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卡玛俱乐部 

Karma Kandara度假村（Karma Kandara） 

 

        www.karmagroup.com 

   
  风格：  自然 海岛 海滩 水疗 
  房间数：  54栋 



 
推荐理由 

·悬崖上全巴厘岛别墅泳池设计，间间面海； 

·位于85米峭壁上的获奖餐厅diMare Restaurant； 

·峭壁上的浪漫婚礼举办地。 

 

位置 

Karma Kandara度假村位于巴厘岛南部乌甘沙（Ungasan）一处峭壁之上，

崖下便是浩瀚的印度洋。度假村内有桥梁、热带花园及蜿蜒的小路，连

接54栋豪华的私人别墅。这里有绝佳的视野去观赏无尽的天空与海洋；

此外度假村别墅内部也让人赞叹：每栋别墅由2—3座茅草屋顶或原木屋

顶的阁间组成、无边泳池、带日晒甲板的花园、开放式起居室、厨房等

一应俱全。度假村距巴厘岛国际机场车程20分钟。 

地址：Jalan Villa Kandara, Banjar Wijaya Kusuma, Ungasan, Bali 80362, 

Indonesia 

电话：+62 (0)361 848 2200 

邮箱：res@karmakandara.com 



 

荣誉 

·2013亚洲旅行大奖“亚洲领先海岸度假村”及“亚洲领先水疗度假村”； 

·2013Tripadvisor“杰出酒店”认证； 

·2012-2013“best development asia fractional life award”； 

·2011-2012“the miele guide award” 

·2010亚洲水疗大奖 ； 

 

房型 

  豪华临崖居（Grand Cliff Front Residence） ���



 

  位于印度洋崖壁之上，拥有5间卧室的豪华临崖居可以说是巴厘岛

乃至全世界最值得称赞的居所之一，其别墅内除了藏有著名艺术

家的作品外，还细致规划有独立桑拿浴室、蒸汽、冷、热水池；

私人影院等。 

   

 



别墅（Villas） ���

 

  Karma Kandara度假村可提供带有2、3、4间卧室的别墅，其各自都

拥有私人泳池；每间别墅都有充满巴厘岛韵味的花园；挑高结构

的开放式起居室包含休息室、餐室及厨房；别墅卧室均面向海洋

；半开放式浴室则带有地中海的味道。 

 

 



餐厅 

  di Mare Restaurant ���

 

  位于海平面85米峭壁之上，di Mare餐厅将巴厘岛Karma Kandara度

假村引以为傲的风景展现。为了带给客人最大程度的视觉享受，di 

Mare半圆形的设计仿佛一艘停泊在崖岸上的游艇。 

   

 



Temple Lounge & Bar ���

 

  位于度假村餐厅顶层的休闲酒吧Temple Lounge & Bar将印度洋风

景与北非风情结合，在这里蓝、白有了不同诠释。独特的摩洛哥

彩绘玻璃灯、洋溢着假日气息的五彩座椅及沁凉的凉亭，再搭配

东方风韵的小吃，使人犹如身处浪漫的异国世界。 

  

 



巴厘岛卡玛沙滩吧（Karma Beach Bali） ���

 

  全新设计的巴厘岛卡玛沙滩吧便是原来度假村的Nammos沙滩俱乐

部，这处位于私家沙滩上的休闲地以巴厘岛特产黄竹、经典的茅

草顶、白色的木制家具及风扇为人们营造了巴厘式沙滩风情。作

为巴厘岛仅有的私人海滩休闲地之一，酒吧在设计时的细节部分

均由度假村董事长亲自挑选。 

 



特色 

  卡玛水疗（Karma Spa） ���

 

  位于度假村崖岸上的卡玛水疗（Karma Spa）俯瞰着印度洋浩瀚美

景，这处有着石墙、木屋的水疗中心提供各种契合身心的护理项

目。穿过水疗大堂，人们首先引入眼帘的便是可以欣赏到水晶般

海水的圆形水疗浴缸；其露天平台更拥有特色红外排毒桑拿和喜

马拉雅水晶盐浴池。 



  卡玛水疗餐饮（Karma Spa Wellness Cuisine） ���

 

