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步入未知是一种弥足珍贵的体验

步入未知是一种弥足珍贵的体验
Amber Kampot 的灵感来自于柬埔寨的原始森
林、现代简约主义和彻底远离尘世的隐居生活，
让客人探索地球上这个人迹罕至的角落，同时拥
有您所期望的一切舒适享受。
Amber Kampot 酒店坐落在普雷克特克丘河（
Praek Tuek Chhu）河宁静的碧水岸边，对岸就
是带着浓浓殖民时期风情的贡布（Kampot）市
中心。酒店提供带私人泳池的精致豪华别墅、世
界一流的用餐体验和让您恢复活力的水疗 SPA 
服务。
度假村坐落在象山（Elephant Mountains）山
麓，这里有清风带来的凉爽，为您带来独一无二
的住宿体验。

度假村的设计以流畅、简洁和经典永恒为中心。
别墅大量使用回收的柬埔寨香坡垒树木材，重新诠释了出色建筑的定义，也带来无与伦比的舒适住宿。
走进度假村，精心修饰的花园和可持续的水景设施就会带来处处惊喜，也让整个度假村尽可能呈现出自然风格。
想象一下，一个有着私人露台、华美浴缸和宽敞空间的房间，可以放松身心，这一切在这里应有尽有。

Amber 秉持对可持续性的信念。
Amber 的设计中精心践行高能效，本着最真诚的目的致力于创造更美好的环境。
我们的电力来自太阳能电池板，是可再生的，废水就地处理后，在我们的花园里循环再利用。
我们将利润的 3% 与所在的村镇共享，以改善当地经济，这是因为我们相信自己的成功也会影响他人。
诚邀您来体验非同一般的 Amber！



柬埔寨匣中半掩的珍宝

贡布距离首都金边大约三小时车程，如果您想要寻求精神上的休憩、远离喧嚣，并摆脱阴郁沉闷的情绪，这里是一个理想的
休闲目的地。
这里的每一处景点都在讲述不一样的故事，既令人兴奋，又能带来被宠爱的享受。

您需要一场冒险吗？
在市中心漫步，欣赏殖民时期特色的建筑，或是在河畔悠然徜徉，观看日落的瑰丽表演。
徒步波哥山（Bokor Mountain），泰国湾、柬埔寨的山川风景和富国岛（Phu Quoc island）尽收眼底，无与伦比的全景视
野令人陶醉。
既然来到了这座迷人的城市，就尽情享受这一切吧。

贡布（Kampot）被誉为世界一流品质胡椒的最佳产地，还出产最好的当地高品质矿物结晶盐，这座城市在柬埔寨旅游业的重
要性正在显著提升。
与其他东南亚国家地区相比，贡布就像是一颗半掩在匣中的宝石，尚未被太多人发现。
这座城市仿佛一块有魔力的磁石，一直以其魅力吸引着外国游客、当地人和各种商业投资。



房间特色：

- 私人泳池
- 加大双人床
- 咖啡与茶烹制设施
- 功能性办公桌
- 49 寸智能电视
- 独立的雨淋花洒淋浴间和卫生间
- 带浴缸的露天中庭
- 符合可持续理念的洗浴用品

按需提供：客房内用餐、婴儿床、额外折叠床、熨斗和熨衣板

- 吹风机、浴袍
- 原木阳光露台
- 干洗和洗衣服务
- 室内笔记本电脑保险箱
- 高速 Wi-fi 网络
- 前往市中心的班车服务
- 夜床服务

完全私密，超大空间。

单卧泳池公馆

20 套 | 77.7 平方米



5 套 | 187.8 平方米

房间特色： 

- 私人泳池
- 加大双人床
- 咖啡与茶烹制设施
- 功能性办公桌
- 49 寸智能电视
- 独立的雨淋花洒淋浴间和卫生间
- 带浴缸的露天中庭
- 符合可持续理念的洗浴用品

按需提供：客房内用餐、婴儿床、额外折叠床、熨斗和熨衣板

- 吹风机、浴袍
- 原木阳光露台
- 干洗和洗衣服务
- 室内笔记本电脑保险箱
- 高速 Wi-fi 网络
- 前往市中心的班车服务
- 夜床服务

奢华氛围，让您与所爱的人共渡美好时光

双卧泳池公馆



来到 Arvi，让贡布城最超乎想象的美食诱惑您的味蕾。
我们的餐厅被誉为贡布最具潜力的料理所在，兼具本土风情和国际口味，主打最新鲜的原料、漂亮的摆盘和令人欲罢不能的
美味。
餐厅最多可容纳 60 个座位，能清晰地看到贡布主河道的风景，能为各种场合提供理想的私密环境。

