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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度假故事，
赢得超级大奖！

我们愿意倾听您的故事!
请仔细阅读第 18 - 33 页的所有内容, 了解在 RCI 特定旅行目的地可以做的 

有趣之事。分享度假故事, 将有机会赢取交换假期大奖, 免费到心仪目的地旅行，
获奖名单将刊登在下一期《度假无限》杂志中！*

请于 2017 年 8 月 11 日之前发送邮件至 memberstory@rci.com， 

简单说明您心仪的目的地和原因。

*条款和条件：RCI 营销团队将挑选出一 (1) 份参赛稿件。如会员提交参赛稿件，则表明该名会员同意遵守我们的条款与条件，并同意将其参赛稿件用于 RCI 的营销和促销活动。 
仅限于新加坡标准时间 2017 年 8 月 11 日晚 11:59 前提交的参赛稿件。RCI 将于 2017 年 8 月 31 日前联系获奖者。免费交换假期仅限于免除国内/国际交换费用。常用交换能力值适
用。获奖者应于 2017 年 9 月 30 日之前通过呼叫中心兑换奖品并确认假期，并于 2018 年 3 月 31 日之前使用该免费交换假期机会。具体视预订时的供应情况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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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夏仙境芬兰沃卡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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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RCI，优质的服务和完美的度假体验，是
我们提供给您的基本保障。我们非常愿意倾
听您过去几个月来，
在您与那个特别的他/她一起度过的值得珍藏
一生的浪漫假日中，
您所经历的事情和发生的故事。在第 5 页，
我们呈献了一些会员的故事，与您分享他们
的浪漫假日和惊心动魄的冒险之旅。

如果您想获得关于规划度假方案的提示，请
直接咨询我们的导游，没有比这更好的方式
了！在第 7 页，持续搜索部分的内容可帮助
您提前规划未来的假期，如何在线预订假期
的方法也在本页提供。

美好的回忆，难忘的经历，这些是最好的纪
念品。不过，如果您打算买点东西，请阅读
第 10 页和第 11 页显著位置刊出的超级夜市
和露天集市的内容。您规划下次度假时，可
以安排一些购物时间，从曼谷的热闹繁忙到
北京的讨价还价，应有尽有。

封二介绍“分享度假故事，赢得超级大奖”
比赛 - 在第 18 页到 33 页，我们在醒目位置
刊登了充满梦幻色彩的旅游目的地，像亚利
桑那州的塞多纳，澳大利亚的莫宁顿半岛，
并探索在这些旅游目的地的特色活动。我们
很愿意让您参加免费度假活动！

感谢您继续让 RCI 为您打造最新的旅行记
忆。安全旅行，享受每一次惊险刺激的全新
冒险之旅，您的假期就是我们的全部。

Jonathan Mills
Managing Director
RCI Asia-Pacif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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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n and Isabel Robinson   

我们在昆士兰班德堡附近的海滨
巴加拉海滩度过了 50 周年结婚纪念日。我们是在 1966 年 4 月 
23 日举办的婚礼，这次旅行可谓一次‘追忆之旅’。很多年前
的一个夜晚，我们在巴加拉海滩初次相遇，那时，我的丈夫 15 
岁，我 14 岁。那天晚上我就下定决心，总有一天，我要嫁给
这个英俊的金发少年。
我们在 50 年前留下美好回忆的地方拍照，重温婚礼当天的感
动时刻。我和我丈夫重拍婚纱照，然后参观了我们结婚之前生
活过的地方、举办婚宴的地方以及我们曾经拥有的花园。
我们举行婚礼仪式的教堂敞着门，所以我们走到了进去，细细
回想 50 年前婚礼当天的场景。1966 年来教堂参加我们婚礼的
几对夫妇、为我们主婚的牧师和他的妻子，还有当时的伴娘都
来参加了我们的 50 周年结婚纪念日庆祝活动。
大约有 50 位亲朋好友与我们一起庆祝这个纪念日。
巴加拉海滩的唐潘乔度假村是我们的度假目的地，我们在那里
度过了 2 周时间。我们和亲朋好友一同庆祝这个充满欢乐的纪
念日，留下了许多美好的回忆。
这将永远是我们非常特别的浪漫回忆。

Jeanne Harrison   

大多数人一听到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布莱特小镇时，首先想到的
就是滑雪，然后可能就是高尔夫。如果八月份到布莱特小镇参加 
RCI 交换假期活动，这两项运动我们都可以体验到。但是，滑雪
和高尔夫的乐趣，远不及我们在附近机场乘两架超轻型飞机时所
体验到的那种肾上腺素飙升的刺激和兴奋。
当飞机上升至布法罗山顶上方达到一定高度时，飞行员会关闭发
动机，然后利用上升暖气流滑行降落到陆地上。我的飞行员非常
专业，他没有再打开发动机，而是控制着飞机，让我们随着飞机
滑行降落到跑道上，甚至钻进林地中，之后娴熟地停在林地上。
当我们乘坐的两架飞机在空中飞行时，我们能够看到彼此，当我
们顺利平稳地在地面滑行时，我们为对方“竖起大拇指”。对于
此次体验，我们给出五星级好评。

会员分享
我们希望会员能够积极参与，我们很愿意倾听他们精彩的 RCI 度假故事。阅读以下内容，去了解在
我们的情人节和冒险活动中获胜的人们如何享受他们的 RCI 假日！

感谢所有提交参赛稿件的会员！评选结果将在下一期《假期无限》杂志的第 1 页公布！

昆士兰巴加拉海滩

维多利亚布莱特小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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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是留下回忆的最好方式。所有会员活动期间，我们跟踪
拍摄了许多照片，这里展示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希望与您一
同分享！对于没能参加本次活动的成员，请留意下一次美途秀
邀请，因为不久之后我们就会来到您的身边！

从新加坡到墨尔本，再到吉隆坡，我们非常感谢所有为
我们奉上 RCI 美途秀的会员。与会员互动并向他们介绍 

RCI 是我们一次十分难得的体验。

RCI  
在旅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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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注册！   
如果您不确定下次度假要去哪里，但明确
需要出游，请在线浏览供应情况。只需点
击一下鼠标，便可查看供应情况、预定位
置、确认度假或续订 RCI 会员。这些仅是 
RCI.com 中提供的众多功能中的一部分。

在线搜索
RCI 全球会员经常储存他们的周次，甚至
更改他们的假期计划。如果您未搜索到查
找的假期，可启动继续搜索，您可能会幸
运地找到心仪的度假选择方案。

什么是交换能力？
许多会员不知道交换什么。
简单来说，交换能力是指存储周次值。 
不同目的地需要的交换能力值不同，有时
您甚至可以将 1 存储周次用于两次度假。
在附近享受应有的假期，同时规划下一
个长假期！

RCI 精选度假胜地
许多会员问为什么一些客房使用现金预
订。在 RCI，我们希望为所有会员提供尽
可能多的度假选择方案。如果您已经使用
周次预订假期，或正在为假期储存周次，
则可以预订 RCI 的精选度假胜地。

RCI 预订窗口
RCI 有一个两年期预订窗口，因此，如果
您计划预订一个颇受欢迎的目的地和/或已
确定度假时间，请至少提前 6 个月开始搜
索度假选择方案，以避免让自己失望。
现在开始规划浪漫假期、冒险之旅或家庭
度假。RCI 度假方案，满足所有人所需！

