禺拉斯– 2018 – 2019 年冬季游
（有效期：2018 年12 月1 日 - 2019 年4 月14 日）

1.雪地摩托荒野游
星期一、星期四和星期日

(15:00-17:00)

驾驶雪地摩托穿越积雪覆盖的丛林，来体验满目冰霜、爽朗严寒的冬日风情。
您将学习驾驶指导和安全规则，随后您就做好探险准备了。这次旅行体验将带您乘坐雪地摩托，穿越积雪覆盖的森林，让
您领略难忘的拉普兰文化。在路途中，可以安静地休息一会儿，喝一杯热浆果汁。乘坐雪地摩托返回旅游俱乐部(Safari
Club House)。
持续时间：2 小时| 每季价格
A 季：
2018.12.1 - 2019.1.6

B 季：
2019.1.7 - 3.24

C 季：
2019.3.25 - 4.14

99 欧元/ 成年人
74 欧元/ 4-14 岁儿童

99 欧元/ 成年人
50 欧元/ 4-14 岁儿童

84 欧元/ 成年人
42 欧元/ 4-14 岁儿童

2.驾驶者的梦想雪地摩托游
星期二、星期五

(11:00-14:00)

为您打造的雪地摩托游，让您找到真正的驾驶乐趣。
这次旅行让您领略不同的路线状况，让您好好体会如何操作这种机动车。您将在没有乘客的情况下操纵雪地摩托，让您获
得更多的自由感受。您将在路途中欣赏到广阔荒野上的一些惊人美景。旅程中提供热浆果果汁。注意：年满
18
岁、持有效驾照的人士适合参加这种旅游项目，因为全部参与者都要自行驾驶雪地摩托。
持续时间：3 小时| 每季价格
A 季：
2018.12.1 - 2019.1.6

B 季：
2019.1.7 - 3.24

C 季：
2019.3.25 - 4.14

178 欧元/ 成年人

178 欧元/ 成年人

145 欧元/ 成年人

3.雪地摩托北极光游
星期一、星期三和星期五

(19:00-22:00/22:30)
4 月不提供

驾车穿越积雪覆盖的森林，来体验奇妙的北极夜晚。
如果幸运的话，天空明朗，月亮、星星甚至北极光都可能出现，为您引路。围在露天篝火旁，享用美味的香肠餐点和温暖
饮料，然后乘坐雪地摩托返回旅游俱乐部。请注意：注意，仅年满 15 岁或以上的人士可参加该旅游项目。
持续时间：3-3,5 小时| 每季价格
A 季：
2018.12.1 - 2019.1.6

B 季：
2019.1.7 - 3.24

C 季：
2019.3.25 - 3.31

132 欧元/ 成年人

132 欧元/ 成年人

108 欧元/ 成年人

4.雪地摩托钓鱼体验游
星期一、星期三和星期五

(11:00-15:00)

进入荒野湖泊的雪地摩托游，那里的鱼正盼望您来捕捉。
参加传统的冰上钓鱼，试试您的运气，如果运气好的话，您可以学习如何用露天篝火烹饪它们。在篝火旁边，品味野外餐
点，再来一杯提神的咖啡。乘坐雪地摩托返回旅游俱乐部。
持续时间：4 小时（大约）| 每季价格
A 季：
2018.12.1 - 2019.1.6

B 季：
2019.1.7 - 3.24

C 季：
2019.3.25 - 4.14

138 欧元/ 成年人
104 欧元/ 4-14 岁儿童

138 欧元/ 成年人
69 欧元/ 4-14 岁儿童

113 欧元/ 成年人
57 欧元/ 4-14 岁儿童

5.驯鹿游
星期四
星期六

(14:00-17:00)
(13:30-16:30)

