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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落叶松林的避暑山庄呼吸令人心
生愉悦的清新空气

• 住宿尊享Exclusive Collection奢
华空间，48平豪华套房纵览谷溪丽景

• 徒步或骑行于壮美景色之间 • 挑战树顶冒险巡回或尝试养生健
身班

• 跃入清澈的室外泳池里，玩累了就
去Club Med CARITA水疗放松一下

度假村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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豪华房

高级房

Exclusive Collection 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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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适的住宿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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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房

 名称 最小面积（平方米） 度假村亮点 容量

Interconnecting Superior Rooms - 
Balcony 48 配备家具的阳台 2 - 6

Superior Room - Balcony 
interconnecting with Superior Room 48 配备家具的阳台 2 - 6

Superior Room - Balcony 24 配备家具的阳台 1 - 3

Superior Room - Mobility Accessible, 
Balcony 24 配备家具的阳台 1 - 2

高级房 24 1 - 3

高级房-无障碍设施 24 1 - 2

高级连通房 48 4 - 6

Equipment
•  婴儿床（提前预约）
•  宝贝欢迎礼
•  电话
•  互联网
•  电视屏幕
•  咖啡/沏茶设施
•  房间配备熨斗和熨衣板
•  保险柜
•  加热
•  插座类型 E : 220 - 240 V

Bathroom
•  双洗脸盆
•  电吹风
•  加热毛巾架
•  化妆放大镜
•  品牌洗浴用品（洗发水、沐浴露、润肤霜等）

Services
•  行李服务
•  洗衣服务（额外收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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豪华房

 名称 最小面积（平方米） 度假村亮点 容量

豪华房 29 起居区, 阳台 1 - 2

Deluxe Room interconnecting with 
Superior Room - Balcony 48 起居区, 阳台 2 - 5

Deluxe Room interconnecting with 
Superior Room 48 起居区 2 - 5

豪华连通房 58 起居区, 阳台 4

Equipment
•  婴儿床（提前预约）
•  宝贝欢迎礼
•  电话
•  互联网
•  电视屏幕
•  迷你吧（未配置）
•  咖啡/沏茶设施
•  房间配备熨斗和熨衣板
•  保险柜
•  加热
•  插座类型 E : 220 - 240 V

Bathroom
•  浴缸
•  双洗脸盆
•  独立厕所
•  浴袍
•  电吹风
•  加热毛巾架
•  化妆放大镜
•  品牌洗浴用品（洗发水、沐浴露、润肤霜等）
•  便利用品：（浴帽、护理套装、修甲套装等)

Services
•  行李服务
•  泳池毛巾
•  洗衣服务（额外收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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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颗海神戟奢华空间
畅游Le Lodge，独享瓦尔莫雷尔度假村的Exclusive 
Collection奢华空间。 如果您期待私密氛围、特权享受、定制服
务、奢华舒适以及温馨友好的Club Med精髓，这里就是您的理
想之选。

特殊服务
所有客房均提供含欧式早餐的客房服务

Club Med的礼宾服务确保您称心如意

-度假村全部娱乐活动及服务（优先预订风味餐厅等）均享受特别款待

-专属联系人，为您预订Club Med度假村推荐的额外付费服务（Club Med五行水疗中
心*理疗、客房服务*（1）、宝贝看护服务*（2）、洗衣服务*、定制出游*等）

-关于Club Med以外的出游、娱乐活动、远足及餐厅选择的专家建议

起居厅酒吧服务，晚间可提供香槟（3）

每日补充软饮的迷你吧

起居厅wifi服务

接送套餐客户专享由火车站到度假村的私家接送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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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与活动**

水上运动
团体课程 免费参加 需额外付费活动 最低年龄（岁）

Water ski / Wakeboard* 所有水平 ✓ 11 岁

*额外收费
**Depending on weather condi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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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地运动�&�休闲活动
团体课程 免费参加 需额外付费活动 最低年龄（岁）

山地车学校 所有水平 14 岁

健身学院 适合所有级别的团
队课程 / 自由使用 16 岁

步行及登山学校 所有水平 / 初级团
队课程 12 岁

Trail 初级

山野探险中心* 自由使用 ✓ 4 岁

Team sports 自由使用 8 岁

Entertainment ✓

泳池 适合所有级别的团
队课程 5 岁

*额外收费
**Depending on weather conditions

***预先支付额外费用的果岭费套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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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内游泳池
室内游泳池

游泳池
户外游泳池

泳池面积120平方米（1300平方英尺），儿童戏水池15
平方米（160平方英尺），供您尽享休闲时光。

深度（最小/最大）：�0.8米�/�1.4米

泳池位于度假村中心。

深度（最小/最大）：�1.3米�/�1.3米

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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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泳池 Club�Med�Spa�by�Sothys*

Sothys, the goddess of beauty confides her secret to both men and women. 
In the heart of the Corrèze region of France, a cutting-edge aesthetic is constantly 
renewed in the botanical garden. Discover digi-esthétique®, an exclusive massage 
method offering a magical escape from everyday routine. 
Emotions and refinement await you.

