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彩法式夏令营
做个生活小行家

2016 Summer Camp

∑

Club Med

精彩法式夏令营
2016 年 7 月 1 日 -8 月 31 日，Club Med 法式夏令营在亚太地区
多家度假村全面启航！在度假村的儿童俱乐部，由国际级 G.O

的热情陪伴下，孩子们将体验独特的法式游戏与活动，学习新知识
新技能，成为生活小行家！

1
2
3
2016 Summer Camp

∑

西点军校
西式烹饪课程 制作小点心，色拉等。
调制缤纷饮品 色彩丰富的无酒精鸡尾酒，健康饮品等。
西餐礼仪 学习简单的礼仪法语，掌握简易的西餐礼仪。

香氛课堂
G.O 带领孩子们去识别大自然的各种香味。还可以让孩子们分辨哪个味道与
香水相似，获得生活灵感。
寻宝探险 在度假村的花园内亲近自然，探索世界。
闻香大自然

时尚小达人
小小设计师 孩子们可以通过手工制作的方式了解设计，亲近设计，感知色彩搭配。
家庭时装秀 爸爸妈妈与孩子一起走上 T 台，展示他们的时尚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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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化的度假村
Club Med G.O 是由一群来自世界不同国家的年轻人组成。他们

充满着热情，各具特长。他们将在每座国际化的度假村把法式氛围
传递给孩子们。您的孩子将与来自世界各地的小朋友们一起感受
法兰西魅力！

激发孩子的潜能

在 Club Med 法式夏令营，孩子们将学习新游戏，参与有趣的
表演，孩子们的潜能在潜移默化中得到激发！

独特的法式体验

在这里，我们为孩子们准备了丰富多彩的法式活动。礼仪课程，
时尚设计，简单的法语礼仪指导，孩子们将在欢乐的氛围内领略
优雅的法国之美。

专业认证，快乐收获

Club Med 为参加法式夏令营的小朋友们准备了“法式夏令营
创意手册*”与“贝雷帽*”，带给孩子们满满的参与感／
成就感！此外与各国法国工商会（French Chamber of
Commerce ）官方合作，您的孩子在完成指定任务后将获得
法国工商会证书。

* 数量有限，送完截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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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ub Med 度假村的活动亮点
这个夏天，Club Med 度假村设计了一系列创意活动于每个儿童俱乐部的活动日程表内，小朋友
可以与 G.O 们一同参与精彩的活动项目。更欢迎全家人一起投身其中，感受法式亲子的度假生活。
中国 - 三亚
China-Sanya
厨师帽制作

