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姬开普敦酒店坐落在历史悠久的城市中心，
拥有历史丰富和优雅现代化的建筑。
泰姬酒店有一个一百年的重建历史悠久地标的声誉，酒店的176间住房是两个国家古迹 －前总部
南非储备银行 (1929) 和相邻的最高法院办公室 (Temple Chambers) 精心改建的。
泰姬开普敦酒店是一家豪华酒店，地理位置优越，入口处位于历史悠久的开普敦步行街，即著名
的圣乔治购物中心。非常适合那些想要探索真正的开普敦及其迷人的历史，充满异国情调的文化，
深情的艺术，精彩的娱乐和美食。

住宿
泰姬开普敦酒店 (Taj Cape Town) 176间精致的客房和套房提供客人一个远离热闹喧
嚣的城市中心。古色古香的酒店拥有顶级的文化遗产豪华房和套房，附有阳台的塔楼
豪华房和套房，总统套房和泰姬俱乐部客房和休息室。所有客房和套房都有豪华设施
及典雅高贵装饰。
豪华套房 (64平方米109平方米)
一间卧室的豪华套房均位于遗产大楼 (Heritage
Building) 或塔楼 (Towers Building)，两间卧室的
家庭豪华套房均位于新塔楼。这些套房设有一个宽敞
的客厅和独立的办公区，客人享有在Taj私人俱乐部休
息室的免费早餐，下午茶和鸡尾酒，并有 24小时管家
服务。两间卧室的家庭豪华套房有特大床和双床房。
这些套房有城市景观或桌山 (Table Mountain) 景观。
塔楼豪华房

豪华客房 (33平方米49平方米)
豪华套房位于酒店两座历史性的大楼，拥有典雅的设计，
传统的高天花板和古典的大扇窗户，落地窗和私人阳台， 客人能享受
城市和桌山 (Table Mountain) 的灿烂景观。
所有的宽敞套房配有独立的超大浴缸和双头淋浴间。
所有客房结合了典雅的氛围和现代化的设施。

豪华塔楼套房

Taj俱乐部客房及套房
二楼是酒店Taj Cape Town Taj俱乐部，包含13间客房。客人可以专享
占地140平方米的私人俱乐部酒廊。
泰姬俱乐部的概念为所有居住在Taj俱乐部的客人提供免费的精选服务和设施。

便利设施包括：
• 私人房间内入住登记服务
• Taj俱乐部接待
• 泰姬俱乐部酒廊私人早餐
• 每日国际报纸
• 入住期间专享的管家服务
Taj Club Lounge

• 在入住期间提供一次会议室使用，
为时两个小时
• 在私人休息室的每日下午茶

附有露台的总统套房

总统套房 (TATA套房)
泰姬开普敦酒店首屈一指的总统套房位于16层和17层，拥有极其宽敞的
194平方米，从每一个房间都能将桌山和公司花园 (Company Gardens) 美景尽收眼底 。
总统套房拥有两间宽敞的卧室，一间宽敞的休息室（全景观景），一间正式饭厅，
一间专用的储藏室，一间水疗室，一间蒸气房，一间个人健身室和大书房。
壮丽的桌山 (Table Mountain) 背景环绕着露台，提供多选择的娱乐活动，
例如两人亲密日光浴，到12个人正式用餐，甚至到更大的酒会派对。
TATA套房可提供的多样化娱乐活动是无穷无尽。
泰姬公寓休息室

酒店服务及客房设施
• 令人屏息的卓山或城市壮丽景观
• 24小时客房服务
• 多语言的员工服务
• 附有阳台的塔楼客房
• 独立控制的空调和暖气
• 独立超大浴缸和双头的淋浴间
• 迷你酒吧和茶点吧台
• 茶及咖啡设施
• 熨斗和熨衣板
• 电子保险箱和笔记本计算机充电器

TAJ 公寓

• 高速无线互联网

泰姬公寓是富有经验旅人的与世隔绝批护所。
每间公寓拥有其无可挑剔的设计以及豪华，优
雅和温暖独特的空间，结合您所期望的国际知
名豪华酒店品牌的设施服务和梦寐以求的南非
大城市的中心位置。
泰姬丰富的租赁公寓经验能提供给国际旅客和
初次造访开普敦旅人豪华住宿和理想的服务。
宽敞的公寓房间和一到二室的套房拥有现代的
装饰，精美的饰面和无可挑剔的设计特点;
每间公寓配套设施齐全，并附有一个设备齐全
的厨房。

