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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晶郵輪成爲首間於美洲地區復航的海洋郵輪公司
率先進駐巴哈馬郵輪母港 攜手巴哈馬帶動美洲郵輪行業復甦
2021 年 7 月正式展開拿騷及比米尼出發的世外桃源巴哈馬探索之旅
2021 年 3 月 11 日，拿騷 / 邁阿密 – 水晶郵輪與巴哈馬旅遊及航空部聯合召開在綫新聞發佈會，宣佈
水晶旗下獲獎無數的旗艦海洋郵輪——「水晶尚寧號」將於 2021 年 7 月 3 日起從拿騷正式復航，展
開全新世外桃源巴哈馬探索之旅航線，包括共 16 個往返拿騷的 7 晚精選航程，以及於 2021 年 7 月 4
日起開展共 16 個往返比米尼的 7 晚精選航程。隨著「水晶尚寧號」全新世外桃源巴哈馬探索之旅正
式啓航，水晶郵輪不僅是有史以來第一間以巴哈馬為母港的郵輪公司，更是美洲郵輪行業停擺近一年
以來率先正式復航的海洋郵輪公司。水晶郵輪代總裁兼行政總裁 Jack Anderson 先生、巴哈馬旅遊及
航空部長 Dionisio D’Aguilar 先生及巴哈馬旅遊與航空部總幹事 Joy Jibrilu 女士一同出席新聞發佈會，
宣佈雙方合作推出巴哈馬母港航線。
水晶郵輪代總裁兼行政總裁 Jack Anderson 先生表示：「我們一直都在熱切期待能夠早日與水晶郵輪
的賓客在船上再相聚，終於我們即將在巴哈馬的碧海藍天之中迎來這一天，對此我們感到非常興奮。
全球各地包括巴哈馬的經濟都遭受新冠肺炎疫情重創，水晶全新的世外桃源巴哈馬探索之旅，不僅為
奢華旅遊鑒賞家們帶來超越想像的全方位非凡水晶體驗，更將推動巴哈馬入境旅遊發展，並為當地的
航空業、餐飲業、零售業及酒店服務業帶來巨大商機以及創造就業機會，助力推動巴哈馬政府重啓經
濟活動和旅遊業復甦。」
巴哈馬旅遊及航空部長 Dionisio D’Aguilar 先生表示：「我們已經準備就緒，歡迎郵輪旅客再次到訪
巴哈馬。我們很高興與水晶郵輪展開合作，攜手復甦巴哈馬旅遊業，爲民眾提供商機和就業保障。水
晶郵輪將正式成為唯一一家推出巴哈馬島國專屬行程的郵輪公司，全新世外桃源巴哈馬探索之旅不單
為旅客帶來富有巴哈馬特色的郵輪航程，更將帶動旅遊經濟，為巴哈馬各個社區的人民帶來極大幫助。
我們致力保障所有旅客的安全與健康，除了落實嚴謹的防控措施之外，巴哈馬擁有眾多的天然島嶼，
旅客來到這個夢寐以求的旅遊目的地，不但可享受戶外導向的跳島旅遊體驗，更能感受到巴哈馬人的
熱情奔放，絕對會有賓至如歸的感覺。」
Jack Anderson 先生續指：「水晶郵輪與巴哈馬政府是在相互信任的基礎上開展此次合作。過去數月
以來，水晶郵輪一直在為復航作積極準備，並與巴哈馬政府緊密溝通和進行規劃，確保船上及岸上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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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實嚴謹的安全防控細則。我們的姊妹郵輪品牌——星夢郵輪在亞洲地區復航至今已有７個多月，憑
藉嚴格的防控和管理，一直保持船上零疫情的紀錄。水晶全新的世外桃源巴哈馬探索之旅造訪的目的
地均在巴哈馬境内，因此旅客無需擔心邊界關閉的問題；與此同時，巴哈馬鄰近北美洲，當地旅客無
需舟車勞頓即可享受久違的出國旅遊的樂趣。」

享受久違的探索旅遊樂趣
水晶郵輪旗下所有船舶包括水晶海洋郵輪、水晶河川郵輪、水晶遊艇及水晶極地破冰級遊艇系列，賓
客空間比率均超越同業接近一倍，為業界之冠。「水晶尚寧號」復航之後，隨著載客量減低，賓客空
間比率進一步擴大，賓客之間可保持更安全的社交距離。水晶郵輪獨樹一格的魅力，不僅止於寬敞舒
適的套房及社交空間、高貴典雅的外在設計及内裝、豐富多元的活動及海上增益體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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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化禮待。水晶郵輪誠邀您登上「水晶尚
