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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秘而又令人惊叹的水下世界等待我们去探索...

在马尔代夫，您可探索拥有丰富海洋生物的全新世界，或沉醉于泻湖美景，在迷人的珊瑚之间，与充满异国情调
的珊瑚鱼共舞。

拉环礁 (Raa Atoll) 是群岛中深度较深的环礁，可提供多种浮潜和潜水项目。从彩色珊瑚到蝠鲼和鲨鱼，各类海
洋生物应有尽有，是您探索海洋生物的理想去处。每年的 5 月至 11 月，您可以在这片迷人的珊瑚礁之间自由游
弋，还可以探索著名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生物圈保护区“哈尼法鲁海湾”。这片海洋保护区是世界上最大的蝠
鲼觅食和繁殖区，还能有幸观赏到成百上千的鲸鲨在此聚集。

此外，阿丽拉马尔代夫科泰法鲁还靠近瓦度岛 (Vaadhoo Island)，该岛是观赏壮观的“星海”现象的上佳地点之
一，也是一处不容错过的非凡景点。

您既可参加帆船、皮划艇和浮潜等非机动水上运动项目，开启水下探险之旅，也可前往阿丽拉马尔代夫科泰法鲁
的 Euro Divers 潜水中心，在专业认证教练的指导下，获得无可比拟的潜水体验和 PADI 认证。



立式单桨冲浪

设备租赁 
冲浪板和划桨 60 分钟

在平静的泻湖中体验适合所有年龄段和不同能力水平的立式单桨冲浪。

导览游
岛屿游 60 分钟

每人 35 美元，另加服务费和消费税

每人 49 美元，另加服务费和消费税

日落之旅 60 分钟 每人 59 美元，另加服务费和消费税

皮划艇

设备租赁 
双人皮划艇 60 分钟

加入我们的发现之旅，乘坐皮划艇探索壮丽的海岸线，还可以花点时间慢慢探索岛上湛蓝的泻湖和
白色沙滩。

导览游
皮划艇岛屿游 60 分钟

每人 25 美元，另加服务费和消费税

每人 49 美元，另加服务费和消费税

日落之旅 60 分钟 每人 59 美元，另加服务费和消费税

玻璃底皮划艇 60 分钟 每人 35 美元，另加服务费和消费税

水上运动项目

价格可能随时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价格以美元计费，并需支付 10% 服务费和 12% 消费税，可现场支付。



设备租赁 
风帆冲浪板和船帆 60 分钟

马尔代夫拥有水晶般清澈的美丽泻湖，并且风力强劲、风况稳定，是体验风帆冲浪的理想之地。在专
业人员的带领下，不同能力水平的冲浪者可以直接从沙滩出发，在泻湖广阔且拥有沙质底部的浅浅
碧绿海水中磨练冲浪技能。

私教课程
风帆冲浪 60 分钟

每人 31 美元，另加服务费和消费税

每人 75 美元，另加服务费和消费税

双体船航行

导览游
双体船航行 60 分钟

无论您是正在寻找海岛探险之旅的认证水手，还是希望掌握一技之长的初学者，都可以在专家的指
导下踏上精彩的体验之旅，留下终生难忘的美好回忆。

私教课程
双体船航行 60 分钟

每人 85 美元，另加服务费和消费税

每人 95 美元，另加服务费和消费税

双体船航行和浮潜 60 分钟 每人 140 美元，另加服务费和消费税

双体船日落之旅 60 分钟 每人 99 美元，另加服务费和消费税

风帆冲浪

价格可能随时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价格以美元计费，并需支付 10% 服务费和 12% 消费税，可现场支付。



浮潜

珊瑚礁浮潜之旅（上午） 2 小时

马尔代夫的海洋以其丰富的多样性和五彩斑斓的珊瑚礁而闻名，定会为您带来美妙的浮潜体验。乘
坐马尔代夫传统的多尼船，在经验丰富的导游的带领下享受难忘的浮潜体验。导游会带领前往水下
探索的优选地点，无论是初学者还是水上运动的弄潮儿，都可以按自己的步调探索珊瑚礁。

每人 95 美元，另加服务费和消费税

珊瑚礁浮潜之旅（下午） 2 小时 每人 95 美元，另加服务费和消费税

夜间浮潜之旅 2 小时 每人 105 美元，另加服务费和消费税

私人快艇之旅

寻找与爱人共度美好时光的幽静之处？ 我们推荐在度假村专家的指导下，乘坐私人快艇探索附近的
岛屿，在近海珊瑚礁处浮潜，或在碧绿的海水中垂钓。
无论是在自然栖息地内寻找海龟，还是观赏性情温和的蝠鲼，您可以随心选择以下任意活动来享受
美好时光。