私人定制指南！
直接打电话咨询假日顾问有关度假预订的建议, 因为没有比这更好的咨询方
式了。我们每天列出顾问为您提供的 5 条预订建议, 它们将有助于您规划下
一次的度假旅程！

Contact RCI Member Services Hotlines:
Australia: 1300 368 800
New Zealand: 0800 368 800
Brunei: 800 065  
(enter 2 # 2 #, dial 6412 2436)
China: 400 8111 688
Hong Kong: 800 96 4847
Indonesia: 001 803 65 7311
Korea: 007 9865 17123
Malaysia: 1800 18 1121
Singapore: 65 6223 4333
Philippines: 1800 1651 0639
Philippines (GLOBE): 1800 8739 5267
Taiwan: 0080 165 1333
Thailand: 001 800 65 6060 
Vietnam: 120 65 122
Japan: 0120 234 845

Contact RCI by e-mail:
Pacific: pacific.member@rci.com
Asia: asiamembers@rci.com
China: chinamembers@rci.com
Korea: koreamembers@rci.com
Japan: japanmembers@rci.com



我们搜索了该地区最迷人的沙滩，包括巴厘岛和拜伦湾。

夏天终于来了，快挑选一款充满夏日气息的服装，整理好行装，

动身去下一个海滩度假圣地！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拜伦湾
罗望子金沙度假村 (#5716)
澳大利亚最受欢迎的地方之一就是海滩，
拜伦湾位于澳大利亚最东端，拥有闪闪发
光的海滩，是最令人向往的旅游景点之
一。冲浪者、全家老小和全球各地的流浪
吉他手都慕名来到拜伦湾的主海滩，任由
冲刷岸边的海水将自己打湿，或是沿着沙
滩静走，享受独处时光。

印度尼西亚巴厘岛乌鲁瓦图海滩
金巴兰皇家度假村 (#5254)
长长的步行道的尽头即是全球最著名的冲
浪目的地之一，乌鲁瓦图海滩。这里的海
浪通常是冲天巨浪。
周末时，水中挤满了常来冲浪的人，因
此，这里也是一个很棒的观景点。

8  JULY 2017

参观亚太地区最受
欢迎的海滩

菲律宾长滩岛白沙滩
星辰度假酒店 (#D868)
白沙滩通常被誉为全球最美海滩之一。尽
管距离遥远，但亚洲乃至全球的游客仍纷
纷涌向这个神话般的海岸。
他们不远万里，是为了清澈透明的海水、
潜水探险、韵味别致的海滩小屋以及满眼
尽是可上传 Instagram 的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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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果阿邦巴格海滩
奔闹林 (#3594)
巴格长沙滩的一部分形成果阿邦的海滨地
区，沙滩上有一把把遮阳伞、五彩缤纷
的贝壳等等。这里也经常举办各种大型水
上运动，包括帆伞运动和尾波滑水，太阳
下山时，派对将拉开帷幕。度假者在蒂托
巷夜店的舞池中随音乐舞动起来。对于渴
望享受安静时光的游客，每周六晚美奇夜
市会出售各式各样的莎笼、香料、珠宝
和古玩。

中国海南博鳌玉带滩
博鳌玉带湾大酒店 (#DA13)
玉带滩位于中国的夏威夷：海南岛，它被
视为该地区最珍贵的宝石，因此得其“玉
带”之名。这片银白色的海滩呈月牙形，
横亘在万泉河和南海之间，是全球分隔海
河最窄、最长的海滩。租一只小船，载着
您从小镇出发

斐济维提岛纳塔度拉海滩
斐济棕榈酒店 (#0676)
纳塔多拉海滩拥有碧蓝色大海、纯白沙
滩、成荫的棕榈树，被誉为斐济主岛维提
岛最宝贵的财富。礁石形成环礁湖，是人
们的游泳天堂，落潮时，您可以沿着礁石
外侧散步。
小贩们沿着水边摆起了小摊，出售插着吸
管的新鲜椰子和骑用马，供您在沙滩上策
马奔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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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伦敦
伦敦肯顿市集 

肯顿市集包含 3 个独立的市场，是伦敦最
大、最不拘一格且最受欢迎的购物飞地。
洛克区域出售各种各样的工艺品，马厩市
场售卖另类的朋克风格服装。
行家可以挑选各种各样的商品，包括旧唱
片、自行车和豆袋。现场音乐演奏和其它
娱乐活动使您应接不暇。

泰国曼谷
曼谷乍都乍周末市场

请做好准备，体验终生难忘的购物：参
观曼谷乍都乍周末市场。市场面积达 35 
英亩，15,000 多个摊贩，叫卖声络绎不
绝，产品种类应有尽有，包括 T 恤衫、手
提包和传统手工艺品等。饿了也没关系，
种类繁多的小吃摊将为您供应全球美味小
吃，从红油小面到油炸昆虫，各种美食五
花八门。

中国北京
潘家园古玩市场

潘家园古玩市场，又称潘家园市场、潘家
园旧货市场等，是喜欢中国古旧物品者的
必去之地。周一至周四的开放时间是早上 
8:30 - 下午 6:00，
周末的开放时间是凌晨 4:30 - 下午 6:00。
建议周末逛潘家园。因为只有在周末，来
自全国各地的小贩才到这里展示他们收藏
的个人物品和工艺品，并在市场指定区域
当场出售。

香港
香港庙街夜市

逛亚洲夜市，体验独特的本土风情。香港
庙街不容错过。购买翡翠饰品避邪消灾，
在茶具摊前讨价还价，找鹦鹉（是的，就
是鹦鹉）算命，边走边在小吃迷宫中品尝
各种米、面美食，融入当地人。

美国西雅图
西雅图派克市场

派克市场被称为西雅图最佳去处并非浪得
虚名。它是美国最古老的市场，占地面积
约 10 英亩。海鲜摊位老板互相抛掷整条
大鱼经常吸引诸多游客前来观看，此外，
您还可以结识许多书店老板、古董商和奶
酪匠人。

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
百年建筑、鹅卵石街道，圣特尔莫区可
谓布宜诺斯艾利斯最具历史文化气息的
区域。
多利戈广场位于圣特尔莫的中心地带，一
到星期天，当地人和游客纷纷涌到这里，
在 270 余个摊位上寻找古老的玻璃器皿和
珠宝、五颜六色的虹吸管、百年硬币和邮
票、胶片相机等等。在多利戈跳蚤市场也
可以看到许多其他珍藏品，尤其是仿古家
具、黄铜制品和玻璃器皿。带上现金（美
元即可），准备到这里讨价还价吧！

请所有购物者接着往下读，了
解全球十大街市和夜市，在这
些地方，各式各样的当地手工
制作配件和饰品，应有尽有。
漫步于当地市场，搜寻琳琅满
目的商品，讨价还价，沉浸在

当地文化中！

         血拼, 到底!
肯顿市集

铃木夜市

曼谷乍都乍周末市场

潘家园古玩市场



圣特尔莫周日跳蚤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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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伊斯坦布尔
伊斯坦布尔大巴扎

