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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晶河川郵輪公佈 2022 年航程
增加歐洲出發航程及推出全新航線
打造業界首創單身旅客專屬套房
「水晶莫札特號」回歸國際市場 運營維也納母港航線
「水晶馬勒號」展開萊茵河、摩澤爾河及匯集不同河川的全新郵輪航線

2021 年 3 月 8 日，邁阿密 – 水晶河川郵輪今日為全球渴望再次出遊的旅遊鑒賞家帶來喜訊——素有
「多瑙河的女皇」美譽的「水晶莫札特號」將於 2022 年載譽回歸多瑙河，與旗下姊妹郵輪「水晶馬
勒號」一起推出更多更精彩的航線選擇，帶領旅客沿歐洲知名河川──多瑙河、萊茵河、美茵河和摩
澤爾河遊覽歐洲勝景。「水晶莫札特號」為水晶河川郵輪船隊首艘河川郵輪，船寬超越同業一倍，為
業界之冠。2022 年 3 月 28 日起，「水晶莫札特號」將推出每周往返維也納的 7 晚多瑙河夢幻及探索
之旅。隨著「水晶莫札特號」重返多瑙河，「水晶馬勒號」將被調往萊茵河、美茵河和摩澤爾河，為
旅客帶來一系列全新的精彩航程。
「水晶莫札特號」同時推出業界首創之單身旅客專屬套房。船上共 38 間豪華海景套房將預留給單人
出遊的旅客，更免收單人房附加費用。隨著載客量減低至 120 人，「水晶莫札特號」賓客空間比率將
進一步擴大，成為歐洲同業賓客空間比率最高，船上空間最寬敞的河川郵輪。「水晶馬勒號」與其萊
茵級姊妹郵輪「水晶巴赫號」、「水晶德彪西號」及「水晶拉威爾號」僅載客 106 人，船上賓客空間
比率同樣傲視業界。
水晶河川郵輪高級副總裁兼董事總經理 Walter Littlejohn 先生指出：「市場對水晶河川郵輪船隊的預
售反應十分熱烈，可見全球旅遊愛好者對出遊的需求甚殷。有見及此，我們很高興宣佈『水晶莫札特
號』重返多瑙河，與旗下姊妹郵輪 『水晶馬勒號』一起推出更多更精彩的航線選擇。自『水晶莫札
特號』於 2016 年下水以來，一直都在水晶大家庭乃至多瑙河沿岸城市的每個人心中佔據舉足輕重的
位置; 『水晶莫札特號』將回歸國際市場，大家都對此感到非常高興。」

Littlejohn 先生續稱：「單身旅行是近年出現的旅遊新趨勢。這個趨勢在水晶海洋郵輪的旅客當中尤
其顯著。『水晶莫札特號』推出單身旅客專屬的套房方案，將為這個新興的旅客群體提供更廣泛的郵
輪旅遊選擇。」

全新路線及精選目的地
「水晶莫札特號」之多瑙河夢幻及探索之旅航次將於 2022 年 3 月 28 日起，每星期一從維也納出
發，行程包括在維也納和布達佩斯過夜，以及到訪匈牙利埃斯泰爾戈姆、斯洛伐克布拉迪斯拉發、奧
地利林茲及薩爾茨堡、杜倫施坦及巡遊瓦赫奧河谷等景點。
隨著「水晶莫札特號」重返多瑙河，「水晶馬勒號」將開展 5 至 16 晚遊歷萊茵河、摩澤爾河、美茵
河和多瑙河的全新航次，其中包括匯聚遊歷三大河川的精彩航程。「水晶馬勒號」2022 年全新航次
的每一個岸上游行程都經過周密規劃，配合目的地的季節及當地不可錯過的精彩活動，致力讓旅客獲
得最佳遊覽體驗，其中包括往返荷蘭阿姆斯特丹和德國特里爾的 5 晚萊茵河和摩澤爾河盛夏之旅; 往
返荷蘭阿姆斯特丹和瑞士巴塞爾的 10 晚萊茵河和摩澤爾河金秋之旅; 往返荷蘭阿姆斯特丹和匈牙利布
達佩斯，一次遊歷萊茵河、美茵河和多瑙河三大河川的 14 晚歐洲奇觀之旅。
Littlejohn 先生表示：「我們一直致力滿足擁有不同文化背景、生活方式和旅行風格的旅客需求，並
以超越每一位旅客的期望為目標。水晶的旅客是旅遊閱歷豐富，求知探索精神極強，無時無刻追求新
奇經驗的旅遊鑒賞家; 現在正是為他們推出更多全新的選擇最佳時機。『水晶馬勒號』於萊茵河、美
茵河和摩澤爾河的航程時間較短，正好滿足更多旅客的需求，尤其適合多代同堂的家庭，或工作繁
忙、僅能安排短程旅行的專業人士。」
旅客亦可選乘水晶河川郵輪精選的季節限定絕景體驗航次，於 2022 年 4 月 2 日起，跟隨「水晶馬勒
號」，踏上春季往返阿姆斯特丹及巴塞爾的 7 晚萊茵河浪漫之旅及萊茵河傳奇之旅; 或 4 月 30 日起
往返荷蘭阿姆斯特丹的鬱金香和風車之旅，前往荷蘭十年一度的花卉盛事 Floriade Expo 2022 世界園
藝博覽會，欣賞美不勝收的花海。此行程亦將安排旅客造訪荷蘭的荷恩、金德代克、米德爾堡和鹿特
丹，以及比利時的安特衛普和根特。
10 月至 12 月期間，「水晶馬勒號」將連同「水晶巴赫號」及「水晶德彪西號」再次推出廣受旅客歡
迎、往返阿姆斯特丹及巴塞爾的 7 晚萊茵河浪漫之旅及萊茵河傳奇之旅。途中將安排旅客在德國科布

