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湾大酒店娱乐活动
价格 (印尼盾) ++
No.

活动

图像

饭店宾客

一日游

营业时间

1

单人自行车

成人: Rp 67,000 / 小时

成人: Rp 110,000 / 小时

每日：上午 9:00 至下午 5:00

2

双人自行车

Rp 132,000 / 小时

Rp 169,000 / 小时

每日：上午 9:00 至下午 5:00

住店客人免费

Rp 100,000 / 小时

每日：上午 9:00 至下午 5:00

住店客人免费

Rp 70,000 / 小时

每日：上午 9:00 至下午 5:00

住店客人免费

Rp 198,000 / 日

每日：早上 6:00 至晚上 8:00

（适用于两人）

3

羽毛球馆
（位于一层）

4

乒乓球室
（位于一层）

5

健身馆
（位于七层）

6

儿童俱乐部

Rp 200,000 / 儿童 / 天

（位于一层）

Rp 95,000 / 儿童 / 次

每日：上午 9:00 至晚上 8:00
儿童俱乐部的设施'完全免费使用而关闭时间为
晚上8:00。小朋友们可在此畅快玩耍，但须有
一名登记酒店住客家长/监护人陪同。
我们可提供儿童俱乐部节目但需额外收费在价
格表中列出的费用。这项服务需提前一天预约
，并视情况而定。有关更多详细信息和预订，
请联系我们的前台。

7

屋顶无边泳池

住店客人免费

Rp 124,000 / 进入

（位于七层）

周一周四：早上 7:00 至傍晚 6:30
周五至周日及公共假日：
早上 7:00 至晚上 8:00

8

泳装租用服务

Rp 41,000 两小时

Rp 82,000 两小时

每日：早上 7:00 至傍晚 6:30

（七层泳池柜台）

9

Rp 200,000 三小时

麻将租用服务
（娱乐室）

周一周四：上午 10:00 至晚上 10:00
周五至周日及公共假日：
上午 10:00 至晚上 11:00

10

Nintendo Switch / X-Box /
PS4 游戏机

住店客人免费

Rp 80,000 / 小时

周一周四： 上午 10:00 至晚上 10:00
周五至周日及公共假日：

（娱乐室）
11

桌上足球

上午 10:00 至晚上 11:00
住店客人免费

Rp 30,000 / 小时

（娱乐室）

周一周四：上午 10:00 至晚上 10:00
周五至周日及公共假日：
上午 10:00 至晚上 11:00

12

桌球台

住店客人免费

Rp 40,000 / 小时

（娱乐室）

周一周四：上午 10:00 至晚上 10:00
周五至周日及公共假日：
上午 10:00 至晚上 11:00

注： 所有价格均以印尼盾，并收取10％的服务费和11％的现行政府税。 | 除非另有说明，否则儿童定义为3至11年自活动之日起。 2岁以下儿童免费。 |
所有价格在印刷时都是正确的，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 所有活动均受天气和海况影响。 | 如欲预订或了解更多信息，请联系我们酒店前台或发送电子邮件至
reservationlagoi@nirwanagardens.com。 | 2020年3月24日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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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ce (IDR) ++
No.
13

活动
迷你剧院

图像

饭店宾客

一日游

营业时间

住店客人免费

Rp 60,000 / 场电影

周一周四：上午 10:00 至晚上 10:00

（娱乐室）
电影放映时间：下午 1:30、下午 3:30 和 下午 5:30

14

卡拉 OK 室
（娱乐室）

周五至周日及公共假日：
上午 10:00 至晚上 11:00
当该剧院被预订用于举办私人活动/卡拉 OK
聚会时，预订时段将暂停放映电影。

配套 A
Rp 500,000++
60分钟
使用KTV房间和系统, 4罐软饮料或瓶矿泉水和4碗爆米花。

周一周四：上午 10:00 至晚上 10:00

配套 B
Rp 1,500,000++
180分钟
使用KTV房间和系统, 8罐软饮料或瓶矿泉水,
8碗爆米花和2份比萨饼 (选择玛格丽特或夏威夷口味)。

多功能迷你剧院/活动空间配有卡拉OK系统和
大屏幕。建议提前预订。

周五至周日及公共假日：
上午 10:00 至晚上 11:00

仅限住店客人使用
室内区禁止吸烟、饮食和饮料、禁止存放
食品、香烟和个人用药品等非生产用物品

最多可容纳20人

配套 C
Rp 3,000,000++
180分钟
使用KTV房间和系统, 1瓶精神 (选择戈登的杜松子酒,
百加得朗姆酒, 斯米尔诺夫伏特加或龙舌兰酒),
4罐软饮料或瓶矿泉水, 4碗爆米花和2份比萨饼
(选择玛格丽特或夏威夷口味)。

注： 所有价格均以印尼盾，并收取10％的服务费和11％的现行政府税。 | 除非另有说明，否则儿童定义为3至11年自活动之日起。 2岁以下儿童免费。 |
所有价格在印刷时都是正确的，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 所有活动均受天气和海况影响。 | 如欲预订或了解更多信息，请联系我们酒店前台或发送电子邮件至
reservationlagoi@nirwanagardens.com。 | 2020年3月24日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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