大巴扎是全球最大的集市之一，拥有 60 
条街和 5,000 家店，逛完整个集市需要花
上好几天的时间。这里有清真寺、喷泉、
土耳其浴室、咖啡馆和餐厅。从琥珀念珠
到镶嵌武器、土耳其传统服饰，再到雕刻
精美的木家具，各种商品应有尽有。除非
要寻找特定的商品，否则最好漫无目的地
闲逛，让自己迷失在这个偌大的市场里 - 
您永远不知道会收获什么惊喜。

摩洛哥马拉喀什
马拉喀什：露天市场

在寻找具有异国情调的集市时，首先想到
的可能是摩洛哥露天市场，以及这里艳丽
夺目的色彩、嘈杂的喧闹声和各种浓郁香
味。在露天市场迷宫似的小巷子里很容易
迷路，但这也是一大特色。
这里出售琳琅满目的商品 - 华丽的灯笼和
漂亮的地毯、茶叶和香料、挂毯和银器，
您可以尽情地讨价还价。尽管自动取款机
到处都有，但最好随身携带现金。当地手
工艺人不可错过，他们会现场手工雕刻银
器，将羊毛织物放在冒着热气的彩色大染
缸里染色，以及手工制作皮革制品。

马来西亚吉隆坡
茨厂街

P茨厂街挤满了形形色色的商店和小摊，
出售各种商品和美食。提醒您注意分辨仿
品的告示牌，十分有趣，充满讽刺意味，
因为几乎整条街都充斥着各种假货。手提
包、手表、运动鞋、服装等商品一应俱

庙街

派克市场

土耳其大巴扎

露天市场

茨厂街跳蚤市场

全。路易威登紧挨着劳力士门店，10 令
吉不到，即可买到最新电影光盘。在茨厂
街，当地美食种类繁多，使您应接不暇。
在这里随处可见中餐厅和海鲜餐厅，街道
两边摆满了小吃摊，空气中弥漫着诱人的
香气，令人垂涎三尺，难以抗拒。 

澳大利亚墨尔本
墨尔本铃木夜市

位于 19 世纪维多利亚女王市场的露天夜
市每年 11 月 - 2 月的星期三营业，除了
工艺品和设计品之外，还可以品尝各个民
族的美食。
品尝印度、埃塞俄比亚、荷兰、西班牙和
越南等国的风味菜、澳洲烧烤和袋鼠汉
堡。当地人会到这里乘凉、啜饮当地的维
多利亚葡萄酒，为手工围裙打分。其他人
则不会错过小吃摊。
市场亮点：健康与和谐区的脚底按摩和用
椰壳手工雕刻的独一无二（如果不是常见
的澳洲样式）的手表。



世界美食
如果想要了解一种文化，
最好的方式之一就是在小
镇上品尝一些当地特色美
食！阅读以下内容，了解
通过 RCI 度假时可供选择

的特色餐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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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谷
(KRUA APSORN)

如果想要以合理的价格品尝经典美
味的泰国菜，Krua Apsorn 参森路
店是个不错的选择。它位于曼谷律
实县，您可在此品尝正宗的泰国
菜。蟹肉煎蛋卷一直以来都是一道
深受喜爱的菜品，此外，还有豆角
黄辣椒炒蟹肉、蒜泥河虾和藕茎鲜
虾汤。餐后甜点为招牌椰肉冰沙。
参森路店是 Krua Apsorn 的总店，
目前，Krua Apsorn 在 Dinso Road 
和多个曼谷购物中心均设有分店。

北京
(乡味小厨失而复得的美味)

在这家具有现代风格、呈现乡村质
朴氛围的中餐厅品尝中国传统乡间
小吃和老北京美食‘失而复得的美
味’。北京土生土长的厨师柴鑫重
新研制出失传已久的宫廷秘方和传
统烹饪技术，用焖炉制作老北京烤
鸭和酥脆鲜嫩的炉灶肉。走进香味
小厨的顾客必点面食，开放式厨
房，让您吃得放心。您也可以尝试
一下备受欢迎的乌鸡汤和番茄酱
大虾。



ENDLESS VACATION  13

香港
(AMBER))

如果想要品尝独特的美食，那就预
订香港中环米其林星级餐厅 Amber 
吧！这家餐厅将亚太口味与法国菜
完美融合，前卫大胆，广受好评，
享誉全球。根据全球季节性食材变
化，厨艺总监 Richard Ekkebus 推
出精品套餐，配上优质红酒，备受
欢迎。Amber 于 2005 年开业，现
已成为全球顶级餐厅，因此最好提
前预订。

悉尼
(YELLOW)

Yellow 素食小酒馆是一家由 Brent 
Savage 和 Nick Hildebradt 合伙开
设，它的排名仅位于 Monopole 和 
Bentley 餐厅之后，是一家令人惊
艳的素食餐厅。
没有肉并不成问题，在温馨舒适的
氛围中供应一系列创新的美味素
菜，同样能够挑逗顾客的味蕾。
甘草面包是一款招牌早餐。价格合
理的精品套餐搭配优质红酒，为您
带来惊艳的素食盛宴。

墨尔本
(THE KETTLE BLACK))

在 The Kettle Black 拍摄一张用鲜花
点缀的早餐盘并发到 Instagram，
势必增加您的 Instagram 点赞数。
The Kettle Black 的排名位于 Top 
Paddock 和 Two Birds One Stone 
之后，您可以在别致的露台屋中舒
适地品尝美味咖啡。薄煎饼和木斯
里是必点品。The Kettle 是一家很
受欢迎的早餐店，经常座无虚席。
上午 10 点前到那里，仍有可能要排
队等位。等位时，可先从外面的手
推车中取一杯咖啡品尝。

世界美食



新加盟度假村

一座无懈可击的城市 札幌市的大小恰到好处，既足以称得上是一座真正的城市，又可徒

步穿越整座城市，而且城市规划井井有条，一年四季都适合游客前往观光游玩。札幌拥

有一流的购物中心、餐厅和酒吧，是进入北海道新雪谷町和富良野的粉雪地区的门户。

顺时针方向左起：薄野区俯拾即是的餐厅和精彩纷呈的夜生活。札幌滑雪跳台俯瞰。夏

季市内百花齐放。夏日里，一条“绿丝带”贯穿于札幌中部，冬天里，它会变身为一条

银装素裹的白丝带，宛若梦幻仙境，札幌著名的冰雪节将在此拉开帷幕，通过大型冰

雕、滑雪比赛和生动的表演展现出日本人民的多才多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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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宿 RCI 位于札幌的加盟度假村

札幌东急度假村 (#DH00)/(#SF40)/(#SG40)

札幌东急度假村是一个具有现代风格
的日本度假村，地理位置优越，适合
全家到此欣赏城市风光。该度假村拥
有法式餐厅和日式餐厅，此外还有一
家酒吧。为了给您提供便利，他们还
提供到札幌火车站的接送服务。
度假村中的两居室套房最多可容纳 6 
位客人。其中一间卧室中有两张单人
床，另一间卧室是日式榻榻米地板，
铺设三个日式床垫，外加一张折叠式
沙发床。套房内配有设施齐全的厨房
（带餐桌）、Wi-Fi、布草、平板电视
和空调。每个套房内还有宽敞的客厅
和餐厅，为旅行在外的全家人带来舒
适惬意的居家体验。

札幌是北海道的首府，被称为通向日
本最北端岛屿的门户。这座城市可为
您呈现丰富多彩的观光、餐饮和购物
体验，而且地理位置优越，去附近的
新雪谷町和小樽等著名景点游览也十
分便利。

