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萊薩爾克
法國

Club Med萊薩爾克度假村擁有摩登現代的室內空間，絕
佳的自然環境景觀。

度假村特色

• 位於法國第二大滑雪場域－Paradiski周
圍，摩登時尚的現代建築被森林環繞

• 度假村提供優質便利的設施和服務項目，給
您高品質的假期體驗：便捷註冊服務，便捷
入住和退房手續
• 舒適的紓壓放鬆設施及空間：室內溫水游泳
池、Club Med Spa by Cinq Mondes，健身
房和重量訓練室、土耳其浴室、按摩浴...等
• 適合家庭的度假村空間，擁有完整的分齡
兒童俱樂部和全新概念的Bread＆co家庭
餐廳

• 度假村頂層設有5叉戟奢華空間，享有觀看
山谷的最佳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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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萊薩爾克

CLUB MED ARCS PANORAMA
Arc 1600, BOURG ST MAURICE, Savoie - Les Arcs
73700, France

安心假期，Club Med 嚴守防疫規範，執行最完善的健康衛生措
施，提供旅客最安心無慮的幸福假期。

My Club Med app：
下載我們的app讓您獲得更多關於度假村
的最新即時資訊，可查詢度假村地圖、設施和活動，安排您的住
宿需求，並享受專屬的服務，簡易方便的頁面讓您輕鬆上手，與
您的家人或朋友度過一個愉快的假期！
可於App Store或Google Play下載My Club Med應用程式。
便捷註冊服務*
僅需線上註冊即可管理您的行程訊息，優先為您準備各項您的
需求服務：
快速辦理入住及退房手續
單板/雙板滑雪設備租借
提前預訂團體滑雪課程
預訂參加兒童俱樂部
個人會員專區管理
*實際服務項目需根據度假村為主

Summary
滑雪場地圖

運動&活動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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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佈時間：2023/01/06 此文件包含的內容僅供參考。
度假村有權在未通知的情況下對活動內容和設施開放時間進行調整。
您可以向旅遊顧問索取度假村發布的最新活動資訊。

滑雪場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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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ADISKI

3250 公尺
最高海拔

1750 公尺

Ski-in / Ski-out 度假村

1200 公尺
最低海拔

425
km

高山滑雪場

越野滑雪道

153 km

3

滑雪道數量

36

79

137

12

130
越野滑雪區

遊樂雪區

發佈時間：2023/01/06 此文件包含的內容僅供參考。
度假村有權在未通知的情況下對活動內容和設施開放時間進行調整。
您可以向旅遊顧問索取度假村發布的最新活動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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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活動項目**

冬季運動
雙板滑雪
雪地漫步及健走
單板滑雪

團體課程

所有級別的課程（
法文/英文）/ 中級/
高級 / 各種等級的
團體教學(年齡與日
期限制要求)

所有級別的課程（
法文/英文）

團體課程

健身學校
有氧訓練

晚間娛樂項目
泳池活動項目

並使用便捷註冊
服務

各種等級的團體教
學(年齡與日期限
制要求)

陸上運動 & 休閒活動
Heberson 赫伯森瑜珈教學

免費參加

各種等級的團體教
學(年齡與日期限
制要求)

免費參加

各種等級的團體教
學(年齡與日期限
制要求)
自由使用

各種等級的團體教
學(年齡與日期限
制要求)

並使用便捷註冊
服務

最低年齡（歲）

開放期間

4歲

全年開放

12 歲

全年開放

12 歲

全年開放

最低年齡（歲）

開放期間

4歲

全年開放

16 歲

全年開放

18 歲

全年開放

16 歲

全年開放

ü

全年開放

*at extra cost
**Depending on weather condi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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泳池

室內游泳池

室內泳池
溫水泳池

 elax in the indoor pool with
R
large windows and enjoy the
surrounding landsca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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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

兒童俱樂部
年齡

0-2歲

2-3歲
4-10歲

寶寶俱樂部 * (4-23個
月)*
®

幼兒俱樂部®* (2-3 歲)*
兒童俱樂部 (4-10歲)

11-17歲

兒童活動
年齡

0-2歲
2-3歲

4-10歲

11-17歲

名稱

Included Activities

*at extra cost

開放期間

Evening, 創意工作坊, 幼兒教
育, 戶外散步, 小小表演家

兒童滑雪學校

全年開放

創意工作坊, 幼兒教育, 戶
外散步

ESF group ski lessons for
kids, 法國滑雪學校教練教授
單板滑雪團體課程, Evening,
法國滑雪學校教練教授單板
滑雪團體課程, 小小表演家