  由度假村水疗中心及行政总厨共同推出的有机水疗美食采用无农

药成分的食材，非常适合期望保持健康身体状态的宾客。其特色

菜肴主要有无麸质低筋比萨、味增汤、藜麦配烤三文鱼及有机沙

拉。而针对喜爱甜食的人，餐厅还提供手工无脂椰奶冰淇淋、木

瓜冰糕、香草西米布丁。 

 



婚礼（Wedding） ��� 
Karma Kandara度假村为人们营造了一处浪漫的婚礼举办地，无论新人选

择何种方式行礼，Karma Kandara专业的婚宴团队都会令人满意。而除了

浪漫婚礼外，婚宴上的庆祝表演、美食、摄影也均由巴厘岛最富创意的

团队执行。 ������婚礼套餐推荐： ���·落日婚礼（Sunset Resort Wedding）：含1晚

独卧泳池别墅住宿，场地立式仪式可容纳30位宾客，座椅则为15位； ���·崖

岸池畔婚礼（Cliff Wedding Poolside）：含1晚独卧泳池别墅住宿，场地

将选在崖岸泳池畔，新人可在浩瀚印度洋的见证下完成婚礼。场地立式

仪式可容纳70位宾客，座椅则为30位； ���·水上婚礼（WOW Wedding）：

Karma Kandara度假村最富创意的水上婚礼将行礼地放在了度假村泳池内

，届时新人将踏上玻璃步道，于泳池中央完成浪漫仪式。蓝天白云、水

景、鲜花将营造一生难以忘怀的经历。婚礼含1晚独卧泳池别墅住宿，其

场地立式仪式可容纳90位宾客，座椅则为70位； ���*此外还有沙滩婚礼、花

园婚礼及别墅婚礼等。 ���提示：度假村婚礼造型、化妆、摄影均额外收费。 

 

 

 

 

 

 



在卡玛度假酒店，清新洁净的空气和健康生活是其“优质生活”

文化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伴着纯粹而无私的印度洋微风，

在卡玛水疗中心享受专业护理人员带来的全方位放松和水疗服

务，拥抱自然健康，恢复身心活力。 

位于素有巴厘岛上东区之称的布科半岛，卡玛坎达拉度假酒店

是卡玛集团中的耀眼明星，陡峭的地势成就了这片度假酒店别

墅群的独特设计，随风涌动的海浪撞击着岩壁，奏出一曲恢弘

大气的交响乐。卡玛水疗是奢华水疗大奖（Luxury Spa Awards 

2015）得主之一，提供清洁、滋养、修护的尊崇体验。户外平台

设有红外线排毒桑拿和喜马拉雅晶盐池，可以在古朴的小木屋

里享受灵氧护理，或是前往卡玛海滩的海洋水疗中心体验身体

按摩。 

 

 

 

 

 

 

 



卡玛坎达拉度假酒店健康之选  

双人，三晚，2174++美元起，即可享受以下礼遇：– 健康

营养早餐  

– 健康营养晚餐  

– 青椰子水和新鲜水果  

– 排毒养生果汁  

– 45分钟红外桑拿浴和喜马拉雅晶盐池浴  

– 75分钟卡玛韵律按摩  

– 90分钟淋巴排湿按摩  

– 60分钟定制按摩  

– 90分钟整体面部护理  

– 75分钟水疗美甲服务  

– 150分钟排毒，海盐，精油体验  

– 传统巴厘式水疗仪式  

 

卡玛韵律按摩  

心灵与运动的完美融合。使用醇厚甜美的原生油，对肩部和颈



部进行持续按摩，并附加对背部的集中按摩。此特色按摩疗法

由著名保健师乔科(Joko tri Li)参与创作，卡玛按摩师们通过准

确按压穴位帮助促进新陈代谢，保持健康状态。 

 

红外线排毒桑拿和喜马拉雅晶盐池  

在悬崖上俯瞰印度洋的唯美景致，玻璃幕墙环绕的红外线桑拿

房是排毒养颜、肌肤再生的绝佳选择。30分钟疗程即可促进血

液循环，将营养快速供应至毛细血管，使皮肤光彩照人。 

此外，宾客还可享用坐落于悬崖上的喜马拉雅晶盐池放松和休

息。 

 

淋巴排湿按摩  

卡玛水疗的淋巴排湿按摩是一项结果导向型疗法，可以刺激循

环，排毒和整体健康。 使用温和的按压技术，令人沉迷于深度

放松状态，这种身体治疗是增强身体免疫力的简单方法。 

 

