景别墅中的最佳选择。坐落在迷人的热带花园中，可欣赏到壮丽的印度洋景致，提
供专人管家、主厨和代客泊车服务，竭力满足您的每一个需求，并确保您在自己的专属庄园中纵享

奢华体验。



愉悦五感的就餐体验



在碧蓝色的海景中
享受无与伦比的用餐体验

令人放松的海滨小吃和奢靡的星光菜单；
毛里求斯推荐度最高的用餐地点，在圣哥兰One&Only唯逸度假酒店享受的美食，

其所有美食均由名人主厨 Marc de Passorio 亲力制作。

欣赏每一道令人惊叹的迷人风景，感受
毛里求斯时尚的海滩氛围，尽情品尝奢靡的鸡尾酒风情。

坐在丝绸般柔软的沙滩上，静静品尝完美的定制菜色，欣赏空无一人的醉人风景，这
个地球上最具诗情画意的场所即显得愈发令人沉醉。



Tapasake 餐厅

每一个转身都能欣赏到泻
湖的无敌美景。开放式厨
房站飘散出一阵阵芳香。
每一种独特小吃都拥有挑
逗味蕾的奇妙口感。这是
一场名副其实的感官盛宴。



Prime 餐厅

该餐厅由我们著名的牛排馆改造
而成，令人印象深刻，拥有一个
迷人的庭院式用餐区，运用灵感
源于屠宰场的全新时尚美学元素
设计而成，欢迎您前来体验。品
尝顶级澳洲牛肉、新鲜的毛里求
斯海鲜以及采用精致海产制作而
成的家常共享配菜，橱窗中展示
的各种葡萄酒和熟食令人印象深

刻，引人无限遐想。



La Terrasse 餐厅

备受欢迎的 La Terrasse 
餐厅在全天任何时刻都显
得那么清新怡人，展示了
丰富多样的国际特色美食，
您可以坐在餐厅的水景上
方一边品尝美食，一边俯
瞰泳池和海洋的景致。



L'artisan 咖啡馆

本咖啡馆供应各类家常烘焙
美食和咖啡师亲手冲泡的饮
料，可在店内享用也可打包
带走，其具备您在毛里求斯
最喜爱的当地咖啡馆的所有

一流特征。



La Pointe 餐厅

在棕榈林 (Palm Grove) 
海滩天堂般迷人的轻松环
境中，尽情享用新鲜烤制
的海鲜美味，绝佳口感定

能让您吮指回味。



Le Carré 酒廊

一处幽静的放松场所；一个时
尚的社交之地；Le Carré 酒

廊是一个光线充足的全新酒廊，
是纵享悠闲时光的完美去处。
酒廊拥有一个宽敞的大露台，
可饱览如画般的迷人海景，采
用经典的殖民时期内部装潢，
是静享好书、与我们的礼宾人
员规划行程或是与新朋旧友攀

谈叙旧的完美场所。



私人餐饮

坐在布置精美的餐桌旁，欣赏着四
周柔软的沙滩，听着海浪拍打海岸
的催眠曲，从定制菜单中随意挑选
几款美食，慢慢享用我们专为您精
心打造的私密餐饮体验。One&Only 
Tipi 餐厅也是一次难忘的体验。
该餐厅的内部散发着一种“波西米
亚式的时尚”风情 - 包括悬挂在
树冠中的巴黎式玻璃吊灯、定制木
地板和点缀着金丝线的丝滑纺织品。



欢乐时光，休闲场所



探索鲜为人知的秘密

酒店即将新增一个无与伦比的泳池，届时将有三个泳池，可为家庭、情侣和水疗客人提
供专用空间，让他们充分放松身心、尽情享受独特的氛围。

近两公里的原生态沙滩沿途分布在我们无与伦比的海岸和宁静的泻湖周围。

一号俱乐部是我们新推出的精彩活动中心，包含 KidsOnly 俱乐部和适合青少年体验的
One Tribe 俱乐部，同时还配备各类一流的运动设施。

我们的全新船屋提供丰富多样的免费水上活动。



泳池与海滩

One&Only 圣杰兰唯逸度假酒
店位于迷人的贝尔玛半岛顶端，
拥有令人艳羡的迷人白沙海滩，
是一个如田园诗般的放松场所，
提供周到的服务、仅限家庭和
成人的游泳区，以及只有亲眼
目睹才愿意相信的蔚蓝色无敌
海景。半岛最顶端有一个无与
伦比的全新无边泳池，还有三
个恒温泳池，分布在酒店各处。