这次驯鹿雪橇游带您深入荒野，您将在那里，从真正的牧人口中了解到有关传统驯鹿养殖的真实情况。驯鹿拉着雪橇带您
行走 4 公里，您有充足的时间欣赏美丽的风景。提供在露天篝火上煮咖啡，搭配自制饼干。交通工具为汽车。
持续时间：3 小时| 每季价格
A 季：
2018.12.1 - 2019.1.6

B 季：
2019.1.7 - 3.24

C 季：
2019.3.25 - 4.14

161 欧元/ 成年人
121 欧元/ 4-14 岁儿童

161 欧元/ 成年人
81 欧元/ 4-14 岁儿童

145 欧元/ 成年人
72 欧元/ 4-14 岁儿童

6.雪地摩托驯鹿农场游
星期二和星期日

(10:30-15:00)
轻松愉悦的雪地摩托游，穿越风景如画的原野，到达宁静悠远的驯鹿农场。
了解有关传统驯鹿养殖的真实信息，乘坐驯鹿雪橇行进
公里。将在舒适的露天篝火旁供应热饮和饼干。乘坐雪地摩托继续探险，返回旅游俱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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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时间：4,5 小时（大约）| 每季价格
A 季：
2018.12.1 - 2019.1.6

B 季：
2019.1.7 - 3.24

C 季：
2019.3.25 - 4.14

159 欧元/ 成年人
119 欧元/ 4-14 岁儿童

159 欧元/ 成年人
80 欧元/ 4-14 岁儿童

145 欧元/ 成年人
72 欧元/ 4-14 岁儿童

7.爱斯基摩犬游
如果您正在寻找难忘的体验，可以试试锻炼身手的爱斯基摩犬雪橇驾乘。
这是一次冒险之旅，和友善的爱斯基摩犬一起穿越荒野，他们都是真正热爱奔跑的动物！这场迅疾的体验之后，来一些热
浆果果汁，聆听有关这些可爱动物日常生活的有趣故事。 交通工具为汽车。

10 公里爱斯基摩犬游
(13:00-16:00)

星期四和星期五

持续时间：3 小时（包括交通、1 小时爱斯基摩犬驾乘，适当次数）
每季价格
A 季：
2018.12.1 - 2019.1.6

B 季：
2019.1.7 - 3.24

C 季：
2019.3.25 - 4.14

185 欧元/ 成年人
139 欧元/ 4-14 岁儿童

185 欧元/ 成年人
139 欧元/ 4-14 岁儿童

158 欧元/ 成年人
119 欧元/ 4-14 岁儿童

5 公里爱斯基摩犬游
(10:00-12:30)
(13:00-15:30)

星期一和星期六
星期二

持续时间：2,5 小时（包括交通、½ 小时爱斯基摩犬驾乘，适当次数）
每季价格
A 季：
2018.12.1 - 2019.1.6

B 季：
2019.1.7 - 3.24

C 季：
2019.3.25 - 4.14

116 欧元/ 成年人
87 欧元/ 4-14 岁儿童

116 欧元/ 成年人
87 欧元/ 4-14 岁儿童

99 欧元/ 成年人
74 欧元/ 4-14 岁儿童

8.爱斯基摩犬全天游
(8:30-15:30) （从1 月16 日起）

星期三和星期六

领略真正令人难忘的雪橇名犬体验！
领到所有必要的服装后，巴士将载您前往爱斯基摩犬农场，您将在那里熟悉狗舍的生活，并学会如何操控您自己的狗队。
随后您将驱使您自己的雪橇狗队，冲向大自然。将在沿路停下，拍摄美丽的原野风光，并且在广野中享用温暖的饮料和美
味的户外午餐。与狗狗一起度过了难忘的一天后，您要驾驶爱斯基摩犬狗队雪橇返回爱斯基摩犬农场，您将在农场了解有
关爱斯基摩犬舍生活的更多信息。请注意，这种旅游项目仅适合成年人。
时间：7 小时（包括交通、5 小时爱斯基摩犬驾乘，适当次数）
每季价格
B 季：
2019.1.16 - 3.24