Chef hat making
厨艺大师 Master Chef
Master Chef

美食

Cuisine

Mini Bartender
小小厨师

Le Petit Chef
自然气息漫游

寻宝探险

寻宝探险

Treasure hunt

中国 - 桂林
China-Guilin

Nature fragrance walk

堆沙堡

Sand Castle

Sports

小小奥运会

Olympic game

Indonesia-Bali

松饼派对
和雷米的烹饪时间

Cooking time with Remy

香氛制作

Make your fragrance

空中飞人

运动

印度尼西亚 - 巴厘岛

制作小饼干

Cookie making

Pancake party
厨艺大师

Master Chef

自然香氛探索

快乐大自然

网球

马戏学校

空中飞人

网球

小小奥运会

小小奥运会

儿童法式滚球

堆沙堡

Nature fragrance discovery

Happy Nature

Treasure hunt
Flying Trapeze

儿童法式滚球

French Bocce ball

马来西亚 - 珍拉丁湾
Malaysia-Cherating
Beach

小小酒保

甜蜜味道

Sweet smell

香氛

Fragrance

中国 - 东澳岛
China-Dong'ao Island

幼儿运动

Petit sport
寻找公主

Find the Princess

城堡跳跃

Jumping castle
足球时间

Soccer

儿童法式滚球

French Bocce ball
拿破仑探险

Tennis fun
Flying Trapeze
Olympic game
French Bocce ball

Circus School
Tennis
Olympic game
Sand Castle

Napoleon Hunt
故事时间

Story time
语言课程

Language lesson
艺术与手工艺

Art & Craft

艺术设计

小小设计师

Design / Fashion

Petit designer
时尚绘画

Fashion painting
音乐小课堂

Music DoRemi

家庭时装秀

Family fashion show
语言课程

Language lesson
贵族面具制作

Noble mask
小小设计师

Petit designer
时装秀

Deﬁle Mode
小小毕加索

Little Picasso

Charles Perrault 的故事会
Story telling by Charles
Perrault
小小莫奈

Little Monet
时装秀

Fashion show
扇子制作

Fan making

小小毕加索

Little Picasso
小小艺术环保家

化妆与搭配

时装秀

才艺秀

Clean Art Planet
Fashion show

Make up & dress up
Talent show

沙画制作

Sand painting

王冠制作

Crown making

泰国 - 普吉岛

Thailand-Phuket

印度尼西亚 - 民丹岛

美食

Cuisine

Cocktail making

鸡尾酒调制

Mauritius-La
Plantation d'Albion

法式面包制作
厨艺大师

Master Chef

French bread making
小小点心制作

Little pastry chef

Table manner
制作健康饮品

Making health drink
烹饪课程

Cooking lesson
自然香氛探索

香氛

自然香氛探索

Nature fragrance discovery

Fragrance

花园游戏

Garden play

马戏学校

Circus School
堆沙堡

Sand Castle

运动

Sports

小美人鱼

Little Mermaid
足球

Soccer

马戏学校

Circus School
水上嬉戏

Aqua Fun
足球

Soccer

故事书制作

Story book making
搭配比赛

Dress me up game
小小艺术环保家

Clean Art Planet

艺术设计

Design / Fashion

语言课程

Language lesson
服装制作

Costume making
时装秀

Fashion sh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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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ldives-Kani

毛里求斯 - 爱必浓

餐桌礼仪

小小点心厨师

Little pastry chef

马尔代夫 - 卡尼

Indonesia-Bintan
Island

∑

海盗船制作

Pirate boat making
沙堡涂鸦

Sand castle painting
小小毕加索

Little Picasso
语言课程

Language lesson

花园 / 沙滩游戏

Garden/Beach play

沙滩足球

Beach soccer
水上嬉戏

Aqua Fun
水上运动

Discovery Catamaran/
Snorkeling

Nature fragrance discovery
香氛制作

Perfume creation
儿童法师滚球

French Bocce ball
探索法国

Tour de France
空中飞人

Flying Trapeze
沙滩足球

Beach soccer

小小毕加索

法语学习

法式沙堡制作

歌唱

时装秀

时尚设计

语言课程

小小毕加索

歌唱

法式沙堡制作

面部涂鸦

时装秀

Little Picasso
Sand French castle
Fashion show
Language lesson
Song singing
Face painting

French speaking
Song singing
Fashion design
Little Picasso
French sand castle
Fashion show
＊每日活动时间表（仅供参考，具体安排以度假村内公布信息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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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ilin

桂林

中国
度假村精选

艺术空间

∑ 座 落 于 如 画 桂 林 山 水 间，46 万

在桂林和阳朔交界的环绕群山中甄选出这片极致的
自然宝地。您可与全家人栖息在这独享的快乐法式
度假天堂，私享无忧的假期。

平方米富氧空间，让孩子与您身心
得到放松。

∑ 更多户外活动体验：骑行，攀岩，

射箭，空中飞人，太极，瑜伽…

∑ 在 桂 林 以 自 然 为 主题，在丰富的

游戏活动中掌握纯正法式文化。

Dong'ao Island

东澳岛

中国
度假村精选

地中海风情

∑ 座落于拥有绝美沙滩的原生态

Club Med 东澳岛，优越地理位置，孩子与您可在此
体验风靡欧洲的海上法式贵族活动，饱览原始自然
风光，尽享地中海风情的阳光滩假期。

岛屿上，回归天然，享受纯粹。

∑ 东澳岛度假村有完善的儿童设施和

水上活动，让法式夏令营更丰富
趣味。

Sanya

三亚

中国

运动天堂

度假村精选
∑ 从 抵 达 Club Med 三 亚 度 假 村 的

Club Med 全新揭幕的三亚度假村将在这个夏天为

∑ 国际级的

孩子与您留下完美法式度假回忆。坐拥三亚湾黄金
位置，将法式风情与南海之美结合。

一刻，一切就绪。精致一价全包的
体验让度假变得轻松而享受。
G.O 在 这 里 为 孩 子 们
带来快乐与成长。体验多元文化，
掌握法式生活精髓。
∑ 拥有三个别具特色的泳池，度假村
可直达沙滩，满足不同家庭成员的
需求。

Phuket

普吉岛

泰国
度假村精选

泰式风情

∑ 在泰国风情中体验法式夏令营的

在温暖的安达曼海上，普吉岛度假村等待着您和
孩子！带着法式的优雅，孩子们将探索异彩纷呈的
海底世界。这里是属于您和家人的浪漫伊甸园。

别样趣味。泰式美食的天堂，全新
特色餐厅为喜爱美食的人们提供
丰富而精美的饕餮享受。
∑ 更有刺激的空中飞人，体验空中
飞翔的快感。

Cherating Beach

珍拉丁湾

马来西亚

自然生态
蓝海，碧海，白沙，彩蝶……珍拉丁湾，在密林中
掩映着充满异域风情的高脚屋，这个夏天，这里将
成为法式的世外桃源，您和孩子将体验到别样的惊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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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假村精选