札幌



人间天堂 绵延不尽的海滩、碧波荡漾的海水和郁郁葱葱的绿地，这一切在吉利阿尔岛
随处可见。酒店房间装修得富丽堂皇，拥有精雕细凿的大理石墙壁和光可鉴人的大理
石地板、室外浴室和华美的游泳池；吉利阿尔夕阳大酒店宛若一颗远离尘世喧嚣的天
堂遗珠。顺时针方向左起：如果您整日沉浸在阳光沙滩中想换换口味，雨林腹地可令
您即刻耳目一新。吉利阿尔岛适合各种水上运动。欣赏完美不胜收的日落为一天的行
程画上圆满句号。
从海滩出发，进行环岛骑行或在海中浮潜，欣赏千姿百态的珊瑚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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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盟度假村



留宿位于吉利阿尔岛的 RCI 加盟度假村

吉利阿尔夕阳大酒店 (#DE43)/(#SF29)/(#SG29)

在吉利阿尔夕阳大酒店，天堂与奢华
触手可及。夕阳大酒店坐落于印尼龙
目岛西北海岸上一座名为吉利阿尔的
小岛上，与巴厘岛相距不远，乘船只
需很短的时间便可抵达。夕阳大酒店
是一家海滨度假酒店，渚清沙白的旖
旎风光、蜿蜒曲折的海岸线与充满当
代设计风格的建筑交相掩映。酒店内
有餐厅、海滩俱乐部和服务周到的酒
吧，供应种类丰富的各式菜品，传统
印尼美食和富有西方风情的美食汇聚
一堂。此外，客人还可以在游泳池中
尽享水肺潜水的乐趣并在酒店的潜水
中心开展日常浮潜之旅。所有房间均
配备空调，并可畅享极速室内 WiFi。

度假村还提供冲浪板冲浪、风筝冲
浪、骑马等丰富多彩的娱乐活动！夕
阳大酒店毗邻村庄，距离餐厅聚集区
只有五分钟的路程。
科莫多龙、瀑布和火山之旅等其他短
途旅行也不容错过。若能有幸帮您规
划任何上述活动，夕阳大酒店乐意
之至。

吉利阿尔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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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叻和芽庄

同时游览越南
两大旅游胜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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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会员们经常都会问："我在一个地点住
上7个晚上可以做些什么呢？" 在本文中，我
们将会向您推荐您可以在越南新加盟的度假
村附近必做的5件事。 

大叻 2：疯狂屋
体验疯狂屋离奇古怪的建筑风格，这是一
座充满想象力和艺术气息的私人住宅。采
用刻纹装饰的房间由狭窄的空中之桥连
接，藤蔓状的扶手从交相缠绕的绿色植物
中伸出，搭配熔岩流状、颜色艳丽的蜘蛛
网状等各种形状怪诞的窗户。疯狂屋是女
建筑师 Dang Viet Nga (Hang Nga) 的作
品，她在莫斯科取得建筑学博士学位，大
叻许多其他建筑均出自她手。

大叻 1：大叻花园 
大叻花园位于市中心春香湖的北侧，以姹
紫嫣红的鲜花和种类丰富的植物而闻名，
包括兰花、绣球花、玫瑰、三色堇、含羞
草和桃花等常见植物以及众多外来物种。
这座公园一年四季都举办各种有趣的花卉
展，但以夏季居多。游客可以在这里购买
精美的花束。每天 07:30 – 16:00 开放。

大叻 3：保大避暑行宫
参观越南最后一位皇帝保大的行
宫。1926 年，12 岁的保大登上皇位。自
此，他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并且经常到
大叻度假。他的避暑行宫由三栋皇家建筑
组成，其中 3 号行宫最负盛名。这座行
宫现已重修，里面仍布置着原有的家具和
装置、皇室成员画像和雕像，可以让您
充分了解这位皇帝的一生。每天 07:00 – 
17:00 开放，位于市中心西南方向四分之
一英里处的 Le Hong Phong 路。

一次外出旅行，两重假期体验： 
大叻在很多方面均能让您体验到别样风情，譬如温暖如
春的气候和风格深受法国殖民影响的建筑，相比之下，
芽庄的海边高楼居多。
另一方面，芽庄拥有秀美的海湾和迷人的海滩，能够让
您在炎热的气候里感受到一丝丝凉爽。告诉您一个好消
息，RCI 会员可以在一个假期里游览两个目的地。

第一个目的地：大叻



大叻 5：“购”无止境 
可在一楼购买 T 恤衫、裤子、裙子、鞋履
以及羊毛手套、丝巾、舒适的夹克、帽子
和靴子等保暖衣物。楼梯通往一家细薄织
物商店，店内出售传统的高原服饰、亚麻
衬衫、绣花服装和漂亮的越式旗袍；另有
一家商店经营丝绣工艺品生意。
还有一家水果蔬菜店，出售林同省的特色
新鲜水果和蔬菜；红薯干、橘子酱、果
酱和当地的水果糖等加工食品；以及茶叶
和花茶。

芽庄 1：海滩魅力 
迷人的景色、沉静蔚蓝的大海、干净的
白色沙滩和优质服务意味着您将在完美
基地 - 具有现代风格和奢华设计的芽庄度
假村 - 留下难忘的回忆。从位于山腰上的 
Cham 古刹可以俯瞰蜿蜒的翡翠湾、充满
异域风情的近海岛屿和壮丽的珊瑚礁。沿
着壮观的海岸线（长 7 公里），陈富大街
两侧的高档酒店、豪华餐厅、博物馆、商
店和其他服务场所鳞次栉比。

大叻 4：游览法国区
游览位于小镇东南方向几公里处的 Tran 
Hung Dao 路的法国区，了解殖民时期显
赫一时的人物如何度过夏天。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建造的法国殖民风格
别墅、住宅、酒店、高尔夫球场、温泉浴
场、学校和教堂保存完好。如今，有许多
别墅归附近的五星级酒店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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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目的地：芽庄



芽庄 3：彩弹射击
芽庄活动清单包括参加芽庄彩弹射击活
动。芽庄每天举办两次彩弹射击比赛，每
位玩家配备一杆枪、配套设备和防护装
备。每次比赛之前，指导员会将所有参赛
者分成几个参赛小组。如果您对这种活动
感兴趣，请提前预约，并准备赛后使用的
个人毛巾和换洗衣物。
地址：芽庄 Nguyen Thien Thuat 街 117 号

芽庄 4：泥浴
将自己浸泡在富含矿物质的泥浆里，据称
可治疗慢性关节炎、结核病、失眠、坐
骨神经痛、压力、牛皮癣和内分泌失调等
多种疾病，并且能够令肌肤美丽光滑、活
力滋润。在泥浆中浸泡之后，再来个日光
浴，让肌肤充分吸收这些矿物质，洗净，
然后将自己浸泡在温泉水池、瀑布或游泳
池中。芽庄提供多种泥浴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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芽庄 5：便宜抢购 
大坝市场 (Cho Dam) 每天凌晨 4 点左右
就开始活跃起来。它是芽庄的主要交易中
心，这里的海鲜干货排列整齐，场面壮
观，吸引许多游客拍照留念。作为当地生
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农民、渔民和商
人每天将他们的新鲜鱼获、农产品和商品
拿到这里来出售。主建筑的中间区域出售
各种纪念品，市场外有各式各样的衣帽和
种类繁多的家用百货可供选择。