传统巴厘岛水疗仪式  

此护理项目使用当地特产原料创造而来。护理开始由石栗身体

磨砂开始，接着是古代新娘婚礼仪式上使用的爪哇式茉莉花去



角质疗程——在皮肤上涂抹一层姜黄、香料和粉末的混合物。

经过红外线排毒桑拿或蒸汽疗法，即可享受传统巴厘岛式按摩

带来的深度放松。最后以罗望子姜茶结束护理。 

 

75分钟美甲护理（指甲 /趾甲）  

100%专业、安全、卫生的护理。项目报含皮肤磨砂，涂抹乳霜

以及护甲抛光。 

 

海盐、海洋精华及精油排毒体验  

旨在有效对抗脂肪团，增加新陈代新和除去多余水分。此护理

首先包含30分钟红外线排毒桑拿浴和喜马拉雅晶盐池浴，然后

使用按摩手法调理排毒，使用海盐及还早裹敷磨砂，帮助刺激

血液循环，强化皮肤组织，最后使用芳香精油，达到深层清洁

与滋养修护的功效。 

 

90分钟整体面部护理  

深层补水与保湿，使用纯净的活性成分如海藻、芦荟、叶绿素

，海洋胶原蛋白和螺旋藻。疗程包括皮肤提升紧致按压手法，

滋养颈部、肩部、头皮及面部按摩。 



 

私人尊享  – 订制按摩  

每天都有所不同，每人都独一无二。此按摩项目由护理师专项

订制，满足宾客的特殊需求。时间疗程也可灵活安排。 

 

备注条款 

• 需至少两晚住宿 

• 预订不可取消或退款 

• 价格需加收21%政府税和服务费 

 

 

 

 

 

 

 

 



卡玛集团简介：  

卡玛集团是世界知名的环球旅行和生活方式品牌，卡玛集团创

始人兼主席约翰·斯本（John Spence）先生，是2010年安企业家

奖（Ernst & Young World Entrepreneur）获得者。2013年６月，

约翰先生应邀到摩纳哥参加全球杰出企业家评选，并担任评选

团成员。2013年７月，约翰先生应邀成为耶鲁大学建筑学院

2013/2014秋季学期爱德华·巴斯的名誉客座研究员。于2015年被

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任命为名誉客座研究员。卡玛集团

由卡玛度假村，卡玛地产，卡玛海滩，卡玛水疗和卡玛精品店

组成。2015年11月，卡玛集团推出全新线上品牌平台，以庆祝

其品牌影响力及受众的全球化发展。 

2016年8月，卡玛集团与圣塔姆酒店集团宣布成立合资公司，在

世界各地的战略位置开发豪华摇滚风格为主的系列酒店以及会

员俱乐部。 

www.karmagroup.com 



 

卡玛集团创始人兼主席约翰·斯本 

 

 

 

 



卡玛集团（THE KARMA GROUP）与 Enduria Travel 

结成战略合作伙伴 

 

卡玛集团（THE KARMA GROUP）保持其开拓市场、发展机遇

的惯例，宣布与Enduria Travel结成战略合作伙伴，将在近期人

气急剧上升的加那利群岛收购并运营度假酒店。加那利岛全年

气候宜人，岛上的自然风光优美壮丽且易于抵达，这里成为可

选目的地之后，已经可见旅游业的蓬勃发展，尤其对于那些已

经到访过摩洛哥、突尼斯和埃及的人来说更具吸引力。 

“多年来，我一直在努力打破那些无法预见的障碍，无论是测定

点位还是收购土地，寻找那些现在仍未被发现，但在未来将成

为全球热点的地方。从果阿到巴厘岛乌鲁瓦图，再到吉利美诺

，我们致力于创造一种全新五星级体验和品牌理念，以此改变

传统五星级度假酒店住宿体验的含义。”卡玛集团创始人兼主席

约翰·斯本（John Spence）说：“卡玛集团领先了这种‘五星嬉皮

’的生活方式，我们的客户成群结队地参与体验，其他品牌也渴

望借鉴，我们十分期待将这种理念带到加那利群岛以及与

Enduria Travel的合作之中。” 

 



 

 

Enduria Travel在加那利群岛度假领域拥有丰富的经验，与卡玛

集团在世界绝佳旅游目的地发展并运营顶级五星级项目的品质

和目标完美契合。 

 