∑ 生态环保度假村，全家人在度假的

同时感受自然的清新魅力。

∑ 这里是探险的乐园，同样也充满了

丰富的活动。

∑ 在热带天堂里邂逅顽皮的猴子／

长臂猿，不同国家的小伙伴相聚
于此，一同感受法式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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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li

巴厘岛

印度尼西亚
度假村精选
∑ 2015 年全新开幕的儿童俱乐部内

探索文化
这里是“众神之岛”的明珠，澄清的海水轻拍绵白的
沙滩，葱茏连绵的梯田让人陶醉，在法式夏令营中，
小朋友将在巴厘岛度假村内品位文化之美。

提供了完善的儿童设施，涵盖所有
年龄段。

∑ 法式风情与传统的相遇，带来雅致

文化的熏陶，巴厘岛的神秘文化／
玄妙禅宗同样将带给孩子不一样的
人生体验。

Bintan Island

民丹岛

印度尼西亚
度假村精选

运动天堂

∑ 高尔夫爱好者天堂，在驰名亚洲

与新加波咫尺之遥的 Club Med 民丹岛度假村，是
全家人享受完美假期的欢乐伊甸园。海天一色，美景
与风情交织。孩子们在此将寻觅到法式夏令营的乐趣。

的专业高尔夫球场内挥杆，感受
东南亚优美风光。
∑ 法式白沙滩与热带公园内，孩子和
您一同放松身心。

Kani

卡尼岛

马尔代夫
度假村精选

岛国风情

∑ 卡尼岛度假村在这个夏天将推出

针对家庭活动。

一个具有田园诗意风格的岛屿，犹如璀璨的绿洲花园。
在印度洋向来自世界各地的孩子与父母们敞开怀抱，
让法式夏令营熠熠生辉。

∑ 孩子们在感受法兰西魅力的同时，

更能体验来自海洋的气息。浮潜／
水肺潜水／滑水／水上摩托……。

La Plantation d'Albion

爱必浓

毛里求斯

幻彩之旅
爱必浓度假村座落于人间仙境般的印度洋岛国毛里求斯，
精美绝伦的空间内，海天一色。在法式夏令营，孩子们
将在奢华与异域风情间成为法式生活的小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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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假村精选

∑ 享誉世界，明星与皇室挚爱的度假

胜地。

∑ 欧亚非多元文化交集之地，度假的

同时，孩子更可感受到法式文化的
无限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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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致一价全包假期

Club Med 精致一价全包假期包括住宿／每日三餐国际美食／全天候畅饮各类饮品及触手可得的
小食／各种水陆运动活动和 G.O 指导，儿童俱乐部，晚间娱乐表演。

Club Med 独特的儿童俱乐部
∑ 婴儿便利设施（4-23 个月）
提供婴儿照料设备，婴儿推车及玩具，让刚出生不久的孩子能和父母一起享受度假
的乐趣。婴儿便利设施包含：
» 房间内备有专门的婴儿照料设备
» 特别的婴幼儿区，提供婴幼儿食品
» 提供轻便婴儿推车和玩具
» 根据婴儿身体情况定制的活动

∑ 宝宝俱乐部（ 4-23 个月） *
由获得婴儿保育资格的专业 G.O 看护，按照宝宝的生物钟来安排白天活动。

∑ 幼儿俱乐部（ 2-3 岁） *
Club Med 幼儿俱乐部组织的舞蹈／快乐体育锻炼等活动，将充分发挥孩子们的积极性。
在 G.O 的陪伴下进行户外自然散步／室外游戏活动／健康午餐。孩子们还有午休／
休闲活动，为接下来的活动养精蓄锐。晚间更有唱歌／讲故事等较安静的活动。

∑ 儿童夜间照料服务（ 2-10 岁） *
根据各度假村实际情况而定。这一服务能让父母放心享受夜间二人世界。

∑ 儿童俱乐部（ 4-10 岁）
在儿童俱乐部里，孩子们将按照不同的年龄分组活动。参与各种各样的激发活力／
创造能力的主题活动／户外运动，如 Club Med 独有的马戏学校／空中弹跳，或是
工艺作坊／化妆晚会等。

∑ 青少年俱乐部（ 11-17 岁）
青少年们可以认识来自不同国家的新朋友。尝试多种新运动／了解艺术，参加各种
激发创造能力的主题活动，包括艺术／体育运动／音乐／录像／沙滩营地等。

* 需提前预订及额外收费
具体活动信息及安排请按照各度假村
实际信息为准。

021 61972985 ｜ 北京 010 64136565 ｜ 广州 020 87607401
www.clubmed.com.cn ｜ E-mail: enquiries@clubmed.com.cn
需要了解更多信息请关注我们的官方微博@ClubMed或扫描右侧二维码添加Club Med官方微信
预订专线 上海

2016 Summer Camp

∑

打开微信，使用扫一扫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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