芽庄 2：品味异国文化  
沿着芽庄街道品尝地方美食，包括新鲜的
海鲜。离开旅游中心，徒步或坐着摩的探
寻真正的街边小吃。坐在 Mac Dinh Chi 
十字路口的小塑料凳上，边享用美食边观
察当地的日常生活。
品尝 Thit Bo Nuong La Lot，即槟榔叶烤
牛肉，以及 Banh Trang Nuong，即烤米
纸卷的简单当地食材，一种便宜又美味
的小吃。

STAY 

RCI  AFFIL IATED RESORTS IN  DALAT 
AND NhA TRANg INCLUDE:

芽庄科斯塔公寓 #DE45
芽庄科斯塔公寓是海边豪华公寓中现代化生活的象征。
位于芽庄海滩旁的理想位置，设有无边际游泳池、温泉
浴场和健身中心、儿童俱乐部、特色餐厅、网球场等
等。设计理念侧重于芽庄的自然之美及其神秘特质。

大叻特拉可塔度假酒店 #DE65
大叻特拉可塔度假酒店是休闲度假活动的绿洲。
西方设计融入于周遭环境之中，四周绿色环绕，泉林
湖相伴左右。酒店设有 240 间客房和 21 栋别墅，以丰
富资源提供非凡服务。免费 Wi-fi、网球场、室内游泳
池、健身房、桑拿房、儿童俱乐部和每天发往大叻市
的班车，使这里成为一个理想的度假之选。

如想要了解其它度假村，请登录 RCI.com 或致电所在国家/地区的免费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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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寻海浪 

莫宁顿半岛
     惊艳的美景、海滩、购物、水疗、美食加上美酒，听上去如何？ 
赶快收拾好行李，澳洲经典自驾游路线之一正在等待您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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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艺术”画廊、博物馆与文化。 
许多艺术家都以莫宁顿半岛为家，营造出
一个充满活力、繁华似锦的艺术之都。欣
赏艺术于其创作过程之中。拜访玻璃吹制
工坊，走进艺术工作室，在精彩非凡的画
廊购买作品。
走到室外，在雕塑公园野餐，或寻着艺术
的足迹漫步壮观海岸。此处不仅充盈当代
艺术的氛围，同时也弥漫着历史的气息。
参观专题博物馆、历史村舍和宏伟的历史
建筑。目睹 19 世纪 50 年代建造的角灯塔
或内皮恩角历史军事要塞。
在线查询和预订演唱会、家庭秀、戏剧或
节庆活动门票。 

2.“户外”户外活动。
离开美丽的海滩和海岸风景，到腹地开展
冒险之旅或家庭郊游。骑马或自行车穿
梭在酒庄之间、灌木丛中或抵达海滩，让
自己迷失在巨大的迷宫中，树上冲浪或滑
管，在湿地栈道漫步，或开展月夜之旅，
观看濒危野生动物。
参观香气迷人的薰衣草庄园、农舍花园，
以及种有香水玫瑰和参天大树（19 世纪 

60 年代栽种）的规整花园。
在花园中心获取各种植物、籽苗、种子和
良好种植建议。

3.“美食与美酒”  
地方特色食物和葡萄酒。
用来自农场门前小摊、农贸市场或熟练食
品加工人的时令食物填满您的野餐篮。在
酒庄餐厅享用地方特色美食；在葡萄园
品尝该地区制作精良的夏顿埃酒、黑比诺
和灰比诺，或在精酿啤酒作坊、果酒制造
商和酿酒厂品尝优质美酒。尽情享受高级
餐厅带来的乐趣，或邂逅沿海村庄或内
地小村庄的休闲咖啡厅。拿起莫宁顿半
岛美酒美食农场路线图，驱车到该地区寻
迹游览。

4.“SPA”温泉水疗和日间水疗   
承诺自己一些‘私人时间’？
放慢生活的脚步，在天然温泉中漂浮，抬
头仰望树梢或星空。
参加瑜伽课。享受按摩，释放压力，享受
幸福时光。放下手机，沿着悬崖或在内地
平静地走很长一段路。让新鲜的海风与桉

树的气息净化您的身心与灵魂。如要释放
压力、整理思绪和思考人生，莫宁顿半岛
就是您的应去之处。 

5.“购物”用购物抚慰心灵。   
购物也可以装满野餐篮和食品储藏室，或
为您的花园寻获礼物、绘画作品或雕塑。
漫步于多个村庄、周末或周中市场；与当
地食品加工人、艺术家和手工艺人交流。
在农家商店和工艺品零售店品尝半岛正宗
的美食美酒。在温馨的小古董店、珍品市
场、农庄、画廊、精品店和美食店购物。
  
6.“海上活动”    
潜水、钓鱼、游泳。
迫不及待地开始浮潜、水肺潜水、与海豚
共游、观看顽皮的澳洲海豹和充满好奇心
的小海龙。冲浪、帆船、立桨冲浪或皮划
艇；在安全的海滩上与孩子们一起玩耍；
在码头钓鱼或预定钓鱼租船。来自维多利
亚西部的冷水与澳大利亚东部的暖水在神
奇的海底世界相遇相混，造就了莫宁顿
半岛的 500 多种鱼类和 1000 多种海洋植
物，以及不幸的 60 多起海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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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寻海浪 

莫宁顿半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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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国家公园和州立公园” 
远足和探险。
长靴型的半岛介于菲利普港湾和西港湾之
间，这里拥有变化多样的自然景观，190 
多千米的海岸线、超过 25,000 公顷的国
家公园和多个大型国家海洋公园供您探
索。徒步到半岛西端的纳平角国家公园；
在莫宁顿半岛国家公园探索 26 千米的巴
斯海峡海岸线。如果想要一览海湾和城市
远景，您可以到半岛的最高点亚瑟王宝座
州立公园，夜晚欣赏菲利普港湾附近闪烁
的灯光。 

8.历史 悠远气息扑面而来。    
1803 年，维多利亚的第一块欧洲殖民
地就设立在索伦托附近。肖恩克角灯塔
建于 1859 年。尼平军事要塞始建于 19 

世纪 80 年代并沿用至二战时期，筑有
各种军用隧道、堡垒、炮位；附近历史
悠久的 Quarantine Station 拥有 50 座
列入遗产名录的文物建筑；还可以参观
著名的 Cheviot 海滩，前总理 Harold 
Holt 于 1967 年前来游玩并从此失踪。
探索朴素简约的麦卡尔开拓者宅邸（建
于 1844 年）；雄伟庄严的酷拉特宅邸
（建于 1895 年）；富丽堂皇的消夏寓所 
Beleura（建于 1863 年）；以及富饶宜人
的桑树山，那里曾是艺术家 Sir Daryl 与
作家 Joan Lindsay 女士的居所。 

9.树上冲浪和滑索    
魔幻冒险花园。
这个坐落于亚瑟王宝座山的美丽乐园能够
为全家人带来难忘的探险之旅。其中有针

对成人设计的经典线路，分为五种不同
难度，设有 50 处挑战障碍及五条滑索；
也有针对儿童设计的童趣线路，分为三种
不同难度，设有 30 处挑战障碍及三条滑
索。爬上起点树，开始空中冒险之旅吧！
在茂密葱郁的树冠中穿梭，体验悬索桥、
空中缆车、平衡吊桥、八米高的空中荡索
和高空滑索等冒险项目。
最刺激的当属长 170 米、高 20 米的林间
索道，横跨树篱迷宫、主题花园和湖面。  
 