KidsOnly俱乐部

一号俱乐部是我们新推出的精
彩活动中心，内设 KidsOnly 
俱乐部、面向青少年开放的
One Tribe 俱乐部、一流的健
身中心、两个 Henri Leconte 
Padel 球场（毛里求斯首个此
类球场）、三个泛光灯网球场、
迷你高尔夫场、足球场、动感
单车房以及一个适合冥想、跳
尊巴舞等的多功能活动室。



船屋
Boathouse

位于平静的泻湖上，依偎着新
月形的半岛，提供毛里求斯甚
至是全球最佳的水上活动，快
来体验吧。Boathouse 提供丰
富多样的免费活动，包括滑水、
双轨帆船、皮划艇、浮潜、玻
璃平底船之旅、单板冲浪等。



养生



这里是实践养生之道的最佳场所

One&Only 唯逸水疗中心进行了精美的翻修，携手 ESPA 和其他三个独特的养生会所，
为您提供各种巧妙利用自然精华的毛里求斯式奢华护理。

舒缓身心的按摩能够有效消除各种烦恼；恢复活力的面部护理可让时光为您驻足；从脚趾到
太阳穴，聆听心灵的声音。

在令人惊叹的风景中来场户外瑜伽，享受身与心的彻底放松。

在健身房中享受挥汗如雨的健身乐趣，享受世界级私人教练的专业指导。

品尝令人垂涎的菜园直供有机美食
营养价值绝对一流。



One&Only
唯逸水疗中心

令人愉悦的 One&Only 唯逸水
疗中心坐落在郁郁葱葱的热带
植被中，将会进行大规模翻修，
届时将为部分护理室增添带户
外淋浴的私人花园，同时还会
打造一个精致的新娘套房。

水疗中心将继续与屡获殊荣的
ESPA 品牌合作，继续传承本
土技术启发，成为豪华护理的

标志性天堂。



碧研面部护理

碧研护理法基于 40 多年来
使用创新产品和严谨产品的

经验。

One&Only 唯逸水疗中心很荣
幸与碧研携手合作，为

One&Only 圣杰兰唯逸度假酒
店推出几款专享护理。



美甲美足
由 Bastien Gonzalez 创立

Bastien 理念的独特性在于，
将养生与美体融为一体。他
的护理方案主要针对指甲。

其终极护理项目是
Bastien's Duo，这是一种
同时对四肢进行的护理，主
要针对双脚、双腿、双手和
双臂，已多次荣获奖项。



BEACH FIT

One&Only 圣杰兰唯逸度假酒店
的健身小径与知名健身专家合作，
帮助客人适应他们的健身节奏，
补充、完善他们当前的锻炼计划。

提供“内部课程”和“外部课程”
两种选择，客人可以预订他们中
意的体验，参与团体课程或私人

课程。



毕生难忘的时光



One Bonfier

从清晨的海上活动到夜晚的海
岸徜徉，做好准备享受一整天
的岛屿欢乐时光吧。在码头开
启您的探险之旅，登上我们 55 
英尺的 Big Game Fishing 船，
扬帆起航，探索最迷人的深海
宝藏吧。黄昏时分，在哔啵作
响的 One Bonfire 营火旁聆听
悠扬的音乐，享受以早上您在
海上打捞的渔获为食材所制成

的新鲜烧烤。



我与鲨鱼

我们的酒店经理 Michele 
Giraudo 是一位 PADI 潜水师和
获得认证的 SSI 鲨鱼生态学专
家，用心聆听他为您带来的关于
这奇妙印度洋附近地区的介绍吧。
Michele 与鲨鱼一起潜水已有十
个年头了，他知道在哪里可以获

得最佳体验。



“天生狂野”

哈雷摩托车骑行之旅

跟随极具专业水准的导游，沿
着马路探索我们迷人的岛屿风
光，感受风撩起头发的惬意！
One&Only 圣杰兰唯逸度假酒

店的总经理 Charles de 
Foucault 与毛里求斯哈雷戴
维森专卖店合作，带您利用这
种两轮交通工具，并根据他的
个人洞察、最爱景点和独家回
忆，来一场绝无仅有的奇妙旅

