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具一格的惊喜…
简介
阿丽拉马尔代夫科泰法鲁位于风景秀丽的拉环礁 (Raa Atoll)，周围环绕
着迷人的屋礁，坐拥大自然奇观 ，让您既能享 受静谧的休闲，又能探索
周边，发现无限精彩。

位置
我们的私人海岛度假胜地占地 11.2 公顷，位于马尔代夫北部的拉环礁，
从马累乘坐 45 分钟的水上飞机即可抵达。酒店位于纬度：5.52328741 ，
经度：72.8427585
目的地
风景如画的拉环礁是马尔代夫群 岛较深的环礁 之一，这里远 离喧嚣，未
遭受破坏，可让您享受幽静氛围 。此外，度假 村还提供丰富 的浮潜和潜
水项目，供您尽情探索海底世界 的缤纷精彩。 您可以在这片 迷人的珊瑚
礁之间自由游弋， 还可以探索著 名的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世界 生物圈保护
区“哈尼法鲁海湾 ”。这片海洋保护区是世界 上最大的蝠鲼 觅食和繁殖
区，还能观赏到成百上千的鲸鲨 在此聚集。此 外，阿丽拉马 尔代夫科泰
法鲁还靠近瓦度岛 (Vaadhoo Island )，该 岛是观赏壮观的“星海”现象
的上佳地点之一，也是一处不容错过的非凡景点。
入住时间
退房时间
总经理

下午 2:00
中午 12:00

住宿 – 别墅
度假村拥有 44 栋海滨别墅和 36 栋水上别墅，每一栋别墅均设有私
人泳池， 旨在与 大自 然和谐 相融，为您打 造宁静 放松的氛围，让您
尽情享受 。这些 宽敞 的世外 桃源拥 有现代 内饰，色调柔和，纹理自
然，经过 精心布 置，以低调 精致的 风格提 供兼具 私密与舒适的美好
体验。
下榻这家 全泳池 别墅 的避世 度假村，您可 享受体 贴管家提供的个性
化体验，在静谧居所之中放松身心，饱览令人惊叹的美景。

Alexandre Glauser
alexandre.glauser@alilahotels.com

别墅名称
海滩别墅

阿拉伯海

泻湖水上别墅
日落海滩别墅

阿丽拉马尔代夫科泰法鲁

日出水上别墅

马累国际机场

数量

面积

6

202 平方米

12

125 平方米

11
12

202 平方米
125 平方米

日落水上别墅

12

125 平方米

日出海滩别墅

27

202 平方米

别墅内设施
可收看卫星频道和装载娱乐系统的 43 寸 4K 电视、电话和无线网络、
保险箱、便 携式音箱、咖啡机 和茶具。 私人淡水 泳池，设有可俯瞰
泳池的私人 休息区。豪华室内 或室外浴 室，配备 雨林淋浴间、手持
花洒和浴缸 。阿丽拉 男士和女 士特别定 制洗浴用 品。内含一套户外
活动用品的 特别礼盒，其中包 括阿丽拉 特色香味 乳液、防晒霜、驱
蚊水和面部保温喷雾。
阿丽拉马尔代夫科泰法鲁
科泰法鲁，拉环礁，马尔代夫共和国
电话：+960 659 1234

kothaifaru@alilahotels.com

印度洋

设计
度假村的露台凉亭和别墅与 周边景观 浑然一 体，可令 宾客沉 浸于大自
然之中，并以极简主义的独 特优雅风 格，诠 释了私密 与户外 开放之间
的平衡之感。
酒店设施

无边泳池
在舒适的日光浴躺椅上沐浴阳光，欣赏海景。

健身中心
光线充足的健身中心内配备了全新的 Technogym 器械，供您进行日常
锻炼，并可透过落地窗欣赏郁郁葱葱的周边美景。
瑜伽空间
在这个绿意盎然的清新空间内，通过瑜伽恢复平衡，理清思绪。