10.徜徉墨尔本    
墨尔本一日之旅。
想要游览墨尔本那些规划清晰的街道，最
佳起点莫过于弗林德斯街车站。您可以选
择自由漫步，也可以搭乘免费的 35 路环
城有轨电车。对面是联邦广场和可以免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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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Y 

RCI  AFFIL IATED RESORTS ON  
ThE mORNINgTON PENINSULA INCLUDE:

玛莎山庄度假村 #7673 
在这里，您可以尽情享受俱乐部酒廊、室外游泳池和野外烧烤所带来的乐趣。度假村所在地与海滩仅 900 米之遥，附
近有网球场、高尔夫球场、餐馆、跑马场和步行小径。如果您爱水上运动，度假村可为您提供一系列水上活动，包括
划船、垂钓、浮潜、帆船及水肺潜水等各类项目。

Nepean Country Club & Day Spa ＃1169
Nepean Country Club & Day Spa 坐落于风景如画的莫宁顿半岛中心地带，坐拥约 35 英亩景色宜人的花园，是来维多
利亚旅游度假的首选之地。其中提供诸多现场服务，包括灯光网球场、娱乐室、室内/室外游泳池、水疗池、游乐场
等。可以就地享受餐厅、咖啡以及洗衣服务。此外，附近还有高尔夫、划船、骑马等活动可供参与。

白崖海滩度假村 #DE65 
白崖海滩度假村位于距离墨尔本仅 90 分钟车程的莫宁顿半岛上，长久以来这里都是慵懒海滨度假的理想之选。度假
村内有绿色内陆以及各种有趣的设施与活动，您可以在这里享受一周惬意的时光。白崖海滩度假村占地约一英亩，
建有 20 个单双人客房（5 间一居室客房、14 间两居室客房和 1 间三居室客房）、仅向成人开放的宾客休息室、游戏
室、室内游泳池和水疗中心、桑拿浴室、迷你高尔夫球场、仅向成人开放的水疗中心、排球项目以及儿童游乐场和
野外烧烤区。

如想要了解其它度假村，请登录 RCI.com 或致电所在国家/地区的免费电话。

费参观的澳大利亚电影展与澳大利亚艺术
家画廊。
霍西尔巷酷炫的涂鸦街距此不远。
在格雷夫斯街的欧式小巷上摆一张桌子，
点一杯咖啡或葡萄酒，再加上美味的街边
小吃，闲适惬意不过于此。南岸娱乐艺术
区横跨亚拉河谷。站在尤里卡环形落地玻
璃观景台上，可以 360 度俯瞰这座城市及
其周边的美景。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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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
如果您酷爱户外运动而且追求与众不同，

快收拾行囊来亚利桑那州的塞多纳吧（不要忘记带上相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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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徒步旅行 
红石村有上百条小径，每一条小径都是拍
照取景的好去处。
教堂岩小径不是最轻松的跋涉路径，但岩
石形成的壮观景象令其闻名遐迩。起点位
于 89A 号公路和 179 号公路的“Y”字交
汇点以南 4 英里处。对于来参观教堂岩的
游客来说，梅萨机场环线是邻近塞多纳机
场的一条较为轻松的路线。受欢迎的远足
路线包括贝尔岩小径、魔鬼桥步道、博因
顿峡谷以及包含古老的美国原住民遗址和
洞穴画的帕塔基遗址。 

2.塞多纳热气球之旅
翱翔在塞多纳上方，阳光照射在猩红色的
石塔上，与东方的地平线连成一线。随
风缓缓飘荡在塞多纳上空，俯瞰美丽的自
然奇迹、野生动植物，还能欣赏雄伟壮观
的红石村全貌。随着热气球不停地膨胀上
升，内心的期待和兴奋也越来越强烈。不
经意间便已身处云端，与鹰共舞。快来预
定红石热气球之旅吧。

3.圣十字架教堂
如果您的时间不甚充裕，只能够游览一处
文化遗址，那么请选择圣十字架教堂吧。
这座教堂是 Frank Lloyd Wright 的
学生，雕塑家 Marguerite Brunswig 
Staude 在 1950 年代的设计之作。教堂
从“Y”字交汇点以南 4 英里处的红色悬
崖上耸立突出。令人惊叹的是，背面的彩
色玻璃墙上衬有巨大的十字架，庄严地俯
瞰着维德山谷。开放时间为周一至周六上
午 9:00 - 下午 5:00，周日上午 10:00 - 下
午 5:00。每周一下午 5:00 提供泰泽祈祷
服务。无需门票。

CAPTION hEADLINE: 
DRebeffre befecre conlocchus, suntem, eti, nondam 
ditum nonlos, Ti. Romnimenius rent. Habem, orisqua 
tum huctus atrac inatum inatis; nor ac re cus noncerf 
ecristatis reti poeris omneneme detia nosti, se, ad ciae 
num oca nes! Catum precrenis. Vivit? Gerem telarivis, 
qua ponvolibus, usa maiondam se pulto tum in rem inica; 
nis. Mum essultium ius omniquere cum in dum, nos abus, 
quid diis viderfe cupimmo tris prit estrem hordi et; ne 
quastideri sicave, quam Patiam. Vivid inceste raecreberis 
ex sena, quastatiae etorum is no. Vivit. Serrio veritilius 
es vir hum dii publicae effrei pubis. conferionvem tam 
ponem dum hiliusa et is converox nica quonsul tordint. 
Istilium. Udem, nest

4.红石国家公园
红石国家公园拥有约 286 英亩的自然保护
区，位于“Y”字交汇点西南 10 英里处，
以丹霞地貌（包括教堂岩）这一极负盛名
的美景而闻名。游客中心会提供有关该地
区历史、有导游导引的野外徒步旅行和月
光远足的信息。
如果您选择夏季来游览，不仅可以享受凉
爽惬意的野餐，还可以在橡树溪中戏水。
园区全年开放，每天都有日常活动，广受
各年龄段游客的好评，园内还专为 4 到 
12 岁的儿童设有少年护林员项目 

5.特拉克帕克工艺美术品小镇
这个户外购物广场位于 89A 号公路和 179 
号公路的交汇处，用粉饰灰泥墙建成，具
有传统的墨西哥乡村风格。内部建有各
式艺术画廊和新世纪商店，店内售卖现
代艺术品和玻璃制品。场内还建有餐馆、
鹅卵石街道和马赛克喷泉，散发着古典
魅力。开放时间为每天上午 10:00 - 下午 
5:00。您可以在这里花上几个小时，购买
当地的手工饰品，并享受珍馐、音乐和艺
术之美。

探索
1 3

5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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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维德山谷葡萄酒之旅
人们通常不会把亚利桑那州与酿酒之乡联
想到一起，但维德山谷干燥的气候和充足
的水分非常适合葡萄生长。从塞多纳出发
可轻松驾车至此。以自由行的方式踏上
维德山谷葡萄酒之旅，去到四座著名酒
庄 — Alcantara 酒庄、Page Springs 酒
庄、Oak Creek 酒庄和 Javelina Leap 酒
庄并可在五个品酒室中品尝各类美酒。
品尝美酒后，可以游览周边的历史文化
小镇。蒙特苏马堡和图斯古特遗迹就坐
落于此。 

