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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伊维.�彭迪拉

欢迎来到奥卢地区！
奥卢地区是芬兰最好的缩影！
北极的体验、现代的城市和顶级的教育。夏天

有⽇不落;冬天有极光;� 我们有着芬兰最美的雪松、
森林公园、海岸线和⽂化活动。奥卢地区包含了奥卢
城市还有洛库亚(Rokua)UNESCO全球地质公园、索
特 ( S y ö t e )、利明卡 ( L i m i n k a )、卡拉约基
(Kalajoki)、拉赫(Raahe)和海洛托岛(�Hailuoto)�。

不到2⼩时的⻋程可以抵达奥卢地区的各个⻆
落：这⾥是北极城市和拉普兰⼤⾃然的完美结合，还
能享受湖区般的宁静和北极群岛的⻛光。奥卢是芬
兰第五⼤城市，每⽇有多个班次的航班和⽕⻋，也是
通往拉普兰的必经城市。

我们精⼼为旅游同⾏准备了这本⼿册，希望
能为您带来全⾯的旅游资讯和灵感，�奥卢旅游局
将竭诚为您服务！

⸺奥卢旅游局局⻓

Päivi�Penttil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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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你可以饱览洛库亚地质公园美景，探索冰
河时期遗迹 ;

在这⼉，你可以体验丰富多彩的冬季活动，聆听独
⼀⽆⼆的空⽓吉他⼤赛旋律 ;

在这⼉，你可以与驯⿅、⻦类等动物不期⽽遇 ;

在这⼉，科技与历史在奥卢完美融合，教育是她的
新闪光点 .....

奥卢，⼀个朝⽓蓬勃、热情洋溢的⾃然⽂化之都

奥卢，⼀个你⼀⻅如故，⼀⻅倾⼼之地⽅ !

我们在奥卢期待你的到来 !

�奥卢旅游局中国区⾸席代表��唐超

Part1 Oulu 奥卢
⼀、主要景点  Main attractions
1.�奥卢Oulu
2.�利明卡湾游客中⼼ Liminka Bay Visitor Centre 

3. Turkansaari露天博物馆 Turkansaari open-air Museum

4. Kierikki⽯器时代中⼼Kierikki Stone Age Centre

05

06

07

08

5. Tietomaa科技馆 08

⼆、餐厅  Restaurant
6. Hugo Restaurant餐馆
7. Tuba Food and Lounge

8. Rauhala餐馆 Restaurant Rauhala
9. Virta餐馆 Restaurant Virta
10.�拉普兰⼈⼩屋Vihiluoto Kota Lappish Hut Vihiluoto Kota

11. Sokeri-Jussin Kievari 餐馆
12. Nallikari�餐厅

09

09

09

10

10

10

1113. Restaurant Maikkulan Kartano
14. Oula Kitchen & Bar 11

11

三、酒店  Hotel
酒店15. Lasaretti  Hotel Lasaretti

16.�芬兰奥卢机场酒店 Finlandia Hotel Airport Oulu
17.�艾瑞娜斯科酒店 Original Sokos Hotel Arina

11

12

12

13

14

14

15

18.�奥卢斯堪迪克酒店 Scandic Oulu Cıty
19. De Gamlas Hem Hotel & Restaurant

20. Best Western Hotel Apollo�阿波罗酒店�

22. Place to Sleep�快捷酒店

24.�奥卢拉普兰酒店 Lapland Hotel Oulu

21. Peuhu�庄园

23. Nallikari Holiday Village

13

13

14

Part2 Kalajoki卡拉约基
⼀、�主要景点  Main attractions
44.�卡拉约基Kalajoki

45.�卡拉约基游客中⼼ Kalajoki Visitor Centre

46. Pakka游乐园 Adventure Park Pakka

27

28

29

三、酒店  Hotel
51.�圣诞⽼⼈温泉度假酒店 Santa's Resort & Spa Hotel Sani 31

52.塔⽪图帕公寓 Tapion Tupa

四、旅游活动公司及活动项⽬ Tourism Companies And Activities

53.卡拉约基预定中⼼ Kalajoki Booking Centre

54. Super Park Kalajoki 卡拉约基冒险乐园

32

33

34

48.�Lokkilinna 海边餐馆 30

四、旅游活动公司及活动项⽬ Tourism Companies And Activities

25. Go Arctic!
26. Oulu Safaris

15

16

19

2643. Hailuoto 海卢奥托岛

⼆、餐厅 Restaurant
47. Lohilaakso 餐馆 30

49.�Shangrila�⾹格⾥拉餐厅 30
50.�Sandy�Kelt�餐馆 31

56. Juku Park & Adventure Golf ⽔上乐园�&�主题⾼尔夫 34

55. Maakalla 渔⺠岛海豹探寻之旅 34

Arctic� China� 北极中国作为奥卢地区� 旅游推⼴项⽬
2018-2020�的中国市场官⽅代表，负责本册的资料搜集
和编辑。

※备注：所有价格在2020年6⽉发布，最终价格请与供应商最终确认，奥卢旅游局
※不承担相关责任。

27. Lovi Workshop
28. Salamapaja

29. Super Park�室内游乐场
30. Finnaction�活动公司
31. Botnia Outdoor
32. Kipponit�矮脚⻢的童话故事
33.�奥卢逃脱 Exit Oulu

19

20

21

22

23

24

34.�Koivurannan Sauna Ferry�桑拿船
35. Cultural Centre Valve Valve Film School
36. Vuoton Joutsen
37. Oulu Lines 奥卢观光游船
38. Poro-Panuma
39. 搭乘热⽓球Hot Air Ballooning

40. Outdoors Oulu�宽胎⾃⾏⻋

24

25

25

2642. Liminka Bay Travel 利明卡旅游公司
41. Outdoor Climbing Cente 攀岩中⼼

20

23

23

24

25

57. Rautio Sports Surf Center

Part3 Rokua 洛库亚
⼀、主要景点  Main attractions
58.�洛库亚联合国教科⽂组织世界地质公园
       Rokua UNESCO Global Geopark

59.�洛库亚国家公园 Rokua National Park

35

36

⼆、酒店  Hotel
61. Rokuan Lomahuvilat

63. Rokuanhovi荒野酒店
64. Merilän Kartano酒店餐馆
65.洛库亚健康⽔疗酒店�Rokua Health & Spa

三、旅游活动公司及活动项⽬�Tourism Companies And Activities

67. Wild Borealis

37

37

39

40

41

Part6 Itineraries 特⾊⾏程
芬奥教育学院芬兰主题⻘少年发展营地
去北极带您体验芬兰北⽅缤纷之旅
游学：芬兰Pikku-Syöte⻘少年冬令营
公务考察：芬兰幼⼉教育考察团

地质露营学校项⽬
奥卢北欧暑期冬季学习项⽬
卡拉约基夏季暑假项⽬
探索奥卢�城市⽂化⻔⼾以及拉普兰独特⾃然⻛光  

62

63

66

67

70

71

73

74

Part7  联系我们 77

Part5 Travel 交通
抵达和过夜 ARRIVAL & OVERNIGHT 59

Part4  Syöte索特
69. Iso Syöte⼤索特酒店
70. Pikku-Syöte酒店
71. 索特预定中⼼
72.�索特国家公园
73. KIDE�滑雪主题酒店

75. Syötteen Eräpalvelut
74. Iso-Syöte滑雪场

45

52

54

54

56

57

57

68�索特Syöte 43

62. Atteson Holiday Homes 度假⽊屋
38

66. Atteson Fishing

60. Rokua Booking Center�洛库亚预订中⼼ 37

41

Arctic�Animal�Tour�北极动物之旅 68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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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lu

主要景点�

Major 
Scenic Spots

奥卢市位于芬兰西海岸。作为芬兰第五⼤
城市，奥卢为游客提供众多旅游景点和全年都
可参加的活动。

奥卢是北斯堪的那威亚最⼤的市中⼼，共
250,000 ⼈居住在这座城市⾥。在奥卢地区，
你可以将城市乐趣与北极⾃然活动相结合，打
造⼀个丰富多彩的假期。我们重要的历史和⽂
化景点，以及我们⼴泛的活动选择，是各年龄
层假期的完美选择。

奥卢中⼼布满琳琅的购物商场，提供品质
住宿和活动。奥卢以 750 年⽂化和⾳乐活动以

及众多出⾊的餐厅闻名。奥卢地区附近的度假
村对于提供⼏⽇假期服务拥有丰富的经验。

我们也是芬兰第⼀个注重教育和科技访问
的⽬的地。

奥卢

Oulu 奥卢

005

景点特⾊�
• 北斯坎的纳威亚最⼤城市
• 鲜活⽂化
• 全年旅游活动
• 波的尼亚湾北岸迷⼈景点

详情�
酒店数⽬：13
别墅数⽬：100
可容纳：3,440 张床
冬季活动：�
滑雪、滑冰、滑雪板、越野滑雪、雪鞋⾏⾛、哈⼠奇之旅、观⻦、
桑拿等
雪地轨道：� 300 公⾥
坡道：�6个
夏季活动：�
⽔上运动、⾼尔夫、⻜碟⾼尔夫、⽹球、骑⾏、游泳、北欧越野⾏
⾛、滑雪板、摩托运动、桨板冲浪、桑拿、观⻦
徒步步道：100公⾥
距机场：� 奥卢（距市中⼼约15公⾥）
交通：公交⻋、租赁⻋
距⽕⻋站：
奥卢⽕⻋站位于市中⼼。步⾏可达⾏⼈区域（约 900 ⽶）

2.利明卡湾游客中⼼
Liminka Bay Visitor Centre 

欢迎来到 Liminka 湾游客中⼼。

在芬兰最美湿地体验⼤⾃然！感受晚霞中起⻜的天
鹅、翎颌的春⽇之舞、以及⽩鹤秋⽇的迁徙带来的震撼。

进⼊游客中⼼展览区，您会发现置⾝⻦的世界中！
展览呈现⻦类的秘密，并让您亲⾝感受其中的魅⼒。您
可观赏Liminka湾纪录⽚，近距离观察⻦类的夏季活动。
在游客中⼼附近的 Virkkula 观赏台，您可从早到晚欣赏
⻦类。在 Liminka湾周围，您可发现观⻦塔、⽊板路以
及游客服务点，如篝⽕营地。游客中⼼及其周围环境同
样对残疾⼈⼠⾮常友好。游客中⼼全年开放，不收⻔票。
中⼼位于Liminka，距奥卢中⼼35公⾥，奥卢机场25
公⾥。

联系⽅式�
Travel Marketing Oulu Ltd 
Anniina Merikanto, Johanna Salmela  
Kasarmintie 13 
90130 Oulu 
anniina.merikanto@visitoulu.fi
johanna.salmela@visitoulu.fi
www.visitoulu.fi

公司特⾊�
芬兰最佳⻦禽湿地、为举家出游的游客提供许多活动，奥卢市周
围迷⼈景点，互动及多元的展览、⼤⾃然、免费参观、对残疾⼈
⼠友好。

服务�
互动性⻦类展、导游服务、⾏程安排、咖啡吧及餐馆、会议室、
桑拿设施、住宿、房⻋停⻋点（充电）、五个观⻦塔、篝⽕营地、
活动、⾃然教育、⾃然主题商店、Wifi。合作伙伴同样提供服务。
午餐每⽇供应，时间为 11 点 -15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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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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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点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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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Turkansaari露天博物馆
Turkansaari Open Air Museum 

Turkansaari 岛位于Oulujoki 河，距奥卢东14公⾥，
是古⽼的贸易中⼼和三⽂⻥捕捞之地。Turkansaari 露
天博物馆典藏了 17世纪到 20世纪早期的传统⽊房⼦。
博物馆区域内包括传统的农场群房，以及类似具有北博
腾地区特⾊的建筑和设备。同样展出的还有从前的⽣活
⽅式，如制作焦油、捕捞三⽂⻥、伐⽊及⽊船。

Turkansaari 作为露天博物馆的历史起源于1922
年，当时1694年建⽴的古⽼教堂在原址重建翻新。

Turkansaari 教堂是奥卢地区最古⽼的⽊质房屋。我们
强烈建议您选择含导的⾏程，了解 Turkansaari 的历史
和⽊建筑。

Turkansaari 餐馆提供传统美⻝、咖啡和⾯包。可⼝
的三⽂⻥浓汤深受欢迎。

请注意查看每周的⾏程。许多⼿⼯艺展⽰和芬兰⺠间
⾳乐也不容错过。

联系⽅式�
Turkansaari Open Air Museum 

 

联系⽅式�

详情�
成⽴：2012 年
语⾔：英语
季节：全年
开放时间：周⼀-周五10点-6点，周六-周⽇10点-4点

详情�
成⽴：1925 年
语⾔：英语、预定含导⾏程
开放时间：

⽬标⼈群：⽂化遗产参观者、家庭、退休⼈群
服务：含导⾏程、周安排、⾃助餐厅�每⽇开放，提供美味汤品
和⼩⻝，⽐博物馆晚开⻔⼀⼩时，早结束⼀⼩时。午餐从周⼀ -周
五的 11 点 -15 点供应，周末的 11 点 -14 点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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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Kierikki⽯器时代中⼼
Kierikki Stone Age Centre

欢迎来到⽯器时代
Kierikki⽯器时代中⼼提供考古展览，是北芬兰

的活动中⼼。中⼼位于奥卢市东北（45分钟⻋程）。
Kierikki是考古遗址，前⽯器时代居⺠区，可追溯到
7000 年前。如今的Kierikki 是现代考古中⼼，拥有⼀座
巨⼤的原⽊主楼，重新建造的⽯器时代村落以及⼀家酒
店。同时还有⼀个考古展⽰区和⼀家餐馆。中⼼四周是
芬兰的美景。对⽯器时代村落的重建基于40年的研究。
在村落⾥，您可发现许多可参与的活动。

联系⽅式�
Kierikki Stone Age Centre 
Leena Lehtinen  
Pahkalantie 447 A, 91200 Yli-Ii 
Customer Service +358 (0) 50 4107 309
Lehtinen: +358 (0) 40 5149466 
asiakaspalvelu@kierikki. fi
www.ouka.fi/oulu/luuppi-english/kierikki-stone-age-centre

⾏程：
⾏程开始，游客参观考古展，您会看到⼀段关于研究历史的电影。
在前往⽯器时代村落的途中，导游会告诉您 6000 年前⽣活是怎样
的。当时的⼈们怎么⽣活？每天是什么样的？他们如何建造房屋？
⽯器时代村落距主楼只有400⽶远。您可以⼀探⽯器时代⽣活的
究竟，练习古⽼的射箭术。您还可以尝试研磨⽯头物件。⽐如，您
可以通过沙和⽔就知道⾃⼰是否可以做出⽯头箭头！您的团队随
后会由导游带回主楼。
注意：⾏程适合全家出游、对残疾⼈友好

详情�
语⾔：英语
季节 / 开放时间：� 05.15‒10.�29。请前往www.kierikki.fi 查询具
体开放时间，来信咨询冬季开放时间。
时⻓：1-3 ⼩时

其他服务：酒店住宿、餐饮和其他特殊⾏程
价格：来信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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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minka Bay Visitor Centre
Piia Leinonen
Rantakurvi 6, 91900 Liminka
Tel. +358(0)45 204 9733
travel@liminkabay.com
www.liminkabaytravel.com

开放时间：2020年�5⽉31⽇-8⽉30⽇�每⽇�10-17点
2020年�6⽉20⽇-8⽉9⽇�每⽇10-18点
仲夏节�：2020年�6⽉19⽇，16-22点
秋季集市：2020年�9⽉6⽇，�10-16点

Turkansaarentie 165, 90310 Oulu 

www.ouka.fi/turkansaari
Tel. +358 44 7037188

联系⼈:Karoliina Autere
邮箱: karoliina.autere@ouka.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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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Tietomaa科技馆
Tietomaa科技中⼼独特的地标是塔楼，19世界的

⼤⼯业时期这⾥是⼀个⽪⾰⼚，来这⾥您不要忘记乘坐
我们的玻璃电梯，这⾥的展览主题来⾃不同的科学领
域，⽇新⽉异的科技展可给您留下深刻的印象，并得到
⼀些启迪。

Tietomaa是全家外出的绝佳去处。科技中⼼不但为
孩⼦们提供了很多游乐设施，还确保所有年龄段的⼈都
能获得愉快的体验！主题展览以娱乐⽅式呈现出来，让
⼈兴奋不已。在Tietomaa�举办的各种主题活动中，您能
够进⼀步探索您感兴趣的领域。

Tietomaa是Luuppi博物馆和科学中⼼的基地之⼀。

参考价€ 

成⼈�17欧/⼈
⼉童（6-17岁）�12欧/⼈
6岁以下⼉童免费

联系⽅式�
Nahkatehtaankatu 6, Oulu 
Tel.�+358  50 316 6489 

博物馆开放时间请查询�
www.ouka.fi/oulu/luuppi-english/science-centre-tietomaa

住宿及饮⻝：主楼有参观，并紧邻Kierikinhovi酒店(http://�
kierikinhovi.fi)。餐馆在开放时间内提供⾃助餐厅服务，开放时间
外可预订三餐。酒店提供全年会议设施和⾼质量的住宿，包括
16间双⼈房和独⽴厨房。请联系+� 358-44� 737� 9464,� 或电邮⾄�
asiakaspalvelu@kierikinhovi.fi了解更多资讯和预订。

http://www.ouka.fi/oulu/luuppi-english/science-centre-tietom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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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厨房以使⽤当地新鲜⾼品质⻝材闻名
开放时间：根据要求

参考价€ 

套餐�52欧/份�起

联系⽅式 

8. Rauhala餐馆
路过进来吃份快速的午餐或预定美味

的⾃助晚餐。Rauhala的庆祝已经持续了
⼀百多年，派对仍在继续。

Rauhala 餐馆位于⼀栋历史悠久的始于
19世纪的楼房⾥，在市中⼼附近Ainola 公
园旁。我们可为您安排商务会议或私⼈或⼯
作派对。Rauhala 可举办庆典或更正式的场
合。我们敬业的员⼯将为您提供个性化的服
务以达到您的预期，让您和您的派对留下美
好难忘的回忆。

我们的服务⽣会为您找到最好的开胃
酒，并为您的烹饪体验找到最相配的酒。我
们热情欢迎您来Rauhala餐馆，在浓浓的
历史环境和美丽的公园景⾊中，品尝当地特
⾊和饮料。

产品详情�
季节：全年（除圣诞或暑假中期）

可容纳：150 ⼈
服务：⾳乐、活动、私⼈派对、餐饮、主题
派对、会议、品酒会、午餐
特⾊：当地⼿⼯⻝物；组织私⼈活动；午餐

⼉童特殊服务：有

联系⽅式�
Restaurant Rauhala
Mannenkatu 4
90130 Oulu
Tel. +358 (0) 400 532 285
myynti@ravintolarauhala. fi
www.ravintolarauha. fi
www.facebook.com/ravintolarauhala

7. TUBA Food and Lounge
我们是⼀家⽣态环保，注重再循环的餐

厅。我们的家具和座椅都是⼆⼿的。我们提
供⼿⼯⾃制午餐，单点⻝物和早午餐。我们
有各种活动包括每周的酒吧竞猜、现场⾳乐
和表演。欢迎来到多彩的餐厅，在和谐的氛
围⾥享受美⻝和⾳乐。

产品详情�
季节：全年（除圣诞或暑假中期）
可容纳：80 ⼈
服务：午餐、晚餐、咖啡吧、酒吧、现场⾳
乐、餐饮、私⼈活动
特⾊：⾃选饮料、精美⻝物、周五汉堡⾃助、
周六早午餐

⼉童特殊服务：有

联系⽅式�
Tuba Food and Lounge

餐厅
Restaurant

6. Hugo Restaurant 餐馆
历史古迹中的当地当季⻝物或⾃助餐

产品详情�
语⾔：英语
可容纳：⾄多 150 ⼈在⼀间房⽤晚餐
总数可容纳：250 ⼈。
服务：3-6 道菜，可服务 1-200 ⼈

Oulu 奥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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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Virta餐馆�

联系⽅式�
Hotel Lasaretti
Kasarmintie 13b, 90130 Oulu
Tel. +358 (0) 20 757 4700 (Reception)
Tel. +358 (0) 20 757 4701 (Sales)
Fax +358 (0) 20 757 4702
lasaretti@lasaretti.com 
www.lasaretti.com 

10.拉普兰⼈⼩屋
Vihiluoto Kota 
拉普兰式⼩屋营造难忘聚会

Vihiluoto�Kota 是⼀间拉普兰⼈⼩屋，
位于奥卢 Finlandia 机场酒店旁，距奥卢机
场仅 5分钟。

奥卢Finlandia 机场酒店为商务和休闲
游客提供舒适住宿我。们所有房间都翻新过，
适中的价位包含早餐、免费使⽤桑拿和免费
停⻋。若您早晨需要很早退房，也可预订更
早的早餐�免费。

产品详情�
季节：全年，根据团队需要

时⻓：1-2 ⼩时，取决于团队⼤⼩
参与⼈数：10-30 ⼈
注意：全队选择⼀份菜单�特殊饮⻝习惯
需提前告知。
请注意烟熏味道可能会在⾐服上留下⽓味

联系⽅式�
Finlandia Hotel Airport Oulu
Vihiluoto 10
90440 Kempele
Tel. +358 (0) 8 5145 100
sales@airporthotel.fi
www.airporthotel. fi
www.facebook.com/airporthoteloulu

11. Sokeri-Jussin Kievari餐馆
Sokeri-Jussi ⼩酒馆使⽤当地⻝材烹饪

朴实⽆华但⾮常美味的⻝物。我们的特⾊是
“祖⺟厨房”� 就像祖⺟过去做的菜⼀样，
最好的传统北博滕⻝物。

历史
很难猜出这幢⽊建筑的真实年龄。最早在
1850年就有记载。传说建筑最古⽼的部分
过去被⽤于储藏⼤型船只的零件和引擎。如
今，这家传统餐馆仍然闻名遐迩�层⾼很
⾼，四周是暗⾊⽽坚固的⽊墙。房间过去⽤
于存放糖和盐。Pikisaari是⼀个以造船业
闻名的⼩岛。该餐馆的名字来源于岛上最后
⼀批制造的船只：Sokeri-Juss（i 糖杰克）。
该船只⼀直在等待引擎的供给。传说⼀家芬
兰制糖公司的顾问在⼯作时跌⼊了⼀只糖
桶。后来他就在奥卢造船进⾏糖的出⼝，并
将该船起名为 Sokeri-Jussi。不幸的是，船
在⼆战期间被卖往意⼤利，在地中海融化了。

餐馆
Sokeri-Jussin�Kievari 餐馆⾃ 2001 年来就⼴
受⻝客欢迎。餐馆有两层，可容纳 150⼈。
在北极⽩昼夏⽇，迷⼈的露天露台可继续容
纳 100 ⼈。Sokeri-Jussin�Kievari 使⽤最好的
芬兰⻝材，提供当地⼩吃。该餐馆以传统芬
兰⻝物和奥卢地区特⾊⻝物闻名。

产品详情�
地点：
Sokeri-Jussin�Kievari 餐馆位于奥卢⼼脏地
区附近。从集市⼴场步⾏到 Sokeri-Jussi�⼩
酒馆⼤约五分钟。有巴⼠和⼩汽⻋停⻋位。

Oulu 奥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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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go餐厅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世纪。
1882年，奥卢经历了⼀场⼤⽕，胡歌.亚历
⼭⼤(Hugo� Alexander� Neuman)作为奥卢
的知名建筑设计师设计了很多经典并新颖
的作品，包括了位于Rantakatu街4号古典
式建筑。另外⼀位叫胡歌Hugo是⼀位船⻓
的⼉⼦也在奥卢出⽣。

我们的创意美⻝和幽默让你的味觉兴奋！
这是您和亲朋好友亲眼⽬睹⼤厨如何烹饪
的绝佳机会！⼀次最多接待8位贵宾，我们
将根据的要求设计菜单和体验，或者给你
⼀个惊喜！该体验需要提前预约。

特⾊体验：Dinner�in�the�kitchen厨房晚餐

联系⼈：Satu Hemmi
Email: satu.hemmi@ravintolahugo.fi
Tel : +358201432200
Add�Rantakatu 4, 90100 Oulu
更多关于餐厅菜单和其他信息请参考
⽹站：https://www.ravintolahugo.fi/en

Mannenkatu 2
90130 Oulu
Tel. +358 (0) 400 532 285

www.tuba.fi/en 
www.facebook.com/tubafoodlounge

myynti@ravintolakortteli.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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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容纳：⾄多 150 ⼈在⼀间房⽤晚餐
总数可容纳：250 ⼈。
服务：3-6 道菜，可服务 1-200 ⼈

Kota⼩屋是传统拉普兰式建筑，有壁
炉，可容纳30⼈。在这⾥，您可以获得难
忘的聚会、午餐或晚餐、在壁炉边享受真挚
的氛围。对 10-30 ⼈团队，Vihiluoto�Kota
需提前预定。

特⾊菜单：
⽩⻥刺⾝
特⾊⾯包配帝王蟹慕斯
⼟⾖饼配烟熏⿅⾁
沙拉
篝⽕烤三⽂⻥配奶油酱
慢⽕烤⽜排配蘑菇酱
时蔬
云莓点⼼
咖啡/茶
4

价格：10⼈起订，价格�54欧/⼈
包厢费：150欧

套餐：23欧/⼈，3道式晚餐45欧/⼈

Virta� bistro是Hotel� Lasaretti的⾼档
西餐厅，位于奥卢河和Ainolan公园附近。
菜单根据季节采⽤当地最好的⻝材，针对
团队也可提供订制菜单。

开放时间：
早餐：周⼀⾄周五，6:30-9:30；周六7:30-
10:00

夏季阳台：6-8⽉开放

午餐：10:30-13:30
咖啡厅：8:00-22:00点

早餐：精选当地的有机⻝品

披萨14欧/份�起;�汉堡7,5欧/份�起
参考价€ 



特⾊：厨房以使⽤当地新鲜⾼品质⻝材闻名
开放时间：根据要求

参考价€ 

套餐�52欧/份�起

联系⽅式 

8. Rauhala餐馆
路过进来吃份快速的午餐或预定美味

的⾃助晚餐。Rauhala的庆祝已经持续了
⼀百多年，派对仍在继续。

Rauhala 餐馆位于⼀栋历史悠久的始于
19世纪的楼房⾥，在市中⼼附近Ainola 公
园旁。我们可为您安排商务会议或私⼈或⼯
作派对。Rauhala 可举办庆典或更正式的场
合。我们敬业的员⼯将为您提供个性化的服
务以达到您的预期，让您和您的派对留下美
好难忘的回忆。

我们的服务⽣会为您找到最好的开胃
酒，并为您的烹饪体验找到最相配的酒。我
们热情欢迎您来Rauhala餐馆，在浓浓的
历史环境和美丽的公园景⾊中，品尝当地特
⾊和饮料。

产品详情�
季节：全年（除圣诞或暑假中期）

可容纳：150 ⼈
服务：⾳乐、活动、私⼈派对、餐饮、主题
派对、会议、品酒会、午餐
特⾊：当地⼿⼯⻝物；组织私⼈活动；午餐

⼉童特殊服务：有

联系⽅式�
Restaurant Rauhala
Mannenkatu 4
90130 Oulu
Tel. +358 (0) 400 532 285
myynti@ravintolarauhala. fi
www.ravintolarauha. fi
www.facebook.com/ravintolarauhala

7. TUBA Food and Lounge
我们是⼀家⽣态环保，注重再循环的餐

厅。我们的家具和座椅都是⼆⼿的。我们提
供⼿⼯⾃制午餐，单点⻝物和早午餐。我们
有各种活动包括每周的酒吧竞猜、现场⾳乐
和表演。欢迎来到多彩的餐厅，在和谐的氛
围⾥享受美⻝和⾳乐。

产品详情�
季节：全年（除圣诞或暑假中期）
可容纳：80 ⼈
服务：午餐、晚餐、咖啡吧、酒吧、现场⾳
乐、餐饮、私⼈活动
特⾊：⾃选饮料、精美⻝物、周五汉堡⾃助、
周六早午餐

⼉童特殊服务：有

联系⽅式�
Tuba Food and Lounge

餐厅
Restaurant

6. Hugo Restaurant 餐馆
历史古迹中的当地当季⻝物或⾃助餐

产品详情�
语⾔：英语
可容纳：⾄多 150 ⼈在⼀间房⽤晚餐
总数可容纳：250 ⼈。
服务：3-6 道菜，可服务 1-2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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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Virta餐馆�

联系⽅式�
Hotel Lasaretti
Kasarmintie 13b, 90130 Oulu
Tel. +358 (0) 20 757 4700 (Reception)
Tel. +358 (0) 20 757 4701 (Sales)
Fax +358 (0) 20 757 4702
lasaretti@lasaretti.com 
www.lasaretti.com 

10.拉普兰⼈⼩屋
Vihiluoto Kota 
拉普兰式⼩屋营造难忘聚会

Vihiluoto�Kota 是⼀间拉普兰⼈⼩屋，
位于奥卢 Finlandia 机场酒店旁，距奥卢机
场仅 5分钟。

奥卢Finlandia 机场酒店为商务和休闲
游客提供舒适住宿我。们所有房间都翻新过，
适中的价位包含早餐、免费使⽤桑拿和免费
停⻋。若您早晨需要很早退房，也可预订更
早的早餐�免费。

产品详情�
季节：全年，根据团队需要

时⻓：1-2 ⼩时，取决于团队⼤⼩
参与⼈数：10-30 ⼈
注意：全队选择⼀份菜单�特殊饮⻝习惯
需提前告知。
请注意烟熏味道可能会在⾐服上留下⽓味

联系⽅式�
Finlandia Hotel Airport Oulu
Vihiluoto 10
90440 Kempele
Tel. +358 (0) 8 5145 100
sales@airporthotel.fi
www.airporthotel. fi
www.facebook.com/airporthoteloulu

11. Sokeri-Jussin Kievari餐馆
Sokeri-Jussi ⼩酒馆使⽤当地⻝材烹饪

朴实⽆华但⾮常美味的⻝物。我们的特⾊是
“祖⺟厨房”� 就像祖⺟过去做的菜⼀样，
最好的传统北博滕⻝物。

历史
很难猜出这幢⽊建筑的真实年龄。最早在
1850年就有记载。传说建筑最古⽼的部分
过去被⽤于储藏⼤型船只的零件和引擎。如
今，这家传统餐馆仍然闻名遐迩�层⾼很
⾼，四周是暗⾊⽽坚固的⽊墙。房间过去⽤
于存放糖和盐。Pikisaari是⼀个以造船业
闻名的⼩岛。该餐馆的名字来源于岛上最后
⼀批制造的船只：Sokeri-Juss（i 糖杰克）。
该船只⼀直在等待引擎的供给。传说⼀家芬
兰制糖公司的顾问在⼯作时跌⼊了⼀只糖
桶。后来他就在奥卢造船进⾏糖的出⼝，并
将该船起名为 Sokeri-Jussi。不幸的是，船
在⼆战期间被卖往意⼤利，在地中海融化了。

餐馆
Sokeri-Jussin�Kievari 餐馆⾃ 2001 年来就⼴
受⻝客欢迎。餐馆有两层，可容纳 150⼈。
在北极⽩昼夏⽇，迷⼈的露天露台可继续容
纳 100 ⼈。Sokeri-Jussin�Kievari 使⽤最好的
芬兰⻝材，提供当地⼩吃。该餐馆以传统芬
兰⻝物和奥卢地区特⾊⻝物闻名。

产品详情�
地点：
Sokeri-Jussin�Kievari 餐馆位于奥卢⼼脏地
区附近。从集市⼴场步⾏到 Sokeri-Jussi�⼩
酒馆⼤约五分钟。有巴⼠和⼩汽⻋停⻋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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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go餐厅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世纪。
1882年，奥卢经历了⼀场⼤⽕，胡歌.亚历
⼭⼤(Hugo� Alexander� Neuman)作为奥卢
的知名建筑设计师设计了很多经典并新颖
的作品，包括了位于Rantakatu街4号古典
式建筑。另外⼀位叫胡歌Hugo是⼀位船⻓
的⼉⼦也在奥卢出⽣。

我们的创意美⻝和幽默让你的味觉兴奋！
这是您和亲朋好友亲眼⽬睹⼤厨如何烹饪
的绝佳机会！⼀次最多接待8位贵宾，我们
将根据的要求设计菜单和体验，或者给你
⼀个惊喜！该体验需要提前预约。

特⾊体验：Dinner�in�the�kitchen厨房晚餐

联系⼈：Satu Hemmi
Email: satu.hemmi@ravintolahugo.fi
Tel : +358201432200
Add�Rantakatu 4, 90100 Oulu
更多关于餐厅菜单和其他信息请参考
⽹站：https://www.ravintolahugo.fi/en

Mannenkatu 2
90130 Oulu
Tel. +358 (0) 400 532 285

www.tuba.fi/en 
www.facebook.com/tubafoodlounge

myynti@ravintolakortteli.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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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容纳：⾄多 150 ⼈在⼀间房⽤晚餐
总数可容纳：250 ⼈。
服务：3-6 道菜，可服务 1-200 ⼈

Kota⼩屋是传统拉普兰式建筑，有壁
炉，可容纳30⼈。在这⾥，您可以获得难
忘的聚会、午餐或晚餐、在壁炉边享受真挚
的氛围。对 10-30 ⼈团队，Vihiluoto�Kota
需提前预定。

特⾊菜单：
⽩⻥刺⾝
特⾊⾯包配帝王蟹慕斯
⼟⾖饼配烟熏⿅⾁
沙拉
篝⽕烤三⽂⻥配奶油酱
慢⽕烤⽜排配蘑菇酱
时蔬
云莓点⼼
咖啡/茶
4

价格：10⼈起订，价格�54欧/⼈
包厢费：150欧

套餐：23欧/⼈，3道式晚餐45欧/⼈

Virta� bistro是Hotel� Lasaretti的⾼档
西餐厅，位于奥卢河和Ainolan公园附近。
菜单根据季节采⽤当地最好的⻝材，针对
团队也可提供订制菜单。

开放时间：
早餐：周⼀⾄周五，6:30-9:30；周六7:30-
10:00

夏季阳台：6-8⽉开放

午餐：10:30-13:30
咖啡厅：8:00-22:00点

早餐：精选当地的有机⻝品

披萨14欧/份�起;�汉堡7,5欧/份�起
参考价€ 



语⾔：英语
可容纳：
150 ⼈，夏季露台可继续容纳 100 ⼈
服务：
单点、团体和⼉童特⾊菜单、奥卢菜单

价格�€
三道式�43.5欧/⼈

联系⽅式�

公司特⾊�
令⼈惊叹的海景和新鲜的本地⻝物。

产品详情�
成⽴时间：2014 年
语⾔：英语
接待能⼒：室内 280，室外 200 ⼈
服务：午餐、晚餐，点餐，婚礼和排队，会
议和活动，桑拿和按摩浴缸

酒店
Hotel

Oulu 奥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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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kisaarentie 2, 90100 OULU
Tel. +358 (0) 44 762 0996
Tel. +358 (0) 44 837 6628
sokerijussi@sokerijussi.fi
www.sokerijussi.fi/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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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Nallikari餐厅
Nallikari 餐厅全年开放，在海滩上提供

⼀个舒适的⽤餐和享受⽣活之地。
Meri和�Bistro在我们餐厅提供两种

不同的⻛格。Mari拥有令⼈惊叹的海景⽽
Bistro 则更加休闲⼀些。我们提供斯堪的纳
维亚⻛格菜肴产品。夏季你可以在我们的平
台享受海滩并在我们的酒吧喝⼀杯啤酒或者
咖啡。

会议室可以接待10-200⼈。两个会议
室配有桑拿，所以你可以轻松把商务、休闲
和美⻝结合起来。我们有现代化的会议设备、
屏幕、扬声器和 100 兆免费互联⽹。在夏季
我们可以安排更⼤的活动，利⽤院⼦作为额
外的空间。到⽬前为⽌，我们接待的最⼤会
议室 2000 ⼈。

我们有两个现代化的桑拿和⼀个室外按
摩浴缸。较⼩的桑拿可以容纳20⼈，较⼤
的则为40⼈。你可以直接从桑拿直接跳进
位于屋顶的按摩浴缸，享受独⼀⽆⼆的海景。

联系⽅式�
Lapland Hotels Oulu
Kirkkokatu 3�90100 Oulu
Tel.+ 358 (0)8 8811110
oulu@laplandhotels.com

产品详情�
住宿：39 间房、所有房间于 2014/2015 翻新
设备：免费Wifi、电视、⽔壶、付费使⽤
迷你吧、吹⻛机、私⼈卫浴和淋浴、部分房
间有阳台、熨⽃和熨板
温泉和健⾝房：2 个桑拿
餐馆：西班⽛餐馆 El�Sabo（r 周⼀ - 周六，
17.00�‒�22.00）（若有需要可安排周⽇），
异域⻛情Kota餐馆Vihiluot（o按要求营业）
会议服务：会议现代设施
交通：可安排机场接送，请提前联系前台

联系⽅式�
Finlandia Hotel Airport Oulu
Vihiluoto 10
90440 Kempele
Tel. +358 (0) 8 5145 100
sales@airporthotel.fi
www.airporthotel. fi
www.facebook.com/airporthoteloulu

17. 艾瑞娜斯科酒店
Original Sokos Hotel Arina

艾瑞娜斯科酒店位于奥卢市中⼼，是⼀
家有格调有活⼒的酒店。位于城市两⼤地标
性建筑中间给酒店带来了不少好处，⼀边是
Rotuaari步⾏街，街上有著名的集合地点
Pallo；另⼀边是全新的购物中⼼ Valkea。

这座七层的酒店有260间舒适房间，
包含3间套房和配备私⼈桑拿和按摩浴缸的
房间。有免费使⽤的健⾝房，和供⼉童使⽤
的游乐房，在⼤堂有⼀家⼩商店售卖当地商
品和零⻝。

Original�Sokos�酒店 Arina 在 Valkea 购
物中⼼四楼有新建的时尚现代会议设备。会
议区域可容纳 6-200 ⼈。

KOTA餐厅特⾊菜单：
⽩⻥刺⾝
特⾊⾯包配帝王蟹慕斯
⼟⾖饼配烟熏⿅⾁
沙拉
篝⽕烤三⽂⻥配奶油酱
慢⽕烤⽜排配蘑菇酱
时蔬
云莓点⼼
咖啡/茶
4

价格：10⼈起订，价格�54欧/⼈
包厢费：150欧

特⾊：海边⾃助，海景，桑拿，室外按摩浴缸

14. Oula Kitchen & Bar
Oula是拉普兰酒店� Lapland� Hotel�

Oulu� 的⾼档西餐厅，所有⻝材都源于当地
特别是来⾃拉普兰的驯⿅⾁、⻥、蘑菇和浆
果。餐厅和酒吧使⽤了拉普兰的传统⻛格：
壁炉、⿅⻆、⿅⽪随处可⻅，让您的⾝⼼放
松。所有的餐具都是和拉普兰本⼟知名品

联系⽅式�

13. Restaurant Maikkulan
 Kartano

我们所有的⻝材都来⾃当地，⽐如⽺
⾁。我们的私厨每年都会更新三次菜单，
10⼈以上还可以安排⾃助Buffet。对于旅游
团和商务团队，我们有3种不同的传统芬兰
桑拿和10间客房，请联系我们订制属于您
的⾏程!

庄园最⼤的餐桌可以容纳110同时⽤
餐，也可以轻松提供约95⼈的⾃助餐。设有
⾳响系统，可以收听演讲和⾳乐，⼤钢琴厅
(Flyygelisali)中的钢琴也供客⼾使⽤，晚餐
时美妙的背景⾳乐可营造⾼雅的氛围！⼤
⾕仓厅(Liiteri)可容纳220⼈的⼤型聚会，另
外也有多个可容纳40多⼈的⽊屋。

我们距离奥卢市中⼼15分钟⻋程。迈
库拉庄园(Maikkula� Kartano)这个名字就
能让⼈回到奥卢旧时的美好时光，当你站
在庄园的院⼦⾥时，⼀切彷佛恍若隔世，美
丽的景致还是与19世纪时保持相同� ，即使
经过⼏次翻修，也采⽤了传统⽅法修复，主
楼和湖岸边的庄园建筑于1860年最终定
型。

联系⽅式�
Maikkulanrinne 21,90240 Oulu
maikkula@maikkulankartano.fi
Tel. +358 (0) 44 740 3550
maikkulankartano.fi

价格�€

Restaurant Nallikari
Katja Piippo
Nallikarinranta 15, 90510 Oulu
myynti@ravintolanallikari.fi
www.ravintolanallikari.fi

例汤�9,50欧/⼈
例汤�&�沙拉⾃助�15,50�欧/⼈
午餐⾃助�21�欧/⼈
三道式菜单�44�欧/⼈�起

价格�€
3道式�51欧/⼈�起

16. 芬兰奥卢机场酒店
Finlandia Hotel Airport Oulu

眼福。酒店旁边是波的尼亚海，距离奥卢机
场仅3公⾥，⼜离繁华的市中⼼只有10分钟
的距离。根据客⼈需求，可以排各种活动⽐
如冬季雪鞋⾏⾛、冰上钓⻥,夏季的⽪划艇、
观⻦等。

这家舒适的酒店环抱在⼤⾃然美景
中，紧邻波的尼亚海。全年周围可参加许多
戶外活动。酒店提供所有游客需要的：舒适
的过夜条件、⼤⾃然、美味的⻝物和服务。
上佳的地理位置靠近奥卢机场，⽅便让⻓
途⻜⾏的游客睡个好觉。�

芬兰奥卢机场酒店是商务游客的绝佳�
选择。酒店⾮常适合会议组织者，因为我们
提供会议、过夜、晚餐等⾼效服务。⼀切都
在“⼀个屋檐下”完成为不同活动提供了许
多可能性，我们也接待主题派对。

牌�Anu�Pentik�匠⼼打造。
我们的主厨� Janne� Nevalainen� 精⼼

研发了�5�道式的惊喜菜单�Surprise�Menu�
还有拉普兰主题菜单� Oula� Menu� 和� Fell�
Menu�,你的味蕾都将为之迷倒。

参考价格：51欧�/⼈，套餐

15. Lasaretti酒店 

房价包括免费停⻋，⽆线WIFI和早餐。
房间宽敞，设施⻬全，我们还设有桑拿浴
室，健⾝室和⾼品质的餐厅。您可以租⼀辆
⾃⾏⻋在美丽的奥卢(Oulu)骑⼀圈！

Nordic� Art� Hotel� Lasaretti共有49间
客房，于2019年进⾏了翻新。Lasaretti的客
房可俯瞰Oulujoki河和建于1849年的前县
医院历史建筑的庭院。

酒店本⾝于1920年代建成，房间中延
续着芬兰北部的艺术⻛格，营造出强烈的
视觉和特⾊氛围。多种房型从单⼈间到家
庭间和套房，均为禁烟房。

我们的菜单中精选了当地的⻝材，早
餐包括许多有机产品和许多纯芬兰产品，
例如浆果和私房⾯包。北欧艺术酒店

参考价€ 
110€/房/晚�起

联系⽅式�
Hotel Lasaretti
Kasarmintie 13b, 90130 Oulu
Tel. +358 (0) 20 757 4700 (Reception)
Tel. +358 (0) 20 757 4701 (Sales)
Fax +358 (0) 20 757 4702
lasaretti@lasaretti.com 
www.lasaretti.com

Lasaretti毗邻市中⼼，但⾃然环境环绕我
们：Oulujoki河和带⼩溪的公园区。毗邻
Tietomaa科技馆和奥卢艺术博物馆(Oulu�
Museum�of�Art)等热⻔景点。访客可以沿着
⼩径和公园中的⽩⾊⽊桥到达Hupisaari
岛，露天夏季剧院，北博滕区博物馆和奥卢
市场⼴场，该市场也是市集⼤厅的所在地
剧院和图书馆。

若您希望酒店环绕在美丽的⼤⾃然
中，奥卢机场酒店是你的理想选择。酒店位
于当地热⻔的观⻦区，可登上观⻦塔⼀饱

奥卢机场酒店是您启程探险或回程过
夜的理想选择。�



语⾔：英语
可容纳：
150 ⼈，夏季露台可继续容纳 100 ⼈
服务：
单点、团体和⼉童特⾊菜单、奥卢菜单

价格�€
三道式�43.5欧/⼈

联系⽅式�

公司特⾊�
令⼈惊叹的海景和新鲜的本地⻝物。

产品详情�
成⽴时间：2014 年
语⾔：英语
接待能⼒：室内 280，室外 200 ⼈
服务：午餐、晚餐，点餐，婚礼和排队，会
议和活动，桑拿和按摩浴缸

酒店
Hotel

Oulu 奥卢

011

Oulu 奥卢

012

Pikisaarentie 2, 90100 OULU
Tel. +358 (0) 44 762 0996
Tel. +358 (0) 44 837 6628
sokerijussi@sokerijussi.fi
www.sokerijussi.fi/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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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Nallikari餐厅
Nallikari 餐厅全年开放，在海滩上提供

⼀个舒适的⽤餐和享受⽣活之地。
Meri和�Bistro在我们餐厅提供两种

不同的⻛格。Mari拥有令⼈惊叹的海景⽽
Bistro 则更加休闲⼀些。我们提供斯堪的纳
维亚⻛格菜肴产品。夏季你可以在我们的平
台享受海滩并在我们的酒吧喝⼀杯啤酒或者
咖啡。

会议室可以接待10-200⼈。两个会议
室配有桑拿，所以你可以轻松把商务、休闲
和美⻝结合起来。我们有现代化的会议设备、
屏幕、扬声器和 100 兆免费互联⽹。在夏季
我们可以安排更⼤的活动，利⽤院⼦作为额
外的空间。到⽬前为⽌，我们接待的最⼤会
议室 2000 ⼈。

我们有两个现代化的桑拿和⼀个室外按
摩浴缸。较⼩的桑拿可以容纳20⼈，较⼤
的则为40⼈。你可以直接从桑拿直接跳进
位于屋顶的按摩浴缸，享受独⼀⽆⼆的海景。

联系⽅式�
Lapland Hotels Oulu
Kirkkokatu 3�90100 Oulu
Tel.+ 358 (0)8 8811110
oulu@laplandhotels.com

产品详情�
住宿：39 间房、所有房间于 2014/2015 翻新
设备：免费Wifi、电视、⽔壶、付费使⽤
迷你吧、吹⻛机、私⼈卫浴和淋浴、部分房
间有阳台、熨⽃和熨板
温泉和健⾝房：2 个桑拿
餐馆：西班⽛餐馆 El�Sabo（r 周⼀ - 周六，
17.00�‒�22.00）（若有需要可安排周⽇），
异域⻛情Kota餐馆Vihiluot（o按要求营业）
会议服务：会议现代设施
交通：可安排机场接送，请提前联系前台

联系⽅式�
Finlandia Hotel Airport Oulu
Vihiluoto 10
90440 Kempele
Tel. +358 (0) 8 5145 100
sales@airporthotel.fi
www.airporthotel. fi
www.facebook.com/airporthoteloulu

17. 艾瑞娜斯科酒店
Original Sokos Hotel Arina

艾瑞娜斯科酒店位于奥卢市中⼼，是⼀
家有格调有活⼒的酒店。位于城市两⼤地标
性建筑中间给酒店带来了不少好处，⼀边是
Rotuaari步⾏街，街上有著名的集合地点
Pallo；另⼀边是全新的购物中⼼ Valkea。

这座七层的酒店有260间舒适房间，
包含3间套房和配备私⼈桑拿和按摩浴缸的
房间。有免费使⽤的健⾝房，和供⼉童使⽤
的游乐房，在⼤堂有⼀家⼩商店售卖当地商
品和零⻝。

Original�Sokos�酒店 Arina 在 Valkea 购
物中⼼四楼有新建的时尚现代会议设备。会
议区域可容纳 6-200 ⼈。

KOTA餐厅特⾊菜单：
⽩⻥刺⾝
特⾊⾯包配帝王蟹慕斯
⼟⾖饼配烟熏⿅⾁
沙拉
篝⽕烤三⽂⻥配奶油酱
慢⽕烤⽜排配蘑菇酱
时蔬
云莓点⼼
咖啡/茶
4

价格：10⼈起订，价格�54欧/⼈
包厢费：150欧

特⾊：海边⾃助，海景，桑拿，室外按摩浴缸

14. Oula Kitchen & Bar
Oula是拉普兰酒店� Lapland� Hotel�

Oulu� 的⾼档西餐厅，所有⻝材都源于当地
特别是来⾃拉普兰的驯⿅⾁、⻥、蘑菇和浆
果。餐厅和酒吧使⽤了拉普兰的传统⻛格：
壁炉、⿅⻆、⿅⽪随处可⻅，让您的⾝⼼放
松。所有的餐具都是和拉普兰本⼟知名品

联系⽅式�

13. Restaurant Maikkulan
 Kartano

我们所有的⻝材都来⾃当地，⽐如⽺
⾁。我们的私厨每年都会更新三次菜单，
10⼈以上还可以安排⾃助Buffet。对于旅游
团和商务团队，我们有3种不同的传统芬兰
桑拿和10间客房，请联系我们订制属于您
的⾏程!

庄园最⼤的餐桌可以容纳110同时⽤
餐，也可以轻松提供约95⼈的⾃助餐。设有
⾳响系统，可以收听演讲和⾳乐，⼤钢琴厅
(Flyygelisali)中的钢琴也供客⼾使⽤，晚餐
时美妙的背景⾳乐可营造⾼雅的氛围！⼤
⾕仓厅(Liiteri)可容纳220⼈的⼤型聚会，另
外也有多个可容纳40多⼈的⽊屋。

我们距离奥卢市中⼼15分钟⻋程。迈
库拉庄园(Maikkula� Kartano)这个名字就
能让⼈回到奥卢旧时的美好时光，当你站
在庄园的院⼦⾥时，⼀切彷佛恍若隔世，美
丽的景致还是与19世纪时保持相同� ，即使
经过⼏次翻修，也采⽤了传统⽅法修复，主
楼和湖岸边的庄园建筑于1860年最终定
型。

联系⽅式�
Maikkulanrinne 21,90240 Oulu
maikkula@maikkulankartano.fi
Tel. +358 (0) 44 740 3550
maikkulankartano.fi

价格�€

Restaurant Nallikari
Katja Piippo
Nallikarinranta 15, 90510 Oulu
myynti@ravintolanallikari.fi
www.ravintolanallikari.fi

例汤�9,50欧/⼈
例汤�&�沙拉⾃助�15,50�欧/⼈
午餐⾃助�21�欧/⼈
三道式菜单�44�欧/⼈�起

价格�€
3道式�51欧/⼈�起

16. 芬兰奥卢机场酒店
Finlandia Hotel Airport Oulu

眼福。酒店旁边是波的尼亚海，距离奥卢机
场仅3公⾥，⼜离繁华的市中⼼只有10分钟
的距离。根据客⼈需求，可以排各种活动⽐
如冬季雪鞋⾏⾛、冰上钓⻥,夏季的⽪划艇、
观⻦等。

这家舒适的酒店环抱在⼤⾃然美景
中，紧邻波的尼亚海。全年周围可参加许多
戶外活动。酒店提供所有游客需要的：舒适
的过夜条件、⼤⾃然、美味的⻝物和服务。
上佳的地理位置靠近奥卢机场，⽅便让⻓
途⻜⾏的游客睡个好觉。�

芬兰奥卢机场酒店是商务游客的绝佳�
选择。酒店⾮常适合会议组织者，因为我们
提供会议、过夜、晚餐等⾼效服务。⼀切都
在“⼀个屋檐下”完成为不同活动提供了许
多可能性，我们也接待主题派对。

牌�Anu�Pentik�匠⼼打造。
我们的主厨� Janne� Nevalainen� 精⼼

研发了�5�道式的惊喜菜单�Surprise�Menu�
还有拉普兰主题菜单� Oula� Menu� 和� Fell�
Menu�,你的味蕾都将为之迷倒。

参考价格：51欧�/⼈，套餐

15. Lasaretti酒店 

房价包括免费停⻋，⽆线WIFI和早餐。
房间宽敞，设施⻬全，我们还设有桑拿浴
室，健⾝室和⾼品质的餐厅。您可以租⼀辆
⾃⾏⻋在美丽的奥卢(Oulu)骑⼀圈！

Nordic� Art� Hotel� Lasaretti共有49间
客房，于2019年进⾏了翻新。Lasaretti的客
房可俯瞰Oulujoki河和建于1849年的前县
医院历史建筑的庭院。

酒店本⾝于1920年代建成，房间中延
续着芬兰北部的艺术⻛格，营造出强烈的
视觉和特⾊氛围。多种房型从单⼈间到家
庭间和套房，均为禁烟房。

我们的菜单中精选了当地的⻝材，早
餐包括许多有机产品和许多纯芬兰产品，
例如浆果和私房⾯包。北欧艺术酒店

参考价€ 
110€/房/晚�起

联系⽅式�
Hotel Lasaretti
Kasarmintie 13b, 90130 Oulu
Tel. +358 (0) 20 757 4700 (Reception)
Tel. +358 (0) 20 757 4701 (Sales)
Fax +358 (0) 20 757 4702
lasaretti@lasaretti.com 
www.lasaretti.com

Lasaretti毗邻市中⼼，但⾃然环境环绕我
们：Oulujoki河和带⼩溪的公园区。毗邻
Tietomaa科技馆和奥卢艺术博物馆(Oulu�
Museum�of�Art)等热⻔景点。访客可以沿着
⼩径和公园中的⽩⾊⽊桥到达Hupisaari
岛，露天夏季剧院，北博滕区博物馆和奥卢
市场⼴场，该市场也是市集⼤厅的所在地
剧院和图书馆。

若您希望酒店环绕在美丽的⼤⾃然
中，奥卢机场酒店是你的理想选择。酒店位
于当地热⻔的观⻦区，可登上观⻦塔⼀饱

奥卢机场酒店是您启程探险或回程过
夜的理想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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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Nallikari Holiday Village 

这⾥距奥卢中⼼约⻋程4公⾥。距奥
卢集市仅 3公⾥不到，可以步⾏或骑⾃⾏⻋
沿着⻛景秀丽的桥和Oulujoki三⻆洲的岛
屿过去。旁边也有驶往市中⼼的巴⼠。

当您需要宁静放松的环境，以及在⼤⾃
然中⼼⾼质量的住宿，N� allikari�Holiday�
Village�及其周围环境是您的理想选择。

Nallikari 有 16 座⻩⾊的 Pooki 度假别
墅，都配备便利设施，全年开放。这⾥禁烟，
但是欢迎携带宠物。每个度假别墅包含⼩厨
房、供 5⼈过夜的床。在⼤度假别墅⾥还有
独⽴卧室。

每个过夜住客可免费使⽤公共桑拿和
区域内的烧烤房。服务楼⾥的洗⾐房也可以
付费使⽤。

⼩度假别墅
⼩度假别墅包含 2张在起居室的床、⼩厨房
以及阁楼⾥的⼀张床和 2张床垫。

⼤度假别墅
⼤度假别墅包含有 2张床的独⽴卧室。休息
区有⼀张沙发，阁楼⾥有⼀张床和2张床垫。

详情�
住宿可容纳：16 间别墅
住宿设备：淋浴、卫浴、⼩厨房（碗碟、炊
具、电炉、微波炉烤箱、冰箱和咖啡机）和
电视、每间度假别墅都有含插座的独⽴停⻋
位。床品和退房前清扫包含在价格内
服务：桑拿、会议室、咖啡吧、烧烤
注意：所有房间禁烟，允许携带宠物
季节：全年，可在 www.nallikari.fi 找到前
台营业时间

Nallikari的旗舰房
Poiju 地区，于 2016 年夏天竣⼯。这

⾥有24间现代别墅全年开放，多数别墅适
合4+2⼈居住。每间别墅都有⼀间⼤起居室、
厨房和休息室、独⽴桑拿、2间卧室、壁炉
和⼤露台。别墅中有⼀部分是半独⽴房屋，
两栋可以调整为居住 12 ⼈的房屋。

别墅中最⼤的 Villa�Kippari 适合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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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详情�
成⽴：2003 年
语⾔：英语

x

注意：提供 5间残疾⼈⼠客房
⼉童特殊服务：⼉童游乐房
停⻋位：停⻋库额外收费
机场：奥卢机场 15 公⾥
交通：可要求安排机场接送

价格€

来信咨询

联系⽅式�
Original Sokos Hotel Arina
Pakkahuoneenkatu 16
90100 Oulu
Tel. +358 (0) 8 3123 111
www.sokoshotels. fi
Sales Office:
Tel. +358 (0) 8 3123 255
sales.oulu@sokoshotels.fi

18. 奥卢斯堪迪克酒店
Scandic Oulu City

奥卢斯堪迪克酒店位于市中⼼，靠近
各种景点。酒店内部装修是新的北欧⻛格。
现代、⾼质量的房间由环保材料装修，同时
保证舒适度。同⼀幢楼有 170 个停⻋位。

休闲时刻
我们注意到若您没有⾜够的时间，锻炼需要
⾮常⾼效。因此我们为客⼈提供⾃⾏⻋和北
欧越野⾏⾛杖。酒店前台提供附近慢跑跑道
的地图，您还可以使⽤酒店的健⾝房和桑拿。

商务和会议
酒店有10间现代化的会议室，可容纳10-
160⼈，适合举办会议或宴会。所有会议
室都有⽆线宽带连接且不收费。酒店旁的
Finnkino剧院同样拥有最新的会议技术，
是举办 409 ⼈以下的会议的理想场所。

餐馆
Scandic�Oulu 的 Torilla 餐馆提供特殊烤
制⻝物，也保留了Scandic的传统。周中
11-14 点，Torilla 餐馆提供受欢迎的午餐，
晚间和周末，酒店客⼈和当地居⺠都能在此
感受绝佳氛围。

产品详情�
成⽴：2007 年
语⾔：英语
住宿：214 间环保房间：标准、⾼级、顶级
和标准套房
设备：淋浴、卫星频道电视、⽆线上⽹连接。
此外，私⼈空调、保险箱、熨⽃和熨⾐板、
吹⻛机和标准规格迷你吧。对年纪更⼩的房
客，我们提供加床和婴⼉床
会议设施：
10 间现代会议室，可容纳 10-160 ⼈
交通：当地巴⼠可机场与城市站点接送，巴
⼠⻋站紧邻酒店

价格€

来信咨询

 

联系⽅式�
Scandic Oulu City
Saaristonkatu 4
90100 Oulu
Tel. +358 (0) 8 543 1000
oulucity@scandichotels.com
www.scandichotels.com/oulu

19. De Gamlas Hem Hotel & 
Restaurant

这是奥卢市的⼀栋历史保护建筑。早
在20世纪初的1906年，当时曾为贵族阶级
的⼥⼠们提供餐饮服务。随着时代的变迁，
⼆战期间曾作为瑞典⻜⾏员的栖息之地。
到今⽇我们依然能够欣赏着做有着
Nouveau艺术⻛格的⽊制建筑。壁炉上闪
亮的瓷砖和厚厚的原⽊墙壁会营造出特别
的氛围。酒店有17间客房,1间餐厅。

 

联系⽅式�
Kirkkokatu 54, 90120 Oulu, Finland
Tel. +358 75 325 7605
sales@degamlashotel.fi
degamlashotel.fi/en/home/

20. Best Western Hotel Apollo 
阿波罗酒店

酒店位于奥卢市区中⼼，70间客房，所
有标间⾃带私⼈桑拿，部分房间带浴缸。我
们提供北欧⾃助式早餐，59个免费电视屏
道、免费WIFI、商务中⼼、公共桑拿。

产品详情�

·�40"⼨电视

·�14m2�⾯积

标准间Standard
·�16-25m2�⾯积

经济间�Economy

·�32"⼨电视
·免费Wi-Fi�

·�免费Wi-Fi�

·�22-�32"�⼨电视
·�免费Wi-Fi

·�⾃带桑拿

单⼈阁楼间Attic
·�8-10,5m2�⾯积

 

联系⽅式�
Best Western Hotel Apollo

Asemakatu 31-33, 90100 Oulu

Tel. +358 (0)8 522 11

Fax. 358 (0)8-372 060

hotel@hotelapollo.fi

www.hotelapollo.fi

21.Peuhu 庄园
佩湖庄园(Peuhu� Kartano)靠近机场，

独享⼀望⽆际的海景，主楼幽静别致，是奥
卢最受欢迎的聚会和活动场所之⼀。整个
庄园被⼤⾃然所环绕，可以充分享受舒缓
梦幻时光。

佩湖庄园还可以根据客⼾的需求设计
各种活动套餐，如夏季划独⽊⾈、宽胎⾃⾏
⻋之旅，或在冬季体验冰钓和雪地摩托等，
是旅游或商务公司进⾏体验或拓展训练的
理想场所。

尤其是在夏季，这⾥总是⼈声⿍沸，院
⼦⾥可以搭起⼀个容纳450⼈的帐篷。主楼
设有多功能设施，可容纳约160位客⼈，附
属建筑可容纳约40位客⼈，还设有⼀个烧
烤⼩屋和⼀个舒适的海滩桑拿室。

联系⽅式�
Peuhuntie 194, 90460 Oulunsalo
Tel. +35840 4858 750
info@peuhu.net
peuhu.fi

22.Place to Sleep 快捷酒店
酒店始终位于Liminka�利明卡，距离奥

卢半⼩时⻋程，酒店装修融⼊了当地绿⾊
⻛情，绿意盎然充满着勃勃⽣机，彷佛置⾝
于⼤⾃然中，让⼈⾮常放松，价格也⾮常合
理，提供可容纳1-5⼈的各种房型，私⼈浴
室，冰箱和微波炉。

值得⼀提的是，睡眠之地酒店就坐落

 

联系⽅式�
Liminganraitti 10 A, 91900 Liminka
Tel. +358 985667608
www.placetosleep.com

在莱克斯⼤楼(Lakeustalo)，这⾥已成为利
明卡的脉动中⼼，⾮常便捷。这是⼀栋现代
化的多功能建筑，为整个利⺠卡提供服务，
除了市政办公室外，这栋房⼦还设有咖啡
厅，健⾝房，团体运动设施。

住宿：总共260间房间、其中30间⾼级房、
3间套房。2020年秋季将会重新装修并开
放跟奥卢历史和⽂化相关的主题房：Tar�
焦油主题房、Sa lmon三⽂⻥主题房、
Summer�夏季主题房。

会议设施：Valkea购物中⼼四楼有新的时
尚现代会议设施，会议区域可容纳6-200⼈
餐馆和咖啡吧：Amarillo餐馆、Frans�&�Camille酒
吧、Grill-It!餐馆、Sport� it!,�Coffee�House,Makia⾃
助餐厅、Rosso餐馆（在Valkea）

设备：所有房间配备镶花地板、保险箱、熨
烫设备和空调。根据房型有不同其他设备。
烫设备和空调。根据房型有不同其他设备。
10-12⼈租借，酒店住客可免费使⽤健⾝房

我们在市区还有⼀家连锁酒店Scandic�Oulu�Station�

您可享受⼾外休闲的壮美景⾊，以及

Nallikari� Holiday� Village的多样活动。包括
Hietasaari历史悠久的别墅环境、各种各样
的室内外活动、对婴⼉和⽼年⼈都适⽤的娱
乐设施。这⾥有芬兰最⼤的夏季剧院，也有
家庭游必去的游乐场Vauhtipuisto。在
Nallikari�Holiday�Village，您可享受温泉、餐
馆和咖啡吧。Nallikari� Holiday� Village为所
有提供可玩的服务！

Po o k i度假别墅和新开的⾼质量
Poiju别墅位于度假村区域。这⾥最靠近著
名的Nallikari海滩，是最佳地理位置!

