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您和家人在岘港海洋别墅度假并体验高级生活
时，您会发现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假期。

越南著名的海岸海洋别墅位于环绕东海郁郁葱葱的
热带环境中，是游客享受宁静假期的理想场所。每
栋别墅布置豪华，配有各种设施，可以满足游客的
各种需求，从占地面积275平方米的两卧室泳池别墅
到1100平方米的五卧室海滨别墅不等。每栋别墅的
空间布置都非常适合家庭入住，不仅布置豪华，且
提供高水准的厨房和私人游泳池。另外别墅区清新
的花园也是您紧张工作之余的最佳休闲场所，适合
户外派对或给您提供安静的空间，放松身心。

每栋别墅设计有开放式空间，海景阳台和由著名
Greng Norman设计的岘港BRG高尔夫球场。在海洋
别墅休假，您可以为自己享受轻松的时刻或者体验
具有挑战性的时尚运动。

在海洋度假村，家人不仅可以在餐厅享用美食，还
可为全家准备派对。如果您计划探索越南中部地
区，那么海洋别墅就是您和家人的理想之地，它必
将成为您的一段美好而难忘的经历。

为您家庭非常适合的
岘港海洋别墅度假村



是在越南中部海岸最大的综合度假村之一，并为
VinaCap i ta l获得多奖的高级度假村，海洋别墅
（Ocean Villas）拥有114个豪华别墅和116间套房，
一个世界级的高尔夫球场和许多其他设施，为客人
提供精巧细致地舒适的度假村，俯瞰着越南雄伟壮
观的东海。经越南国家旅游总局（VNAT）评为5星
级，所有别墅和套房典雅装饰，并提供24/7国际标
准的用心周到和谨慎的服务。

度假村拥有一切必要的装置设施，为游客提供舒
适，包括有2个露天游泳池，户外儿童游乐场，沙滩
俱乐部，桑拿中心，酒吧和餐厅，位置便利，方便
前往一些国家的最好的景点。从风景秀丽的海滩，
岛屿和国家公园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列为世界遗
产，诸如会安古城，美山胜地和顺华京城，游客有
充分的机会去探索，发现和沉浸在越南独特的文
化。

The Ocean Villa海洋别墅的服务和设施设计专为那
些人寻求空间，安静和真正放松自由。

美景海滩度假的体验



别墅和套房公寓



别墅和套房是成为家庭或朋友旅行的理想选择，是
舒适和隐私的度假村。提供一系列不同的房间类
型，包括别墅具有泳池配置两间卧室和海滨别墅具
有五间卧室以及套房具有单式卧室和双式卧室，所
有该套房设有宽敞的卧室，用餐区和休息室设有豪
华的开放式，厨房配置足有设备设施，现代家具，
自然采光，室外私人游泳池配置最先进的工艺，提
供五星级酒店的所有奢华便利设施。

探索别墅区和
豪华房间



适合家庭或朋友一起去旅行，两层别墅具有275平
方米（902平方英尺）的泳池，设有两间宽敞的卧
室，每个套间都有浴室。第一楼的奢华包括一个
齐全设施的厨房和综合候厅和起居区带来舒适和
隐私。所有别墅都拥有露天泳池，并被热带花园
所环绕。

别墅特点:
• 私人泳池
• 空调
• 厨房的设施齐全，包括冰箱/大型冰柜
• 无线互联网
• 平面电视和DVD播放机
• 无线声酒吧
• 洗衣机和烫斗/烫衣板
• 一台小型冰箱（按实际使用计算）
• 阳台并置有躺椅 
• 室内免费茶和咖啡
• 免费用4瓶Aquafina 500ml /天 
• 室内保险箱

别墅设有两间
卧室和泳池



别墅的三间卧室和泳池是豪华的私人度假村。拥
有三间宽敞的卧室，每间套房都有浴室，别墅的
两层楼宽敞为373平方米（1,223平方英尺），
该独立别墅非常适合为家庭和朋友小组一起去旅
游。别墅的下层设有厨房齐全的设施，开放式起
居和用餐区。玻璃窗门的窗帘可打开，以便看着
整合外部景观，并可观赏捕捉高尔夫球场或水路
的美丽景色，或跨上室外露台，并享受私人泳池。

别墅的四间卧室和泳池，两层楼宽敞为433平方米
（1,420平方英尺），是舒适和隐私的度假场所。
每间卧室都装饰很精美，拥有充足的自然光线和
私人浴室，非常适合大家庭和大群朋友。下层设
计包括厨房的设施齐全和起居/用餐区的宽敞，并
享有户外私人游泳池的景致。池畔甲板和户外休
息室是客人放松身心的理想场所，或也可以在晚
上聚会喝饮料

别墅设有三间
卧室和泳池



自由与宽敞，面向东海和占婆岛，别墅的5间卧室并在海滨
对面，两层宽为670〜1.100平方米（2,198至3,608平方英
尺），提供最好的放松。五间卧室的空间陈设宽敞和精巧细
致，所有卧室均设有连接浴室。起居和用餐区的空间是开
放式设有小厨房，每天早上游客可欣赏山水海滩上美丽的日
出。透明玻璃窗户至广阔阳台和室外游泳池留下深刻的印
象，足大的空间为家庭，并户外家具和户外用餐空间创出广
泛。这栋别墅是聚会或大型家庭聚会的理想场所