寧號」，開啓嶄新旅程，發現巴哈馬與周邊群島的浪漫及嫵媚風情。巴哈馬終年陽光普照，生態資源
豐富，各式各樣的戶外活動一應俱全，不論是出海深潛、浮潛、海釣，或漫步在巴哈馬綿延數千公里
長的海岸線，沈浸在加勒比海令人難以抗拒的蔚藍海洋魅力，或在沙灘度假村細品獨特的異國料理風
味，享受極致奢華的住宿體驗，一定讓您的假期過得充實精彩！
Jack Anderson 先生指出：「探索旅行是近年出現的旅遊新趨勢。因爲受疫情影響，人們長期困在家
中，必有一定的不安和焦慮的情緒，水晶全新的世外桃源巴哈馬探索之旅航線，正好讓大家可以釋放
這些負面的情緒，煥活身心，享受久違的旅遊樂趣。世外桃源巴哈馬探索之旅的精選目的地當中，包
括僅有私人遊艇可以到訪的隱世祕境，水晶的旅客將透過這條首創的郵輪航線，尊享獨一無二的超凡
體驗。」
巴哈馬首都拿騷距離美國邁阿密僅一箭之遙。旅客可以漫步在拿騷市中心最富有歷史感的港灣街上，
盡情感受巴哈馬歷史及享受加勒比海獨特的文化藝術氛圍。拿騷擁有多達 17 座景色絕佳的海灘，海
底的珊瑚礁和魚類五彩繽紛、千姿百態，既美麗又神秘。與拿騷毗鄰的天堂島上，盡是豪華的度假村。
旅客可到拿騷世界上最大的跳蚤市場之一享受購物的樂趣，再到當地一家五星級餐廳，參觀這個被譽
爲世界第三大私人酒窖所珍藏的美酒佳釀。這個酒窖據説是由臭名昭著的海盜 Howard Graysmith 所
建。離開拿騷，旅客可以到世界知名的海釣之都——比米尼乘船海釣。據稱，小説《老人與海》就是
海明威在巴哈馬海釣時引發的靈感。除此之外，旅客亦可前往坐落在比米尼的私人海上綠洲 The
Beach Club，盡情享受度假村內的瀉湖泳池、吊床、海濱小屋及雞尾酒酒廊等休閒娛樂設施。不論從
拿騷或比米尼出發，旅行鑒賞家都可透過水晶全新的世外桃源巴哈馬探索之旅發掘每個目的地的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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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貌，獲得畢生難忘的旅遊體驗。除了拿騷和比米尼，世外桃源巴哈馬探索之旅的 4 個精選目的地包
括：
 哈勃島——被譽為「加勒比海的楠塔基特」，以新英格蘭風格建築及粉紅沙灘著稱，曾經是巴
哈馬首都的哈勃島連續兩次獲美國《Travel + Leisure》雜誌評選為加勒比海最佳島嶼。島上
的祈禱者的洞穴和玻璃窗大橋和位於伊柳塞拉島以北的藍寶石藍洞尤其值得探索。
 大埃克蘇馬島——埃克蘇馬島由 300 多個珊瑚礁和小島組成，而大埃克蘇馬島為埃克蘇馬群
島中最大的島嶼，是宇航員在外太空中最容易辨識的地表目標之一。大埃克蘇馬島以會游泳的
豬聞名。在這裡，旅客可以和可愛的小豬們共泳；盡情跳島、登上無人島的忘憂祕境徹底放空；
潛進藍色珊瑚礁天堂，體驗頂級浮潛；探尋神秘洞穴；駕駛酷炫的越野沙灘車，沿著海岸線馳
騁；或出海深潛。
 聖薩爾瓦多島——聖薩爾瓦多島擁有逾 50 個潛水勝地及極致海灘秘境。在這裡，旅客可以徒
步上山拜訪華特林古堡遺跡，爬上法國灣的瞭望塔登高望遠和尋訪紀念哥倫布首次登陸美洲的
十字架石。
 長島——長島長 80 英里，被北回歸線一分爲二，兩側風景線迥然不同。長島以柔軟的白色沙
灘、色彩飽滿鮮豔的海水、蔥翠茂密的植被聞名。在這裡，旅客可以到島上的哈密爾頓洞穴和
迪恩斯藍洞，探索獨特的地質奇觀及海洋洞穴生態。據說世界上最藍最深邃的海就在島上的高
登海灘。
水晶郵輪團隊正在與各方緊密合作進一步確認及優化以上訪問港的行程和安排；而且在優先考量旅客
安全的前提下，船長將在航程中依天候狀況或其它任何不可抗力因素適時調整行程。
水晶郵輪亦與岸上業界夥伴一起為旅客嚴選包含當地酒店住宿在内的拿騷和比米尼岸上延伸遊覽行程，
確保旅客從登船前至離船後均可享有安心無憂的郵輪旅遊體驗。水晶郵輪為「水晶尚寧號」旅客提供
的巴哈馬岸上酒店住宿包括拿騷的 SLS Baha Mar 海灘渡假村，以及位於比米尼雲頂世界的希爾頓酒
店。這些岸上酒店均設有寬敞奢適的客房和一應俱全的現代化設施，並每日供應免費早餐。旅客可選
擇到度假村內的水療中心放鬆身心、到高爾夫球場練習揮桿，或到娛樂場試試手氣，更可在酒店餐廳
盡情享用充滿熱帶風情的加勒比海料理。拿騷和比米尼的岸上酒店住宿包括機場酒店往返接送服務、
