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發現雅浦
度假中心和  雅浦潛水者

密克羅尼西亞最好的潛水度假村

潛水-泛舟-文化-水療-垂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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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p Divers/“雅浦潛水者”
是島上最大、設施最完整
的專業潛水中心，擁有8
條裝備齊全的潛水船，提
供最多一天5次潛水，包
含夜潛。所有的潛水船有
遮陽棚，無線電，純氧，
應急藥箱。船上提供美味

的家庭式點心，熱水，冰飲，能讓潛水夫
在幾次潛水之間得到良好的補充和休息。
溫暖通透的水環境和豐富多樣的海洋生
物，也讓雅浦成為絕佳的浮潛場所。

Yap Divers/雅浦潛水者更多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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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浦海峽和珊瑚礁群，能讓潛水愛好者
和大量的海洋生物相遇：成群的海狼，

海豚，鷹鰩，灰礁鯊，黑鰭鯊。在雅浦潛
水，能看見任何東西！原生態的環境中，
更為驚喜的是，還能巧遇逆戟鯨，鯨鯊，

大型的太平洋太陽魚，又稱Mola Mola “Mogethin”
歡迎來到潛水者的天堂

- 擁有雅浦最經驗豐富的潛水導遊DM
- 提供高氧和高氧課程
- 提供64, 80和100 cu.ft.的不同型號氣瓶
- PADI金棕櫚潛水度假村
- SSI鑽石級潛水度假村
- 擁有大型授課環境，可以教授團隊課程
- 擁有雅浦最大的潛水船
- 提供110伏和220伏充電
- 提供嶄新的Mares裝備租賃
- 保證拍攝愛好者有獨立的操作空間
- 提供個人獨立的裝備存放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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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鬼魚

由Bill Acker和雅浦政府發起，雅浦是世界

上唯一的Manta庇護地。每年在雅浦的水

域，有超過100條的Manta居住優遊。我

們每天都提供Manta相關知識的課程和互

動性潛水。雅浦擁有最自然最和諧的與

Manta親密接觸的潛水服務，堪稱世界一

流的體驗。

麒麟魚

每天， 潛水客人還可以選擇做一個黃

昏潛，潛點距離Manta Ray Bay度假村

僅3分鐘船程，可以看美麗的熱帶魚

（麒麟魚）成雙成對出現。雅浦是世

界上少數全年能看到麒麟魚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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潛點 Cabbage Patch 
雅浦的美麗珊瑚礁聚集地，還可以看到Manta
魔鬼魚。

潛點 Vertigo
這是太平洋海域數一數二看鯊魚的地方，礁鯊，黑鰭鯊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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潛點 Mi’l Channel和Goofnuw Channel
世界知名的Manta魔鬼魚清潔站。葉狀蠍子魚，章魚，珊瑚蝦和各種顏

色鮮豔的海兔，藏匿在珊瑚礁峽谷兩側的軟珊瑚和硬珊瑚中。



Yap Caverns：由許多硬珊瑚起伏組成。許多魚群在
珊瑚礁之中暢遊，營造著讓人著迷的海洋生物世界。

“Skin Diver”雜誌出版人Paul Tzimoulis 

1986年拜訪過雅浦，認為Mi’l Channle

是全球最佳潛水點之一。但潛水愛好

者很快發現雅浦不僅僅有魔鬼魚。鷹

鰩，海狼群，鯊魚，海龜和烏賊魚只

是雅浦眾多潛水地形中陪伴大家的零

星海洋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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島的東側的珊瑚礁
（上風面），有密克羅
尼西亞品類最豐富的硬
珊瑚，梯形排列。
島的西側（逆風面，
由一列峭壁組成，從水
下15英尺到深不見底，
能見度通常在100英尺
以上。

水溫：26-30攝 度。
1mm潛水服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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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下攝影愛好者因為更

多雅浦美妙的海洋生物

而興致勃勃，比如小丑

魚，漢堡貝，尖嘴鷹鯛，鱷魚魚，管蟲。

緩慢而輕鬆地享受潛
水，硬珊瑚礁盤微微傾
斜，堪稱微距國度，孕
育著無數珊瑚魚，尖嘴
魚，花園鰻，獅子魚和
螳螂蝦。



Manta Ray Bay度假村
提供25個海洋主題的
豪華房間，大部分有
獨立的露臺和海景。
房間都設有空調，吊
扇，彩電，DVD播
放機，網路連結，直
播國際電話，冰箱
（需要申請）和獨立
衛浴。
18世紀南海復古帆船S/V Mnuw永久停靠在酒店
碼頭，以餐廳形式提供美味的餐食和雞尾酒。另
一種品味島嶼的方法：品嘗由當地Stone Money 
Brewing Company生產的一系列啤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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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p Divers/雅浦潛水者設有3個清水池供清洗潛水
裝備，2個清水池供清洗攝影器材。夜間也維持照
明，保證不會錯放個人物品。此外，還設有清水
淋浴和替換乾淨衣物的區域。
潛水船除了保證速度和安全，也儘量使客人感覺
乘坐舒適。船上有遮陽棚，冰凍飲用水，熱茶和
點心。根據客人要求，我們的廚師還會準備便攜
午餐，讓潛水夫在幾次潛水之間享用美食。
我們所使用的氣瓶，所提供租賃的裝備，都是高
標準的。我們甚至配備了水壓測試機器，以保證
每個氣瓶的性能安全。
在雅浦，大部分潛水適合用高氧。如果你還沒有
高氧證，想試試看，我們還提供SSI
和PADI的高氧課程。