7.帕塔基遗址
驱车到达帕塔基遗址位于红岩之间的古老
悬崖洞窟，一睹 12 世纪到 13 世纪霍皮
部族在此生活的历史印记。岩壁上遍布的
象形文字一定会令您印象深刻。只需短
途徒步，即可直接到达悬崖洞窟，领略岩
石艺术。从“Y”字型交汇点沿 89A 号高
速公路向西行进，在 525 号森林公路右
转即是。
到达目的地后，您需要购买“红石区”的
车辆通行证。每天上午 9:30 - 下午 3:00 
开放。无需门票。需要预约。

8.滑石州立公园
如果夏季来到滑石州立公园，可以在曾经
的苹果园中惬意乘凉。河床在邻近宅地处
自然延伸，形成了天然的水上滑道。沿着
河流乘船而下或沿岩床自行漫步，享受惬
意阳光和这片天然游泳池。您可以恣意探
索这个古老的农场宅邸，或者如果您勇
敢过人，也可以选择去崖边蹦极。园区
位于塞多纳以北 7 英里的 89A 号高速公
路上。开放时间为：1 月到 10 月，上午 
8:00 - 下午 6:00（或 7:00）；11 月到 12 
月，上午 9:00 - 下午 5:00。收费标准：每
辆车 20 美元，车上最多四个成年人；每
多一人加收 3 美元。节假日票价会有所上
涨，秋季和冬季票价会降低。

9.塞多纳遗产博物馆
塞多纳遗产博物馆位于乔丹历史公园一座
二十世纪的小屋内，可在此感受小镇数千
年的悠久历史。各种展品和文物展示了
小镇从印第安人居住地到精神圣地的
历史变迁。而且，可以参观复原后的电报
局，最初的电报局已有 100 多年的
历史，曾出现在多部老电影中，例如
“大峡谷的呼唤”和”天使与魔鬼”等。
花费 2 美元，即可享受语音讲解，了解
更多详情。位于约旦路，沿 89A 号高速
公路一路向北。每天上午 11:00 - 下午 
3:00 开放。门票 5 美元，13 岁以下儿童
免费。

10.大峡谷
单单一个“大”字并不足以形容大峡谷的
壮阔。大峡谷长 277 英里，宽 18 英里，
深 1 英里，是亚利桑那州北部的自然奇
观。经过科罗拉多河六百万年的冲刷，
大峡谷形成了壮丽的景色，几个世纪以
来，不断吸引世界各地的 游客慕名而
来。它已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
名录，每年接待 450 万游客。大峡谷南缘
有大峽谷村、光明天使小径和便民设施，
游客众多，熙熙攘攘。为了逃离喧嚣，可
以到 峡谷北缘野山露营，
来一次实打实的徒步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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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克达波罗别墅 #2008
波克达波罗别墅坐落于幽静的小溪边，四周枝繁叶茂，郁
郁葱葱，橡树溪水声淙淙，如歌如吟。度假村设有室外游
池，可就近享受现场娱乐表演，享用高级餐饮。而且，还
可以在附近柳树荫蔽的高尔夫球场上打一轮，在风景优美
的户外烧烤露台烧烤，或在设有私人漩涡泳池和壁炉
的豪华别墅里放松身心。另外，在波克达波罗别墅不远
处，还有一片得到良好保养的网球场地。

塞多纳别墅 ＃3021
塞多纳别墅为游客营造一种宾至如归的舒适氛围。游客可
以在开阔的室外泳池或豪华的室内泳池中畅游，抛开世事
纷扰，闲散舒适。也可以在热水浴池和桑拿室放松身心，
还可以到设备齐全的健身中心锻炼身体。对于儿童，还可
以到充满乐趣的游乐场和游戏室尽情嬉戏。

塞多纳温德姆酒店 ＃5797
该酒店提供免费无线上网服务，活动中心还设有网络亭可供
使用。酒店内不提供旅行拖车、旅行房车或其他大型车辆的
停车区域。无边无垠的全景美景尽收眼底！

          STAY 

RCI  AFFIL IATED RESORTS 
IN  SEDONA INCLUDE:

For additional resort listings,  
visit RCI.com or your country’s local 
toll-free number

塞多纳松园度假村 ＃4968
在松园度假村休憩，
享受宁静、舒适的旅途时光。奢华、宁静是这一优雅度假
胜地的特色，周围自然美景环绕，美不胜收。游客可在塞
多纳最大的暖水泳池中恣意畅游，或在热水浴池中放松身
心。若携儿童前来，他们一定会爱上迷你高尔夫球场和儿
童游乐场。在度假 村的 Bella Vita 餐厅，还可享受五星级
晚宴。除此之外，该餐厅还提供客房送餐服务。

塞多纳温泉度假村 ＃3659
经过一天的探险与观光后，可到塞多纳温泉度假村休闲与
放松，缓解疲累。在酣畅淋漓的游泳或健身后，可以到热
水浴池中泡澡或是享受桑拿。在儿童游乐场，可以享受愉
快的亲子时光，而在游戏室，无论年龄几何，都可以相互
挑战，尽情厮杀。傍晚，享用美味的户外烧烤晚餐，以此
结束一天的旅行，然后在壁炉前相互依偎，
计划第二天的行程。

塞多纳峰会钻石度假村 ＃4038
充实的一天过后，度假村的暖水泳池或漩涡水疗中心是放松
身心的 完美方式，除非健身中心要求您 多加锻炼。迷人的
西南风格装饰 营造温馨、宜人的氛围，并且可俯瞰塞多纳
高原 壮丽的山地景观。

瑞奇塞多纳高尔夫度假酒店 ＃4061
瑞奇塞多纳高尔夫度假酒店是浪漫之旅或家庭出游的理想之
选，所在地区“四季如春”，户外风景令人叹为观止。当在
野餐区啜饮最爱的葡萄酒、品味烧烤美食、或在室外泳池中
消暑时，欣赏瑰丽的红岩景观更加惬意。瑞奇塞多纳高尔夫
度假酒店还设有服务台，为您提供重要提示和信息，帮助您
制定观光计划，游览该区域的著名景点。

塞多纳度假酒店/罗斯阿布里加多斯 ＃2026
豪华的塞多纳度假酒店/罗斯阿布里加多斯坐落于亚利桑
那州塞多纳，占地面积 22 英亩，其间曲径纵横、喷泉跌
水、绿叶成荫，是浪漫之旅或家庭出游的理想之选。所在
地区“四季如春”，户外风景令人叹为观止。一边在泳池
中戏水或在热水浴池中舒展身体，一边欣赏梦幻般的红
岩景观。



在芬兰，很难找到比沃卡蒂更美的小村庄，这里山脉绵延，山上森林茂密，
湖泊密布，未遭任何破坏。游客不仅可以欣赏美景，还可体验各种户外活动。无论寒冬，

抑或酷暑，武奥卡蒂都令人惊艳不已，而对于寻求新鲜刺激的冒险家而言，
同样是度假探险的理想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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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情自然