• 宽频电视 (IPTV) 及最新付费电影点播

• 40英寸液晶电视与精选数位卫星电视频道
• Teleadapt媒体中心的设备 - 允许您连接笔记本计算机，
电视, iPod, MP3, USB, HDMI, 国际插头插座
• 每间客房附有3个电话，包括无线电话以及留言服务
• 独立的办公桌附有笔记本计算机，音频，视频和电视接口
• 客人的笔记本计算机，索尼游戏站第三代
(Sony Playstation 3) ，Xbox和任天堂Wii的游戏选择 根据要求提供
• 蓝光DVD播放器和精选DVD
• 礼宾服务和代客泊车
• 安排私人历史之旅
• 免费Wi-Fi

会议室和宴会设施

餐饮
孟买啤酒屋
(Bombay Brasserie)
孟买啤酒屋提供最美味的印度
特色餐饮。
使用传统配料创造出印度之外
最精致的印度美食 。

泰姬开普敦的商业设施和宴会厅均位于遗产房一侧，
包括各种大小适当和全套设备的房间。
也能在配备充裕的商务中心举办各种会议，会展
和活动。
会议和会展设施包括:
•
•
•
•
•
•
•
•

让自然光线充分流入的大扇窗户
拥有国会大厦和圣乔治大教堂的壮观景观
全套服务的商业和通讯中心
七间独立的会议室，可容纳10 – 90座席
隐蔽式自动下拉数据投影机和屏幕
每间客房附有音频视频 (AV) 设备和控制面板
附有3个音频频道的背景音乐扬声器
独立的插口和播放器，结合DVD，CD播放机，iPod，
笔记本计算机和音频源
• 适合高清视频会议的ISDN线路
• 高速互联网数据连接插头
• 无线互联网。大屏幕电视。无线打印

休闲

薄荷 (Mint)
泰姬开普敦酒店的薄荷餐厅，
是全天营业附有室外露台的休
闲餐厅。
餐厅提供国际和当地美食，
用餐者都能期待
满足味蕾感官和胃口大开的
餐点。

特瓦克酒吧
(The Twankey Bar)
除了精心挑选的当地葡萄酒
及香槟和开普敦最新鲜的
健力士黑啤酒，特瓦克酒吧现
在已经成为专门从事当地生
产的精酿啤酒酒吧之一。
特瓦克也是一家非常适合结交
当地朋友，打成一片的地方。

雪茄酒廊
(The Cigar Lounge)

心灵水疗馆
(Jiva Grande Spa)
心灵水疗馆结合
印度健康与养生哲理的
智慧和文化。
心灵水疗馆从古代印度疗
愈知识中取得了

健身中心
休闲和健康设施还包括：
• 700平方米心灵水疗室。
• 6间诊疗室，包括
为夫妇准备的双人按摩
套房

整体养生概念的灵感。

• 治疗前/后放松室

泰姬开普敦的心灵水疗馆
提供来自古印度聪明智
慧的

• 室内温水游泳池

全系列著名疗法和整体
治疗。

• 独立男性和女性桑拿，

• 设备齐全的电子健身房
蒸汽室和活力游泳池。

泰姬开普敦酒店的
雪茄酒廊是一个开始或结束
夜晚的魅力地方。
这里的华丽鸡尾酒
和精致的雪茄
是随处可见的。

大厅酒廊
(The Lobby Lounge)
令人印象深刻的大厅
是以桶形穹顶天窗及
重新装修过的希腊式大理石
柱为主。
您可以在这些令人印象深刻
的环境享受
早晨咖啡或下午茶，
也可以前往鸡尾酒吧
和雪茄休息室。

目的地:
历史悠久开普敦的心脏

泰姬开普敦酒店 (Taj Cape Town) 位于南非充满历史的母亲城心脏，位于在奴隶，殖民主义者，农民，法官，政治家，
学者，自由斗士和诺贝尔奖得主们一起造就南非历史的特区。如今，许多建筑物，包含当地人住的房子或工作和聚会地点，
依旧屹立且多数是开放给公众参观的。在过去的十年里，开普敦合作组织领导的内城重建行动 (Cape Town Partnership)
振兴了内城，促使内城成为热门居住，商业，餐饮和娱乐的地区，且进驻许多精品店，市场，古董店和专卖店。
世界一流的餐厅，咖啡厅和酒吧比比皆是，夜生活丰富，充满活力的国际大都会。