全年开放的Masto别墅和Messi夏季别
墅位于营地区域。全年可⽤的营地房⻋设
备和夏季可⽤的帐篷区附近的设备都对住
宿是很好的补充。

Nallikari� Holiday� Village位于奥卢市
中⼼附近，紧邻美丽的Nallikari海滩，全年
提供住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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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Nallikari Holiday Village 

这⾥距奥卢中⼼约⻋程4公⾥。距奥
卢集市仅 3公⾥不到，可以步⾏或骑⾃⾏⻋
沿着⻛景秀丽的桥和Oulujoki三⻆洲的岛
屿过去。旁边也有驶往市中⼼的巴⼠。

当您需要宁静放松的环境，以及在⼤⾃
然中⼼⾼质量的住宿，N� allikari�Holiday�
Village�及其周围环境是您的理想选择。

Nallikari 有 16 座⻩⾊的 Pooki 度假别
墅，都配备便利设施，全年开放。这⾥禁烟，
但是欢迎携带宠物。每个度假别墅包含⼩厨
房、供 5⼈过夜的床。在⼤度假别墅⾥还有
独⽴卧室。

每个过夜住客可免费使⽤公共桑拿和
区域内的烧烤房。服务楼⾥的洗⾐房也可以
付费使⽤。

⼩度假别墅
⼩度假别墅包含 2张在起居室的床、⼩厨房
以及阁楼⾥的⼀张床和 2张床垫。

⼤度假别墅
⼤度假别墅包含有 2张床的独⽴卧室。休息
区有⼀张沙发，阁楼⾥有⼀张床和2张床垫。

详情�
住宿可容纳：16 间别墅
住宿设备：淋浴、卫浴、⼩厨房（碗碟、炊
具、电炉、微波炉烤箱、冰箱和咖啡机）和
电视、每间度假别墅都有含插座的独⽴停⻋
位。床品和退房前清扫包含在价格内
服务：桑拿、会议室、咖啡吧、烧烤
注意：所有房间禁烟，允许携带宠物
季节：全年，可在 www.nallikari.fi 找到前
台营业时间

Nallikari的旗舰房
Poiju 地区，于 2016 年夏天竣⼯。这

⾥有24间现代别墅全年开放，多数别墅适
合4+2⼈居住。每间别墅都有⼀间⼤起居室、
厨房和休息室、独⽴桑拿、2间卧室、壁炉
和⼤露台。别墅中有⼀部分是半独⽴房屋，
两栋可以调整为居住 12 ⼈的房屋。

别墅中最⼤的 Villa�Kippari 适合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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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详情�
成⽴：2003 年
语⾔：英语

x

注意：提供 5间残疾⼈⼠客房
⼉童特殊服务：⼉童游乐房
停⻋位：停⻋库额外收费
机场：奥卢机场 15 公⾥
交通：可要求安排机场接送

价格€

来信咨询

联系⽅式�
Original Sokos Hotel Arina
Pakkahuoneenkatu 16
90100 Oulu
Tel. +358 (0) 8 3123 111
www.sokoshotels. fi
Sales Office:
Tel. +358 (0) 8 3123 255
sales.oulu@sokoshotels.fi

18. 奥卢斯堪迪克酒店
Scandic Oulu City

奥卢斯堪迪克酒店位于市中⼼，靠近
各种景点。酒店内部装修是新的北欧⻛格。
现代、⾼质量的房间由环保材料装修，同时
保证舒适度。同⼀幢楼有 170 个停⻋位。

休闲时刻
我们注意到若您没有⾜够的时间，锻炼需要
⾮常⾼效。因此我们为客⼈提供⾃⾏⻋和北
欧越野⾏⾛杖。酒店前台提供附近慢跑跑道
的地图，您还可以使⽤酒店的健⾝房和桑拿。

商务和会议
酒店有10间现代化的会议室，可容纳10-
160⼈，适合举办会议或宴会。所有会议
室都有⽆线宽带连接且不收费。酒店旁的
Finnkino剧院同样拥有最新的会议技术，
是举办 409 ⼈以下的会议的理想场所。

餐馆
Scandic�Oulu 的 Torilla 餐馆提供特殊烤
制⻝物，也保留了Scandic的传统。周中
11-14 点，Torilla 餐馆提供受欢迎的午餐，
晚间和周末，酒店客⼈和当地居⺠都能在此
感受绝佳氛围。

产品详情�
成⽴：2007 年
语⾔：英语
住宿：214 间环保房间：标准、⾼级、顶级
和标准套房
设备：淋浴、卫星频道电视、⽆线上⽹连接。
此外，私⼈空调、保险箱、熨⽃和熨⾐板、
吹⻛机和标准规格迷你吧。对年纪更⼩的房
客，我们提供加床和婴⼉床
会议设施：
10 间现代会议室，可容纳 10-160 ⼈
交通：当地巴⼠可机场与城市站点接送，巴
⼠⻋站紧邻酒店

价格€

来信咨询

 

联系⽅式�
Scandic Oulu City
Saaristonkatu 4
90100 Oulu
Tel. +358 (0) 8 543 1000
oulucity@scandichotels.com
www.scandichotels.com/oulu

19. De Gamlas Hem Hotel & 
Restaurant

这是奥卢市的⼀栋历史保护建筑。早
在20世纪初的1906年，当时曾为贵族阶级
的⼥⼠们提供餐饮服务。随着时代的变迁，
⼆战期间曾作为瑞典⻜⾏员的栖息之地。
到今⽇我们依然能够欣赏着做有着
Nouveau艺术⻛格的⽊制建筑。壁炉上闪
亮的瓷砖和厚厚的原⽊墙壁会营造出特别
的氛围。酒店有17间客房,1间餐厅。

 

联系⽅式�
Kirkkokatu 54, 90120 Oulu, Finland
Tel. +358 75 325 7605
sales@degamlashotel.fi
degamlashotel.fi/en/home/

20. Best Western Hotel Apollo 
阿波罗酒店

酒店位于奥卢市区中⼼，70间客房，所
有标间⾃带私⼈桑拿，部分房间带浴缸。我
们提供北欧⾃助式早餐，59个免费电视屏
道、免费WIFI、商务中⼼、公共桑拿。

产品详情�

·�40"⼨电视

·�14m2�⾯积

标准间Standard
·�16-25m2�⾯积

经济间�Economy

·�32"⼨电视
·免费Wi-Fi�

·�免费Wi-Fi�

·�22-�32"�⼨电视
·�免费Wi-Fi

·�⾃带桑拿

单⼈阁楼间Attic
·�8-10,5m2�⾯积

 

联系⽅式�
Best Western Hotel Apollo

Asemakatu 31-33, 90100 Oulu

Tel. +358 (0)8 522 11

Fax. 358 (0)8-372 060

hotel@hotelapollo.fi

www.hotelapollo.fi

21.Peuhu 庄园
佩湖庄园(Peuhu� Kartano)靠近机场，

独享⼀望⽆际的海景，主楼幽静别致，是奥
卢最受欢迎的聚会和活动场所之⼀。整个
庄园被⼤⾃然所环绕，可以充分享受舒缓
梦幻时光。

佩湖庄园还可以根据客⼾的需求设计
各种活动套餐，如夏季划独⽊⾈、宽胎⾃⾏
⻋之旅，或在冬季体验冰钓和雪地摩托等，
是旅游或商务公司进⾏体验或拓展训练的
理想场所。

尤其是在夏季，这⾥总是⼈声⿍沸，院
⼦⾥可以搭起⼀个容纳450⼈的帐篷。主楼
设有多功能设施，可容纳约160位客⼈，附
属建筑可容纳约40位客⼈，还设有⼀个烧
烤⼩屋和⼀个舒适的海滩桑拿室。

联系⽅式�
Peuhuntie 194, 90460 Oulunsalo
Tel. +35840 4858 750
info@peuhu.net
peuhu.fi

22.Place to Sleep 快捷酒店
酒店始终位于Liminka�利明卡，距离奥

卢半⼩时⻋程，酒店装修融⼊了当地绿⾊
⻛情，绿意盎然充满着勃勃⽣机，彷佛置⾝
于⼤⾃然中，让⼈⾮常放松，价格也⾮常合
理，提供可容纳1-5⼈的各种房型，私⼈浴
室，冰箱和微波炉。

值得⼀提的是，睡眠之地酒店就坐落

 

联系⽅式�
Liminganraitti 10 A, 91900 Liminka
Tel. +358 985667608
www.placetosleep.com

在莱克斯⼤楼(Lakeustalo)，这⾥已成为利
明卡的脉动中⼼，⾮常便捷。这是⼀栋现代
化的多功能建筑，为整个利⺠卡提供服务，
除了市政办公室外，这栋房⼦还设有咖啡
厅，健⾝房，团体运动设施。

住宿：总共260间房间、其中30间⾼级房、
3间套房。2020年秋季将会重新装修并开
放跟奥卢历史和⽂化相关的主题房：Tar�
焦油主题房、Sa lmon三⽂⻥主题房、
Summer�夏季主题房。

会议设施：Valkea购物中⼼四楼有新的时
尚现代会议设施，会议区域可容纳6-200⼈
餐馆和咖啡吧：Amarillo餐馆、Frans�&�Camille酒
吧、Grill-It!餐馆、Sport� it!,�Coffee�House,Makia⾃
助餐厅、Rosso餐馆（在Valkea）

设备：所有房间配备镶花地板、保险箱、熨
烫设备和空调。根据房型有不同其他设备。
烫设备和空调。根据房型有不同其他设备。
10-12⼈租借，酒店住客可免费使⽤健⾝房

我们在市区还有⼀家连锁酒店Scandic�Oulu�Station�

您可享受⼾外休闲的壮美景⾊，以及

Nallikari� Holiday� Village的多样活动。包括
Hietasaari历史悠久的别墅环境、各种各样
的室内外活动、对婴⼉和⽼年⼈都适⽤的娱
乐设施。这⾥有芬兰最⼤的夏季剧院，也有
家庭游必去的游乐场Vauhtipuisto。在
Nallikari�Holiday�Village，您可享受温泉、餐
馆和咖啡吧。Nallikari� Holiday� Village为所
有提供可玩的服务！

Po o k i度假别墅和新开的⾼质量
Poiju别墅位于度假村区域。这⾥最靠近著
名的Nallikari海滩，是最佳地理位置!

全年开放的Masto别墅和Messi夏季别
墅位于营地区域。全年可⽤的营地房⻋设
备和夏季可⽤的帐篷区附近的设备都对住
宿是很好的补充。

Nallikari� Holiday� Village位于奥卢市
中⼼附近，紧邻美丽的Nallikari海滩，全年
提供住宿。



⼈居住。Villa�Kippari 包含 3 间双⼈房、
⼀间宽敞的起居室、⽤餐区和桑拿。Villa�
Kippari 最靠近 Nallikari 海滩。

所有别墅都是现代化的岛屿别墅⻛格。
巨⼤的窗⼾⼏乎将⻛景带到了别墅中来！每
间别墅间距都很⼤，⽅便您在露台上享受⽇
光。新的 Poiju 别墅区于 2016 年竣⼯。

详情�
成⽴：2016 年
住宿可容纳：24 间新现代别墅

2Poiju 别墅，4+2 ⼈，54�m
22 间 Försti 别墅，4�+�2 ⼈，54�m
22 间 Seilori 别墅，4�+�2 ⼈，54�m

（Försti和�Seilori可改造成⼀间⼤公寓房）
2Kippari 别墅，6+2 ⼈，92�m

和电视。每间度假别墅都有含插座的独⽴停
⻋位。床品和退房前清扫包含在价格内

联系⽅式�
Nallikari Holiday Village 
Leiritie 10, 90510 Oulu 
Tel. +358 (0) 44 703 1353
Sales Department 
sales@nallikari. fi
www.nallikari.fi

24.奥卢拉普兰酒店
Lapland Hotel Oulu

拉普兰酒店奥卢让您有机会在城市中
⼼感受拉普兰⻛情。酒店位于奥卢中⼼，
紧邻⼤教堂和历史悠久的Ainola公园。酒
店160间套房全部精致装修，独具⻛情，
能满⾜对品质有极⾼要求的住客。我们的
设计⻛格受⾃然和拉普兰故事的影响。
Ynninkulma的派对和会议设施让您沉浸在
拉普兰的氛围中，亲⾝感受那些传奇的故事。

详情�
公司优势：独具⼀格、⼩⽽温馨的氛围、客
⼾服务品质⼀流��
服务语⾔：英语

房间 /⼩屋数量和房型：160 间，舒适双床
和⼤床、舒适双床可加床、豪华⼤床房、商
务⼤床房、豪华商务⼤床房、套房
距奥卢机场：12 公⾥

联系⽅式�
Kirkkokatu 3, 90100 Oulu
Sales Department 
Tel. +358 8 880 100
sales.oulu@laplandhotels.com
www.laplandhotels.com

25. Go Arctic!
⽬的地管理服务及相关活动

去北极！�我们公司提供奥卢地区和整
个芬兰的旅游相关服务，尤其是北极地区的
旅游专家，我们服务的地区有奥卢、拉普兰
和赫尔⾟基，⽆论您选择半天⾏程还是旅⾏
套餐，我们和诚实守信的合作伙伴都将全⼼
全意为您提供最周到的服务。在奥卢地区，
去北极公司提供丰富多彩的常年活动，我们
的夏、冬季服务节⽬包括观光旅游、⽪划艇、
漂流、冰钓、追寻极光和驯⿅雪橇等，我们
覆盖的活动区域跨越当地的三⼤河流。⽆论
您进⾏学术交流，还是举办会议，或是安排
学⽣夏令营，去北极公司保证提供最满意、
最优质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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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活动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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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想通过⼀种探索的⽅式去了解奥卢
这座城市吗？我们将分成⼏个⼩队，提供地
图、指南和锦囊让你开始属于⾃⼰的奥卢
城市探索！

我们会提供⼀些特殊任务还有提⽰，�
你会在每⼀个任务点都了解到⼀些关于奥
卢和芬兰的历史和介绍。你需要的是智慧、
速度还有解决问题的能⼒，团队策略也尤
为关键！祝你好运！

清 新 的 空 ⽓ 和 美 丽 的 景 ⾊ 环 绕
Koiteli激流，� 此次团建活动设计了很多有
趣的团队任务。你需要⼀遍开动脑经，⼀边
享受Saha岛和Koiteli激流。所有的任务都
需要团队协作完成，还需要发挥团队的创
造⼒！完成任务后，还能在我们的河边⽊屋
⾥享受咖啡和烤肠。

冬季奥林匹克⽇包含了多种冬季运动
和体验：滑雪、冰球、和很多其它的⼾外活
动。

Oulu� Safaris� 是奥卢专注于提供亲近
⾃然的体验活动公司，� 同时有着专业的向
导提供芬兰各种传统的⽂化体验。� 例如传
统的游戏、森林远⾜、芬兰家庭拜访。

奥卢城市探寻0 1

住宿设备：桑拿、卫浴、带设备厨房、壁炉

产品详情 

时⻓：�2-3⼩时
包含：设备、指南、冠军奖品和导游服务
⼈数限制：10⼈起订
额外服务：定制奖杯
保险：Go�Arctic�提供

价格：42�/人，全年

早午套餐：62欧/⼈
早餐：Tuba�Food�&�Lounge
午餐：Rauhala餐厅

参考价€ 

Koiteli 团建之路0 1

冬季奥林匹克⽇0 1

联系⽅式�
Go Arctic! 
Kirsi Eskola 
P.O. Box 16, 90901 Kiiminki 
Tel. +358 (0) 8-415 277 70 
kirsi.eskola@goarctic.fi
www.goarctic.fi/en/

0 在波罗的海北极漂浮1

产品详情 

季节：12⽉15⽇-4⽉30⽇�取决于天
⽓和冰况。
时⻓：⼤约 3⼩时（+交通）
参与⼈数：6-16 ⼈最多
可选：中⽂导游，价格请咨询。

130 € / 成⼈
价格包括所有需要的设备，我们的英⽂
导游服务，从酒店出发的交通，热果汁
和⼩点⼼。
注意：如果漂流活动⾪属于⻓期或⼤型
的项⽬中的话我们也可以接受⼈数规模
⽐较⼤的团队游客

参考价€ 

 

产品详情
时⻓：�2⼩时
开放时间：5-11⽉
包含：5项不同的团建任务，�咖啡、烤肠、
点⼼和导游服务
⼈数限制：10⼈起订
保险：Go�Arctic�提供

价格：42�/人

参考价€ 

产品详情
时⻓：�2⼩时
包含：5项不同的趣味冬季运动、奖励和
导游服务
⼈数限制：10⼈起订
保险：Go�Arctic�提供

价格：30⼈以内，40欧/⼈
30⼈以上，35欧/⼈

参考价€ 

你是否想体验极端的北极，但同时也
⾮常放松？来吧加⼊我们的⾏列，让我们在
⼤海中遨游北极。在距离奥卢市中⼼约
20公⾥的Kiviniemi港⼝的试⾐间穿上适当
的装备。乘坐雪地摩托拉的雪橇畅想冬季
被巨⼤冰原覆盖的波的尼亚湾。当你发现
四周都是⽩雪围绕的时候，那是多么壮观
的景⾊！当我们靠近Kotakari岛的时候，你
会看到冰⾯上有⼀个⼤洞等着北极漂浮者
们。你将得到所有必要的指导来享受你的
漂流和令⼈兴奋的冬季项⽬。

26. Oulu Safaris

0 1体验芬兰⼈的⽣活⽅式
（仅针对学⽣）

体验⼀整天的芬兰⼈⽣活⽅式，� 其中
包含芬兰⽂化、传统游戏、芬兰家庭美⻝。

产品详情 

140 € / ⼈�/�起
参考价€ 

套餐包含了寄宿1晚、活动、晚餐。
季节：�全年适⽤
时⻓：18-24⼩时
⼈数限制：�15-50⼈

亲近芬兰⼤⾃然，学习⾃然⽣存技能
⾃然探索之旅0 1

这次的旅⾏让您可以像芬兰⼈⼀样享
受⼤⾃然并同时学习⽣存技能。⼤⾃然对
芬兰⼈⾮常重要：清新的空⽓和近距离的
接触，了解芬兰⼈的⽣活⽅式中如何与⼤
⾃然相处。

产品详情 

29 € / ⼈�/�起
参考价€ 

季节：�全年适⽤
时⻓：2-3⼩时
⼈数限制：�10-50⼈
年龄限制：7岁以上

冰上钓⻥0 1

奥卢⽐邻波罗的海波斯尼亚湾，由于
含盐量较低冬季容易结冰。冰上钓⻥将为
您揭开芬兰冬季的⽣活⽅式，了解并学习
北极海洋知识，体验冰上钓，运⽓好的话⼀
定能有惊喜！

产品详情 

29 € / ⼈�/�起
参考价€ 

季节：�冬季适⽤
时⻓：2-3⼩时
⼈数限制：�1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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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想了解更多关于奥卢地区的信
息，我们公司的导游是最专业的，他们了解
历史、⻛俗⼈情和当下的⽣活，将带给您最
完美的旅⾏体验。我们将有⼏位中⽂导游
在奥卢地区为您的团队服务。客⼾群体⾮
常满意我们的⽬的地管理服务，这⼀切都
离不开专业的团队和优秀的合作伙伴。我
们的专业团队也将随时为您服务！



⼈居住。Villa�Kippari 包含 3 间双⼈房、
⼀间宽敞的起居室、⽤餐区和桑拿。Villa�
Kippari 最靠近 Nallikari 海滩。

所有别墅都是现代化的岛屿别墅⻛格。
巨⼤的窗⼾⼏乎将⻛景带到了别墅中来！每
间别墅间距都很⼤，⽅便您在露台上享受⽇
光。新的 Poiju 别墅区于 2016 年竣⼯。

详情�
成⽴：2016 年
住宿可容纳：24 间新现代别墅

2Poiju 别墅，4+2 ⼈，54�m
22 间 Försti 别墅，4�+�2 ⼈，54�m
22 间 Seilori 别墅，4�+�2 ⼈，54�m

（Försti和�Seilori可改造成⼀间⼤公寓房）
2Kippari 别墅，6+2 ⼈，92�m

和电视。每间度假别墅都有含插座的独⽴停
⻋位。床品和退房前清扫包含在价格内

联系⽅式�
Nallikari Holiday Village 
Leiritie 10, 90510 Oulu 
Tel. +358 (0) 44 703 1353
Sales Department 
sales@nallikari. fi
www.nallikari.fi

24.奥卢拉普兰酒店
Lapland Hotel Oulu

拉普兰酒店奥卢让您有机会在城市中
⼼感受拉普兰⻛情。酒店位于奥卢中⼼，
紧邻⼤教堂和历史悠久的Ainola公园。酒
店160间套房全部精致装修，独具⻛情，
能满⾜对品质有极⾼要求的住客。我们的
设计⻛格受⾃然和拉普兰故事的影响。
Ynninkulma的派对和会议设施让您沉浸在
拉普兰的氛围中，亲⾝感受那些传奇的故事。

详情�
公司优势：独具⼀格、⼩⽽温馨的氛围、客
⼾服务品质⼀流��
服务语⾔：英语

房间 /⼩屋数量和房型：160 间，舒适双床
和⼤床、舒适双床可加床、豪华⼤床房、商
务⼤床房、豪华商务⼤床房、套房
距奥卢机场：12 公⾥

联系⽅式�
Kirkkokatu 3, 90100 Oulu
Sales Department 
Tel. +358 8 880 100
sales.oulu@laplandhotels.com
www.laplandhotels.com

25. Go Arctic!
⽬的地管理服务及相关活动

去北极！�我们公司提供奥卢地区和整
个芬兰的旅游相关服务，尤其是北极地区的
旅游专家，我们服务的地区有奥卢、拉普兰
和赫尔⾟基，⽆论您选择半天⾏程还是旅⾏
套餐，我们和诚实守信的合作伙伴都将全⼼
全意为您提供最周到的服务。在奥卢地区，
去北极公司提供丰富多彩的常年活动，我们
的夏、冬季服务节⽬包括观光旅游、⽪划艇、
漂流、冰钓、追寻极光和驯⿅雪橇等，我们
覆盖的活动区域跨越当地的三⼤河流。⽆论
您进⾏学术交流，还是举办会议，或是安排
学⽣夏令营，去北极公司保证提供最满意、
最优质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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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想通过⼀种探索的⽅式去了解奥卢
这座城市吗？我们将分成⼏个⼩队，提供地
图、指南和锦囊让你开始属于⾃⼰的奥卢
城市探索！

我们会提供⼀些特殊任务还有提⽰，�
你会在每⼀个任务点都了解到⼀些关于奥
卢和芬兰的历史和介绍。你需要的是智慧、
速度还有解决问题的能⼒，团队策略也尤
为关键！祝你好运！

清 新 的 空 ⽓ 和 美 丽 的 景 ⾊ 环 绕
Koiteli激流，� 此次团建活动设计了很多有
趣的团队任务。你需要⼀遍开动脑经，⼀边
享受Saha岛和Koiteli激流。所有的任务都
需要团队协作完成，还需要发挥团队的创
造⼒！完成任务后，还能在我们的河边⽊屋
⾥享受咖啡和烤肠。

冬季奥林匹克⽇包含了多种冬季运动
和体验：滑雪、冰球、和很多其它的⼾外活
动。

Oulu� Safaris� 是奥卢专注于提供亲近
⾃然的体验活动公司，� 同时有着专业的向
导提供芬兰各种传统的⽂化体验。� 例如传
统的游戏、森林远⾜、芬兰家庭拜访。

奥卢城市探寻0 1

住宿设备：桑拿、卫浴、带设备厨房、壁炉

产品详情 

时⻓：�2-3⼩时
包含：设备、指南、冠军奖品和导游服务
⼈数限制：10⼈起订
额外服务：定制奖杯
保险：Go�Arctic�提供

价格：42�/人，全年

早午套餐：62欧/⼈
早餐：Tuba�Food�&�Lounge
午餐：Rauhala餐厅

参考价€ 

Koiteli 团建之路0 1

冬季奥林匹克⽇0 1

联系⽅式�
Go Arctic! 
Kirsi Eskola 
P.O. Box 16, 90901 Kiiminki 
Tel. +358 (0) 8-415 277 70 
kirsi.eskola@goarctic.fi
www.goarctic.fi/en/

0 在波罗的海北极漂浮1

产品详情 

季节：12⽉15⽇-4⽉30⽇�取决于天
⽓和冰况。
时⻓：⼤约 3⼩时（+交通）
参与⼈数：6-16 ⼈最多
可选：中⽂导游，价格请咨询。

130 € / 成⼈
价格包括所有需要的设备，我们的英⽂
导游服务，从酒店出发的交通，热果汁
和⼩点⼼。
注意：如果漂流活动⾪属于⻓期或⼤型
的项⽬中的话我们也可以接受⼈数规模
⽐较⼤的团队游客

参考价€ 

 

产品详情
时⻓：�2⼩时
开放时间：5-11⽉
包含：5项不同的团建任务，�咖啡、烤肠、
点⼼和导游服务
⼈数限制：10⼈起订
保险：Go�Arctic�提供

价格：42�/人

参考价€ 

产品详情
时⻓：�2⼩时
包含：5项不同的趣味冬季运动、奖励和
导游服务
⼈数限制：10⼈起订
保险：Go�Arctic�提供

价格：30⼈以内，40欧/⼈
30⼈以上，35欧/⼈

参考价€ 

你是否想体验极端的北极，但同时也
⾮常放松？来吧加⼊我们的⾏列，让我们在
⼤海中遨游北极。在距离奥卢市中⼼约
20公⾥的Kiviniemi港⼝的试⾐间穿上适当
的装备。乘坐雪地摩托拉的雪橇畅想冬季
被巨⼤冰原覆盖的波的尼亚湾。当你发现
四周都是⽩雪围绕的时候，那是多么壮观
的景⾊！当我们靠近Kotakari岛的时候，你
会看到冰⾯上有⼀个⼤洞等着北极漂浮者
们。你将得到所有必要的指导来享受你的
漂流和令⼈兴奋的冬季项⽬。

26. Oulu Safaris

0 1体验芬兰⼈的⽣活⽅式
（仅针对学⽣）

体验⼀整天的芬兰⼈⽣活⽅式，� 其中
包含芬兰⽂化、传统游戏、芬兰家庭美⻝。

产品详情 

140 € / ⼈�/�起
参考价€ 

套餐包含了寄宿1晚、活动、晚餐。
季节：�全年适⽤
时⻓：18-24⼩时
⼈数限制：�15-50⼈

亲近芬兰⼤⾃然，学习⾃然⽣存技能
⾃然探索之旅0 1

这次的旅⾏让您可以像芬兰⼈⼀样享
受⼤⾃然并同时学习⽣存技能。⼤⾃然对
芬兰⼈⾮常重要：清新的空⽓和近距离的
接触，了解芬兰⼈的⽣活⽅式中如何与⼤
⾃然相处。

产品详情 

29 € / ⼈�/�起
参考价€ 

季节：�全年适⽤
时⻓：2-3⼩时
⼈数限制：�10-50⼈
年龄限制：7岁以上

冰上钓⻥0 1

奥卢⽐邻波罗的海波斯尼亚湾，由于
含盐量较低冬季容易结冰。冰上钓⻥将为
您揭开芬兰冬季的⽣活⽅式，了解并学习
北极海洋知识，体验冰上钓，运⽓好的话⼀
定能有惊喜！

产品详情 

29 € / ⼈�/�起
参考价€ 

季节：�冬季适⽤
时⻓：2-3⼩时
⼈数限制：�1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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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想了解更多关于奥卢地区的信
息，我们公司的导游是最专业的，他们了解
历史、⻛俗⼈情和当下的⽣活，将带给您最
完美的旅⾏体验。我们将有⼏位中⽂导游
在奥卢地区为您的团队服务。客⼾群体⾮
常满意我们的⽬的地管理服务，这⼀切都
离不开专业的团队和优秀的合作伙伴。我
们的专业团队也将随时为您服务！



Oulu 奥卢

017

0 旅⾏前后 1

欢迎来到 Vihiluoto 的“Kota-Hut� 餐
馆”，在这⾥您能享受到运动的⼀天！

我们的导游会欢迎所有游客，穿戴好
装备和其他必要设施。游客会分组进⾏有趣
的⽐赛�⽐赛开始！该项⽬包含许多让您
动起来的项⽬。

传统芬兰夏季项⽬：芬兰⻜镖、扔靴⼦、
弹⼸射击、钉⻢蹄、⽜奶⽐赛。

冬季项⽬：雪鞋接⼒、雪橇椅竞赛、
三⻆滑雪⽐赛。谁是最好的滑雪健将？雪地
能承受得住吗？⼾外活动适合所有⼈，且乐
趣⽆穷！

⽐赛结束后将在 Vihiluoto 的“Kota 餐
馆”颁奖。美好的⼀天将在篝⽕旁的美味晚
餐中结束。我们的游客可以使⽤卡拉ok设
备，甚⾄在⻓椅上跳舞！

旅⾏后菜单
夏季：Kota⽺排、⼟⾖泥、蔬菜、法式吐司、
篝⽕咖啡
冬季：炖驯⿅⾁、⼟⾖泥、越桔果酱、酱菜、
果酱松饼、篝⽕咖啡
注意：该项⽬可在晚餐中包含汤品：三⽂⻥
汤配⾯包⻩油，以及松饼配果酱作为甜点

Oulu 奥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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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乐冬季奥林匹克 1

满载欢笑的项⽬将点亮您的整个团队。
您必将沉浸在欢声笑语和好⽓⾊中。

您知道您能在雪地获得多少乐趣吗？
别出⼼裁的快乐项⽬正在向您招⼿！

虽然这些是运动类项⽬，但所有参与
者都能发现⾃⼰是天⽣的专业选⼿。这项活
动对前来举⾏会议的您是作为团队建设再好
不过的选择，甚⾄可能以“外卡”⾝份参与
派对或活动。

游戏项⽬
��滑雪接⼒� ��雪鞋接⼒
��堆叠问题� ��消失的⼈
��冰上⾼尔夫� ��团队接⼒
��主题问答

产品详情 

季节：12 ⽉初⾄ 3⽉底
时⻓：约2⼩时
参与⼈数：15-150 ⼈
最⼩年龄：18 岁
语⾔：英语
服务包含：导游服务、必备器材、冬季
装备、⼿套、鞋和保护装备
地点：Nallikari
保险：奥卢旅⾏提供责任保险

29 € / ⼈，⾄少 15 ⼈

0

参考价€ 

市场的⽣意之道。全欧洲的三⽂⻥渔⺠从前
都会来这⾥感受这⾥的⽔流和氛围。

⼏经沧桑，Oulujoki 河保留了其作为
北博腾地区主要河流的⻆⾊。当您穿过这条
河，您会惊讶于这些溪流汇集⽽成的世界。

河流的氛围⾮常独特。拍打在船只上
的浪花诉说着焦油⽔⼿的故事。

奥卢旅⾏将带您乘坐焦油船游Oulujoki
河。⾏程可能从 Turkansaari 岛开始，在
Maikkula ⼤楼结束。

游船是让您熟悉河流环境的完美机会。
沿途我们会稍作休息，享受⼀杯咖啡和周
围的美景！在美丽的 Turkansaari 室外博物
馆，您会深刻了解到过去⼏百年来这⾥的⽣
活是怎样的。

欢迎加⼊我们的船⾏！

产品详情 

季节：5⽉ -9⽉，取决于天⽓条件
时⻓：2-3 ⼩时（路线取决于游客数量）
参与⼈数：⾄少15⼈，⾄多100⼈
语⾔：英语
包含服务：导游服务、项⽬所需道具、⼀
次性⾬⾐、焦油处理船只，⾏程内交通
可选服务：我们可另⽴合约提供交通，
价格从 80 € / 反向起。
注意：请⾃备保暖防⽔外⾐和适合泛⾈
的鞋⼦
地点：根据项⽬选定的船出发地
（Maikkula ⼤ 厦、Nokkalan 海 滩 或
Turkansaari 室外博物馆）

29€/⼈
参考价€ 

0 Nallikari冬季活动中⼼（学⽣&成⼈）1

产品详情 

季节：每年2-4⽉开放
时⻓：2- 3 ⼩时
参与⼈数：40 - 400 ⼈

35欧/⼈起
参考价€ 

产品详情 

季节：
夏季：5⽉-10 ⽉；冬季：11 ⽉ -4 ⽉
时⻓：4-5 ⼩时
参与⼈数：15-40 ⼈
语⾔：英语
包含服务：导游服务、项⽬道具和奖品、
餐饮和场地租借
冬季：装备、冬季帽⼦和⼿套
注意：Kota 餐馆有酒精饮料许可证。饮
料将单独收费

76 € / ⼈，⾄少 15 ⼈
冬季和夏季菜单适⽤

参考价€ 

追寻北极光之旅0 1

产品详情 

95 € / ⼈�
参考价€ 

时⻓：3⼩时
⼈数限制：�15-150⼈

我们将安排巴⼠带你前往奥卢城市周
边远离城市光源的追光地点，你可以深⼊
了解芬兰的⼤⾃然和动物，如果运⽓好就
能看到奇妙的北极光。包括篝⽕⼩⻝。

JOPO⾃⾏⻋之旅0 1

产品详情 

45 € / ⼈�/�起
参考价€ 

季节：�夏季适⽤
时⻓：2-3⼩时
⼈数限制：�15-150⼈
年龄限制：10岁以上

奥卢是芬兰的⾃⾏⻋之城，全年四季
都有当⺠居⺠把⾃⾏⻋当作主要的交通⼯
具。只要你会骑⾃⾏⻋，这也是奥卢特别时
尚的体验⽅式，我们提前规划好的海边路
线让你可以找到独特的视⻆去欣赏奥卢这
座美丽的海滨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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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近奥卢海滩的Nallikari冬季活动中
⼼是冰和雪的世界！还有各种活动体验以
及可爱的驯⿅们！⿅拉雪橇、雪地摩托、冰
雪滑道等趣味体验等你来耍！

0初学者雪雕课程（学⽣&成⼈）1

产品详情 

时⻓：2-3 ⼩时
参与⼈数：10-100⼈

45欧/⼈起
参考价€ 

学习并了解如何⽤雪作为雪雕的材
料，�专业的向导将会传授给您基本的信息、
技巧和⼯具。你只需要发挥想象⼒和创意!�
雪的材质松软，因此较容易雕刻和造型，这
项活动趣味⽆穷，每⼀件作品都是艺术品！

养驯⿅，聆听导演的有趣介绍，同时还可以
对旧时的古建筑进⾏探访。

产品详情 

参与⼈数：10-50⼈

45欧/⼈起
参考价€ 

时⻓：3-4⼩时

这些⽔域培养了众多当地的⼿艺⼈，
从焦油⽔⼿到圆⽊⽔⼿。这些⽔路过去是当
地经济⽣活的命脉。⽽且，这⾥是通往外界

焦油泛⾈之旅0 1

0 驯⿅场参观（学⽣&成⼈）1

我们前往当地原始的驯⿅农场了解有
着上百年历史的驯⿅畜牧⽂化。游客可喂

联系⽅式�
Oulu Safaris
Ulla Anttila
Tel.+358 (0)40 7611 466 
ulla.anttila@oulusafaris.com
www.oulusafari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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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旅⾏前后 1

欢迎来到 Vihiluoto 的“Kota-Hut� 餐
馆”，在这⾥您能享受到运动的⼀天！

我们的导游会欢迎所有游客，穿戴好
装备和其他必要设施。游客会分组进⾏有趣
的⽐赛�⽐赛开始！该项⽬包含许多让您
动起来的项⽬。

传统芬兰夏季项⽬：芬兰⻜镖、扔靴⼦、
弹⼸射击、钉⻢蹄、⽜奶⽐赛。

冬季项⽬：雪鞋接⼒、雪橇椅竞赛、
三⻆滑雪⽐赛。谁是最好的滑雪健将？雪地
能承受得住吗？⼾外活动适合所有⼈，且乐
趣⽆穷！

⽐赛结束后将在 Vihiluoto 的“Kota 餐
馆”颁奖。美好的⼀天将在篝⽕旁的美味晚
餐中结束。我们的游客可以使⽤卡拉ok设
备，甚⾄在⻓椅上跳舞！

旅⾏后菜单
夏季：Kota⽺排、⼟⾖泥、蔬菜、法式吐司、
篝⽕咖啡
冬季：炖驯⿅⾁、⼟⾖泥、越桔果酱、酱菜、
果酱松饼、篝⽕咖啡
注意：该项⽬可在晚餐中包含汤品：三⽂⻥
汤配⾯包⻩油，以及松饼配果酱作为甜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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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乐冬季奥林匹克 1

满载欢笑的项⽬将点亮您的整个团队。
您必将沉浸在欢声笑语和好⽓⾊中。

您知道您能在雪地获得多少乐趣吗？
别出⼼裁的快乐项⽬正在向您招⼿！

虽然这些是运动类项⽬，但所有参与
者都能发现⾃⼰是天⽣的专业选⼿。这项活
动对前来举⾏会议的您是作为团队建设再好
不过的选择，甚⾄可能以“外卡”⾝份参与
派对或活动。

游戏项⽬
��滑雪接⼒� ��雪鞋接⼒
��堆叠问题� ��消失的⼈
��冰上⾼尔夫� ��团队接⼒
��主题问答

产品详情 

季节：12 ⽉初⾄ 3⽉底
时⻓：约2⼩时
参与⼈数：15-150 ⼈
最⼩年龄：18 岁
语⾔：英语
服务包含：导游服务、必备器材、冬季
装备、⼿套、鞋和保护装备
地点：Nallikari
保险：奥卢旅⾏提供责任保险

29 € / ⼈，⾄少 15 ⼈

0

参考价€ 

市场的⽣意之道。全欧洲的三⽂⻥渔⺠从前
都会来这⾥感受这⾥的⽔流和氛围。

⼏经沧桑，Oulujoki 河保留了其作为
北博腾地区主要河流的⻆⾊。当您穿过这条
河，您会惊讶于这些溪流汇集⽽成的世界。

河流的氛围⾮常独特。拍打在船只上
的浪花诉说着焦油⽔⼿的故事。

奥卢旅⾏将带您乘坐焦油船游Oulujoki
河。⾏程可能从 Turkansaari 岛开始，在
Maikkula ⼤楼结束。

游船是让您熟悉河流环境的完美机会。
沿途我们会稍作休息，享受⼀杯咖啡和周
围的美景！在美丽的 Turkansaari 室外博物
馆，您会深刻了解到过去⼏百年来这⾥的⽣
活是怎样的。

欢迎加⼊我们的船⾏！

产品详情 

季节：5⽉ -9⽉，取决于天⽓条件
时⻓：2-3 ⼩时（路线取决于游客数量）
参与⼈数：⾄少15⼈，⾄多100⼈
语⾔：英语
包含服务：导游服务、项⽬所需道具、⼀
次性⾬⾐、焦油处理船只，⾏程内交通
可选服务：我们可另⽴合约提供交通，
价格从 80 € / 反向起。
注意：请⾃备保暖防⽔外⾐和适合泛⾈
的鞋⼦
地点：根据项⽬选定的船出发地
（Maikkula ⼤ 厦、Nokkalan 海 滩 或
Turkansaari 室外博物馆）

29€/⼈
参考价€ 

0 Nallikari冬季活动中⼼（学⽣&成⼈）1

产品详情 

季节：每年2-4⽉开放
时⻓：2- 3 ⼩时
参与⼈数：40 - 400 ⼈

35欧/⼈起
参考价€ 

产品详情 

季节：
夏季：5⽉-10 ⽉；冬季：11 ⽉ -4 ⽉
时⻓：4-5 ⼩时
参与⼈数：15-40 ⼈
语⾔：英语
包含服务：导游服务、项⽬道具和奖品、
餐饮和场地租借
冬季：装备、冬季帽⼦和⼿套
注意：Kota 餐馆有酒精饮料许可证。饮
料将单独收费

76 € / ⼈，⾄少 15 ⼈
冬季和夏季菜单适⽤

参考价€ 

追寻北极光之旅0 1

产品详情 

95 € / ⼈�
参考价€ 

时⻓：3⼩时
⼈数限制：�15-150⼈

我们将安排巴⼠带你前往奥卢城市周
边远离城市光源的追光地点，你可以深⼊
了解芬兰的⼤⾃然和动物，如果运⽓好就
能看到奇妙的北极光。包括篝⽕⼩⻝。

JOPO⾃⾏⻋之旅0 1

产品详情 

45 € / ⼈�/�起
参考价€ 

季节：�夏季适⽤
时⻓：2-3⼩时
⼈数限制：�15-150⼈
年龄限制：10岁以上

奥卢是芬兰的⾃⾏⻋之城，全年四季
都有当⺠居⺠把⾃⾏⻋当作主要的交通⼯
具。只要你会骑⾃⾏⻋，这也是奥卢特别时
尚的体验⽅式，我们提前规划好的海边路
线让你可以找到独特的视⻆去欣赏奥卢这
座美丽的海滨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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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近奥卢海滩的Nallikari冬季活动中
⼼是冰和雪的世界！还有各种活动体验以
及可爱的驯⿅们！⿅拉雪橇、雪地摩托、冰
雪滑道等趣味体验等你来耍！

0初学者雪雕课程（学⽣&成⼈）1

产品详情 

时⻓：2-3 ⼩时
参与⼈数：10-100⼈

45欧/⼈起
参考价€ 

学习并了解如何⽤雪作为雪雕的材
料，�专业的向导将会传授给您基本的信息、
技巧和⼯具。你只需要发挥想象⼒和创意!�
雪的材质松软，因此较容易雕刻和造型，这
项活动趣味⽆穷，每⼀件作品都是艺术品！

养驯⿅，聆听导演的有趣介绍，同时还可以
对旧时的古建筑进⾏探访。

产品详情 

参与⼈数：10-50⼈

45欧/⼈起
参考价€ 

时⻓：3-4⼩时

这些⽔域培养了众多当地的⼿艺⼈，
从焦油⽔⼿到圆⽊⽔⼿。这些⽔路过去是当
地经济⽣活的命脉。⽽且，这⾥是通往外界

焦油泛⾈之旅0 1

0 驯⿅场参观（学⽣&成⼈）1

我们前往当地原始的驯⿅农场了解有
着上百年历史的驯⿅畜牧⽂化。游客可喂

联系⽅式�
Oulu Safaris
Ulla Anttila
Tel.+358 (0)40 7611 466 
ulla.anttila@oulusafaris.com
www.oulusafari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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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详情 

季节：�9-4⽉中旬
时⻓： 3- 4⼩时
参与⼈数：2- 6⼈，⼤型团体⾄多8⼈，
请详询
语⾔：英语
包含服务：酒店接送、热饮和⼩⻝、经
验丰富的导游
可选服务：三脚架租借
注意：需要⼿动模式的照相机以及三脚
架
出发地点：奥卢游客下榻酒店
出发时间：20:00

参考价€ 

120€/⼈

28. Salamapaja

� � � � � 9⽉-4⽉中旬可以经常在奥卢⻅到极
光。秋天的北极光在⽔⾯上倒映出壮丽的
倒影。如果冬天天⽓好的话，您可以在结冰
的波罗的海上观赏北极光，这将会是⾮常
特别的体验！我们在20点00分集合，介绍北
极光后离开城市的灯⽕，驱⻋前往极⿊之
地，观赏极光和银河。到达之后，我们会提
供⾮常有价值的建议和技巧，让您拍摄出
绝美的极光照⽚。

 极光摄影之旅 1

不过请记住，我们并不能保证您能看到
极光。如果是多云天⽓，我们会提供其他选
项供您拍摄夜景照⽚。如果天⽓实在不允许
这次⾏程成形（⼤雪或⾬天等），我们可能
会取消⾏程。

产品详情 

120 € / ⼈
参考价€ 

季节：全年
⼈数限制：2-6⼈
时⻓：3-4⼩时
包含：往返交通、饮料、⼩⻝、拍摄服务
不包含：防寒服、相机
⾃费：三脚架、防寒服

0�北极光摄影讲堂 1

0  ⾃然摄影之旅 1

联系⽅式�
Thomas Kast
+358 44 210 0033, 
salamapaja@gmail.com
https://salamapaja.fi

这是⼀个多媒体的极光摄影课程：极
光的原理、极光的预测、极光拍摄、极光猎
⼈的的传说和经验。课程的安排可根据团
队的⼤⼩和兴趣订制。

产品详情 

季节：全年
时⻓：1⼩时
参与⼈数：4-45⼈
注：该项⽬可与追寻极光产品结合

参考价€ 

400 € / 团起

我们的⾏程从奥卢市区开始 ，前往周
边美丽的⻛景区进⾏摄影采⻛。夏季，我们
甚⾄可以外出感受⽇不落的夜晚。冬季，我
们可以欣赏⽩雪皑皑的雪景甚⾄在封冻的
波罗的海上⾏⾛。我们的专业的摄影师向
导将为您提供丰富的旅游资讯和摄影指
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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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价€ 

2⼩时�16欧/⼈
4⼩时�19欧/⼈�
全⽇通票�22欧/⼈�
提前在官⽹购票可享受每⼈2欧优惠！

29. Super Park�室内游乐场

奥卢超级公园（SuperPark� Oulu）还设
有⼀个名为“冒险之城”的游乐区，为⼩朋
友们和学⽣们提供。快来探索，尝试各种运
动，测试您的技能，并在我们整个公园中欢
愉地移动！我们坚信你体验过还会再回来！

Super� Park是芬兰知名的连锁室内运
动乐园,� 在芬兰多个城市包括奥卢和卡拉
约基都设有分店。奥卢这家乐园位于
Limingantulli。

室内活动公园的⾃由式⾳乐厅设有溜
冰场和踏板⻋公园，⼴受欢迎的AirTrack滚
滑道以及各种坡道和蹦床。� 游戏竞技场设
有曲棍球雷达，碟式⾼尔夫球和篮球⽐赛，
是体育发烧友的天堂。�冒险区有攀岩墙，令
⼈兴奋的滑梯和踏板⻋道。

联系⽅式�
Tyrnäväntie 16,90400 Oulu
Tel.+358 10 3252 400
myynti.oulu@superpark.fi
superpark.fi/ 

30.Finnaction 活动公司
Finnaction是⼀家专注于提供提升⼯

作幸福感的旅⾏公司。3位创始⼈热衷于⼾
外运动并有着丰富的背景例如曾经在芬兰

国防部的⼯作经验、教育背景、商务、环游
世界等，其中⼀位创始⼈曾经还是前芬兰
国家划艇队的队员，这些都是我们为您提
供独⼀⽆⼆并且有安全保障的⼾外体验前
提。

我们⾃有的渔船可以载客4⼈，提供⾼
品质的渔具，2台声纳器、升降机设备、室内
加热器，冰箱和舒适的座椅，如果⼈数更多
我们也可以安排更⼤的渔船。�

产品详情 

⽪划艇：�45欧/⼈，6⽉1⽇-8⽉31⽇�地
点：奥卢三⻆洲
⽪划艇：�60欧/⼈，6⽉1⽇-8⽉31⽇�地
点：近波的尼亚海湾

冰上钓⻥：�45欧/⼈，1⽉1⽇-3⽉31⽇

27.Lovi Workshop

0

零售商店是著名芬兰品牌LOVI的⼯⼚
店Outlet.LOVI的主打产品是3D的⽊制卡
⽚，由⾸席设计师Anne� Paso创⽴。所有的
产品都⾮常环保，由芬兰的⽩桦树作为原
材料，畅销世界各地。Hanna� Café可以⼩
憩，品尝当地⻛味⼩⻝和咖啡。我们有着很
强的社会责任感，致⼒保留芬兰传统⽂化
和⼯艺，也被芬兰多家官⽅机构认可。

我们的⼿⼯作坊Taito� Shop是⼀栋
1920年代的原始⽊屋。在这⾥，可以提供⼿
⼯制作体验，将芬兰的简约设计和当地的
⼿⼯材料完美结合在⼀起。除此之外，
Taito还提供针织和纺布体验。

产品详情 

产品包含：
LOVI�3D�明信⽚
颜料
导师指导

参考价€ 

来信咨询

联系⽅式�
Elina Seppänen
Rautatienkatu 11 b, Oulu
Tel. +358403522500
toimisto@taitopohjoispohjanmaa.fi
www.taitopohjoispohjanmaa.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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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详情 

季节：�9-4⽉中旬
时⻓： 3- 4⼩时
参与⼈数：2- 6⼈，⼤型团体⾄多8⼈，
请详询
语⾔：英语
包含服务：酒店接送、热饮和⼩⻝、经
验丰富的导游
可选服务：三脚架租借
注意：需要⼿动模式的照相机以及三脚
架
出发地点：奥卢游客下榻酒店
出发时间：20:00

参考价€ 

120€/⼈

28. Salamapaja

� � � � � 9⽉-4⽉中旬可以经常在奥卢⻅到极
光。秋天的北极光在⽔⾯上倒映出壮丽的
倒影。如果冬天天⽓好的话，您可以在结冰
的波罗的海上观赏北极光，这将会是⾮常
特别的体验！我们在20点00分集合，介绍北
极光后离开城市的灯⽕，驱⻋前往极⿊之
地，观赏极光和银河。到达之后，我们会提
供⾮常有价值的建议和技巧，让您拍摄出
绝美的极光照⽚。

 极光摄影之旅 1

不过请记住，我们并不能保证您能看到
极光。如果是多云天⽓，我们会提供其他选
项供您拍摄夜景照⽚。如果天⽓实在不允许
这次⾏程成形（⼤雪或⾬天等），我们可能
会取消⾏程。

产品详情 

120 € / ⼈
参考价€ 

季节：全年
⼈数限制：2-6⼈
时⻓：3-4⼩时
包含：往返交通、饮料、⼩⻝、拍摄服务
不包含：防寒服、相机
⾃费：三脚架、防寒服

0�北极光摄影讲堂 1

0  ⾃然摄影之旅 1

联系⽅式�
Thomas Kast
+358 44 210 0033, 
salamapaja@gmail.com
https://salamapaja.fi

这是⼀个多媒体的极光摄影课程：极
光的原理、极光的预测、极光拍摄、极光猎
⼈的的传说和经验。课程的安排可根据团
队的⼤⼩和兴趣订制。

产品详情 

季节：全年
时⻓：1⼩时
参与⼈数：4-45⼈
注：该项⽬可与追寻极光产品结合

参考价€ 

400 € / 团起

我们的⾏程从奥卢市区开始 ，前往周
边美丽的⻛景区进⾏摄影采⻛。夏季，我们
甚⾄可以外出感受⽇不落的夜晚。冬季，我
们可以欣赏⽩雪皑皑的雪景甚⾄在封冻的
波罗的海上⾏⾛。我们的专业的摄影师向
导将为您提供丰富的旅游资讯和摄影指
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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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价€ 

2⼩时�16欧/⼈
4⼩时�19欧/⼈�
全⽇通票�22欧/⼈�
提前在官⽹购票可享受每⼈2欧优惠！

29. Super Park�室内游乐场

奥卢超级公园（SuperPark� Oulu）还设
有⼀个名为“冒险之城”的游乐区，为⼩朋
友们和学⽣们提供。快来探索，尝试各种运
动，测试您的技能，并在我们整个公园中欢
愉地移动！我们坚信你体验过还会再回来！

Super� Park是芬兰知名的连锁室内运
动乐园,� 在芬兰多个城市包括奥卢和卡拉
约基都设有分店。奥卢这家乐园位于
Limingantulli。

室内活动公园的⾃由式⾳乐厅设有溜
冰场和踏板⻋公园，⼴受欢迎的AirTrack滚
滑道以及各种坡道和蹦床。� 游戏竞技场设
有曲棍球雷达，碟式⾼尔夫球和篮球⽐赛，
是体育发烧友的天堂。�冒险区有攀岩墙，令
⼈兴奋的滑梯和踏板⻋道。

联系⽅式�
Tyrnäväntie 16,90400 Oulu
Tel.+358 10 3252 400
myynti.oulu@superpark.fi
superpark.fi/ 

30.Finnaction 活动公司
Finnaction是⼀家专注于提供提升⼯

作幸福感的旅⾏公司。3位创始⼈热衷于⼾
外运动并有着丰富的背景例如曾经在芬兰

国防部的⼯作经验、教育背景、商务、环游
世界等，其中⼀位创始⼈曾经还是前芬兰
国家划艇队的队员，这些都是我们为您提
供独⼀⽆⼆并且有安全保障的⼾外体验前
提。

我们⾃有的渔船可以载客4⼈，提供⾼
品质的渔具，2台声纳器、升降机设备、室内
加热器，冰箱和舒适的座椅，如果⼈数更多
我们也可以安排更⼤的渔船。�

产品详情 

⽪划艇：�45欧/⼈，6⽉1⽇-8⽉31⽇�地
点：奥卢三⻆洲
⽪划艇：�60欧/⼈，6⽉1⽇-8⽉31⽇�地
点：近波的尼亚海湾

冰上钓⻥：�45欧/⼈，1⽉1⽇-3⽉31⽇

27.Lovi Workshop

0

零售商店是著名芬兰品牌LOVI的⼯⼚
店Outlet.LOVI的主打产品是3D的⽊制卡
⽚，由⾸席设计师Anne� Paso创⽴。所有的
产品都⾮常环保，由芬兰的⽩桦树作为原
材料，畅销世界各地。Hanna� Café可以⼩
憩，品尝当地⻛味⼩⻝和咖啡。我们有着很
强的社会责任感，致⼒保留芬兰传统⽂化
和⼯艺，也被芬兰多家官⽅机构认可。

我们的⼿⼯作坊Taito� Shop是⼀栋
1920年代的原始⽊屋。在这⾥，可以提供⼿
⼯制作体验，将芬兰的简约设计和当地的
⼿⼯材料完美结合在⼀起。除此之外，
Taito还提供针织和纺布体验。

产品详情 

产品包含：
LOVI�3D�明信⽚
颜料
导师指导

参考价€ 

来信咨询

联系⽅式�
Elina Seppänen
Rautatienkatu 11 b, Oulu
Tel. +358403522500
toimisto@taitopohjoispohjanmaa.fi
www.taitopohjoispohjanmaa.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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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详情 

参考价€ 

40欧/⼈，2⼩时
服务区域:奥卢&拉赫地区�
+10欧/⼈(最低收费150欧)�
奥卢和拉赫地区100公⾥以内�

0 雪鞋⾏⾛追极光 1

0 冬季胖胎⾃⾏⻋ 1

宽胎⾃⾏⻋：�40欧/⼈，全年

奥卢湖拖钓：�135欧/⼈，6⽉1⽇-9⽉
30⽇，最多4⼈

雪鞋⾏⾛：�30欧/⼈，1⽉1⽇-3⽉31⽇

联系⽅式�
Finnaction Oy
Jarno Väistö
jarno.vaisto@finnaction.fi
Tel. +358 20 731 011
www.finnaction.fi 

联系⽅式�
Sipilänkuja 11, FIN-90840 
Haukipudas
info@kipponit.fi
Tel. +358 40 842 5702 
kipponit.fi

32. Kipponit矮脚⻢的童话故事

这⾥的童话跟矮脚⻢有关，整个体验
会在向导和家⻓的陪同下完成。让孩⼦骑
着可爱的矮脚⻢，牵着她真实地体验童话，
是多么暖⼼！我们的矮脚⻢都受过训，⾮常
温顺。

Kiiponit� 是童话的世界！� 是梦想实现
的地⽅！孩⼦们可以体验不同的任务游戏。�
通常每个⼈都会得到任务卡，然后在
Kiiponit村庄⾥找到对应的”宝藏”。

39欧/位�⼉童
参考价€ 

产品详情�
⽆年龄限制、体重不超过45公⽄

如果孩⼦不愿意骑⻢，也可选择步⾏。
价格16欧/�位�⼉童
包含：半⼩时体验骑⻢、寻宝游戏、
Kipponit⽂化村⻔票
额外：如果⼯作⼈员代替家⻓牵⻢�
20欧/位�⼉童

31.Botnia Outdoor

Botnia� Outdoor是⼀家服务奥卢和拉
赫(Raahe)的专业⼾外体验公司。公司创始
⼈Timo-Jaakko� Kesti有着专业的⼾外⽣
存经验也是⼀名专业的⽪划艇教练。可为
个⼈或团体提供⼀年四季的专业的骑⾏、
⽔上活动和其它⼾外体验。

我们甄选了远离市区光源的林海雪
原，教练会指导如何穿戴雪鞋，然后我们将
深⼊⼤⾃然的美景之中。如果天⽓晴朗加
上太阳等离⼦活跃，我们将有机会欣赏美
丽的极光！

产品详情�
包含：防寒服、英⽂向导、热饮、雪鞋、极
光介绍
备注：不建议10岁以下⼉童参加，相机
⾃备
时间：12⽉-4⽉
接待：4-40⼈

参考价€ 

奥卢和拉赫地区100公⾥以内
+5欧/⼈（最低收费75欧）

35欧/⼈，2⼩时
服务区域：奥卢&拉赫地区

联系⽅式�
Botnia Outdoor
Timo-Jaakko Kesti
Tel.+358 44 9723301
timo@botniaoutdoor.fi

雪地上骑⾏绝对是独⼀⽆⼆的体验！
我们提供全套装备包含头盔、⾃⾏⻋和教
学。我们可以在雪地甚⾄冰冻的海绵上穿
梭，中途我们会短暂⼩憩，享受⼀杯美味的
热饮。

备注：不建议12岁以下⼉童参加

接待：4-40⼈

包含：防寒服、头盔、英⽂向导、胖胎⾃
⾏⻋、热饮

时间：12⽉-4⽉15⽇�

产品详情 

参考价€ 

25欧/⼈，1⼩时服务，
+5欧/⼈(最低收费150欧)
奥卢和拉赫地区以外不超过100公⾥

0 ⼾外篝⽕体验 1

芬兰⼈热爱前往⼾外，并在⼤⾃然⾥
安全地⽣篝⽕和烤肠。我们将教你如果⽤
很简单的⼯具快速地⽣⽕，然后每个⼈串
上⾃⼰的烤肠。

地点：奥卢和拉赫地区100公⾥内
时间：全年
包含：烤肠、热饮
⼈数：10-50⼈

产品详情 

参考价€ 

40欧/⼈，1⼩时服务
+10欧/⼈(最低收费150欧)
奥卢和拉赫地区以外不超过100公⾥
额外：烤肠、热饮�15欧/⼈
活动会增加1⼩时

0 波的尼亚湾⽪划艇 1

奥卢和拉赫地区⽐邻波的尼亚湾，2⼩
时的⽪划艇体验将带你进⼊美丽的海滨世
界。这类活动适合初学者和专业⼈⼠，我们
提供全套的装备和⾬⾐，你只需要轻装上
阵！

⼈数：4-50⼈
时间：5⽉-9⽉底
地点：奥卢和拉赫地区100公⾥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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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详情 

参考价€ 

40欧/⼈，2⼩时
服务区域:奥卢&拉赫地区�
+10欧/⼈(最低收费150欧)�
奥卢和拉赫地区100公⾥以内�

0 雪鞋⾏⾛追极光 1

0 冬季胖胎⾃⾏⻋ 1

宽胎⾃⾏⻋：�40欧/⼈，全年

奥卢湖拖钓：�135欧/⼈，6⽉1⽇-9⽉
30⽇，最多4⼈

雪鞋⾏⾛：�30欧/⼈，1⽉1⽇-3⽉31⽇

联系⽅式�
Finnaction Oy
Jarno Väistö
jarno.vaisto@finnaction.fi
Tel. +358 20 731 011
www.finnaction.fi 

联系⽅式�
Sipilänkuja 11, FIN-90840 
Haukipudas
info@kipponit.fi
Tel. +358 40 842 5702 
kipponit.fi

32. Kipponit矮脚⻢的童话故事

这⾥的童话跟矮脚⻢有关，整个体验
会在向导和家⻓的陪同下完成。让孩⼦骑
着可爱的矮脚⻢，牵着她真实地体验童话，
是多么暖⼼！我们的矮脚⻢都受过训，⾮常
温顺。

Kiiponit� 是童话的世界！� 是梦想实现
的地⽅！孩⼦们可以体验不同的任务游戏。�
通常每个⼈都会得到任务卡，然后在
Kiiponit村庄⾥找到对应的”宝藏”。