税項及酒店設施費在內，價格分別為每人 359 美元和 299 美元起。

全面的安全防控細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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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晶郵輪於 2 月 18 日公佈最新升級版的 Crystal Clean+ 船隊安全防控細則（以下簡稱為 Crystal
Clean+ ），規定所有旅客必須在出發前 14 天完成新冠疫苗接種。除了疫苗接種，Crystal Clean+
4.0 的其它規定包括所有旅客及船員必須持有新冠病毒核酸檢測陰性證明、減低載客量、安全社交距
離指引、彈性執行口罩佩戴指南及進行健康申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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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降低定金、結清尾
款條款放寬至出發前至少 60 天須結清尾款，以及提供各種獎勵等。水晶全新的世外桃源巴哈馬探索
之旅優惠票價由每人 1,999 美元起。其它優惠包括預訂立减 500 美元（Book Now Savings）、500
美元機票優惠（air savings）及各房型的最優惠票價（Best Available Savings by category）等。水
晶郵輪將贈送每位旅客 125 美元的 As You Wish 船上零用金，而水晶薈會員更將獲得雙倍積分，最
高可節省 5％；首次體驗水晶之旅的旅客可享有 2.5%的折扣；單人出遊的旅客則只需支付常規票價
的 125%。水晶郵輪的 Crystal Confidence 政策已將免付定金使用期延至 2021 年 4 月 5 日。旅客可
以同時使用 Easy Book 計劃的優惠，預訂時僅須繳付低至 15%的定金。水晶全新的世外桃源巴哈馬
探索之旅定於 2021 年 3 月 18 日開放予旅客預訂；旅客可使用未來航次信用額度及已支付的未來航
次預付金（Future Cruise Payments）抵付新行程的費用。
「水晶尚寧號」原定於 7 月 8 日至 10 月 19 日開展的航線將全數改為全新的世外桃源巴哈馬探索之旅
航線。受影響的旅客可選擇改簽行程，並獲得原定行程實付船票總金額 115%的信用額度補償。
水晶郵輪領航全球奢華郵輪旅遊業發展逾 30 載。自創立以來，水晶郵輪團隊憑藉對細節的不懈追求，
一直致力為旅客打造寬敞舒適的船上空間，堅持提供細緻周到的個人化服務和無可比擬的奢適娛樂、
增益及餐飲體驗，為奢華旅遊鑒賞家們帶來超越想像的全方位非凡水晶體驗。船上設有多家特色餐廳，
包括日籍名廚松久信幸（Nobu Matsuhisa）唯一的海上餐廳——海馬日式料理餐廳 Umi Uma，旅客
無須遠行千里即可一價盡享環球餐飲及品嘗世界頂級珍饈美馔，無限暢飲美酒、啤酒和高級烈酒，帶
給味蕾米其林星級的奢華享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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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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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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媒垂詢：
雲頂郵輪集團
潘基樂
(852) 2378 2086
edith.poon@gentingcruiselines.com

洪嘉玲
chialing.ang@gentingcruiseline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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