ESF group ski lessons for
teens, 法國滑雪學校教練教
授單板滑雪團體課程, 法國滑
雪學校教練教授單板滑雪團
體課程, 小小表演家, 多元雪
地活動項目

Included Activities
家庭點心派對

全年開放

全年開放

全年開放

*at extra cost

親子同樂營, 兒童表演秀, 免費參加, 家庭點心派對, Vibhava
Yoga Parents & Children

親子同樂營, 兒童表演秀, 免費參加, 家庭點心派對, Vibhava
Yoga Parents & Children
親子同樂營, 兒童表演秀, 免費參加, 家庭點心派對, 雪鞋

*at extra c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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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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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服務
年齡

Included activities & facilities

0-2歲

歡迎小寶寶服務 , Facilitate your arrival

4-10歲

Facilitate your arrival

2-3歲

11-17歲

®

Facilitate your arrival

Facilitate your arrival

*at extra cost

寶寶褓姆照顧*

Evening Service, 寶寶褓姆照顧*
寶寶褓姆照顧*

*at extra c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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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廳&吧台

吧台

L’AROLLA 主吧台
主吧台

1790 GOURMET LOUNGE BAR
美食酒廊吧台
LE BELVÉDÈRE 吧台
Exclusive Collection Bar

室內座位

The White Stone主餐廳
主餐廳

主餐廳供應三餐國際化自助式料理。
餐廳內分為不同風格的用餐區域，您可以在各區
域內體驗不同的用餐氛圍。
餐廳設有戶外露台用餐區，您可以在此一邊用餐一邊享受溫暖的陽光和美麗山景。

1790 Gourmet Lounge主題餐廳
小食吧

我們的現代風格的主題餐廳位於1790公尺的高度，將在私密的氛圍中為您提供獨家
美食體驗，並欣賞山谷全景。
融合了真實性和現代精神，溫暖的裝飾為當地美食提供
了最佳用餐氛圍。
提供舒適的用餐環境和全天候精緻單點式餐點，餐廳的酒窖（點菜）您能發現很多驚
喜，侍酒師將幫助您選擇最合適的酒來搭配餐點，品嚐享受最佳的風味。
註:早餐時段暫停開放，最新消息請依官網公告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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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型

類別

標準房

名稱

最小面積（
平方公尺）

度假村特色

麗緻房
可容納人數

標準房-帶陽台

24

標準連通房-帶陽台

48

三人標準房-帶陽台

29

三人標準連通房-帶陽台

58

四人標準房-帶陽台

42

分開的兒童休息區

1-4

五人標準房

44

分開的兒童休息區

1-5

標準房

24

1-2

三人標準房

29

兒童休息區域, 休息區 1 - 3

四人標準房

33

分開的兒童休息區

1-5

分開的兒童休
息區, 休息室

1-4

四人標準房-帶無障礙設施 49

8

標準房

1-2
2-4

兒童休息區域

1-3
2-6

標準連通房

48

2-4

三人標準連通房

58

2-6

Bathroom

吹風機, 化妝鏡, 盥洗用
具(洗髮精、沐浴精及乳
液…等), 浴缸, 雙洗手台,
獨立廁所, 加熱毛巾架

Equipment and services

洗衣服務（需額外付
費）,行李運送服務

浴缸, 雙洗手台, 獨立廁
所, 吹風機, 加熱毛巾架,
化妝鏡, 盥洗用具(洗髮
精、沐浴精及乳液…等)

浴缸, 雙洗手台, 獨立廁
所, 吹風機, 加熱毛巾架,
化妝鏡, 盥洗用具(洗髮
精、沐浴精及乳液…等)

浴缸, 獨立廁所, 吹風機, 化
妝鏡, 盥洗用具(洗髮精、
沐浴精及乳液…等), 雙
洗手台, 加熱毛巾架

浴缸, 雙洗手台, 獨立廁
所, 吹風機, 加熱毛巾架,
化妝鏡, 盥洗用具(洗髮
精、沐浴精及乳液…等)

浴缸, 雙洗手台, 獨立廁
所, 吹風機, 加熱毛巾架,
化妝鏡, 盥洗用具(洗髮
精、沐浴精及乳液…等)

獨立廁所, 吹風機, 盥洗
用具(洗髮精、沐浴精及
乳液…等), 浴缸, 雙洗手
台, 加熱毛巾架, 化妝鏡

洗衣服務（需額外付
費）,行李運送服務

浴缸, 雙洗手台, 獨立廁
所, 吹風機, 加熱毛巾架,
化妝鏡, 盥洗用具(洗髮
精、沐浴精及乳液…等)