39欧/位�⼉童
参考价€ 

产品详情�
⽆年龄限制、体重不超过45公⽄

如果孩⼦不愿意骑⻢，也可选择步⾏。
价格16欧/�位�⼉童
包含：半⼩时体验骑⻢、寻宝游戏、
Kipponit⽂化村⻔票
额外：如果⼯作⼈员代替家⻓牵⻢�
20欧/位�⼉童

31.Botnia Outdoor

Botnia� Outdoor是⼀家服务奥卢和拉
赫(Raahe)的专业⼾外体验公司。公司创始
⼈Timo-Jaakko� Kesti有着专业的⼾外⽣
存经验也是⼀名专业的⽪划艇教练。可为
个⼈或团体提供⼀年四季的专业的骑⾏、
⽔上活动和其它⼾外体验。

我们甄选了远离市区光源的林海雪
原，教练会指导如何穿戴雪鞋，然后我们将
深⼊⼤⾃然的美景之中。如果天⽓晴朗加
上太阳等离⼦活跃，我们将有机会欣赏美
丽的极光！

产品详情�
包含：防寒服、英⽂向导、热饮、雪鞋、极
光介绍
备注：不建议10岁以下⼉童参加，相机
⾃备
时间：12⽉-4⽉
接待：4-40⼈

参考价€ 

奥卢和拉赫地区100公⾥以内
+5欧/⼈（最低收费75欧）

35欧/⼈，2⼩时
服务区域：奥卢&拉赫地区

联系⽅式�
Botnia Outdoor
Timo-Jaakko Kesti
Tel.+358 44 9723301
timo@botniaoutdoor.fi

雪地上骑⾏绝对是独⼀⽆⼆的体验！
我们提供全套装备包含头盔、⾃⾏⻋和教
学。我们可以在雪地甚⾄冰冻的海绵上穿
梭，中途我们会短暂⼩憩，享受⼀杯美味的
热饮。

备注：不建议12岁以下⼉童参加

接待：4-40⼈

包含：防寒服、头盔、英⽂向导、胖胎⾃
⾏⻋、热饮

时间：12⽉-4⽉15⽇�

产品详情 

参考价€ 

25欧/⼈，1⼩时服务，
+5欧/⼈(最低收费150欧)
奥卢和拉赫地区以外不超过100公⾥

0 ⼾外篝⽕体验 1

芬兰⼈热爱前往⼾外，并在⼤⾃然⾥
安全地⽣篝⽕和烤肠。我们将教你如果⽤
很简单的⼯具快速地⽣⽕，然后每个⼈串
上⾃⼰的烤肠。

地点：奥卢和拉赫地区100公⾥内
时间：全年
包含：烤肠、热饮
⼈数：10-50⼈

产品详情 

参考价€ 

40欧/⼈，1⼩时服务
+10欧/⼈(最低收费150欧)
奥卢和拉赫地区以外不超过100公⾥
额外：烤肠、热饮�15欧/⼈
活动会增加1⼩时

0 波的尼亚湾⽪划艇 1

奥卢和拉赫地区⽐邻波的尼亚湾，2⼩
时的⽪划艇体验将带你进⼊美丽的海滨世
界。这类活动适合初学者和专业⼈⼠，我们
提供全套的装备和⾬⾐，你只需要轻装上
阵！

⼈数：4-50⼈
时间：5⽉-9⽉底
地点：奥卢和拉赫地区100公⾥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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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Koivurannan Sauna Ferry
桑拿船

芬兰是桑拿的发源地，可能你听说过
湖边桑拿和烟熏桑拿，但是桑拿船绝对是
芬兰⼈脑洞⼤开的新发明！Koivurannan桑
拿船是⼀艘可以载客的轮船，有可以容纳
约20⼈的餐厅，桑拿房也可以⼀次性供
10⼈左右使⽤。这种独特的体验可以让你
⼀边欣赏美丽的奥卢河⻛景，⼀边享⽤芬
兰浴，桑拿船在浅滩处会暂停让游客尽情
地跳⼊河⾥，体验冰⽕两重天带来的刺激！�

33. 奥卢逃脱Exit Oulu

联系⽅式�
Exit Oulu
Petteri Keinänen 
Kajaaninkatu 22, 90100 Oulu 
Tel. +358 (0) 40 8311581 
petteri@exitoulu. fi
www.exitoulu.fi

产品详情�
季节：全年
时⻓：1.5 ⼩时
参与⼈数：2-20 ⼈（同时），或更多（但
时⻓仍为 1.5 ⼩时）
最⼩年龄：12 岁
注意：需提前预定

2⼈75欧
3⼈75欧
4⼈100欧
5⼈100欧
6⼈120欧

参考价€ 

产品详情�

按摩浴缸：4欧/⼈

桑拿价格：10欧/成⼈，⼉童8欧/⼈，学
⽣9欧/⼈

*请⾃带泳⾐

团队包船：请来信咨询

额外服务：站⽴划桨、宽胎⾃⾏⻋、独⽊
⾈、钓⻥

包含：洗漱⽤品、⽔、浴⼱

公共桑拿开放时间：

航⾏时间：2⼩时，提前15分钟登船。
邮轮船票：25欧/成⼈，22欧/⼉童

周⼀，周三：18-21点，周⽇14-18

35. Cultural Centre Valve
Valve Film School
公司简介

⼉童⻘年Valve电影学校是芬兰奥卢
Valve ⽂化中⼼旗下⼀家专⻔从事电影教育
的公司。Valve 电影学校为⼉童、年轻⼈和
成年⼈组织俱乐部、课程和⼯作坊。Valve
电影学校⿎励⼉童通过电影语⾔有创意地表
达⾃⼰的想法。教学⽬标之⼀是激发⼉童对
艺术和⽂化的好奇⼼。

项⽬简介
在 Valve 电影学校的⼀⽇⼯作坊创作电

影⼤师作品。⼯作坊的主题可以为定格动画
或实景拍⽚。Valve 电影学校的专业⽼师会
指导参与者如何制作电影的秘籍。在这⾥也
可以和芬兰参与者⼀起组织⼯作坊，分享不
同的⽂化习俗，畅所欲⾔。

电影分⼩组制作。分为5个步骤：头
脑⻛暴、剧本撰写、拍摄、表演及剪辑。为
团队提供拍摄器材、绿幕⼯作室、剪辑⽤的
电脑、服装和化妆道具。完成电影制作最快
4⼩时，但完成全部 5个步骤通常需要⾄少
⼀天（8⼩时）。

最精彩的部分是真实的⾸映。亲⾃制
作的电影会在真正的电影院⼤荧幕上放映。
我们提供电影院⼩⻝，也可以提供更周到的
服务或定制服务。每位参与者将获得特定格
式的⾃制影⽚。

产品详情�
产品开放时间：01.01�‒12.31
时⻓：4-8 ⼩时
参与⼈数最少：6⼈
参与⼈数最多：25 ⼈
最⼩年龄：7岁

1位⽼师� 100欧/45分钟
2位⽼师�150欧//45分钟
3位⽼师� 200欧/45分钟
4位⽼师�250欧/45分钟

联系⽅式�
Cultural Centre Valve
Valve Film School
Hallituskatu 7, 90100 Oulu
Tommi Nevala
Tel.+358 44 703 7547
tommi.nevala@ouka.fi
http://www.kulttuurivalve.fi/sivu/fi/
elokuvakoulu/english/

参考价€ 

主题课程推荐时⻓：
动画卡通6节课�*�45分钟
动作拍摄5节课�*�45分钟
特技拍摄2节课�*�45分钟

150 €/⼈, 4-10 ⼈团队
130 €/⼈, 11-20 ⼈团队

联系⽅式�
Anja Henttunen
Tel. +358-400183035, 
info@vuotonjoutsen.com
Company address: Puolangantie 
2415, 91300 Ylikiiminki

参考价€ 

37. Oulu Lines�奥卢观光游船
0M/S Alexandra�亚历⼭⼤号邮轮 1

奥卢是芬兰北部波的尼亚湾最⼤的港
⼝城市，观光邮轮从市中⼼的⼴场Market�
Square出发，带您领略美丽的北极海洋⻛
光。M/S� Alexandra亚历⼭⼤号配备了餐
厅、酒吧和舞池。

36. Vuoton Joutsen
北极⻝物烹饪活动

住宿、餐饮和⾃然项⽬服务位于⼀个
宁静乡村农庄，距奥卢 60 公⾥

Vuoton�Joutsen 公司在⾃然旅⾏服务
领域拥有25年的丰富经验。这⾥⽣态可持
续，⽣活节奏缓慢，注重⾃然保护。环境教
育、⽣态旅游、纯净慢⻝、关注个体是我们
的核⼼优势。公司的拥有⼈同时也是⽼师。

这是⼀次绝佳的体验，学习如何使⽤
当地纯⾃然⻝材，烹饪顶级环保健康的 3道
美⻝。从湖中钓的⻥，从当地打猎俱乐部猎
得的麋⿅，根茎蔬菜和野菜、莓果和蘑菇在
此次活动中扮演重要⻆⾊。部分⻝材可由参
与者在这⾥挑选或捕获。我们使⽤纯净的泉
⽔。烹饪结束后我们在天堂⼀般的⾃然美景
中享⽤美⻝，享受⽣活。为头脑增加营养和
为⾝体补充营养⼀样重要。

产品详情�
季节 / 产品开放时间：
5⽉1⽇-12⽉15⽇
出发时间：12.00�am.�或 15.00�p.m.��
出发地点：Vuoton�Joutsen，Ylikiiminki 村庄
时⻓：3-4 ⼩时
参与⼈数最少：4⼈
参与⼈数最多：15 ⼈

产品详情�
4⼩时晚间邮轮船票�

年龄限制：18岁，供应酒精饮料和晚餐
25欧/⼈

4⼩时⽇间邮轮船票
成⼈:20欧/⼈
18岁以下：10欧/⼈

联系⽅式�
Oulu Lines Oy
Tel. +358 40528 2190
+358 50 408 2120
toimisto@oululines.fi
oululines.fi/

38. Poro-Panuma
Poro-Panuma是⼀个驯⿅农场，是在

宁静荒野中的三个家庭的住宅所在。不少于
7代⼈在Poro-Panuma从事驯⿅饲养。我
们的农场位于Panuma村，这是南部驯⿅
饲养地区最古⽼的村庄之⼀。在我们的农场
⾥，你会了解到很多有关于驯⿅的传统知识
和驯⿅饲养技能。你也会看到我们是如何常

年⽣活在驯⿅和⼤⾃然的环境中。
我们提供以下活动：乘坐驯⿅，冰浴，

钓⻥，徒步 ,摄影观光，烟熏桑拿。仅距离
奥卢 45 分钟⻋程

参观驯⿅农场
在参观我们的农场时，您可以喂养驯

⿅，同时你了解到很多关于驯⿅的传统知识
和饲养驯⿅的技能。在冬天你将会乘坐驯⿅
雪橇，在没雪的季节，你也可以通过许多其
他的⽅式领略芬兰不⼀样的⾃然氛围。之后
你可以在Panuma河岸边的⼩⽊屋⾥放松
⼀下，享受⾃制的糕点和咖啡，或享受⼀顿
温暖的晚餐。

产品详情�
⽬标团体：个⼈，团队，家庭，奖励旅游
产品季节：全年
最佳团队规模：4-16 ⼈
开始时间：根据顾客希望
时间：2-4 ⼩时
价格包含：咖啡和糕点、汤、午餐或晚餐
价格中不包含烟熏桑拿

咖啡 /茶和⼩⻝ 40 欧元 / ⼈
含汤午餐 55 欧元 / ⼈
含腌渍⿅⾁ 75 欧元 / ⼈
6-12 岁⼉童�半价
参观最低收费 200 欧元

参考价€ 

联系⽅式�
Poro-Panuma
tiedustelut@poropanuma.com
www.poropanuma.com
Facebook: https://www.facebook.
com/poropanuma/
Contact person: Lauri Oinas-Panuma
Phone Tel. +358 (0) 407654210
Laasenraitti 40, 93140 Kipinä

逃脱游戏适合所有12岁及以上的⼈参
加。推荐团队是4-6⼈。更⼩的团体也可参
与，但是难度会更⼤。朋友和家⼈参与游戏
最为推荐，或者作为⼯作伙伴的团队建设
也是不错的选择。

玩家进⼊封闭的房间，通过解开谜题、
拼图和挑战逃出。共60分钟。逃脱需要团队
合作、聪慧的⼤脑和逻辑思维。可以有三个
独特精彩的主题选择:越狱、⾼楼谋杀案以
及教授的谜题。

奥卢最⼤的密室逃脱游戏。我们的游
戏设计可以让团体内年龄最⼩的成员也参
与其中。可以有数个独特精彩的主题选
择:越狱、⾼楼谋杀案以及教授的谜题。作为
最⼤的密室逃脱游戏，我们可同时容纳
70个玩家，10种不同的游戏，保证游客满
意。参与游戏不需要懂芬兰语/英语。

注：价格不含增值税�24%，⽼师的数量取决于孩⼦年
龄和团队⼈数

价格中包含：场地、原材料、烹饪设备、3道
式、浆果果汁、矿泉⽔
价格中不包含：奥卢往返交通，Vuoton�
Joutsen的住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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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Koivurannan Sauna Ferry
桑拿船

芬兰是桑拿的发源地，可能你听说过
湖边桑拿和烟熏桑拿，但是桑拿船绝对是
芬兰⼈脑洞⼤开的新发明！Koivurannan桑
拿船是⼀艘可以载客的轮船，有可以容纳
约20⼈的餐厅，桑拿房也可以⼀次性供
10⼈左右使⽤。这种独特的体验可以让你
⼀边欣赏美丽的奥卢河⻛景，⼀边享⽤芬
兰浴，桑拿船在浅滩处会暂停让游客尽情
地跳⼊河⾥，体验冰⽕两重天带来的刺激！�

33. 奥卢逃脱Exit Oulu

联系⽅式�
Exit Oulu
Petteri Keinänen 
Kajaaninkatu 22, 90100 Oulu 
Tel. +358 (0) 40 8311581 
petteri@exitoulu. fi
www.exitoulu.fi

产品详情�
季节：全年
时⻓：1.5 ⼩时
参与⼈数：2-20 ⼈（同时），或更多（但
时⻓仍为 1.5 ⼩时）
最⼩年龄：12 岁
注意：需提前预定

2⼈75欧
3⼈75欧
4⼈100欧
5⼈100欧
6⼈120欧

参考价€ 

产品详情�

按摩浴缸：4欧/⼈

桑拿价格：10欧/成⼈，⼉童8欧/⼈，学
⽣9欧/⼈

*请⾃带泳⾐

团队包船：请来信咨询

额外服务：站⽴划桨、宽胎⾃⾏⻋、独⽊
⾈、钓⻥

包含：洗漱⽤品、⽔、浴⼱

公共桑拿开放时间：

航⾏时间：2⼩时，提前15分钟登船。
邮轮船票：25欧/成⼈，22欧/⼉童

周⼀，周三：18-21点，周⽇14-18

35. Cultural Centre Valve
Valve Film School
公司简介

⼉童⻘年Valve电影学校是芬兰奥卢
Valve ⽂化中⼼旗下⼀家专⻔从事电影教育
的公司。Valve 电影学校为⼉童、年轻⼈和
成年⼈组织俱乐部、课程和⼯作坊。Valve
电影学校⿎励⼉童通过电影语⾔有创意地表
达⾃⼰的想法。教学⽬标之⼀是激发⼉童对
艺术和⽂化的好奇⼼。

项⽬简介
在 Valve 电影学校的⼀⽇⼯作坊创作电

影⼤师作品。⼯作坊的主题可以为定格动画
或实景拍⽚。Valve 电影学校的专业⽼师会
指导参与者如何制作电影的秘籍。在这⾥也
可以和芬兰参与者⼀起组织⼯作坊，分享不
同的⽂化习俗，畅所欲⾔。

电影分⼩组制作。分为5个步骤：头
脑⻛暴、剧本撰写、拍摄、表演及剪辑。为
团队提供拍摄器材、绿幕⼯作室、剪辑⽤的
电脑、服装和化妆道具。完成电影制作最快
4⼩时，但完成全部 5个步骤通常需要⾄少
⼀天（8⼩时）。

最精彩的部分是真实的⾸映。亲⾃制
作的电影会在真正的电影院⼤荧幕上放映。
我们提供电影院⼩⻝，也可以提供更周到的
服务或定制服务。每位参与者将获得特定格
式的⾃制影⽚。

产品详情�
产品开放时间：01.01�‒12.31
时⻓：4-8 ⼩时
参与⼈数最少：6⼈
参与⼈数最多：25 ⼈
最⼩年龄：7岁

1位⽼师� 100欧/45分钟
2位⽼师�150欧//45分钟
3位⽼师� 200欧/45分钟
4位⽼师�250欧/45分钟

联系⽅式�
Cultural Centre Valve
Valve Film School
Hallituskatu 7, 90100 Oulu
Tommi Nevala
Tel.+358 44 703 7547
tommi.nevala@ouka.fi
http://www.kulttuurivalve.fi/sivu/fi/
elokuvakoulu/english/

参考价€ 

主题课程推荐时⻓：
动画卡通6节课�*�45分钟
动作拍摄5节课�*�45分钟
特技拍摄2节课�*�45分钟

150 €/⼈, 4-10 ⼈团队
130 €/⼈, 11-20 ⼈团队

联系⽅式�
Anja Henttunen
Tel. +358-400183035, 
info@vuotonjoutsen.com
Company address: Puolangantie 
2415, 91300 Ylikiiminki

参考价€ 

37. Oulu Lines�奥卢观光游船
0M/S Alexandra�亚历⼭⼤号邮轮 1

奥卢是芬兰北部波的尼亚湾最⼤的港
⼝城市，观光邮轮从市中⼼的⼴场Market�
Square出发，带您领略美丽的北极海洋⻛
光。M/S� Alexandra亚历⼭⼤号配备了餐
厅、酒吧和舞池。

36. Vuoton Joutsen
北极⻝物烹饪活动

住宿、餐饮和⾃然项⽬服务位于⼀个
宁静乡村农庄，距奥卢 60 公⾥

Vuoton�Joutsen 公司在⾃然旅⾏服务
领域拥有25年的丰富经验。这⾥⽣态可持
续，⽣活节奏缓慢，注重⾃然保护。环境教
育、⽣态旅游、纯净慢⻝、关注个体是我们
的核⼼优势。公司的拥有⼈同时也是⽼师。

这是⼀次绝佳的体验，学习如何使⽤
当地纯⾃然⻝材，烹饪顶级环保健康的 3道
美⻝。从湖中钓的⻥，从当地打猎俱乐部猎
得的麋⿅，根茎蔬菜和野菜、莓果和蘑菇在
此次活动中扮演重要⻆⾊。部分⻝材可由参
与者在这⾥挑选或捕获。我们使⽤纯净的泉
⽔。烹饪结束后我们在天堂⼀般的⾃然美景
中享⽤美⻝，享受⽣活。为头脑增加营养和
为⾝体补充营养⼀样重要。

产品详情�
季节 / 产品开放时间：
5⽉1⽇-12⽉15⽇
出发时间：12.00�am.�或 15.00�p.m.��
出发地点：Vuoton�Joutsen，Ylikiiminki 村庄
时⻓：3-4 ⼩时
参与⼈数最少：4⼈
参与⼈数最多：15 ⼈

产品详情�
4⼩时晚间邮轮船票�

年龄限制：18岁，供应酒精饮料和晚餐
25欧/⼈

4⼩时⽇间邮轮船票
成⼈:20欧/⼈
18岁以下：10欧/⼈

联系⽅式�
Oulu Lines Oy
Tel. +358 40528 2190
+358 50 408 2120
toimisto@oululines.fi
oululines.fi/

38. Poro-Panuma
Poro-Panuma是⼀个驯⿅农场，是在

宁静荒野中的三个家庭的住宅所在。不少于
7代⼈在Poro-Panuma从事驯⿅饲养。我
们的农场位于Panuma村，这是南部驯⿅
饲养地区最古⽼的村庄之⼀。在我们的农场
⾥，你会了解到很多有关于驯⿅的传统知识
和驯⿅饲养技能。你也会看到我们是如何常

年⽣活在驯⿅和⼤⾃然的环境中。
我们提供以下活动：乘坐驯⿅，冰浴，

钓⻥，徒步 ,摄影观光，烟熏桑拿。仅距离
奥卢 45 分钟⻋程

参观驯⿅农场
在参观我们的农场时，您可以喂养驯

⿅，同时你了解到很多关于驯⿅的传统知识
和饲养驯⿅的技能。在冬天你将会乘坐驯⿅
雪橇，在没雪的季节，你也可以通过许多其
他的⽅式领略芬兰不⼀样的⾃然氛围。之后
你可以在Panuma河岸边的⼩⽊屋⾥放松
⼀下，享受⾃制的糕点和咖啡，或享受⼀顿
温暖的晚餐。

产品详情�
⽬标团体：个⼈，团队，家庭，奖励旅游
产品季节：全年
最佳团队规模：4-16 ⼈
开始时间：根据顾客希望
时间：2-4 ⼩时
价格包含：咖啡和糕点、汤、午餐或晚餐
价格中不包含烟熏桑拿

咖啡 /茶和⼩⻝ 40 欧元 / ⼈
含汤午餐 55 欧元 / ⼈
含腌渍⿅⾁ 75 欧元 / ⼈
6-12 岁⼉童�半价
参观最低收费 200 欧元

参考价€ 

联系⽅式�
Poro-Panuma
tiedustelut@poropanuma.com
www.poropanuma.com
Facebook: https://www.facebook.
com/poropanuma/
Contact person: Lauri Oinas-Panuma
Phone Tel. +358 (0) 407654210
Laasenraitti 40, 93140 Kipinä

逃脱游戏适合所有12岁及以上的⼈参
加。推荐团队是4-6⼈。更⼩的团体也可参
与，但是难度会更⼤。朋友和家⼈参与游戏
最为推荐，或者作为⼯作伙伴的团队建设
也是不错的选择。

玩家进⼊封闭的房间，通过解开谜题、
拼图和挑战逃出。共60分钟。逃脱需要团队
合作、聪慧的⼤脑和逻辑思维。可以有三个
独特精彩的主题选择:越狱、⾼楼谋杀案以
及教授的谜题。

奥卢最⼤的密室逃脱游戏。我们的游
戏设计可以让团体内年龄最⼩的成员也参
与其中。可以有数个独特精彩的主题选
择:越狱、⾼楼谋杀案以及教授的谜题。作为
最⼤的密室逃脱游戏，我们可同时容纳
70个玩家，10种不同的游戏，保证游客满
意。参与游戏不需要懂芬兰语/英语。

注：价格不含增值税�24%，⽼师的数量取决于孩⼦年
龄和团队⼈数

价格中包含：场地、原材料、烹饪设备、3道
式、浆果果汁、矿泉⽔
价格中不包含：奥卢往返交通，Vuoton�
Joutsen的住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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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 ⽉）我们接待⼩团队（最多 4⼈）。

联系⽅式�
Kuumalento Oy
+358 40 50 888 00 
myynti@moments.fi
www.moments.fi/hotairballooning

39. 搭乘热⽓球
Hot Air Ballooning 

乘坐热⽓球是⼀⽣难忘的经历，你可
以轻轻划过天空，⻦瞰美丽的芬兰⻛景。

热⽓球是⼈类第⼀次成功的⻜⾏⽅
式�第⼀次⻜⾏发⽣在1773年的巴黎。
有趣的是，热⽓球⼀直吸引着⼈们的眼球。
因为它在⻜⾏中绝佳的体验，侧重旅⾏的过
程，⽽不是⽬的地本⾝。

⽓球旅⾏⼤约需要 3-4 ⼩时，其中⼀⼩
时是空中观光。我们的服务包括前往会合地
点到出发地的交通，在⻜⾏后返回会和地，
⻜⾏本⾝以及着陆后的典礼和毕业证书。

在 VIP 和组团航⾏中，全体⼈员将为您
服务，您可以选择⻜机⻜⾏的地点。在冬季

在雪少的情况下（4⽉ -10⽉），最⼤可接
待 12 ⼈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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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式�
Outdoors Oulu Oy

Tel. +358 45 135 9528
kari@outdoorsoulu.fi

40€/天�(9-16)
50€/天�(24h)
如需提供向导服务，40欧/⼈，包含头盔

参考价€ 

40. Outdoors Oulu宽胎⾃⾏⻋

产品详情�

宽胎⾃⾏⻋租赁

Oulu,�Hietasaari
骑⾏地点:

Oulu,�Haukipudas

41.Oulu Climbing Center�
攀岩中⼼
奥卢攀岩中⼼是攀岩爱好者的天堂！� 我们
的攀岩实施包括：
·� 300平⽅⽶的攀岩墙和热⾝室、校园板、

指板、体操环和较⼩的单独训练墙的抱
⽯⼤厅。

·� 隔壁的新抱⽯馆拥有500平⽅⽶的墙壁
和训练空间。

·�带有5条线的⾃动保护墙，适⽤于攀登者，

参考价€ 

⻔票（18岁以下）7€/⼈/次

成⼈16€/⼈

10€/⼈/次
8.5€/⼈/次（在16.00之前的⼯作⽇）

初级攀岩（⽆需经验或携带装备）

18岁以下16€/⼈

单次⻔票（价格不包含装备）

⻔票（14岁以下）5€/⼈/次

设备租赁

14岁以下11€（在成⼈指导下）

鞋⼦，安全带，绳索，粉笔袋3€/每个
锁1€

联系⽅式�
Paakakatu 7, 90520 Oulu
Tel. +358 8 613 9110
info@oulunkiipeilykeskus.com
www.oulunkiipeilykeskus.com

42.Liminka Bay Travel 
利明卡旅游公司

利明卡旅游局(Visit� Liminka)负责协
调利明卡的推⼴、FAM旅⾏、活动和旅游信
息等事宜。

利明卡湾旅游(Liminka�Bay�Travel)可
为客⼾定制套餐，包括导游、参观、⽤餐、交
通、活动和住宿。利明卡湾旅游提供寄宿家
庭、营地学校、学校参观、与当地� 学⽣⼀起
在当地学校学习、讲座，以及针对⼉童和成
⼈的教育服务等。�

产品详情�

主要地区：海岸和群岛地区

团队⼈数：6‒60⼈�

地点：奥卢(Oulu)

时⻓：2‒10天

联系⽅式�
Piia Leinonen
Tel. +358 40 546 2338 
travel@liminka.fi
visitliminka.fi/en/ 

The Arctic Lighthouse Hotel

灯塔特⾊酒店
虽然酒店只有20间客房，但是这座主题酒
店是⼀座名副其实的灯塔，现在还在使⽤。
Aava餐厅全部采⽤当地的有机⻥、⾁、蘑
菇、浆果和素材。海卢奥托岛是摄影爱好者
的天堂，我们的酒店也提供各种⼾外活动、
器材租赁和交通服务。

Hailuodon Majakkapiha餐厅
我们是海卢奥托岛的特⾊餐厅，有Frans�
Kitchen�&�Bar�和Pizza菜单供您选择。

Hailuoto Organic Brewery

特⾊啤酒⼚
Panimo是⼀家位于海卢奥托岛的特⾊啤
酒⼚，旗下有多款特⾊的啤酒和果酒。我们
在海卢奥托岛上种植有机⼤⻨，这⾥的农
⽥没有任何污染，⻨⼦⽣⻓在漫⻓的夏⽇
阳光下有着独特的灵魂。我们将德国纯⻨
芽啤酒的酿造⽅式和芬兰特⾊完美结合！
欢迎来参观我们的酒⼚，�⼀边品尝，⼀边领
略北极的海岛⻛光，⽆⽐惬意！

啤酒品尝�10欧/⼈
酒⼚参观�20欧/⼈

海卢奥托是芬兰北博滕区的⼀
个岛屿⼩镇，这座⾃然纯朴、原⽣态
的美丽海岛不仅能欣赏罕⻅奇观，也
是⼀个让⼈远离烦嚣的海岛，波的尼
亚湾海岸上的群岛⻛光尽收眼底，⼾
外运动和⾃然景观在这⾥完美融合。
这个海岛仅有202.53平⽅公⾥，⼈⼝
密度仅为4.89⼈/平⽅公⾥，常驻⼈
⼝约为1000。

Hailuoto海卢奥托岛

联系⽅式�
Luotsihotelli / Arctic Lighthouse Hotel
Tel. +358 (0)40 192 3464
info@slowhotel.fi
www.luotsihotelli.fi

Oulu 奥卢

联系⽅式�
Marjaniementie 821
90480 Hailuoto
Tel. +358 40 187 7730
www.majakkapiha.fi/ravintolat

参考价€ 

联系⽅式�
Luovontie 233, 90480 Hailuoto 
Tel. +358 44 986 2223
info@hailuodonpanimo.fi
www.hailuodonpanimo.fi

如何抵达：1.5⼩时⻋程(距离奥卢市约
50公⾥，包含25分钟的轮渡)

920欧/4⼈团队
参考价€ 

或其它⾃选地点

Liminka
Oulu,�Oulunsalo

outdoorsoulu.fi

·� 16� ⽶⾼绳索厅，您可以同时攀登顶部绳
索和铅绳。�需要保护卡！

直⾄12�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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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 ⽉）我们接待⼩团队（最多 4⼈）。

联系⽅式�
Kuumalento Oy
+358 40 50 888 00 
myynti@moments.fi
www.moments.fi/hotairballooning

39. 搭乘热⽓球
Hot Air Ballooning 

乘坐热⽓球是⼀⽣难忘的经历，你可
以轻轻划过天空，⻦瞰美丽的芬兰⻛景。

热⽓球是⼈类第⼀次成功的⻜⾏⽅
式�第⼀次⻜⾏发⽣在1773年的巴黎。
有趣的是，热⽓球⼀直吸引着⼈们的眼球。
因为它在⻜⾏中绝佳的体验，侧重旅⾏的过
程，⽽不是⽬的地本⾝。

⽓球旅⾏⼤约需要 3-4 ⼩时，其中⼀⼩
时是空中观光。我们的服务包括前往会合地
点到出发地的交通，在⻜⾏后返回会和地，
⻜⾏本⾝以及着陆后的典礼和毕业证书。

在 VIP 和组团航⾏中，全体⼈员将为您
服务，您可以选择⻜机⻜⾏的地点。在冬季

在雪少的情况下（4⽉ -10⽉），最⼤可接
待 12 ⼈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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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式�
Outdoors Oulu Oy

Tel. +358 45 135 9528
kari@outdoorsoulu.fi

40€/天�(9-16)
50€/天�(24h)
如需提供向导服务，40欧/⼈，包含头盔

参考价€ 

40. Outdoors Oulu宽胎⾃⾏⻋

产品详情�

宽胎⾃⾏⻋租赁

Oulu,�Hietasaari
骑⾏地点:

Oulu,�Haukipudas

41.Oulu Climbing Center�
攀岩中⼼
奥卢攀岩中⼼是攀岩爱好者的天堂！� 我们
的攀岩实施包括：
·� 300平⽅⽶的攀岩墙和热⾝室、校园板、

指板、体操环和较⼩的单独训练墙的抱
⽯⼤厅。

·� 隔壁的新抱⽯馆拥有500平⽅⽶的墙壁
和训练空间。

·�带有5条线的⾃动保护墙，适⽤于攀登者，

参考价€ 

⻔票（18岁以下）7€/⼈/次

成⼈16€/⼈

10€/⼈/次
8.5€/⼈/次（在16.00之前的⼯作⽇）

初级攀岩（⽆需经验或携带装备）

18岁以下16€/⼈

单次⻔票（价格不包含装备）

⻔票（14岁以下）5€/⼈/次

设备租赁

14岁以下11€（在成⼈指导下）

鞋⼦，安全带，绳索，粉笔袋3€/每个
锁1€

联系⽅式�
Paakakatu 7, 90520 Oulu
Tel. +358 8 613 9110
info@oulunkiipeilykeskus.com
www.oulunkiipeilykeskus.com

42.Liminka Bay Travel 
利明卡旅游公司

利明卡旅游局(Visit� Liminka)负责协
调利明卡的推⼴、FAM旅⾏、活动和旅游信
息等事宜。

利明卡湾旅游(Liminka�Bay�Travel)可
为客⼾定制套餐，包括导游、参观、⽤餐、交
通、活动和住宿。利明卡湾旅游提供寄宿家
庭、营地学校、学校参观、与当地� 学⽣⼀起
在当地学校学习、讲座，以及针对⼉童和成
⼈的教育服务等。�

产品详情�

主要地区：海岸和群岛地区

团队⼈数：6‒60⼈�

地点：奥卢(Oulu)

时⻓：2‒10天

联系⽅式�
Piia Leinonen
Tel. +358 40 546 2338 
travel@liminka.fi
visitliminka.fi/en/ 

The Arctic Lighthouse Hotel

灯塔特⾊酒店
虽然酒店只有20间客房，但是这座主题酒
店是⼀座名副其实的灯塔，现在还在使⽤。
Aava餐厅全部采⽤当地的有机⻥、⾁、蘑
菇、浆果和素材。海卢奥托岛是摄影爱好者
的天堂，我们的酒店也提供各种⼾外活动、
器材租赁和交通服务。

Hailuodon Majakkapiha餐厅
我们是海卢奥托岛的特⾊餐厅，有Frans�
Kitchen�&�Bar�和Pizza菜单供您选择。

Hailuoto Organic Brewery

特⾊啤酒⼚
Panimo是⼀家位于海卢奥托岛的特⾊啤
酒⼚，旗下有多款特⾊的啤酒和果酒。我们
在海卢奥托岛上种植有机⼤⻨，这⾥的农
⽥没有任何污染，⻨⼦⽣⻓在漫⻓的夏⽇
阳光下有着独特的灵魂。我们将德国纯⻨
芽啤酒的酿造⽅式和芬兰特⾊完美结合！
欢迎来参观我们的酒⼚，�⼀边品尝，⼀边领
略北极的海岛⻛光，⽆⽐惬意！

啤酒品尝�10欧/⼈
酒⼚参观�20欧/⼈

海卢奥托是芬兰北博滕区的⼀
个岛屿⼩镇，这座⾃然纯朴、原⽣态
的美丽海岛不仅能欣赏罕⻅奇观，也
是⼀个让⼈远离烦嚣的海岛，波的尼
亚湾海岸上的群岛⻛光尽收眼底，⼾
外运动和⾃然景观在这⾥完美融合。
这个海岛仅有202.53平⽅公⾥，⼈⼝
密度仅为4.89⼈/平⽅公⾥，常驻⼈
⼝约为1000。

Hailuoto海卢奥托岛

联系⽅式�
Luotsihotelli / Arctic Lighthouse Hotel
Tel. +358 (0)40 192 3464
info@slowhotel.fi
www.luotsihotelli.fi

Oulu 奥卢

联系⽅式�
Marjaniementie 821
90480 Hailuoto
Tel. +358 40 187 7730
www.majakkapiha.fi/ravintolat

参考价€ 

联系⽅式�
Luovontie 233, 90480 Hailuoto 
Tel. +358 44 986 2223
info@hailuodonpanimo.fi
www.hailuodonpanimo.fi

如何抵达：1.5⼩时⻋程(距离奥卢市约
50公⾥，包含25分钟的轮渡)

920欧/4⼈团队
参考价€ 

或其它⾃选地点

Liminka
Oulu,�Oulunsalo

outdoorsoulu.fi

·� 16� ⽶⾼绳索厅，您可以同时攀登顶部绳
索和铅绳。�需要保护卡！

直⾄12�m。



Kalajoki

主要景点�

Major 
Scenic Spots

坐拥沙丘的卡拉约基是芬兰北部著名的度假胜地。卡
拉约基途径8号公路，位于波的尼亚湾海边。卡拉约基旅
游中⼼四周独⼀⽆⼆的海景定会让您流连忘返。

海⻛拂发，⽇升滑沙。岸边桦树沙沙作响，海上海鸥
啼咕⻜鸣。感受⼤海的静谧踏实，乘着滑沙板从岸边沙丘
上⻜流⽽下。⾼标准的服务与活动体验。

卡拉约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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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点特⾊�
• 顶级旅游及休闲地区
• 位于海边
• 海岸线美景及沙丘
• 全年⽆休旅游活动
• 众多⼉童乐园，如：Pakka 游乐园、

详情�
酒店数量：3
别墅数量：300
可容纳：13,000 张以上床
冬季活动：驯⿅、摩托雪橇、越野滑雪、雪鞋步⾏、雪地徒步、
欢度圣诞 /新年、北极光、动物 /⻦禽观赏、冰钓
温泉及游泳、保龄球、健⾝房、⽔疗、Pakka游乐园、雪地⻛筝、
冰上卡丁⻋、冬季冲浪、胖胎⻋越野、室内活动公园、⻜盘⾼
尔夫
免费活动：海洋⾃然中⼼、⽊屑⼭徒步、沙丘滑沙、观⻦塔、
拉普兰⼩屋及篝⽕营地
滑雪轨道：50 公⾥

徒步步道：⼏⼗公⾥
机场：距科科拉80公⾥，⼤约50分钟⻋程；距奥卢140公⾥，
1.5 ⼩时⻋程
交通：巴⼠、出租⻋、租赁⻋
⽕⻋站：距科科拉 65公⾥，⼤约 45 分钟⻋程；距上维耶斯卡
40 公⾥，30 分钟⻋程

联系⽅式�
Visit Kalajoki  
Johanna Rautio
Jukupolku 5, 85100 Kalajoki 
Tel. +358 (0) 46 923 5530 
johanna.rautio@visitkalajoki.fi
www.visitkalajoki.fi

联系⽅式�
Kalajoki Visitor Centre
Jukupolku 5, 85100 Kalajoki
Tel: +358 (0)8 4694 449 
keskusvaraamo@kalajoki.fi
www.nationalparks.fi/kalajoki
 

45.卡拉约基游客中⼼ 
Kalajoki Visitor Centre 

�位于卡拉约基沙丘旁的卡拉约基游客中⼼是游客到
访波的尼亚湾的第⼀站。游客中⼼提供关于波的尼亚湾
区最受欢迎的⼾外活动⼩贴⼠。三层楼的展厅介绍了波
罗的海最北地区波的尼亚湾的悠久历史及⾃然⻛光。您
可以乘坐仿真潜⽔艇⼀探⽔下世界究竟，也可以了解冰
河世纪、波的尼亚湾的⾃然及⽣物物种、知晓波的尼亚
湾国家公园、阅读关于波的尼亚湾善于创造的农⺠及养
⻥基地的故事、亦或者尝试垂钓芬兰最⼤的⻥。可提供
英语导游参观（1⼩时）。

公司特⾊�
国有企业Metsähallitus 负责芬兰所有国家公园以及30多家⾃然
中⼼或游客中⼼。Metsähallitus提供⼤量⾃然步道、篝⽕营地
及其他服务，让所有⼈都能领略到芬兰绝美的⾃然⻛光。服务免
费但导游讲解需花费50�€ / ⼩时。卡拉约基游客中⼼是卡拉约基
Metsähallitus 的顾客服务点。可对全家出游提供许多帮助；残疾
⼈⼠可参观展览；免费聆听波的尼亚湾有关⾃然及历史的精彩故
事。主要特⾊是Botnia 潜⽔艇模拟器、芬兰捕⻥纪录复制品以及
展览陈列的⾃然⻛光⽂件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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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季活动：垂钓、徒步、泛⾈/⽪艇、骑⻢、骑⾏、越野⾏⾛、⾼尔
夫、巡航、远⾜、灯塔岛Ulkokalla及渔⺠岛Maakalla海上航
⾏。⽔上运动：桨板冲浪、⻛筝冲浪、帆板冲浪。⼉童项⽬：完美
北极海滩、⽔上乐园Jukupark、Pakka游乐园、Lohilaakso垂
钓中⼼、Juku乐园，SuperPark游乐园海洋⾃然中⼼、交通公
园、⼉童卡丁⻋、⾃⾏⻋租借、迷你⾼尔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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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季活动：垂钓、徒步、泛⾈/⽪艇、骑⻢、骑⾏、越野⾏⾛、⾼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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钓中⼼、Juku乐园，SuperPark游乐园海洋⾃然中⼼、交通公
园、⼉童卡丁⻋、⾃⾏⻋租借、迷你⾼尔夫等。



46. Pakka游乐园 
Adventure Park Pakka

Pakka游乐场提供各种体验满⾜不同需求。虽然树
上的⼗三项绳类冒险项⽬是主要景点，但游乐场的乐趣
远不⽌于此：⾛绳及蹦床挑战同样值得⼀试！

同时，我们隆重推荐X塔�⼀场让您触摸天空的
冒险！X塔是真正胆⼤者的极乐世界，在这⾥您可以单
独也可以和伙伴们⼀起参与挑战。X塔也是Mega巨型
⾼空滑索的起点，这条芬兰最⻓的索道横穿卡拉约基沙
丘，⻓达惊⼈的330⽶！⼜或者您是否敢攀爬23⽶后
挑战⾃由降落或信仰之跃？如果您喜欢向上⽽⾮降落，
您同样可以和伙伴⼀起挑战⾼达 21 ⽶的攀岩墙。

详情�
语⾔：英语
季节 /开放时间：
5⽉1⽇-9⽉30⽇
10⽉ -�4 ⽉仅对预定的团体游客开放
服务：体验与冒险：绳类冒险项⽬、⾛绳、蹦床、X塔、⾼空滑索、
攀岩墙等
位置：Pakka游乐场位于Kalajoen�Hiekkasärkä（t 卡拉约基沙丘）
游客服务中⼼的核⼼位置。乐园建在通往营地⼤⻔主路两边的树
林⾥。当您挑战园内⾼空冒险项⽬时，能俯瞰惊⼈海景。乐园距
海岸⼤约 300 ⽶。
价格：邮件咨询或⽹站查询

联系⽅式�
Adventure Park Pakka 
Tuomo Priuska 
Tuomipakkaintie 19, 85100 Kalajoki 
Tel. +358 40 5340 837 
tuomo@seikkailupuistopakka.com
info@seikkailupuistopakka.com 
www.seikkailupuistopakka.com/en/adventure-p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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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厅
Restaurant

47. Lohilaakso 餐馆�

Lohilaakso ⻥⾁餐馆始于 1978 年。
我们每天捕捞新鲜的当地⽩⻥。我们⾃

⼰的渔⽹位于餐馆附近海域，最受欢迎菜式
为烟熏⽩⻥拼盘。欢迎前来品尝！

产品详情�
成⽴：1978
语⾔：英语
季节：6⽉-8� ⽉
开放时间：6⽉-8⽉底，每天 11 点 -21 点
可容纳：露台 80个座位；室内30个座位；
私⼈定制包房 24 个座位
服务：⻥⾁佳肴（午餐和晚餐）、各式饮品、
垂钓设备租借及烟熏制作；临湖啤酒花园 /
露台、纪念品商店
特⾊：烟熏⽩⻥拼盘
价格：来信询问

48. Lokkilinna 海边餐厅

与专业⼤厨⼀同深度了解芬兰饮⻝⽂
化、烹饪技巧和当地⻝材，⽐如在当地的森
林⾥能够找到不同种类的野⽣的浆果和蘑
菇。

烹饪课程体验Cooking� Class� of� Finnish�
Seasonal�Flavors：

Lokkilinna酒店毗邻卡拉约基海滩，�
海景餐厅使⽤当地的⻝材进⾏烹饪。⾃助
餐有沙拉、⾯包和3种不同的热⻝，晚餐提
供各类选择包括披萨。

体验时⻓：1⼩时准备和介绍⻝材和芬
兰饮⻝⽂化

烹 饪 课 程 结 束 后 ，客 ⼈ 可 在
Lokkilinna海景餐厅等候，服务员将美味的
⼤餐完美呈现。

产品详情�
预订：3⽉初到11⽉底
价格：69欧/⼈

联系⽅式 
Restaurant Lohilaakso 
Marja Pirkola 
Tahkokorvantie 39, 85100 Kalajoki 
Tel. +358 (0) 400 851186 
lohilaakso@hotmail.com 
www.lohilaakso.fi

包含：全程英⽂烹饪课程、⻝材、炊具、调
料、等
可选：头盘、甜点，酒⽔和餐厅餐厅普菜单

⼈数：3-8⼈

联系⽅式 
Hotel Restaurant Lokkilinna

Tel. +358 8 469 6700
hotelli@lokkilinna.fi 
lokkilinna.fi/en/restaurant

49. Shangrila⾹格⾥拉餐厅

⾹格⾥拉是中国著名的旅游景点，拥
有独特的藏族⽂化和⾼⼭景观。在SALLY的
⼼⽬⾥，卡拉约基就是芬兰的⾹格⾥拉。于
是她萌⽣了在这⾥开⼀家名叫⾹格⾥拉的

2019年的夏季，Sally和她的⼀家在去
游乐园的途中偶然的邂逅了卡拉约基的
Hiekkasärkät海滩。她被⻓⻓的⾃然海滩和
丰富的游乐活动所吸引。她⼀边游览着这
座城市⼀边想，为什么不在这开⼀家中餐
馆呢？

我们已经成为北欧最⼤的⼾外冒险乐园，全新设计
的挑战线路期待您的光临！�

Matkailutie 199, 85100 Kalajoki 

狗拉雪橇
卡拉约基附近有2家西伯利亚哈斯奇

农场JokaTassu� Husky和Team� Nordic�
Husky� Farm，可以安排的活动有：狗场参
观、⼏公⾥的短途狗拉雪橇和⼏⼩时的⻓
途之旅，如果天⽓情况允许，也可以选择⾃
⼰驾驶。如果你想来点独⼀⽆⼆的体验，我
们可以将可爱的⼆哈们安排到卡拉约基冰
冻的海⾯上，体验海上雪橇之旅。

联系⽅式 
Kalajoki Booking Centre
Laura Kujala
Jukupolku 5, 85100 Kalajoki
Tel. +358-8-466 691 
laura.kujala@kalajokikeskusvaraamo. fi
www.bookingkalajoki.fi 

在我们的棚式餐馆或临湖啤酒花园
/露台⾥享⽤属于您⾃⼰的⻥⾁午餐或晚
餐。在这度假胜地，您可以同时享受饮料、
鸡尾酒、红酒、上等啤酒、意⼤利咖啡和奶
昔等饮品。



46. Pakka游乐园 
Adventure Park Pakka

Pakka游乐场提供各种体验满⾜不同需求。虽然树
上的⼗三项绳类冒险项⽬是主要景点，但游乐场的乐趣
远不⽌于此：⾛绳及蹦床挑战同样值得⼀试！

同时，我们隆重推荐X塔�⼀场让您触摸天空的
冒险！X塔是真正胆⼤者的极乐世界，在这⾥您可以单
独也可以和伙伴们⼀起参与挑战。X塔也是Mega巨型
⾼空滑索的起点，这条芬兰最⻓的索道横穿卡拉约基沙
丘，⻓达惊⼈的330⽶！⼜或者您是否敢攀爬23⽶后
挑战⾃由降落或信仰之跃？如果您喜欢向上⽽⾮降落，
您同样可以和伙伴⼀起挑战⾼达 21 ⽶的攀岩墙。

详情�
语⾔：英语
季节 /开放时间：
5⽉1⽇-9⽉30⽇
10⽉ -�4⽉仅对预定的团体游客开放
服务：体验与冒险：绳类冒险项⽬、⾛绳、蹦床、X塔、⾼空滑索、
攀岩墙等
位置：Pakka游乐场位于Kalajoen�Hiekkasärkä（t 卡拉约基沙丘）
游客服务中⼼的核⼼位置。乐园建在通往营地⼤⻔主路两边的树
林⾥。当您挑战园内⾼空冒险项⽬时，能俯瞰惊⼈海景。乐园距
海岸⼤约 300 ⽶。
价格：邮件咨询或⽹站查询

联系⽅式�
Adventure Park Pakka 
Tuomo Priuska 
Tuomipakkaintie 19, 85100 Kalajoki 
Tel. +358 40 5340 837 
tuomo@seikkailupuistopakka.com
info@seikkailupuistopakka.com 
www.seikkailupuistopakka.com/en/adventure-p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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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厅
Restaurant

47. Lohilaakso 餐馆�

Lohilaakso ⻥⾁餐馆始于 1978 年。
我们每天捕捞新鲜的当地⽩⻥。我们⾃

⼰的渔⽹位于餐馆附近海域，最受欢迎菜式
为烟熏⽩⻥拼盘。欢迎前来品尝！

产品详情�
成⽴：1978
语⾔：英语
季节：6⽉-8� ⽉
开放时间：6⽉-8⽉底，每天 11 点 -21 点
可容纳：露台 80个座位；室内30个座位；
私⼈定制包房 24 个座位
服务：⻥⾁佳肴（午餐和晚餐）、各式饮品、
垂钓设备租借及烟熏制作；临湖啤酒花园 /
露台、纪念品商店
特⾊：烟熏⽩⻥拼盘
价格：来信询问

48. Lokkilinna 海边餐厅

与专业⼤厨⼀同深度了解芬兰饮⻝⽂
化、烹饪技巧和当地⻝材，⽐如在当地的森
林⾥能够找到不同种类的野⽣的浆果和蘑
菇。

烹饪课程体验Cooking� Class� of� Finnish�
Seasonal�Flavors：

Lokkilinna酒店毗邻卡拉约基海滩，�
海景餐厅使⽤当地的⻝材进⾏烹饪。⾃助
餐有沙拉、⾯包和3种不同的热⻝，晚餐提
供各类选择包括披萨。

体验时⻓：1⼩时准备和介绍⻝材和芬
兰饮⻝⽂化

烹 饪 课 程 结 束 后 ，客 ⼈ 可 在
Lokkilinna海景餐厅等候，服务员将美味的
⼤餐完美呈现。

产品详情�
预订：3⽉初到11⽉底
价格：69欧/⼈

联系⽅式 
Restaurant Lohilaakso 
Marja Pirkola 
Tahkokorvantie 39, 85100 Kalajoki 
Tel. +358 (0) 400 851186 
lohilaakso@hotmail.com 
www.lohilaakso.fi

包含：全程英⽂烹饪课程、⻝材、炊具、调
料、等
可选：头盘、甜点，酒⽔和餐厅餐厅普菜单

⼈数：3-8⼈

联系⽅式 
Hotel Restaurant Lokkilinna

Tel. +358 8 469 6700
hotelli@lokkilinna.fi 
lokkilinna.fi/en/restaurant

49. Shangrila⾹格⾥拉餐厅

⾹格⾥拉是中国著名的旅游景点，拥
有独特的藏族⽂化和⾼⼭景观。在SALLY的
⼼⽬⾥，卡拉约基就是芬兰的⾹格⾥拉。于
是她萌⽣了在这⾥开⼀家名叫⾹格⾥拉的

2019年的夏季，Sally和她的⼀家在去
游乐园的途中偶然的邂逅了卡拉约基的
Hiekkasärkät海滩。她被⻓⻓的⾃然海滩和
丰富的游乐活动所吸引。她⼀边游览着这
座城市⼀边想，为什么不在这开⼀家中餐
馆呢？

我们已经成为北欧最⼤的⼾外冒险乐园，全新设计
的挑战线路期待您的光临！�

Matkailutie 199, 85100 Kalajoki 

狗拉雪橇
卡拉约基附近有2家西伯利亚哈斯奇

农场JokaTassu� Husky和Team� Nordic�
Husky� Farm，可以安排的活动有：狗场参
观、⼏公⾥的短途狗拉雪橇和⼏⼩时的⻓
途之旅，如果天⽓情况允许，也可以选择⾃
⼰驾驶。如果你想来点独⼀⽆⼆的体验，我
们可以将可爱的⼆哈们安排到卡拉约基冰
冻的海⾯上，体验海上雪橇之旅。

联系⽅式 
Kalajoki Booking Centre
Laura Kujala
Jukupolku 5, 85100 Kalajoki
Tel. +358-8-466 691 
laura.kujala@kalajokikeskusvaraamo. fi
www.bookingkalajoki.fi 

在我们的棚式餐馆或临湖啤酒花园
/露台⾥享⽤属于您⾃⼰的⻥⾁午餐或晚
餐。在这度假胜地，您可以同时享受饮料、
鸡尾酒、红酒、上等啤酒、意⼤利咖啡和奶
昔等饮品。



酒店
Hotel 

51. 圣诞⽼⼈温泉度假酒店
Santa’s Resort & Spa Hotel 
Sani

Sani圣诞⽼⼈温泉度假酒店⽬光所及
即是⽔！咸咸的海⽔，⻓⻓的沙滩，还有温
暖的热带泳池以及 SaniFani温泉馆潺潺的
⼩河。

全部 72间酒店房屋阳光充沛、空间
宽敞且拥有品质装潢，让您忘却凡尘的烦
恼，得以⼩憩。⾼级房配备落地玻璃阳台，
可观沙丘海景。标准房内的法式阳台可⻅
SaniFani温泉馆的宽阔⻛景。我们提供独⽴
桑拿和烹饪设施，让您的度假体验舒适温
馨！您可以在⻓沙滩及众多活动选择中尽享
欢乐时光。不论何时，卡拉约基都是体验北
欧⾃然⻛光的最佳之选。

产品详情�
住宿可容纳：72 间酒店房屋
住宿配备：淋浴、卫浴、浴袍、迷你吧、免
费Wifi
餐馆 /酒吧数量及类型：点菜式餐馆70⼈；
Puutarhasali 早餐厅 90 ⼈；温泉馆汉堡及
咖啡吧 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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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塔⽪图帕公寓
Tapion Tupa

真正的南波的尼亚餐饮胜地及度假中⼼。

TAPIONKEIDAS（4间公寓）
6-8⼈公寓配有两间卧室、⼩厨房、炊具、

洗碗机、微波炉、冰箱、咖啡机、洗⾐机、
吸尘器、熨⾐板、桑拿房、卫浴、壁炉、有
线电视、收⾳机、⻋库、露台、床单和⽑⼱。

PARITALO-DUPLEX（� 6 间公寓）
2-6⼈的复式套房配有⼀间卧室、楼梯、

⼩厨房、炊具、壁炉、洗碗机、冰箱、有线
电视、微波炉、咖啡机、吸尘器、桑拿房、
卫浴、床单和⽑⼱。

PYTINKI�
（8间房间，其中2间6⼈房，4间双⼈房）

2-4⼈房间配有独⽴淋浴、卫浴、电视、
冰箱、床单和⽑⼱。公共休息室有电炉和冰
箱。房间被国家假⽇住宿分类评为房间含早
级别。

产品详情�
成⽴：1979 年
语⾔：英语
住 宿 可 容 纳：10 间 房 间：4 间 6-8 ⼈
Tapionkeidas；6 间 2-6 ⼈ Paritalo 复式；8
间 Pytinki�客房；6间双⼈房；2间四床房
住宿配备：公寓：根据房型提供1-2间卧室、
全装修厨房、有线电视、微波炉、咖啡机、
吸尘器、桑拿房、卫浴、床单和⽑⼱；房间：
独⽴淋浴、卫浴、电视、冰箱、床单和⽑⼱。
距最近超市：6 公⾥
停⻋位：有
套餐：有
机场：奥卢（150 公⾥）
⽕⻋站：科科拉（60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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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地 /雪地瑜伽
感受⾃然柔软的触觉或拥抱冰雪的极致体
验。⼏世纪以来砂砾、⽩雪和寒冰统治着这
⾥的环境。当地⽣活⽅式也都以这些元素为
基础，并在困难的时期从⾃然中汲取能量和
平静。该产品结合简单的瑜伽动作，以及冬
季的⽓候和⼾外的环境。若没有雪景，则更
改为沙地瑜伽，同样可以感受到平静、空旷、
纯净的海⻛。在⼴袤⽆垠⼜静谧不语的⼤海
⾯前，您将真正感受到⾃然的洗礼。

产品详情�
季节：全年
时⻓：1 ⼩时
参与⼈数：2-30 ⼈
最⼩年龄：⽆限制
语⾔：英语
包含服务：
瑜伽课程结束后提供热或 /及冷饮品
可选服务：住宿
注意：请根据天⽓情况穿相应的⾐物
出发地：卡拉约基度假及温泉馆接待处
出发时间：请咨询

Santa’s Resort & Spa Hotel Sani
Jukupolku 5
85100 Kalajoki, Finland
Tel. +358 8 4692 500
kalajoki@santashotels.fi
Contact person: Eveliina Korhonen
eveliina.korhonen@santashotels.fi
Tel.+358 40 190 6003

 santashotels.fi/en/hotelsani

联系⽅式 

联系⽅式 
Sandy Kelt
Hanna Saari
Kalakuja ,85100 Kalajoki
Tel.+358 40 506 1698
hanna.saari@kotinet.com
info@sandykelt.fi

桑拿/温泉/健⾝：有桑拿/温泉/健⾝设施 。
房费包含⽔疗馆泳池及桑拿使⽤权。私⼈桑
拿需咨询
⼉童特殊服务：室内操场
允许携带宠物狗：是，需咨询
距最近超市：100 ⽶
停⻋位：有，免费停⻋
冬季活动：有
夏季活动：有

季节：全年，旺季为 7.1�—�7.31

公寓
我们提供 30间全新公寓，直达酒店的温泉
馆设施。公寓房间阳光充沛、空间宽敞且拥
有品质装潢，配备落地玻璃阳台，可观沙丘

海景，舒适的露台直通沙丘。⼤型公寓拥有
独⽴桑拿。每间公寓配备烹饪设备，让您的
度假体验更为⾃在！不论何时，卡拉约基都
是体验北欧⾃然⻛光的最佳之选。

参考价€ 

价格：来信询问

参考价€ 

餐厅，融合亚洲各种不同的饮⻝⽂化。

欢迎光临!

最终⾹格⾥拉餐厅2020年的5⽉开业
了。餐厅的整体⽓氛明亮时尚，内厅有68个
座位，夏季露台有36个座位。所有的⻝物均
由新鲜优质的材料制成，价格合理。餐厅提
供全天⾃助餐，包括新鲜的寿司和美味的
中餐，堂⻝打包都可以。

联系⽅式 
Shangri La ⾹格⾥拉餐厅
Kalakuja 2 B, Kalajoki 
Tel.+358 44 244 3476
facebook/ravintolashangrila

吧餐厅也是为了让芬兰⼈在当地就能感受
异国⻛情。温馨的环境和美酒佳肴是您在
卡拉约基放松的理想场所。我们还提私厨
定制服务，⼤厨可到您的独家⽊屋烹饪美
味。

50. Sandy Kelt餐馆

餐厅位于Kalajoki卡拉约基度假村的
中⼼，2013年开业。爱尔兰酒吧遍布全球，
就是为了让⾝在异乡的欧洲⼈有回家的感
觉，之所以也在当地开⼀家这样的主题酒

Touch�of�Luxury�豪华套餐

带桑拿的豪华海景套房、双早、浴袍、拖鞋、
Spa美容套餐、欢迎⾹槟&零⻝、
推荐⼈群：闺蜜或新婚度假

249欧/房/晚

交通：巴⼠、出租⻋、租赁⻋

机场：距Kokkola科科拉80公⾥，⼤约50分
钟⻋程；距奥卢140公⾥，1.5⼩时⻋程

⽕⻋站：距科科拉65公⾥，⼤约45分钟⻋
程;距上维耶斯卡40公⾥，30分钟⻋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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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圣诞⽼⼈温泉度假酒店
Santa’s Resort & Spa Hotel 
Sani

Sani圣诞⽼⼈温泉度假酒店⽬光所及
即是⽔！咸咸的海⽔，⻓⻓的沙滩，还有温
暖的热带泳池以及 SaniFani温泉馆潺潺的
⼩河。

全部 72间酒店房屋阳光充沛、空间
宽敞且拥有品质装潢，让您忘却凡尘的烦
恼，得以⼩憩。⾼级房配备落地玻璃阳台，
可观沙丘海景。标准房内的法式阳台可⻅
SaniFani温泉馆的宽阔⻛景。我们提供独⽴
桑拿和烹饪设施，让您的度假体验舒适温
馨！您可以在⻓沙滩及众多活动选择中尽享
欢乐时光。不论何时，卡拉约基都是体验北
欧⾃然⻛光的最佳之选。

产品详情�
住宿可容纳：72 间酒店房屋
住宿配备：淋浴、卫浴、浴袍、迷你吧、免
费Wifi
餐馆 /酒吧数量及类型：点菜式餐馆70⼈；
Puutarhasali 早餐厅 90 ⼈；温泉馆汉堡及
咖啡吧 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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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塔⽪图帕公寓
Tapion Tupa

真正的南波的尼亚餐饮胜地及度假中⼼。

TAPIONKEIDAS（4间公寓）
6-8⼈公寓配有两间卧室、⼩厨房、炊具、

洗碗机、微波炉、冰箱、咖啡机、洗⾐机、
吸尘器、熨⾐板、桑拿房、卫浴、壁炉、有
线电视、收⾳机、⻋库、露台、床单和⽑⼱。

PARITALO-DUPLEX（� 6 间公寓）
2-6⼈的复式套房配有⼀间卧室、楼梯、

⼩厨房、炊具、壁炉、洗碗机、冰箱、有线
电视、微波炉、咖啡机、吸尘器、桑拿房、
卫浴、床单和⽑⼱。

PYTINKI�
（8间房间，其中2间6⼈房，4间双⼈房）

2-4⼈房间配有独⽴淋浴、卫浴、电视、
冰箱、床单和⽑⼱。公共休息室有电炉和冰
箱。房间被国家假⽇住宿分类评为房间含早
级别。

产品详情�
成⽴：1979 年
语⾔：英语
住 宿 可 容 纳：10 间 房 间：4 间 6-8 ⼈
Tapionkeidas；6 间 2-6 ⼈ Paritalo 复式；8
间 Pytinki�客房；6间双⼈房；2间四床房
住宿配备：公寓：根据房型提供1-2间卧室、
全装修厨房、有线电视、微波炉、咖啡机、
吸尘器、桑拿房、卫浴、床单和⽑⼱；房间：
独⽴淋浴、卫浴、电视、冰箱、床单和⽑⼱。
距最近超市：6 公⾥
停⻋位：有
套餐：有
机场：奥卢（150 公⾥）
⽕⻋站：科科拉（60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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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地 /雪地瑜伽
感受⾃然柔软的触觉或拥抱冰雪的极致体
验。⼏世纪以来砂砾、⽩雪和寒冰统治着这
⾥的环境。当地⽣活⽅式也都以这些元素为
基础，并在困难的时期从⾃然中汲取能量和
平静。该产品结合简单的瑜伽动作，以及冬
季的⽓候和⼾外的环境。若没有雪景，则更
改为沙地瑜伽，同样可以感受到平静、空旷、
纯净的海⻛。在⼴袤⽆垠⼜静谧不语的⼤海
⾯前，您将真正感受到⾃然的洗礼。

产品详情�
季节：全年
时⻓：1 ⼩时
参与⼈数：2-30 ⼈
最⼩年龄：⽆限制
语⾔：英语
包含服务：
瑜伽课程结束后提供热或 /及冷饮品
可选服务：住宿
注意：请根据天⽓情况穿相应的⾐物
出发地：卡拉约基度假及温泉馆接待处
出发时间：请咨询

Santa’s Resort & Spa Hotel Sani
Jukupolku 5
85100 Kalajoki, Finland
Tel. +358 8 4692 500
kalajoki@santashotels.fi
Contact person: Eveliina Korhonen
eveliina.korhonen@santashotels.fi
Tel.+358 40 190 6003

 santashotels.fi/en/hotelsani

联系⽅式 

联系⽅式 
Sandy Kelt
Hanna Saari
Kalakuja ,85100 Kalajoki
Tel.+358 40 506 1698
hanna.saari@kotinet.com
info@sandykelt.fi

桑拿/温泉/健⾝：有桑拿/温泉/健⾝设施 。
房费包含⽔疗馆泳池及桑拿使⽤权。私⼈桑
拿需咨询
⼉童特殊服务：室内操场
允许携带宠物狗：是，需咨询
距最近超市：100 ⽶
停⻋位：有，免费停⻋
冬季活动：有
夏季活动：有

季节：全年，旺季为 7.1�—�7.31

公寓
我们提供 30间全新公寓，直达酒店的温泉
馆设施。公寓房间阳光充沛、空间宽敞且拥
有品质装潢，配备落地玻璃阳台，可观沙丘

海景，舒适的露台直通沙丘。⼤型公寓拥有
独⽴桑拿。每间公寓配备烹饪设备，让您的
度假体验更为⾃在！不论何时，卡拉约基都
是体验北欧⾃然⻛光的最佳之选。

参考价€ 

价格：来信询问

参考价€ 

餐厅，融合亚洲各种不同的饮⻝⽂化。

欢迎光临!