倫茨和阿姆斯特丹過夜；造訪德國科隆、呂德斯海姆、曼海姆和法國斯特拉斯堡，以及遊覽風景秀麗
的萊茵河中游河谷。
萊茵河和摩澤爾河為歐洲景色最美的其中兩條河道。在這裡坐落著世界公認的德國最好的白葡萄酒產
區之一摩澤爾河。旅客可以參加「水晶馬勒號」全新往返荷蘭阿姆斯特丹和德國特裡爾的 5 晚萊茵河
和摩澤爾河盛夏之旅，欣賞沿岸旖旎的自然風光，更可暢遊德國葡萄酒名鎮科赫姆和貝恩卡斯特爾至
夜深; 探訪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城科隆; 在特里爾過夜，參觀當地的古羅馬遺跡，或參加盧森堡
一日游。旅客亦可延長岸上的旅程，在特裡爾登船之前或離船之後，自由選擇參加水晶在法國香檳區
非正式首府漢斯為旅客提供的兩晚岸上延伸遊覽行程。配套包含觀光、品酒及巴黎漢斯往返接送服務
在內。
9 月及 10 月正值酒庄葡萄豐收季節，「水晶馬勒號」的全新往返阿姆斯特丹及巴塞爾（北行和南
行）的 10 晚萊茵河和摩澤爾河金秋之旅，將帶領旅客穿梭萊茵河中游河谷；以童話古堡和酒庄聞名
而名列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的萊茵峽谷；摩澤爾葡萄酒產區科赫姆、特里爾和貝恩卡斯特爾
（德國最好的白葡萄酒產自這裡）；曼海姆-海德堡一日游；兩河交匯處的浪漫之城科布倫茨；呂德
斯海姆；在斯特拉斯堡延長逗留或過夜。
欲享受更悠長的奢華假期的旅客，可選擇「水晶馬勒號」的 16 晚或 14 晚的歐洲華麗之旅及歐洲奇觀
之旅，遍遊萊茵河、美茵河和多瑙河。行程開始及結束於阿姆斯特丹和布達佩斯過夜，並將到訪德國
科隆、呂德斯海姆（過夜）、米爾騰貝格、維爾茨堡、紐倫堡、雷根斯堡和帕紹; 奧地利維也納（過
夜）和杜倫施坦; 斯洛伐克布拉迪斯拉發。

特别假日航次
「水晶莫札特號」及「水晶馬勒號」將於 12 月下旬推出特別假日航次。「水晶莫札特號」的多瑙河
美妙假日之旅將於 2022 年 12 月 19 日從維也納出發，帶領旅客造訪奧地利梅爾克和林茨、斯洛伐克
布拉迪斯拉發、匈牙利埃斯泰爾戈姆和布達佩斯。旅客亦可參加「水晶莫札特號」於 2022 年 12 月
26 日從維也納出發的多瑙河絕色假日之旅，造訪奧地利梅爾克、林茨、克雷姆斯及杜倫施坦、德國
帕紹，最後回到維也納過夜兩晚，歡度除夕。
「水晶馬勒號」則將於 2022 年 12 月 23 日開展從瑞士巴塞爾出發到荷蘭阿姆斯特丹的全新 10 晚萊
茵河假日之旅航次，途中會在法國斯特拉斯堡、德國曼海姆和荷蘭阿姆斯特丹（兩晚）過夜，到訪德
國的冬季仙境呂德斯海姆、科赫姆、科布倫茨、貝恩卡斯特爾、特裡爾及科隆。旅客可以在法國斯特