    开放时间：

     早餐：06:00AM – 10:00AM
     午餐：12:00PM – 14:00PM
     晚餐：18:00PM – 22:00PM

池畔酒吧坐落在贡布的河岸边，俯瞰 Amber 的户外
泳池，
让我们的客人啜饮各种特色鸡尾酒，品味独特的调
配和小食。
酒吧自有的调酒师都是本地优秀人才，他们积极参
与地区性调酒竞赛，不断提高调饮质量的标准。
浅饮一口，放松身心，纵容自己享受此刻，见证贡
布之美。

开放时间： 

池畔酒吧  : 07:00 –  23:00

酒店特色

池畔酒吧

ARVI 餐厅



游泳与暖热的天气、开阔无阻的视野和鸡尾酒的搭配，堪称完美。
我们的室外泳池长 19 米，深 1.4 米，含盐水成分，可以去除死皮细胞，清出皮肤杂质。

    
          开放时间： 

     每日：         07:00 –  23:00

想象自己置身于水上，在亲密的氛围中享用美食
，与您所爱的人分享这一刻。还有什么能比得上
这样的回忆？

AMBER 水上餐厅专为寻求难忘时刻的客人而设
计，我们的团队会很乐意为您提供绝无仅有的体
验。

amber 水上餐厅

AMBER 的室外泳池



伴着贡布河平静的水面，在原生态的纯净沙滩
上与您所爱的人休闲嬉戏，一同感受柬埔寨的
波澜壮阔之美，这就是我们要带给您的终极体
验。
我们的沙滩景点非常适合拍照分享到社交媒体
，您尽可以在此自在逗留，细细体会度假村的
美丽。

私人沙滩

SAMATA 水疗馆

这所 24/7 全天候开放的健身中心配备齐全，包
括自由重量器械区和有氧运动设施，能满足您的
所有基本锻炼需要。
有全方位而充满活力的河景相伴，锻炼的感觉绝
对与众不同。

健身中心

我们的水疗团队都是由理疗师兼按摩师 
Jean-Claude Dhuez 培训的，提供出类拔
萃的水疗按摩服务。

水疗护理将高棉本土技法和对现代知识的
理解融为一体，让我们的客人在这里恢复
身心。



想要为您的团队组织增添一道"快乐风景线"吗？
我们为您准备好了一切。
在 Amber Kampot 举行会议不仅令人愉快放松，
还能领略柬埔寨南部的旖旎风光。
无论是私人会议还是小团体聚会，Amber 都能以流
畅且充满趣味的安排成为您活动规划的完美之选。

会议室

地点名称
大小

(单位为米）

容量

教室

Amber 会议室 1

Amber 会议室 2

Amber 大厅

6.34 x 5.76

7.75 x 5.78

11.54 x 7.05

18

24

36

24

30

60

14

20

32

12

18

30

30

30

60

20

20

40

30

40

70

通过具有当地特色的活动，发现贡
布的魅力、历史和美感。
或许您想要寻求刺激，比如立式桨
板或皮划艇，抑或是一位历史爱好
者，想了解贡布的殖民历史以及中
法文化的融合，又或是一位美食家
，渴望品尝美食和造访当地的热闹
集市以窥见贡布的滋味，无论您有
什么样的需求，我们都能满足。
所有这些活动的背景都是古老雅致
的魅力、郁郁葱葱的绿树和植被，
以及雾气缭绕的群山，这些都使贡
布成为一个国际知名度日益提升的
迷人小镇。

当地特色活动，珍藏难忘时刻

剧场 U 型会议 董事会议 不含舞台
的宴会

含舞台
的宴会

站立式
鸡尾酒会



从金边国际机场:    138 公里（3 小时车程）

从西哈努克国际机场:       60 公里（2.5 小时车程）

从富国国际机场:     50 公里

水上活动 : 

•  滑水
•  宽板滑水
•  跪板滑水
•  充气橡皮艇/香蕉船
•  水上摩托艇
•  快艇出租
•  日落水上鸡尾酒

冒险项目：

•  四轮摩托车

•  探索贡布/白马–Amber 之旅
•  徒步

• Down gill

康健项目： 

•  瑜伽课程
•  烹饪及鸡尾酒课程

•  充气橡皮艇/香蕉船
•  水上摩托艇
•  快艇出租
•  日落水上鸡尾酒

•  河流/海洋探索
•  跳岛游玩
•  岛上晚餐
•  目的地主题餐饮
•  帆船运动
•  木船游河探险
•  海上捕鱼

免费提供

如何到达

付费服务

1 2 3 4 5

椰子岛骑行之旅 皮划艇
立式桨板

客房内电影放映 在我们的鱼塘垂钓 儿童活动
寻宝，填色

篝火烤棉花糖



info@amber-kampot.com
+855 (0)78 775 542

Ta Ang Village, Sangkat Traeuy Kaoh
Krong Kampot ,Province, Cambodi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