最终⾹格⾥拉餐厅2020年的5⽉开业
了。餐厅的整体⽓氛明亮时尚，内厅有68个
座位，夏季露台有36个座位。所有的⻝物均
由新鲜优质的材料制成，价格合理。餐厅提
供全天⾃助餐，包括新鲜的寿司和美味的
中餐，堂⻝打包都可以。

联系⽅式 
Shangri La ⾹格⾥拉餐厅
Kalakuja 2 B, Kalajoki 
Tel.+358 44 244 3476
facebook/ravintolashangrila

吧餐厅也是为了让芬兰⼈在当地就能感受
异国⻛情。温馨的环境和美酒佳肴是您在
卡拉约基放松的理想场所。我们还提私厨
定制服务，⼤厨可到您的独家⽊屋烹饪美
味。

50. Sandy Kelt餐馆

餐厅位于Kalajoki卡拉约基度假村的
中⼼，2013年开业。爱尔兰酒吧遍布全球，
就是为了让⾝在异乡的欧洲⼈有回家的感
觉，之所以也在当地开⼀家这样的主题酒

Touch�of�Luxury�豪华套餐

带桑拿的豪华海景套房、双早、浴袍、拖鞋、
Spa美容套餐、欢迎⾹槟&零⻝、
推荐⼈群：闺蜜或新婚度假

249欧/房/晚

交通：巴⼠、出租⻋、租赁⻋

机场：距Kokkola科科拉80公⾥，⼤约50分
钟⻋程；距奥卢140公⾥，1.5⼩时⻋程

⽕⻋站：距科科拉65公⾥，⼤约45分钟⻋
程;距上维耶斯卡40公⾥，30分钟⻋程�



产品详情�
成⽴：2014 年
语⾔：英语
住宿可容纳：约 120 间⼩屋，约 70 间公寓
住宿设施：所有住宿房间配备厨房、淋浴、
卫浴、桑拿
餐馆 /酒吧数量及类型：�在卡拉约基假⽇
和沙丘地区有⼀些提供⻝物的地⽅�：⽜排
屋，爱尔兰酒吧和餐厅，⼩酒馆，汉堡&
披萨，烧烤，⻥餐厅，酒店餐厅，家庭⾃制
传统芬兰⻝物等。
桑拿/温泉/健⾝： ⽔疗，桑拿&健康护理
和团队锻炼
⼉童特殊服务：⽔上乐园、温泉、交通公园、
游乐场、游猎、室内操场
允许携带宠物狗：是
最近超市距离：距超市 10 公⾥、市场 800 ⽶
停⻋位：有
冬季活动：�含导游览（雪鞋⾏⾛，雪地摩托，
ATV，胖轮胎⾃⾏⻋）骑⻢，室内⼉童游乐
场，冒险乐园，冰上航⾏，冰雕，保龄球，
⽔疗，护理，滑雪，滑冰，地理寻宝，主题
活动，含导参观展览，⾃然旅⾏，含导参观
⽼城 Plassi�&�Pottery�Isopahkala，雪上瑜
伽，芬兰式烟熏桑拿，烘焙和⼿⼯艺作坊
夏季活动：�向导游览，骑⾃⾏⻋，⾼尔夫，
⻜盘⾼尔夫，迷你⾼尔夫，地理寻宝，沙滩
排球和⾜球，在三⽂⻥溪⾕钓⻥，冒险乐园，
卡丁⻋，徒步，⾃然旅⾏，岛屿和群岛的海
上游览，观⻦，采摘浆果和蘑菇⽪划艇，⽔疗，
⽔上乐园，骑⻢，冲浪，⻛帆冲浪，沙滩瑜
伽，博物馆，景点，芬兰式烟熏桑拿和浴盆
套餐：�家庭项⽬，学校露营，英语家庭寄宿，
夏令营

54.Super Park Kalajoki
卡拉约基冒险乐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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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欧/⼈
参考价€ 

旅游活动公司及
活动项⽬

Travel activity 
companies
and events

交通：租赁⻋ /公交⻋
季节：全年，除 24.-25.12.

       联系⽅式 
Tapion Tupa 
Kari Seikkula
Matkailutie 3
85100 Kalajoki
Tel. +358 (0) 8466622
tapiontupa@tapiontupa.com 
www.tapiontupa.com

53. 卡拉约基预定中⼼
Kalajoki Booking Centre

卡拉约基预定中⼼的住宿选择从豪华休
闲到简单芬兰度假⼩屋，应有尽有。您可以
选择度假屋、传统芬兰度假⼩屋、公寓或酒
店⼊住。

希望度假屋紧邻沙滩，还是由松⽊林、
慢跑⼩径和著名沙丘围绕，亦或是靠近餐
馆，⼜或者是宁静安逸？只需告诉我们您的
要求，我们将让您的假期轻松惬意。

卡拉约基预定中⼼全年提供各种住宿选
择，从单晚到⻓期住宿皆可选择。

选择三餐、当地旅游活动、交通、票务
及租借设备�不论您假期需要什么，卡拉
约基预定中⼼都能为您安排。

公司特⾊�
所有 Hiekkasärkät旅游区域的服务可售

旅游活动公司
及活动项⽬

Tourism 
Companies and 
Their Activities

参考价€ 

Paritalo�⼾型：1.1-6.12�&�9.1-12.31�:�99欧
/2⼈/晚
6.13�-8.9�:�145欧/2⼈/晚
8.10-8.31�108�欧/2⼈/晚
Tapiokeida⼾型：1.1-6.12� &� 9.1-12.31� :�
107欧/2⼈/晚
6.13�-8.9�:�180欧/2⼈/晚
8.10-8.31�115�欧/2⼈/晚
Pytinki⼾型：1.1-6.12�:�72欧/2⼈/晚
6.13-8.9:�90欧/2⼈/晚 0  乘船航⾏前往渔⺠岛Maakalla 1

产品详情�
季节：�6.1-9.15
时⻓：4 -6⼩时
参与⼈数：⾄少 4 ⼈；⾄多：Galeas�
Ansio�34⼈，Kiira快艇船�12⼈
最⼩年龄：3岁
语⾔：英语
可选服务：港⼝来回交通
注意：遇⼤⻛及⾬天请穿保暖⾐物
出发地：Galeas�Ansio船从Konikarvo港
⼝（距离市区8公⾥）出发，Kiira船从Kes-h
uskari中⼼码头出发
出发时间：预定后确认

联系⽅式 
Kalajoki Booking Centre
Laura Kujala
Jukupolku 5, 85100 Kalajoki
Tel. +358-8-466 691
laura.kujala@kalajokikeskusvaraamo. fi
www.bookingkalajoki.fi

参考价€ 

Maakalla岛是座距离岸边约18公⾥的
独特⼩岛。Galeas�Ansio是传统⽊制两杆⼩
船，饱含独特魅⼒！可以选择Kiira�快艇或乘
坐传统Galeas�Ansio帆船前往，在渔⺠岛上
还能购买到新鲜制作的烟熏⻥。

Kiira快艇船�最多12⼈，49欧/⼈

Galeas� Ansio传统帆船：55欧/⼈，价格
包含三⽂⻥汤和咖啡

乘坐Arkki游船前往Maakalla渔⺠岛追
寻灰海豹(Grey�Seal)的⾜迹，有着丰富经验
的向导将带领游客们在海湾⾥⼀边欣赏美
丽的⻛景，⼀边寻找灰海豹出没的地点。春
季温暖的阳光、清新的空⽓和海⻛让⼈⼼
旷神怡，该活动特别推荐给摄影和动物爱
好者。
包含：往返4⼩时游览、向导、船上的茶⽔、
特⾊午餐。
注：视天⽓条件和海⾯的结冰情况，为了保
障乘客安全，活动公司有权临时取消。

55.Maakalla渔⺠岛海豹探
寻之旅

产品详情�
活动细节：
•��欢迎致辞和茶饮&咖啡

•��观看海豹和摄影
•��Maakalla⻢卡拉渔⺠岛午餐（⻥、蔬菜、煎饼）

参考价€ 
313€/⼈

联系⽅式 
MeriRaahe 
Jouni Leinonen
jouni@meriraahe.fi
Tel. +385 50 434 6340
www.meriraahe.fi/

56. Juku Park & Adventure 
Golf ⽔上乐园�&�主题⾼尔夫

全新的18洞主题⾼尔夫位于Juku�
Park的⽔上乐园旁边，这事⼀种全新的迷
你⾼尔夫体验，每个洞都都⾃⼰的主题，�⾮
常适合家庭、好友和同事团建，每年的夏季
啊到秋季开放。Juku� Park是卡拉约基的⽔
上乐园，夏季开放。

参考价€ 

9洞价格�8�欧/⼈
18洞价格�10�欧/⼈
⽔上乐园+9洞套餐� 28欧/⼈（18洞� 30欧/
⼈）�

联系⽅式 
JukuPark ⽔上乐园
Jukupolku 3-5, kalajoki@jukupark.fi
AdventureGolf地址：Pakkainpolku 2 
Tel. +358 8 469 2308
www.jukupark.fi

室内活动公园的⾃由式⾳乐厅设有溜
冰场和、踏板⻋公园和各种，⼴受欢迎的
AirTrack滚滑道以及各种坡道和蹦床。� 游
戏竞技场设有曲棍球雷达，碟式⾼尔夫球
和篮球⽐赛，是体育发烧友的天堂。�冒险区
有攀岩墙，令⼈兴奋的滑梯和踏板⻋道。

我们还设有⼀个名为“冒险之城”的游
乐区，为⼩朋友们和学⽣们提供。� 快来探
索，尝试各种运动，测试您的技能，并在我
们整个公园中欢愉地移动！� 我们坚信你体
验过还会再回来！�

联系⽅式 

Matkailutie 312, 85100, Kalajoki
info.kalajoki@superpark.fi
Tel. +358 40 071 8614
superpark.fi/en/park/kalajoki/

交通：巴⼠、出租⻋、租赁⻋
⽕⻋站：距科科拉65公⾥，⼤约45分钟⻋
程;距上维耶斯卡40公⾥，30分钟⻋程�

机场：距Kokkola科科拉80公⾥，⼤约50分
钟⻋程；距奥卢140公⾥，1.5⼩时⻋程

交通：巴⼠、最近的Kokkola⽕⻋站、出租
⻋、租⻋

Super� Park是芬兰知名的连锁室内运
动乐园，在芬兰多个城市包括奥卢和
Kalajoki卡拉约基都设有分店。

57. Rautio Sports Surf Center

为帆板，⻛筝冲浪者和站⽴式桨⼿提
供服务包括：初级课程、租赁设备和设备测
试。我们还为团体制定量⾝定制的计划，并
在海滩、度假场所、学校和教育中⼼安排演
⽰活动。冲浪中⼼旁边就是芬兰最⼤的房
⻋基地！在冬季，我们提供冬季冲浪设备租
赁服务：滑雪板/滑橇，⻛筝翅膀和⻛筝。

2011年春在卡拉约基成⽴的Rautio�
Sports是位于芬兰最⼤的冲浪活动中⼼，�
我们为

产品详情�

不含：翻译、交通、私厨和其它额外服务

活动时⻓：2-3⼩时
冰上钓⻥：50欧/⼈

活动季节：1⽉中-3⽉底
团队⼈数：4-15⼈
包含：防寒装备、钓⻥转背、热饮、向导服
务

开放时间：6⽉初-8⽉底，11-19点
9⽉-5⽉需提前预订

联系⽅式 
Rautio Sports Surf Center
Tuomipakkaintie 2085100 Kalajoki
Mr.Jarno Rautio
Tel. +358 44 5460090
surfcenter@rautio.fi
surfcenter.fi/en/



产品详情�
成⽴：2014 年
语⾔：英语
住宿可容纳：约 120 间⼩屋，约 70 间公寓
住宿设施：所有住宿房间配备厨房、淋浴、
卫浴、桑拿
餐馆 /酒吧数量及类型：�在卡拉约基假⽇
和沙丘地区有⼀些提供⻝物的地⽅�：⽜排
屋，爱尔兰酒吧和餐厅，⼩酒馆，汉堡&
披萨，烧烤，⻥餐厅，酒店餐厅，家庭⾃制
传统芬兰⻝物等。
桑拿/温泉/健⾝： ⽔疗，桑拿&健康护理
和团队锻炼
⼉童特殊服务：⽔上乐园、温泉、交通公园、
游乐场、游猎、室内操场
允许携带宠物狗：是
最近超市距离：距超市 10 公⾥、市场 800 ⽶
停⻋位：有
冬季活动：�含导游览（雪鞋⾏⾛，雪地摩托，
ATV，胖轮胎⾃⾏⻋）骑⻢，室内⼉童游乐
场，冒险乐园，冰上航⾏，冰雕，保龄球，
⽔疗，护理，滑雪，滑冰，地理寻宝，主题
活动，含导参观展览，⾃然旅⾏，含导参观
⽼城 Plassi�&�Pottery�Isopahkala，雪上瑜
伽，芬兰式烟熏桑拿，烘焙和⼿⼯艺作坊
夏季活动：�向导游览，骑⾃⾏⻋，⾼尔夫，
⻜盘⾼尔夫，迷你⾼尔夫，地理寻宝，沙滩
排球和⾜球，在三⽂⻥溪⾕钓⻥，冒险乐园，
卡丁⻋，徒步，⾃然旅⾏，岛屿和群岛的海
上游览，观⻦，采摘浆果和蘑菇⽪划艇，⽔疗，
⽔上乐园，骑⻢，冲浪，⻛帆冲浪，沙滩瑜
伽，博物馆，景点，芬兰式烟熏桑拿和浴盆
套餐：�家庭项⽬，学校露营，英语家庭寄宿，
夏令营

54.Super Park Kalajoki
卡拉约基冒险乐园

Kalajoki 卡拉约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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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欧/⼈
参考价€ 

旅游活动公司及
活动项⽬

Travel activity 
companies
and events

交通：租赁⻋ /公交⻋
季节：全年，除 24.-25.12.

       联系⽅式 
Tapion Tupa 
Kari Seikkula
Matkailutie 3
85100 Kalajoki
Tel. +358 (0) 8466622
tapiontupa@tapiontupa.com 
www.tapiontupa.com

53. 卡拉约基预定中⼼
Kalajoki Booking Centre

卡拉约基预定中⼼的住宿选择从豪华休
闲到简单芬兰度假⼩屋，应有尽有。您可以
选择度假屋、传统芬兰度假⼩屋、公寓或酒
店⼊住。

希望度假屋紧邻沙滩，还是由松⽊林、
慢跑⼩径和著名沙丘围绕，亦或是靠近餐
馆，⼜或者是宁静安逸？只需告诉我们您的
要求，我们将让您的假期轻松惬意。

卡拉约基预定中⼼全年提供各种住宿选
择，从单晚到⻓期住宿皆可选择。

选择三餐、当地旅游活动、交通、票务
及租借设备�不论您假期需要什么，卡拉
约基预定中⼼都能为您安排。

公司特⾊�
所有 Hiekkasärkät旅游区域的服务可售

旅游活动公司
及活动项⽬

Tourism 
Companies and 
Their Activities

参考价€ 

Paritalo�⼾型：1.1-6.12�&�9.1-12.31�:�99欧
/2⼈/晚
6.13�-8.9�:�145欧/2⼈/晚
8.10-8.31�108�欧/2⼈/晚
Tapiokeida⼾型：1.1-6.12� &� 9.1-12.31� :�
107欧/2⼈/晚
6.13�-8.9�:�180欧/2⼈/晚
8.10-8.31�115�欧/2⼈/晚
Pytinki⼾型：1.1-6.12�:�72欧/2⼈/晚
6.13-8.9:�90欧/2⼈/晚 0  乘船航⾏前往渔⺠岛Maakalla 1

产品详情�
季节：�6.1-9.15
时⻓：4 -6⼩时
参与⼈数：⾄少 4 ⼈；⾄多：Galeas�
Ansio�34⼈，Kiira快艇船�12⼈
最⼩年龄：3岁
语⾔：英语
可选服务：港⼝来回交通
注意：遇⼤⻛及⾬天请穿保暖⾐物
出发地：Galeas�Ansio船从Konikarvo港
⼝（距离市区8公⾥）出发，Kiira船从Kes-h
uskari中⼼码头出发
出发时间：预定后确认

联系⽅式 
Kalajoki Booking Centre
Laura Kujala
Jukupolku 5, 85100 Kalajoki
Tel. +358-8-466 691
laura.kujala@kalajokikeskusvaraamo. fi
www.bookingkalajoki.fi

参考价€ 

Maakalla岛是座距离岸边约18公⾥的
独特⼩岛。Galeas�Ansio是传统⽊制两杆⼩
船，饱含独特魅⼒！可以选择Kiira�快艇或乘
坐传统Galeas�Ansio帆船前往，在渔⺠岛上
还能购买到新鲜制作的烟熏⻥。

Kiira快艇船�最多12⼈，49欧/⼈

Galeas� Ansio传统帆船：55欧/⼈，价格
包含三⽂⻥汤和咖啡

乘坐Arkki游船前往Maakalla渔⺠岛追
寻灰海豹(Grey�Seal)的⾜迹，有着丰富经验
的向导将带领游客们在海湾⾥⼀边欣赏美
丽的⻛景，⼀边寻找灰海豹出没的地点。春
季温暖的阳光、清新的空⽓和海⻛让⼈⼼
旷神怡，该活动特别推荐给摄影和动物爱
好者。
包含：往返4⼩时游览、向导、船上的茶⽔、
特⾊午餐。
注：视天⽓条件和海⾯的结冰情况，为了保
障乘客安全，活动公司有权临时取消。

55.Maakalla渔⺠岛海豹探
寻之旅

产品详情�
活动细节：
•��欢迎致辞和茶饮&咖啡

•��观看海豹和摄影
•��Maakalla⻢卡拉渔⺠岛午餐（⻥、蔬菜、煎饼）

参考价€ 
313€/⼈

联系⽅式 
MeriRaahe 
Jouni Leinonen
jouni@meriraahe.fi
Tel. +385 50 434 6340
www.meriraahe.fi/

56. Juku Park & Adventure 
Golf ⽔上乐园�&�主题⾼尔夫

全新的18洞主题⾼尔夫位于Juku�
Park的⽔上乐园旁边，这事⼀种全新的迷
你⾼尔夫体验，每个洞都都⾃⼰的主题，�⾮
常适合家庭、好友和同事团建，每年的夏季
啊到秋季开放。Juku� Park是卡拉约基的⽔
上乐园，夏季开放。

参考价€ 

9洞价格�8�欧/⼈
18洞价格�10�欧/⼈
⽔上乐园+9洞套餐� 28欧/⼈（18洞� 30欧/
⼈）�

联系⽅式 
JukuPark ⽔上乐园
Jukupolku 3-5, kalajoki@jukupark.fi
AdventureGolf地址：Pakkainpolku 2 
Tel. +358 8 469 2308
www.jukupark.fi

室内活动公园的⾃由式⾳乐厅设有溜
冰场和、踏板⻋公园和各种，⼴受欢迎的
AirTrack滚滑道以及各种坡道和蹦床。� 游
戏竞技场设有曲棍球雷达，碟式⾼尔夫球
和篮球⽐赛，是体育发烧友的天堂。�冒险区
有攀岩墙，令⼈兴奋的滑梯和踏板⻋道。

我们还设有⼀个名为“冒险之城”的游
乐区，为⼩朋友们和学⽣们提供。� 快来探
索，尝试各种运动，测试您的技能，并在我
们整个公园中欢愉地移动！� 我们坚信你体
验过还会再回来！�

联系⽅式 

Matkailutie 312, 85100, Kalajoki
info.kalajoki@superpark.fi
Tel. +358 40 071 8614
superpark.fi/en/park/kalajoki/

交通：巴⼠、出租⻋、租赁⻋
⽕⻋站：距科科拉65公⾥，⼤约45分钟⻋
程;距上维耶斯卡40公⾥，30分钟⻋程�

机场：距Kokkola科科拉80公⾥，⼤约50分
钟⻋程；距奥卢140公⾥，1.5⼩时⻋程

交通：巴⼠、最近的Kokkola⽕⻋站、出租
⻋、租⻋

Super� Park是芬兰知名的连锁室内运
动乐园，在芬兰多个城市包括奥卢和
Kalajoki卡拉约基都设有分店。

57. Rautio Sports Surf Center

为帆板，⻛筝冲浪者和站⽴式桨⼿提
供服务包括：初级课程、租赁设备和设备测
试。我们还为团体制定量⾝定制的计划，并
在海滩、度假场所、学校和教育中⼼安排演
⽰活动。冲浪中⼼旁边就是芬兰最⼤的房
⻋基地！在冬季，我们提供冬季冲浪设备租
赁服务：滑雪板/滑橇，⻛筝翅膀和⻛筝。

2011年春在卡拉约基成⽴的Rautio�
Sports是位于芬兰最⼤的冲浪活动中⼼，�
我们为

产品详情�

不含：翻译、交通、私厨和其它额外服务

活动时⻓：2-3⼩时
冰上钓⻥：50欧/⼈

活动季节：1⽉中-3⽉底
团队⼈数：4-15⼈
包含：防寒装备、钓⻥转背、热饮、向导服
务

开放时间：6⽉初-8⽉底，11-19点
9⽉-5⽉需提前预订

联系⽅式 
Rautio Sports Surf Center
Tuomipakkaintie 2085100 Kalajoki
Mr.Jarno Rautio
Tel. +358 44 5460090
surfcenter@rautio.fi
surfcenter.fi/en/



ROKUA
58. 洛库亚联合国教科⽂组织世界地质公园
Rokua UNESCO Global Geopark

主要景点�

Major 
Scenic Spots

芬兰唯⼀⼀座联合国教科⽂组织世界地质公园，拥
有独⼀⽆⼆地貌，旅游基础设施完善。

地质公园凭借其独特的北极⻛光、强烈的季节反差
以及芬兰传统⽂化吸引着众多游客。在冬季。您可在冰
天雪地和冻结的湖泊中，感受最后⼀次冰河世纪盛⾏的
情况。该地区特有的地貌⾃冰河世纪就已形成，包括冰
脊、覆盖松⽊及苔藓的荒野、锅形陷洞，以及充满晶莹
剔透流⽔⾏成的⼩池塘。

地质公园包括了奥卢河⼭⾕、Rokua蛇形沙丘，及
Oulujärvi 河的地区。这些地区由冰川脊地相连接，冰川
脊地是在上⼀次冰河世纪（Weichsel）消退期间⾏成的。

除了地质，该地区还与那些沿着冰川消失后所形成的新
⼤陆上的史前⼈类联系在⼀起。

洛库亚

Rokua�地质公园从⼗个
⼾外⽬的地名单的公众评
选中脱颖⽽出，被评为
2018年芬兰最佳⼾外⽬
的地。
参考⽹⻚
www.rokuageopark.fi/
en/exper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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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洛库亚国家公园 
Rokua National Park

独特的洛库亚国家公园包含地质、⾃然及⽂化。全
年提供各种项⽬：享乐不尽。在冬季，您可惊叹于被⽩
雪覆盖的松树。受欢迎的冬季活动包括越野滑雪、雪鞋
⾏⾛及冰钓。在夏季，您可尝试徒步、採莓果和蘑菇、
垂钓和⽪艇。提供房⻋停⻋充电位。

当探索洛库亚蛇丘脊、沙丘及锅形陷洞湖时，冰河
世纪印记清晰可⻅，这⾜以证明为什么该地区是芬兰⾸
个联合馆教科⽂组织世界地质公园。适合家庭徒步健⾏
的步道穿过公园沙丘的⽊板⼩道，那⾥森林被⾯覆盖着
银⾊的苔藓。⼤⼤⼩⼩锅形陷洞湖散落在沙体中。国家
公园坐落于穆霍斯 Muhos,�⽡拉 Vaala�和�Utajärvi 市的
北博滕。

特⾊�
⾃然⻛光、滑雪和徒步路径、适合家庭出游、⾃然的静谧

详情�
成⽴：1956
语⾔：英语
⾯积：9 平⽅公⾥
活动：徒步、採莓果和蘑菇、欣赏景观
交通：⼩⻋或公交⻋
景⾊：冰河世纪遗貌随处可⻅，如古⽼沙丘、阳光充⾜的南⽅坡道、
锅形陷洞湖和泥潭。
⽬标⼈群：尤其适合带孩⼦的家庭。

景点特⾊�
• 与中国四个联合国教科⽂组织地质公园结成官⽅姐妹地质公园
•�Rokua 国家公园
•�Oulujärvi 奥卢湖区
•�Oulujoki 奥卢河⻛景区
• 绝佳滑雪徒步路径
• 露营学校
• 环境教育
•�学校参观
• 良好酒店及旅游服务
• 多种⼩⽊屋选择
• 专业垂钓服务

• 公认的芬兰建筑景点

详情�
酒店数量：3��别墅数量：40��可容纳：约 390 张床
夏季活动：露营学校，学校参观，徒步、⽪划艇、北欧越野⾏
⾛、游泳、垂钓、⽹球、迷你⾼尔夫、採莓果和蘑菇、排球、
⽻⽑球、篮球、轮滑、⼭地骑⾏、骑⾏、寻宝
冬季活动：露营学校，学校参观，越野滑雪、雪鞋⾏⾛、冰钓、
雪地摩托、含导徒步健⾏、冬泳、清澈湖泊⾥进⾏冰下潜⽔
滑雪轨道：+60 公⾥
徒步步道：约 150 公⾥
机场：奥卢（约 1⼩时⻋程，以 90 公⾥ / 时时速）
交通：租赁⻋及机场出租服务
⽕⻋站：Muhos,�Utajärvi,�Vaala, ⽕⻋站位于世界地质公园区
域内。距游客中⼼最近 25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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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式�
Rokua UNESCO Global -
Geopark
Mr. Vesa Krökki, Director 
Tel. +358 (0)50 550 8513
vesa.krokki @humanpolis.fi 
Humanpolis Oy
Finland
www.rokuageopark.fi

服务：我们提供篝⽕地点、拉普兰⼩屋、旷野⼩屋、租借⼩屋、瞭望
塔、⼲厕。合作伙伴同样提供服务。

联系⽅式�
Rokua National Park
Hannele Kytö
Tel. +358 (0) 40 1849709
hannele.kyto@metsa.fi
www.nationalparks.fi/rokua



ROKUA
58. 洛库亚联合国教科⽂组织世界地质公园
Rokua UNESCO Global Geopark

主要景点�

Major 
Scenic Spots

芬兰唯⼀⼀座联合国教科⽂组织世界地质公园，拥
有独⼀⽆⼆地貌，旅游基础设施完善。

地质公园凭借其独特的北极⻛光、强烈的季节反差
以及芬兰传统⽂化吸引着众多游客。在冬季。您可在冰
天雪地和冻结的湖泊中，感受最后⼀次冰河世纪盛⾏的
情况。该地区特有的地貌⾃冰河世纪就已形成，包括冰
脊、覆盖松⽊及苔藓的荒野、锅形陷洞，以及充满晶莹
剔透流⽔⾏成的⼩池塘。

地质公园包括了奥卢河⼭⾕、Rokua蛇形沙丘，及
Oulujärvi 河的地区。这些地区由冰川脊地相连接，冰川
脊地是在上⼀次冰河世纪（Weichsel）消退期间⾏成的。

除了地质，该地区还与那些沿着冰川消失后所形成的新
⼤陆上的史前⼈类联系在⼀起。

洛库亚

Rokua�地质公园从⼗个
⼾外⽬的地名单的公众评
选中脱颖⽽出，被评为
2018年芬兰最佳⼾外⽬
的地。
参考⽹⻚
www.rokuageopark.fi/
en/exper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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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洛库亚国家公园 
Rokua National Park

独特的洛库亚国家公园包含地质、⾃然及⽂化。全
年提供各种项⽬：享乐不尽。在冬季，您可惊叹于被⽩
雪覆盖的松树。受欢迎的冬季活动包括越野滑雪、雪鞋
⾏⾛及冰钓。在夏季，您可尝试徒步、採莓果和蘑菇、
垂钓和⽪艇。提供房⻋停⻋充电位。

当探索洛库亚蛇丘脊、沙丘及锅形陷洞湖时，冰河
世纪印记清晰可⻅，这⾜以证明为什么该地区是芬兰⾸
个联合馆教科⽂组织世界地质公园。适合家庭徒步健⾏
的步道穿过公园沙丘的⽊板⼩道，那⾥森林被⾯覆盖着
银⾊的苔藓。⼤⼤⼩⼩锅形陷洞湖散落在沙体中。国家
公园坐落于穆霍斯 Muhos,�⽡拉 Vaala�和�Utajärvi 市的
北博滕。

特⾊�
⾃然⻛光、滑雪和徒步路径、适合家庭出游、⾃然的静谧

详情�
成⽴：1956
语⾔：英语
⾯积：9 平⽅公⾥
活动：徒步、採莓果和蘑菇、欣赏景观
交通：⼩⻋或公交⻋
景⾊：冰河世纪遗貌随处可⻅，如古⽼沙丘、阳光充⾜的南⽅坡道、
锅形陷洞湖和泥潭。
⽬标⼈群：尤其适合带孩⼦的家庭。

景点特⾊�
• 与中国四个联合国教科⽂组织地质公园结成官⽅姐妹地质公园
•�Rokua 国家公园
•�Oulujärvi 奥卢湖区
•�Oulujoki 奥卢河⻛景区
• 绝佳滑雪徒步路径
• 露营学校
• 环境教育
•�学校参观
• 良好酒店及旅游服务
• 多种⼩⽊屋选择
• 专业垂钓服务

• 公认的芬兰建筑景点

详情�
酒店数量：3��别墅数量：40��可容纳：约 390 张床
夏季活动：露营学校，学校参观，徒步、⽪划艇、北欧越野⾏
⾛、游泳、垂钓、⽹球、迷你⾼尔夫、採莓果和蘑菇、排球、
⽻⽑球、篮球、轮滑、⼭地骑⾏、骑⾏、寻宝
冬季活动：露营学校，学校参观，越野滑雪、雪鞋⾏⾛、冰钓、
雪地摩托、含导徒步健⾏、冬泳、清澈湖泊⾥进⾏冰下潜⽔
滑雪轨道：+60 公⾥
徒步步道：约 150 公⾥
机场：奥卢（约 1⼩时⻋程，以 90 公⾥ / 时时速）
交通：租赁⻋及机场出租服务
⽕⻋站：Muhos,�Utajärvi,�Vaala, ⽕⻋站位于世界地质公园区
域内。距游客中⼼最近 25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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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式�
Rokua UNESCO Global -
Geopark
Mr. Vesa Krökki, Director 
Tel. +358 (0)50 550 8513
vesa.krokki @humanpolis.fi 
Humanpolis Oy
Finland
www.rokuageopark.fi

服务：我们提供篝⽕地点、拉普兰⼩屋、旷野⼩屋、租借⼩屋、瞭望
塔、⼲厕。合作伙伴同样提供服务。

联系⽅式�
Rokua National Park
Hannele Kytö
Tel. +358 (0) 40 1849709
hannele.kyto@metsa.fi
www.nationalparks.fi/roku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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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库亚� Rokua 洛库亚�Rokua

联系⽅式 
Rokuan Lomahuvilat
Kaisa Karhu
Kuntoraitti 3, 91670 Rokua, FINLAND
Tel. +358 (0) 50 5694 773
info@rokuanlomahuvilat.fi
www.rokuanlomahuvilat.fi

酒店
Hotel 产品详情�

成⽴：2013 年
语⾔：英语
温泉及健⾝房：⾄多 8⼈的芬兰浴
餐馆：⽆；最近餐馆：Rokua健康温泉酒
店（0.3 公⾥）、Rokuanhov（i 2.8 公⾥）
⾃导冬季活动：越野滑雪、冰钓61.Rokuan Lomahuvilat

可容纳 20⼈的 Rokuan�Tähti别墅，以
及洛库亚地质公园传统芬兰浴 Tähtisavu。

Rokuhan�Lomahuvilat提供Rokuan�
Tähti�别墅住宿，选址Rokua地质公园。别
墅距离Rokuan�Tähti�Rokua健康温泉酒店
不远；�Rokua国家公园及 Langlaufl皆可⽅
便到达。现代宽敞的 Rokuan�Tähti可容纳

20⼈，共有10间卧室，⼀间设备⻬全的厨房，
⼀间桑拿房，淋浴、阳台及露台。

Rokuan�Tähti别墅是家庭欢度⽣⽇、
婚礼或家庭聚会等节庆⽇的理想之选。
Rokuan�Tähti同样以休闲娱乐出名。

此外，别墅同样是⼩型会议及公司组
织等娱乐活动的绝佳之选。

传统芬兰浴 Tähtisavu
感受传统芬兰浴，在热⽔澡中放松⾃

⼰。我们被选为2014最佳芬兰浴，尤其
适合10-18⼈团队。芬兰浴位于度假别墅
Rokua�(Tähti)�Star 附近。

你也可以在酒店⾥找到烟熏桑拿、淋
浴和卫浴设施，以及更⾐室和休息室。露台
上有适合10-12⼈的热⽔浴池。洗桑拿浴时，
您可以尝试当地草药产品或药本饮料。

我们提供⽑⼱、⾹波、座位套等其它
您在桑拿中需要的物品桑。拿服务使⽤英语。
若您需要，我们可提供桑拿⼩⻝。请来信咨
询桑拿浴及热⽔浴。

烟熏桑拿和热⽔浴缸
680�欧元 /�evening
价格包含：⽑⼱、洗发⽔、座套。
增值税 24%

含导冬季活动：滑雪远⾜、冰钓旅⾏、雪鞋
⾏⾛
⾃导夏季活动：徒步、採莓果和蘑菇、垂钓
含导夏季活动：垂钓旅⾏、⽪划艇旅⾏、徒
步旅⾏、越野骑⾏远⾜、胖胎⻋旅⾏
停⻋位：6 个停⻋区域
注意：全天提供服务

机场：奥卢机场（75 公⾥）
⽕⻋站：Vaala ⻋站（17 公⾥）

770�€ /�1�晚��
1100�€ /�2 晚
1300�€ /�3 晚
1500�€ /�4 晚
1700�€ /�5 晚
1900�€ /�6 晚
2100�€ /�7 晚

参考价€ 

价格包含退房清洁费⽤和增值税10%�
不含：床单、浴⼱、浴袍16,50�€�/⼈

62.Atteson Holiday Homes
度假⽊屋
⾃然拥抱下的宁静⼩屋

这⾥有可供租借的设备⻬全的现代⽊
屋别墅，就在洛库亚宁静的湖边。Dream�of�
Rokua和Clam�Shell�of�Lake⽊屋别墅为您
提供休闲之所，两间⼩屋都提供桑拿、跳
湖、室外热⽔浴缸。

预订⽅式 

联系⽅式 
Atteson Holiday Homes
Juha Aitta

Tel. +358(0) 40 5168 007
info@atteson.fi

www.atteson.fi/rokua-cottages/

Kirvesjärventie 100, 91670 ROKUA

住宿配备：现代设施
温泉及健⾝房：⼀间别墅配备电热桑拿，另
⼀间配备⽊热桑拿。距温泉和健⾝房3公⾥。
距机场及⽕⻋站：奥卢机场（80 公⾥）；
Utajärvi⽕⻋站（20公⾥）；奥卢⽕⻋站（80
公⾥）

产品详情�
接待能⼒：最多12⼈
语⾔：英语
房型�&�价格

标准价格：1晚起，160欧/晚

2Dream�of�Rokua�⽊屋，⾯积�108m �

周末价格：�280欧/晚

标准价格：1晚起，140欧/晚

2Clam�Shell�of�Lake�⽊屋,�⾯积�55�m

周末价格：240欧/晚

60.Rokua�Booking�Center
洛库亚预订中⼼

详情�
成⽴：1999 年
语⾔：英语
住宿：约 25 间⼩屋及适合 2-16 ⼈的公寓；
酒店房间
设施：根据住宿情况不同
价格：来信咨询

Rokua Booking Centre
Kuntoraitti 3, 91670 Rokua
Tel. +358 (0) 50 5694 773
varaamo@rokuageopark.fi
www.suomenkeskusvaraamo.fi

Rokua以免费且互相连接的徒步线路
和越野滑雪轨道闻名。同时我们还提供含
导徒步旅⾏、⼭地⾃⾏⻋及驾驶课程、
Oulujärvi垂钓。

部分Rokua地质公园形成了令⼈惊叹
的Rokua国家公园，四处都是松⽊林和壮美
的地质形成物（锅形陷洞、沙丘、冰川松散
沉积物和沼泽）。

我们在Rokua联合国教科⽂组织世界
地质公园提供私⼈避暑⼩屋公寓及酒店房
间。主要住宿位于Rokua沙丘及蛇丘地区，
坐落于Rokua地质公园⼼脏地带。

⼀般⽽⾔，独⽴桑拿和设施完备的厨
房是住宿的基本配置。多数住宿配备壁炉
（租借费包含⽊柴）。我们竭诚欢迎您前来
美丽的地质公园度过难忘休闲的假期！

联系⽅式

Clam�Shell�of�Lake是⼀家湖畔的舒适
别墅，距离Dream�of�Rokua别墅30⽶，可⼀
同租⽤。该别墅适合4-6⼈居住。顶楼的双
⼈床可拆分为两张单⼈床。还有⼀张单⼈
床和可展开成单⼈床的躺椅。起居室内有
双⼈沙发床，还有厨房和供4⼈⽤餐的⼩餐
桌。壁炉营造温暖惬意的氛围。桑拿房烧柴
供暖，同时提供淋浴和卫浴。别墅前是⼀个
⼤露台，包含⼾外家具和通往码头的台阶。

Dream�of�Rokua是⼀家舒适的湖畔别
墅，内部设施现代化。别墅共有三层，适合
6-8⼈居住。顶楼有1间包含2张单⼈床的卧
室（可拼接成双⼈床），1张婴⼉床以及1张
⼉童床（60�x�150�cm）。⼆楼有⼀间包含双
⼈床(140�x�200�cm)的⼩卧室，以及⼀间包
含厨房和餐厅的起居室。起居室内有壁炉、
电视和DVD播放器，直通超⼤阳台。起居室
内的沙发床也可变成双⼈床。底楼有⼀间
桑拿房（电热）、⼀间淋浴房以及休息室⾥
的双⼈沙发床。露台直接通向码头的台阶。
别墅内有两间卫浴，分别位于⼆楼和底楼。

Rokua�&�Lake�Kirvesjärvi区域是热爱
宁静安逸、⾃然、徒步、垂钓等活动⼈⼠的
不⼆之选。Atteson垂钓可为您安排全套的
垂钓远⾜⾏程。您也可以咨询其他服务（交
通、床铺⽑⼱、交房清扫）。

63.Rokuanhovi荒野酒店
Rokuanhovi位于荒野中⼼，是追寻芬

兰⼤⾃然美⾦、宁静安逸和相关活动⼈群
的绝佳之选。在Rokuanhovi，您能看到
清澈湖畔简单的别墅，享受湖畔桑拿、芬
兰浴、Hovin�Krouvi餐馆的当地美⻝，以
及 24间翻新的酒店房间，所有这⼀切都在
⽊质的 Rokuanhovi氛围浓郁的主楼⾥。您
还可以徒步、⼭地骑⾏、垂钓、滑雪、桨
板冲浪、欢迎仪式、採莓果和蘑菇等等。
Rokuanhovi属于闻名的地质公园的⼀部分，
使其景⾊壮美⽆边。

公司特⾊�
⻔庭皆是⾃然美景、传统⽊楼中的翻

新房间、新鲜的当地美⻝、完善的运动器材。
成⽴：2015年

产品详情�
住宿：24 间房
住宿配备：⼀间房间内包含两张单⼈床

（100cm宽）、1-2⼈沙发床、电视、冰箱（部
分房间）、淋浴、卫浴、免费⾼速Wifi、⽔壶、
熨⾐板以及熨⽃。
餐馆：Hovin�Krouvi 餐馆
温泉及健⾝房：每晚提供酒店桑拿（男⼥皆
可）。请咨询湖畔桑拿及芬兰浴。
⼉童特殊服务：⼩型室内操场、⽊质游乐公
园以及⼾外⾃然美景
冬季活动：滑雪、徒步、冬季骑⾏
夏季活动：徒步、跑步、垂钓、游泳、⼭地
骑⾏、桨板冲浪
每周项⽬：按需求，与Rokua健康温泉酒
店合作运营
套餐：团体游客提供早晚餐、舞蹈套餐
机场：奥卢（80 公⾥）

⽕⻋站：距 Utajärvi 站 20 公⾥、距奥卢站
80 公⾥
季节：全年

联系⽅式 
Rokuanhovi 
Keijo Kurttila
Jaakonjärventie 43, 91670 Rokua 
Tel. +358 (0) 10 501 4420 
sales@rokuanhovi.  fi
www.rokuanhovi.fi

参考价€ 
80�€�/晚�普通标间，单⼈使⽤
90�€�/�晚。�普通标间，双⼈⼈使⽤
90�€�/�晚���⾼级标间，单⼈使⽤
110�€�/�晚���⾼级标间，双⼈⼈使⽤
含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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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库亚� Rokua 洛库亚�Rokua

联系⽅式 
Rokuan Lomahuvilat
Kaisa Karhu
Kuntoraitti 3, 91670 Rokua, FINLAND
Tel. +358 (0) 50 5694 773
info@rokuanlomahuvilat.fi
www.rokuanlomahuvilat.fi

酒店
Hotel 产品详情�

成⽴：2013 年
语⾔：英语
温泉及健⾝房：⾄多 8⼈的芬兰浴
餐馆：⽆；最近餐馆：Rokua健康温泉酒
店（0.3 公⾥）、Rokuanhov（i 2.8 公⾥）
⾃导冬季活动：越野滑雪、冰钓61.Rokuan Lomahuvilat

可容纳 20⼈的 Rokuan�Tähti别墅，以
及洛库亚地质公园传统芬兰浴 Tähtisavu。

Rokuhan�Lomahuvilat提供Rokuan�
Tähti�别墅住宿，选址Rokua地质公园。别
墅距离Rokuan�Tähti�Rokua健康温泉酒店
不远；�Rokua国家公园及 Langlaufl皆可⽅
便到达。现代宽敞的 Rokuan�Tähti可容纳

20⼈，共有10间卧室，⼀间设备⻬全的厨房，
⼀间桑拿房，淋浴、阳台及露台。

Rokuan�Tähti别墅是家庭欢度⽣⽇、
婚礼或家庭聚会等节庆⽇的理想之选。
Rokuan�Tähti同样以休闲娱乐出名。

此外，别墅同样是⼩型会议及公司组
织等娱乐活动的绝佳之选。

传统芬兰浴 Tähtisavu
感受传统芬兰浴，在热⽔澡中放松⾃

⼰。我们被选为2014最佳芬兰浴，尤其
适合10-18⼈团队。芬兰浴位于度假别墅
Rokua�(Tähti)�Star 附近。

你也可以在酒店⾥找到烟熏桑拿、淋
浴和卫浴设施，以及更⾐室和休息室。露台
上有适合10-12⼈的热⽔浴池。洗桑拿浴时，
您可以尝试当地草药产品或药本饮料。

我们提供⽑⼱、⾹波、座位套等其它
您在桑拿中需要的物品桑。拿服务使⽤英语。
若您需要，我们可提供桑拿⼩⻝。请来信咨
询桑拿浴及热⽔浴。

烟熏桑拿和热⽔浴缸
680�欧元 /�evening
价格包含：⽑⼱、洗发⽔、座套。
增值税 24%

含导冬季活动：滑雪远⾜、冰钓旅⾏、雪鞋
⾏⾛
⾃导夏季活动：徒步、採莓果和蘑菇、垂钓
含导夏季活动：垂钓旅⾏、⽪划艇旅⾏、徒
步旅⾏、越野骑⾏远⾜、胖胎⻋旅⾏
停⻋位：6 个停⻋区域
注意：全天提供服务

机场：奥卢机场（75 公⾥）
⽕⻋站：Vaala ⻋站（17 公⾥）

770�€ /�1�晚��
1100�€ /�2 晚
1300�€ /�3 晚
1500�€ /�4 晚
1700�€ /�5 晚
1900�€ /�6 晚
2100�€ /�7 晚

参考价€ 

价格包含退房清洁费⽤和增值税10%�
不含：床单、浴⼱、浴袍16,50�€�/⼈

62.Atteson Holiday Homes
度假⽊屋
⾃然拥抱下的宁静⼩屋

这⾥有可供租借的设备⻬全的现代⽊
屋别墅，就在洛库亚宁静的湖边。Dream�of�
Rokua和Clam�Shell�of�Lake⽊屋别墅为您
提供休闲之所，两间⼩屋都提供桑拿、跳
湖、室外热⽔浴缸。

预订⽅式 

联系⽅式 
Atteson Holiday Homes
Juha Aitta

Tel. +358(0) 40 5168 007
info@atteson.fi

www.atteson.fi/rokua-cottages/

Kirvesjärventie 100, 91670 ROKUA

住宿配备：现代设施
温泉及健⾝房：⼀间别墅配备电热桑拿，另
⼀间配备⽊热桑拿。距温泉和健⾝房3公⾥。
距机场及⽕⻋站：奥卢机场（80 公⾥）；
Utajärvi⽕⻋站（20公⾥）；奥卢⽕⻋站（80
公⾥）

产品详情�
接待能⼒：最多12⼈
语⾔：英语
房型�&�价格

标准价格：1晚起，160欧/晚

2Dream�of�Rokua�⽊屋，⾯积�108m �

周末价格：�280欧/晚

标准价格：1晚起，140欧/晚

2Clam�Shell�of�Lake�⽊屋,�⾯积�55�m

周末价格：240欧/晚

60.Rokua�Booking�Center
洛库亚预订中⼼

详情�
成⽴：1999 年
语⾔：英语
住宿：约 25 间⼩屋及适合 2-16 ⼈的公寓；
酒店房间
设施：根据住宿情况不同
价格：来信咨询

Rokua Booking Centre
Kuntoraitti 3, 91670 Rokua
Tel. +358 (0) 50 5694 773
varaamo@rokuageopark.fi
www.suomenkeskusvaraamo.fi

Rokua以免费且互相连接的徒步线路
和越野滑雪轨道闻名。同时我们还提供含
导徒步旅⾏、⼭地⾃⾏⻋及驾驶课程、
Oulujärvi垂钓。

部分Rokua地质公园形成了令⼈惊叹
的Rokua国家公园，四处都是松⽊林和壮美
的地质形成物（锅形陷洞、沙丘、冰川松散
沉积物和沼泽）。

我们在Rokua联合国教科⽂组织世界
地质公园提供私⼈避暑⼩屋公寓及酒店房
间。主要住宿位于Rokua沙丘及蛇丘地区，
坐落于Rokua地质公园⼼脏地带。

⼀般⽽⾔，独⽴桑拿和设施完备的厨
房是住宿的基本配置。多数住宿配备壁炉
（租借费包含⽊柴）。我们竭诚欢迎您前来
美丽的地质公园度过难忘休闲的假期！

联系⽅式

Clam�Shell�of�Lake是⼀家湖畔的舒适
别墅，距离Dream�of�Rokua别墅30⽶，可⼀
同租⽤。该别墅适合4-6⼈居住。顶楼的双
⼈床可拆分为两张单⼈床。还有⼀张单⼈
床和可展开成单⼈床的躺椅。起居室内有
双⼈沙发床，还有厨房和供4⼈⽤餐的⼩餐
桌。壁炉营造温暖惬意的氛围。桑拿房烧柴
供暖，同时提供淋浴和卫浴。别墅前是⼀个
⼤露台，包含⼾外家具和通往码头的台阶。

Dream�of�Rokua是⼀家舒适的湖畔别
墅，内部设施现代化。别墅共有三层，适合
6-8⼈居住。顶楼有1间包含2张单⼈床的卧
室（可拼接成双⼈床），1张婴⼉床以及1张
⼉童床（60�x�150�cm）。⼆楼有⼀间包含双
⼈床(140�x�200�cm)的⼩卧室，以及⼀间包
含厨房和餐厅的起居室。起居室内有壁炉、
电视和DVD播放器，直通超⼤阳台。起居室
内的沙发床也可变成双⼈床。底楼有⼀间
桑拿房（电热）、⼀间淋浴房以及休息室⾥
的双⼈沙发床。露台直接通向码头的台阶。
别墅内有两间卫浴，分别位于⼆楼和底楼。

Rokua�&�Lake�Kirvesjärvi区域是热爱
宁静安逸、⾃然、徒步、垂钓等活动⼈⼠的
不⼆之选。Atteson垂钓可为您安排全套的
垂钓远⾜⾏程。您也可以咨询其他服务（交
通、床铺⽑⼱、交房清扫）。

63.Rokuanhovi荒野酒店
Rokuanhovi位于荒野中⼼，是追寻芬

兰⼤⾃然美⾦、宁静安逸和相关活动⼈群
的绝佳之选。在Rokuanhovi，您能看到
清澈湖畔简单的别墅，享受湖畔桑拿、芬
兰浴、Hovin�Krouvi餐馆的当地美⻝，以
及 24间翻新的酒店房间，所有这⼀切都在
⽊质的 Rokuanhovi氛围浓郁的主楼⾥。您
还可以徒步、⼭地骑⾏、垂钓、滑雪、桨
板冲浪、欢迎仪式、採莓果和蘑菇等等。
Rokuanhovi属于闻名的地质公园的⼀部分，
使其景⾊壮美⽆边。

公司特⾊�
⻔庭皆是⾃然美景、传统⽊楼中的翻

新房间、新鲜的当地美⻝、完善的运动器材。
成⽴：2015年

产品详情�
住宿：24 间房
住宿配备：⼀间房间内包含两张单⼈床

（100cm宽）、1-2⼈沙发床、电视、冰箱（部
分房间）、淋浴、卫浴、免费⾼速Wifi、⽔壶、
熨⾐板以及熨⽃。
餐馆：Hovin�Krouvi 餐馆
温泉及健⾝房：每晚提供酒店桑拿（男⼥皆
可）。请咨询湖畔桑拿及芬兰浴。
⼉童特殊服务：⼩型室内操场、⽊质游乐公
园以及⼾外⾃然美景
冬季活动：滑雪、徒步、冬季骑⾏
夏季活动：徒步、跑步、垂钓、游泳、⼭地
骑⾏、桨板冲浪
每周项⽬：按需求，与Rokua健康温泉酒
店合作运营
套餐：团体游客提供早晚餐、舞蹈套餐
机场：奥卢（80 公⾥）

⽕⻋站：距 Utajärvi 站 20 公⾥、距奥卢站
80 公⾥
季节：全年

联系⽅式 
Rokuanhovi 
Keijo Kurttila
Jaakonjärventie 43, 91670 Rokua 
Tel. +358 (0) 10 501 4420 
sales@rokuanhovi.  fi
www.rokuanhovi.fi

参考价€ 
80�€�/晚�普通标间，单⼈使⽤
90�€�/�晚。�普通标间，双⼈⼈使⽤
90�€�/�晚���⾼级标间，单⼈使⽤
110�€�/�晚���⾼级标间，双⼈⼈使⽤
含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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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库亚� Rokua 洛库亚�Rokua

联系⽅式 
Merilän Kartano
Asko Merilä
Meriläntie 1
91600 Utajärvi
Tel. +358 (0) 50 3820206
merilan.kartano@utanet. fi

65.洛库亚健康⽔疗酒店
Rokua Health & Spa

洛库亚健康⽔疗酒店欢迎您�。这⾥有
⽆与伦⽐的⼤⾃然环境，可以享受不受⼲扰
的安静假期，并享受我们的最佳服务，洛库
亚健康⽔疗酒店是度假的理想场所。

洛库亚健康⽔疗酒店被壮丽的⼤⾃然
所环绕，位于洛库亚地质公园内的国家公
园附近，酒店有 136间客房，还有餐厅供
应美味的当地美⻝。芬兰和⼟⽿其桑拿浴
室和游泳池是真正的健康绿洲、净化⾝⼼
的理想之地。⽔疗酒店的游客还可以通过
窗⼾直接在泳池区享受洛库亚地质公园完
美的⾃然景观，⽇间⽔疗中⼼提供豪华的
治疗和呵护服务。

洛库亚也是您全年度假的理想场所，
洛库亚地质公园的壮观景观是度过⼀个愉快
假期的好地⽅。

在这⾥可以骑⾃⾏⻋，徒步旅⾏或划
船，享受洛库亚的⾃然环境和美丽⻛景。由
冰河时代创造的⼭脊和深⽔壶洞、美丽的地
⾐和原始森林，古⽼的沙滩⼽壁和⼩湖，⼀
切都形成了多样化的地形。⽆论您寻求安静
的时刻，还是想要欣赏⼤⾃然，或希望通过

64. Merilän Kartano
酒店餐馆

Merilän�Kartano�兼具酒店和餐厅功
能，您可全年在此全年体验真正的芬兰乡村
历史⻛情！Merilän�Kartano位于 Utajärvi
的 22号公路上，在奥卢河的北博滕，距奥
卢 50公⾥，距 Kajaani130公⾥。Merilän�
Kartano全年提供现代酒店，餐厅以及众多
活动。

Merilän�Kartano同样是洛库亚地质公
园的⼀部分，距奥卢机场 50分钟⻋程。这

⾥紧邻 Utajärvi市中⼼，四周是宁静优美的
芬兰乡村⻛景。Merilän�Kartano提供美味
当地⻝物，且注重⺠族⻛味烹饪。

Merilän�Kartano在河边有三间桑拿，
其中⼀间是正宗传统芬兰浴。Mer i län�
Kartano提供适合安静休闲的活动，也提供
⼾外活动。住宿房间全部符合现代设计。其
中两间供携带宠物的客⼈居住。我们还提供
可供 50⼈居住的拉普兰⼩屋，及可供 10⼈
进⾏⼾外烹饪和餐饮的披棚。当地特⾊的
“沥⻘之路”，可供夏⽇徒步或冬季越野滑
雪，就途径 Merilän�Kartano。距 Merilän�
Kartano100⽶远就有雪地摩托轨道。

产品详情�
季节：全年开放

散客价格请查询�booking.com��或
johku.com/merilankartano/fi_FI/catalog/

参考价€ 

Rokuanhovi: 别墅
Rokuanhovi荒野酒店还提供 10间简单

装修的别墅，位于美丽的 Jaakonjärvi湖畔。
每间别墅可容纳 4⼈。

别墅位于 Rokua地质公园中⼼，是平
静放松的绿洲。四周环绕的⾃然环境适合您
开展多种多样的⼾外活动，让您在 Rokua
的⾏程丰富多彩。⼾外活动⼀天后，您可以
在露台上⼩憩，欣赏湖光⼭⾊。

别墅装修虽然简约，却⼀应俱全。我
们提供包含两个电炉的⼩厨房、微波炉、冰
箱、咖啡机，让您能享受亲⾃下厨的快乐。
或者，您也可以选择到酒店⾃营的 Hovin�
Krouvi餐馆享受美⻝。

餐桌可容纳 4⼈；底楼有两张单⼈床；
顶楼可加 2-3张床，都配有床垫。步⼊式⾐
柜提供储藏空间；浴室⾥有淋浴和卫浴设施。

产品详情�
住宿：10 间别墅
住宿配备：别墅提供两张单⼈床、顶楼阳台
包含加床（含床垫）、淋浴、卫浴、电视、
冰箱、电炉、碗碟、咖啡机、微波炉烤箱
餐馆：Hovin�Krouvi 餐馆
温泉及健⾝房：每晚提供酒店桑拿（男⼥皆
可）。请咨询湖畔桑拿及芬兰浴。
⼉童特殊服务：⼩型室内操场、⽊质游乐公
园以及⼾外⾃然美景
冬季活动：滑雪、徒步、冬季骑⾏
夏季活动：徒步、跑步、垂钓、游泳、⼭地
骑⾏、桨板冲浪
每周项⽬：按需求，与Rokua健康温泉酒
店合作运营

套餐：团体游客提供早晚餐、舞蹈套餐
机场：奥卢（80 公⾥）
⽕⻋站：距 Utajärvi 站 20 公⾥、距奥卢站
80 公⾥
季节：全年

联系⽅式 
Rokuanhovi 
Keijo Kurttila
Jaakonjärventie 43, 91670 Rokua 
Tel. +358 (0) 10 501 4420 
sales@rokuanhovi.fi
www.rokuanhovi.fi

参考价€ 

严格的体能锻炼来获得健康，这⾥独特的⾃
然环境和优越的条件都能满⾜您的需求！

⽔疗信息
• 两个加热泳池，包含按摩喷流以及给会游
���泳的⼉童使⽤的滑梯
•�25 ⽶⻓泳道
• 少⼉浅⽔池
• 冷⽔井
• 传统⼟⽿其桑拿
• 特殊团体疗养泳池（仅限预定）
•残疾⼈⼠桑拿（2⼈，仅限预定），团体
���桑拿（10-20 ⼈，仅限预定）
• 预定桑拿：Kammi�(20�⼈ ),�Takkasauna�
(10�⼈ ),�Kielo�(2‒4�⼈ )

⽇间⽔疗
• 奢华⾝体护理
• 呵护治疗和护理
• 按摩，乳热⽯按摩
• 草药和漩涡浴缸
• 美容服务
• 美发服务

摘莓果和蘑菇、排球、⽻⽑球、轮滑、⼭
地骑⾏
机场：奥卢机场（86 公⾥）
⽕⻋站：距公交⻋及 Utajärvi ⽕⻋站（20
公⾥）
交通：可安排接送Utajärvi⽕⻋站；其他
交通：公交⻋、租赁⻋

�
联系⽅式

 

Rokua Health & Spa Hotel 
Tiina Ruotsalainen

Kuntoraitti 2, 91670 Rokua, FINLAND

www.rokua.com/zh

Director of Sales
Tel. +358 40 6508920
tiina.ruotsalainen@rokua.com

产品详情�
住宿：136 间房间：79 间双⼈房、16 间套
房 /含桑拿家庭房、12 间复式家庭房、2间
套房
住宿配备：电视、电话、收银机、淋浴、卫
浴、浴袍。套房含迷你吧及桑拿。Wifi
会议设施：组织会议及其他活动
餐馆：Rousku�，包括 à�la�carte�单间和⼀
楼咖啡厅，拉普兰⼩屋可接受预定
冬季活动：越野滑雪、雪鞋⾏⾛、冰钓、迷
你⾼尔夫、雪地摩托、导游陪同徒步、预定
团体缆⻋和驯⿅农场
夏季活动：徒步、北欧越野⾏⾛、游泳、垂
钓（独⽴或包括导游）、迷你⾼尔夫、采

冬季活动：越野滑雪，雪地摩托，雪鞋⾏⾛，
胖胎⻋骑⾏，垂钓(Atteson)，芬兰⽂化讲
座。
夏季活动：垂钓之旅(Atteson),徒步，泛⾈，
⼾外烹饪，胖胎⻋骑⾏，采摘野莓果，芬兰
⼾外烹饪，胖胎⻋骑⾏，采摘野莓果，芬兰
寂静徒步之旅。