每小时 390 美元，另加服务费和消费税，至多可容纳 4 人 

*所有行程均含浮潜和垂钓设备，并在船上供应茶点。

• 寻找海豚之旅 
• 寻找蝠鲼之旅和浮潜
• 寻找海龟之旅和浮潜
• 本地岛屿体验之旅（探访原住民）

• 沙滩探险之旅 
• 哈尼法鲁海湾 (Hanifaru Bay)
• 瓦度岛 (Vaadhoo Island) 

多尼船之旅

海豚巡游（上午或下午） 2 小时

白色的沙子、湛蓝的天空、清澈的海水 — 乘坐宽敞的马尔代夫木制多尼船，巡游充满异国情调的马尔
代夫热带岛屿。您可体验日落帆船之旅，观赏海豚出没的壮景，或踏足沙滩，享受一天的放松时光。

每人 90 美元，另加服务费和消费税

日落观光巡游* 2 小时 每人 90 美元，另加服务费和消费税

沙滩探险之旅 2.5 小时 每人 105 美元，另加服务费和消费税

活动选项：

本地岛屿体验之旅 2/3 小时 每人 85 美元，另加服务费和消费税

垂钓*

*本行程含浮潜和垂钓设备，并在船上供应茶点。

短途旅行

价格可能随时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价格以美元计费，并需支付 10% 服务费和 12% 消费税，可现场支付。



潜水 
我们度假村内的 Euro Divers 潜水中心提供各种 PADI 课程，可满足不同能力水平学员的专业需求，
非常适合 8 岁及以上的宾客。在拥有健康珊瑚和活力海洋生物的深海，探索隐藏在水下的瑰宝。

作为马尔代夫较深的环礁之一，度假村附近大约有 20 个适合认证潜水员探索的理想潜水点。乘坐宽
敞的多尼船，只需约 10 分钟到一个小时，即可抵达各大景点。

以下是阿丽拉马尔代夫科泰法鲁 Euro Divers 潜水中心精心挑选，适合认证潜水员的热门潜水点。
• Labyrinth 
• Vadhoo Thila             
• Kottefaru Kuda Thila
• Sola Corner                                         
• Vandhoo Thila                                                                  
• Beriyan Bodu Thila

体验潜水 

“体验潜水”计划专为首次尝试潜水，或不想成为认证潜水员但仍喜欢在假期体验潜水的人士设计。
通过课程学习，您将了解一些基本的潜水理论知识，在泻湖中进行实战练习，还可在深达 12 米的珊
瑚礁中潜水。

每人 154 美元，另加服务费和消费税 2.5-4 小时

探索新的潜水点 每人 135 美元，另加服务费和消费税



PADI 泡泡小勇士

通过“PADI 泡泡小勇士”(PADI Bubblemaker) 计划，8 岁及以下的孩子能够在泻湖的浅水处体
验潜水，还可借助水下教学游戏进一步了解海洋生物，从而获得难忘的潜水体验。

每位儿童 110 美元，另加服务费和消费税 1.5-2 小时 

儿童体验潜水

专为 10 岁及以上儿童设计，并且在深达 12 米的珊瑚礁中潜水。他们将学习水下呼吸的基础知
识、正确下潜的诀窍、设备的正确使用方法，以及在水下如何与教练和其他水下潜水员沟通。此
外，我们也非常欢迎家长来参加这些活动。

每位儿童 154 美元，另加服务费和消费税

儿童活动

价格可能随时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价格以美元计费，并需支付 10% 服务费和 12% 消费税，可现场支付。



PADI 在线学习课程 
在体验潜水之前，您可随时随地开始数字化潜水培训。PADI 在线学习将潜水课程轻松纳入日程。 
无论是阅读相关书籍还是观看潜水中心提供的视频，您都可在抵达之前在线学习，或于住宿期间在
舒适的别墅内线下进行。完成在线学习培训后，即可在开放水域中进行练习。

初级开放水域课程

开放水域课程是成为合格的休闲潜水员的入门级课程。通过本课程，您可更全面地了解基础潜水理
论知识，非常适合希望在旅途中进行多次潜水，或希望日后继续潜水的人士。

每人 721 美元，另加服务费和消费税 3-5 天

进阶开放水域课程

进阶开放水域在线课程旨在让您更深入地了解潜水理论知识，并更加注重对导航和浮力控制等各方
面的指导和培训。学习本课程还将提升您的潜水探险层次，日后您将能够深入水下 30 米进行潜水。
本课程含五次潜水体验：水下导航、深潜和三个任您自由选择的其他特色项目，非常适合希望提高潜
水能力并希望潜水的深度超过 18 米的人士。

每人 738 美元，另加服务费和消费税 2-3 天

高氧潜水课程

通过学习高氧潜水特色课程，您将了解日后进行高氧潜水时所需掌握的理论知识。高氧是一种特殊
的混合气体，进行高氧潜水时，由于身体吸收的氮气减少，因此可延长潜水时间，并且更加安全。

每人 248 美元，另加服务费和消费税 2-3 小时
岛上有售

价格可能随时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价格以美元计费，并需支付 10% 服务费和 12% 消费税，可现场支付。



www.alilahotels.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