*额外收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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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 儿童俱乐部
 年龄段 名称 价全包活动 *额外收费 开放日期

0-2岁 宝贝俱乐部*
创意工坊, 早教活动, 健走运
动, 创意工坊, 早教活动, 健走
运动, 创意工坊, 早教活动, 健
走运动

全年开放

2-3岁 小小俱乐部*

Evening, Evening, Evening, 
创意工坊, 早教活动, 健走运
动, 儿童Show, 创意工坊, 早教
活动, 健走运动, 儿童Show, 创
意工坊, 早教活动, 健走运动, 
儿童Show

全年开放

4-10岁 Mini Club Med +
New fun activities, Evening, 
树顶探险, Downhill 
Mountain Biking, 儿童
Show, 奇趣探险

游泳课 全年开放

11-17岁 Club Med 
Passworld

Downhill Mountain Biking, 
儿童Show 青少年水疗 From 18-06-2023 至 08-

09-2023

儿童
 年龄段 价全包活动 *额外收费

0-2岁 Hiking with My Club Med Guide, 家庭美味时刻, 
Accompanied Family Hiking

2-3岁
Club Med Amazing Family!, Hiking with My Club 
Med Guide, 家庭表演时刻, 自由出入, 家庭美味时刻, 
Accompanied Family Hiking

4-10岁
Club Med Amazing Family!, Hiking with My Club 
Med Guide, 家庭表演时刻, 自由出入, 树顶探险, 山地
自行车结伴骑行, 家庭美味时刻, Accompanied Family 
Hiking, 家庭竞技时刻

游泳课

11-17岁
Club Med Amazing Family!, Hiking with My Club 
Med Guide, 家庭表演时刻, 自由出入, 树顶探险, 山地
自行车结伴骑行, 家庭美味时刻, Accompanied Family 
Hiking, 家庭竞技时刻

游泳课

*额外收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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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服务
 年龄段 价全包活动及设施 *额外收费

0-2岁 宝贝欢迎礼, 快捷抵达 宝贝看护服务

2-3岁 快捷抵达 Evening Service, 宝贝看护服务

4-10岁 快捷抵达 宝贝看护服务

11-17岁 快捷抵达

*额外收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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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Cerfs�and�The�
Céleste
主餐厅

美食厅
小食吧

这两间餐厅的特色是与季节合拍，各有其独特之美。
露台自三月中旬开放，与野花花期同步。冬季可在滑
雪后享受最佳美味，从温暖舒适的餐厅俯瞰美丽的
山景。现代装饰令传统的山地村舍室内风格触摸时
髦风潮。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餐厅始终提供各种新
鲜烹制的国际美食。

这家环绕美食柜台的餐厅风格休闲，专为大快朵颐
而设，配有酒吧、酒窖，并供应熟食。
可供全天用餐。
晚餐需预定，菜单包括：山地风味前菜或当地特色套
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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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吧
Le�Roc酒吧
主酒吧

The�bar�de�la�Tour
Gourmet Lounge Bar

室内座位/�&�酒吧

室内座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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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用信息

地址
Club�Med�瓦尔莫雷尔度假村
HAMEAU DU BOIS DE LA CROIX, 瓦尔莫雷尔, 萨瓦省瓦尔莫雷尔
73260, 法国

无最低入住年龄

 卫生与安全
安心假期。Club Med已推出全新卫生安全防疫措施，让您安心度假，尽享快乐。

 到达指南
便捷抵达服务*
在线登记你的详细信息，我们将在你抵达前将以下事宜为你安排妥当：
便捷入住及退房
滑雪课程登记
儿童俱乐部登记
激活会员空间内你的Club Med 在线账户
*具体服务项目以各度假村为准

 入住/退房
抵达/离开度假村时间：
G.M ® 度假村规定的抵达时间为下午3点至晚上8点。下午可入住客房。 
根据服务情况，下午3点前抵达的G.M®可额外付费享用午餐。
度假村规定的离开时间为下午3点，G.M®需在离开当天上午10点前退房（含早餐和午餐）。

 交通信息
格勒诺布尔圣茹瓦尔机场接送机 (150 分钟）
里昂圣埃克絮佩里机场接送机 (150 分钟）
尚贝里瓦格蓝斯机场接送机 (80 分钟）
日内瓦国际机场接送机 (180 分钟）

 我的Club�Med应用
My Club Med App: 你只需下载My Club Med App。它是你理想的度假助手，帮助你安排假期。你
可用它浏览度假村地图，了解各种设施及活动项目，选择专属服务，让你的假期尽情尽兴。下载My 
Club Med App请前往APPLE Store或Google Pl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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