拉斯堡歡度平安夜; 在德國曼海姆參加子夜彌撒，迎接耶誕節的到來及造訪德國著名旅遊文化之都海
德堡；元旦前夕回到阿姆斯特丹，與「水晶巴赫號」的旅客迎接新一年的到來。
「水晶莫札特號」及「水晶馬勒號」全新 2022 航次定於 2021 年 3 月 11 日開放予旅客預訂。除了透
過 Crystal Clean+ 4.0 確保船上及岸上均落實嚴謹的安全防控細則，以提供安全安心的郵輪旅程之
外，為了鼓勵旅客隨心預訂，安心出遊，水晶郵輪為旅客推出多項精彩優惠禮遇，包括每位旅客可節
省高達 1,000 美元的「兩人同行一人價錢」與預訂立減優惠; 單人出遊的旅客預訂豪華海景套房免付
單人房附加費; 續航享有額外優惠; 水晶薈會員尊享優惠等。

重新定義歐洲河川郵輪的船上空間
水晶河川郵輪船隊為歐洲境內船上空間最寬敞的奢華河川郵輪船隊。船上的客房、社交空間及露天頂
層甲板 Vista Deck 設計寬敞，讓旅客倍感舒適。除了為單人出遊旅客全新規劃的專屬客房外，全套
房設計的「水晶莫札特號」更擁有河川郵輪上最大的水療中心，也是歐洲境內唯一一艘擁有 360 度全
景甲板，兩間健身中心，以及所有套房配備日本知名衛浴品牌 Toto™免治便座的河川郵輪。自創立
以來，水晶河川郵輪船隊憑藉對優質服務及頂級旅遊享受的堅持屢獲殊榮，旗下「水晶莫札特號」擁
有獨樹一格的魅力，不僅止於船上無與倫比的設備及裝潢、米其林星級美食體驗、細緻周到的個性化
服務; 更重要的是，從旅客登上郵輪的那一刻起，即可感受到水晶無上尊寵的個性化禮待及超越想像
的全方位非凡水晶體驗。
水晶萊茵級河川郵輪船隊，包括「水晶馬勒號」，船體長達 135 米，為了將私人空間及公共空間最大
化，郵輪載客不超過載客量的一半，僅載客 106 人，乃歐洲河輪業內最年輕亦是第一及唯一一條全露
臺、全套房設計及配備全管家服務的河川郵輪船隊。船上所有等級的客房均位於吃水線以上。所有套
房均設有全景露臺窗戶、步入式衣櫃及雙人洗手台（絕大多數客房）。
入住水晶河川郵輪所有客房的旅客均可享受水晶郵輪享譽業界的管家服務，此外，所有客房均配備特
大雙人床、法國頂級護膚品牌 Caudalie 歐緹麗洗護用品、浴袍、拖鞋，以及掛牆式高清平面電視。
船上餐廳提供農場直送、新鮮烹製的美食，並採取開放式座位：包括典雅的 Waterside 餐廳、由明星
主廚主理的 Bistro cafés 以及尊貴獨享的 Vintage Room; 而棕櫚閣則為旅客體驗娛樂盛宴、精彩增益
講座及飽覽河岸美景的必到之處。奢華的水晶河川郵輪體驗還將從船上延伸到岸上，水晶團隊安排豪
華專車接載旅客參加岸上觀光行程，並提供免費瓶裝水及 Wi-Fi，為旅程更添便利和舒適。
###

關於雲頂郵輪集團
雲頂郵輪集團隸屬於雲頂香港有限公司，旗下擁有麗星郵輪、星夢郵輪及水晶郵輪三個各具特色的郵
輪品牌，為旅客提供現代化以至頂級奢華的郵輪假期，並將創新的郵輪體驗延伸至空中。
麗星郵輪率先於 1993 年開始運營區內航線，並以發展亞太區成為國際郵輪目的地為理念。目前，麗
星郵輪繼續透過旗下郵輪(「雙子星號」、「寶瓶星號」、「雙魚星號」及「大班」) 引領區內現代化
郵輪市場的發展。
星夢郵輪成立於 2015 年，致力為旅客提供區內最高水準的服務及最寬敞舒適的海上居停。旗下專為
中國及亞洲市場而設的郵輪「雲頂夢號」及「世界夢號」已相繼於 2016 年 11 月及 2017 年 11 月啟
航。星夢郵輪品牌完美融合中西元素，為旅客帶來獨特的海上旅遊享受。「探索夢號」已於 2019 年
4 月啟航，帶領品牌向全球拓展。星夢郵輪亦已於德國展開旗下兩艘「環球級」郵輪的建造工程，首
艘新郵輪將於 2022 年加入星夢郵輪船隊。
世界頂級旅遊品牌水晶旗下產品跨越海陸空，並以劃時代的創新方式重新定義奢華旅行概念。品牌在
水晶郵輪的基礎上，推出了水晶河川郵輪、水晶極地破冰級遊艇、水晶航空及水晶豪華航空系列，為
全球旅行鑒賞家呈獻個人化的至臻奢華旅程。
雲頂郵輪集團薈萃三大品牌，為旅行者量身定制無可比擬的旅遊產品系列，充分滿足擁有不同文化背
景、生活方式和旅行風格的旅客需求，並以超越每一位旅客的期望為目標，致力開啟郵輪旅行的全新
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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