雙洗手台, 獨立廁所, 吹
風機, 盥洗用具(洗髮精、
沐浴精及乳液…等), 浴
缸, 加熱毛巾架, 化妝鏡

淋浴, 雙洗手台, 獨立廁
所, 吹風機, 加熱毛巾架,
化妝鏡, 盥洗用具(洗髮
精、沐浴精及乳液…等)

浴缸, 雙洗手台, 獨立廁
所, 吹風機, 加熱毛巾架,
化妝鏡, 盥洗用具(洗髮
精、沐浴精及乳液…等)

洗衣服務（需額外付
費）,行李運送服務

吹風機, 盥洗用具(洗髮
精、沐浴精及乳液…等),
浴缸, 雙洗手台, 獨立廁
所, 加熱毛巾架, 化妝鏡

發佈時間：2023/01/06 此文件包含的內容僅供參考。
度假村有權在未通知的情況下對活動內容和設施開放時間進行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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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名稱

麗緻房

頂級奢華系列

9

最小面積（
平方公尺）

度假村特色

可容納人數

Bathroom

麗緻房

29

休息區

1-2

浴缸, 雙洗手台, 獨立廁所,
吹風機, 加熱毛巾架, 化妝
鏡, 盥洗用具(洗髮精、沐浴
精及乳液…等), 浴袍, 拖
鞋, 盥洗配件(浴帽、衛生
備品及修甲組合…等)

全景麗緻房

32

休息區

1-2

麗緻房連通三人
標準房-帶陽台

58

休息區

2-5

四人麗緻房

45

分開的兒童休
息區, 休息區

1-4

全景四人麗緻房

45

分開的兒童休
息區, 休息區

1-4

麗緻房-帶無障礙設施

42

休息區

1-2

頂級奢華系列全
景四人套房

70

分開的兒童休
息區, 休息室

1-4

浴缸, 淋浴, 雙洗手台, 獨立
廁所, 浴袍, 拖鞋, 吹風機, 加
熱毛巾架, 化妝鏡, 盥洗配
件(浴帽、衛生備品及修甲
組合…等), Spa品牌備品(
洗髮精、沐浴乳及潤膚乳)

頂級奢華系列四人
套房-帶無障礙設施

74

分開的兒童休
息區, 休息室

1-4

淋浴, 雙洗手台, 獨立廁
所, 浴袍, 拖鞋, 吹風機, 加
熱毛巾架, 化妝鏡, 盥洗配
件(浴帽、衛生備品及修甲
組合…等), Spa品牌備品(
洗髮精、沐浴乳及潤膚乳)

頂級奢華系列四人套房

70

分開的兒童休
息區, 休息室

1-4

浴缸, 淋浴, 雙洗手台, 獨立
廁所, 浴袍, 拖鞋, 吹風機, 加
熱毛巾架, 化妝鏡, 盥洗配
件(浴帽、衛生備品及修甲
組合…等), Spa品牌備品(
洗髮精、沐浴乳及潤膚乳)

Equipment and services

洗衣服務（需額外付費）,行
李運送服務, 泳池毛巾

雙洗手台, 獨立廁所, 吹風
機, 加熱毛巾架, 化妝鏡, 盥
洗用具(洗髮精、沐浴精及
乳液…等), 浴缸, 浴袍, 拖
鞋, 盥洗配件(浴帽、衛生
備品及修甲組合…等)

浴缸, 雙洗手台, 獨立廁
所, 浴袍, 拖鞋, 吹風機, 加
熱毛巾架, 化妝鏡, 盥洗
用具(洗髮精、沐浴精及乳
液…等), 盥洗配件(浴帽、衛
生備品及修甲組合…等)

獨立廁所, 吹風機, 化妝
鏡, 盥洗用具(洗髮精、沐浴
精及乳液…等), 浴缸, 雙
洗手台, 浴袍, 拖鞋, 加熱
毛巾架, 盥洗配件(浴帽、衛
生備品及修甲組合…等)

浴缸, 雙洗手台, 獨立廁
所, 浴袍, 拖鞋, 吹風機, 加
熱毛巾架, 化妝鏡, 盥洗
用具(洗髮精、沐浴精及乳
液…等), 盥洗配件(浴帽、衛
生備品及修甲組合…等)

淋浴, 雙洗手台, 獨立廁
所, 浴袍, 拖鞋, 吹風機, 加
熱毛巾架, 化妝鏡, 盥洗
用具(洗髮精、沐浴精及乳
液…等), 盥洗配件(浴帽、衛
生備品及修甲組合…等)