别墅的五间卧室
并在海滨对面



在岘港BRG的沙丘场高尔夫俱乐部被高尔夫球场的
水环绕的功能，沙丘别墅设有三间卧室的377平方
米（1236平方英尺），并是高尔夫球爱好者和家
庭正寻找一个独特度假的首要选择。与朋友可在
整洁优雅的用餐区设有10座位，在私人游泳池自由
游泳和享受这个别墅享有安静。空间宽敞，并按
开式通风的风格设计，中央生活区开到起伏的高
尔夫球场球道的壮观草坪的景色。创意设计的空
间中墙壁好像消失，设有舒适便利的起居室，厨
房的现代化和娱乐区设计的独特。沙丘别墅氛围
现代，悠闲而精致。

沙丘别墅



一间卧室公寓的宽敞为56平方米（183平方英尺）
，并装置一切所需要一个完美的假期或放松之
旅，只要打开行李，并整个白天和晚上享受自己
的公寓。随着卧室空间的开式设计，起居区和厨
房的设施齐全和拥有阳台，公寓设计提供给你期
待需要的第一级度假胜地和合理价格，并完全理
想适合单身，情侣或商人。

设有单层楼可往着海洋和山脉，两个时尚的卧室
有两种不同的配置。公寓套房的宽度为85平方米
（278平方英尺），设有两间卧室具有齐全设施。
特大一间有浴室和一间设有双人床。公寓的面积
达100平方英尺（328平方英尺）设有两间卧室和
特大床，其中一间设有连接浴室。有充足的空间
带来舒适和稳私的感觉，并设有生活起居区，小
型厨房和露天阳台。室内家具现代，配色中性，
并与装饰物精细地结合，海水颜色创出了海滨的
感觉，带来在亚热带天堂的凉爽空气感。

一间卧室公寓



饮食



在White Caps 餐厅的位置用普通午餐可俯瞰岘港风景如画的海
景，至在豪华海滩上用烧烤晚餐，我们的餐饮服务多样化带来越南
完美的体验。

WHITE CAPS白帽餐厅
简单和轻松，白帽餐厅被布置的简单，充分利用岘港的风景如画的
海滩景色。重点在当地新鲜的食材，菜单采用亚洲和西方的风味。

海滨餐饮
与您的家人或其他重要的人分享天堂一个特殊的时刻;放纵您的梦
想，享受独特的海滨“天上星下”用餐体验。请脱鞋，高枕无忧待我
们的烧烤大师供应当地特色的烧烤肉菜肴，同时在世界著名的山水
海滩上享受所有真正的餐饮（可供10位客人）。  

别墅烧 烤
我们派的厨师和工作人员提供给您自己的服务，设计烧烤在我们的
别墅旨在为您，您的朋友和亲人提供私密的别墅。

烹饪班
参与我们的厨师教越南菜烹饪课在2个小时，在我们的餐厅可俯瞰
着海景，并了解美味的香料，配料和越南美食食谱（为夫妇分组。

泳池酒吧
你可享用新鲜果汁，清凉的鸡尾酒或在白帽子（White Caps）游
泳池的池畔小吃店享用。

WIN
AND

DINE



以自然精华液滋养带来平衡和宁静的感觉。将越
南传统与现代温泉疗法融为一体的放纵疗法。更
新 Tides Spa Menu 菜单提供治疗完整列表。对
于脸部和身体可选健康和幸福项目，生活方式项
目，压力和倦怠和排毒净化项目，你会感觉清
新，自由，充满活力。

保健服务
在Tides Spa，我们努力提供给您更好的畅饮并保
持健康。
请享用我们的健康饮料产品，你会感受良好。 精
选我们的新鲜果汁，将为您身体带来自然的健
康，同时让您充足的精力。

健康



搜索，走



对于客人喜欢探索该地区，我们可以安排所有最有名景点的私人旅行，包括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
遗产-会安古镇，美山圣地和顺华遗产区或者在度假村放松身心或在海滩 -度假村拥有必要的设施，
为客人提供舒适和便利。

位置地图
岘港是越南第三大城市，并位于东海中部海岸地区。在25分内距离从岘港国际机场（DAD），海洋
别墅可容易抵达到该国一些最好的景点。从风景秀丽的海滩，岛屿到国家公园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列为世界遗产，诸如会安古城，美山胜地，顺华京城古迹，游客有充分的机会去探索，发现和沉浸
在越南独特的文化。我们可以安排所有最受景点区域之旅，包括去美山胜地或去参观巴拿山。