“能够与约翰·斯本和他所领导的卡玛集团结成合作伙伴令我感

到无比高兴。” Enduria Travel的所有者约翰·麦克唐纳（John 

Macdonald）说道：“这次合作为Enduria Travel 提供了一个独

一无二的有利条件——为我们的顾客提供最高质量的度假酒店

——卡玛品牌度假酒店，在欧洲和亚洲都极受好评。我们十分

确信，我们的顾客将在卡玛集团度假酒店收获完美度假体验。” 

“我与约翰（John Spence）相识已经26年了，他选择邀请我们

公司参与卡玛集团在加那利群岛收购和运营度假酒店的卓越计

划，为这些海岛带来首善品质度假酒店和全新度假体验令我感

到无比自豪。我们十分期待与约翰和他的团队合作，并尽我们

所能地继续创写属于卡玛的精彩篇章，这也是他近二十年以来

的个人目标。我们很荣幸成为其中的一份子。” 

Enduria Travel简介  

Enduria Travel 是一个涵盖了所有出行需求的一站式度假商店

，从预定航班、交通出行到旅途游览——为个人客户提供一对

一定制式解决方案。Enduria Travel在旅游领域拥有超过 30年

的经验，对目的地设施了解广泛。作为一个独立的度假旅游公

司，专致提供优质实惠的度假产品与服务，无论是在加那利群

岛还是世界的任意一个角落，秉承提供优质服务的承诺，打造

安全、放心的旅游环境。 

 



卡玛集团度假地 
Karma Resorts 
Karma Bavaria - Germany 

Karma Jimbaran - Bali 

Karma Kandara - Bali 

Karma Rottnest - WA 

���Karma Borgo Di Colleoli - Italy 

Karma Retreats 
Karma Cây Tre - Vietnam 

Karma Chakra - Kerala 

Karma Haveli - Jaipur 

Karma Mayura - Bali 

Karma Reef - Indonesia 

Karma St. Martin's - Isles of Scilly 

Karma Minoan - Crete 

Karma Exotica - Dharamshala 

Karma Manoir des Deux Amants - France 

���Karma Residence Normande - France 

 

 

 

 



Karma Resorts 
Karma Royal MonteRio - Goa 

���Karma Royal Bella Vista - Thailand 

���Karma Royal Benaulim - Goa 

���Karma Royal Boat Lagoon - Thailand 

���Karma Royal Candidasa - Bali 

���Karma Royal Haathi Mahal - Goa ��� 

Karma Royal Residences at Haathi Mahal - Goa 

���Karma Royal Jimbaran - Bali ���Karma Royal Palms - Goa ��� 

Karma Royal Sanur - Bali  

 

Karma Estate 

Pelikanos - Mykonos ���Le Preverger - France 

���Chateau de Samary - France 

Karma Sanctum 

Karma Sanctum Soho - London ��� 

Karma Sanctum On the Green - England 

 

 

 

 

 

 



卡玛皇家集团旗下领衔亚洲的假期所有制度假村品牌——皇家

度假村。 皇家度假村三个主要旅游目的地——印度尼西亚的巴

厘岛、印度以及泰国。 长久以来，皇家度假村品牌通过度假会

员制在世界各旅游胜地优先提供品味独特且设施齐备的酒店公

寓，一直以适宜于全家出行、价格实惠、服务周到等特色享誉业

界。 皇家度假村品牌旗下 Royal Villea Village 希腊度假胜地

克里特岛，是迈出皇家度假村品牌向欧洲进军的第一步。 

 

     “皇家度假村始终以‘让品味卓越的家庭在全球最令人向往

的旅游胜地享受奢华假期’为经营目标，强调住宿品质至上且价

格合理。全新的皇家度假村品牌标志反映出品牌的发展。优雅的

新设计容易使人联想到它的姐妹品牌卡玛度假村，并且反映了我

们向全球化四星项目网络前进的决心。”卡玛皇家集团主席兼

CEO 约翰•斯本说。 



 

水疗设施——巴厘岛 Candidasa 

    他继续说道：“更新皇家度假村品牌是为了向我们的会员提

供更优质的服务和设施，取得真正有效地进步和提升是我们的头

等大事。从最早在印度果阿丰富多彩的起点，到印度尼西亚巴厘

岛上的优雅度假村，再到泰国风景秀丽的普吉岛和清迈以及历史

悠久的希腊克里特岛，皇家度假村不会停止前行的脚步，我们的

品牌将继续在欧洲、中东、南美、加勒比海不断发展，为那些追

求品质和性价比的家庭及旅行者们带来难忘的假日体验和美好

时光。这才是皇家之路。”  