密克羅尼西亞最好的潛水度假村 度假中心為潛水夫而造，
為潛水夫而服務



Bill Acker，Manta Ray Bay度假
中心和Yap Divers的建立者，歡
迎全世界各地的客人到來，與
大家分享雅浦這個美妙的地方
以及此地潛水的種種樂趣。Bill
在雅浦居住了30多年，他絕對
有資格帶領你體驗密克羅尼西

亞令人終身難忘的潛水旅程。

Bill每天都在酒店，時時可以同客人
交流經驗提供建議，關於潛水啊，
攝影啊，垂釣啊，或者只是躺下曬
太陽放鬆。作為一個家族經營的潛
水度假村，客人的滿意是最被看重
的。“老闆”就在你身邊，時時準
備提供任何説明和服務。

除了出色的水肺潛水，我們還提供
指導性的浮潛，浮潛就可以見證清
澈的水體，曼妙的熱帶魚，美麗的
雅浦。浮潛者也有機會預見魔鬼魚
和鯊魚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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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aro Leaf Spa水療中心在2009年2月開始營
運。當地人水療手法嫺熟，會帶給你舒緩放鬆，
恢復精神的按摩體驗。中心以海島為主題裝修和
佈置，所用產品都提取於當地的植物。

我們提供給每位客人私人使用的浴袍和褲子，還
有帶鎖的櫃子存放物品。保證安全性和私密性。

我們提供很多療程的選擇，比如你想在一天潛水
活動後得到放鬆，或者是寵愛自己一下放鬆幾小
時，所有的需求都能得到滿足。

- 雅浦唯一的一家，用當地植物萃取製作按摩
  油服務客人的水療中心
- 雅浦唯一的一家，提供熱石高礦物質按摩
- 由Patricia Acker創立，用亞洲按摩傳統技法 
  培訓所有技師

Taro Leaf Spa 水療中心更多精彩

Taro Leaf Spa 水療中心



當潛水活動結束，度假村還能
提供許多陸地活動項目。比
如，泛舟，浮潛，深海垂釣和
文化體驗之旅。

參觀漁民手工打造的海邊小
屋，文化村概覽，石頭貨幣銀
行，本地歌舞表揚，對熱帶雨
林和海底生物的科普，都能讓
客人更多地瞭解這個在太平洋上的天堂島國。另
外，不同於密克羅尼西亞其他的地方，這裡的村
莊和村民還沒有完全被西方文化同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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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浦——文化瑰寶

雅浦島的更多資訊：
- 密克羅尼西亞聯邦的一員
- 英語是官方語言，美元是通用貨幣
- 沒有犯罪，沒有擁擠
- 政治穩定
- 美聯航提供航運服務，是星空聯盟
- 平均氣溫28攝氏度左右
- 時區：GMT+10小時
- 不需要簽證
- 沒有潛水稅，沒有海洋保育費

心情極度激動的體驗！
Bill Acker和雅浦

因為當地政府對魔鬼魚的保護，也同時維護了許多

其他大型海洋生物的生存環境。比如說，這裡的黑

鰭鯊、白鰭鯊、灰礁鯊、銀鰭鯊、護士鯊、檸檬

鯊、虎鯊、錘頭鯊、絲鯊、豹紋鯊，數量都在增加

中。每年這裡都舉行鯊魚科普活動，每天也安排鯊

魚潛點。



Manta Ray Bay Resort
P.O. Box MR

Yap, FSM 96943
Phone: +691-350-2300                  mantaraybay

E-mail: yapdivers@mantaray.com 
www.mantaray.com 

• 
     夏威夷

•
雅浦

•關島馬尼拉•

怎麼到雅浦
美聯航有固定航班抵達雅浦。從美國，加勒比，日本
和澳洲都可以經關島抵達雅浦。從歐洲，斯堪迪納維
亞半島和西亞都可以經馬尼拉或東京抵達雅浦。我們
強烈建議大家購買旅行保險。

PADI Five-Star Dive Center

SSI Diamond 
Dive Resort

•東京

旅行套餐
我們提供3晚、4晚、7晚和14晚的酒店/潛水套餐。套
餐包含住宿，網路服務，早餐，潛水，稅和接送。午
餐和晚餐也可以包含，在S/V Mnuw餐廳進行。我們有
一個套餐稱為“超級尺寸的我”，包含一天3次潛水，午
餐，和全程高氧。如果您需要升級到無敵海景房，也
不是問題。

預定請聯繫您的所在地旅行社或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