程吧。



购物、烹饪和纵享美食

跟随我们的行政主厨 Marc de 
Passorio，动身前往朝气蓬勃
的 Flacq Market 集市，从五
颜六色的当地杂货和美食中随
意挑选，保证让您满载而归。
返程途中，Marc 将带您绕道
参观渔民们的收货场景。回到
酒店后，即可在他的指导下尝
试制作美食，而我们的调酒师
则会带您品尝完美的葡萄酒系

列。



圣哥兰号军舰重建

帮助搭建“圣杰兰号”巨型舰艇的模型，
在毛里求斯留下您永久的痕迹，该模型
将在岛上的海洋博物馆中展出。这艘法

国东印度洋公司的海军舰艇在
Bernardin de St-Pierre 的著名小说
《保尔和薇吉妮》 (Paul et Virginie) 
成为不朽，并于1744 年在我们酒店的海
岸线附近失事。One&Only 圣杰兰唯逸度
假酒店受到委托与博物馆合作仿造这艘
军舰，整个工期将持续一年。您可以为
这艘军舰融入您特有的个性化色彩，也
可在我们专有的《访客薄》上签下大名。
此外，您还会收到一个传统独木舟的小
模型作为纪念品。不妨在工作室中对这
个小模型进行个性化的设计，绝对会为

您的体验留下一份难忘的回忆。



感受艺术的启迪

深入了解毛里求斯著名的艺术遗
产，体验该岛多样化的语言、宗
教、种族和文化传统。首先前往
著名艺术家和收藏家 Salim 

Currimjee 在首都路易港的画廊，
来一场专属的艺术之旅，深入了
解这座岛屿过去与当前的艺术品，

欣赏当代艺术家的作品以及
Salim 的独家个人作品展。



路易港简介

探索我们这座多姿多彩的岛
屿首都鲜为人知的一面，跟
随我们探索这座城市丰富多
样的文化景点、无与伦比的
私人空间、令人印象深刻的
独特景致和激励人心的当地

人物。



徒步探索野外

跟随毛里求斯野生动物基金会
(MWF) 的专业生态护林员，前往
这座岛屿的野外环境进行探索，
亲身体验地球上最成功的几个保
护工程。穿越山谷和受保护的自
然保护区，攀登瀑布和峡谷欣赏
壮美景色，沿途可以发现不少本
土动植物，包括粉红鸽、毛里求
斯红隼，甚至还有巨大的阿尔达

布拉陆龟。



儿童时装

为您的孩子精心打扮一番，用独特的
时尚宣言让他们记录下在 One&Only 

圣杰兰唯逸度假酒店度过的美好时光。
每个周一，我们才华横溢的女裁缝都
会来到儿童俱乐部，随时准备为他们
打造个性十足的时装。从我们丰富多
样的非洲印花图案中选择几种，并与
我们的团队协商，为您亲身设计定制
连衣裙、连身衣或两件套。几天之后，
我们便会亲手缝制您的全套服装并做
好准备装饰，以便您参加备受喜爱的

“儿童时装秀”。



回馈社会



回馈社会

在 One&Only 圣杰兰唯逸度假
酒店，我们将积极参与回馈社
会并投资岛屿、岛上居民和自
然的各类活动，努力支持当地

社区。



回馈社会

海洋
您可跟随珊瑚礁保护学会（Reef Conversation Society）的海洋生物学家，在珊瑚礁保护区享受
浮潜或潜水的乐趣，海洋生物学家将全程为您介绍有助于珊瑚礁恢复和可持续发展的举措和项目。

生态游
由毛里求斯野生动物基金会 (Mauritian Wildlife Foundation) 的护林员带领的 Ile aux 

Aigrettes 量身定制之旅，将向客人介绍岛上独特的动植物。之后，客人将参观毛里求斯红隼恢复
中心，这是世界上最成功的保护项目之一。

当地巧手
参观由 60 名来自贫困家庭的工匠组成的作坊，这些工匠采用纺织品、椰子、竹子、粘土、可回收

材料等不同的材料制作出独特的产品，并为大家提供各种原创礼品和纪念物。



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