泰姬开普敦为什么如此独特？

1。位置：坐落在历史悠久的老城市文化中心，为客人提供真正的开普敦
经验，一开门就能体验我们丰富的文化气息，居民，餐饮和气氛 。
2。真实性：体验真正的开普敦，远离喧嚣的V＆A海港。

3。邻近的历史遗产：南非一些最有名地标性的
建筑，旅游景点和博物馆都在步行距离范围
内，包括国会大厦，公司花园 (Company
Garden)，圣乔治大道大教堂，圣乔治大道购
物中心和老教堂 (Ou Kerk)。
4。不计其数的娱乐：一些位于长街 (Long
Street) 最好的路边咖啡馆，酒吧，咖啡厅，
餐厅和充满活力的夜生活地点都在步行距离
之内。
5。美食与美酒：开普敦被认为南非的美食之都
，拥有丰富的餐饮选择，许多饭店都在泰姬
开普敦的步行距离内。
6。购物：位于长街，走街 (Loop Street) 和峡街
(Kloof Street) 各式各样的服装精品店，商店
和古董店都在步行距离内，到V&A百货公司
走路只要花20分钟，饭店也提供免费的接驳
车。
7。艺术画廊：开普敦里面十几个最知名的艺术
画廊都在步行10分钟之内。
8。观光：桌山 (Table Mountain) - 最近评选为
世界新七大自然奇观之一。

从开普敦国际机场到泰姬开普敦的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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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开普敦国际机场出发后，
沿N2高速公路往开普敦市中心。
行驶大约15公里后，
沿着N2高速公路越来越靠近桌山，
往开普敦市中心和 V&A海港。
继续沿着东方大道 (Eastern Boulevard)
的右侧车道走往市中心，
依照往码头区和会议中心 (CTICC)
的路标行驶。
高速公路尽头时会遇到大交叉路口和红绿灯。
威斯汀大酒店和开普敦国际会议中心在您的
左边，V&A海港入口在右边。
过红绿灯直走，沿着贝特革染特街道
(Buitengracht Street) 往桌山 (Table
Mountain) 行驶，第五个红绿灯左转进入
维尔街 (Wale Street)。
泰姬开普敦饭店 (Taj Cape Town) 位于维尔
街底端，毗邻圣乔治购物中心，正对面圣乔治
大教堂。
室内管理停车场位于堡垒街 (Burg Street)
上的曼德拉罗德斯广场 (Mandela Rhodes
Place)，沿着维尔街靠近泰姬开普敦饭店前
就能转进停车场，按照标示在INTERPARK停车
车库停车。
在曼德拉罗德斯广场的停车场，客人能够通
过大堂，在圣乔治购物中心找到泰姬开普敦
的行人入口。

GPS坐标
南纬33度 55分23.7秒
东经18度 25分3.04秒
TO NEWLANDS / SOUTHERN SUBURBS

景点
1

绿市集广场 (Greenmarket Square)

4

国会大厦 (Houses of Parliament)

7

国家美术馆

10 遗产广场

2

圣乔治大教堂 (St George’s Cathedral)

5

南非博物馆/天文馆

8

公司花园

11 义族寇奴隶寄宿博物馆 (Iziko Slave Lodge Museum)

3

大教堂 (Groote Kerk)

6

开普敦(二次大战时纳粹对犹太人的）屠杀中心 (Cape Town Holocaust Centre)

9

好望城堡

12 圣乔治购物中心

CAPE TOWN
饭店Taj Cape Town，维尔街
(Wale Street)，
开普敦，南非
电话 +27 (0) 21 819 2000
传真 +27 (0) 21 819 2001
电邮 res.capetown@tajhotels.com
泰姬24小时免费订房专线 。
美国和加拿大
印度

1 866 Wow 1 Taj
(1 866 969 1 825)

仅限于MTNL / BSNL用户的：
1 800 111 Taj
(1 800 111 825)

其它国家

其它的移动和固定电话用户：
(91-22) 6601 1825

00 800 I LUV 1 TAJ
(00 800 4 588 1 8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