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度假中心和  雅浦潜水者

发现雅浦

密克罗尼西亚最好的潜水度假村
潜水-泛舟-文化-水疗-垂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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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浦海峡和珊瑚礁群，能让潜水爱
好者和大量的海洋生物相遇：成群
的海狼，海豚，鹰鳐，灰礁鲨，黑
鳍鲨。在雅浦潜水，能看见任何东
西！原生态的环境中，更为惊喜的
是，还能巧遇逆戟鲸，鲸鲨，大型
的太平洋太阳鱼，又称Mola Mola “Mogethin”欢迎来到潜水者的天堂

Yap Divers/“雅浦潜水者”是
岛上最大、设施最完整的专
业潜水中心，拥有8条装备齐
全的潜水船，提供最多一天5
次潜水，包含夜潜。所有的
潜水船有遮阳棚，无线电，
纯氧，应急药箱。船上提供
美味的家庭式点心，热水，
冰饮，能让潜水员在几次潜

水之间得到良好的补充和休息。
温暖通透的水环境和丰富多样的海洋生物，也让
雅浦成为绝佳的浮潜场所。

Yap Divers/雅浦潜水者更多精彩：
- 拥有雅浦最经验丰富的潜水导游DM
- 提供高氧和高氧课程
- 提供64，80和100 cu.ft.的不同型号气瓶
- PADI金棕榈潜水度假村
- SSI钻石级潜水度假村
- 拥有大型授课环境，可以教授团队课程
- 拥有雅浦最大的潜水船
- 提供110伏和220伏充电
- 提供崭新的Mares装备租赁
- 保证拍摄爱好者有独立的操作空间
- 提供个人独立的装备存放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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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鬼鱼
由Bill Acker和雅浦政府发起，雅浦是世

界上唯一的Manta庇护地。每年在雅浦

的水域，有超过100条的Manta居住优

游。我们每天都提供Manta相关知识的

课程和互动性潜水。雅浦拥有最自然最

和谐的与Manta亲密接触的潜水服务，

堪称世界一流的体验。

麒麟鱼
每天， 潜水客人还可以选择做一个黄

昏潜，潜点距离Manta Ray Bay度假村

仅3分钟船程，可以看美丽的热带鱼

（麒麟鱼）成双成对出现。雅浦是世

界上少数全年能看到麒麟鱼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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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点 Cabbage Patch 
雅浦的美丽珊瑚礁聚集地，还可以看到Manta
魔鬼鱼。

潜点 Vertigo
这是太平洋海域数一数二看鲨鱼的地方，礁鲨，黑鳍鲨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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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点 Mi’l Channel和Goofnuw Channel
世界知名的Manta魔鬼鱼清洁站。叶状蝎子鱼，章鱼，珊瑚虾和各种颜
色鲜艳的海兔，藏匿在珊瑚礁峡谷两侧的软珊瑚和硬珊瑚中。



Yap Caverns：由许多硬珊瑚起伏组成。许多鱼群在

珊瑚礁之中畅游，营造着让人着迷的海洋生物世界。

“Skin Diver”杂志出版人Palu Tzimoulis 

1986年拜访过雅浦，认为Mi’Channel

是全球最佳潜水点之一。但潜水爱好者很

快发现雅浦不仅仅有魔鬼鱼。鹰鳐，海狼

群，鲨鱼，海龟和乌贼鱼只是雅浦众多潜

水地形中陪伴大家的零

星海洋生物。

©Andrew and Allison Sallmon

©Tim Rock

岛的东侧的珊瑚礁（上
风面），有密克罗尼西
亚品类最丰富的硬珊
瑚，梯形排列。
岛的西侧（逆风面），
由一列峭壁组成，从
水下15英尺到深不见
底，能见度通常在100
英尺以上。

水温：26-30摄氏度。
1mm潜水服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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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下摄影爱好者因为更