150€�/�晚�/2⼈，
包含早餐、床单、清洁费和公共桑拿

www.merilankartan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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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库亚� Rokua 洛库亚�Rokua

联系⽅式 
Merilän Kartano
Asko Merilä
Meriläntie 1
91600 Utajärvi
Tel. +358 (0) 50 3820206
merilan.kartano@utanet. fi

65.洛库亚健康⽔疗酒店
Rokua Health & Spa

洛库亚健康⽔疗酒店欢迎您�。这⾥有
⽆与伦⽐的⼤⾃然环境，可以享受不受⼲扰
的安静假期，并享受我们的最佳服务，洛库
亚健康⽔疗酒店是度假的理想场所。

洛库亚健康⽔疗酒店被壮丽的⼤⾃然
所环绕，位于洛库亚地质公园内的国家公
园附近，酒店有 136间客房，还有餐厅供
应美味的当地美⻝。芬兰和⼟⽿其桑拿浴
室和游泳池是真正的健康绿洲、净化⾝⼼
的理想之地。⽔疗酒店的游客还可以通过
窗⼾直接在泳池区享受洛库亚地质公园完
美的⾃然景观，⽇间⽔疗中⼼提供豪华的
治疗和呵护服务。

洛库亚也是您全年度假的理想场所，
洛库亚地质公园的壮观景观是度过⼀个愉快
假期的好地⽅。

在这⾥可以骑⾃⾏⻋，徒步旅⾏或划
船，享受洛库亚的⾃然环境和美丽⻛景。由
冰河时代创造的⼭脊和深⽔壶洞、美丽的地
⾐和原始森林，古⽼的沙滩⼽壁和⼩湖，⼀
切都形成了多样化的地形。⽆论您寻求安静
的时刻，还是想要欣赏⼤⾃然，或希望通过

64. Merilän Kartano
酒店餐馆

Merilän�Kartano�兼具酒店和餐厅功
能，您可全年在此全年体验真正的芬兰乡村
历史⻛情！Merilän�Kartano位于 Utajärvi
的 22号公路上，在奥卢河的北博滕，距奥
卢 50公⾥，距 Kajaani130公⾥。Merilän�
Kartano全年提供现代酒店，餐厅以及众多
活动。

Merilän�Kartano同样是洛库亚地质公
园的⼀部分，距奥卢机场 50分钟⻋程。这

⾥紧邻 Utajärvi市中⼼，四周是宁静优美的
芬兰乡村⻛景。Merilän�Kartano提供美味
当地⻝物，且注重⺠族⻛味烹饪。

Merilän�Kartano在河边有三间桑拿，
其中⼀间是正宗传统芬兰浴。Mer i län�
Kartano提供适合安静休闲的活动，也提供
⼾外活动。住宿房间全部符合现代设计。其
中两间供携带宠物的客⼈居住。我们还提供
可供 50⼈居住的拉普兰⼩屋，及可供 10⼈
进⾏⼾外烹饪和餐饮的披棚。当地特⾊的
“沥⻘之路”，可供夏⽇徒步或冬季越野滑
雪，就途径 Merilän�Kartano。距 Merilän�
Kartano100⽶远就有雪地摩托轨道。

产品详情�
季节：全年开放

散客价格请查询�booking.com��或
johku.com/merilankartano/fi_FI/catalog/

参考价€ 

Rokuanhovi: 别墅
Rokuanhovi荒野酒店还提供 10间简单

装修的别墅，位于美丽的 Jaakonjärvi湖畔。
每间别墅可容纳 4⼈。

别墅位于 Rokua地质公园中⼼，是平
静放松的绿洲。四周环绕的⾃然环境适合您
开展多种多样的⼾外活动，让您在 Rokua
的⾏程丰富多彩。⼾外活动⼀天后，您可以
在露台上⼩憩，欣赏湖光⼭⾊。

别墅装修虽然简约，却⼀应俱全。我
们提供包含两个电炉的⼩厨房、微波炉、冰
箱、咖啡机，让您能享受亲⾃下厨的快乐。
或者，您也可以选择到酒店⾃营的 Hovin�
Krouvi餐馆享受美⻝。

餐桌可容纳 4⼈；底楼有两张单⼈床；
顶楼可加 2-3张床，都配有床垫。步⼊式⾐
柜提供储藏空间；浴室⾥有淋浴和卫浴设施。

产品详情�
住宿：10 间别墅
住宿配备：别墅提供两张单⼈床、顶楼阳台
包含加床（含床垫）、淋浴、卫浴、电视、
冰箱、电炉、碗碟、咖啡机、微波炉烤箱
餐馆：Hovin�Krouvi 餐馆
温泉及健⾝房：每晚提供酒店桑拿（男⼥皆
可）。请咨询湖畔桑拿及芬兰浴。
⼉童特殊服务：⼩型室内操场、⽊质游乐公
园以及⼾外⾃然美景
冬季活动：滑雪、徒步、冬季骑⾏
夏季活动：徒步、跑步、垂钓、游泳、⼭地
骑⾏、桨板冲浪
每周项⽬：按需求，与Rokua健康温泉酒
店合作运营

套餐：团体游客提供早晚餐、舞蹈套餐
机场：奥卢（80 公⾥）
⽕⻋站：距 Utajärvi 站 20 公⾥、距奥卢站
80 公⾥
季节：全年

联系⽅式 
Rokuanhovi 
Keijo Kurttila
Jaakonjärventie 43, 91670 Rokua 
Tel. +358 (0) 10 501 4420 
sales@rokuanhovi.fi
www.rokuanhovi.fi

参考价€ 

严格的体能锻炼来获得健康，这⾥独特的⾃
然环境和优越的条件都能满⾜您的需求！

⽔疗信息
• 两个加热泳池，包含按摩喷流以及给会游
���泳的⼉童使⽤的滑梯
•�25 ⽶⻓泳道
• 少⼉浅⽔池
• 冷⽔井
• 传统⼟⽿其桑拿
• 特殊团体疗养泳池（仅限预定）
•残疾⼈⼠桑拿（2⼈，仅限预定），团体
���桑拿（10-20 ⼈，仅限预定）
• 预定桑拿：Kammi�(20�⼈ ),�Takkasauna�
(10�⼈ ),�Kielo�(2‒4�⼈ )

⽇间⽔疗
• 奢华⾝体护理
• 呵护治疗和护理
• 按摩，乳热⽯按摩
• 草药和漩涡浴缸
• 美容服务
• 美发服务

摘莓果和蘑菇、排球、⽻⽑球、轮滑、⼭
地骑⾏
机场：奥卢机场（86 公⾥）
⽕⻋站：距公交⻋及 Utajärvi ⽕⻋站（20
公⾥）
交通：可安排接送Utajärvi⽕⻋站；其他
交通：公交⻋、租赁⻋

�
联系⽅式

 

Rokua Health & Spa Hotel 
Tiina Ruotsalainen

Kuntoraitti 2, 91670 Rokua, FINLAND

www.rokua.com/zh

Director of Sales
Tel. +358 40 6508920
tiina.ruotsalainen@rokua.com

产品详情�
住宿：136 间房间：79 间双⼈房、16 间套
房 /含桑拿家庭房、12 间复式家庭房、2间
套房
住宿配备：电视、电话、收银机、淋浴、卫
浴、浴袍。套房含迷你吧及桑拿。Wifi
会议设施：组织会议及其他活动
餐馆：Rousku�，包括 à�la�carte�单间和⼀
楼咖啡厅，拉普兰⼩屋可接受预定
冬季活动：越野滑雪、雪鞋⾏⾛、冰钓、迷
你⾼尔夫、雪地摩托、导游陪同徒步、预定
团体缆⻋和驯⿅农场
夏季活动：徒步、北欧越野⾏⾛、游泳、垂
钓（独⽴或包括导游）、迷你⾼尔夫、采

冬季活动：越野滑雪，雪地摩托，雪鞋⾏⾛，
胖胎⻋骑⾏，垂钓(Atteson)，芬兰⽂化讲
座。
夏季活动：垂钓之旅(Atteson),徒步，泛⾈，
⼾外烹饪，胖胎⻋骑⾏，采摘野莓果，芬兰
⼾外烹饪，胖胎⻋骑⾏，采摘野莓果，芬兰
寂静徒步之旅。

150€�/�晚�/2⼈，
包含早餐、床单、清洁费和公共桑拿

www.merilankartan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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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详情�
季节：�初冬11⽉⾄2⽉
参与⼈数：3-7 ⼈
语⾔：英语

旅游活动公司
及活动项⽬

Tourism 
Companies and 
Their Activities

联系⽅式 
Wild Borealis 
Mr. Pasi Nurmikumpu
Sarkatie 4, 91500 Muhos
Tel. +358 40 7347394
nurmipas@gmail.com
or
Merilän Kartano
Tel. +358 (0) 50 3820206
merilan.kartano@utanet.fi 
www.wildborealis.com

67. Wild Borealis 

观鹰摄影之旅 11

您可以定制您的⾏程，� ⼀般来说我们
推荐5-7天的摄影之旅，观鹰和体验当地特
⾊活动相结合，例如滑雪、冰上钓⻥、追逐
极光等。

奥卢地区有着多处⾦鹰藏⾝之处，每
年的初冬季节能够看到它们的⾝影。� 我们
有多处的隐蔽观测场所，⾮常温馨舒适。当
地著名的摄影师� 艾罗� (Eero� Kemilä)也是
我们的成员之⼀，� 他会⽤专业的设备和技
巧抓住雄鹰展翅的瞬间。

参考价€ 
2天�470欧/⼈，5天�1750欧/⼈，7天2100欧/⼈

0  Ice fishing冰钓 1

适合⼩型或⼤型团队的冰钓套餐，在纯净美
丽的芬兰⾃然⻛光中冰钓，零经验可参加，
同时适合有经验但需要指导的游客参加。

产品详情�
时⻓：3⼩时
参与⼈数：4-20 ⼈
最⼩年龄：5岁
语⾔：英语
包含服务：冰钓设备及⻥饵、冬季服装
（若需要）
注意：寒冷及⼤⻛天⽓需要保暖⾐物
出发地点：Rokua
出发时间：10 点

参考价€ 
49€�/⼈

0 雪鞋⾏⾛ 1

产品详情�
时⻓：3 ⼩时
参与⼈数：4-16 ⼈
最⼩年龄：7岁
语⾔：英语�
包含服务：雪鞋及雪仗，冬季⾐物（若
需要）,�向导服务
出发地点：Rokua 地区
出发时间：10 点

参考价€ 

联系⽅式 
Atteson Fishing
Juha Aitta
Kirvesjärventie 100, 91670 ROKUA

Tel. +358 (0) 40 5168007
info@atteson.fi 
www.atteson.fi

66.Atteson Fishing
Atteson� 垂钓公司的Juha先⽣是⼀位

专业的钓⻥⼈⼠。他多次参加芬兰境内的
专业钓⻥⽐赛，并且对奥卢地区以及
Rokua洛库亚地区⾮常熟悉，除了钓⻥旅⾏
之外，还可以安排宽胎⾃⾏⻋、站⽴划桨、
雪鞋⾏⾛等⼾外活动，公司旗下也拥有⾃
⼰的森林度假⽊屋。

产品介绍
0 拖饵钓⻥ 1

这种钓⻥⽅式不仅适合专业⼈⼠，对
于初学者也⾮常有乐趣。不同的季节会有
不同的⻥类，通常在奥卢湖区域能够钓到
河鲈、梭鲈、狗⻥等,Atteson⾃有的渔船⼀
次可以承载最多6⼈,通过租赁船只每次能
够最多20⼈同时进⾏。

产品详情�
时⻓：4 -8⼩时
参与⼈数：1-6⼈
最⼩年龄：5岁
语⾔：英语
包含服务：钓⻥许可、渔船、渔具、简餐
酒店接送、保护⾐物（若需要）
注意：寒冷及⼤⻛天⽓需要保暖⾐物
出发地点：Rokua
出发时间：10 点

参考价€ 
4⼩时价格：590€
8⼩时价格：790€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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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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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数：3-7 ⼈
语⾔：英语

旅游活动公司
及活动项⽬

Tourism 
Companies and 
Their Activ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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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d Boreal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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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l. +358 40 7347394
nurmipas@gmail.com
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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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l. +358 (0) 50 3820206
merilan.kartano@utanet.fi 
www.wildboreali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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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鹰摄影之旅 11

您可以定制您的⾏程，� ⼀般来说我们
推荐5-7天的摄影之旅，观鹰和体验当地特
⾊活动相结合，例如滑雪、冰上钓⻥、追逐
极光等。

奥卢地区有着多处⾦鹰藏⾝之处，每
年的初冬季节能够看到它们的⾝影。� 我们
有多处的隐蔽观测场所，⾮常温馨舒适。当
地著名的摄影师� 艾罗� (Eero� Kemilä)也是
我们的成员之⼀，� 他会⽤专业的设备和技
巧抓住雄鹰展翅的瞬间。

参考价€ 
2天�470欧/⼈，5天�1750欧/⼈，7天2100欧/⼈

0  Ice fishing冰钓 1

适合⼩型或⼤型团队的冰钓套餐，在纯净美
丽的芬兰⾃然⻛光中冰钓，零经验可参加，
同时适合有经验但需要指导的游客参加。

产品详情�
时⻓：3⼩时
参与⼈数：4-20 ⼈
最⼩年龄：5岁
语⾔：英语
包含服务：冰钓设备及⻥饵、冬季服装
（若需要）
注意：寒冷及⼤⻛天⽓需要保暖⾐物
出发地点：Rokua
出发时间：10 点

参考价€ 
49€�/⼈

0 雪鞋⾏⾛ 1

产品详情�
时⻓：3 ⼩时
参与⼈数：4-16 ⼈
最⼩年龄：7岁
语⾔：英语�
包含服务：雪鞋及雪仗，冬季⾐物（若
需要）,�向导服务
出发地点：Rokua 地区
出发时间：10 点

参考价€ 

联系⽅式 
Atteson Fishing
Juha Aitta
Kirvesjärventie 100, 91670 ROKUA

Tel. +358 (0) 40 5168007
info@atteson.fi 
www.atteson.fi

66.Atteson Fishing
Atteson� 垂钓公司的Juha先⽣是⼀位

专业的钓⻥⼈⼠。他多次参加芬兰境内的
专业钓⻥⽐赛，并且对奥卢地区以及
Rokua洛库亚地区⾮常熟悉，除了钓⻥旅⾏
之外，还可以安排宽胎⾃⾏⻋、站⽴划桨、
雪鞋⾏⾛等⼾外活动，公司旗下也拥有⾃
⼰的森林度假⽊屋。

产品介绍
0 拖饵钓⻥ 1

这种钓⻥⽅式不仅适合专业⼈⼠，对
于初学者也⾮常有乐趣。不同的季节会有
不同的⻥类，通常在奥卢湖区域能够钓到
河鲈、梭鲈、狗⻥等,Atteson⾃有的渔船⼀
次可以承载最多6⼈,通过租赁船只每次能
够最多20⼈同时进⾏。

产品详情�
时⻓：4 -8⼩时
参与⼈数：1-6⼈
最⼩年龄：5岁
语⾔：英语
包含服务：钓⻥许可、渔船、渔具、简餐
酒店接送、保护⾐物（若需要）
注意：寒冷及⼤⻛天⽓需要保暖⾐物
出发地点：Rokua
出发时间：10 点

参考价€ 
4⼩时价格：590€
8⼩时价格：790€

49€�/⼈



Syöte

主要景点�

Major 
Scenic Spots

索特这个芬兰最南⻆落的城市为您呈现拉
普兰⻛景，舒适的住宿和在索特国家公园全年
开放的系列活动。

两个滑雪中⼼ Iso-Syöte�和�Pikku-�Syöte
都⾮常适合家庭度假，甚⾄还有对⾼级滑雪爱
好者⽽⾔都有挑战的⼭坡。可轻松通过公共交
通到达索特。奥卢机场是芬兰第⼆繁忙的机场，

与索特⾮常近，⽅便各国游客前来。索特提供
120公⾥维护完好、⻛景优美的越野滑雪轨道。
索特国家公园内的篝⽕点让游客更惬意地享受
这休闲⼀刻。索特的滑雪轨道即使在旺季也有
充分的房间供应。索特是传统的滑雪度假胜地。
在夏季，您可骑⾃⾏⻋、徒步或骑⼭地⻋探索。
索特游客中⼼向您提供所有区域内各项活动的
相关信息。

索特

Syöte 索特

043

景点特⾊�
•�����精彩景⾊和活动
•�����两个滑雪度假点
•�����索特国家公园和游客中⼼
•�����⾃然景⾊、新鲜空⽓和清澈⽔⾯
•�����多元活动全年开放
•�����西部针叶树林区域
•�����芬兰最南⻆
•�����真正的荒野和寂静
•�����徒步或⼭地⻋的绝佳路径
•�����纯正⾃然
•�����⽅便到达，附近有 3个机场

详情�
酒店数量：3
别墅数量：250
可容纳：3,000 张床
夏季活动：骑⾏、徒步、垂钓、定向越野、泛⾈、⻜碟⾼尔夫、
野⽣动物观察摄影、桑拿等
徒步步道：120 公⾥

冬季活动：下坡滑雪、越野滑雪、雪鞋⾏⾛、哈⼠奇之旅、驯⿅农场、
冰钓、瞭望、攀岩、雪地摩托、北极温泉、桑拿、北极光
滑雪轨道：约 120 公⾥
坡道：Iso-Syöte17 个，Pikku-Syöte9 个
机场：奥卢（150公⾥），Kuusamo（90公⾥），罗⽡涅⽶（150
公⾥）
⽕⻋站：奥卢（150 公⾥），罗⽡涅⽶（150 公⾥）
交通：巴⼠：Nevakivi�Oy�(nevakivi@nevakivi.fi)
Saaga�travel�(sales@saagatravel.fi)
出租⻋ :�Syötteen�Taksi�(Tel.�+�358�(0)�8106�446)

联系⽅式�
Syöte Travel Association
Hanna Korf
Tel. +358 (0) 40 5600 977 
hanna.korf@syote.fi
Hotel Iso Syöte & Safaris
Juha Kuukasjärvi 
Tel. +385 (0) 40 5123747 
juha.kuukasjarvi@isosyote.   fi
Hotel Pikku-Syöte 
Anne Brandt
Tel. +358 (0) 50 363 0999

Booking Center/ Syötteen Keskusvaraamo 
Tiina Saarela
Tel. +358 (0) 8823400
keskusvaraamo@syote. fi

Syöte 索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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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enic Spo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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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兰⻛景，舒适的住宿和在索特国家公园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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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常适合家庭度假，甚⾄还有对⾼级滑雪爱
好者⽽⾔都有挑战的⼭坡。可轻松通过公共交
通到达索特。奥卢机场是芬兰第⼆繁忙的机场，

与索特⾮常近，⽅便各国游客前来。索特提供
120公⾥维护完好、⻛景优美的越野滑雪轨道。
索特国家公园内的篝⽕点让游客更惬意地享受
这休闲⼀刻。索特的滑雪轨道即使在旺季也有
充分的房间供应。索特是传统的滑雪度假胜地。
在夏季，您可骑⾃⾏⻋、徒步或骑⼭地⻋探索。
索特游客中⼼向您提供所有区域内各项活动的
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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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店数量：3
别墅数量：250
可容纳：3,000 张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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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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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拉普⼈Kota“ Hanhilampi ”1

在叫做 Hanhilampi 的⼩湖泊旁，宁静
的⾃然美景环绕，周围有树林和⼭脉，您来
到了拉普⼈⼩屋，建筑是萨⽶⼈的帐篷形状。
中⼼有⼤型壁炉，那⾥厨师会准备⻝物。您
可享⽤典型的芬兰传统野味晚餐。烛光也让
氛围变得更美好我。们会为您精⼼铺设餐桌，
⻓椅上有驯⿅⽪以提供舒适的座椅。

不同菜单提供当地美味
菜单 1：驯⿅ /三⽂⻥或⾁汤
菜单 2：传统拉普⼈驯⿅⾁汤配蔬菜
菜单 3：森林蘑菇汤，炖驯⿅⾁、甜点
菜单 4：森林蘑菇汤、烟熏三⽂⻥、甜点

0 酒店和旅⾏ 1

在芬兰北部，Iso�Syöte是国家最南端
的⼭区。

位于海拔 435 ⽶⾼的⼭上，Iso�Syöte
酒店提供友好特别的氛围，让您有舒适的住
宿，绝美的景⾊，在安详纯天然的⾃然环境
中拥有难忘的体验和探险。我们是⼀家⽬的
地管理公司，我们住宿、接待、活动、餐饮

69. Iso Syöte⼤索特酒店
�全景餐厅 & Sky Walk“天空漫步” 1

全新的⼤索特酒店的全景餐厅位于⼭
顶，是该地区海拔最⾼的地⽅（435 ⽶）。

餐厅四⾯环绕Syöte国家公园的森林、
湖泊和河流，保证您在享⽤美⻝的同时可以
欣赏独特的景致。Iso�Syöte酒店全景餐厅
以⾼质量闻名。

⾼质量景观
品尝美⻝的同时您可以欣赏令⼈窒息的美
景，从⼭顶可观全景，包括冬季四周环绕的
雪顶森林，以及夏季郁郁葱葱的⼭⾕和草甸。

⾼质量⾃助餐选择
为您的⾃助早餐、午餐和晚餐选择美⻝。

⾼质量⻝物
专业烹制当地美⻝，记得要尝试单点菜单上
的佳肴。

⾼质量的酒
我们为您的餐饮提供众多好酒以供选择。

产品详情 
地址：Iso�Syöte位于拉普兰三个主要
机场的三⻆区域内（罗⽡涅⽶、奥卢和
Kuusamo），意味着您可⽅便到达。

语⾔：英语
可容纳：⾄多 150 ⼈
开放时间：每天，早餐08.00�-�10.00点，
晚餐 16.00 点开始

价格 / 旅⾏社底价 €

来信咨询

服务和独特定制项⽬的理念是让游客能最⼤
化感受到⼤⾃然的宁静、空旷和⽆限可能。

产品详情 

语⾔：英语

设备：酒店房间：2间独⽴床、套房内
含淋浴和卫浴的卫⽣间、电视、电话、
边桌、椅⼦；可加床
温泉和健⾝房：2 个宽敞桑拿、泳池、
北极温泉服务�按摩、健⾝设备、为
团队游提供的荒野营地传统芬兰浴
餐馆：全景餐厅、Kota�Hanhilampi、
⼤堂酒吧
活动：各式全年周活动和⼀⽇游；夏季
⼭地⻋租借；冬季胖胎⻋租借。更多信
息请查询 Bike�Hotel�Concept:�www.
bhc.fi

⼭。所有房间配备两张独⽴的床，以及卫⽣
间（淋浴和卫浴）。电视、电话、边桌和椅
⼦。每间房间都可以额外加床。部分房间适
合残疾⼈⼠带轮椅使⽤。

区域内全年活动
我们的旅⾏公司带您踏上探险之旅探

索周边地区。冬季，到处都是厚厚的积雪，
我们带您进⾏雪地摩托之旅，冰上接⼒、哈

⼠奇和驯⿅雪橇之旅、雪鞋徒步、冰钓或您
可直接从酒店或别墅进⾏下坡和越野滑雪。
在夏季，我们通过徒步、泛⾈湖⾯和河流、
穿越森林的四驱⻋之旅、参观驯⿅农场 /哈
⼠奇农场，以及在拥有太阳的半夜，享⽤露
天篝⽕晚餐，来探索⼤⾃然。

额外服务：奖励旅游、健康、会议场
所、节⽇场合和其他活动、先进技术设备、
灵活服务、野外露营 Hanhilampi 拉普⼈⼩
屋、芬兰浴和私⼈湖泊、位于⼭坡脚下的
“Romekievari”�Kelo 滑雪餐馆。

酒店
Hot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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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和必备碗碟等）、餐桌、沙发床、含两张
床的⼀间卧室、⾐橱、带淋浴、卫浴和桑拿
的卫⽣间，别墅前⾃带⾛廊，可同时居住 4
⼈。2014 年夏季，所有Kelo 别墅内的卫⽣
间和桑拿都翻修⼀新。

0 鹰之景套房 1

独⼀⽆⼆的奢华酒店，拥有360度⾃
由视野。我们骄傲地宣布我们是位于Iso�
Syöte的鹰之景套房；独特奢华的酒店套房，
位于酒店侧翼南边。我们的墙壁和屋顶都是
玻璃，任何时候，您都能感觉到⼤⾃然，全
景可⻅周围的⼭脉和森林，仿佛能触及天空。
我们提供独⼀⽆⼆的机会让您欣赏夏季午夜
的太阳，或冬季北极光下闪烁的百万颗星光。
不论您是躺在床上，还是在私⼈按摩浴缸⾥
放松，都能尽享奢华美景！

我们宽敞的套房分两层。底层有舒适
的带壁炉起居室，您可以和朋友在这⾥饮茶
共度特别的时光，还有椅⼦、沙发、奢华的
含私⼈桑拿的卫⽣间⼀。棵树位于套房中央，
通往⼆楼，树枝延伸到床所在的地⽅，这层
楼还有按摩浴缸。躺在床上或在按摩浴缸⾥
放松，您都会被⾃然美景所折服，您就像⼀
只雄鹰⼀样，欣赏⻛景，触及天空！

在鹰之景套房中过夜是⼀⽣难得⼀次
的体验。我们提供给您的客⼾、贵宾、蜜⽉
游客⼈或任何⼈这崭新⽽⼜独特的机会，他
⼀定会被 Iso�Syöte 的鹰之景套房震撼！套
房提供奢华双⼈住宿，包含带壁炉起居室，
舒适座椅，沙发，餐饮吧台、带淋浴卫⽣
间、卫浴和私⼈桑拿以及按摩浴缸。玻璃外
墙和屋顶保证让您能够像鹰⼀样体验⾮凡的
美景！

0 别墅 1

435⽶⾼的 Iso�Syöte⼭旁有两种⽥园
别墅。Iso�Syöte酒店提供舒适、设备⻬全、
带桑拿和壁炉的别墅。

传统芬兰Kelo 别墅
20 间传统芬兰Kelo 式全别墅由松⽊天

然建造⽽成每。间别墅含有带壁炉的起居室、
厨房（有厨具、冰箱、烤箱、微波炉、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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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öte Syöte

产品详情 

季节：全年
时⻓：⼀个夜晚
参与⼈数：⾄少 8⼈
语⾔：英语
服务：⼩屋、菜单和野味烹饪
可选服务：Hanhilampi 接送、传统芬
兰浴，495 €，⽑⼱ 6 € / ⼈；冰窟窿游
泳（ 冬季 ）或湖泊游泳（ 夏季 ）；娱乐、
现场⾳乐、⺠谣、拉普⼈萨满、圣诞；
特殊饮料和酒精饮料；⼩屋附近野外营
地活动项⽬；定制项⽬或⻝物

35,00�€ / ⼈�/�起
参考价€ 

参考价€ 

来信咨询

产品详情�
住宿：双⼈奢华套房
设施：底层：起居室、舒适壁炉、座椅
和沙发、奢华卫⽣间含私⼈桑拿
⼆楼：双⼈床、按摩浴缸
服务：⾃助早餐配起泡⾹槟巧克⼒、壁
炉和免费柴⽕、桌上⽔果篮、浴⼱和拖
鞋（桑拿 /按摩浴缸）、咖啡 /茶制作
⼯具
套房特⾊额外收费：
房内享⽤冰饮和 /或早餐、⾹槟早餐、
桌上花束、瓶装酒和坚果、冰镇瓶装⾹
槟、壁炉前驯⿅⽪地毯、拉普兰⽊杯⼦、
可从健⾝项⽬中预订按摩服务

参考价€ 

来信咨询

⼭顶别墅
16 间别墅⽊屋，位于 Iso�Syöte ⼭顶，

拥有极致荒野美景，可俯瞰正⽚地区的⾃然
⻛光。别墅各有两层，底层有含壁炉的起居
室，椅⼦和沙发床、设备⻬全的厨房（含厨
具、冰箱、洗碗机、烤箱、微波炉、咖啡机
和其他必备碗碟等），餐桌，⼀间卧室（双
⼈床）、以及含淋浴、卫浴和私⼈桑拿的卫
⽣间。我们还提供⼲⾐柜和储藏箱（滑雪⽤
具）。⼆楼有两间卧室（各有两张床），⼀
个阁楼和另⼀个含淋浴和卫浴的卫⽣间。可
供最多 8⼈住宿。所有别墅步⾏可达酒店、
前台和餐馆。

产品详情�
语⾔：英语
住宿：20间 Kelo别墅，⾄多4⼈共住，
40�m²;16间⼭顶别墅，⾄多8⼈共住。
设备：Kelo别墅：含壁炉起居室、设
备⻬全的厨房、餐桌、沙发床、带两张
床的⼀间卧室、⾐橱、含淋浴、卫浴和
私⼈桑拿的卫⽣间、⼲⾐柜和储藏箱（滑
雪⽤具）。⼆楼有两间卧室（各有两张
床），⼀个阁楼和另⼀个含淋浴和卫浴
的卫⽣间。
注意：每间别墅都有独⽴停⻋位

参考价€ 

来信咨询

住宿：20间标准双⼈间、12�间⾼级豪华
间、10间极光主题套房Aurora�Suite、
1间Eagle�View�Suite鹰眼主题套房、
1间Bear�Cave�Suite熊⽳主题套房、1间
Phonenix�Suite⽕凤凰主题套房、20间
Kelo别墅、16间⼭顶别墅

住宿和服务
Iso�Syöte 酒店有两层楼，提供 20 间双

⼈房。从酒店您你能望到天然美景，森林和

0

360度天台�Sky�Walk�
全新的全景天台可以360度⽆死⻆⾯向天
空，北极的⾃然美景尽收眼底，夜晚还可在
此守候极光！



0 拉普⼈Kota“ Hanhilampi ”1

在叫做 Hanhilampi 的⼩湖泊旁，宁静
的⾃然美景环绕，周围有树林和⼭脉，您来
到了拉普⼈⼩屋，建筑是萨⽶⼈的帐篷形状。
中⼼有⼤型壁炉，那⾥厨师会准备⻝物。您
可享⽤典型的芬兰传统野味晚餐。烛光也让
氛围变得更美好我。们会为您精⼼铺设餐桌，
⻓椅上有驯⿅⽪以提供舒适的座椅。

不同菜单提供当地美味
菜单 1：驯⿅ /三⽂⻥或⾁汤
菜单 2：传统拉普⼈驯⿅⾁汤配蔬菜
菜单 3：森林蘑菇汤，炖驯⿅⾁、甜点
菜单 4：森林蘑菇汤、烟熏三⽂⻥、甜点

0 酒店和旅⾏ 1

在芬兰北部，Iso�Syöte是国家最南端
的⼭区。

位于海拔 435 ⽶⾼的⼭上，Iso�Syöte
酒店提供友好特别的氛围，让您有舒适的住
宿，绝美的景⾊，在安详纯天然的⾃然环境
中拥有难忘的体验和探险。我们是⼀家⽬的
地管理公司，我们住宿、接待、活动、餐饮

69. Iso Syöte⼤索特酒店
�全景餐厅 & Sky Walk“天空漫步” 1

全新的⼤索特酒店的全景餐厅位于⼭
顶，是该地区海拔最⾼的地⽅（435 ⽶）。

餐厅四⾯环绕Syöte国家公园的森林、
湖泊和河流，保证您在享⽤美⻝的同时可以
欣赏独特的景致。Iso�Syöte酒店全景餐厅
以⾼质量闻名。

⾼质量景观
品尝美⻝的同时您可以欣赏令⼈窒息的美
景，从⼭顶可观全景，包括冬季四周环绕的
雪顶森林，以及夏季郁郁葱葱的⼭⾕和草甸。

⾼质量⾃助餐选择
为您的⾃助早餐、午餐和晚餐选择美⻝。

⾼质量⻝物
专业烹制当地美⻝，记得要尝试单点菜单上
的佳肴。

⾼质量的酒
我们为您的餐饮提供众多好酒以供选择。

产品详情 
地址：Iso�Syöte位于拉普兰三个主要
机场的三⻆区域内（罗⽡涅⽶、奥卢和
Kuusamo），意味着您可⽅便到达。

语⾔：英语
可容纳：⾄多 150 ⼈
开放时间：每天，早餐08.00�-�10.00点，
晚餐 16.00 点开始

价格 / 旅⾏社底价 €

来信咨询

服务和独特定制项⽬的理念是让游客能最⼤
化感受到⼤⾃然的宁静、空旷和⽆限可能。

产品详情 

语⾔：英语

设备：酒店房间：2间独⽴床、套房内
含淋浴和卫浴的卫⽣间、电视、电话、
边桌、椅⼦；可加床
温泉和健⾝房：2 个宽敞桑拿、泳池、
北极温泉服务�按摩、健⾝设备、为
团队游提供的荒野营地传统芬兰浴
餐馆：全景餐厅、Kota�Hanhilampi、
⼤堂酒吧
活动：各式全年周活动和⼀⽇游；夏季
⼭地⻋租借；冬季胖胎⻋租借。更多信
息请查询 Bike�Hotel�Concept:�www.
bhc.fi

⼭。所有房间配备两张独⽴的床，以及卫⽣
间（淋浴和卫浴）。电视、电话、边桌和椅
⼦。每间房间都可以额外加床。部分房间适
合残疾⼈⼠带轮椅使⽤。

区域内全年活动
我们的旅⾏公司带您踏上探险之旅探

索周边地区。冬季，到处都是厚厚的积雪，
我们带您进⾏雪地摩托之旅，冰上接⼒、哈

⼠奇和驯⿅雪橇之旅、雪鞋徒步、冰钓或您
可直接从酒店或别墅进⾏下坡和越野滑雪。
在夏季，我们通过徒步、泛⾈湖⾯和河流、
穿越森林的四驱⻋之旅、参观驯⿅农场 /哈
⼠奇农场，以及在拥有太阳的半夜，享⽤露
天篝⽕晚餐，来探索⼤⾃然。

额外服务：奖励旅游、健康、会议场
所、节⽇场合和其他活动、先进技术设备、
灵活服务、野外露营 Hanhilampi 拉普⼈⼩
屋、芬兰浴和私⼈湖泊、位于⼭坡脚下的
“Romekievari”�Kelo 滑雪餐馆。

酒店
Hot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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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和必备碗碟等）、餐桌、沙发床、含两张
床的⼀间卧室、⾐橱、带淋浴、卫浴和桑拿
的卫⽣间，别墅前⾃带⾛廊，可同时居住 4
⼈。2014 年夏季，所有Kelo 别墅内的卫⽣
间和桑拿都翻修⼀新。

0 鹰之景套房 1

独⼀⽆⼆的奢华酒店，拥有360度⾃
由视野。我们骄傲地宣布我们是位于Iso�
Syöte的鹰之景套房；独特奢华的酒店套房，
位于酒店侧翼南边。我们的墙壁和屋顶都是
玻璃，任何时候，您都能感觉到⼤⾃然，全
景可⻅周围的⼭脉和森林，仿佛能触及天空。
我们提供独⼀⽆⼆的机会让您欣赏夏季午夜
的太阳，或冬季北极光下闪烁的百万颗星光。
不论您是躺在床上，还是在私⼈按摩浴缸⾥
放松，都能尽享奢华美景！

我们宽敞的套房分两层。底层有舒适
的带壁炉起居室，您可以和朋友在这⾥饮茶
共度特别的时光，还有椅⼦、沙发、奢华的
含私⼈桑拿的卫⽣间⼀。棵树位于套房中央，
通往⼆楼，树枝延伸到床所在的地⽅，这层
楼还有按摩浴缸。躺在床上或在按摩浴缸⾥
放松，您都会被⾃然美景所折服，您就像⼀
只雄鹰⼀样，欣赏⻛景，触及天空！

在鹰之景套房中过夜是⼀⽣难得⼀次
的体验。我们提供给您的客⼾、贵宾、蜜⽉
游客⼈或任何⼈这崭新⽽⼜独特的机会，他
⼀定会被 Iso�Syöte 的鹰之景套房震撼！套
房提供奢华双⼈住宿，包含带壁炉起居室，
舒适座椅，沙发，餐饮吧台、带淋浴卫⽣
间、卫浴和私⼈桑拿以及按摩浴缸。玻璃外
墙和屋顶保证让您能够像鹰⼀样体验⾮凡的
美景！

0 别墅 1

435⽶⾼的 Iso�Syöte⼭旁有两种⽥园
别墅。Iso�Syöte酒店提供舒适、设备⻬全、
带桑拿和壁炉的别墅。

传统芬兰Kelo 别墅
20 间传统芬兰Kelo 式全别墅由松⽊天

然建造⽽成每。间别墅含有带壁炉的起居室、
厨房（有厨具、冰箱、烤箱、微波炉、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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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öte Syöte

产品详情 

季节：全年
时⻓：⼀个夜晚
参与⼈数：⾄少 8⼈
语⾔：英语
服务：⼩屋、菜单和野味烹饪
可选服务：Hanhilampi 接送、传统芬
兰浴，495 €，⽑⼱ 6 € / ⼈；冰窟窿游
泳（ 冬季 ）或湖泊游泳（ 夏季 ）；娱乐、
现场⾳乐、⺠谣、拉普⼈萨满、圣诞；
特殊饮料和酒精饮料；⼩屋附近野外营
地活动项⽬；定制项⽬或⻝物

35,00�€ / ⼈�/�起
参考价€ 

参考价€ 

来信咨询

产品详情�
住宿：双⼈奢华套房
设施：底层：起居室、舒适壁炉、座椅
和沙发、奢华卫⽣间含私⼈桑拿
⼆楼：双⼈床、按摩浴缸
服务：⾃助早餐配起泡⾹槟巧克⼒、壁
炉和免费柴⽕、桌上⽔果篮、浴⼱和拖
鞋（桑拿 /按摩浴缸）、咖啡 /茶制作
⼯具
套房特⾊额外收费：
房内享⽤冰饮和 /或早餐、⾹槟早餐、
桌上花束、瓶装酒和坚果、冰镇瓶装⾹
槟、壁炉前驯⿅⽪地毯、拉普兰⽊杯⼦、
可从健⾝项⽬中预订按摩服务

参考价€ 

来信咨询

⼭顶别墅
16 间别墅⽊屋，位于 Iso�Syöte ⼭顶，

拥有极致荒野美景，可俯瞰正⽚地区的⾃然
⻛光。别墅各有两层，底层有含壁炉的起居
室，椅⼦和沙发床、设备⻬全的厨房（含厨
具、冰箱、洗碗机、烤箱、微波炉、咖啡机
和其他必备碗碟等），餐桌，⼀间卧室（双
⼈床）、以及含淋浴、卫浴和私⼈桑拿的卫
⽣间。我们还提供⼲⾐柜和储藏箱（滑雪⽤
具）。⼆楼有两间卧室（各有两张床），⼀
个阁楼和另⼀个含淋浴和卫浴的卫⽣间。可
供最多 8⼈住宿。所有别墅步⾏可达酒店、
前台和餐馆。

产品详情�
语⾔：英语
住宿：20间 Kelo别墅，⾄多4⼈共住，
40�m²;16间⼭顶别墅，⾄多8⼈共住。
设备：Kelo别墅：含壁炉起居室、设
备⻬全的厨房、餐桌、沙发床、带两张
床的⼀间卧室、⾐橱、含淋浴、卫浴和
私⼈桑拿的卫⽣间、⼲⾐柜和储藏箱（滑
雪⽤具）。⼆楼有两间卧室（各有两张
床），⼀个阁楼和另⼀个含淋浴和卫浴
的卫⽣间。
注意：每间别墅都有独⽴停⻋位

参考价€ 

来信咨询

住宿：20间标准双⼈间、12�间⾼级豪华
间、10间极光主题套房Aurora�Suite、
1间Eagle�View�Suite鹰眼主题套房、
1间Bear�Cave�Suite熊⽳主题套房、1间
Phonenix�Suite⽕凤凰主题套房、20间
Kelo别墅、16间⼭顶别墅

住宿和服务
Iso�Syöte 酒店有两层楼，提供 20 间双

⼈房。从酒店您你能望到天然美景，森林和

0

360度天台�Sky�Walk�
全新的全景天台可以360度⽆死⻆⾯向天
空，北极的⾃然美景尽收眼底，夜晚还可在
此守候极光！



0 新北极光景观套房 1

宽敞奢华酒店套房。约50�m²，分两层。
玻璃屋顶和阳台营造触及天空的氛围，

可观星⾠北极光，以及雪顶森林和脚下⼭⾕。
⼀层有座位区域、带淋浴卫浴和桑拿

的卫⽣间。沙发可供 3-4 ⼈就寝。
⼆层有座位区域、上层主卧含双⼈床、

带淋浴和卫浴的卫⽣间。
阳台上有私⼈按摩浴缸。

产品详情�
住宿：10间可容纳2-4⼈的北极光景
观套房
设施：底层：座位区域、带淋浴卫浴和

桑拿的卫⽣间、沙发床
⼆层：座位区域、上层主卧含双
⼈床、带淋浴和卫浴的卫⽣间、
带私⼈按摩浴缸的阳台

服务：含⾃助早餐

0 北极温泉 1

⾃ 2014/2015 冬季以来，Iso�Syöte 酒
店提供新的北极温泉。

在 Iso�Syöte 酒店，我们关⼼住客的开
⼼、满意和健康。我们希望您的住宿舒适、
轻松有意思。因此，我们创造了“北极温
泉”！酒店⾥有两间宽敞桑拿供住客使⽤，
享受⽔流滑过头颈和肩膀的按摩。⼾外泳池
旁的露台上，我们提供两个按摩浴缸，可⼀
览 Syöte ⼭⾕美景。在⼾外洗个热⽔澡，欣
赏美景，雪顶森林和万千星⾠，甚⾄还能看
⻅跳跃的北极光，让您拥有难忘的“北极温
泉体验”！桑拿每天加热；14⽶⻓的游泳
池⽔温保持在28° C。所有这⼀切免费提供
给我们的住客！

此外，我们还提供全套的北极温泉⾝
体和美颜护理。为了住客更健康美丽，我
们在前台提供各种护理选择。我们提供脸
部护理，化妆美容护理、⼿部和⾜部护理
及其他⾝体部位护理，也提供按摩，如热
⽯和芳⾹精油按摩。在北极温泉，我们特
地准备了⼀间房间供专业⼈⼠提供按摩服
务。只能现场在酒店前台预定。游客可得
到包含北极温泉⾝体和美颜护理各种选择
和价格的⼩册⼦。

0 概念⾃⾏⻋酒店 1

概念⾃⾏⻋酒店为骑⾏⼈⼠和⾃⾏⻋
提供服务。

概念⾃⾏⻋酒店为了满⾜骑⾏⼈⼠的
活动和营养的需求⽽设计。全包服务包括⼀
个完美的骑⾏假期需要的所有内容。
�� ⾃⾏⻋储藏室：⾃⾏⻋储藏室包含带

锁⽀架
�� 服务设施：服务设施包含洗⻋区域、

基本维修⼯具和零部件
�� 骑⾏导游和路线图：去哪⾥、哪⾥可

以租借⾃⾏⻋�我们的导游给您当
季最好的建议，酒店赠送地图

�� 洗⾐：⾃助洗⾐机和⼲⾐机位于⾃⾏
⻋储藏室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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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Iso�Syöte⼭顶建⽴真正的冰屋。
体验北极的⼀晚。室外温度骤降，但是冰屋
内只是零下⼏度。在特制的睡袋⾥，您能感
到温暖和舒适，欣赏雪顶覆盖树林⻛景下的
冰屋。

产品详情 

季节：12 ⽉ -4 ⽉底
参与⼈数：1-2 ⼈每晚
服务：⼀晚冰屋、所有过夜设备，早餐，
酒店淋浴和桑拿
注意：只有在酒店 /别墅居住的住客可
以预订冰屋。 产品详情�

季节：12 ⽉ -4 ⽉底。
时⻓：约 2⼩时。
出发时间：14:30 分
参与⼈数：⾄少 4⼈。
服务：雪橇⻋、⾏程装备、⼩屋篝⽕旁
热饮

周⼆及周三：北极光之旅
当您在星光下，骑着雪地摩托穿过⽩

雪森林下⼭，这种夜间的雪地摩托之旅会带
给您独特的氛围和体验。我们会停下欣赏星
空，并在露天篝⽕旁喝咖啡。如果够幸运的
话，您还能看⻅北极光！

周⼆：雪地摩托及哈⼠奇之旅
⾏程从 Iso�Syöte 酒店出发，骑⾏雪地

摩托到哈⼠奇农场。介绍哈⼠奇后，会指
导您如何有⼒地控制雪橇。哈⼠奇之旅从
Syöte地区⽩雪森林和冰⾯覆盖的沼泽开
始，途中会休息，更换驾驶者并拍照留念。

产品详情�
季节：12⽉ -4⽉底。时⻓：约 3⼩时。
出发时间：10 点
参与⼈数：⾄少4⼈
服务：雪橇之旅、哈⼠奇之旅、⾏程装备

周⼆：雪橇⻋滑⾏和骑⾏
当⽩雪覆盖路⾯，这是真正四处活动

采⽤的芬兰⽅式。雪橇⻋滑下⼭坡⾮常有意
思，还可以⼀只脚站在滑板上，⼀只脚“蹬”

着向上爬坡。虽然需要⼀点⼒⽓，但是您可
在 Iso�Syöte ⼭顶享受巨⼤的雪地乐趣。当
您到达⼭顶⼩屋，围着篝⽕享⽤普利亚⾯包
时，您会感到这些努⼒都是值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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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öte Syöte

来信咨询
参考价€ 

80欧/⼈/晚
参考价€ 

产品详情 

季节：12 ⽉ -4 ⽉底。
时⻓：约 3⼩时。
出发时间：14:00 点
参与⼈数：⾄少 4⼈。
服务：雪地摩托之旅，热饮（咖啡 /茶
和⾯包）、⾏程⾐物
可按需要安排⾏程⽇期：
在真正冰屋过夜

99欧/⼈，2⼈⼀辆，单⼈驾驶加40欧/⼈
参考价€ 

�� 营养：我们美味的早餐和单点菜单提
供骑⾏者合适的营养�提供必备的
能量补给。您也可以预定包装外带午
餐，让您在⻓途旅⾏中也能获得营养。

�� 零部件服务：我们提供基本零部件，
特殊部件可从奥卢当天或最迟第⼆天
运达。

�� ⾃⾏⻋租借：⼭地⻋、⾃⾏⻋和胖胎⻋。
我们使⽤FELT牌⾃⾏⻋和BHC骑⾏。

�� 服饰：⾼质量服装，让您更好地开始
⼀段骑⾏。

来信咨询

0 每周冬季旅⾏ 1

加⼊我们体验雪地乐趣，在我们的⾏
程中做选择。在令⼈窒息的美景中获得难忘
体验。

周⼀：野外雪地摩托之旅
⾏程在酒店的雪地摩托安放处开始。

⾸先下坡，然后沿着⼭坡上⼭，穿过覆盖厚
厚积雪的森林，以及覆盖着冰的沼泽或湖泊。
我们停下来在篝⽕旁喝咖啡。休息过后我们
重新上路，开雪地摩托回到 Iso�Syöte ⼭。

参考价€ 

50欧/⼈
参考价€ 

175欧/⼈，2⼈乘坐⼀辆雪橇+1位⼉童，
单⼈驾驶加40欧/⼈

参考价€ 

产品详情 

季节：12 ⽉ -4 ⽉底。
时⻓：约 3⼩时。
出发时间：20 点
参与⼈数：⾄少 4⼈。
服务：雪地摩托之旅、咖啡⾯包、⾏程
装备

125欧/⼈，2⼈乘坐⼀辆雪橇，
单⼈驾驶加40欧/⼈

参考价€ 

周三：结冰湖⾯雪地摩托之旅及冰钓
我们从酒店出发，骑雪地摩托穿过森

林到达结冰湖⾯。我们在冰⾯钻洞，在美丽
的湖上进⾏冰钓 。在露天⽕堆旁喝咖啡休
息。骑雪地摩托回到酒店。

产品详情 

季节：12 ⽉ -4 ⽉底。
时⻓：约 3-3.5 ⼩时。
出发时间：10 点
参与⼈数：⾄少 4⼈。
服务：雪地摩托之旅、冰钓、咖啡、装备

周三：全天哈⼠奇之旅，含篝⽕午餐
交通⾄哈⼠奇农场，那⾥哈⼠奇已经

在等待您的到来。开始前介绍狗狗和如何操
控。⾏程路线穿过⽩雪森林和冰⾯湖泊和沼
泽。途中享⽤篝⽕午餐，还会停下更换驾驶
者并拍照。⾏程约为 25/40 公⾥，取决于路
线 /天⽓情况。

产品详情 

季节：12 ⽉ -4 ⽉底。
时⻓：4/5 ⼩时（含交通）
出发时间：10:30 分
参与⼈数：⾄少 4⼈。
服务：哈⼠奇之旅、交通、午餐、⾏程
装备。
注意：此⾏程可在⼀周内其他时间进⾏！

260欧/⼈，2⼈乘坐⼀辆雪橇+1位⼉童
参考价€ 

120欧/⼈，2⼈⼀辆雪地摩托
参考价€ 



0 新北极光景观套房 1

宽敞奢华酒店套房。约50�m²，分两层。
玻璃屋顶和阳台营造触及天空的氛围，

可观星⾠北极光，以及雪顶森林和脚下⼭⾕。
⼀层有座位区域、带淋浴卫浴和桑拿

的卫⽣间。沙发可供 3-4 ⼈就寝。
⼆层有座位区域、上层主卧含双⼈床、

带淋浴和卫浴的卫⽣间。
阳台上有私⼈按摩浴缸。

产品详情�
住宿：10间可容纳2-4⼈的北极光景
观套房
设施：底层：座位区域、带淋浴卫浴和

桑拿的卫⽣间、沙发床
⼆层：座位区域、上层主卧含双
⼈床、带淋浴和卫浴的卫⽣间、
带私⼈按摩浴缸的阳台

服务：含⾃助早餐

0 北极温泉 1

⾃ 2014/2015 冬季以来，Iso�Syöte 酒
店提供新的北极温泉。

在 Iso�Syöte 酒店，我们关⼼住客的开
⼼、满意和健康。我们希望您的住宿舒适、
轻松有意思。因此，我们创造了“北极温
泉”！酒店⾥有两间宽敞桑拿供住客使⽤，
享受⽔流滑过头颈和肩膀的按摩。⼾外泳池
旁的露台上，我们提供两个按摩浴缸，可⼀
览 Syöte ⼭⾕美景。在⼾外洗个热⽔澡，欣
赏美景，雪顶森林和万千星⾠，甚⾄还能看
⻅跳跃的北极光，让您拥有难忘的“北极温
泉体验”！桑拿每天加热；14⽶⻓的游泳
池⽔温保持在28° C。所有这⼀切免费提供
给我们的住客！

此外，我们还提供全套的北极温泉⾝
体和美颜护理。为了住客更健康美丽，我
们在前台提供各种护理选择。我们提供脸
部护理，化妆美容护理、⼿部和⾜部护理
及其他⾝体部位护理，也提供按摩，如热
⽯和芳⾹精油按摩。在北极温泉，我们特
地准备了⼀间房间供专业⼈⼠提供按摩服
务。只能现场在酒店前台预定。游客可得
到包含北极温泉⾝体和美颜护理各种选择
和价格的⼩册⼦。

0 概念⾃⾏⻋酒店 1

概念⾃⾏⻋酒店为骑⾏⼈⼠和⾃⾏⻋
提供服务。

概念⾃⾏⻋酒店为了满⾜骑⾏⼈⼠的
活动和营养的需求⽽设计。全包服务包括⼀
个完美的骑⾏假期需要的所有内容。
�� ⾃⾏⻋储藏室：⾃⾏⻋储藏室包含带

锁⽀架
�� 服务设施：服务设施包含洗⻋区域、

基本维修⼯具和零部件
�� 骑⾏导游和路线图：去哪⾥、哪⾥可

以租借⾃⾏⻋�我们的导游给您当
季最好的建议，酒店赠送地图

�� 洗⾐：⾃助洗⾐机和⼲⾐机位于⾃⾏
⻋储藏室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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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Iso�Syöte⼭顶建⽴真正的冰屋。
体验北极的⼀晚。室外温度骤降，但是冰屋
内只是零下⼏度。在特制的睡袋⾥，您能感
到温暖和舒适，欣赏雪顶覆盖树林⻛景下的
冰屋。

产品详情 

季节：12 ⽉ -4 ⽉底
参与⼈数：1-2 ⼈每晚
服务：⼀晚冰屋、所有过夜设备，早餐，
酒店淋浴和桑拿
注意：只有在酒店 /别墅居住的住客可
以预订冰屋。 产品详情�

季节：12 ⽉ -4 ⽉底。
时⻓：约 2⼩时。
出发时间：14:30 分
参与⼈数：⾄少 4⼈。
服务：雪橇⻋、⾏程装备、⼩屋篝⽕旁
热饮

周⼆及周三：北极光之旅
当您在星光下，骑着雪地摩托穿过⽩

雪森林下⼭，这种夜间的雪地摩托之旅会带
给您独特的氛围和体验。我们会停下欣赏星
空，并在露天篝⽕旁喝咖啡。如果够幸运的
话，您还能看⻅北极光！

周⼆：雪地摩托及哈⼠奇之旅
⾏程从 Iso�Syöte 酒店出发，骑⾏雪地

摩托到哈⼠奇农场。介绍哈⼠奇后，会指
导您如何有⼒地控制雪橇。哈⼠奇之旅从
Syöte地区⽩雪森林和冰⾯覆盖的沼泽开
始，途中会休息，更换驾驶者并拍照留念。

产品详情�
季节：12⽉ -4⽉底。时⻓：约 3⼩时。
出发时间：10 点
参与⼈数：⾄少4⼈
服务：雪橇之旅、哈⼠奇之旅、⾏程装备

周⼆：雪橇⻋滑⾏和骑⾏
当⽩雪覆盖路⾯，这是真正四处活动

采⽤的芬兰⽅式。雪橇⻋滑下⼭坡⾮常有意
思，还可以⼀只脚站在滑板上，⼀只脚“蹬”

着向上爬坡。虽然需要⼀点⼒⽓，但是您可
在 Iso�Syöte ⼭顶享受巨⼤的雪地乐趣。当
您到达⼭顶⼩屋，围着篝⽕享⽤普利亚⾯包
时，您会感到这些努⼒都是值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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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öte Syöte

来信咨询
参考价€ 

80欧/⼈/晚
参考价€ 

产品详情 

季节：12 ⽉ -4 ⽉底。
时⻓：约 3⼩时。
出发时间：14:00 点
参与⼈数：⾄少 4⼈。
服务：雪地摩托之旅，热饮（咖啡 /茶
和⾯包）、⾏程⾐物
可按需要安排⾏程⽇期：
在真正冰屋过夜

99欧/⼈，2⼈⼀辆，单⼈驾驶加40欧/⼈
参考价€ 

�� 营养：我们美味的早餐和单点菜单提
供骑⾏者合适的营养�提供必备的
能量补给。您也可以预定包装外带午
餐，让您在⻓途旅⾏中也能获得营养。

�� 零部件服务：我们提供基本零部件，
特殊部件可从奥卢当天或最迟第⼆天
运达。

�� ⾃⾏⻋租借：⼭地⻋、⾃⾏⻋和胖胎⻋。
我们使⽤FELT牌⾃⾏⻋和BHC骑⾏。

�� 服饰：⾼质量服装，让您更好地开始
⼀段骑⾏。

来信咨询

0 每周冬季旅⾏ 1

加⼊我们体验雪地乐趣，在我们的⾏
程中做选择。在令⼈窒息的美景中获得难忘
体验。

周⼀：野外雪地摩托之旅
⾏程在酒店的雪地摩托安放处开始。

⾸先下坡，然后沿着⼭坡上⼭，穿过覆盖厚
厚积雪的森林，以及覆盖着冰的沼泽或湖泊。
我们停下来在篝⽕旁喝咖啡。休息过后我们
重新上路，开雪地摩托回到 Iso�Syöte ⼭。

参考价€ 

50欧/⼈
参考价€ 

175欧/⼈，2⼈乘坐⼀辆雪橇+1位⼉童，
单⼈驾驶加40欧/⼈

参考价€ 

产品详情 

季节：12 ⽉ -4 ⽉底。
时⻓：约 3⼩时。
出发时间：20 点
参与⼈数：⾄少 4⼈。
服务：雪地摩托之旅、咖啡⾯包、⾏程
装备

125欧/⼈，2⼈乘坐⼀辆雪橇，
单⼈驾驶加40欧/⼈

参考价€ 

周三：结冰湖⾯雪地摩托之旅及冰钓
我们从酒店出发，骑雪地摩托穿过森

林到达结冰湖⾯。我们在冰⾯钻洞，在美丽
的湖上进⾏冰钓 。在露天⽕堆旁喝咖啡休
息。骑雪地摩托回到酒店。

产品详情 

季节：12 ⽉ -4 ⽉底。
时⻓：约 3-3.5 ⼩时。
出发时间：10 点
参与⼈数：⾄少 4⼈。
服务：雪地摩托之旅、冰钓、咖啡、装备

周三：全天哈⼠奇之旅，含篝⽕午餐
交通⾄哈⼠奇农场，那⾥哈⼠奇已经

在等待您的到来。开始前介绍狗狗和如何操
控。⾏程路线穿过⽩雪森林和冰⾯湖泊和沼
泽。途中享⽤篝⽕午餐，还会停下更换驾驶
者并拍照。⾏程约为 25/40 公⾥，取决于路
线 /天⽓情况。

产品详情 

季节：12 ⽉ -4 ⽉底。
时⻓：4/5 ⼩时（含交通）
出发时间：10:30 分
参与⼈数：⾄少 4⼈。
服务：哈⼠奇之旅、交通、午餐、⾏程
装备。
注意：此⾏程可在⼀周内其他时间进⾏！

260欧/⼈，2⼈乘坐⼀辆雪橇+1位⼉童
参考价€ 

120欧/⼈，2⼈⼀辆雪地摩托
参考价€ 



125欧/⼈，2⼈乘坐⼀辆雪橇，
单⼈驾驶加40欧/⼈

参考价€ 

周四：骑雪地摩托参观驯⿅农场
骑雪地摩托穿过⽩雪森林和冰⾯湖泊

到达驯⿅农场。驯⿅饲养员在农场介绍驯⿅
及驯⿅放牧。游客有机会乘坐驯⿅拉动的雪
橇。在⼩屋享⽤咖啡和普利亚⾯包。

产品详情 

季节：12 ⽉ -4 ⽉底。
时⻓：约 3⼩时。
出发时间：10 点
参与⼈数：⾄少 4⼈。
服务：雪地摩托之旅、驯⿅雪橇、咖啡
和普利亚⾯包

周四：雪鞋徒步之旅
介绍如何使⽤雪鞋后我们从酒店出发，

穿过厚厚积雪覆盖的 Iso�Syöte ⼭顶，欣赏
⼤⾃然⽤⽩雪雕塑的美景。在雪地⾥探寻动
物和⻦禽留下的痕迹。休息时导游为您准备
了热饮和饼⼲。

如何操控。⾏程路线穿过哈⼠奇农场周围的

⽩雪森林和冰⾯湖泊。途中我们停下更换驾
驶者并拍照。

周五及周六：冰钓
到美丽冰⾯湖泊进⾏冰钓。在露天⽕

堆旁喝咖啡休息。交通⾄湖泊。钻洞、放下
钓⻥线，等待幸运降临！⼩屋内篝⽕。

产品详情 

季节：12 ⽉ -4 ⽉底。
时⻓：约 3⼩时。
出发时间：10 点
参与⼈数：⾄少 4⼈。
服务：冰钓、交通、咖啡和⼩⻝、装备

周五：传统驯⿅之旅
坐在驯⿅雪橇内，看着驯⿅“房⻋”

通过驯⿅之间的绳索互相连接⽽向前，是⼀
种很有趣的⽅式这。是⽼式的拉普兰式雪橇。
在⼩屋内提供咖啡和⼩⻝。

产品详情 

季节：12 ⽉ -4 ⽉底。
时⻓：约 2.5 ⼩时（3.5-4 公⾥）
出发时间：9:30 分
参与⼈数：⽆最低限制。
服务：交通、含导农场参观、驯⿅项⽬、
咖啡和三明治。

周六：Ranua动物园远⾜+罗⽡涅⽶圣诞村

产品详情 

季节：全年。
时⻓：约 8⼩时。
出发时间：9 点。
参与⼈数：⾄少 6个成⼈
服务：公交交通
注意：此为不含导远⾜

周六：坐⻋参观驯⿅农场
当了解该地区更多⽂化和历史，以及

驯⿅饲养后，您获得了⼀场真正的⽂化体验。
我们从酒店开始，交通前往 Virkkunen 传统
驯⿅农场，距酒店18公⾥远。农场主会介
绍驯⿅喂养以及农场⽣活、历史、⽂化和传
统。他会带您去看驯⿅群，并邀请您去他家
⾥享⽤咖啡、⾃制蛋糕和驯⿅⾁三明治。

产品详情 

季节：12 ⽉ -4 ⽉底。
时⻓：约 3⼩时。
出发时间：9:30 分
参与⼈数：⽆最低限制。
服务：交通、含导农场参观、驯⿅项⽬、
咖啡和三明治

⼩贴⼠
•� ⾄少提前⼀天16点前预定每周项⽬
（在前台）

•� 12 岁以下⼉童：减 50%

•� 所有雪地摩托之旅包含导游服务、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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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详情 