C 季：
2019.3.25 - 4.14

433 欧元/ 成年人

367 欧元/ 成年人

9.白色的宁静雪鞋探险
星期一和星期四
星期日

(10:00-13:00)
(12:00-15:00)

挑战一下自己，穿着雪鞋探险穿越风景如画的雪地。在向导带领下的雪鞋徒步游，让您领略冬季森林的寂静美景。旅途中
可以享用热浆果汁。请注意：建议年满 12 岁儿童或以上人士参与这次旅行，要求参与者达到基本的身体条件。
持续时间：3 小时（大约）| 每季价格
A 季：
2018.12.1 - 2019.1.6

B 季：
2019.1.7 - 3.24

C 季：
2019.3.25 - 4.14

68 欧元/ 成年人
51 欧元/ 12-14 岁儿童

68 欧元/ 成年人
34 欧元/ 12-14 岁儿童

56 欧元/ 成年人
28 欧元/ 12-14 岁儿童

10.雪鞋北极光探寻游
星期二和星期四

(19:30-22:00)
4 月不提供

一起展开独特又神奇的雪鞋探险体验。
拿到雪鞋并了解如何使用雪鞋的指导后，您就能走进保持原始风貌的雪原，欣赏美妙的风景，否则您是无法看到的。如果
天空清朗，又幸运的话，就有机会看到北极光，周围广阔的风光沐浴在月光下，呈现的美景。请注意：建议年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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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儿童或以上人士参与这次旅行，要求参与者达到基本的身体条件。
持续时间：2,5 小时（大约）| 每季价格
A 季：
2018.12.1 - 2019.1.6

B 季：
2019.1.7 - 3.24

C 季：
2019.3.25 - 3.31

74 欧元/ 成年人
56 欧元/ 12-14 岁儿童

74 欧元/ 成年人
37 欧元/ 12-14 岁儿童

60 欧元/ 成年人
30 欧元/ 12-14 岁儿童

11.越野滑雪游
星期二和星期六

(11:00-13:00)

在滑雪板上加速，靠在滑雪杖上，沿着滑道滑行，穿越白茫茫的雪野。
如果您是第一次滑雪，将会有滑雪基本技巧介绍。价格包括直到
的设备租金，这样您可随后自行安排滑雪的时间和节奏。请注意：这次旅行适合年满12 岁及以上的儿童。

17:00

持续时间：2 小时| 每季价格
A 季：
2018.12.1 - 2019.1.6

B 季：
2019.1.7 - 3.24

C 季：
2019.3.25 - 4.14

68 欧元/ 成年人
51 欧元/ 12-14 岁儿童

68 欧元/ 成年人
34 欧元/ 12-14 岁儿童

56 欧元/ 成年人
28 欧元/ 12-14 岁儿童

12.阿尔泰滑雪游
星期三和星期五

(10:00–13:00)

体验丛林滑雪的乐趣！阿尔泰
(Altai)
滑雪是短程、轻松便捷的森林滑雪，结合了雪鞋和滑雪的最佳优点，并不需要之前具备滑雪经验。平和的滑雪之旅，穿越
安静的白雪森林。您的向导将向您讲述本地的历史和壮阔的周围自然风光。旅行结束时，舒心地休息一下，喝一杯咖啡，
品尝传统的芬兰甜点。请注意：这次旅行仅适合年满12 岁或以上的儿童。
持续时间：3 小时| 每季价格
A 季：
2018.12.1 - 2019.1.6