專屬吧台香檳暢飲（晚間6-11點）,
下午3前抵達可享用免費午餐, 客房
內行李服務, 客房內歐式早餐, Club
Med Spa優先預約, 禮賓服務提供
私人酒吧和小食服務, 禮賓服務, 夜
床服務, 洗衣服務（需額外付費）,清
潔服務, 客房服務（每日上午11點晚間11點，需額外付費）,泳池毛巾,
私人WiFi, 主題餐廳優先預約, 私人
接駁車服務, 迷你吧(無酒精飲品)每日補充一次, 專屬雪具置放室

專屬吧台香檳暢飲（晚間6-11點）,
下午3前抵達可享用免費午餐, 客房
內行李服務, 客房內歐式早餐, Club
Med Spa優先預約, 禮賓服務提供
私人酒吧和小食服務, 禮賓服務, 夜
床服務, 洗衣服務（需額外付費）,清
潔服務, 客房服務（每日上午11點晚間11點，需額外付費）,泳池毛巾,
私人WiFi, 主題餐廳優先預約, 私人
接駁車服務, 迷你吧(無酒精飲品)每日補充一次, 專屬雪具置放室

發佈時間：2023/01/06 此文件包含的內容僅供參考。
度假村有權在未通知的情況下對活動內容和設施開放時間進行調整。
您可以向旅遊顧問索取度假村發布的最新活動資訊。

∑ 法國 – 法國萊薩爾克

5∑

Discover Le Belvedère, the Exclusive Collection Space in the Arcs Panorama 4∑ Resort.
The Exclusive Collection Space is the perfect option for those in search of privacy and
upscale, customised services, without sacrificing the friendly Club Med spirit.

Room service for continental breakfast is included for all rooms

The concierge service is destined to ensure you of an ideal stay at Club Med

- Privileged access to the all-inclusive activities and services at the Resort (priority
booking for the speciality restaurant, etc)

- A dedicated contact person for booking the à la carte srvices proposed at the
Club Med Resort (treatments at the Club Med Spa* by CINQ MONDES, room
service from 11am to 8pm*(1), babysitting*(2), laundry service*, customised
excursions*, etc.)
- Expert advice on the excursions*, activities*, outings* and restaurants* outside
Club Med
Bar service in the lounge, with champagne included in the evenings(3)
Minibar restocked daily with soft drinks
Wifi access available in the lounge

Private transfer from the railway station to the Resort only for clients with a
Transport package

(1) Room service included for continental breakfast.
(2) Club Med provides a list of babysitting services on request, but is in no way responsible for the service provided.
(3) Only some brands, served by the glass, at 6 pm. Alcohol can be dangerous for the health.
*At extra c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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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佈時間：2023/01/06 此文件包含的內容僅供參考。
度假村有權在未通知的情況下對活動內容和設施開放時間進行調整。
您可以向旅遊顧問索取度假村發布的最新活動資訊。

打造專屬假期

∑ 法國 – 法國萊薩爾克

度假村Spa由CINQ MONDES經營

累積祖傳智慧結合現代科技的頂級Spa品牌-CINQ MONDES，運用傳統美容按摩手法，為您悉心護理身體的每一寸肌膚，讓您重現
光彩耀眼的煥然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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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佈時間：2023/01/06 此文件包含的內容僅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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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用資訊

∑ 法國 – 法國萊薩爾克

CLUB MED ARCS PANORAMA
無年齡限制

資訊

入住/退房

Classic Week (from Sunday to Sunday) or "à la carte" stays (7 days
or less, beginning any other day than Sunday):
Arrival and rooms available between 4 and 8 pm.
Should you arrive early, you may lunch at the Resort (at extra cost),
subject to availability.
On the last day, rooms to be vacated by 10 am, departure by 3 pm.
Short stays 2 or 3 nights - weekend by Club Med:
Arrival between 12 am and 8 pm. Rooms available between 4 and 6 pm.
Should you arrive early, you may lunch at the Resort without add.
On the last day, rooms to be vacated by 10 am, departure by 3 pm.
Should times change, you will be informed via your "Holiday
Rendez-Vous".
交通

格勒諾布林-伊澤爾機場 (Aéroport Grenoble Alpes Isère) (165 分鐘）
里昂聖埃克絮佩里機場 (Lyon-Saint Exupéry Airport) (165 分鐘）
尚貝里機場(Chambery-Voglans airport) (90 分鐘）
日內瓦國際機場 (Genève Aéroport) (180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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