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青年交流营地

活动场地

森林旁，草地上，
丰盛人生齐成长。
www.rocheton.asso.fr

青年旅舍
不 论 你 是 独 自 旅 行 ， 和 家 人 出 游 还 是 和 好 友 一 齐 行 走,
Rocheton YMCA 全年都可为你提供周到舒适的服务, 让你可
以有一个安宁清幽，和森林零距离融入的住处，好好休息。

舒适的房间
38 个房间 (146 个床位)
配备独立卫生间
提供帐篷让你体验扎营的乐趣

丰盛的餐点
自助餐, 正式餐宴 或 集体用餐
住宿可包含包早餐，午餐和晚餐。

齐全的设备
咖啡角
阅览室
运动场
桌上足球，台球桌，乒乓球场
免费停车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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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情请致电：01 64 37 29 37
或发送电邮至：reservation@rocheton.asso.fr

周边景点
Rocheton YMCA 国际交流营地有森林相伴，青草依依，

鸟语花香，周边更有不胜举的著名的景点。

回归自然
在枫丹白露森林的边界，坐落
着我们的营地，
这里是自然爱好者探索大自然
的出发点，他们可以徒步，攀
援，骑车，骑马。
。
。
© Alexandre Dolique

名胜古迹
不胜枚举的历史文化遗产景点围绕着我们的营地，如 Blandy-les-Tours, Vaux-leVicomte 和枫丹白露城堡。

Blandy-les-Tours
© ArthzLe Rodeur

Vaux-le-Vicomte

Fontainebleau © Jamiecat

娱乐狂欢
就在不远处，迪士尼主题公园○,R，
Asterix 主题公园○,R，Bois-le-Roi 欢
乐岛和不计其数的电影院们也吸引
着人们前往。
Disneyland Paris ®
© Wrayckage

Parc Astérix ®
© Patien

漫步巴黎
位于法兰西岛南部的营地离巴黎只有 20 分
钟的公共交通车程，传说中的远方，电影
中的浪漫之都，其实就近在咫尺间。
Paris © Moyan Brenn

教育参观
我们也为小学，初中和高中提供定制课外活动以及参观。

体育
爬树，骑行，射击，攀援，骑矮种马。

视听
影视欣赏，编写小剧本，

杂技

音响效果体验及操纵，

杂耍(球, 圈, 空竹, 转盘子)，

图像创作，摄影，音乐启蒙，打击乐

小丑，

走进自然

叠罗汉

主题探索，
野地生存培训

艺术
大地艺术，绘画，模型制作，
废物改造，陶艺

小剧场
小故事编写，速读，场景工坊，
哑剧，肢体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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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的网站观看活动视频： www.rocheton.asso.fr
咨询与预定 :

10 64 37 68 29 或 formation@rocheton.asso.fr

BAFA 儿童教育培训
Rocheton YMCA 在本营地组织 BAFA 课程，让更多青年成为
优秀的活动主持者和游戏带领者

BAFA 是什么?
BAFA 的中文名称是主持人专业资格证书，可以帮助
想要从事少年儿童活动带领工作的青年人证明自己可
以主持活动并带领活动参与者在安全的状况下学到尽
可能多的知识与技能。

如何考取 ?
要取得 BAFA 资格证书，需要经过三个阶段的培训
及测评：
第一步： 8 天的通识教育课程
第二步；至少 14 天的实习
第三步；6 天的强化训练

注册方式 ?
BAFA 的注册需要完成以下两个程序：

1. 在 BAFA 的官方网站 www.bafa-bafd.grouv.fr 注册
2. 在 Rocheton YMCA 报名参加培训

详情咨询 :
01 64 37 28 26 或 bafa@rocheton.asso.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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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

与

学习日
Rocheton YMCA 公司以及机构团体提供大小会议室，
设备齐全，洁净宽敞，舒适明亮，帮助客户更好地举
办各种研讨会。

我们为您提供如下会展设备：
14 个大小不一的会议室供您选择
遥控设备，如：WI-FI，投影仪及其
周边设备，展板，白板等
专业的餐饮团队
10 公顷的活动区域
38 间客房，146 个床位

更多服务
团队建设及员工激励活动，运动会，文娱表演等， 我们会尽我们最大的努力为
您提供最佳的定制服务，以便您的团队愉快高效地参与到会议和工作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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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抵达 ?

LA ROCHETTE
Buffalo
Grill
Total

A6 国 道 ，Lyon 方 向 ，Saint
Fargeau-Ponthierry 12 号 出
口，Melun, La Rochett 或 A5
国道 Melun 方向

R 号铁路快线, 从巴黎里昂车
站出发，Montargie 方向，20
分钟车程或乘 RER D 至 Melun

在 Melun 车站乘坐 F 线公交，
La Rochette 方向，Rochetonstade 站
GPS 导航 :
48°30’31.41N / 2°39’46.93 E

D606
FONTAINEBLEAU

Le Rocheton
Rue de la Forêt
77000 la Rochette
rocheton@rocheton.asso.fr
01 64 37 12 32
www.rocheton.asso.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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