运输
• 岘港机场（DAD）：25分钟车程/ 15.0公里/ 9.3英里
• 岘港火车站：27分钟车程/ 159公里/9.9英里

吸引力的旅游景点
旅游景点
• 五行山：8分车程/ 4.5公里/ 2.8英里
• 龙桥：22分钟车程/ 13.2公里/ 8.2英里
• 亚洲公园：20分钟/11.5公里/ 7.1英里
• 山茶半岛：30分钟车程/ 18.0公里/11.2英里
• 巴纳山：1小时8分钟车程/ 40.0公里/ 24.9英里
• 海运峡谷：1小时12分钟车程/ 42.1公里/ 26.2英里
• 美山圣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1小时11分钟车程/ 41.9公里/ 26.0英里

高尔夫球场
• BRG岘港高尔夫球场：2分钟车程/ 0.9公里/0.6英里
• 蒙哥马利林克高尔夫球场：3分钟车程/1.6公里/1.0英里
• 巴纳山高尔夫球场：59分钟车程/ 34.6公里/ 21.5英里

购物
• Vincom购物中心：23分钟车程/ 13.5公里/ 8.4英里
• 帕克森：25分钟车程/ 14.7公里/ 9.1英里
• 州（Con）市场：25分钟车程/ 14.7公里/ 9.1英里
• 韩市场：24分钟车程/ 14.4公里/ 8.9英里

目的地附近的景点：
• 会安古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25分钟车程/ 14.4公里/8.9英里
• 顺华：2小时30分钟车程/ 108公里/ 67.1英里

探索



吸引力的旅游景点
岘港
是世界排名十大海滩之一，岘港是该国最重要的城
市之一。 目前具有超过80个当地市场可供探索整个
城市，包括（Con酒精） 市场，汉市场，新市场和
东多市场。 这四个市场自1975年以来一直运营，并
是寻找当地手工艺品和纪念品的好地方。 Vincom 
Plaza，Indochina Riverside Towers和Parkson都是
现代化的采购中心设有空调，百货商店，精品店，
电影院和美食广场。

会安
为所有游客带来真正的喜悦，会安带来魅力世界与
龙灯照亮的街道两旁遍布置中国，日本和越南影响
的古老建筑物。 一个美妙饮食区和精品购物场景也
补充了古城区的文化体验。

五行山
这些石灰石露头包括五个独特的山丘组成，这些山
丘特别有名 - 按其名称和特点。 虽然大理石本身是
从山上雕刻而成，由于内部有佛塔，神殿和洞穴，
它们仍然是一种吸引力。

占海岛
充满活力的海洋生物和完美的绿松石海滩，占海岛
为游客提供一流的潜水和浮潜机会。 请预订一日游
在海岸最吸引人的景点之一，以便在阳光下享受一
些乐趣。

美山

越南最重要的考古遗址。 这是之前占婆王国的首

都，并大部分寺庙和神像的结构在多年以后依然原

初保留下来。到废墟的旅程充满了稻田和农田的郁

郁葱葱生长，使其成为游客的美景。

Hue
之前首都是这个国家保留所在地的最令人敬畏的建
筑物 - 冒险往过去皇家的皇帝陵墓以及标志性的城
堡所评估好。 顺化的皇家美食，香江的蜿蜒和寺庙
也使它成为一个浪漫的城市，值得参观。

服务和便利设施
运输服务和穿梭巴士到会
（The Ocean Villas）海洋别墅酒店为游客提供运输
交通方式的选择，包括私人机场接送，出租车以及
每日免费往返班车服务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
界遗产海古镇的会安。无论安排私车或为您欢呼出
租车，我们一直安排员工，以确保您到达所选择的
地方得到舒适，准时。

游泳池 
您和家人可以在度假村的两个室外泳池游泳。 两个
游泳池从早上6点30分至下午18点开放，在岘港的热
带气候和清新的空气中早晨或下午适合游泳。
游泳池在White Caps餐厅的旁边，享有一览无余的
海滩景色。您可以游泳，然后在White Caps餐厅享
用美味餐点或美味的鸡尾酒，欣赏安静的风景和夕
阳。 
第二游泳池位于The Ocean Suites酒店对面，并该
两个游泳池均设有独立的儿童泳池区。

高尔夫球
对于高尔夫爱好者来说，岘港BRG高尔夫球场由格
雷格诺曼设计，集成在度假胜地，从别墅或公寓的
接送服务，坐车一趟高尔夫球场周围从来好简单！
岘港BRG高尔夫球场具有挑战性的链接课程已被评
为越南最好的球场，也是世界顶级新球场之一。海
洋别墅也靠近国际蒙哥马利高尔夫球场，全球IMG-
Worldwide设计南会安高尔夫球场以及会安的罗伯
特·琼斯二世高尔夫球场（正在建设）。

网球场
为了保持身体健康和积极，打一场网球令人兴奋。
度假村的网球场在夜间充满光线来打球。请联系我
们的接待处以知费用的信息。 

媒体
海洋别墅，海洋套房和海洋度假村经常在媒体上提
到。请点击下面文章您所最喜欢的，查看最后的标
题内容以便知晓最近有感兴趣的内容



为了知悉更多信息关于优待计划的条款条件和或其他信息，请按以下与我们联系：

销售和预订房的部门  

E: sales@theoceanvillas.com.vn | reservations@theoceanvillas.com.vn

T: +84 (0) 236 396 7094               | F: +84 (0) 236 396 709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