多雅浦美妙的海洋生物

而兴致勃勃，比如小丑

鱼，汉堡贝，尖嘴鹰鲷，鳄鱼鱼，管虫。

缓慢而轻松地享受潜
水，硬珊瑚礁盘微微倾
斜，堪称微距国度，孕
育着无数珊瑚鱼，尖嘴
鱼，花园鳗，狮子鱼和
螳螂虾。



Manta Ray Bay度假
村提供25个海洋主
题的豪华房间，大
部分有独立的露台
和海景。房间都设
有空调，吊扇，彩
电，DVD播放器，
网络链接，直播国际
电话，冰箱（需要申
请）和独立卫浴。
18世纪南海复古帆船S/V Mnuw永久停靠在酒店
码头，以餐厅形式提供美味的餐食和鸡尾酒。另
一种品味岛屿的方法：品尝由当地Stone Money 
Brewing Company生产的一系列啤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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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p Divers/雅浦潜水者设有3个清水池供清洗潜水
装备，2个清水池供清洗摄影器材。夜间也维持照
明，保证不会错放个人物品。此外，还设有清水
淋浴和替换干净衣物的区域。
潜水船除了保证速度和安全，也尽量使客人感觉
乘坐舒适。船上有遮阳棚，冰冻饮用水，热茶和
点心。根据客人要求，我们的厨师还会准备便携
午餐，让潜水员在几次潜水之间享用美食。
我们所使用的气瓶，所提供租赁的装备，都是高
标准的。我们甚至配备了水压测试机器，以保证
每个气瓶的性能安全。
在雅浦，大部分潜水适合用高氧。
如果你还没有高氧证，想试试看，
我们还提供SSI和PADI的高氧课程。

密克罗尼西亚最好的潜水度假村 度假中心为潜水员而造，
为潜水员而服务



Bill Acker，Manta Ray Bay度假
中心和Yap Divers的建立者，欢
迎全世界各地的客人到来，与
大家分享雅浦这个美妙的地方
以及此地潜水的种种乐趣。Bill
在雅浦居住了30多年，他绝对
有资格带领你体验密克罗尼西

亚令人终身难忘的潜水旅程。

Bill每天都在酒店，时时可以同客人
交流经验提供建议，关于潜水啊，
摄影啊，垂钓啊，或者只是躺下晒
太阳放松。作为一个家族经营的潜
水度假村，客人的满意是最被看重
的。“老板”就在你身边，时时准
备提供任何帮助和服务。

除了出色的水肺潜水，我们还提供
指导性的浮潜，浮潜就可以见证清
澈的水体，曼妙的热带鱼，美丽的
雅浦。浮潜者也有机会预见魔鬼鱼
和鲨鱼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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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aro Leaf Spa水疗中心在2009年2月开始
营运。当地人水疗手法娴熟，会带给你舒缓放
松，恢复精神的按摩体验。中心以海岛为主题装
修和布置，所用产品都提取于当地的植物。

我们提供给每位客人私人使用的浴袍和裤子，还
有带锁的柜子存放物品。保证安全性和私密性。

我们提供很多疗程的选择，比如你想在一天潜水
活动后得到放松，或者是宠爱自己一下放松几小
时，所有的需求都能得到满足。

- 雅浦唯一的一家，用当地植物萃取制作按摩
  油服务客人的水疗中心
- 雅浦唯一的一家，提供热石高矿物质按摩
- 由Patricia Acker创立，用亚洲按摩传统技法
  培训所有技师

Taro Leaf Spa 水疗中心更多精彩

Taro Leaf Spa 水疗中心



当潜水活动结束，度假村还能
提供许多陆地活动项目。比
如，泛舟，浮潜，深海垂钓和
文化体验之旅。

参观渔民手工打造的海边小屋，文

化村概览，石头货币银行，本地歌

舞表扬，对热带雨林和海底生物的

科普，都能让客人更多地了解这个

在太平洋上的天堂岛国。另外，不同于密克罗尼西亚其他

的地方，这里的村庄和村民还没有完全被西方文化同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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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浦——文化瑰宝

雅浦岛的更多信息：
- 密克罗尼西亚联邦的一员
- 英语是官方语言，美元是通用货币
- 没有犯罪，没有拥挤
- 政治稳定
- 美联航提供航运服务，是星空联盟
- 平均气温28摄氏度左右
- 时区：GMT+10小时
- 不需要签证
- 没有潜水税，没有海洋保育费

心情极度激动的体验！
Bill Acker和雅浦
因为当地政府对魔鬼鱼的保护，也同时维护了许多
其他大型海洋生物的生存环境。比如说，这里的黑
鳍鲨、白鳍鲨、灰礁鲨、银鳍鲨、护士鲨、柠檬
鲨、虎鲨、锤头鲨、丝鲨、豹纹鲨，数量都在增加
中。每年这里都举行鲨鱼科普活动，每天也安排鲨

鱼潜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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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岛马尼拉•

怎么到雅浦
美联航有固定航班抵达雅浦。从美国，加勒比，日本
和澳洲都可以经关岛抵达雅浦。从欧洲，斯堪迪纳维
亚半岛和西亚都可以经马尼拉或东京抵达雅浦。我们
强烈建议大家购买旅行保险。

PADI Five-Star Dive Center

SSI Diamond 
Dive Resort

•东京

旅行套餐
我们提供3晚、4晚、7晚和14晚的酒店/潜水套餐。套
餐包含住宿，网络服务，早餐，潜水，税和接送。午
餐和晚餐也可以包含，在S/V Mnuw餐厅进行。我们有
一个套餐称为“超级尺寸的我”，包含一天3次潜水，
午餐，和全程高氧。如果您需要升级到无敌海景房，
也不是问题。

预定请联系您的所在地旅行社或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