季节：6 ⽉ -10 ⽉底。
时⻓：约 2.5 ⼩时
参与⼈数：⾄少 4⼈。
服务：导游、指导、材料、交通、咖啡、
蛋糕

Naamanka 湖独⽊⾈之旅
湖⽔犹如镜⾯倒映出天空和周围的景

致。这是泛⾈的绝佳宁静之处。导游会教授
基本泛⾈技巧。湖⽔宁静平缓因此不需要您

有任何经验。独⽊⾈可乘坐 2⼈，是双倍的
乐趣！如果需要我们会提供材料和⾐物，以
及导游和指导。湖边我们会休息⽚刻，享⽤
篝⽕、咖啡和蛋糕。

产品详情 

季节：6 ⽉ -10 ⽉底。
时⻓：约 2.5 ⼩时
参与⼈数：⾄少 4⼈。
服务：导游、指导、材料、交通、咖啡、
蛋糕

国家公园Pärjänjoki 河泛⾈
Pärjänjoki 河位于 Syöte 国家公园内。

每只独⽊⾈可乘坐 2⼈，沿着溪流⽽⾏。导
游会提供基本的材料和指导，并带领您前进。
左右划桨，您就可在独⽊⾈中徜徉，顺着平

静的溪流前⾏。途中河边我们会停下，在露
天⽕堆旁享⽤午餐和咖啡！

产品详情 

季节：6 ⽉ -10 ⽉底。
时⻓：约 4-5 ⼩时
参与⼈数：⾄少 4⼈。
服务：导游服务、指导、材料、⾐物、
交通、⼩⻝、篝⽕、午餐和咖啡

Quad 活动和探险
您可加⼊Quad的精彩之旅，穿过 Iso�

Syöte 的⾃然、森林和沼泽。您就是⾃⼰的
司机，可尽情享受这趟旅程！跟着导游，您
会在 Iso�Syöte ⼭周围上上下下享受欢乐的
旅程。快乐是⼀定的！我们提供完整的⾐物，
如橡胶靴、橡胶裤、外套、头盔和⼿套等。
当然，我们也提供燃油和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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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öte Syöte

驶指导、保险和燃油
•��雪地摩托的个⼈责任保险最⾼为
900 € / 事故

•� 除⾮另⾏规定，否则所有⾏程包含导
游服务、指导和保暖⾐物

•� ⾏程不要求任何经验
•� 上述时⻓为预估时间，取决于天⽓和
道路情况，以及游客的（驾驶）能⼒

•� 确保出发，除⾮另⾏说明

⾸先从Iso� Syöte酒店坐公交⻋前往
Ranua野⽣动物公园。参观2⼩时，接着去
罗⽡涅⽶极圈参观圣诞村。这⾥有许多纪
念品和芬兰设计/⼿⼯艺品。如果您想，您
还可以⻅到圣诞⽼⼈本⼈！

 夏季远⾜ 1

Iso�Syöte 酒店及旅⾏在 Syöte,�Taivalkos -
ki，以及 Ruka-Kuusamo提供许多夏季活动。

北欧健⾏
北欧健⾏起源于芬兰，在欧洲盛⾏。

也许您本⾝就是很有经验的健⾏者？
这是⼀项使⽤健⾏杖的充满活⼒的运

动。您将使⽤到⾝体90%的肌⾁，是⾮常
健康的运动⽅式！导游会解释基本技巧。在
Syöte 的⾃然⻛景中跟随导游进⾏北欧健⾏
是⾮常推荐的体验，您可欣赏周围壮丽未经
开发的纯天然美景，以及花⾹和动物。途中
我们会享⽤咖啡或⼩⻝和蛋糕。

0

产品详情 

季节：6 ⽉ -10 ⽉底。
时⻓：2.5 ⼩时
参与⼈数：⾄少 4⼈。
服务：导游服务、指导、设备、⾐物、
头盔、保险、燃油、途中⼩⻝

产品详情 

季节：12 ⽉ -4 ⽉底。
时⻓：约 2-2.5 ⼩时。
出发时间：14 点
参与⼈数：⾄少 4⼈。
服务：雪鞋、热饮、⾏程装备

40欧/⼈
参考价€ 

产品详情 

季节：12 ⽉ -4 ⽉底。
时⻓：约 3⼩时（含交通）
出发时间：10:30 分
参与⼈数：⾄少 2⼈。
服务：交通、哈⼠奇之旅（约12公⾥）、
⾏程装备
注意：此⾏程可在⼀周内其他时间进⾏！

160欧/⼈，2⼈乘坐⼀辆雪橇+1位⼉童，
单⼈驾驶加40欧/⼈

参考价€ 

75欧/⼈
参考价€ 

105欧/⼈
参考价€ 

周四：12公⾥哈⼠奇之旅，及坐⻋参观哈
⼠奇农场

交通⾄哈⼠奇农场，那⾥哈⼠奇已经
在等待您的到来。哈⼠奇之旅前介绍狗狗和

注意：此⾏程可在⼀周内其他时间进⾏！

125欧/⼈，2⼈乘坐⼀辆雪橇
参考价€ 

90欧/⼈
参考价€ 

75欧/⼈
参考价€ 

来信咨询参考价€ 

来信咨询参考价€ 

来信咨询参考价€ 

来信咨询参考价€ 



125欧/⼈，2⼈乘坐⼀辆雪橇，
单⼈驾驶加40欧/⼈

参考价€ 

周四：骑雪地摩托参观驯⿅农场
骑雪地摩托穿过⽩雪森林和冰⾯湖泊

到达驯⿅农场。驯⿅饲养员在农场介绍驯⿅
及驯⿅放牧。游客有机会乘坐驯⿅拉动的雪
橇。在⼩屋享⽤咖啡和普利亚⾯包。

产品详情 

季节：12 ⽉ -4 ⽉底。
时⻓：约 3⼩时。
出发时间：10 点
参与⼈数：⾄少 4⼈。
服务：雪地摩托之旅、驯⿅雪橇、咖啡
和普利亚⾯包

周四：雪鞋徒步之旅
介绍如何使⽤雪鞋后我们从酒店出发，

穿过厚厚积雪覆盖的 Iso�Syöte ⼭顶，欣赏
⼤⾃然⽤⽩雪雕塑的美景。在雪地⾥探寻动
物和⻦禽留下的痕迹。休息时导游为您准备
了热饮和饼⼲。

如何操控。⾏程路线穿过哈⼠奇农场周围的

⽩雪森林和冰⾯湖泊。途中我们停下更换驾
驶者并拍照。

周五及周六：冰钓
到美丽冰⾯湖泊进⾏冰钓。在露天⽕

堆旁喝咖啡休息。交通⾄湖泊。钻洞、放下
钓⻥线，等待幸运降临！⼩屋内篝⽕。

产品详情 

季节：12 ⽉ -4 ⽉底。
时⻓：约 3⼩时。
出发时间：10 点
参与⼈数：⾄少 4⼈。
服务：冰钓、交通、咖啡和⼩⻝、装备

周五：传统驯⿅之旅
坐在驯⿅雪橇内，看着驯⿅“房⻋”

通过驯⿅之间的绳索互相连接⽽向前，是⼀
种很有趣的⽅式这。是⽼式的拉普兰式雪橇。
在⼩屋内提供咖啡和⼩⻝。

产品详情 

季节：12 ⽉ -4 ⽉底。
时⻓：约 2.5 ⼩时（3.5-4 公⾥）
出发时间：9:30 分
参与⼈数：⽆最低限制。
服务：交通、含导农场参观、驯⿅项⽬、
咖啡和三明治。

周六：Ranua动物园远⾜+罗⽡涅⽶圣诞村

产品详情 

季节：全年。
时⻓：约 8⼩时。
出发时间：9 点。
参与⼈数：⾄少 6个成⼈
服务：公交交通
注意：此为不含导远⾜

周六：坐⻋参观驯⿅农场
当了解该地区更多⽂化和历史，以及

驯⿅饲养后，您获得了⼀场真正的⽂化体验。
我们从酒店开始，交通前往 Virkkunen 传统
驯⿅农场，距酒店18公⾥远。农场主会介
绍驯⿅喂养以及农场⽣活、历史、⽂化和传
统。他会带您去看驯⿅群，并邀请您去他家
⾥享⽤咖啡、⾃制蛋糕和驯⿅⾁三明治。

产品详情 

季节：12 ⽉ -4 ⽉底。
时⻓：约 3⼩时。
出发时间：9:30 分
参与⼈数：⽆最低限制。
服务：交通、含导农场参观、驯⿅项⽬、
咖啡和三明治

⼩贴⼠
•� ⾄少提前⼀天16点前预定每周项⽬
（在前台）

•� 12 岁以下⼉童：减 50%

•� 所有雪地摩托之旅包含导游服务、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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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详情 

季节：6 ⽉ -10 ⽉底。
时⻓：约 2.5 ⼩时
参与⼈数：⾄少 4⼈。
服务：导游、指导、材料、交通、咖啡、
蛋糕

Naamanka 湖独⽊⾈之旅
湖⽔犹如镜⾯倒映出天空和周围的景

致。这是泛⾈的绝佳宁静之处。导游会教授
基本泛⾈技巧。湖⽔宁静平缓因此不需要您

有任何经验。独⽊⾈可乘坐 2⼈，是双倍的
乐趣！如果需要我们会提供材料和⾐物，以
及导游和指导。湖边我们会休息⽚刻，享⽤
篝⽕、咖啡和蛋糕。

产品详情 

季节：6 ⽉ -10 ⽉底。
时⻓：约 2.5 ⼩时
参与⼈数：⾄少 4⼈。
服务：导游、指导、材料、交通、咖啡、
蛋糕

国家公园Pärjänjoki 河泛⾈
Pärjänjoki 河位于 Syöte 国家公园内。

每只独⽊⾈可乘坐 2⼈，沿着溪流⽽⾏。导
游会提供基本的材料和指导，并带领您前进。
左右划桨，您就可在独⽊⾈中徜徉，顺着平

静的溪流前⾏。途中河边我们会停下，在露
天⽕堆旁享⽤午餐和咖啡！

产品详情 

季节：6 ⽉ -10 ⽉底。
时⻓：约 4-5 ⼩时
参与⼈数：⾄少 4⼈。
服务：导游服务、指导、材料、⾐物、
交通、⼩⻝、篝⽕、午餐和咖啡

Quad 活动和探险
您可加⼊Quad的精彩之旅，穿过 Iso�

Syöte 的⾃然、森林和沼泽。您就是⾃⼰的
司机，可尽情享受这趟旅程！跟着导游，您
会在 Iso�Syöte ⼭周围上上下下享受欢乐的
旅程。快乐是⼀定的！我们提供完整的⾐物，
如橡胶靴、橡胶裤、外套、头盔和⼿套等。
当然，我们也提供燃油和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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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öte Syöte

驶指导、保险和燃油
•��雪地摩托的个⼈责任保险最⾼为
900 € / 事故

•� 除⾮另⾏规定，否则所有⾏程包含导
游服务、指导和保暖⾐物

•� ⾏程不要求任何经验
•� 上述时⻓为预估时间，取决于天⽓和
道路情况，以及游客的（驾驶）能⼒

•� 确保出发，除⾮另⾏说明

⾸先从Iso� Syöte酒店坐公交⻋前往
Ranua野⽣动物公园。参观2⼩时，接着去
罗⽡涅⽶极圈参观圣诞村。这⾥有许多纪
念品和芬兰设计/⼿⼯艺品。如果您想，您
还可以⻅到圣诞⽼⼈本⼈！

 夏季远⾜ 1

Iso�Syöte 酒店及旅⾏在 Syöte,�Taivalkos -
ki，以及 Ruka-Kuusamo提供许多夏季活动。

北欧健⾏
北欧健⾏起源于芬兰，在欧洲盛⾏。

也许您本⾝就是很有经验的健⾏者？
这是⼀项使⽤健⾏杖的充满活⼒的运

动。您将使⽤到⾝体90%的肌⾁，是⾮常
健康的运动⽅式！导游会解释基本技巧。在
Syöte 的⾃然⻛景中跟随导游进⾏北欧健⾏
是⾮常推荐的体验，您可欣赏周围壮丽未经
开发的纯天然美景，以及花⾹和动物。途中
我们会享⽤咖啡或⼩⻝和蛋糕。

0

产品详情 

季节：6 ⽉ -10 ⽉底。
时⻓：2.5 ⼩时
参与⼈数：⾄少 4⼈。
服务：导游服务、指导、设备、⾐物、
头盔、保险、燃油、途中⼩⻝

产品详情 

季节：12 ⽉ -4 ⽉底。
时⻓：约 2-2.5 ⼩时。
出发时间：14 点
参与⼈数：⾄少 4⼈。
服务：雪鞋、热饮、⾏程装备

40欧/⼈
参考价€ 

产品详情 

季节：12 ⽉ -4 ⽉底。
时⻓：约 3⼩时（含交通）
出发时间：10:30 分
参与⼈数：⾄少 2⼈。
服务：交通、哈⼠奇之旅（约12公⾥）、
⾏程装备
注意：此⾏程可在⼀周内其他时间进⾏！

160欧/⼈，2⼈乘坐⼀辆雪橇+1位⼉童，
单⼈驾驶加40欧/⼈

参考价€ 

75欧/⼈
参考价€ 

105欧/⼈
参考价€ 

周四：12公⾥哈⼠奇之旅，及坐⻋参观哈
⼠奇农场

交通⾄哈⼠奇农场，那⾥哈⼠奇已经
在等待您的到来。哈⼠奇之旅前介绍狗狗和

注意：此⾏程可在⼀周内其他时间进⾏！

125欧/⼈，2⼈乘坐⼀辆雪橇
参考价€ 

90欧/⼈
参考价€ 

75欧/⼈
参考价€ 

来信咨询参考价€ 

来信咨询参考价€ 

来信咨询参考价€ 

来信咨询参考价€ 



河边垂钓幸运之旅
在寒冷、流动、流向 Pärjänjoki 河的

⼩河中，有⼀种特殊的⼩⻥。我们带上装备，
开⻋前往森林。然后徒步⼀⼩段路，沿着溪
流找到合适垂钓的点开始垂钓。导游会教您
如何钓⻥及在哪⾥钓⻥。我们提供篝⽕，享
⽤咖啡和普利亚⾯包。在未经开发的⼤⾃然
中放松并享受这宁静的⼀刻吧。

产品详情 

季节：6 ⽉ -10 ⽉底。
时⻓：约 3-4 ⼩时
参与⼈数：⾄少 4⼈。
服务：导游、咖啡和普利亚⾯包、交通
和垂钓设备及执照、⾐物

学习河中⻜蝇钓
这是⼀个精彩的垂钓体验！尝试学习

站在涌动和河流中⻜蝇钓的技巧，⽤⼀种特
殊的⽅式抛出您的⻥线，等待⻥⼉上钩。交
通⾄垂钓地点。当地渔⺠会指导您，教您在
流动的河流中⻜蝇钓的技巧。途中，我们在
河边露天⽕堆旁享⽤咖啡。

产品详情 

季节：6 ⽉ -10 ⽉底。
时⻓：2-3 ⼩时
参与⼈数：⾄少 4⼈。
服务：导游、咖啡和普利亚⾯包、交通
和垂钓设备及执照、⾐物

参观哈⼠奇农场
虽然夏天哈⼠奇们都要“放假”，您

还是可以参观哈⼠奇农场。冬天的狗狗动⼒
⼗⾜，夏天它们都待在农场⾥。农场主会带
您参观并介绍这些哈⼠奇，以及如何训练和
照顾这些狗狗。

产品详情 

季节：6 ⽉ -10 ⽉底。
时⻓：约2⼩时
参与⼈数：⾄少 4⼈。
服务：农场含导旅游、与哈⼠奇相处、
介绍和演⽰、篝⽕旁喝咖啡休息。
注意：⾃⾏前往（若有需求可安排酒店
⽤⻋）

盐湖养⽣之旅
盐有净化的作⽤。在中世纪，僧侣就

知道如何使⽤天然盐洞治疗和康健⼈类。在
Taivalkoski 最古⽼的博物馆商店 Jalavan�
Kauppa ⾥（⾃ 1882 年），就重建了⼀个
盐屋。地板、墙⾯和天花板都是纯盐制作。
进⼊屋⼦，您可在其中⼀张椅⼦上舒服地放
松约 40 分钟。空⽓流通，会净化您的⽪肤。
当您呼吸时，您的呼吸管道、肺和⿐窦也会

得到净化。我们会提供⼀些⼩⻝、咖啡或茶，
和蛋糕。

产品详情 

季节：全年。
参与⼈数：⽆最低限制。
服务：进⼊盐屋、咖啡、蛋糕
注意：⾃⾏前往

Ruka 的家庭路线急流河⽔中漂流
著 名 的 Kitkajoki 河（ 近 Ruka-�

Kuusamo）提供野外难忘的回忆。全家可
参与活动，享受⼲净的空⽓和⽔。家庭路线
有7个急流，分为I�到�III 级，让您在⽩⽔
中感受许多精彩但安全的瞬间。我们提供完
整的河中漂流必备设备（⾬⾐、橡胶靴、救
⽣背⼼和头盔）

产品详情 

季节：6 ⽉ -10 ⽉底。
时⻓：3 ⼩时 / 河上 14 公⾥。
难度等级：简单。
最⼩年龄：5 岁。
服务：漂流导游、⾐物、头盔、来回交通。
注意：从Iso�Syöte到Ruka需⾃⾏前往，
约 1.5 ⼩时⻋程。

Syöte 河中轮胎漂流
在轮胎中漂流⽽下Pärjänjoki河是精

彩的体验。交通⾄出发地点，您将得到相应
设备。每⼈进⼊各⾃的漂流轮胎。让河⽔带
着您徜徉，靠桨控制路线。所有⼈都将得到
巨⼤的快乐，没有年龄限制，只要您会游泳。
导游会与您⼀同活动，并负责将您接回酒店。

产品详情 

季节：6 ⽉ -10 ⽉底。
时⻓：2 ⼩时
参与⼈数：⾄少4⼈
服务：导游、交通、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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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Pikku-Syöte酒店
Pikku-Syöte 酒店成⽴于 1994 年，后

来于 1999 年和 2007 年扩建。2012 年翻新
了餐厅和公共区域。Pikku-Syöte 酒店是芬
兰⼗⼤⻘年中⼼之⼀，所以我们的主要⽬标
是提⾼⼉童和⻘年的幸福。我们的客⼾群
体从⼉童到⽼年⼈都有。酒店位于Pikku-
Syöte ⼭顶，景⾊绝美。这⾥是冬季家庭滑
雪的上好中⼼。夏季⼜是⼾外活动的理想
地点。我们有适合不同⼈数的会议室。全
年开放。

我们可以提供散客和不同⼤⼩的团队
住宿。因为属于⻘旅，我们提供合适的价位，
且为带⼉童和⻘年的团队提供住宿。我们
还可以为不同天数的⻘年营计划不同活动，
包括住宿、三餐和室内室外活动。有些活
动我们可以提供导游，有些则可以让团队
⾃⾏进⾏。我们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经验
可以服务好⻘年团体和⻘年营。我们也为
国际团体提供⻘年营。

公司特⾊�
多样化住宿、员⼯、⼀站式服务（住宿、餐饮、
活动）、⻘旅属性⾮营利组织、客⼾涵盖
⼉童到⽼年⼈。

产品详情�
成⽴：1994 年
语⾔：英语
住宿可容纳：
共82间房间，从标准双床房到⾼级双床房。
我们还提供 2-4 ⼈的经济房和标准房。
住宿设备：
电视、卫浴、⽑⼱、床品、桌⼦、⾐柜
餐馆 /酒吧数量和类型：1 个餐馆
桑拿 /温泉 / 健⾝房：
公共桑拿（男⼠和⼥⼠皆有）
⼉童特殊服务：⼉童玩乐区域，若未被预定，
可免费使⽤健⾝房
允许携带宠物狗：是
距最近超市：⼩型超市6公⾥，距最近⼩镇：
Pudasjärvi55 公⾥，Taivakoski35 公⾥
停⻋位：有，免费
冬季活动：滑雪、下坡滑雪（⾼⼭滑雪）、
雪鞋⾏⾛、雪地摩托之旅、哈⼠奇之旅、冰
雪卡丁⻋、雪雕、旺季有冬季活动周。所有
活动可向导游预约（讲英语）
夏季活动：⼭地⻋骑⾏、⻜碟⾼尔夫、徒步、
泛⾈。所有活动可向导游预约（讲英语）
套餐：有。所有活动可根据团队意愿定制。
机场：Kuusamo90 公⾥、罗⽡涅⽶ 150 公
⾥、奥卢 150 公⾥
⽕⻋站：奥卢 140 公⾥
交通：可安排机场接送；⽕⻋站交通：旺季
提供到达 Pikku-Syöte 区域的固定班⻋，其
他需预定。联系sales@pikkusyote.fi �或
anne.brandt@pikkusyote.fi

季节：全年开放。夏季个别时间关闭（请与
销售确认），旺季全周 8-15 点。

价格适⽤于2020年7⽉1⽇-2021年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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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öte Syöte

参考价€ 

联系⽅式�
Hotel Iso Syöte & Safaris
Iso Syötteentie 246, 93280 Syöte
Tel. + 358 (0) 201 476400
Fax +358 (0) 207 818 135
Juha Kuukasjärvi
juha.kuukasjarvi@isosyote. fi
Gerralda Gilles
gerralda@isosyote. fi
hotelli-isosyote.fi

Syöte ⽔上滑索
从⼩湖边的沙丘顶端，您会在⽔⾯上

⽅进⾏滑索导。游简单指导并穿戴好设备后，

您将勾上钩⼦，准备滑过200⽶的湖⾯。
返程约150⽶，您会在岸上登陆。此次滑
索体验定让您肾上腺素飙升。

产品详情 
季节：6 ⽉ -10 ⽉底。
时⻓：2 ⼩时，含交通
参与⼈数：⾄少4⼈
服务：导游、交通、设备

来信咨询
参考价€ 标准间�69欧/房/晚（单⼈使⽤)，89欧/房/晚

（双⼈使⽤)�

淡季7⽉1⽇-11⽉31⽇，2021年4⽉19⽇-
11⽉30⽇

来信咨询参考价€ 

来信咨询参考价€ 

来信咨询参考价€ 

来信咨询参考价€ 

来信咨询参考价€ 

来信咨询参考价€ 



河边垂钓幸运之旅
在寒冷、流动、流向 Pärjänjoki 河的

⼩河中，有⼀种特殊的⼩⻥。我们带上装备，
开⻋前往森林。然后徒步⼀⼩段路，沿着溪
流找到合适垂钓的点开始垂钓。导游会教您
如何钓⻥及在哪⾥钓⻥。我们提供篝⽕，享
⽤咖啡和普利亚⾯包。在未经开发的⼤⾃然
中放松并享受这宁静的⼀刻吧。

产品详情 

季节：6 ⽉ -10 ⽉底。
时⻓：约 3-4 ⼩时
参与⼈数：⾄少 4⼈。
服务：导游、咖啡和普利亚⾯包、交通
和垂钓设备及执照、⾐物

学习河中⻜蝇钓
这是⼀个精彩的垂钓体验！尝试学习

站在涌动和河流中⻜蝇钓的技巧，⽤⼀种特
殊的⽅式抛出您的⻥线，等待⻥⼉上钩。交
通⾄垂钓地点。当地渔⺠会指导您，教您在
流动的河流中⻜蝇钓的技巧。途中，我们在
河边露天⽕堆旁享⽤咖啡。

产品详情 

季节：6 ⽉ -10 ⽉底。
时⻓：2-3 ⼩时
参与⼈数：⾄少 4⼈。
服务：导游、咖啡和普利亚⾯包、交通
和垂钓设备及执照、⾐物

参观哈⼠奇农场
虽然夏天哈⼠奇们都要“放假”，您

还是可以参观哈⼠奇农场。冬天的狗狗动⼒
⼗⾜，夏天它们都待在农场⾥。农场主会带
您参观并介绍这些哈⼠奇，以及如何训练和
照顾这些狗狗。

产品详情 

季节：6 ⽉ -10 ⽉底。
时⻓：约2⼩时
参与⼈数：⾄少 4⼈。
服务：农场含导旅游、与哈⼠奇相处、
介绍和演⽰、篝⽕旁喝咖啡休息。
注意：⾃⾏前往（若有需求可安排酒店
⽤⻋）

盐湖养⽣之旅
盐有净化的作⽤。在中世纪，僧侣就

知道如何使⽤天然盐洞治疗和康健⼈类。在
Taivalkoski 最古⽼的博物馆商店 Jalavan�
Kauppa ⾥（⾃ 1882 年），就重建了⼀个
盐屋。地板、墙⾯和天花板都是纯盐制作。
进⼊屋⼦，您可在其中⼀张椅⼦上舒服地放
松约 40 分钟。空⽓流通，会净化您的⽪肤。
当您呼吸时，您的呼吸管道、肺和⿐窦也会

得到净化。我们会提供⼀些⼩⻝、咖啡或茶，
和蛋糕。

产品详情 

季节：全年。
参与⼈数：⽆最低限制。
服务：进⼊盐屋、咖啡、蛋糕
注意：⾃⾏前往

Ruka 的家庭路线急流河⽔中漂流
著 名 的 Kitkajoki 河（ 近 Ruka-�

Kuusamo）提供野外难忘的回忆。全家可
参与活动，享受⼲净的空⽓和⽔。家庭路线
有7个急流，分为I�到�III 级，让您在⽩⽔
中感受许多精彩但安全的瞬间。我们提供完
整的河中漂流必备设备（⾬⾐、橡胶靴、救
⽣背⼼和头盔）

产品详情 

季节：6 ⽉ -10 ⽉底。
时⻓：3 ⼩时 / 河上 14 公⾥。
难度等级：简单。
最⼩年龄：5 岁。
服务：漂流导游、⾐物、头盔、来回交通。
注意：从Iso�Syöte到Ruka需⾃⾏前往，
约 1.5 ⼩时⻋程。

Syöte 河中轮胎漂流
在轮胎中漂流⽽下Pärjänjoki河是精

彩的体验。交通⾄出发地点，您将得到相应
设备。每⼈进⼊各⾃的漂流轮胎。让河⽔带
着您徜徉，靠桨控制路线。所有⼈都将得到
巨⼤的快乐，没有年龄限制，只要您会游泳。
导游会与您⼀同活动，并负责将您接回酒店。

产品详情 

季节：6 ⽉ -10 ⽉底。
时⻓：2 ⼩时
参与⼈数：⾄少4⼈
服务：导游、交通、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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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Pikku-Syöte酒店
Pikku-Syöte 酒店成⽴于 1994 年，后

来于 1999 年和 2007 年扩建。2012 年翻新
了餐厅和公共区域。Pikku-Syöte 酒店是芬
兰⼗⼤⻘年中⼼之⼀，所以我们的主要⽬标
是提⾼⼉童和⻘年的幸福。我们的客⼾群
体从⼉童到⽼年⼈都有。酒店位于Pikku-
Syöte ⼭顶，景⾊绝美。这⾥是冬季家庭滑
雪的上好中⼼。夏季⼜是⼾外活动的理想
地点。我们有适合不同⼈数的会议室。全
年开放。

我们可以提供散客和不同⼤⼩的团队
住宿。因为属于⻘旅，我们提供合适的价位，
且为带⼉童和⻘年的团队提供住宿。我们
还可以为不同天数的⻘年营计划不同活动，
包括住宿、三餐和室内室外活动。有些活
动我们可以提供导游，有些则可以让团队
⾃⾏进⾏。我们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经验
可以服务好⻘年团体和⻘年营。我们也为
国际团体提供⻘年营。

公司特⾊�
多样化住宿、员⼯、⼀站式服务（住宿、餐饮、
活动）、⻘旅属性⾮营利组织、客⼾涵盖
⼉童到⽼年⼈。

产品详情�
成⽴：1994 年
语⾔：英语
住宿可容纳：
共82间房间，从标准双床房到⾼级双床房。
我们还提供 2-4 ⼈的经济房和标准房。
住宿设备：
电视、卫浴、⽑⼱、床品、桌⼦、⾐柜
餐馆 /酒吧数量和类型：1 个餐馆
桑拿 /温泉 / 健⾝房：
公共桑拿（男⼠和⼥⼠皆有）
⼉童特殊服务：⼉童玩乐区域，若未被预定，
可免费使⽤健⾝房
允许携带宠物狗：是
距最近超市：⼩型超市6公⾥，距最近⼩镇：
Pudasjärvi55 公⾥，Taivakoski35 公⾥
停⻋位：有，免费
冬季活动：滑雪、下坡滑雪（⾼⼭滑雪）、
雪鞋⾏⾛、雪地摩托之旅、哈⼠奇之旅、冰
雪卡丁⻋、雪雕、旺季有冬季活动周。所有
活动可向导游预约（讲英语）
夏季活动：⼭地⻋骑⾏、⻜碟⾼尔夫、徒步、
泛⾈。所有活动可向导游预约（讲英语）
套餐：有。所有活动可根据团队意愿定制。
机场：Kuusamo90 公⾥、罗⽡涅⽶ 150 公
⾥、奥卢 150 公⾥
⽕⻋站：奥卢 140 公⾥
交通：可安排机场接送；⽕⻋站交通：旺季
提供到达 Pikku-Syöte 区域的固定班⻋，其
他需预定。联系sales@pikkusyote.fi �或
anne.brandt@pikkusyote.fi

季节：全年开放。夏季个别时间关闭（请与
销售确认），旺季全周 8-15 点。

价格适⽤于2020年7⽉1⽇-2021年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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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öte Syöte

参考价€ 

联系⽅式�
Hotel Iso Syöte & Safaris
Iso Syötteentie 246, 93280 Syöte
Tel. + 358 (0) 201 476400
Fax +358 (0) 207 818 135
Juha Kuukasjärvi
juha.kuukasjarvi@isosyote. fi
Gerralda Gilles
gerralda@isosyote. fi
hotelli-isosyote.fi

Syöte ⽔上滑索
从⼩湖边的沙丘顶端，您会在⽔⾯上

⽅进⾏滑索导。游简单指导并穿戴好设备后，

您将勾上钩⼦，准备滑过200⽶的湖⾯。
返程约150⽶，您会在岸上登陆。此次滑
索体验定让您肾上腺素飙升。

产品详情 
季节：6 ⽉ -10 ⽉底。
时⻓：2 ⼩时，含交通
参与⼈数：⾄少4⼈
服务：导游、交通、设备

来信咨询
参考价€ 标准间�69欧/房/晚（单⼈使⽤)，89欧/房/晚

（双⼈使⽤)�

淡季7⽉1⽇-11⽉31⽇，2021年4⽉19⽇-
11⽉30⽇

来信咨询参考价€ 

来信咨询参考价€ 

来信咨询参考价€ 

来信咨询参考价€ 

来信咨询参考价€ 

来信咨询参考价€ 



0 夏季项⽬ 1

⽰例项⽬
第⼀天
达到奥卢机场
前往 Pikku-Syöte
登记⼊住酒店
在餐厅享⽤晚餐

第⼆天
早餐
前往哈⼠奇农场
哈⼠奇农场参观，提供咖啡和⾯包
在餐厅享⽤午餐
⾃由时间
在餐厅享⽤晚餐

第三天
早餐
室内活动包含射箭和室内攀岩
在餐厅享⽤午餐
可以⾃⼰玩⻜盘⾼尔夫，接到处提供⻜盘
在餐厅享⽤晚餐

第四天
早餐

0 冬季项⽬ 1

⽰例项⽬
第⼀天
抵达奥卢机场
前往 Pikku-Syöte
登记⼊住酒店
在餐厅享⽤晚餐

第⼆天
早餐
前往哈⼠奇农场
哈⼠奇之旅提供咖啡和⾯包，时⻓两⼩
时
在餐厅享⽤午餐
⾃由时间
在餐厅享⽤晚餐

第三天
早餐
乘坐雪地摩托前往 Iso-Syöte
雪地摩托之旅，时⻓约 3⼩时
在餐厅享⽤午餐
⾃由选择付费项⽬⾼⼭滑雪或越野滑雪
或⾃由活动
在餐厅享⽤晚餐

第四天
早餐
前往驯⿅农场
参观驯⿅农场
在餐厅享⽤午餐
⾃由选择付费项⽬⾼⼭滑雪或越野滑雪
或⾃由活动
在餐厅享⽤晚餐

第五天
早餐
从酒店周边开始雪鞋之旅，持续约 2⼩时
两各团队（根据团队⼤⼩）⽣⽕或者去
体验魔法森林
在餐厅享⽤午餐
⾃由选择付费项⽬⾼⼭滑雪或越野滑雪
或⾃由活动
在餐厅享⽤晚餐

第六天
早餐
⾃由时间
⾃由选择付费项⽬滑雪、⾼⼭滑雪等或
放松
在餐厅享⽤午餐
⾃由选择付费项⽬⾼⼭滑雪或越野滑雪
或放松
在餐厅险过关呢晚餐

第七天
早餐
罗⽡涅⽶⼀⽇游
午餐（不包含）
在餐厅享⽤晚餐

第⼋天：离开
前往奥卢机场

产品详情 

季节：六⽉中旬 -8 ⽉底
参加⼈数 :10-30 最多
语⾔：英语
服务包含：价格包含住宿，全部⻝宿和
活动
注意：雪橇等租借不包含。这是⽰例项
⽬，价格可能变动

产品详情 

季节：12 ⽉中旬 -3 ⽉底
时⻓：8 天，7晚
参与⼈数：10-30 最多
语⾔：英语
服务包含：价格包含⾼级间住宿，全部⻝
宿和活动
注意：雪橇等租借不包含。这是⽰例项
⽬，价格可能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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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Syöte国家公园
Syöte National Park

Syöte 野外满是树⽊的⼭丘是许多活动
的理想选址。这⾥有滑雪轨道穿过迷⼈的
⽩雪覆盖的树林，或沿着骑⾏道路骑⼭地
⻋上下⼭⾕。在Syöte的古⽼云杉林中，
您能听到红胁蓝尾鸲鸣叫，在⾃然步道上，
您能找到许多Syöte的⾃然品种。在公园
中⼼Ahmatupa的⽊屋桑拿是放松⾝⼼的
好地⽅。在Syöte国家公园，您能在宁静
⽽⼜满是树林的⼭丘上尽享⼾外活动，体
验动感假期。

Syöte游客中⼼是Syöte国家公园的主
要信息中⼼。这⾥提供含导旅游、讲解、展
览、公园和附近区域的徒步信息。展览展⽰

注：
•�� 淡季价格不适⽤于仲夏周
•� ⽰例价格为普通顾客价格
•� 部分额外服务已加⼊总价：床品

=6⼈的床单和⽑⼱，以及淡季的
退房打扫（旺季退房打扫也包含在
顾客价格⾥）

旅游活动公司
及活动项⽬

Tourism 
Companies and 
Their Activities

71. Syöte
Syöte Booking Centre
各式住宿

我们在Syöte地区提供各种别墅、度
假公寓和酒店房间。您想感受 Iso-Syöte ⼭
顶的奢华套房，还是⼭坡脚下⾼端的现代别
墅，亦或是紧邻越野滑雪轨道的⼩但物美价
廉的公寓，亦或是在⼤⾃然中拥有私⼈空间
的别墅？我们会从所有选择中为各种游客找
到合适的住宿。

⼀步到位即可预定所有
我们提供所有预定项⽬，如 Iso-Syöte

和 Pikku-Syöte ⼭坡的滑雪通票、住宿额外
服务、以及远⾜和各种⾏程。您还可以订餐
直接送到您的住所，或在预定餐馆的晚餐席
位。若您想体验传统芬兰浴或放松的按摩，
通知我们，我们会为您预定。您只需告诉我
们您的需求。我们会为您找到最合适的住宿
和所有您需要的额外服务。

会议和其他活动
我们以最流畅最专业的⽅式安排您的

会议和团体预定。Syöte 区域宽阔的景⾊让
会议更增添⼀份⼤⽓。我们有可容纳200
⼈的会议设施。芬兰最南端的地区会为您的
团体活动、休闲娱乐或轻松圣诞前⼣派对提
供最好的选择。

产品详情�
成⽴：1986 年
语⾔：英语
住宿可容纳：共约 220 间别墅和公寓

住宿设备：我们提供不同别墅和公寓，但所
有房型都⾄少包含厨房设备，桑拿和淋浴则
取决于房型的⼤⼩，还提供 1-4 间卧室。部
分房间只有阁楼。部分⾼端别墅有⼾外的按
摩浴缸。
桑拿 /温泉 / 健⾝房：
所有别墅和公寓都配备桑拿

⼱和退房打扫）

联系⽅式�
Syötteen Keskusvaraamo/ Syöte 
Booking Center 
Tiina Saarela 
Romekievarintie 1, 93280 Syöte 
Tel. +358 (0) 8823 400
keskusvaraamo@syote. fi
www.syote.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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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特殊服务：
婴⼉床、宝宝椅、滑雪橇、雪橇
允许携带宠物狗：是
距最近超市：Syöte地区有当地商店，
⼤ 型 超 市 在 Taivalkosk（i 35 公 ⾥）和
Pudasjärv（i 50 公⾥）。
停⻋位：有
冬季活动：雪地摩托越野、哈⼠奇之旅、驯
⿅之旅、雪鞋徒步、冰钓、下坡滑雪、滑雪
板、越野滑雪、冰雪卡丁⻋、雪地摩托、北
极光、瞭望
夏季活动：泛⾈、徒步、⼭地⻋、垂钓、漂
流、溜索、彩蛋射击、攀岩、射箭、北欧健
⾏、⻜盘⾼尔夫、定向越野
套餐：有。住宿⾄少预定3晚，额外服务（如
圣诞晚餐、活动等）额外收费
机场：距奥卢150公⾥、距罗⽡涅⽶160
公⾥、距 Kuusamo100 公⾥
⽕⻋站：
奥卢 150 公⾥、罗⽡涅⽶ 160 公⾥
交通：巴⼠（旺季）、出租⻋、租借⻋
季节：旺季（冬季）12.01-04.30.和淡季（夏
季）05.01-11.30

⽰例价格，详情请咨询：
旺季价格 1,245 €/ 周（7晚）别墅，6⼈，
位于 Iso-Syöte ⼭附近（含住宿、床品、⽑
⼱和退房打扫）
淡季价格580€ / 周（7 晚）别 墅，6 ⼈，
位于 Iso-Syöte ⼭附近（含住宿、床品、⽑

参考价€ 联系⽅式�
Hotel Pikku Syöte
Ms Anne Brandt
Syötekeskuksentie 126, 93280 Syöte
Tel. +358 50 363 0999
anne.brandt@pikkusyote.fi
www.pikkusyote.fi/en

预定中⼼

⾼级间79/房/晚（单⼈使⽤)，99欧/房/晚
（双⼈使⽤)�

标准间89欧/房/晚（单⼈使⽤)，109欧/房
/晚（� 双⼈使⽤)�

4-12岁⼉童半价，4岁以下⼉童免费

秋季集市：9⽉6⽇，�10-16点

⾼级间129/房/晚（单⼈使⽤)，139欧/房/晚
（双⼈使⽤)�

平季�2020年12⽉1⽇-2021年2⽉7⽇�
标准间79欧/房/晚（单⼈使⽤)，99欧/房/晚
（双⼈使⽤)�

旺季�2021年2⽉8⽇-4⽉18⽇

⾼级间99/房/晚（单⼈使⽤)，119欧/房/晚
（双⼈使⽤)�

晚餐�15欧/⼈，午晚餐28欧/⼈

成⼈加床27�欧/晚，�
4-12岁⼉童17欧/晚，�4岁以下⼉童免费

在餐厅享⽤晚餐

第六天
早餐
罗⽡涅⽶⼀⽇游
午餐（不包含）
在餐厅享⽤晚餐

第七天：离开
前往奥卢机场

在餐厅享⽤午餐
⾃由时间
在餐厅享⽤晚餐
在拉普兰⼩屋品尝煎饼和⾹肠

第五天
早餐
根据团体⼤⼩提供划船，漂流或滑索
在餐厅享⽤午餐
含导北极徒步约 1⼩时

成⼈加床27欧/晚，4-12岁⼉童17欧/晚，
4岁以下⼉童免费



0 夏季项⽬ 1

⽰例项⽬
第⼀天
达到奥卢机场
前往 Pikku-Syöte
登记⼊住酒店
在餐厅享⽤晚餐

第⼆天
早餐
前往哈⼠奇农场
哈⼠奇农场参观，提供咖啡和⾯包
在餐厅享⽤午餐
⾃由时间
在餐厅享⽤晚餐

第三天
早餐
室内活动包含射箭和室内攀岩
在餐厅享⽤午餐
可以⾃⼰玩⻜盘⾼尔夫，接到处提供⻜盘
在餐厅享⽤晚餐

第四天
早餐

0 冬季项⽬ 1

⽰例项⽬
第⼀天
抵达奥卢机场
前往 Pikku-Syöte
登记⼊住酒店
在餐厅享⽤晚餐

第⼆天
早餐
前往哈⼠奇农场
哈⼠奇之旅提供咖啡和⾯包，时⻓两⼩
时
在餐厅享⽤午餐
⾃由时间
在餐厅享⽤晚餐

第三天
早餐
乘坐雪地摩托前往 Iso-Syöte
雪地摩托之旅，时⻓约 3⼩时
在餐厅享⽤午餐
⾃由选择付费项⽬⾼⼭滑雪或越野滑雪
或⾃由活动
在餐厅享⽤晚餐

第四天
早餐
前往驯⿅农场
参观驯⿅农场
在餐厅享⽤午餐
⾃由选择付费项⽬⾼⼭滑雪或越野滑雪
或⾃由活动
在餐厅享⽤晚餐

第五天
早餐
从酒店周边开始雪鞋之旅，持续约 2⼩时
两各团队（根据团队⼤⼩）⽣⽕或者去
体验魔法森林
在餐厅享⽤午餐
⾃由选择付费项⽬⾼⼭滑雪或越野滑雪
或⾃由活动
在餐厅享⽤晚餐

第六天
早餐
⾃由时间
⾃由选择付费项⽬滑雪、⾼⼭滑雪等或
放松
在餐厅享⽤午餐
⾃由选择付费项⽬⾼⼭滑雪或越野滑雪
或放松
在餐厅险过关呢晚餐

第七天
早餐
罗⽡涅⽶⼀⽇游
午餐（不包含）
在餐厅享⽤晚餐

第⼋天：离开
前往奥卢机场

产品详情 

季节：六⽉中旬 -8 ⽉底
参加⼈数 :10-30 最多
语⾔：英语
服务包含：价格包含住宿，全部⻝宿和
活动
注意：雪橇等租借不包含。这是⽰例项
⽬，价格可能变动

产品详情 

季节：12 ⽉中旬 -3 ⽉底
时⻓：8 天，7晚
参与⼈数：10-30 最多
语⾔：英语
服务包含：价格包含⾼级间住宿，全部⻝
宿和活动
注意：雪橇等租借不包含。这是⽰例项
⽬，价格可能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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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Syöte国家公园
Syöte National Park

Syöte 野外满是树⽊的⼭丘是许多活动
的理想选址。这⾥有滑雪轨道穿过迷⼈的
⽩雪覆盖的树林，或沿着骑⾏道路骑⼭地
⻋上下⼭⾕。在Syöte的古⽼云杉林中，
您能听到红胁蓝尾鸲鸣叫，在⾃然步道上，
您能找到许多Syöte的⾃然品种。在公园
中⼼Ahmatupa的⽊屋桑拿是放松⾝⼼的
好地⽅。在Syöte国家公园，您能在宁静
⽽⼜满是树林的⼭丘上尽享⼾外活动，体
验动感假期。

Syöte游客中⼼是Syöte国家公园的主
要信息中⼼。这⾥提供含导旅游、讲解、展
览、公园和附近区域的徒步信息。展览展⽰

注：
•�� 淡季价格不适⽤于仲夏周
•� ⽰例价格为普通顾客价格
•� 部分额外服务已加⼊总价：床品

=6⼈的床单和⽑⼱，以及淡季的
退房打扫（旺季退房打扫也包含在
顾客价格⾥）

旅游活动公司
及活动项⽬

Tourism 
Companies and 
Their Activities

71. Syöte
Syöte Booking Centre
各式住宿

我们在Syöte地区提供各种别墅、度
假公寓和酒店房间。您想感受 Iso-Syöte ⼭
顶的奢华套房，还是⼭坡脚下⾼端的现代别
墅，亦或是紧邻越野滑雪轨道的⼩但物美价
廉的公寓，亦或是在⼤⾃然中拥有私⼈空间
的别墅？我们会从所有选择中为各种游客找
到合适的住宿。

⼀步到位即可预定所有
我们提供所有预定项⽬，如 Iso-Syöte

和 Pikku-Syöte ⼭坡的滑雪通票、住宿额外
服务、以及远⾜和各种⾏程。您还可以订餐
直接送到您的住所，或在预定餐馆的晚餐席
位。若您想体验传统芬兰浴或放松的按摩，
通知我们，我们会为您预定。您只需告诉我
们您的需求。我们会为您找到最合适的住宿
和所有您需要的额外服务。

会议和其他活动
我们以最流畅最专业的⽅式安排您的

会议和团体预定。Syöte 区域宽阔的景⾊让
会议更增添⼀份⼤⽓。我们有可容纳200
⼈的会议设施。芬兰最南端的地区会为您的
团体活动、休闲娱乐或轻松圣诞前⼣派对提
供最好的选择。

产品详情�
成⽴：1986 年
语⾔：英语
住宿可容纳：共约 220 间别墅和公寓

住宿设备：我们提供不同别墅和公寓，但所
有房型都⾄少包含厨房设备，桑拿和淋浴则
取决于房型的⼤⼩，还提供 1-4 间卧室。部
分房间只有阁楼。部分⾼端别墅有⼾外的按
摩浴缸。
桑拿 /温泉 / 健⾝房：
所有别墅和公寓都配备桑拿

⼱和退房打扫）

联系⽅式�
Syötteen Keskusvaraamo/ Syöte 
Booking Center 
Tiina Saarela 
Romekievarintie 1, 93280 Syöte 
Tel. +358 (0) 8823 400
keskusvaraamo@syote. fi
www.syote.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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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特殊服务：
婴⼉床、宝宝椅、滑雪橇、雪橇
允许携带宠物狗：是
距最近超市：Syöte地区有当地商店，
⼤ 型 超 市 在 Taivalkosk（i 35 公 ⾥）和
Pudasjärv（i 50 公⾥）。
停⻋位：有
冬季活动：雪地摩托越野、哈⼠奇之旅、驯
⿅之旅、雪鞋徒步、冰钓、下坡滑雪、滑雪
板、越野滑雪、冰雪卡丁⻋、雪地摩托、北
极光、瞭望
夏季活动：泛⾈、徒步、⼭地⻋、垂钓、漂
流、溜索、彩蛋射击、攀岩、射箭、北欧健
⾏、⻜盘⾼尔夫、定向越野
套餐：有。住宿⾄少预定3晚，额外服务（如
圣诞晚餐、活动等）额外收费
机场：距奥卢150公⾥、距罗⽡涅⽶160
公⾥、距 Kuusamo100 公⾥
⽕⻋站：
奥卢 150 公⾥、罗⽡涅⽶ 160 公⾥
交通：巴⼠（旺季）、出租⻋、租借⻋
季节：旺季（冬季）12.01-04.30.和淡季（夏
季）05.01-11.30

⽰例价格，详情请咨询：
旺季价格 1,245 €/ 周（7晚）别墅，6⼈，
位于 Iso-Syöte ⼭附近（含住宿、床品、⽑
⼱和退房打扫）
淡季价格580€ / 周（7 晚）别 墅，6 ⼈，
位于 Iso-Syöte ⼭附近（含住宿、床品、⽑

参考价€ 联系⽅式�
Hotel Pikku Syöte
Ms Anne Brandt
Syötekeskuksentie 126, 93280 Syöte
Tel. +358 50 363 0999
anne.brandt@pikkusyote.fi
www.pikkusyote.fi/en

预定中⼼

⾼级间79/房/晚（单⼈使⽤)，99欧/房/晚
（双⼈使⽤)�

标准间89欧/房/晚（单⼈使⽤)，109欧/房
/晚（� 双⼈使⽤)�

4-12岁⼉童半价，4岁以下⼉童免费

秋季集市：9⽉6⽇，�10-16点

⾼级间129/房/晚（单⼈使⽤)，139欧/房/晚
（双⼈使⽤)�

平季�2020年12⽉1⽇-2021年2⽉7⽇�
标准间79欧/房/晚（单⼈使⽤)，99欧/房/晚
（双⼈使⽤)�

旺季�2021年2⽉8⽇-4⽉18⽇

⾼级间99/房/晚（单⼈使⽤)，119欧/房/晚
（双⼈使⽤)�

晚餐�15欧/⼈，午晚餐28欧/⼈

成⼈加床27�欧/晚，�
4-12岁⼉童17欧/晚，�4岁以下⼉童免费

在餐厅享⽤晚餐

第六天
早餐
罗⽡涅⽶⼀⽇游
午餐（不包含）
在餐厅享⽤晚餐

第七天：离开
前往奥卢机场

在餐厅享⽤午餐
⾃由时间
在餐厅享⽤晚餐
在拉普兰⼩屋品尝煎饼和⾹肠

第五天
早餐
根据团体⼤⼩提供划船，漂流或滑索
在餐厅享⽤午餐
含导北极徒步约 1⼩时

成⼈加床27欧/晚，4-12岁⼉童17欧/晚，
4岁以下⼉童免费



了Syöte国家公园的⾃然品种和历史。合
作⽅也在公园内提供服务。这些合作⽅与
Metsähallitus 达成协议，在他们运作时，让
这⾥的旅游业可持续发展且保证⾃然环境。
由 Syöte 度假村和 Syötekylä�(www.syote.fi)
提供的服务可以在公园附近找到。

徒步步道（超过100公⾥）是标志性
景点。我们也考虑到了⼉童和残疾⼈⼠：部
分步道可以使⽤婴⼉⻋或轮椅。希望挑战的
游客可以选择需要过夜或时⻓更⻓的步道。
在徒步过程中，您会发现可以篝⽕取暖或过
夜的休息点，如披棚和⼩屋。Syöte 游客中
⼼提供徒步⼩贴⼠。

⼭地骑⾏路线需要⾼技巧但是同样可
以领略美景和愉悦的下坡骑⾏。在 Syöte 地
区，我们提供三条⼭地骑⾏路线供您选择：
若同时完成，您将会骑⾏80公⾥。路线中
极少包含公路部分。

修缮完好的滑雪轨道带您领略壮丽的
雪顶森林滑。雪季节通常从11⽉-12⽉开始，
到了每年学校的滑雪假期，越野滑雪活动遍
布各地（⻓达 100 多公⾥）。

在冬季，您需准备雪鞋或滑雪板以便
能在国家公园的厚厚积雪上⾏⾛。

产品详情�  

成⽴：2000 年
语⾔：英语
⾯积：299�km²
到达：Syöte国家公园位于20号公路北
部（Oulu�‒�Kuusamo 主 路），⼤ 约 在
Pudasjärvi 北部 60 公⾥处。
活动：滑雪、⼭地骑⾏、徒步、寻宝、垂钓、
观⻦、雪鞋⾏⾛、採莓果和蘑菇、泛⾈
⻛景：Pyhitys ⼭顶和 Ahmakallio 瞭望塔
⻛景、雪顶云杉林、野⽣⻩梅和越橘采摘地、
Rytivaara�Crown 农 场、以 及 Vattukuru�
Ravine 遗留的冰河世纪痕迹
⽬标⼈群：团体、散客、家庭
服务：⼀系列服务全年供应：Syöte 游客中
⼼、团队游、⼀⽇游⼩屋、⼾外荒野⼩屋、
可预订⼩屋、篝⽕营地和柴⽕、⼲卫浴、披
棚、位于Ahmatupa⼩屋庭院内仅接受预
订的桑拿。服务由合作⽅提供。

联系⽅式�
Syöte Visitor Center 
Erätie 1, 93280 Syöte
Tel. +358 (0) 20 639 6550 
syote@metsa.fi
www.nationalparks.fi/en/syotenp

0 索特游客中⼼ Syöte Visitor Centre1

索特游客中⼼是位于索特国家公园⼤⻔旁的
漂亮⽊质城堡。在展览上，您可感受历史的
⽓息，聆听云杉沙沙的声响。

展览是关于⼈与⾃然在索特森林中发
⽣的故事和历史。凭借游客中⼼员⼯提供的
最新的徒步贴⼠，您很容易就能在布满树⽊
的⼭坡上享受运动的假期。

《树林⾥的故事》展览展出了索特国
家公园的历史和⾃然特⾊。临时展览每三周
就会更换⼀次。

您可享受到免费的⾃然电影，如《森
林荒野》和《森林⾥的⼩⽊屋》，⼉童活动、
项⽬、⾃然步道、团队游。

产品详情 

成⽴：2003 年
语⾔：英语
季节：全年
开放时间：1⽉-2⽉15，周三-周六
10 点 -16 点；2 ⽉ 16-4 ⽉ 15，每 天
10点 -16点；4⽉ -6⽉。周⼆ -周六，
10点 -16点；6⽉ -10⽉，周⼆ -周⽇，
10点 -16点；11⽉ -12⽉，周三 -周六，
10 点 -16 点
服务：游客中⼼是 Syöte 国家公园的主
要信息中⼼。您可获得含导旅游、讲解、
展览、⾃然电影活动、咖啡吧餐馆、⾃
然教育⾃然主题商店、徒步信息、⽆线
上⽹。您还可以获得合作⽅提供的服务。
⽬标⼈群：团体、家庭、散客

0 Teerivaara 雪鞋探险 1

雪鞋⾏⾛轻松有趣！
穿上雪鞋，您可征服原本遥不可及的

国家公园。踏上我们的雪鞋⾏⾛步道，闯出
您⾃⼰的天下。

独⽴的雪鞋远⾜令⼈受益匪浅。您可
在Syöte游客中⼼租借雪鞋（10 € /3⼩时，
15 € / 天）。游客中⼼也提供地图。

Teerivaara 雪鞋⾏⾛步道（3/4 公⾥）
开始于Syöte游客中⼼。您可选择3公⾥
或 4公⾥⻓的步道。Teerivaara 雪鞋⾏⾛步
道会带领您到达Teerivaara⼭顶。该步道
由橙⾊雪地拐标记。

产品详情 

季节：12.28-04.15
时⻓：3 ⼩时
参与⼈数：⾄少1⼈
语⾔：英语
可选服务：您可在Syöte游客中⼼租
借雪鞋（10 € /3 ⼩时，15 € / 天）。
注意：这是⽆导游的⾃导⾏程。您需⾃
备⼾外服装、Syöte 国家公园地图和⼿
机。
出发地点：Syöte 游客中⼼
出发时间：10-13 点

免费，⾃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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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Rytivaara 徒步 1

徒步来领略Syöte地区的历史和国家
公园壮美的⾃然⻛光！10公⾥的徒步带您
⾛过荒野，那⾥没有公路，位于国家公园的
正中⼼路。线不仅让您⾝处美丽的⼤⾃然中，
更能带您回到 1800 年代。翻修的Rytivaara
⼩农场和建筑在中途接待游客。这座古⽼的
农场是对过去的致敬，奇妙的氛围让您忘却
现代繁忙⽣活的烦恼。�

这段著名的步道经过秀丽的景⾊，
沿着⼩溪，穿过云杉林和⻓松萝地。到达
Rytivaara之前，您可在沿途感受过去的时
光，如草甸桑拿。

产品详情 

季节：5⽉-10⽉
时⻓：4⼩时-2天
参与⼈数：⾄少1⼈
语⾔：英语
可选服务：在 Rytivaara 简易装备的⼩
⽊屋中过夜，含农场荒野桑拿浴，价格
为11€/⼈。⾄多8⼈
注意：这是⾃导徒步⾏程。独⽴徒步旅
⾏者可免费到达步道和Rytivaara农场。
位置：从 Syötekylä 村到 Rytivaar 约
18公⾥。路标会指引您到达Ukonva-
ara 停⻋场，那⾥是步道开始的地⽅。

免费，⾃导

联系⽅式�
Metsähallitus/ Syöte Visitor Center
Erätie 1, 93280 Syöte
Tel. +358 (0) 20 639 6550 
syote@metsa. fi
www.nationalparks.fi/en/
syotevisitorcentre

73. KIDE 滑雪场主题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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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öte Syöte

参考价€ 

参考价€ 

•�����可容纳500位客⼈的多功能厅

•�����⾃助餐�&��A�la�carte�点餐
•�����健⾝房�240平

•�����桑拿*2�间

客房：60间26平⽶标间

酒店设施：
•�����⼤堂吧�&�壁炉

•�����免费停⻋场

•�����免费�WIFI�

•�����保险柜

•�����滑雪板、⾃⾏⻋存放处

主题玻璃屋：�4间

•�����⾃助早餐

•�����私⼈阳台

KIDE� 主题酒店于2019年全新开业，酒
店⾪属于Iso-Syöte� Ski� Resort⼤索特滑雪
场家族。酒店采⽤全新的北欧设计⻛格，毗
邻滑雪场。

•�����APP�Check-in�⼿机智能⼊住和退房

客房设施：�

•�����加床
•�����智能房间操控

联系⽅式�
KIDE Hotel by Iso-Syöte
Ski Resort Iso-Syöte
Romekievarintie 6
93280 Iso-Syöte, Finland
Juhani Ikonen
销售经理
Tel. +358 50 581 0530
juhani.ikonen@isosyote.com
www.syote.fi
hotellikide.fi



了Syöte国家公园的⾃然品种和历史。合
作⽅也在公园内提供服务。这些合作⽅与
Metsähallitus 达成协议，在他们运作时，让
这⾥的旅游业可持续发展且保证⾃然环境。
由 Syöte 度假村和 Syötekylä�(www.syote.fi)
提供的服务可以在公园附近找到。

徒步步道（超过100公⾥）是标志性
景点。我们也考虑到了⼉童和残疾⼈⼠：部
分步道可以使⽤婴⼉⻋或轮椅。希望挑战的
游客可以选择需要过夜或时⻓更⻓的步道。
在徒步过程中，您会发现可以篝⽕取暖或过
夜的休息点，如披棚和⼩屋。Syöte 游客中
⼼提供徒步⼩贴⼠。

⼭地骑⾏路线需要⾼技巧但是同样可
以领略美景和愉悦的下坡骑⾏。在 Syöte 地
区，我们提供三条⼭地骑⾏路线供您选择：
若同时完成，您将会骑⾏80公⾥。路线中
极少包含公路部分。

修缮完好的滑雪轨道带您领略壮丽的
雪顶森林滑。雪季节通常从11⽉-12⽉开始，
到了每年学校的滑雪假期，越野滑雪活动遍
布各地（⻓达 100 多公⾥）。

在冬季，您需准备雪鞋或滑雪板以便
能在国家公园的厚厚积雪上⾏⾛。

产品详情�  

成⽴：2000 年
语⾔：英语
⾯积：299�km²
到达：Syöte国家公园位于20号公路北
部（Oulu�‒�Kuusamo 主 路），⼤ 约 在
Pudasjärvi 北部 60 公⾥处。
活动：滑雪、⼭地骑⾏、徒步、寻宝、垂钓、
观⻦、雪鞋⾏⾛、採莓果和蘑菇、泛⾈
⻛景：Pyhitys ⼭顶和 Ahmakallio 瞭望塔
⻛景、雪顶云杉林、野⽣⻩梅和越橘采摘地、
Rytivaara�Crown 农 场、以 及 Vattukuru�
Ravine 遗留的冰河世纪痕迹
⽬标⼈群：团体、散客、家庭
服务：⼀系列服务全年供应：Syöte 游客中
⼼、团队游、⼀⽇游⼩屋、⼾外荒野⼩屋、
可预订⼩屋、篝⽕营地和柴⽕、⼲卫浴、披
棚、位于Ahmatupa⼩屋庭院内仅接受预
订的桑拿。服务由合作⽅提供。

联系⽅式�
Syöte Visitor Center 
Erätie 1, 93280 Syöte
Tel. +358 (0) 20 639 6550 
syote@metsa.fi
www.nationalparks.fi/en/syotenp

0 索特游客中⼼ Syöte Visitor Centre1

索特游客中⼼是位于索特国家公园⼤⻔旁的
漂亮⽊质城堡。在展览上，您可感受历史的
⽓息，聆听云杉沙沙的声响。

展览是关于⼈与⾃然在索特森林中发
⽣的故事和历史。凭借游客中⼼员⼯提供的
最新的徒步贴⼠，您很容易就能在布满树⽊
的⼭坡上享受运动的假期。

《树林⾥的故事》展览展出了索特国
家公园的历史和⾃然特⾊。临时展览每三周
就会更换⼀次。

您可享受到免费的⾃然电影，如《森
林荒野》和《森林⾥的⼩⽊屋》，⼉童活动、
项⽬、⾃然步道、团队游。

产品详情 

成⽴：2003 年
语⾔：英语
季节：全年
开放时间：1⽉-2⽉15，周三-周六
10 点 -16 点；2 ⽉ 16-4 ⽉ 15，每 天
10点 -16点；4⽉ -6⽉。周⼆ -周六，
10点 -16点；6⽉ -10⽉，周⼆ -周⽇，
10点 -16点；11⽉ -12⽉，周三 -周六，
10 点 -16 点
服务：游客中⼼是 Syöte 国家公园的主
要信息中⼼。您可获得含导旅游、讲解、
展览、⾃然电影活动、咖啡吧餐馆、⾃
然教育⾃然主题商店、徒步信息、⽆线
上⽹。您还可以获得合作⽅提供的服务。
⽬标⼈群：团体、家庭、散客

0 Teerivaara 雪鞋探险 1

雪鞋⾏⾛轻松有趣！
穿上雪鞋，您可征服原本遥不可及的

国家公园。踏上我们的雪鞋⾏⾛步道，闯出
您⾃⼰的天下。

独⽴的雪鞋远⾜令⼈受益匪浅。您可
在Syöte游客中⼼租借雪鞋（10 € /3⼩时，
15 € / 天）。游客中⼼也提供地图。

Teerivaara 雪鞋⾏⾛步道（3/4 公⾥）
开始于Syöte游客中⼼。您可选择3公⾥
或 4公⾥⻓的步道。Teerivaara 雪鞋⾏⾛步
道会带领您到达Teerivaara⼭顶。该步道
由橙⾊雪地拐标记。