B 季：
2019.1.7 - 3.24

C 季：
2019.3.25 - 4.14

84 欧元/ 成年人

84 欧元/ 成年人

72 欧元/ 成年人

63 欧元/ 12-14 岁儿童

42 欧元/ 12-14 岁儿童

36 欧元/ 12-14 岁儿童

13.雪地自行车冬日小路游
10:00-12:30 自2019 年1 月7 日起

星期一和星期四

和我们一起在向导的指引下，骑上雪地自行车展开旅行。领到您的头盔、自行车并了解了如何操作自行车的说明后，就能
开始探险了，将带您穿越雪地丛林。在探险过程中，您将欣赏到周围的丛林自然风光，享受宁静的感觉。路途中将休息片
刻，享用一杯热巧克力。 请注意：这次旅行仅适合年满12 岁或以上的儿童，需要基本的骑自行车知识。
持续时间2,5 小时| 每季价格
A 季：
2019.1.7 - 3.24

B 季：
2019.3.25 - 4.14

86 欧元/ 成年人

80 欧元/ 成年人

43 欧元/ 12-14 岁儿童

40 欧元/ 12-14 岁儿童

14.雪村之旅
从2018 年12 月11 日起提供（12 月21 日除外）
体验奇妙的冰雪世界。在雪村，一座巨大的圆顶雪屋会欢迎您，里面排列着装饰漂亮的房间、冰雕、冰教堂和冰屋餐厅。
您的向导将带领您游览完全用雪建造的村庄，向您讲述有关它创造过程的精彩故事。将在冰吧提供一杯温果汁，您可以自
由安排时间，欣赏所有精美的冰雪艺术，然后乘坐马车返回禺拉斯。集合点是 Äkäslompolo 或 Ylläsjärvi 的
Lapland Safaris Safari Club。

日间游(10:00-12:30/13:00)

持续时间：2,5-3 小时（包括交通） | 每季价格

星期三和星期六

A 季：
2018.12.11 - 2019.1.6

B 季：
2019.1.7 - 3.24

C 季：
2019.3.25 - 4.6

91 欧元/ 成年人
72 欧元/ 4-14 岁儿童

91 欧元/ 成年人
72 欧元/ 4-14 岁儿童

82 欧元/ 成年人
64 欧元/ 4-14 岁儿童

夜间游(17:30-20:30/21:00)

持续时间：3 小时（包括交通）| 每季价格

星期二和星期五

A 季：
2018.12.11 - 2019.1.6

B 季：
2019.1.7 - 3.24

C 季：
2019.3.25 - 4.5

94 欧元/ 成年人
74 欧元/ 4-14 岁儿童

94 欧元/ 成年人
74 欧元/ 4-14 岁儿童

84 欧元/ 成年人
66 欧元/ 4-14 岁儿童

15.雪地摩托雪村之旅
(10:00-14:30)
自2018 年12 月12 日起提供（12 月19 日除外）

星期三

乘坐雪地摩托出发，穿越冰冻的湖泊，穿行积雪覆盖的拉普兰森林，抵达著名的雪村。
抵达雪村后，一座巨大的圆顶雪屋会欢迎您，里面是拥有漂亮装饰的房间、冰吧和冰屋餐厅。您将在舒适的木质餐厅品尝
美味午餐，您的向导将带您游览周围地区。参观之后，可以探索自然，乘坐雪地摩托返回拉普兰美景旅游俱乐部(Safari
Club)。

持续时间：4,5 小时（大约） | 每季价格
A 季：
2018.12.12 - 2019.1.6

B 季：
2019.1.7 - 3.24

C 季：
2019.3.25 - 4.3

197 欧元/ 成年人
148 欧元/ 4-14 岁儿童

197 欧元/ 成年人
99 欧元/ 4-14 岁儿童

161 欧元/ 成年人
81 欧元/ 4-14 岁儿童

16.在雪村就餐
星期二和星期五

(17:45-21:00)
从2018 年12 月11 日起提供（12 月21 日除外）

在雪村度过一个愉快而难忘的冰雪之夜。
抵达之后，坐在别具一格的冰屋餐厅的冰桌和冰椅上，享用独一无二、精彩绝伦的
3
道菜晚餐。晚餐之后，开始探索雪村，这里有装饰靓丽的房间、雕塑和教堂，也可以在冰吧的石头上买一杯饮料。度过一
个难忘的夜晚后，乘坐马车返回禺拉斯。请注意：餐食包括套餐，所以请提前告知任何特别饮食要求或食品过敏情况。
持续时间：3 小时（大约，包含交通） | 每季价格
A 季：
2018.12.11 - 2019.1.6