水上运动和潜水中心
乐享浮潜、 潜水、皮划艇和 其他水上 活动以 及短途旅 行，让 您的放松
体验更加精彩纷呈。

Play Alila

专为年轻宾客打造的专属娱 乐空间，让他们 通过玩具、游戏 ，以及配
有专人看护的室内外趣味活动，尽享娱乐和互动体验。
阅览室
您可在海滩旁的舒适空调房中放松阅读。

游戏室
提供适合所有年龄段的各种游戏，让您纵享无穷乐趣。

Alila Living

生活方式精品店提供一系列 Alila Living 特色用品，以及一系列当地和
国际岛屿特色产品。
阿丽拉水疗中心
在我们宁静的树顶水疗中心 体验内心 的平静，在郁郁 葱葱的 树冠下尽
享惬意。阿丽拉水疗中心设 有四间双 人护理 套房，均 配有私 人浴室、
淋浴间和观景落地窗。在这 里，您可 以享受 焕发活力 的美容 护理，这
些护理在古老的理疗技法中 融入现代 元素，并利用天 然成分 的功效，
为您打造纯粹的奢华享受。
营业时间：

上午 10:00 至晚上 8:00

餐厅

Seasalt
Seasa lt 餐厅的特色 是当地产的鲜 鱼，由附近 的当地渔民每天现捞，

让您享受精心选材和悉心烹制的美食。您可品尝融合了中东和地中海
风味的海鲜美食，感受传统佳肴所迸发的古老色、香、味。
早餐供应每日轮换的当地和国际风味美食以及现烤面包。午餐供应轻
食和分享式菜肴，以及搭配的每日特色菜，而 Seasalt 餐厅的晚餐亮
点则是招牌盐烤鱼。
营业时间：
早餐
午餐
晚餐

上午 7:00 至上午 10:30
中午 12:00 至下午 5:00
晚上 6:30 至晚上 10:30

Mirus 酒吧
Mirus 酒吧以当地迪维希语的“辣椒”一词 命名，供应一系列清爽鸡
尾酒，其灵感来自本地区曾经的葡萄牙和阿拉伯香料贸易路线，并采
用自家香草园内的原料精心调制而成。您还可以在这里享用丰富多样
的新旧世界葡萄酒，包括有机和生物动力葡萄酒，还可搭配西班牙小
食和南亚地区著名的当地小吃。
营业时间：

上午 11:00 至午夜 12:00

Umami
Uma mi 在日语 中意为“鲜味”，被称为第五种味觉。 它诠释了在这

个海风习习、舒畅怡人的露天场所，等待人们开启的各种令人垂涎的
体验。
我们的铁板烧餐厅精心准备的日式菜单供应精选有机蔬菜、和牛以及
可持续鱼类和海鲜。

在我们的主餐厅或海滨，您可以享用各种传统和现代的零点日式菜肴，
包括搭配特色招牌酱汁的炭烤鲜鱼，以及以马尔代夫海鲜为特色的寿
司和生鱼片。
营业时间：

晚上 6:30 至晚上 10:30

Yakitori 酒吧
Yakitori 酒吧是享受日落时光的理想场所，供 应由调酒师团队精心调制

的亚洲风味创意鸡尾酒和无酒 精鸡尾 酒，以及 优质的 日本清 酒和烈 酒。
炉端烧的美味熏香弥漫于酒吧之中，唤醒您的味蕾。
营业时间：

中午 12:00 至午夜 12:00

Pibati
Pibati 在梵文中意为“饮用、吸收、吸入”。这家凉爽的海滨咖啡厅供

应压制三明治、 手工拉制的罗 马披萨 、有机 沙拉、蛋糕和 糕点、冰淇
淋等，以及手冲咖啡、 森林友 好型茶、果汁 和健康 饮品，定能满 足您
的日间餐饮需求。
营业时间：