产品详情 

季节：12.28-04.15
时⻓：3 ⼩时
参与⼈数：⾄少1⼈
语⾔：英语
可选服务：您可在Syöte游客中⼼租
借雪鞋（10 € /3 ⼩时，15 € / 天）。
注意：这是⽆导游的⾃导⾏程。您需⾃
备⼾外服装、Syöte 国家公园地图和⼿
机。
出发地点：Syöte 游客中⼼
出发时间：10-13 点

免费，⾃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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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Rytivaara 徒步 1

徒步来领略Syöte地区的历史和国家
公园壮美的⾃然⻛光！10公⾥的徒步带您
⾛过荒野，那⾥没有公路，位于国家公园的
正中⼼路。线不仅让您⾝处美丽的⼤⾃然中，
更能带您回到 1800 年代。翻修的Rytivaara
⼩农场和建筑在中途接待游客。这座古⽼的
农场是对过去的致敬，奇妙的氛围让您忘却
现代繁忙⽣活的烦恼。�

这段著名的步道经过秀丽的景⾊，
沿着⼩溪，穿过云杉林和⻓松萝地。到达
Rytivaara之前，您可在沿途感受过去的时
光，如草甸桑拿。

产品详情 

季节：5⽉-10⽉
时⻓：4⼩时-2天
参与⼈数：⾄少1⼈
语⾔：英语
可选服务：在 Rytivaara 简易装备的⼩
⽊屋中过夜，含农场荒野桑拿浴，价格
为11€/⼈。⾄多8⼈
注意：这是⾃导徒步⾏程。独⽴徒步旅
⾏者可免费到达步道和Rytivaara农场。
位置：从 Syötekylä 村到 Rytivaar 约
18公⾥。路标会指引您到达Ukonva-
ara 停⻋场，那⾥是步道开始的地⽅。

免费，⾃导

联系⽅式�
Metsähallitus/ Syöte Visitor Center
Erätie 1, 93280 Syöte
Tel. +358 (0) 20 639 6550 
syote@metsa. fi
www.nationalparks.fi/en/
syotevisitorcentre

73. KIDE 滑雪场主题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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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öte Syöte

参考价€ 

参考价€ 

•�����可容纳500位客⼈的多功能厅

•�����⾃助餐�&��A�la�carte�点餐
•�����健⾝房�240平

•�����桑拿*2�间

客房：60间26平⽶标间

酒店设施：
•�����⼤堂吧�&�壁炉

•�����免费停⻋场

•�����免费�WIFI�

•�����保险柜

•�����滑雪板、⾃⾏⻋存放处

主题玻璃屋：�4间

•�����⾃助早餐

•�����私⼈阳台

KIDE� 主题酒店于2019年全新开业，酒
店⾪属于Iso-Syöte� Ski� Resort⼤索特滑雪
场家族。酒店采⽤全新的北欧设计⻛格，毗
邻滑雪场。

•�����APP�Check-in�⼿机智能⼊住和退房

客房设施：�

•�����加床
•�����智能房间操控

联系⽅式�
KIDE Hotel by Iso-Syöte
Ski Resort Iso-Syöte
Romekievarintie 6
93280 Iso-Syöte, Finland
Juhani Ikonen
销售经理
Tel. +358 50 581 0530
juhani.ikonen@isosyote.com
www.syote.fi
hotellikide.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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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Syötteen Eräpalvelut
0 哈⼠奇之旅12公⾥ 1

学会如何掌控哈⼠奇雪橇后，您会在森
林中进⾏12公⾥的哈⼠奇之旅，每队 2⼈。
⾏程约 1⼩时。结束后您会听到更多哈⼠奇
的故事和⽣活，您会在拉普⼈帐篷中享⽤咖
啡或茶和甜⾯包。整个⾏程约 2.5 ⼩时。

产品详情 

季节：12 ⽉ -�4 ⽉中
时⻓：2-2.5⼩时，其中1⼩时哈⼠奇
之旅
参与⼈数：4-20 ⼈，2⼈ / 雪橇
语⾔：英语
服务：含导 12公⾥哈⼠奇之旅、咖啡 /
茶、甜点
可选服务：1 ⼈ / 雪橇，额外收费

99€/成⼈
50€/⼉童
若单⼈雪橇则额外付费 35 €

0 ⼀⽇游哈⼠奇之旅公⾥1

学会如何掌控哈⼠奇雪橇后，您会开启
哈⼠奇⼀⽇游。每队2⼈。⾏程会带您穿过
森林，在Syöte 国家公园冬⽇的雪景中穿过
结冰的⽔⾯。过程中您会在篝⽕旁休息享⽤
野餐式午餐。整个⾏程时⻓约为 4-5 ⼩时。

产品详情 

季节：12 ⽉ -�4 ⽉中
时⻓：4�-�5 ⼩时
参与⼈数：⾄少6⼈
语⾔：英语
服务：教练、导游、⾏程、野餐
可选服务：1 ⼈ / 雪橇，额外收费

210 € / 成⼈
105 € / ⼉童
若单⼈雪橇则额外付费 35 €

联系⽅式 
Erä-Ohto Oy/ Syötteen Eräpalvelut
Johanna Määttä
Oksanperäntie 364, 93280 Syöte
Tel. +358 (0) 400-604772
johanna.maatta@
syotteenerapalvelut. fi
www.syotteenerapalvelut.fi

参考价€ 

参考价€ 

74. Iso-Syöte滑雪场
我们是家族滑雪村，位于奥卢附近。

我们有18个坡道和8个上坡。我们欢迎举
家出游，对希望在冬天远离烦恼放松⾝⼼的
游客⽽⾔是不错的选择！

我们是家族经营的，可以为您的需求
做出改变！我们⾮常喜欢为客⼈量⾝定做⾏
程计划！

0 器材租赁�&�缆⻋票 1

0 滑雪学校 1

教练会教授⾼⼭滑雪 /滑雪板的基本知
识。体验课适⽤于家庭 /成⼈团体，适⽤于
初学者或⾼级学员我。们可以安排⾃由滑雪。

联系⽅式 
Ski Resort Iso-Syöte 
Romekievarintie 126, 93280 Syöte 
Tel. +358 (0) 20 1476 471
skischool@isosyote.com
ticketoffice@isosyote.com
www.syote.fi

产品详情 

季节：12.01-03.31
时⻓：1 ⼩时 40 分钟 /100 分钟
参与⼈数：1-10 ⼈
最⼩年龄：6岁
语⾔：英语
包含服务：教练、雪橇 /滑雪板、靴⼦、
滑雪杖、13 岁以下⼉童头盔
出发地点：
Iso-Syöte 滑雪村底部租借中⼼
出发时间：10:00�/�12:00�/�14:00�/�15:00

滑雪课程团购价
参考价€ 

37欧/⼈，4⼈起订
成⼈：90欧/⼈，110欧/2⼈�
⼉童：50欧/位，70欧/2位
2⽇滑雪营：85欧/⼈起
每⽇2⼩时45分钟专业私教

双板+头盔+滑雪杖

注：13岁以下包含头盔，13岁以上单租头盔
8欧/⼈起

单板+头盔+滑雪杖

缆⻋票

*请⾃备滑雪镜，或租赁8欧/⼈

 32欧/⼈ 

3⼩时 +1天1天

22欧/⼈� 17欧/⼈

3⼩时 +1天1天

�35欧/⼈�29欧/⼈� 22欧/⼈

3⼩时 1天

�27欧/⼈�22欧/⼈�

�37欧/⼈�32欧/⼈�

�39欧/⼈�34欧/⼈�

⼉童（7-12岁）
或65岁以上⽼⼈

⻘年(13-17岁)

成⼈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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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Syötteen Eräpalvel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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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中进⾏12公⾥的哈⼠奇之旅，每队 2⼈。
⾏程约 1⼩时。结束后您会听到更多哈⼠奇
的故事和⽣活，您会在拉普⼈帐篷中享⽤咖
啡或茶和甜⾯包。整个⾏程约 2.5 ⼩时。

产品详情 

季节：12 ⽉ -�4 ⽉中
时⻓：2-2.5⼩时，其中1⼩时哈⼠奇
之旅
参与⼈数：4-20 ⼈，2⼈ / 雪橇
语⾔：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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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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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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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出游，对希望在冬天远离烦恼放松⾝⼼的
游客⽽⾔是不错的选择！

我们是家族经营的，可以为您的需求
做出改变！我们⾮常喜欢为客⼈量⾝定做⾏
程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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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滑雪学校 1

教练会教授⾼⼭滑雪 /滑雪板的基本知
识。体验课适⽤于家庭 /成⼈团体，适⽤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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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兰航空是⾼质量的航空公司,于�1923�年
成⽴，是世界运营时间最⻓的航空公司之⼀
•� ⾃�2009�年以来，我们是唯⼀⼀家荣获�

Skytrax�授予四星级称号的北欧航空公司。
•� 我们已经连续多年荣获北欧最佳航空公司

称号。
•� 2019年芬兰航空荣获航空公司乘客体

验协会�(APEX)�的�5�星全球航空公司。

芬兰航空取道欧洲和亚洲之间最短的航线
我们提供更快的北⽅航线⻜往⼴阔的⽬的地
⽹络，包括亚洲�18�个⼤城市和欧洲�100�多个
⽬的地。

芬兰航空拥有顶级品质的商务舱
在所有亚洲航线上，我们提供多语⾔个⼈服
务和当地机舱⼯作⼈员。

•� 您可享受我们新⼀代躺卧式座位。机上的
客舱服务⼈员由中国空乘和芬兰空乘组成。

•� 我们的航班提供上佳的⻝物和酒类选择，
还提供中餐。

•� 商务舱和经济舱均提供由�Marimekko�设
计的健康护理包。

•� 2016�年，我们荣获了最佳旅游奖最佳商
务舱以及环球旅⾏家奖最佳机上餐饮航空
公司两项⼤奖。

芬兰航空是全球领先联盟�ONEWORLD�的成员
我们的⻜⾏时间表灵活，全球适⽤。
•� 我们的联合航线⽹络覆盖�160�个国家 / 地

区的�1000�多个⽬的地。
•� 芬兰航空的客⼾也有资格享受�oneworld�

提供的优惠。

公司特⾊ 

芬兰航空公司Finnair
联系⽅式 
400 886 3350（中国⼤陆）  
0411 398 26301 
400 600 2926 
30714624（⾹港境内拨打）  
+86 411 398 26301（中国⼤陆地区以
外拨打）
www.finnair.com/cn-z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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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千⾥迢迢，那可以乘坐⻜机前往奥卢（Oulu）。
奥卢机场是芬兰第⼆繁忙的机场，每天都有⼏⼗

个航班从芬兰或者国外抵达这⾥。

对于临近地区的游客，乘坐公共汽⻋或⽕⻋旅⾏
是个理想的⽅式;您可以在短时间内从芬兰⼏乎任何�
地⽅抵达奥卢。如果采取租⻋⽅式，奥卢也是您⾃驾
的⾸选出发点。

联系⽅式�
Ari Lehtikangas
Ostomiehentie 13, 90420 Oulu
Tel. +358 50 420 4010
tilaus@otptravel.fi
www.otptravel.fi

OTP Travel租⻋服务
•� OTP 旅⾏，为各种场合提供交通服务
•� OTP 旅游，充满信任和激情的运输服务
•� OTP旅游运输公司位于奥卢,我们是M�

Niskanen 公司的⼀员 , 在奥卢有业务活动
乘坐我们的双层观光巴⼠或有趣的迷你
⽕⻋ PotnaPekka 来寻找奥卢景点。

产品详情 

��我们全能的⻋队从 8座出租⻋到迷你⾯包
⻋，以及66座⼤巴。我们所有的⻋都是
现代化的，并且设备⻬全。
��所有的客⻋有空调、卫⽣间、座位安全带、
DVD 播放机、⻨克⻛。甚⾄WIFI。
��我们的会议⼤巴⻋载屏幕，可以连接到你
的笔记本电脑、⽆限⻨克⻛，设备 220 伏
特输出，咖啡机和冷冻设备。OTP公司
司机具有⾼度的热情为顾客提供⼀流的服
务。他们在北欧国家有多年安全驾驶的经
验。
��此外，我们还提供您旅⾏需要的其他服务，
如酒店、餐饮、游轮等。
��我们所有的⻋辆都有⾜够的空间供乘客和
⾏李使⽤，即使最⼤的⾏李箱，也有⾜够
的空间。
��我们的 17座奔驰VIP⼩型商务⻋是豪华
轿⻋。对于⼩型团队是⼀个完美的选择。

联系⽅式�
Pentti Tiitinen 
Tel. +358 40 652 1082
pentti@saagatravel.fi
saagatravel.fi/

79座双层巴⼠

8座奔驰VIP�斯宾特Sprinter�

USB充电接⼝

5座奔驰E级，�S级⿊⾊轿⻋

体验芬兰⼈的⽣活！

洗⼿间

Saaga� Travel� 是⼀家⾸屈⼀指的巴
⼠服务公司，服务地区覆盖奥卢、北芬兰
和北欧其它北极地区。专业的芬兰司机和
专业的服务态度是我们的核⼼优势！我们
所有的巴⼠都为您提供⾼品质的旅游体
验：

除此之外，如果您的团队有其它特殊
需求:� 例如住宿、膳⻝、导游，我们也可以
通过我们的合作伙伴为您⼀并提供。

6座奔驰VIP�斯宾特Sprinter

⽆线话筒
WIFI�⽆线上⽹

⻋队（15辆）：

*所有巴⼠都可额外加拖⽃⾏李⻋，不⽤
担⼼⼤件⾏李过多。

50-63座豪华旅游巴⼠

冰箱

针对游学团组，我们可以提供芬兰家
庭寄宿服务。我们有⼀个当地的芬兰家庭
社团，致⼒于提供⾼品质的芬兰家庭
homestay,� 包含早、晚餐和互动活动安
排。

Saaga Travel 

•�
•�
•�
•�
•�

•�
•�
•�
•�
•�

Auto Europe

联系⽅式�
www.autoeurope.fi

奥卢地区最⼤的的⼠公司，拥有
300多余辆⻋，提供全年24/7的⽤⻋服
务，专业的司机和客服！

OTAXI 

联系⽅式�
Ms. Piia Sandholm
Tel. +358 837 0073
toimisto@otaxi.fi
www.otaxi.fi

我们在奥卢设⽴分⽀机构，奥卢的地
理位置优越，是您⾃驾的⾸选出发地。

Auto� Europe成⽴于1954年，是全球
领先的租⻋平台，可同时对⽐多家租⻋供
应商。



Oulu 奥卢可以从各个⽅向⽅便抵达！

抵达和过夜
ARRIVAL & OVERN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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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ineraries
特⾊⾏程

奥卢令⼈向往的⾃然⻛光和迷⼈的⼈⽂⻛
貌⾜以吸引每⼀位来访者，除了体验当地的常
规旅游项⽬之外，我们也专⻔为有特别需要的
客⼈规划了极富个性的⾏程，不仅有适合成⼈
的主题⾏程，更有专为孩⼦打造的体验学习类
⾏程。

你可以跟随我们感受奥卢⾄芬兰极地圈的
冰雪⻛光，摄影爱好者也有专属的旅程去抓取
美妙⼀刻，⾳乐狂热者请加⼊空⽓吉他世界冠
军赛之旅。孩⼦们可以在夏季加⼊地质露营学
校，探寻⼤⾃然的秘密，冬季还有乐趣⽆⽐的
冬令营等你踩雪，总之，奥卢的⼀年四季都不
会让你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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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奥教育学院��Finn�Oppi
芬兰主题⻘少年发展营地

芬奥教育⻘少年可持续发展研学营以芬兰的⼤⾃然
为学习环境，以「现象式学科融合学习」为课程核⼼，以
芬兰最新教育⼤纲中七项横贯能⼒为研学培养⽬标，遵
循芬兰国家提倡的可持续旅游的原则，秉承“在⼤⾃然
中探索，在体验中学习”的理念，为各学⽣群体提供⼀系
列的主题营地研学活动，开拓学⽣国际视野，让研学团
体理解“从⽣活中学习，为⽣活所⽤”的芬兰教育精髓，
了解成为世界公⺠所需要的基本素养。

Ÿ 研学营包括世界设计之都赫尔⾟基特⾊⽂化体验+主
题营地活动等，约为11天10晚，可定制。

Ÿ 根据需求，可定制芬兰学校参访。特⾊课程包括家庭
经济课、STEAM� 课程、动画制作、编程与AI� 机器⼈课
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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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北极带您体验芬兰北⽅缤纷之旅
Go Arctic and experience the highlights of the North
第⼀天��中国 - 奥卢 -�拉夏尔蒂岛 Lasaretti�Hotel

抵达奥卢，⼊住拉夏尔蒂酒店，�这家宁静的河畔酒店距离奥
卢（Oulu）市中⼼只有�1.5��公⾥。�提供免费⽆线⽹络连接，免费
健⾝房，�还设有⼀个⾼级餐厅。所有客房均设有平⾯电视和迷你
吧，酒店内的�49�间客房地板均为原⽊装修，�宽敞明亮，独特的
绘画和雕塑使您感受到浓郁的现代⻛格，桑拿浴室和游泳池从早
晨开放到晚上。酒店⾮常注重环保。酒店、餐厅和会议场所等均
被授予北欧⽣态环保标志。之后前往拉夏尔蒂岛，这⾥是北博滕
区最重要的历史⽂化遗址之⼀，历史悠久、建筑古⽼，⻛景优美，
该地区也是全国重要的⽂化景观。然后在酒店内的维塔餐厅享⽤
晚餐，餐厅可以容纳�140�多个客⼈⽤餐，餐厅提倡有机计划，意
味着提供最新鲜、纯天然的有机⻝材，是芬兰最著名的美⻝餐厅
之�⼀。使⽤的法国美⻝协会餐盘就是⾼品质的最好证明。

第⼆天��奥卢 - ⾼德林 Koiteli
导游带领领略奥卢⻛光，并参观博物馆。奥卢是芬兰的⾼科

技产业城市，软件设计、纸张⽣产领先于世界，商业也遍布世界
各地，奥卢将以�最优质的服务迎接⼋⽅来客。这次游览将带您到

河边、海边、沼泽地和森林体验芬兰纯净的⼤⾃然。游览期间，
您将听到许多关于奥卢焦油商⼈、造船商、船员和渔⺠捕获三⽂
⻥的历史故事。在游览期间，您有机会参观两个有趣的博物馆：
北博滕博物馆和奥卢艺术博物馆。北博滕博物馆：有约�74,000�件
收藏品，还有�500�件其他收藏如照⽚，电影底⽚，明信⽚等。最
古⽼的�物品来⾃史前时期，最近的收藏品则来⾃于�2000�年间�；
奥卢艺术博物馆：秉承了社区记忆模式。�艺术馆的任务是保留视
觉艺术和⽂化遗产，为⼦孙后代造福。�奥卢艺术博物馆独特的收
藏集中了奥卢和北⽅奥斯特罗⽐亚的视觉艺术品。

冬季在⾼德林（Koiteli）体验露天篝⽕晚餐：欢迎来到位于
基明约基（Kiiminkijoki）河的⾼德林（Koiteli�）体验美妙的冬
⽇，您可以在这⾥度过⼀个愉快的下午及晚上�，美丽的环境、茂
盛的⽼树及周围静默的⼀切使您体验到芬兰纯净⼤⾃然带来的震
撼，�您还可以在位于两个激流之间的岛屿享受冬⽇雪趣。雪地活
动包括雪橇、越野滑雪和传统的芬兰滑雪⽅式“potkuri”，这些
活动让您体验到早期传统活动的趣味。活动后，团队将有机会⾃
⼰制作⽊材、⽪⾰和松⽊焦油纪念品。您会得到⼀个带有⾼德林
（Koiteli）�⾹味的纪念品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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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餐将在明⽕中烹饪，以明⽕烤的新鲜三⽂⻥为主，三道美
味佳肴将带给您⼀个愉快的夜晚。⾼德林（Koiteli）远离城市灯光。�

第三天�⾼德林 -纳利卡⾥ -奥卢
北极冰钓之旅，芬兰的冰钓是⾮常受欢迎的休闲活动。�在我

们的指引下，来纳利卡⾥ (Nallikari) 享受⼀次冰钓吧！�我们的导
游将带您到结冰的海⾯。�穿上温暖的冬季服装，⼀点也不会觉得
冷，�导游会讲述冬季钓⻥的秘密，并告诉您�有关芬兰⾃然的迷⼈
故事。享⽤酒店午餐后，⾃由购物或访问�Tietomaa�科技中⼼−
芬兰最早的科技中⼼，没有年龄限制，在这⾥，任何年龄段的游
客都能欢享愉快时光。不断变化的交互式主题展览约有�150�多个，
还有⼀个宏伟的超级屏幕剧院和玻璃电梯，在电梯上您可俯览奥
卢（Oulu）的景⾊。晚餐在Jussi�餐厅，位于⽪⽐萨⾥（Pikisaari）
的⽊材仓库，靠近市中⼼。餐厅使⽤最纯正、最应季的本�地⻝材
烹制芬兰美味，主要供应当地美⻝。Sokeri-Jussi�餐厅两层可容纳
约�150�位⻝客⽤餐，他们也有⻓桌⼦和更⼴阔的空间。他们为团
队设计季节性菜单，可以根据团队的意愿设计菜单，也可以结合

第四天��奥卢 - 凯⽶
乘巴⼠去凯⽶，冰雪城堡靠近凯⽶市中⼼的海边，冰雪艺术

品在�1�⽉底⾄�4�⽉�初展出�。�世界上最⼤的雪餐厅可容纳�200�多位
客⼈。�所有这⼀切都是以海⽔中的积雪和冰来制作的，�趣味盎然。
美妙的灯光效果增加了雪雕的魅⼒，使冰雪城堡看起来梦幻⾮凡。
在冰雪城堡餐馆体验北极午餐，冰桌上将供应三道美⻝，⼿⼯制
作的冰杯盛放饮品。�客⼈坐在⼀个隐蔽的⻓凳上，在梦幻⼀般的
雪�境中享⽤美⻝。

桑普（Sampo）�破冰船巡航：桑普破冰船，之前为芬兰政府
所使⽤，在波尼亚湾提供独特的巡航体验。�雄伟的船、雪与海交
融相汇，�创造出您从未体验的冰雪传奇。桑普巡航让您体验北极
⾃然界最令⼈兴奋的难忘时刻，巨⼤的船只打破冰块，可以欣赏
到破冰的景象及上⽅变幻莫测的天空。巡航中都将由导游带领您
观看船舶驾驶台和引擎室，船上优雅舒适的餐厅供应美味的下午

茶，在返回港⼝之前，船只将停留⼀⼩时，使每个游客有时间穿
上救⽣⾐游泳，在这次独特的巡航体验结束�后，船员将向每位游
客发放桑普巡航证书。

晚上⼊住梅⾥霍维（Merihovi）酒店，�69��间客房 ,��体现着建
筑历史的荣誉，如今看上去还会呈现点点惊喜和不⼀样的感觉。
梅⾥霍维酒店的所有客房均配有电视、茶、咖啡机，带浴缸或淋
浴的浴室。�部分套房设有私⼈桑拿浴室。艺术装饰⻛格的梅⾥霍
维餐厅是法国美⻝协会成员，可以点餐。

早晨乘巴⼠去往罗⽡涅⽶，穿越神奇的北极圈，去看圣诞⽼
⼈！在罗⽡涅⽶，北极圈穿过位于市中⼼以北⼋公⾥的圣诞⽼⼈
村，有明确标⽰。北极圈在⾚道以北�66° 34� 的纬度，它标志着最
南端的纬度，太阳能保持连续低于或⾼于地平线。24�⼩时，这些
现象在夏天被称为“午夜阳光”，冬天被称为“极夜（”“Kaamos”）。
很多游客在这⾥跨越北极圈，还可以获得⼀个证书。跨越北极圈
可以选择任何您喜欢的⽅式进⾏�：步⾏，跳跃，翻滚，骑⾏，驾
⻋ ...... 有⽆限可能！�跨越礼仪也可以根据游客要求特别安排。

在选定的酒店住宿酒店晚餐后，加⼊雪地摩托极光驰骋之旅�
18：00�− 21：00，经过积雪覆盖的森林和结冰的河，体验北极之
夜。如果运⽓好，⽉亮�和星星为您照明前⾏的路，也许还有北极
光！�啜饮着温暖的饮料，燃起篝⽕品尝⼩吃，了解更多有关北极
光和拉普兰的信息。

抵达驯⿅农场，来和北极动物⻅个⾯吧！�我们将参观当地的
驯⿅农场，了解拉普兰⽂化和驯⿅饲养。�坐在驯⿅拉雪橇中，享
受宁静畅快的�30�分钟驯⿅森林之旅，�游客都将获得国际驯⿅驾照。
在驯⿅农场午餐。然后到 Arktikum�北极博物馆这⾥是拉普兰⼤学
的北极中⼼，也是拉普兰地区的主要博物馆�，展⽰北⽅⾃然环境、
⽂化遗产和⻛情⺠俗�，在这⾥可以激发灵感，更深⼊地了解北极。
⾃由活动后，在酒店享⽤晚餐。

乘巴⼠到拉努阿动物园，您可以看到北极熊，还有森林中�50�
多种北极动物。这些动物⽣活在北部宽阔的森林中，有围栏防护，
尽可能地使它们接触到真正的⼤⾃然�环境。在拉努阿野⽣动物园
午餐后，�乘巴⼠到索特，⼊住伊索索特酒店，位于拉普兰最南端
的⼭顶上，是该地区的最⾼点，具有独特的地理优势，森林和⼭
⾕�呈现如画美景。酒店拥有�20�间双⼈间，�所有客房均设有两张
单独的床，配有浴室（淋浴和卫⽣间，吹⻛机），电视，�电话，
带⽔壶的桌⼦，杯⼦和座位。�每间客房都有加床的空间。�所有的
酒店房间都进⾏了装修，提升了舒适度。酒店的桑拿浴室每天都
为客⼈开放，14�⽶⻓的游泳池全天免费使⽤，还有两个外部按摩
浴缸。

雪鞋之旅：第三次看极光的机会，雪鞋之旅从酒店开始，有
专⼈指导如何使⽤雪鞋。这次旅⾏会经过⼩索特的雪⼭顶。您可
以享受到�美丽的雪景和⼤⾃然创作出来的艺术雪雕，还可以追踪
雪中动物和⻦类的痕迹。休息期间，在美丽�的拉普兰雪景环保中，
我们将供应热饮料和饼⼲。酒店晚餐餐厅享有⽆敌的⻛景，提供
传统的芬兰和萨⽶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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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幸运的话，没有⽐在这⾥观赏北极光更美妙的事情了。

餐厅⼤众菜单点餐。

第五天��凯⽶ - 罗⽡涅⽶

第六天��罗⽡涅⽶

第七天��罗⽡涅⽶ -索特

其他受欢迎的营地活动�

�

联系⽅式�
Yuki / 林钰⾦
CEO & 项⽬总监
Tel. +358 409125846
Email: yuki@finnoppi.com
www.finnoppi.com



去北极带您体验芬兰北⽅缤纷之旅
Go Arctic and experience the highlights of the North
第⼀天��中国 - 奥卢 -�拉夏尔蒂岛 Lasaretti�Hotel

抵达奥卢，⼊住拉夏尔蒂酒店，�这家宁静的河畔酒店距离奥
卢（Oulu）市中⼼只有�1.5��公⾥。�提供免费⽆线⽹络连接，免费
健⾝房，�还设有⼀个⾼级餐厅。所有客房均设有平⾯电视和迷你
吧，酒店内的�49�间客房地板均为原⽊装修，�宽敞明亮，独特的
绘画和雕塑使您感受到浓郁的现代⻛格，桑拿浴室和游泳池从早
晨开放到晚上。酒店⾮常注重环保。酒店、餐厅和会议场所等均
被授予北欧⽣态环保标志。之后前往拉夏尔蒂岛，这⾥是北博滕
区最重要的历史⽂化遗址之⼀，历史悠久、建筑古⽼，⻛景优美，
该地区也是全国重要的⽂化景观。然后在酒店内的维塔餐厅享⽤
晚餐，餐厅可以容纳�140�多个客⼈⽤餐，餐厅提倡有机计划，意
味着提供最新鲜、纯天然的有机⻝材，是芬兰最著名的美⻝餐厅
之�⼀。使⽤的法国美⻝协会餐盘就是⾼品质的最好证明。

第⼆天��奥卢 - ⾼德林 Koiteli
导游带领领略奥卢⻛光，并参观博物馆。奥卢是芬兰的⾼科

技产业城市，软件设计、纸张⽣产领先于世界，商业也遍布世界
各地，奥卢将以�最优质的服务迎接⼋⽅来客。这次游览将带您到

河边、海边、沼泽地和森林体验芬兰纯净的⼤⾃然。游览期间，
您将听到许多关于奥卢焦油商⼈、造船商、船员和渔⺠捕获三⽂
⻥的历史故事。在游览期间，您有机会参观两个有趣的博物馆：
北博滕博物馆和奥卢艺术博物馆。北博滕博物馆：有约�74,000�件
收藏品，还有�500�件其他收藏如照⽚，电影底⽚，明信⽚等。最
古⽼的�物品来⾃史前时期，最近的收藏品则来⾃于�2000�年间�；
奥卢艺术博物馆：秉承了社区记忆模式。�艺术馆的任务是保留视
觉艺术和⽂化遗产，为⼦孙后代造福。�奥卢艺术博物馆独特的收
藏集中了奥卢和北⽅奥斯特罗⽐亚的视觉艺术品。

冬季在⾼德林（Koiteli）体验露天篝⽕晚餐：欢迎来到位于
基明约基（Kiiminkijoki）河的⾼德林（Koiteli�）体验美妙的冬
⽇，您可以在这⾥度过⼀个愉快的下午及晚上�，美丽的环境、茂
盛的⽼树及周围静默的⼀切使您体验到芬兰纯净⼤⾃然带来的震
撼，�您还可以在位于两个激流之间的岛屿享受冬⽇雪趣。雪地活
动包括雪橇、越野滑雪和传统的芬兰滑雪⽅式“potkuri”，这些
活动让您体验到早期传统活动的趣味。活动后，团队将有机会⾃
⼰制作⽊材、⽪⾰和松⽊焦油纪念品。您会得到⼀个带有⾼德林
（Koiteli）�⾹味的纪念品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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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餐将在明⽕中烹饪，以明⽕烤的新鲜三⽂⻥为主，三道美
味佳肴将带给您⼀个愉快的夜晚。⾼德林（Koiteli）远离城市灯光。�

第三天�⾼德林 -纳利卡⾥ -奥卢
北极冰钓之旅，芬兰的冰钓是⾮常受欢迎的休闲活动。�在我

们的指引下，来纳利卡⾥ (Nallikari) 享受⼀次冰钓吧！�我们的导
游将带您到结冰的海⾯。�穿上温暖的冬季服装，⼀点也不会觉得
冷，�导游会讲述冬季钓⻥的秘密，并告诉您�有关芬兰⾃然的迷⼈
故事。享⽤酒店午餐后，⾃由购物或访问�Tietomaa�科技中⼼−
芬兰最早的科技中⼼，没有年龄限制，在这⾥，任何年龄段的游
客都能欢享愉快时光。不断变化的交互式主题展览约有�150�多个，
还有⼀个宏伟的超级屏幕剧院和玻璃电梯，在电梯上您可俯览奥
卢（Oulu）的景⾊。晚餐在Jussi�餐厅，位于⽪⽐萨⾥（Pikisaari）
的⽊材仓库，靠近市中⼼。餐厅使⽤最纯正、最应季的本�地⻝材
烹制芬兰美味，主要供应当地美⻝。Sokeri-Jussi�餐厅两层可容纳
约�150�位⻝客⽤餐，他们也有⻓桌⼦和更⼴阔的空间。他们为团
队设计季节性菜单，可以根据团队的意愿设计菜单，也可以结合

第四天��奥卢 - 凯⽶
乘巴⼠去凯⽶，冰雪城堡靠近凯⽶市中⼼的海边，冰雪艺术

品在�1�⽉底⾄�4�⽉�初展出�。�世界上最⼤的雪餐厅可容纳�200�多位
客⼈。�所有这⼀切都是以海⽔中的积雪和冰来制作的，�趣味盎然。
美妙的灯光效果增加了雪雕的魅⼒，使冰雪城堡看起来梦幻⾮凡。
在冰雪城堡餐馆体验北极午餐，冰桌上将供应三道美⻝，⼿⼯制
作的冰杯盛放饮品。�客⼈坐在⼀个隐蔽的⻓凳上，在梦幻⼀般的
雪�境中享⽤美⻝。

桑普（Sampo）�破冰船巡航：桑普破冰船，之前为芬兰政府
所使⽤，在波尼亚湾提供独特的巡航体验。�雄伟的船、雪与海交
融相汇，�创造出您从未体验的冰雪传奇。桑普巡航让您体验北极
⾃然界最令⼈兴奋的难忘时刻，巨⼤的船只打破冰块，可以欣赏
到破冰的景象及上⽅变幻莫测的天空。巡航中都将由导游带领您
观看船舶驾驶台和引擎室，船上优雅舒适的餐厅供应美味的下午

茶，在返回港⼝之前，船只将停留⼀⼩时，使每个游客有时间穿
上救⽣⾐游泳，在这次独特的巡航体验结束�后，船员将向每位游
客发放桑普巡航证书。

晚上⼊住梅⾥霍维（Merihovi）酒店，�69��间客房 ,��体现着建
筑历史的荣誉，如今看上去还会呈现点点惊喜和不⼀样的感觉。
梅⾥霍维酒店的所有客房均配有电视、茶、咖啡机，带浴缸或淋
浴的浴室。�部分套房设有私⼈桑拿浴室。艺术装饰⻛格的梅⾥霍
维餐厅是法国美⻝协会成员，可以点餐。

早晨乘巴⼠去往罗⽡涅⽶，穿越神奇的北极圈，去看圣诞⽼
⼈！在罗⽡涅⽶，北极圈穿过位于市中⼼以北⼋公⾥的圣诞⽼⼈
村，有明确标⽰。北极圈在⾚道以北�66° 34� 的纬度，它标志着最
南端的纬度，太阳能保持连续低于或⾼于地平线。24�⼩时，这些
现象在夏天被称为“午夜阳光”，冬天被称为“极夜（”“Kaamos”）。
很多游客在这⾥跨越北极圈，还可以获得⼀个证书。跨越北极圈
可以选择任何您喜欢的⽅式进⾏�：步⾏，跳跃，翻滚，骑⾏，驾
⻋ ...... 有⽆限可能！�跨越礼仪也可以根据游客要求特别安排。

在选定的酒店住宿酒店晚餐后，加⼊雪地摩托极光驰骋之旅�
18：00�− 21：00，经过积雪覆盖的森林和结冰的河，体验北极之
夜。如果运⽓好，⽉亮�和星星为您照明前⾏的路，也许还有北极
光！�啜饮着温暖的饮料，燃起篝⽕品尝⼩吃，了解更多有关北极
光和拉普兰的信息。

抵达驯⿅农场，来和北极动物⻅个⾯吧！�我们将参观当地的
驯⿅农场，了解拉普兰⽂化和驯⿅饲养。�坐在驯⿅拉雪橇中，享
受宁静畅快的�30�分钟驯⿅森林之旅，�游客都将获得国际驯⿅驾照。
在驯⿅农场午餐。然后到 Arktikum�北极博物馆这⾥是拉普兰⼤学
的北极中⼼，也是拉普兰地区的主要博物馆�，展⽰北⽅⾃然环境、
⽂化遗产和⻛情⺠俗�，在这⾥可以激发灵感，更深⼊地了解北极。
⾃由活动后，在酒店享⽤晚餐。

乘巴⼠到拉努阿动物园，您可以看到北极熊，还有森林中�50�
多种北极动物。这些动物⽣活在北部宽阔的森林中，有围栏防护，
尽可能地使它们接触到真正的⼤⾃然�环境。在拉努阿野⽣动物园
午餐后，�乘巴⼠到索特，⼊住伊索索特酒店，位于拉普兰最南端
的⼭顶上，是该地区的最⾼点，具有独特的地理优势，森林和⼭
⾕�呈现如画美景。酒店拥有�20�间双⼈间，�所有客房均设有两张
单独的床，配有浴室（淋浴和卫⽣间，吹⻛机），电视，�电话，
带⽔壶的桌⼦，杯⼦和座位。�每间客房都有加床的空间。�所有的
酒店房间都进⾏了装修，提升了舒适度。酒店的桑拿浴室每天都
为客⼈开放，14�⽶⻓的游泳池全天免费使⽤，还有两个外部按摩
浴缸。

雪鞋之旅：第三次看极光的机会，雪鞋之旅从酒店开始，有
专⼈指导如何使⽤雪鞋。这次旅⾏会经过⼩索特的雪⼭顶。您可
以享受到�美丽的雪景和⼤⾃然创作出来的艺术雪雕，还可以追踪
雪中动物和⻦类的痕迹。休息期间，在美丽�的拉普兰雪景环保中，
我们将供应热饮料和饼⼲。酒店晚餐餐厅享有⽆敌的⻛景，提供
传统的芬兰和萨⽶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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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幸运的话，没有⽐在这⾥观赏北极光更美妙的事情了。

餐厅⼤众菜单点餐。

第五天��凯⽶ - 罗⽡涅⽶

第六天��罗⽡涅⽶

第七天��罗⽡涅⽶ -索特

其他受欢迎的营地活动�

�

联系⽅式�
Yuki / 林钰⾦
CEO & 项⽬总监
Tel. +358 409125846
Email: yuki@finnoppi.com
www.finnoppi.com



第⼋天�索特 - 奥卢
索特野外服务之哈⼠奇之旅，索特野外服务（Syöte�

Wilderness�Service）是芬兰索特地区领先的项⽬服务公司。�该公
司专从事⼾�外活动服务，�雪橇狗狗农场⾥有近�100�多只西伯利亚
哈⼠奇。在学习了如何驾驭哈⼠奇雪橇之后，将穿过森林开启�6�
公⾥⻓的哈⼠奇雪橇之旅，每个哈⼠奇队配�2�个⼈，约需�30�分钟�。
之后您会听到更多的关于哈⼠奇的⽣活和故事，接下来是咖啡时
间，整个项⽬�⼤概需要�2�个⼩时。乘巴⼠返回奥卢，⼊住拉夏尔
蒂酒店，在⻨古拉（Maikkula）⼤厦参加告别晚餐，⻨古拉餐厅
为客⼾供应来⾃奥卢河流域的诸多美味，以其美味的⻝物和优良
的服务⽽著�称。他们的所有餐点都使⽤⾃⼰的清洁原料和当地道
⻝材。⻨古拉餐厅在⼀座华美的庄园⼤厦⾥服务客⼾�古⽼的传统

第九天�回程
早餐后，⻜回中国�
可选择：
� 在旅程结束前游览赫尔⾟基
� 赫尔⾟基全景巴⼠游
� 赫尔⾟基之旅的全景巴⼠游持续�1�⼩时�45�分钟，有⾳频解说，

10�种语⾔，包括中⽂和⽇语。途经�议会⼤厦、芬兰⼤厦，在岩
�⽯教堂或西⻉柳斯纪念碑会停下来，使游客获得芬兰⾸都的总

体印象。
� 参观市集⼴场和旧市场⼤厅

� 集市⼴场是赫尔⾟基的中央⼴场，最著名的市场和旅游景点之�
⼀。集市⼴场的⼩贩销售新鲜的芬兰美⻝和纪念品，呈现着热
⽕朝天的欢乐景象。在⼴场上也有许多露�天咖啡馆。

�� 赫尔⾟基旧市场⼤厅从�1889�年营业到现在，这⾥出售纪念品，
奶酪，⻥类，⻉类，蔬菜，⽔果和蛋�糕，⾹料，咖啡和茶，货
品⻬全，应有尽有，它们还提供特殊订单服务。

� 赫尔⾟基⽩教堂
� 由卡尔 •卢德维格 •恩格尔设计，参议院⼴场北侧是全国学术

交流和喜庆活动最热⻔�的旅游景点之⼀�。教堂是赫尔⾟基的帝
国时代中⼼的⼀部分，也是建筑历史的⼀座⾥程碑。它已经成
为整个赫尔⾟基的象征。此前被称为圣尼古拉斯教堂或⼤教堂，
赫尔⾟基教区当前主教堂�完成于�1852�年，⼗⼆⻔徒雕塑，在
教堂的屋顶守卫着这座城市。

� 下午⾃由购物时间

联系⽅式�
Go Arctic! 
Kirsi Eskola 
P.O. Box 16, 90901 Kiiminki 
Tel. +358 (0) 8-415 277 70 
kirsi.eskola@goarctic.fi
www.goarctic.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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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学：芬兰Pikku-Syöte⻘少年冬令营 
⾏程要点�

本团专为教育机构及在学⻘少年所设计，结合旅游，学习，⽂
化交流及休闲娱乐等元素。适宜时间为冬季，约在12⽉⾄3⽉之间，
⼈数为�20-30 ⼈。整个⾏程为 9天，参观地段包括 :�奥卢 (oulu)�, 普
达斯耶尔维 (Pudasjärvi)�,�索特 (syötekeskus),�拉图阿 (Rauna),�罗凡
涅⽶价 Rovaniemi)�及�凯⽶ (Kemi) 等。由专业团队精⼼安排各项芬
兰特⾊活动及参观，提供健康美味的膳⻝，全程为您配备专业导游
翻译，让团友可在安全及轻松的环境下亲⾝感受芬兰⽂化，寓学习
于娱乐。各位同学们，这个冬令营正期待着你们的到来 !

⾏程特⾊�
� 参加芬兰Pikku-Syöte ⻘少年冬令营，体验各项芬兰特⾊活动 :��
包括森林⾏⾛，芬兰式桑拿，冰雪雕塑及雪上⾏⾛运动等

� 参观奥卢Oulun�Lyseon�Lukio 学校，4位历任芬兰总统均是该�
校毕业⽣。

� 参观普达斯耶尔维综合学校，该校为世界上最⼤之⽊屋学校
� 参观世界闻名之景点 :�圣诞⽼⼈村，北极博物馆，北极动物园，�
凯⽶冰雪城堡

� 体验芬兰⽂化

具体⾏程�
第⼀天�北京 / 上海—赫尔⾟基—奥卢

⾸都国际机场 /上海浦东国际机场集合，搭乘芬兰航空经由
赫尔⾟基转达芬兰北部的海滨城市奥卢。导游于奥卢机场接机后
前往市区，晚餐后⼊住酒店。

第⼆天奥卢—Pikku-Syöte ⻘少年训练营
酒店早餐后，开始市区游览：参观胖警察⼴场、集市、奥卢

教堂；⽽后来到著名⾼中OulunLyseon�Lukio 参观，建⽴于 1874
年的OulunLyseonLukio是奥卢乃⾄整个芬兰最出名的⾼中之⼀，
在这⾥诞⽣过4位芬兰总统，其独特的教学环境和优秀的教育模
式使其在芬兰⾼中出类拔萃。午餐后前往普达斯耶尔维，前往世
界上最⼤的⽊屋学校，这是⼀⽚占地10000平⽶的⽊质建筑群，
是为了解决⼀般学校室内空⽓及湿度问题⽽建的富含⾼科技元素
的⽊屋建筑。其室内布局合理，采光良好，空⽓清新，⾮常适合
⻘少年⻓时间的驻留。参观完成后前往Pikku-Syöte训练营休息

第三天�Pikku-Syöte ⻘少年训练营

并享⽤晚餐。

享⽤酒店早餐后，⾃由活动，下午参加欢迎会，主办⽅欢迎
致辞及训练计划简报，营地训练正式开始，你可以尽情投⼊到包
括射箭，室内攀岩等在内的训练活动中去；⽤过晚饭后，还有奇
妙的森林活动在等待着你，⽽⼀天的疲劳也能由芬式桑拿为你解
除。桑拿对于芬兰⼈来说是⽣活的必需品，⽽且在桑拿室⾥⼈与
⼈的交流也变得更加和谐。蒸完之余，在外边零下⼆三⼗度的环
境⾥⾛⾛也别有⼀番⻛味。静谧的森林⽊屋，⼀望⽆际的林海雪原，
只有在这种环境⾥才能体会正宗传统芬式桑拿。相信会带你⼀场
难忘的回忆。

四天�Pikku-Syöte ⻘少年训练营第
早餐后，我们在酒店⼤堂集合并开始⽇间⾏程，今天将参观

哈⼠奇狗场，这种平时看起来很呆萌的狗，可是狗拉雪橇中的主⻆，
⼜被称为极地雪橇⽝。它们不仅速度快且耐⼒好，能胜任各种距
离的拖拉任务，是原来当地居⺠的好帮⼿。⽤过午餐后，就来参
与冰雪雕塑及冰雪艺术活动吧，我们配备了专⻔的⽼师指导，⽤
⾃⼰的双⼿将冰与雪塑造成你喜欢的样⼦，⼤家还可以通⼒合作，
建造冰雪城堡，⼀切都由你的双⼿和想象⼒来创造哦！晚餐后稍
事休息，还可以在拉普兰式的棚屋⾥享⽤当地的⼩吃和⼩烤饼，
体验当地⼈的⽣活⽅式。

第五天�Pikku-Syöte ⻘少年训练营—Ranua—罗⽡涅⽶
训练营早餐⽤完早餐后，穿上雪上⾏⾛的专业装备，在教练

的带领下进⼊冰雪覆盖的⼤⾃然，全⾝⼼的融⼊这份独特的宁静
与安详。午餐后离开训练营前往拉努⽡，参观有趣的拉努⽡野⽣
动物园，这⾥距离罗⽡涅⽶90公⾥，⽣活着三⼗多种共 200 多只
北极的野⽣动物。其中北极熊更是明星级动物，吸引着全世界的
游客来⼀睹他伟岸的⻛采，⽽且还有北极狐，北极狼，⼭猫等珍
贵的北极物种。园中由⽊质步道做成环形观赏结构，游览起来相
当⽅便。⽽后前往拉普兰⾸府罗⽡涅⽶享⽤晚餐。

第六天�罗⽡涅⽶
酒店早餐后，在罗⽡涅⽶市区参观滑雪场和教堂，然后前往

圣诞⽼⼈村拜访圣诞⽼⼈，这⾥的圣诞⽼⼈每天都静候在这⾥等
待着全世界的⼈们和他⻅⾯。当然，在这⾥我们还会经历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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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体现着历史地⻛貌，和周围现�代化的空间也⾮常匹配。



第⼋天�索特 - 奥卢
索特野外服务之哈⼠奇之旅，索特野外服务（Syöte�

Wilderness�Service）是芬兰索特地区领先的项⽬服务公司。�该公
司专从事⼾�外活动服务，�雪橇狗狗农场⾥有近�100�多只西伯利亚
哈⼠奇。在学习了如何驾驭哈⼠奇雪橇之后，将穿过森林开启�6�
公⾥⻓的哈⼠奇雪橇之旅，每个哈⼠奇队配�2�个⼈，约需�30�分钟�。
之后您会听到更多的关于哈⼠奇的⽣活和故事，接下来是咖啡时
间，整个项⽬�⼤概需要�2�个⼩时。乘巴⼠返回奥卢，⼊住拉夏尔
蒂酒店，在⻨古拉（Maikkula）⼤厦参加告别晚餐，⻨古拉餐厅
为客⼾供应来⾃奥卢河流域的诸多美味，以其美味的⻝物和优良
的服务⽽著�称。他们的所有餐点都使⽤⾃⼰的清洁原料和当地道
⻝材。⻨古拉餐厅在⼀座华美的庄园⼤厦⾥服务客⼾�古⽼的传统

第九天�回程
早餐后，⻜回中国�
可选择：
� 在旅程结束前游览赫尔⾟基
� 赫尔⾟基全景巴⼠游
� 赫尔⾟基之旅的全景巴⼠游持续�1�⼩时�45�分钟，有⾳频解说，

10�种语⾔，包括中⽂和⽇语。途经�议会⼤厦、芬兰⼤厦，在岩
�⽯教堂或西⻉柳斯纪念碑会停下来，使游客获得芬兰⾸都的总

体印象。
� 参观市集⼴场和旧市场⼤厅

� 集市⼴场是赫尔⾟基的中央⼴场，最著名的市场和旅游景点之�
⼀。集市⼴场的⼩贩销售新鲜的芬兰美⻝和纪念品，呈现着热
⽕朝天的欢乐景象。在⼴场上也有许多露�天咖啡馆。

�� 赫尔⾟基旧市场⼤厅从�1889�年营业到现在，这⾥出售纪念品，
奶酪，⻥类，⻉类，蔬菜，⽔果和蛋�糕，⾹料，咖啡和茶，货
品⻬全，应有尽有，它们还提供特殊订单服务。

� 赫尔⾟基⽩教堂
� 由卡尔 •卢德维格 •恩格尔设计，参议院⼴场北侧是全国学术

交流和喜庆活动最热⻔�的旅游景点之⼀�。教堂是赫尔⾟基的帝
国时代中⼼的⼀部分，也是建筑历史的⼀座⾥程碑。它已经成
为整个赫尔⾟基的象征。此前被称为圣尼古拉斯教堂或⼤教堂，
赫尔⾟基教区当前主教堂�完成于�1852�年，⼗⼆⻔徒雕塑，在
教堂的屋顶守卫着这座城市。

� 下午⾃由购物时间

联系⽅式�
Go Arctic! 
Kirsi Eskola 
P.O. Box 16, 90901 Kiiminki 
Tel. +358 (0) 8-415 277 70 
kirsi.eskola@goarctic.fi
www.goarctic.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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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学：芬兰Pikku-Syöte⻘少年冬令营 
⾏程要点�

本团专为教育机构及在学⻘少年所设计，结合旅游，学习，⽂
化交流及休闲娱乐等元素。适宜时间为冬季，约在12⽉⾄3⽉之间，
⼈数为�20-30 ⼈。整个⾏程为 9天，参观地段包括 :�奥卢 (oulu)�, 普
达斯耶尔维 (Pudasjärvi)�,�索特 (syötekeskus),�拉图阿 (Rauna),�罗凡
涅⽶价 Rovaniemi)�及�凯⽶ (Kemi) 等。由专业团队精⼼安排各项芬
兰特⾊活动及参观，提供健康美味的膳⻝，全程为您配备专业导游
翻译，让团友可在安全及轻松的环境下亲⾝感受芬兰⽂化，寓学习
于娱乐。各位同学们，这个冬令营正期待着你们的到来 !

⾏程特⾊�
� 参加芬兰Pikku-Syöte ⻘少年冬令营，体验各项芬兰特⾊活动 :��
包括森林⾏⾛，芬兰式桑拿，冰雪雕塑及雪上⾏⾛运动等

� 参观奥卢Oulun�Lyseon�Lukio 学校，4位历任芬兰总统均是该�
校毕业⽣。

� 参观普达斯耶尔维综合学校，该校为世界上最⼤之⽊屋学校
� 参观世界闻名之景点 :�圣诞⽼⼈村，北极博物馆，北极动物园，�
凯⽶冰雪城堡

� 体验芬兰⽂化

具体⾏程�
第⼀天�北京 / 上海—赫尔⾟基—奥卢

⾸都国际机场 /上海浦东国际机场集合，搭乘芬兰航空经由
赫尔⾟基转达芬兰北部的海滨城市奥卢。导游于奥卢机场接机后
前往市区，晚餐后⼊住酒店。

第⼆天奥卢—Pikku-Syöte ⻘少年训练营
酒店早餐后，开始市区游览：参观胖警察⼴场、集市、奥卢

教堂；⽽后来到著名⾼中OulunLyseon�Lukio 参观，建⽴于 1874
年的OulunLyseonLukio是奥卢乃⾄整个芬兰最出名的⾼中之⼀，
在这⾥诞⽣过4位芬兰总统，其独特的教学环境和优秀的教育模
式使其在芬兰⾼中出类拔萃。午餐后前往普达斯耶尔维，前往世
界上最⼤的⽊屋学校，这是⼀⽚占地10000平⽶的⽊质建筑群，
是为了解决⼀般学校室内空⽓及湿度问题⽽建的富含⾼科技元素
的⽊屋建筑。其室内布局合理，采光良好，空⽓清新，⾮常适合
⻘少年⻓时间的驻留。参观完成后前往Pikku-Syöte训练营休息

第三天�Pikku-Syöte ⻘少年训练营

并享⽤晚餐。

享⽤酒店早餐后，⾃由活动，下午参加欢迎会，主办⽅欢迎
致辞及训练计划简报，营地训练正式开始，你可以尽情投⼊到包
括射箭，室内攀岩等在内的训练活动中去；⽤过晚饭后，还有奇
妙的森林活动在等待着你，⽽⼀天的疲劳也能由芬式桑拿为你解
除。桑拿对于芬兰⼈来说是⽣活的必需品，⽽且在桑拿室⾥⼈与
⼈的交流也变得更加和谐。蒸完之余，在外边零下⼆三⼗度的环
境⾥⾛⾛也别有⼀番⻛味。静谧的森林⽊屋，⼀望⽆际的林海雪原，
只有在这种环境⾥才能体会正宗传统芬式桑拿。相信会带你⼀场
难忘的回忆。

四天�Pikku-Syöte ⻘少年训练营第
早餐后，我们在酒店⼤堂集合并开始⽇间⾏程，今天将参观

哈⼠奇狗场，这种平时看起来很呆萌的狗，可是狗拉雪橇中的主⻆，
⼜被称为极地雪橇⽝。它们不仅速度快且耐⼒好，能胜任各种距
离的拖拉任务，是原来当地居⺠的好帮⼿。⽤过午餐后，就来参
与冰雪雕塑及冰雪艺术活动吧，我们配备了专⻔的⽼师指导，⽤
⾃⼰的双⼿将冰与雪塑造成你喜欢的样⼦，⼤家还可以通⼒合作，
建造冰雪城堡，⼀切都由你的双⼿和想象⼒来创造哦！晚餐后稍
事休息，还可以在拉普兰式的棚屋⾥享⽤当地的⼩吃和⼩烤饼，
体验当地⼈的⽣活⽅式。

第五天�Pikku-Syöte ⻘少年训练营—Ranua—罗⽡涅⽶
训练营早餐⽤完早餐后，穿上雪上⾏⾛的专业装备，在教练

的带领下进⼊冰雪覆盖的⼤⾃然，全⾝⼼的融⼊这份独特的宁静
与安详。午餐后离开训练营前往拉努⽡，参观有趣的拉努⽡野⽣
动物园，这⾥距离罗⽡涅⽶90公⾥，⽣活着三⼗多种共 200 多只
北极的野⽣动物。其中北极熊更是明星级动物，吸引着全世界的
游客来⼀睹他伟岸的⻛采，⽽且还有北极狐，北极狼，⼭猫等珍
贵的北极物种。园中由⽊质步道做成环形观赏结构，游览起来相
当⽅便。⽽后前往拉普兰⾸府罗⽡涅⽶享⽤晚餐。

第六天�罗⽡涅⽶
酒店早餐后，在罗⽡涅⽶市区参观滑雪场和教堂，然后前往

圣诞⽼⼈村拜访圣诞⽼⼈，这⾥的圣诞⽼⼈每天都静候在这⾥等
待着全世界的⼈们和他⻅⾯。当然，在这⾥我们还会经历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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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体现着历史地⻛貌，和周围现�代化的空间也⾮常匹配。



命中最重要的时刻—跨越北极圈，同时在圣诞⽼⼈邮局⾥还能寄
出⼀份明信⽚表达我们的祝福。接下来去参观驯⿅场并体验特⾊
⿅⾁餐，让你近距离接触圣诞⽼⼈的可爱坐骑。接下来到北极博
物馆及Pilke森林博物馆转转，引领您深⼊了解北极及其⾃然环境。

酒店早餐后，前往海滨城市凯⽶，参观市政厅和粉红教堂。
然后参观冰雪城堡，这是⼀座完全⽤冰和雪建造的特殊城堡，从
1996年开始每年都会按照⼀定主题来设计。当室外零下三⼗度时，
城堡内依然保持相对温暖，⼤概在零下五度左右。它包括冰雪餐厅，
冰雪教堂及冰雪酒店，其每⼀个房间都是⼀件艺术品。午餐后⻜
往赫尔⾟基。

幼⼉园，提供⾼素质的早期幼⼉教育。该幼⼉院的⼉童每天最少进
⾏2⼩时的锻炼，范畴不局限于指定时段，同时也将锻炼变成⽣活
化，让⼉童可于⽇常⽣活中多做运动。在90分钟的参观活动中，
幼⼉园有专⼈讲该机构之课程安排，室外及室内的教学环境，以了
解 Touhula 何以视锻炼为早期教育的重要⼀环。

第四天�奥卢—Pudasjarvi—拉努⽡—罗⽡涅⽶

球最⼤的⽊屋学校⼀部份，该建筑占地约 1200 平⽶，是为了解决
⼀般学校室内空⽓及湿度问题⽽建的富含⾼科技元素的⽊屋建筑。
其室内布局合理，采光良好，空⽓清新，⾮常适合⼉童⻓时间的
驻留。Pikku—Paavali 幼⼉园可为⼤约100名⼉童提供⽇托服务。
午餐后到拉努⽡野⽣动物园参观，这⾥是全球⼗⼤有趣动物园之
⼀，公园饲养着典型的芬兰和北欧动物，包括芬兰北极熊、猞猁、
狼獾、驼⿅等，野趣盎然。

早餐后市区观光，参观Ounasvaara�滑雪场，罗⽡涅⽶制⾼
点Ounasvaara⼭顶，罗⽡涅⽶教堂等。随后来到北极圣诞⽼⼈村，
跨越北纬 66度 32 分 05 秒，获颁 * 跨越北极圈证书；在圣诞⽼⼈
办公室，亲⾃和圣诞⽼⼈⻅⾯并合影；到圣诞⽼⼈的官⽅邮局寄
上⼀张带有特别邮戳的卡⽚！随后乘坐游船前往驯⿅园，总⾏程
2.5⼩时，沿途欣赏美丽的凯⽶河⻛景！农场主会告诉你有关驯⿅
饲养的故事；在神秘的KOTA帐篷⾥⾯，农场主会举⾏特殊的欢
迎仪式，你也会荣获⼀份意义⾮凡的证书。仪式过后，在⿅场享
⽤美味的⿅⾁⼤餐。随后前往参观北极博物馆，这座博物馆由拉
普兰⼤学极地研究中⼼和省⽴博物馆 2个部分组成，涵盖
⾮常多的北极圈知识，互动性极强，参观完毕后，北极圈⾥
的⼀切都不再是奥秘！

Santa'sKindergarten—赫尔⾟基
早餐后，参观北极圈上的圣诞⽼⼈幼⼉园，参观及了解芬兰

的孩⼦们⼀天的上课情况，吃饭，午休，在操场⾥参观各种益智
的游乐设施。下午参观森林深处的⿅⻆⼯坊�，⽣活在此的两位著
名的拉普兰⼿⼯艺品艺术家—Irene 夫妇，会告诉你许多⿅⻆⼯艺

公务考察：芬兰幼⼉教育考察团�
芬兰幼⼉教育考察团专为幼⼉教育⼯作者及幼⼉教育机构领

导层⽽设计，⽬的为了解芬兰幼⼉教育⼯作情况，进⾏考察及交流。
本团结合旅游，⽂化交流及休闲娱乐等元素。整个⾏程为 11⽇，
参观 5个城市包括奥卢，罗凡涅⽶，赫尔⾟基，图尔库及斯德哥
尔摩。

⾏程特⾊�
� 奥卢 -斯堪的纳维亚北部的⾸府
� 全世界最⼤⽊屋幼⼉园 Pikku-Paavali
� 芬兰最⼤私⽴幼⼉园Touhula�Oulu分园和公⽴幼⼉园

Kuivasranta
� 奥卢⼤学 -芬兰知名学府
� Rovaniemi−罗⽡涅⽶，圣诞⽼⼈的故乡，带您进⼊童话世界！
� 拜访 Santa’s�Kindergarten�圣诞⽼⼈幼⼉园，体验世界领先
的芬兰早教！

乘搭芬兰航空由国内到芬兰⾸都赫尔⾟基，再转⻜⾄北部重镇
奥卢。

第⼆天�奥卢
享⽤酒店早餐后，市区参观胖警察⼴场，集市及室内市场，

市政厅及奥卢教堂等；午餐后，参观奥卢地区的公营Kuivasranta�
幼⼉院，这家成⽴于 2007 年的幼⼉园拥有⽇托中⼼，厨房设备以
及健⾝房，运动场馆更可以外借。幼⼉院在2座建筑内营运，⼀
共有 12 个⼩组以及 2个幼⼉护理⼩组。幼⼉护理⼩组专为 3岁或
以上的⼩孩⽽设。Kuivasranta幼⼉园坚守4个理念 :�(1)初级育苗、

第三天�奥卢
享⽤酒店早餐后，参观奥卢⼤学，这座芬兰规模最⼤的⼤学

是⼀所综合性⼤学，成⽴于 1958年，学⽣接近16500⼈，⼤学内
兼任研究项⽬的幼⼉园及动物学博物馆。届时将由奥卢市的教育�专�
家�作�演�讲�。还�可�以�参�观�动�物�学�博�物�馆 Zoological�Museum，
馆内活动主要围绕着北部事物，收藏达到 5万件脊椎动物和200万
件⽆脊椎动物。下午参观 Touhula 私⼈幼⼉园，这是家连锁式私⼈