B 季：
2019.1.7 - 3.24

C 季：
2019.3.25 - 4.5

144 欧元/ 成年人
120 欧元/ 4-14 岁儿童

144 欧元/ 成年人
120 欧元/ 4-14 岁儿童

138 欧元/ 成年人
116 欧元/ 4-14 岁儿童

17.雪村住宿游
自2018 年12 月28 日起提供（12 月30 日除外）
在圆顶雪屋度过一个难忘的夜晚！
雪村的温度在
-2
到
-5C
之间，在圆顶雪屋住一夜，感觉奇妙又舒适。舒适的睡袋让您保持温暖惬意，雪村宁静而美丽，您一定会记住这一夜。
上床入睡之前，坐在漂亮冰屋餐厅的冰桌上，享用
3
道菜的晚餐。探索雪村精美的雕塑、装饰房间、走廊和冰教堂。度过一个难忘的夜晚后，在木屋餐厅吃过美味的早餐，1
0:00
点乘坐马车返回禺拉斯（星期三和星期六为
10:30）。请注意：餐食包括套餐，所以请提前告知任何特别饮食要求或食品过敏情况。
乘坐巴士前往雪村(17:30/17:45-10:30)
这次旅程包含乘坐巴士的返程交通。单人房间附加费用：每人/ 网 (net) 90 欧元

每天

持续时间：17 小时
每人价格，2 人套间，按要求额外加床。
季节：
2018.12.28 - 2019.4.6

307 欧元/ 成年人
153 欧元/ 4-14 岁儿童
雪地摩托雪村游(17:00-10:30)
星期二和星期六
这次旅行用雪地摩托带您前往雪村，第二天早晨乘坐巴士返回。单人房间附加费用：每人 / 网(net) 90 欧元

持续时间：18 小时
每人每季价格，2 人套间，按要求额外加床。
A 季：
2018.12.28 - 2019.1.6

B 季：
2019.1.7 - 4.6

421 欧元/ 成年人

421 欧元/ 成年人

316 欧元/ 4-14 岁儿童

211 欧元/ 4-14 岁儿童

18.滑雪尝试套餐
(14:00-15:30)
(14:00–15:30)
(12:00–13:30)

滑降滑雪尝试
单板滑雪尝试
特里马滑雪尝试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五

这次尝试体验将向您介绍滑雪的世界。 在附近的滑道进行这次活动，包括 1,5 小时指导、标准 alpine / 单板滑雪 /
特里马滑雪设备租赁，并在指导过程中及之后免费使用初学者电梯。请注意下列事项：
•
•
•
•
•

仅在 Äkäslompolo 提供，Ylläsjärvi 不提供。
计划的集合点位于 Äkäslompolo 禺拉斯滑雪中心 (Ski centre Ylläs-Ski)、禺拉斯滑
雪学校办公室 (Ylläs Ski School Office)。
价格不包括保暖服装。
滑降滑雪尝试适合年龄在 5 岁或以上的全体人士，单板滑雪适合年龄在 7 岁或以上
的人士。
仅向成年人开放特里马滑雪项目。