 

     



皇家度假村的标准客房是家庭、伴侣以及单身旅行者的理想选

择，旅客既可选择双人开间式公寓，也可选择拥有一间卧室，适

合四人入住的连通房。这些装修奢华的度假公寓均呈优雅现代的

装饰风格，通常包含休息区，用餐区，酒廊，设备齐全的小厨房，

步入式卫生间，电视娱乐区以及多种高标准的服务用品。现在皇

家度假村为宾客带来更多尊贵体验——餐饮区不但提供由名厨

精心打造的陈列菜单，还装饰有著名设计师的设计作品；所有皇

家度假村可提供标准水疗服务，且每个房间内都配备了最先进的

家具、器材以及娱乐系统。 

 

清迈皇家贝拉维斯特乡村俱乐部餐厅 

    每一个皇家度假村都是假期俱乐部会员的私属度假胜地。皇

家度假村遵循品牌经营目标，旨在让会员以实惠的价格在世界各

精选旅游目的地享受假期，以假期所有制生成的会员制模式取代

按住宿夜晚付费。会员还可通过奥德塞预定系统以及交换平台畅

游世界，入住全球 4000 余个度假村。 

    目前，皇家度假村旗下已拥有 13 家奢华度假村，足迹遍布四

个国家，即印度、印度尼西亚、泰国以及新近入驻的希腊。集团

正在欧洲寻求进一步的发展，包括德国、法国、西班牙、意大利、



希腊、保加利亚以及英国。而在世界其他地方，如菲律宾、中东、

巴西以及加勒比海，皇家度假村品牌也将积极寻找发展目标。 

    

    皇家度假村背景资料 

    皇家俱乐部以其独特的假期所有制俱乐部形式，在全球共有

13 个度假村，600 间客房以及丰富多样的度假设施可供会员选

择，被誉为亚洲最具创意的假期所有制公司。奢华的度假村可为

宾客提供一至两个卧室的私属度假公寓，公寓内部及厨房设备设

施齐全，设计优雅并配有先进的娱乐系统。除了可以自己做饭之

外，许多度假村内都提供各具特色的用餐选择及各种酒店设施。

从印度草药疗法到活力养生按摩，不断完善的现场水疗设施为宾

客带来丰富的水疗体验。所有度假村均设置游泳池，儿童设施以

及品类丰富的零售商店。每一个皇家度假村都是度假俱乐部会员

的私享地，度假村致力于为会员带来与众不同的度假体验和高标

准的服务品质——面面俱到，宾至如归。由于数千会员的真实评

论和鼎力支持，皇家度假村荣获到到网和美国国际分时度假交换

公司共同颁发的业界年度最佳服务奖。 

 

    卡玛皇家集团背景资料 

    卡玛皇家集团的领导者——主席兼 CEO 约翰•斯本先生，是

2010 年安永企业家奖的获得者。2013 年６月，约翰先生再次应

邀到摩纳哥参加全球杰出企业家评选，并担任评选团成员。2013



年７月，约翰先生荣幸地获得耶鲁大学建筑学院颁发的

2013/2014 秋季学期爱德华•巴斯学术学金。卡玛皇家集团由皇

家度假村，卡玛度假村，卡玛地产，国际沙滩俱乐部和卡玛水疗

组成，并将于未来几年中在全球范围内取得长足发展。发展项目

包括收购了位于德国的卡玛巴伐利亚滑雪度假村，位于罗特尼斯

岛上的旗舰店罗特尼斯卡玛度假村，位于澳大利亚西部小港湾岛

上的巴哈马群岛卡玛度假村，以及备受瞩目的世界地标性地产

——位于蓝色海岸著名的劳拉•艾什莉故居“Le Preverger”。

在集团未来的地产购置发展规划中还将包括古巴、巴西、日本、

印度、泰国、印度尼西亚、欧洲、北美以及加勒比海。未来，卡

玛皇家集团将继续保持始终如一的热情，不断创新，为全球 55，

000 余名会员以及其忠实顾客带来更多新产品，为业界树立奢华

品质的典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