第⼋天�赫尔⾟基—北京 /上海
酒店享⽤早餐后，在赫尔⾟基市区游览，参观斯堪的纳维亚

半岛最⼤的东正教教堂乌斯潘斯教堂，以及赫尔⾟基市区的标志
性建筑主教堂，还有全部以岩⽯建造的别具⼀格的岩⽯教堂，之
后游览西⻉柳斯公园，芬兰伟⼤的作曲家西⻉柳斯是芬兰⺠族乐
派的奠基⼈和杰出代表，芬兰⼈视其为⾳乐之⽗。午餐后休闲购物，
然后前往赫尔⾟基万塔国际机场，搭乘芬兰航空班机返回中国。

�

067

的历史和制作流程，在他们指导下你可以亲⾃动⼿制作⿅⻆⼯艺
品。相信这⼀定会给您的拉普兰之旅留下美好的记忆。晚餐后搭
乘夜⽕⻋前往赫尔⾟基。

赫尔⾟基市内游览，参观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最⼤的东正教教
堂乌斯潘斯教堂，以及赫尔⾟基市区的标志性建筑主教堂，还有
全部以岩⽯建造的别具⼀格的岩⽯教堂，之后游览西⻉柳斯公园，
芬兰伟⼤的作曲家西⻉柳斯是芬兰⺠族乐派的奠基⼈和杰出代表，
芬兰⼈视其为⾳乐之⽗。午餐后游览渔⼈码头及购物，这⾥当地
市⺠喜爱的地⽅之⼀，有总统府、最⾼法院和市政厅建筑，也有
热闹的集市。漂亮的船只和岸边古典的建筑形成这⾥⼗分丰富的
城市空间。

早餐后乘船来到爱沙尼亚⾸都塔林。城市三⾯环⽔，城内还
保留着⼏段古城墙和⼏座古炮台，道路狭窄，是座保有中世纪外
貌与格调的古⽼城市。主要景点有：托姆⽐亚⼭、议会⼤楼、亚
历⼭⼤涅夫斯基教堂、和整个塔林市壮丽的全景。然后可以继续
游览独特的市政厅⼴场、露天歌咏场、以及位于Pirita的海港和
15世纪早期的废墟。晚间搭乘�TallinkSiljaLine 的豪华游轮前往瑞
典⾸都斯德哥尔摩，夜宿于邮轮上。

早餐后下船市区游览，参观⽡萨沉船博物馆，在海底沉寂
达300年以上的⽡萨号战舰静候着你。午餐后观看瑞典皇家卫队
换岗仪式，⽽后可在斯德哥尔摩市政厅/Skansen室外博物馆/
Junibacken 童话世界 /警察博物馆 /�Tom�TitsExperiment 等景点
中选择游览。

酒店早餐后，⾃由在市区步⾏街皇后街购物。之后前往机场
搭乘芬兰航空，经赫尔⾟基转机，⻜往中国。

联系⽅式�
Arctic China Oy北极中国公司
Arctic Circle 96930 FINLAND
Tel. +358 44 2767 316
李颖  上海办事处销售& 操作主管
Tel. +86 13671691122
info@arcticch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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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到Pudasjarvi 参观 Pikku—Paavali幼⼉园，此处是是全 第七天�赫尔⾟基

第⼋天�赫尔⾟基—塔林—斯德哥尔摩

第九天�斯德哥尔摩

第⼗天�斯德哥尔摩—赫尔⾟基—中国

�
第⼗⼀天�抵达中国

第九天�北京 / 上海�

第七天�罗⽡涅⽶—凯⽶—赫尔⾟基

第⼀天�中国—赫尔⾟基—奥卢

(2) 可持续发展、(3)⼉童委员会、(4) 家⻓委员会。

第六天�罗⽡涅⽶—圣诞⽼⼈幼⼉园

第五天�罗⽡涅⽶

Arctic�Animal�Tour�北极动物之旅�(4-8⽉)
远离城市喧嚣，在卡拉约基，利明卡和拉努阿体验北

极动物！罗⽡涅⽶也有可选的体验。
卡拉约基(Kalajoki)以其漫⻓的沙滩⽽闻名，使其成

为芬兰全年都独特的⽬的地。这个度假胜地是芬兰真正
的异国⻛情天堂，坐落在波的尼亚湾的海岸。� Hiekkasä
rkät地区是⼀个紧凑的度假区，周边服务配套⻬全。 利明卡湾(Liminka� Bay)是欧洲最有价值的湿地栖

在美丽的波的尼亚海湾近距离窥探灰⾊海豹：踏上
船，享受难得的冒险之旅，带您在波的尼亚海湾形成的
独特冰⼭中拍摄灰⾊海豹的照⽚。在这个令⼈兴奋的旅
程中，享受新鲜的海洋空⽓，早春的阳光和当地的⼈⽂
⻛情。



命中最重要的时刻—跨越北极圈，同时在圣诞⽼⼈邮局⾥还能寄
出⼀份明信⽚表达我们的祝福。接下来去参观驯⿅场并体验特⾊
⿅⾁餐，让你近距离接触圣诞⽼⼈的可爱坐骑。接下来到北极博
物馆及Pilke森林博物馆转转，引领您深⼊了解北极及其⾃然环境。

酒店早餐后，前往海滨城市凯⽶，参观市政厅和粉红教堂。
然后参观冰雪城堡，这是⼀座完全⽤冰和雪建造的特殊城堡，从
1996年开始每年都会按照⼀定主题来设计。当室外零下三⼗度时，
城堡内依然保持相对温暖，⼤概在零下五度左右。它包括冰雪餐厅，
冰雪教堂及冰雪酒店，其每⼀个房间都是⼀件艺术品。午餐后⻜
往赫尔⾟基。

幼⼉园，提供⾼素质的早期幼⼉教育。该幼⼉院的⼉童每天最少进
⾏2⼩时的锻炼，范畴不局限于指定时段，同时也将锻炼变成⽣活
化，让⼉童可于⽇常⽣活中多做运动。在90分钟的参观活动中，
幼⼉园有专⼈讲该机构之课程安排，室外及室内的教学环境，以了
解 Touhula 何以视锻炼为早期教育的重要⼀环。

第四天�奥卢—Pudasjarvi—拉努⽡—罗⽡涅⽶

球最⼤的⽊屋学校⼀部份，该建筑占地约 1200 平⽶，是为了解决
⼀般学校室内空⽓及湿度问题⽽建的富含⾼科技元素的⽊屋建筑。
其室内布局合理，采光良好，空⽓清新，⾮常适合⼉童⻓时间的
驻留。Pikku—Paavali 幼⼉园可为⼤约100名⼉童提供⽇托服务。
午餐后到拉努⽡野⽣动物园参观，这⾥是全球⼗⼤有趣动物园之
⼀，公园饲养着典型的芬兰和北欧动物，包括芬兰北极熊、猞猁、
狼獾、驼⿅等，野趣盎然。

早餐后市区观光，参观Ounasvaara�滑雪场，罗⽡涅⽶制⾼
点Ounasvaara⼭顶，罗⽡涅⽶教堂等。随后来到北极圣诞⽼⼈村，
跨越北纬 66度 32 分 05 秒，获颁 * 跨越北极圈证书；在圣诞⽼⼈
办公室，亲⾃和圣诞⽼⼈⻅⾯并合影；到圣诞⽼⼈的官⽅邮局寄
上⼀张带有特别邮戳的卡⽚！随后乘坐游船前往驯⿅园，总⾏程
2.5⼩时，沿途欣赏美丽的凯⽶河⻛景！农场主会告诉你有关驯⿅
饲养的故事；在神秘的KOTA帐篷⾥⾯，农场主会举⾏特殊的欢
迎仪式，你也会荣获⼀份意义⾮凡的证书。仪式过后，在⿅场享
⽤美味的⿅⾁⼤餐。随后前往参观北极博物馆，这座博物馆由拉
普兰⼤学极地研究中⼼和省⽴博物馆 2个部分组成，涵盖
⾮常多的北极圈知识，互动性极强，参观完毕后，北极圈⾥
的⼀切都不再是奥秘！

Santa'sKindergarten—赫尔⾟基
早餐后，参观北极圈上的圣诞⽼⼈幼⼉园，参观及了解芬兰

的孩⼦们⼀天的上课情况，吃饭，午休，在操场⾥参观各种益智
的游乐设施。下午参观森林深处的⿅⻆⼯坊�，⽣活在此的两位著
名的拉普兰⼿⼯艺品艺术家—Irene 夫妇，会告诉你许多⿅⻆⼯艺

公务考察：芬兰幼⼉教育考察团�
芬兰幼⼉教育考察团专为幼⼉教育⼯作者及幼⼉教育机构领

导层⽽设计，⽬的为了解芬兰幼⼉教育⼯作情况，进⾏考察及交流。
本团结合旅游，⽂化交流及休闲娱乐等元素。整个⾏程为 11⽇，
参观 5个城市包括奥卢，罗凡涅⽶，赫尔⾟基，图尔库及斯德哥
尔摩。

⾏程特⾊�
� 奥卢 -斯堪的纳维亚北部的⾸府
� 全世界最⼤⽊屋幼⼉园 Pikku-Paavali
� 芬兰最⼤私⽴幼⼉园Touhula�Oulu分园和公⽴幼⼉园

Kuivasranta
� 奥卢⼤学 -芬兰知名学府
� Rovaniemi−罗⽡涅⽶，圣诞⽼⼈的故乡，带您进⼊童话世界！
� 拜访 Santa’s�Kindergarten�圣诞⽼⼈幼⼉园，体验世界领先
的芬兰早教！

乘搭芬兰航空由国内到芬兰⾸都赫尔⾟基，再转⻜⾄北部重镇
奥卢。

第⼆天�奥卢
享⽤酒店早餐后，市区参观胖警察⼴场，集市及室内市场，

市政厅及奥卢教堂等；午餐后，参观奥卢地区的公营Kuivasranta�
幼⼉院，这家成⽴于 2007 年的幼⼉园拥有⽇托中⼼，厨房设备以
及健⾝房，运动场馆更可以外借。幼⼉院在2座建筑内营运，⼀
共有 12 个⼩组以及 2个幼⼉护理⼩组。幼⼉护理⼩组专为 3岁或
以上的⼩孩⽽设。Kuivasranta幼⼉园坚守4个理念 :�(1)初级育苗、

第三天�奥卢
享⽤酒店早餐后，参观奥卢⼤学，这座芬兰规模最⼤的⼤学

是⼀所综合性⼤学，成⽴于 1958年，学⽣接近16500⼈，⼤学内
兼任研究项⽬的幼⼉园及动物学博物馆。届时将由奥卢市的教育�专�
家�作�演�讲�。还�可�以�参�观�动�物�学�博�物�馆 Zoological�Museum，
馆内活动主要围绕着北部事物，收藏达到 5万件脊椎动物和200万
件⽆脊椎动物。下午参观 Touhula 私⼈幼⼉园，这是家连锁式私⼈

第⼋天�赫尔⾟基—北京 /上海
酒店享⽤早餐后，在赫尔⾟基市区游览，参观斯堪的纳维亚

半岛最⼤的东正教教堂乌斯潘斯教堂，以及赫尔⾟基市区的标志
性建筑主教堂，还有全部以岩⽯建造的别具⼀格的岩⽯教堂，之
后游览西⻉柳斯公园，芬兰伟⼤的作曲家西⻉柳斯是芬兰⺠族乐
派的奠基⼈和杰出代表，芬兰⼈视其为⾳乐之⽗。午餐后休闲购物，
然后前往赫尔⾟基万塔国际机场，搭乘芬兰航空班机返回中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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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历史和制作流程，在他们指导下你可以亲⾃动⼿制作⿅⻆⼯艺
品。相信这⼀定会给您的拉普兰之旅留下美好的记忆。晚餐后搭
乘夜⽕⻋前往赫尔⾟基。

赫尔⾟基市内游览，参观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最⼤的东正教教
堂乌斯潘斯教堂，以及赫尔⾟基市区的标志性建筑主教堂，还有
全部以岩⽯建造的别具⼀格的岩⽯教堂，之后游览西⻉柳斯公园，
芬兰伟⼤的作曲家西⻉柳斯是芬兰⺠族乐派的奠基⼈和杰出代表，
芬兰⼈视其为⾳乐之⽗。午餐后游览渔⼈码头及购物，这⾥当地
市⺠喜爱的地⽅之⼀，有总统府、最⾼法院和市政厅建筑，也有
热闹的集市。漂亮的船只和岸边古典的建筑形成这⾥⼗分丰富的
城市空间。

早餐后乘船来到爱沙尼亚⾸都塔林。城市三⾯环⽔，城内还
保留着⼏段古城墙和⼏座古炮台，道路狭窄，是座保有中世纪外
貌与格调的古⽼城市。主要景点有：托姆⽐亚⼭、议会⼤楼、亚
历⼭⼤涅夫斯基教堂、和整个塔林市壮丽的全景。然后可以继续
游览独特的市政厅⼴场、露天歌咏场、以及位于Pirita的海港和
15世纪早期的废墟。晚间搭乘�TallinkSiljaLine 的豪华游轮前往瑞
典⾸都斯德哥尔摩，夜宿于邮轮上。

早餐后下船市区游览，参观⽡萨沉船博物馆，在海底沉寂
达300年以上的⽡萨号战舰静候着你。午餐后观看瑞典皇家卫队
换岗仪式，⽽后可在斯德哥尔摩市政厅/Skansen室外博物馆/
Junibacken 童话世界 /警察博物馆 /�Tom�TitsExperiment 等景点
中选择游览。

酒店早餐后，⾃由在市区步⾏街皇后街购物。之后前往机场
搭乘芬兰航空，经赫尔⾟基转机，⻜往中国。

联系⽅式�
Arctic China Oy北极中国公司
Arctic Circle 96930 FINLAND
Tel. +358 44 2767 316
李颖  上海办事处销售& 操作主管
Tel. +86 13671691122
info@arcticch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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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到Pudasjarvi 参观 Pikku—Paavali幼⼉园，此处是是全 第七天�赫尔⾟基

第⼋天�赫尔⾟基—塔林—斯德哥尔摩

第九天�斯德哥尔摩

第⼗天�斯德哥尔摩—赫尔⾟基—中国

�
第⼗⼀天�抵达中国

第九天�北京 / 上海�

第七天�罗⽡涅⽶—凯⽶—赫尔⾟基

第⼀天�中国—赫尔⾟基—奥卢

(2) 可持续发展、(3)⼉童委员会、(4) 家⻓委员会。

第六天�罗⽡涅⽶—圣诞⽼⼈幼⼉园

第五天�罗⽡涅⽶

Arctic�Animal�Tour�北极动物之旅�(4-8⽉)
远离城市喧嚣，在卡拉约基，利明卡和拉努阿体验北

极动物！罗⽡涅⽶也有可选的体验。
卡拉约基(Kalajoki)以其漫⻓的沙滩⽽闻名，使其成

为芬兰全年都独特的⽬的地。这个度假胜地是芬兰真正
的异国⻛情天堂，坐落在波的尼亚湾的海岸。� Hiekkasä
rkät地区是⼀个紧凑的度假区，周边服务配套⻬全。 利明卡湾(Liminka� Bay)是欧洲最有价值的湿地栖

在美丽的波的尼亚海湾近距离窥探灰⾊海豹：踏上
船，享受难得的冒险之旅，带您在波的尼亚海湾形成的
独特冰⼭中拍摄灰⾊海豹的照⽚。在这个令⼈兴奋的旅
程中，享受新鲜的海洋空⽓，早春的阳光和当地的⼈⽂
⻛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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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o Camp School Sample Program

地质露营学校坐落于被列⼊联合国教科⽂组织的洛库亚世界
地质公园的独特环境中。地质公园的⾃然⻛光⾃冰河时期塑造⽽
成不仅提供了学习环境控制机制和流程的有趣教学氛围，同时也
展⽰了地质学与⽣活⾃然及⼈类⽂化之间的关系。

地质露营学校的愿景是让更多⼈了解⾃然和⽂化多样性的价
值观，以及⽤不同⽅式来证明我们的环境质量为下⼀代提供更好
的⽣存环境；宗旨是“可持续⽣活”。该计划包括我们周围环境
的基本信息及其对⼈类的意义。洛库亚联合国教科⽂组织世界地
质公园提供了理想的环境配置，从不同的⻆度来看待这些话题，
同时享受北欧⼤⾃然的纯净与美丽。

⾏程特⾊�
� 包含洛库亚健康&温泉酒店 3-4 ⼈/ 房间宽敞家庭房的住宿
� 包含早餐、午餐、晚餐，夜间点⼼
� 包含健⾝房&泳池的使⽤
� 包括含专业导游的露营项⽬
� ⾃费选择额外项⽬

具体⾏程�
第⼀天�⼊营

抵达露营场地并⼊住

第⼆天�洛库亚国家露营学校
参加⼊营欢迎仪式并对露营场地及项⽬课程进⾏介绍，导师

带领熟悉了解教学资料，在整个露营期间根据准备好的指定题⽬
进⾏团建活动（通过视频演⽰或类似⽅式），包括游戏及趣味⽐赛。

学习和认识芬兰北部常⻅的动植物物种，制作洛库亚独特植
被的植物标本；学习并实践天然物品及其运⽤：采摘浆果和蘑菇、
钓⻥、钻⽊取⽕，学习可持续⽣活⽅式以及保护⾃然环境的重要性。

今⽇将前往芬兰郊野徒步，学习远⾜之外实践基本的野外技
能，如包装设备、定向运动、造取营⽕和搭建树屋等。10点 -下
午 5点进⾏⾃由摄影。晚餐过后可以回松鸡掩护点拍摄，或在奥
卢地区进⾏猫头鹰拍摄�如果有猫头鹰的话。

最后⼀天清晨在专业的掩护点拍摄松鸡求偶照⽚。9-10 点⽤
早餐。办理退房，交通⾄奥卢机场登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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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营地体验

第三天�地质公园

第五天�⾃然教育

第六天�芬兰野外历险

第七天�回到中国

地质营地参考⾏程

⾏程特⾊ 

第四天�地质公园展览�Rokua�Geopark�exhibition
2020年夏季在Utajärvi全新开放的地质公园展览将带您全

⾯了解整个地质公园，2021年春季会在Muhos和Vaala⼩镇开
设另外2个分展。通过专业向导的专业介绍，深⼊了解当地的历
史、地理和⼈⽂⻛情。�

息地之⼀，这⾥有160多种不同的候⻦。有些⻦是⾮常稀
有的。是什么让Liminka有着如此魅⼒？很⼤程度上是由
渐⾏渐远的⼤海所塑造。壮观的⾃然⻛光和芬兰北部的
⽣活⽅式为是利明卡(Liminka)度假的的特点。

抓住机会！亲眼⽬睹⻦类的迁徙、北极动物、芬兰国
粹-桑拿。与我们⼀起在拉努阿(Ranua)到芬兰唯⼀⼀个
拥有北极熊的野⽣动物园。

Ÿ Ranua拉努阿野⽣动物园

Ÿ 宽胎⾃⾏⻋之旅

Ÿ 探访北极圈和圣诞⽼⼈村

Ÿ 驯⿅场参观

Ÿ 观⻦之旅

Ÿ Stand-up�paddling�站⽴划桨

Ÿ ⼾外冒险公园Park�Pakka

Ÿ JukuPark�的Adventure�Golf�主题⾼尔夫

Ÿ 海豹探险

第⼆天�灰海豹探险之旅�Grey�Seal�Safari�

第三天�利明卡�Liminka�

晚餐：Liminka当地餐厅�三道式

餐：3道式晚餐

第⼀天，抵达�卡拉约基�Kalajoki

酒店：Santa's�Hotel�Sani

酒店早餐后，前往Konikarvo港⼝，搭乘游船开始灰⾊海豹探险之
旅，这是在波的尼亚海湾繁殖较多的⼀种海豹。途中前往
Maakalla渔⺠岛享⽤午餐：当地的海鲜、蔬菜、煎饼、咖啡&茶。途
中船上提供茶⽔和⼩⻝。
晚餐：Kalajoki当地餐厅�三道式

搭乘赫尔⾟基-科科拉的航班，随后专⻋接送抵达卡拉约基。

酒店早餐后，前往利明卡.⼊住Place�to�Sleep�快捷酒店：酒店房间
宽敞，设施⻬全，房间将北欧的设计⻛格和当地的⾃然⻛光完美结
合。位于市中⼼，傍晚我们前往哈斯奇农场参观。

第四天�观⻦之旅�Bird�watching�tour�

第五天�北极野⽣动物园�Ranua�Zoo

随后在动物园餐厅享⽤⾃助餐。

第七天�返程

游览结束后返回Liminka

酒店早餐后，退房，完美结束⾏程。

在Café Lakeus 享⽤早餐，随后驱⻋前往Ranua野⽣动物园。途径
当地传统的驯⿅农场，场主会向我们介绍当地的传统的放牧⽅式。�
我们的向导将为您安排好⻔票和介绍路径，随后您可以开始公园
内的3公⾥动物之旅！动物园内有：北极狐、北极熊、驼⿅、⼭猫、狼
等其它北极动物。

夜宿Ranua

第六天�罗⽡涅⽶之旅
酒店早餐后，前往罗⽡涅⽶圣诞⽼⼈村：跨越北极圈，圣诞⽼⼈邮
局、与圣诞⽼⼈会⾯。

早餐后，前往Liminka�Bay。�通过向导和展览，⾸先全⾯⼀年8个⻦
的季节，然后了解各种候⻦的种类。在海湾的观⻦塔可以⼀睹这些
候⻦的⻛采。⾃助午餐后还可体验当地传统的捕⻥⽅式。

晚餐：Ranua当地餐厅�三道式

夜宿:Liminka

联系⽅式�
Liminka Bay Travel
Lakeustalo,Liminganraitti 10, 91900 Liminka 
travel@liminka.fi
www.liminkabaytravel.com

具体⾏程�

⾏程特⾊�

跟随导游参观被列⼊联合国教科⽂组织的洛库亚全球地
质公园的独特环境，了解地质公园历史演化进程；然后参观洛
库亚地质索道，开展知识普及和景观建模，随后游览⼭顶观光
塔，俯瞰公园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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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o Camp School Sample Program

地质露营学校坐落于被列⼊联合国教科⽂组织的洛库亚世界
地质公园的独特环境中。地质公园的⾃然⻛光⾃冰河时期塑造⽽
成不仅提供了学习环境控制机制和流程的有趣教学氛围，同时也
展⽰了地质学与⽣活⾃然及⼈类⽂化之间的关系。

地质露营学校的愿景是让更多⼈了解⾃然和⽂化多样性的价
值观，以及⽤不同⽅式来证明我们的环境质量为下⼀代提供更好
的⽣存环境；宗旨是“可持续⽣活”。该计划包括我们周围环境
的基本信息及其对⼈类的意义。洛库亚联合国教科⽂组织世界地
质公园提供了理想的环境配置，从不同的⻆度来看待这些话题，
同时享受北欧⼤⾃然的纯净与美丽。

⾏程特⾊�
� 包含洛库亚健康&温泉酒店 3-4 ⼈/ 房间宽敞家庭房的住宿
� 包含早餐、午餐、晚餐，夜间点⼼
� 包含健⾝房&泳池的使⽤
� 包括含专业导游的露营项⽬
� ⾃费选择额外项⽬

具体⾏程�
第⼀天�⼊营

抵达露营场地并⼊住

第⼆天�洛库亚国家露营学校
参加⼊营欢迎仪式并对露营场地及项⽬课程进⾏介绍，导师

带领熟悉了解教学资料，在整个露营期间根据准备好的指定题⽬
进⾏团建活动（通过视频演⽰或类似⽅式），包括游戏及趣味⽐赛。

学习和认识芬兰北部常⻅的动植物物种，制作洛库亚独特植
被的植物标本；学习并实践天然物品及其运⽤：采摘浆果和蘑菇、
钓⻥、钻⽊取⽕，学习可持续⽣活⽅式以及保护⾃然环境的重要性。

今⽇将前往芬兰郊野徒步，学习远⾜之外实践基本的野外技
能，如包装设备、定向运动、造取营⽕和搭建树屋等。10点 -下
午 5点进⾏⾃由摄影。晚餐过后可以回松鸡掩护点拍摄，或在奥
卢地区进⾏猫头鹰拍摄�如果有猫头鹰的话。

最后⼀天清晨在专业的掩护点拍摄松鸡求偶照⽚。9-10 点⽤
早餐。办理退房，交通⾄奥卢机场登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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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营地体验

第三天�地质公园

第五天�⾃然教育

第六天�芬兰野外历险

第七天�回到中国

地质营地参考⾏程

⾏程特⾊ 

第四天�地质公园展览�Rokua�Geopark�exhibition
2020年夏季在Utajärvi全新开放的地质公园展览将带您全

⾯了解整个地质公园，2021年春季会在Muhos和Vaala⼩镇开
设另外2个分展。通过专业向导的专业介绍，深⼊了解当地的历
史、地理和⼈⽂⻛情。�

息地之⼀，这⾥有160多种不同的候⻦。有些⻦是⾮常稀
有的。是什么让Liminka有着如此魅⼒？很⼤程度上是由
渐⾏渐远的⼤海所塑造。壮观的⾃然⻛光和芬兰北部的
⽣活⽅式为是利明卡(Liminka)度假的的特点。

抓住机会！亲眼⽬睹⻦类的迁徙、北极动物、芬兰国
粹-桑拿。与我们⼀起在拉努阿(Ranua)到芬兰唯⼀⼀个
拥有北极熊的野⽣动物园。

Ÿ Ranua拉努阿野⽣动物园

Ÿ 宽胎⾃⾏⻋之旅

Ÿ 探访北极圈和圣诞⽼⼈村

Ÿ 驯⿅场参观

Ÿ 观⻦之旅

Ÿ Stand-up�paddling�站⽴划桨

Ÿ ⼾外冒险公园Park�Pakka

Ÿ JukuPark�的Adventure�Golf�主题⾼尔夫

Ÿ 海豹探险

第⼆天�灰海豹探险之旅�Grey�Seal�Safari�

第三天�利明卡�Liminka�

晚餐：Liminka当地餐厅�三道式

餐：3道式晚餐

第⼀天，抵达�卡拉约基�Kalajoki

酒店：Santa's�Hotel�Sani

酒店早餐后，前往Konikarvo港⼝，搭乘游船开始灰⾊海豹探险之
旅，这是在波的尼亚海湾繁殖较多的⼀种海豹。途中前往
Maakalla渔⺠岛享⽤午餐：当地的海鲜、蔬菜、煎饼、咖啡&茶。途
中船上提供茶⽔和⼩⻝。
晚餐：Kalajoki当地餐厅�三道式

搭乘赫尔⾟基-科科拉的航班，随后专⻋接送抵达卡拉约基。

酒店早餐后，前往利明卡.⼊住Place�to�Sleep�快捷酒店：酒店房间
宽敞，设施⻬全，房间将北欧的设计⻛格和当地的⾃然⻛光完美结
合。位于市中⼼，傍晚我们前往哈斯奇农场参观。

第四天�观⻦之旅�Bird�watching�tour�

第五天�北极野⽣动物园�Ranua�Zoo

随后在动物园餐厅享⽤⾃助餐。

第七天�返程

游览结束后返回Liminka

酒店早餐后，退房，完美结束⾏程。

在Café Lakeus 享⽤早餐，随后驱⻋前往Ranua野⽣动物园。途径
当地传统的驯⿅农场，场主会向我们介绍当地的传统的放牧⽅式。�
我们的向导将为您安排好⻔票和介绍路径，随后您可以开始公园
内的3公⾥动物之旅！动物园内有：北极狐、北极熊、驼⿅、⼭猫、狼
等其它北极动物。

夜宿Ranua

第六天�罗⽡涅⽶之旅
酒店早餐后，前往罗⽡涅⽶圣诞⽼⼈村：跨越北极圈，圣诞⽼⼈邮
局、与圣诞⽼⼈会⾯。

早餐后，前往Liminka�Bay。�通过向导和展览，⾸先全⾯⼀年8个⻦
的季节，然后了解各种候⻦的种类。在海湾的观⻦塔可以⼀睹这些
候⻦的⻛采。⾃助午餐后还可体验当地传统的捕⻥⽅式。

晚餐：Ranua当地餐厅�三道式

夜宿:Liminka

联系⽅式�
Liminka Bay Travel
Lakeustalo,Liminganraitti 10, 91900 Liminka 
travel@liminka.fi
www.liminkabaytravel.com

具体⾏程�

⾏程特⾊�

跟随导游参观被列⼊联合国教科⽂组织的洛库亚全球地
质公园的独特环境，了解地质公园历史演化进程；然后参观洛
库亚地质索道，开展知识普及和景观建模，随后游览⼭顶观光
塔，俯瞰公园全貌。



⾏程特⾊ 
� 包含洛库亚健康 &温泉酒店宽敞的 3-⼈4 / 间的家庭房的住宿
� 包含早餐，午餐，晚餐，夜间点⼼
� 包含健⾝房&泳池的使⽤
� 包括含专业向导的露营项⽬
�

具体⾏程�
第⼀天�⼊营

抵达露营场地并⼊住

第⼆天�洛库亚国家露营学校
参加⼊营欢迎仪式并对露营场地及项⽬课程进⾏介绍，导师

带领熟悉了解教学资料，在整个露营期间根据准备好的指定题⽬

第三天�地质公园
跟随导游参观被列⼊联合国教科⽂组织的洛库亚全球地质

公园的独特环境，了解地质公园历史演化进程；然后参观洛库亚地
质索道，开展知识普及和景观建模，随后游览⼭顶观光塔，俯瞰公
园全貌。

;

奥卢 (1 ⼩时⻋程 ):�Rokua 地质公园⾃由活动

071

额外项⽬  
� ⼀天奥卢 /卡亚尼城市观光
� 去罗⽡涅⽶⼀⽇游
� 独⽊⾈ /⽪划艇基础知识培训
� 洛库亚蘑菇和浆果采摘课程（包含采摘和⼀些烹� 饪和⻝谱）�
� 在洛库亚地质公园进⾏⼭地⾃⾏⻋之旅
� ⾃然⽣存技能课程，4-5⼩时
� Disque ⾼尔夫指导
� 在皇家⼤道滑雪游览
� 约会圣诞⽼⼈
� 狗拉雪橇（仅在冬季）
� 参观驯⿅农场（仅在冬季）
� 参观卡累利阿艺术展览（夏季）
� 参观卡累利阿⼈的村庄
� 参观当地教堂

联系⽅式�
        www.rokua.com

sales@rokua.com
Kuntoraitti2,91670Roku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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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天�研讨会和闭幕式
总结团队活动，参加研讨会进⾏团队活动展⽰；然后参加闭

幕式并领取证书；随后整理⾏李准备与营地告别。

第⼗⼀天�回程

学习和认识芬兰北部常⻅的动植物物种，制作洛库亚独特植
被的植物标本；学习并实践天然物品及其运⽤：采摘浆果和蘑菇、
钓⻥、钻⽊取⽕，学习可持续⽣活⽅式以及保护⾃然环境的重要性。

第四天�⾃然教育

进⾏团建活动（通过视频演⽰或类似⽅式），包括游戏及趣味⽐赛。

今⽇将前往芬兰郊野徒步，学习远⾜之外实践基本的野外技
能，如包装设备、定向运动、造取营⽕和搭建树屋等。

今⽇设置⾃由活动⽇或特殊项⽬⽇（可选），⼤家可⾃由安
排活动时间或在酒店及周围⾃由活动。可选项⽬:�奥卢，卡尼亚或
罗⽡涅⽶⼀⽇游：奥卢Super公园 ,购物等 /卡亚尼“愤怒的⼩⻦”
主题乐园 /罗⽡涅⽶圣诞⽼⼈，跨越北极圈。

了解芬兰当地传统美⻝，认识当地美⻝的天然传统配料，运
⽤当地原⽣⻝材烹饪地道美⻝。学习烹饪后再来⼀场烹饪竞赛“洛
库亚厨王争霸赛”，看看⼤家的⼿艺。

学习⽔源的多维现象感官：了解⽔对⼤⾃然及⼈类社会的重要
意义以及其存在的三个阶段；学习⽔循环知识，了解⽔从哪⾥来，
⼜会去向哪⾥，以及哪些因素会影响⽔质；之后来⼀场畅快的⽔上
活动：游泳，嬉⽔等。

故事，然后来到⻢纳曼萨洛岛，进⾏岛上远⾜。在岛上开展⾃然
教育，运⽤艺术灵感建模景观，并可以在岛上的沙滩上休息，享
受惬意时光。

第五天�芬兰野外历险

第六天�⾃由活动

第七天�⾆尖上的芬兰

第⼋天�纯净之源

第九天�奥卢湖区 ~⻢纳曼萨洛岛
学习芬兰北部的史⽂化，聆听远古巨⼈Ka r e l i a n的

11⽇地质营地体验参考⾏程

销售总监：
Tiina Ruotsalainen
Tel. +358 406508920



⾏程特⾊ 
� 包含洛库亚健康 &温泉酒店宽敞的 3-⼈4 / 间的家庭房的住宿
� 包含早餐，午餐，晚餐，夜间点⼼
� 包含健⾝房&泳池的使⽤
� 包括含专业向导的露营项⽬
�

具体⾏程�
第⼀天�⼊营

抵达露营场地并⼊住

第⼆天�洛库亚国家露营学校
参加⼊营欢迎仪式并对露营场地及项⽬课程进⾏介绍，导师

带领熟悉了解教学资料，在整个露营期间根据准备好的指定题⽬

第三天�地质公园
跟随导游参观被列⼊联合国教科⽂组织的洛库亚全球地质

公园的独特环境，了解地质公园历史演化进程；然后参观洛库亚地
质索道，开展知识普及和景观建模，随后游览⼭顶观光塔，俯瞰公
园全貌。

;

奥卢 (1 ⼩时⻋程 ):�Rokua 地质公园⾃由活动

071

额外项⽬  
� ⼀天奥卢 /卡亚尼城市观光
� 去罗⽡涅⽶⼀⽇游
� 独⽊⾈ /⽪划艇基础知识培训
� 洛库亚蘑菇和浆果采摘课程（包含采摘和⼀些烹� 饪和⻝谱）�
� 在洛库亚地质公园进⾏⼭地⾃⾏⻋之旅
� ⾃然⽣存技能课程，4-5⼩时
� Disque ⾼尔夫指导
� 在皇家⼤道滑雪游览
� 约会圣诞⽼⼈
� 狗拉雪橇（仅在冬季）
� 参观驯⿅农场（仅在冬季）
� 参观卡累利阿艺术展览（夏季）
� 参观卡累利阿⼈的村庄
� 参观当地教堂

联系⽅式�
        www.rokua.com

sales@rokua.com
Kuntoraitti2,91670Roku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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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天�研讨会和闭幕式
总结团队活动，参加研讨会进⾏团队活动展⽰；然后参加闭

幕式并领取证书；随后整理⾏李准备与营地告别。

第⼗⼀天�回程

学习和认识芬兰北部常⻅的动植物物种，制作洛库亚独特植
被的植物标本；学习并实践天然物品及其运⽤：采摘浆果和蘑菇、
钓⻥、钻⽊取⽕，学习可持续⽣活⽅式以及保护⾃然环境的重要性。

第四天�⾃然教育

进⾏团建活动（通过视频演⽰或类似⽅式），包括游戏及趣味⽐赛。

今⽇将前往芬兰郊野徒步，学习远⾜之外实践基本的野外技
能，如包装设备、定向运动、造取营⽕和搭建树屋等。

今⽇设置⾃由活动⽇或特殊项⽬⽇（可选），⼤家可⾃由安
排活动时间或在酒店及周围⾃由活动。可选项⽬:�奥卢，卡尼亚或
罗⽡涅⽶⼀⽇游：奥卢Super公园 ,购物等 /卡亚尼“愤怒的⼩⻦”
主题乐园 /罗⽡涅⽶圣诞⽼⼈，跨越北极圈。

了解芬兰当地传统美⻝，认识当地美⻝的天然传统配料，运
⽤当地原⽣⻝材烹饪地道美⻝。学习烹饪后再来⼀场烹饪竞赛“洛
库亚厨王争霸赛”，看看⼤家的⼿艺。

学习⽔源的多维现象感官：了解⽔对⼤⾃然及⼈类社会的重要
意义以及其存在的三个阶段；学习⽔循环知识，了解⽔从哪⾥来，
⼜会去向哪⾥，以及哪些因素会影响⽔质；之后来⼀场畅快的⽔上
活动：游泳，嬉⽔等。

故事，然后来到⻢纳曼萨洛岛，进⾏岛上远⾜。在岛上开展⾃然
教育，运⽤艺术灵感建模景观，并可以在岛上的沙滩上休息，享
受惬意时光。

第五天�芬兰野外历险

第六天�⾃由活动

第七天�⾆尖上的芬兰

第⼋天�纯净之源

第九天�奥卢湖区 ~⻢纳曼萨洛岛
学习芬兰北部的史⽂化，聆听远古巨⼈Ka r e l i a n的

11⽇地质营地体验参考⾏程

销售总监：
Tiina Ruotsalainen
Tel. +358 406508920



卡拉约基夏季暑假项⽬
Family Summer program in Kalajoki  

卡拉约基沙丘地带�(Kalajoen�Hiekkasärkät) 因太阳、海洋和
沙丘⽽闻名，但卡拉约基则拥有的远远超过这些。他是芬兰最著
名的旅游⽬的地之⼀。当你为孩⼦寻找紧凑、安全、独特的旅游
的地⽅�卡拉约基拥有这⼀切。⻓⻓的沙滩和各式各样的休闲
活动确保了客⼈们玩得很开⼼。海滩⼗分安全，浅⽔区有纯净的
游泳区。家庭和情侣都希望在⼀起度过美好时光，他们⼀定会享
受在卡拉约基的⽣活。来吧，在北海海滨度过⼀个难忘的假期。
学习⼀些传统的芬兰⼿⼯陶器，听⼀些当地的历史和海洋⽂化，
尝试⼀些海滩活动。

第⼀天�中国 - 卡拉约基
到达 Kalajoki�Dunes，登记⼊住酒店，欢迎晚餐后，夜宿舒

适的公寓 /度假屋

第⼆天�海洋游客中⼼ &海岸徒步之旅
⾃助早餐后，与我们海洋游客中⼼的导游⻅⾯，了解更多关

于我们美丽的海洋⽣态和沙丘。在我们的展览上，你可以跳⼊波
的尼亚湾⽔下世界，可以感受和学习到当地⼈⺠之前的⽣活状态
或者可以去尝试捕捞芬兰最⼤的⻥类。之后，导游会带领你步⾏
游览海滩。享⽤⾃助午餐，后参观 sani 圣诞⽼⼈温泉度假酒店的
桑拿和⽔疗。在沙丘的海岸线上蜿蜒⽽⾏的⽊板路为游客提供了
⼀个在海滩上散步的绝佳机会。⾃助晚餐。

第三天�Pakka 冒险公园
⾃助早餐后与你的探险向导在酒店⼤堂碰⾯。今天的⾏动：

Pakka探险！公园⾥的探险课程为寻求刺激者根据年龄和不同⽔
平提供合适的挑战。在⼀场射击⽐赛中发现你内⼼的罗宾汉，挑
战你⾃⼰和你的朋友们；或者你可以在树顶和地⾯之间移动，同

时在松弛线上保持平衡；或者在蹦极床上蹦极！在激动⼈⼼的冒
险之后，你⼀定会获得 Pakka 海岸毕业证和在 Pakka ⽊制帐篷外
的篝⽕午餐。下午我们会在露营地的两个球场打迷你⾼尔夫，吃
点冰淇淋。⾃助晚餐。

第四天�参观 Plassi ⽼城和有趣的⽔上乐园（含导）
⾃助早餐后，今天导游将带你去卡拉约基⽼城Plassi和

Havula 庄园。Havula 别墅由锯⽊⼚经理于 1912 年建造，⽤于永
久居住场所所居住。之后我们将参观 Iso-Pahkala 陶器，并⾃制⻥
汤作为午餐。在陶艺作坊，我们会制作⾃⼰的陶⼟纪念品。下午
我们会在⽔上乐园和朋友们⼀起度过美好的夏⽇时光。你可以坐
在轮胎，⽓垫上或以更加传统的⽅式滑下去。JukuPark ⾃豪地呈
现令⼈难以⾃信的滑⽔滑梯，你可以在环上滑⾏或者以传统⽅式
滑⾏。新的⽔上乐园不仅提供精彩的滑道，还提供⼤的泳池和令
⼈愉悦的⽇光浴区和露台，还有⼀些列游乐设施和活动。⾃助晚餐。

第五天�钓⻥&航海旅⾏
⾃助早餐后，我们将前往 Lohilaakso三⽂⻥溪⾕。抓获的⻥

会被做成烟熏⻥作为当⽇的午餐�享受当地新鲜的⽩⻥和熏鲑
⻥。之后我们将乘坐 Galeas�Ansio 去航⾏。Galeas�Ansio 是⼀种
传统的⽊制双桅船。Galeas�Ansio 从 Konikarvo 港⼝出发。航⾏
前往波地尼亚湾⼤约需要2⼩时。旅途中提供点⼼。⾃助晚餐，
并参加欢送晚会和 BBQ⻛格夜宵。

第六天�回程
享⽤⾃助早餐，上午在沙滩漫步，在海⾥游泳。中午前办理

退房，享⽤⾃助午餐后回程。

联系⽅式�
Kalajoki Booking Centre 
Laura Kujala 
Jukupolku 5, FIN-85100 Kalajoki
Tel: +358-8-466 691
laura.kujala@kalajokikeskusvaraamo.fi
www.bookingkalajoki.fi

073

奥卢市，位于波的尼亚湾海岸和Oulunjoki 河三⻆洲，是芬
兰北部最⼤的城市。这⾥是现代商业、⾼科技和旅游业遇⻅北部
的宁静和异国情调的完美结合。

漫步城市，您会发现奥卢的⾃然和⼾外活动是其最中⼼的部
分。您到处可⻅美丽的公园。冬天这⾥有修缮完好的滑雪轨道，
也可以体验结冰的海⾯。

城市之外，波的尼亚湾的群岛⻛光也不容⼩觑。夏天这⾥的
海滩和冬天这⾥冰⾯上的活动都⼴受欢迎。

奥卢，⼜称科技之城，是芬兰第五⼤城市，于 1605 年由瑞典
国王查理九世成⽴。到 19 世纪，奥卢已经成为焦油出⼝领头⽺之
⼀。当时已经形成了奥卢这座城市富有激情，对企业家友善的氛围。

Iso�Syöte 是芬兰拉普兰南边边境的独特地⽅。因为其独⼀⽆
⼆的地理位置，游客可以在此尽享独特的冬⽇体验。⼭顶上您可
全景观赏周围被⽩雪覆盖的森林、湖泊和⾃然景观。树上覆盖着
厚厚的积雪，让树⽊变成了美丽的雕塑，每⼀株都形态各异。这
⾥有⽆线精彩等您来探索！来 Iso�Syöte 度过⼀个宁静⼜特别的冬
天吧！

第⼀天�中国 - 奥卢 -Nallikari 度假村
到达奥卢。机场交通⾄ Vihiluoto。您可得到保暖⾐物、靴⼦、

⼿套和袜⼦。在波的尼亚湾旁的Vihiluoto.Kota⼩屋接受芬兰式
的欢迎晚宴 /午餐。Kota⼩屋是传统拉普兰式建筑，有壁炉，可
同时容纳 30 ⼈（若有特殊安排可容纳 40 ⼈）。

交通⾄Nallikari 度假村办理⼊住。在Poiju别墅住宿。现代
的别墅配有设备⻬全的厨房、⽤餐区、独⽴桑拿、两间卧室和起
居室、壁炉和通往⼤海的⼤露台。旁边就是Eden温泉，游客可
⾃费体验温泉项⽬。

第⼆天�Nallikari 度假村
在 Nallikari 度假村旁步⾏ 100 ⽶的 Eden 餐厅⽤完早餐，前

往雪⼈地�结冰的海⾯充满冬⽇的快乐。想尝试冰钓或椅⼦雪

橇或转圈吗？这⾥有6种不同的活动，让您尽享雪地和冰⾯的乐
趣。游客还可使⽤⼩型的活动操场，尽情尝试波的尼亚海冰⾯上
的各种活动吧！

接着我们在Nallikari 餐馆⽤午餐。芬兰式菜单，景⾊是迷⼈
的冰⾯⼤海。午餐后是⼀场环绕奥卢市的含导巴⼠游，我们会带
您领略河流、海边、沼泽地和树林。您会参观奥卢过去和现在的
市中⼼，以及⽂化和科技场所。期间您能了解焦油商贩、造船⼈、
航海家和三⽂⻥渔⺠的故事。市中⼼⾃由活动。晚餐在奥卢集市
⾥的Uleåborg 餐馆享⽤。交通⾄Nallikari 度假村。过夜。

第三天�奥卢 -Iso�Syöte
Eden餐馆⽤早餐。我们乘坐巴⼠前往 Iso�Syöte。欢迎来到

拉普兰！路上您可观赏美丽的雪景。在弯道中您尤其会惊叹周围
的景⾊之美。欢迎来到酒店，我们会进⾏项⽬介绍。⼊住⾃选房间。

在全景餐厅⽤午餐。午餐后，导游在⼤堂和⼤家汇合。⾸先
您会得到合适的⾐物。我们提供保暖⾐物、靴⼦、⼿套、头盔、
袜⼦等。穿戴完毕准备出发！外⾯雪地摩托已经准备完毕。导游
会解释并指导如何驾驶。随后您启动摩托跟随导游进⾏雪地摩托
之旅。您会在弯道⾥慢慢地下⼭，穿过⽩雪覆盖的森林。在结冰
的沼泽或湖⾯上稍微加速。别忘了欣赏周围的美景。这才是真正
的冬季神奇冒险之旅！接下来有享⽤桑拿、泳池、北极⽔疗按摩
浴缸和冰桑拿的⾃由时间。在全景餐厅⽤晚餐。过夜。

第四天�哈⼠奇农场
⼀顿丰盛的⾃助早餐开启新的⼀天。再次穿戴保暖⾐物。今

天我们造访哈⼠奇农场。交通⾄农场，我们⻢上开始哈⼠奇雪橇
之旅。哈⼠奇已经在等待⼤家了，跳跃着吠叫着要拉动这些雪橇。
我们会进⾏⼀段 12公⾥的哈⼠奇雪橇之旅。享受⾃然的宁静和⽩
雪皑皑。午餐在哈⼠奇农场的 pirtti 享⽤。

交通返回 Iso�Syöte。接下来有享⽤桑拿、泳池、北极⽔疗按
摩浴缸和冰桑拿的⾃由时间。在全景餐厅⽤晚餐。过夜。

 Oulu Safaris  & Iso Syöte:Oulu探索奥卢
�城市⽂化⻔⼾以及拉普兰独特⾃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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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拉约基夏季暑假项⽬
Family Summer program in Kalajoki  

卡拉约基沙丘地带�(Kalajoen�Hiekkasärkät) 因太阳、海洋和
沙丘⽽闻名，但卡拉约基则拥有的远远超过这些。他是芬兰最著
名的旅游⽬的地之⼀。当你为孩⼦寻找紧凑、安全、独特的旅游
的地⽅�卡拉约基拥有这⼀切。⻓⻓的沙滩和各式各样的休闲
活动确保了客⼈们玩得很开⼼。海滩⼗分安全，浅⽔区有纯净的
游泳区。家庭和情侣都希望在⼀起度过美好时光，他们⼀定会享
受在卡拉约基的⽣活。来吧，在北海海滨度过⼀个难忘的假期。
学习⼀些传统的芬兰⼿⼯陶器，听⼀些当地的历史和海洋⽂化，
尝试⼀些海滩活动。

第⼀天�中国 - 卡拉约基
到达 Kalajoki�Dunes，登记⼊住酒店，欢迎晚餐后，夜宿舒

适的公寓 /度假屋

第⼆天�海洋游客中⼼ &海岸徒步之旅
⾃助早餐后，与我们海洋游客中⼼的导游⻅⾯，了解更多关

于我们美丽的海洋⽣态和沙丘。在我们的展览上，你可以跳⼊波
的尼亚湾⽔下世界，可以感受和学习到当地⼈⺠之前的⽣活状态
或者可以去尝试捕捞芬兰最⼤的⻥类。之后，导游会带领你步⾏
游览海滩。享⽤⾃助午餐，后参观 sani 圣诞⽼⼈温泉度假酒店的
桑拿和⽔疗。在沙丘的海岸线上蜿蜒⽽⾏的⽊板路为游客提供了
⼀个在海滩上散步的绝佳机会。⾃助晚餐。

第三天�Pakka 冒险公园
⾃助早餐后与你的探险向导在酒店⼤堂碰⾯。今天的⾏动：

Pakka探险！公园⾥的探险课程为寻求刺激者根据年龄和不同⽔
平提供合适的挑战。在⼀场射击⽐赛中发现你内⼼的罗宾汉，挑
战你⾃⼰和你的朋友们；或者你可以在树顶和地⾯之间移动，同

时在松弛线上保持平衡；或者在蹦极床上蹦极！在激动⼈⼼的冒
险之后，你⼀定会获得 Pakka 海岸毕业证和在 Pakka ⽊制帐篷外
的篝⽕午餐。下午我们会在露营地的两个球场打迷你⾼尔夫，吃
点冰淇淋。⾃助晚餐。

第四天�参观 Plassi ⽼城和有趣的⽔上乐园（含导）
⾃助早餐后，今天导游将带你去卡拉约基⽼城Plassi和

Havula 庄园。Havula 别墅由锯⽊⼚经理于 1912 年建造，⽤于永
久居住场所所居住。之后我们将参观 Iso-Pahkala 陶器，并⾃制⻥
汤作为午餐。在陶艺作坊，我们会制作⾃⼰的陶⼟纪念品。下午
我们会在⽔上乐园和朋友们⼀起度过美好的夏⽇时光。你可以坐
在轮胎，⽓垫上或以更加传统的⽅式滑下去。JukuPark ⾃豪地呈
现令⼈难以⾃信的滑⽔滑梯，你可以在环上滑⾏或者以传统⽅式
滑⾏。新的⽔上乐园不仅提供精彩的滑道，还提供⼤的泳池和令
⼈愉悦的⽇光浴区和露台，还有⼀些列游乐设施和活动。⾃助晚餐。

第五天�钓⻥&航海旅⾏
⾃助早餐后，我们将前往 Lohilaakso三⽂⻥溪⾕。抓获的⻥

会被做成烟熏⻥作为当⽇的午餐�享受当地新鲜的⽩⻥和熏鲑
⻥。之后我们将乘坐 Galeas�Ansio 去航⾏。Galeas�Ansio 是⼀种
传统的⽊制双桅船。Galeas�Ansio 从 Konikarvo 港⼝出发。航⾏
前往波地尼亚湾⼤约需要2⼩时。旅途中提供点⼼。⾃助晚餐，
并参加欢送晚会和 BBQ⻛格夜宵。

第六天�回程
享⽤⾃助早餐，上午在沙滩漫步，在海⾥游泳。中午前办理

退房，享⽤⾃助午餐后回程。

联系⽅式�
Kalajoki Booking Centre 
Laura Kujala 
Jukupolku 5, FIN-85100 Kalajoki
Tel: +358-8-466 691
laura.kujala@kalajokikeskusvaraamo.fi
www.bookingkalajoki.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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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卢市，位于波的尼亚湾海岸和Oulunjoki 河三⻆洲，是芬
兰北部最⼤的城市。这⾥是现代商业、⾼科技和旅游业遇⻅北部
的宁静和异国情调的完美结合。

漫步城市，您会发现奥卢的⾃然和⼾外活动是其最中⼼的部
分。您到处可⻅美丽的公园。冬天这⾥有修缮完好的滑雪轨道，
也可以体验结冰的海⾯。

城市之外，波的尼亚湾的群岛⻛光也不容⼩觑。夏天这⾥的
海滩和冬天这⾥冰⾯上的活动都⼴受欢迎。

奥卢，⼜称科技之城，是芬兰第五⼤城市，于 1605 年由瑞典
国王查理九世成⽴。到 19 世纪，奥卢已经成为焦油出⼝领头⽺之
⼀。当时已经形成了奥卢这座城市富有激情，对企业家友善的氛围。

Iso�Syöte 是芬兰拉普兰南边边境的独特地⽅。因为其独⼀⽆
⼆的地理位置，游客可以在此尽享独特的冬⽇体验。⼭顶上您可
全景观赏周围被⽩雪覆盖的森林、湖泊和⾃然景观。树上覆盖着
厚厚的积雪，让树⽊变成了美丽的雕塑，每⼀株都形态各异。这
⾥有⽆线精彩等您来探索！来 Iso�Syöte 度过⼀个宁静⼜特别的冬
天吧！

第⼀天�中国 - 奥卢 -Nallikari 度假村
到达奥卢。机场交通⾄ Vihiluoto。您可得到保暖⾐物、靴⼦、

⼿套和袜⼦。在波的尼亚湾旁的Vihiluoto.Kota⼩屋接受芬兰式
的欢迎晚宴 /午餐。Kota⼩屋是传统拉普兰式建筑，有壁炉，可
同时容纳 30 ⼈（若有特殊安排可容纳 40 ⼈）。

交通⾄Nallikari 度假村办理⼊住。在Poiju别墅住宿。现代
的别墅配有设备⻬全的厨房、⽤餐区、独⽴桑拿、两间卧室和起
居室、壁炉和通往⼤海的⼤露台。旁边就是Eden温泉，游客可
⾃费体验温泉项⽬。

第⼆天�Nallikari 度假村
在 Nallikari 度假村旁步⾏ 100 ⽶的 Eden 餐厅⽤完早餐，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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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冬季神奇冒险之旅！接下来有享⽤桑拿、泳池、北极⽔疗按摩
浴缸和冰桑拿的⾃由时间。在全景餐厅⽤晚餐。过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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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顿丰盛的⾃助早餐开启新的⼀天。再次穿戴保暖⾐物。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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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旅。哈⼠奇已经在等待⼤家了，跳跃着吠叫着要拉动这些雪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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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返回 Iso�Syöte。接下来有享⽤桑拿、泳池、北极⽔疗按
摩浴缸和冰桑拿的⾃由时间。在全景餐厅⽤晚餐。过夜。

 Oulu Safaris  & Iso Syöte:Oulu探索奥卢
�城市⽂化⻔⼾以及拉普兰独特⾃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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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天�Ranua 动物园 -罗⽡涅⽶圣诞村
⾃助早餐。巴⼠已经在等待带您进⾏精彩的⼀⽇游。今天我

们去Ranua动物园远⾜。您能在此看到更多Ranua北极野⽣物种。
坐巴⼠前往Ranua。2⼩时候您开始游览公园，看所有北极动物，
它们通常居住在拉普兰北部的森林⾥。

在动物园的餐厅⾥⽤午餐。然后我们前往北极圈的罗⽡涅⽶
圣诞村。您可在此跟圣诞⽼⼈⻅⾯，购物，买当地产品和⼿⼯艺
品回家。下午晚些时候我们返回 Iso�Syöte。接下来有享⽤桑拿、
泳池、北极⽔疗按摩浴缸和冰桑拿的⾃由时间。在全景餐厅⽤晚餐。
过夜。

第六天�回程
⾃助早餐。巴⼠将您送⾄奥卢机场。

产品详情�
季节：1⽉-3⽉
时⻓：6天/5晚
参与⼈数：20-40 ⼈
语⾔：英语
包含服务：2 晚 Nallikari�Poiju，Eden 酒店别墅含早；3 晚 Iso�
Syöte 别 墅，Vihiluoto ⼩ 屋 欢 迎 晚 宴、Nallikari 餐 厅 午 餐、
Uleåborg 餐厅晚餐、奥卢含导巴⼠游（时⻓ 2⼩时）；
雪⼈地冰上项⽬（3⼩时）、所有交通（机场、Ranua、罗⽡涅⽶、
当地交通）、所有以上提及项⽬和⾏程、全程导游、设备、⾐物等、
Ranua 动物园⻔票
注意：每辆雪地摩托 /哈⼠奇雪橇容纳2⼈，请注意雪地摩托的
个⼈责任保险是 900 €
活动顺序可能更换。
最终时刻安排和计划将会在到达前制定。

请来信咨询

联系⽅式�
Hotel Iso Syöte & Safaris 
Iso Syötteentie 246, 93280 Syöte

Tel. + 358 (0) 201 476400 
Gerralda Gilles

hotelli-isosyote.fi/en/

Itineraries 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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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act�List

Oulu�/Oulu�Region�奥卢
Visit�Oulu�
Kasarmintie�13,�90130�Oulu�
Anniina�Merikanto
TEL:�+358�40�146�3150�
E-MAIL:�anniina.merikanto@visitoulu.fi
Johanna�Salmela
TEL:�+358�40�826�2345
E-MAIL:�johanna.salmela@visitoulu.fi
www.visitoulu.fi�

Rokua�洛库亚
Rokua�UNESCO�Global�Geopark

lsosyötteentie�246,�F1-93280�Syöte,�Finland
TEL:�+358�40�512�3747
Mr.Juha�Kuukasjärvi
E-MAIL:�juha.kuukasjarvi@�isosyote.fi

Syöte�Booking�Center�索特预定中⼼
Tiina�Saarela
TEL:�+358�(0)�8823400
keskusvaraamo@syote.fi

Syöte�Travel�Association�索特旅游局�
Hanna�Korf
Tel:�+358�40�560�0977�
E-MAIL:�hanna.korf@syote.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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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sa�Krökki�|�Director
TEL:�+350�(0)50�550�8513
E-MAIL:�vesa.krokki�@humanpolis.fi�
Humanpolis�Oy
Finland
www.rokuageopark.fi

Syöte�索特

Johanna�Rautio
Visit�Kalajoki�|�Executive�Director�
Jukupolku�5,�85100�Kalajoki,�Finland
TEL:�+358�(0)46�923�5530�
E-MAIL:�johanna.rautio@visitkalajoki.fi
www.visitkalajoki.fi

Youth�and�Leisure�Center�Pikku-Syöte�⼩索特营地
Syötekeskuksentie�126,�93280�Syöte
Ms�Anne�Brandt
TEL:�+358�50�363�0999
E-MAIL:�anne.brandt@pikkusyote.fi
www.pikkusyote.fi/en

lso-Syöte�&�Safaris�酒店

Kalajoki�卡拉约基
Visit�Kalajoki

地接公司�DMC

Tel:�+358�44�2767316�

www.arcticchina.com

Arctic�China�北极中国
北极中国成⽴于2004年，是北欧领先的华⼈地接公司。⽬前在赫尔
⾟基、罗⽡涅⽶和上海设⽴办事处，� 我们的核⼼优势是根据客⼾需
求制定完美的旅⾏⽅案。奥卢地区有着特有的产品特点和地域优
势，�可以挖掘到属于你的产品亮点和竞争优势。

联系⼈：唐超

E-mail:�tang.chao@arcticchina.com

我们对中芬的教育系统有着深刻的理解，根据不同客⼾的需求提供
完美的教育体验和教学⽅法是我们的服务宗旨。同时我们也协助中
⽅的学校配对芬兰的友好学校、安排游学、营地教育和其它相关旅
游产品。

联系⼈：Yuki�/�林钰⾦�CEO�&�项⽬总监�

FinnOppi�

Go�Arctic�去北极

www.finnoppi.com

作为奥卢本地的资深旅游专家和地接社，我们可以为您定制奥卢和
芬兰其它地区的旅⾏体验。同时我们的可以提供13种不同语⾔的
导游服务，专业的服务态度和对当地⼈⽂⻛情的深⼊了解能确保您
完美的北极体验！

Tel.�+358�409125846
Email:�yuki@finnoppi.com�

Go� Arctic� 不断推出满⾜客⼾需求的创新⽅案，包括旅游、客⼾团
建、拓展、各种类型的会议等各⽅⾯的需求。激动⼈⼼的娱乐活动选
择⾮常多，体验运动氛围⾮常享受！游客可以从去北极公司预定官
⽅授权的奥卢市旅游指南，并且提供中⽂和⼴东话导游服务。

Tel:�+358�44�433�3151�
E-mail:�kirsi.eskola@goarctic.fi
www.goarctic.fi/en

Liminka�Bay�Travel�
利明卡湾旅游(Liminka�Bay�Travel)可为客戶定制套餐，包括导游、
参观、⽤餐、交� 通、活动和住宿。利明卡湾旅游提供寄宿家庭、营地
学校、学校参观、与当地�学⽣⼀起�在当地学校学习、讲座，以及针对
⼉童和成⼈的教育服务等。�

联系⼈：Kirsi�Eskola

联系⼈：Laura�Kujala�

Kalajoki�Booking�Center�卡拉约基预订中⼼

www.bookingkalajoki.fi

Tel:�+358�8�466691�
E-mail:�laura.kujala@kalajokikeskusvaaramo.fi

Tel:�+358�40�546�2338�
联系⼈：Piia�Leinonen�

作为卡拉约基最⼤的地接社，我们整合了当地最好的旅游资源。� 多
种多样的住宿选择例如豪华度假⽊屋、丰富的⼾外活动、⽂化体验
等。在过去的20年，� 我们多次接待了来⾃⽇本的游学和教育访问
团，与当地的学校、教育机构、借宿家庭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我们
在奥卢其它地区索特Syöte、洛库亚Rokua�、奥卢市都设⽴办公室。�

www.liminkabaytravel.com
E-mail:�travel@liminka.fi�

Liminka�利明卡
Piia�Leinonen�
TEL:�+358�40�546�2338�
E-MAIL:�travel@liminka.fi�
www.visitliminka.fi/en/

奥卢旅游局

hotelli-isosyote.fi/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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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L:�+358�40�546�2338�
E-MAIL:�travel@liminka.fi�
www.visitliminka.fi/en/

奥卢旅游局

hotelli-isosyote.fi/en/



欢迎来到奥卢地区！
Welcome to Oulu Region！

2020-2021VISIT
OULUOULU

请关注奥卢旅游局
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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