持续时间：1,5 小时| 价格：整个季节每人65 欧元（成年人或儿童）

专业游
寻找您自己的自然！
我们也出租雪鞋、冬季套装等日常装备。

了解我们的各季节专业游
www.laplandsafaris.com

了解我们的过夜探险游
www.laplandsafaris.com/overnight-adventures

提升您的游览体验！

专门的出发安排，直接将装备送到酒店
联系方式：yllas@laplandsafaris.fi

一般信息
有效期：
除非计划说明中另有说明， 这些旅游项目从2018 年12 月 1 日 – 2019 年4 月14
日在禺拉斯提供。担保出发。全部旅游项目都要求至少 2 名成年人参与。
预约和查询：
Lapland Safaris West LTD Ylläs • Tunturintie 22, 95970 ÄKÄSLOMPOLO, FINLAND
电话：+358 (0)16 569 666 • 电子邮件： yllas@laplandsafaris.fi • www.laplandsafaris.com
每天电话开放至晚 9:00 点 (+358 (0)16 569 666)
通过您的酒店前台 • Lapland Safaris 办公室 • 网站： safaris.fi/yllas
儿童：
儿童价格适用于4 到14 岁的儿童。
雪地摩托：儿童享受儿童价格，可以坐在向导驾驶的雪地摩托拉动的雪橇中。如果支付成人价格，身高超过
的儿童可以坐在雪地摩托中，要坐在成年人后面。
3
岁及以下儿童可免费参加游览，但请注意，不是所有旅游项目都适合儿童。请注意，不建议
岁以下儿童参加雪地摩托游。Lapland
Safaris
West
保留出于安全原因，拒绝低龄儿童参加游览的权利（如天气恶劣或道路状况）。

140cm
2
Ltd

游览价格包括：
全部雪地摩托游均包括保暖服装、英文向导服务、两名来宾轮流驾驶一辆共用的雪地摩托、燃料、交通保险（980
欧元的最高个人责任险）、维护费和增值税。雪地摩托驾驶员必须年满18 岁，持有在芬兰有效的驾照。
请注意：每名驾驶员每次游览支付15 欧元的弃权附加费，个人责任险可降至 150 欧元。
单人驾驶机会。费用取决于游览项目，如下所示
1-4 小时每人45 欧元
4 小时以上每人85 欧元
旅游集合点：
预约时确认集合点
一般条款：
雪地摩托游可能根据天气状况而进行更改。作为负责任的游览组织机构，Lapland
保留无需提前通知更改旅行路线、定价和时间的权利。
如果一名参与者被视为对他/她本人或他人造成潜在危险或健康状况不佳，Lapland
保留中断游览的权利。预付费游览将不予退费。

Safaris

West

Ltd

Safaris

West

Ltd

雪地摩托驾驶员要为车辆造成损伤负责。每人/每辆雪地摩托/每次事故的最高自我风险保额为980 欧元。
请注意：我清楚旅行（诸如雪地徒步、滑雪、雪地摩托、驯鹿和狗拉雪橇之旅）对体力有较高要求且参与者可能面临各种身体劳损。我清楚旅
行中产生的一氧化碳、振动和其他身体劳损等可能给孕妇带来一定风险。如有任何疑虑，请及时联系我们的员工！

如果游览计划需要特别安排（如额外的交通），Lapland Safaris West Ltd 不承担额外的费用。

计划图表
计划

1.雪地摩托荒野游2 小时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2.驾驶者的梦想3 小时

星期四

星期五












4.雪地摩托钓鱼体验游4 小时







5.驯鹿游3 小时

7.10 公里爱斯基摩犬游



5 公里爱斯基摩犬游






















10.雪鞋北极光探寻游2,5 小时



11.越野滑雪游2 小时



12.阿尔泰滑雪游3 小时
13.雪地自行车冬日小路游2,5 小时





8.爱斯基摩犬全天游7 小时
9.白色的宁静雪鞋探险3 小时






星期日


3.雪地摩托北极光游3-3,5 小时

6.雪地摩托驯鹿农场游4,5 小时

星期六












14.雪村之旅3 小时









- 日间









- 夜晚









15.雪地摩托雪村游4,5 小时



16.在雪村就餐3 小时





17.雪村住宿游
- 乘坐汽车
- 乘坐雪地摩托















18.滑雪尝试套餐1,5 小时
- 滑降滑雪
- 单板滑雪
- 特里马滑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