上午 10:30 至晚上 6:00

The Shack
The Shack 是我们的私人沙礁 (giri)，定能为您带来真正的岛屿逍遥游体
验。每日提供两次独特的 The Shack 之旅 – 4 小时日间之旅，包括野餐
式午餐，以及 4 小时晚间之旅，届时私人厨师将为您烹制日落烧烤。
须提前预订

美食逍遥游
随时随地享用美食…
任意自选美食菜单和用餐地点 ，享受 由我们 的烹饪 团队精 心策划 的难
忘用餐体验。下沉式的海滩餐 桌、自 家别墅 池畔，亦或在 我们岛 屿的
其他幽静角落， 您可选择任一 场所用 餐。进 一步探 索日落 观光巡 游或
前往我们的私人沙滩， 在星空 下举办 私密晚会 或神奇 的户外 电影之 夜。
营业时间：

上午 7:00 至晚上 10:30

Kiran Sonawane

科泰法鲁，拉环礁，马尔代夫共和国
电话：+960 659 1234

kiran.sonawane@alilahotels.com

www.alilahotels.com

阿丽拉马 尔代夫 科泰法 鲁坐拥 大自然 的壮丽 美景和 风景如画的环境，
适合共同 缔造永 难忘 怀的记 忆。以 波光粼 粼的海 洋为背景，在棕榈
树环绕的 原始海 滩上 永结同 心或重 申您的 誓言，或者在我们的餐厅
举办私人 活动， 开启 您爱情 故事的 精彩新 篇章。如需举办更私密的
庆祝活动 ，不妨 在我 们的私 人沙滩 上举办 日落仪 式，继而于星空下
享受定制餐饮体验，打造美好时刻。
可持续性
从保护我 们的环 境到 促进当 地社区 发展，阿丽拉 马尔代夫科泰法鲁
致力于通过创新和直观的方式产生积极影响。

绿色计划
“Ear thCheck ”认 证是全 球领先的 旅行和旅 游业环境 认证和基准计
划，我们以获得这一认证为目标，彻底贯彻绿色计划，其中包括：

•
•
•
•
•

围绕岛屿自然景观精心 建造建筑，保护了 高达 70% 的现有植被
和大量的本土树木
使用环保产品替代一次性塑料制品
践行可持续用水
拓宽能源结构，包括可回收能源
废弃物管理措施，包括将纸制 品和蔬菜废弃物转化 为肥料，以及
使用酒店内的瓶子粉碎机和和垃圾压实机

当地社区
我们通过 实习岗 位、 招聘和 合作机 会支持 当地社 区的发展，为所有
人创造可持续的未来和健康，尽我们的绵薄之力。

别具一格的惊喜

市场营销总监

GDS 代码
Amadeus：
Sabre：
Worldspan：
Apollo：
Dhisco：

婚礼和庆典
从时尚赤 足到优 雅精 致，阿 丽拉马 尔代夫 科泰法 鲁的热带风情盛典
定会让您乐在其中。

HYMLEALM
HY395585
HYMLDAL
HYG9845
HYG9845

阿丽拉酒店 及度假 村充分利 用其得天 独厚的 地理位置，巧妙融合创新
设计和奢华 元素， 专注打造 并呈现独 具高度 的私密空 间、匠人艺术、
个性化服务和定制化体验 。Alila 在梵 文中寓意为“惊喜”，恰如其当
地展现品牌 的清新 特质，以 及宾客休 憩于此 获得的独 特体验。作为可
持续旅游理念的坚定推行者，阿丽拉酒店及度假村采用 EarthCheck 操
作标准，将 当地的自 然和文 化元素有 机地融合 进酒店 的设计和管理中。
每一次在阿 丽拉酒 店及度假 村的入住 都是一 段充满当 地风情的难忘之
旅——无论是在地道的特色美食中感知当地文化，通过古老疗愈技法改
善身心平衡 ，还是 尽享户外 运动的精 彩刺激，宾客都 可以在一次次的
“惊喜”中多维度解锁阿丽拉式的奢华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