芬兰沃卡蒂芬兰沃卡蒂芬兰沃卡蒂

希登波尔蒂和提里卡湖
的自然风光
希登波尔蒂国家公园距沃卡蒂50 千米。
沿着小道，到崎岖的峡谷去体验浓荫蔽日
的云杉林，百花争艳的草甸，
以及一度因农民刀耕火种而被破坏的森
林。沃卡蒂附近（75 千米）还有另一处
国家公园，即提里卡湖国家公园，
是备受欢迎的徒步旅行胜地。探步其
间，同时了解该地区的历史。标志
着签订“1595 年特于辛那条约”的 
Täyssinä 界石便矗立在此，它划定了瑞
典与俄罗斯之间的边界，上面的皇冠和十
字架代表两国。 

探寻历史
在“旧仓库博物馆”观赏 800 件历史文
物，品味索特卡莫地区从史前时代到现今
的悠久历史。距苏母萨 25 千米处是传统
的特尔瓦麻基建筑博物馆，其中包括一栋
住宅楼，两座棚屋和一个阁楼。自 17 世
纪起，这些建筑归海基宁家族所有，庭院
和建筑自 1984 年起对公众开放。大多数
博物馆均在夏季开放。

沃卡蒂山脉
鸟瞰索特卡莫和沃卡蒂自然风光 - 13 座
山脉绵延，其间湖泊密布。沃卡蒂山脉的
最佳观景点驱车即可抵达，途经索特卡莫
与卡亚尼

南部道路。沃卡蒂山脉一年四季都
吸引着徒步旅行爱好者，尤其是当秋叶染
红群山之时，游客更是络绎不绝。历史最
悠久的的芬兰徒步旅行盛事将于九月在
穿越沃卡蒂山脉的徒步路线国家 UKK 举
行，随后，将举办穿越 13 座山脉的徒步
马拉松 - 13 Vaaran Maastomaraton。

凯努湖滨度假胜地
位于索特卡莫市 Sapsojärvi 湖的 Hiukka 
湖滩水浅湖清，安全怡人，全家人可以在
水中尽情的玩耍和嬉戏。这里有一家夏天
营业的咖啡厅，一个沙滩排球场，稍远处
还有网球场可供使用。
在便道和林中小径漫步，很快就能走到湖

四季皆美景
对页: 在真正的冬日仙境中，体验哈士奇雪橇之旅，
还有什么比这更令人振奋呢？
顺时针从左至右: 夏季，最适合在绿荫遮蔽的林中小径
中漫步。冬季下雪时，可以前往沃卡蒂坡滑雪场享受滑
雪的乐趣。Sapsojarvi 湖的 Hiukka 海滩是夏季享受日
光浴和体验水上运动的完美去处



滩。但一到冬天，这些道路就会变成滑雪
道，通过沃卡蒂滑雪道即可到达。

愤怒的小鸟活动乐园
沃卡蒂的愤怒的小鸟活动乐园是大小朋友
们的开心乐园。这里提供了内容丰富的玩
具、游戏和冒险主题区。孩子们可以在冒
险区穿越隧道，爬绳嬉闹。并在足球、曲
棍球和棒球竞技场中一展身手。还可以在 
Digiwall 中伴随节奏起舞，并在钢丝绳上
锻炼平衡能力。在斯特拉之角，孩子们能
比赛看谁跳得最高最远。而自由式大厅则
是进行滑板、BMX 越野赛、踏板车回合
赛和滑雪板运动的好去处。高尔夫球场更
是锤炼高尔夫技能的绝佳场所。我们建议
成年人前往 Forge 健身房 

让“二哈”带您驰骋
冬天的第一场落雪，意味着哈士奇雪季狩
猎旅行的开启。您可以自己驾驶雪橇，或
让专业教练驾驭雪橇犬在雪地上飞驰。这
是一项大人孩子都能参与的活动，在双座
雪橇上，即便是孩子也可以体验驾驭哈士

奇的乐趣。副驾驶员可以引导头犬，并能
踩刹车。其中，追逐极光是颇受欢迎的雪
橇游项目。约有 80 头友好的哈士奇期待
着您的到来。冬季时它们会用雪橇载您到
俄罗斯边境，而夏天时会用两轮车或踏板
车带您感受不一样的旅行。每个人都会穿
长罩，戴上帽子手套，而且还配备温暖的
座椅套，可谓“武装到牙齿”。

在沃卡蒂钓鱼
离沃卡蒂不远的努阿斯湖是钓鱼的绝佳场
所，那里有很多不错的钓点。而最佳的休
闲钓鱼场所之一，是 Vuokatinhovi 酒店
附近的 Särkinen 湖。而且沃卡蒂体育学
院的清澈水域和丰富的湖鱼，全年都在吸
引垂钓者前来钓鱼。
在芬兰，必须持有钓鱼证才能钓鱼。垂钓
者（18-64 岁）需缴纳国家钓鱼证费用，
最简单的方法是
在线支付。沃卡蒂水域的钓鱼证可以在 
Vuokatinhovi 酒店、沃卡蒂体育学院、
沃卡蒂布里克索克斯酒店、沃卡蒂旅行
社、Go 沃卡蒂和沃卡蒂狩猎旅行办事处
购买。

要快乐，不愤怒 
上图： 愤怒的小鸟活动乐园的室内冒险项目，让大小

朋友们都能尽情开怀。 顶图： 钓鱼素有悠闲运动的美
誉，但在沃卡蒂钓鱼可以让您体验非同一般的静谧写

意。 愤怒的小鸟活动乐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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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Y 

RCI  AFFIL IATED RESORT IN  
VUOkATTI ,  F INLAND 

卡提库塔假日俱乐部 #2247 
酒店内设有一个 18 洞高尔夫球场、一个室外网球场以及一个带桑拿、游泳池、网球场、壁球场、羽毛球场、高尔夫练习场、儿童游戏室、餐厅和酒吧的室内休闲中心。

扬鞭冰岛马
位于 Kainuun Vaellustalli 的冰岛马群定
能够让您体会到快马扬鞭的乐趣。冰岛马
在稳定的环境中出生并长大，它们全部训
练有素，在自然环境中性情温和安静。
根据参与者骑术技巧的不同，工作人员将
选择路线让您骑马穿越森林和丘陵。不
要求有骑马经验，只要您年满 12 周岁即
可。所有参与者都会接受基础培训，并领
取配合天气条件所需的设备。

精彩的戏剧与音乐会
在沃卡蒂周围 30 分钟车程内，戏剧爱好
者的一切需求都可以得到满足。
卡亚尼城市剧院是凯努省唯一的专业剧院
是，它与奥卢地区剧院合作，在该区域的
自治区内进行演出。每年，卡亚尼剧院都
会举办 5 部作品的首映，其中两部是本地
剧院的作品。另一个邻近的城镇—库赫莫
则以数不胜数的文化活动而闻名。最著名
的，要数备受欢迎的库赫莫室内音乐节，
该音乐节每年七月份举行，为期三周，沃
卡蒂音乐会也是组成部分之一。 

历史悠久的乡村教堂
索特卡莫的路德教堂有着文艺复兴晚期的
新哥特式风格。该木制教堂由奥顿伯格设
计，建于 19 世纪 60 年代的大饥荒期间，
于 1870 年开放。代表基督复活的圣坛装
饰画由芬兰画家 Severin Falkman 绘制。
索特卡莫东正教教堂（上帝之母保护教
会）位于 Rauhantie 附近的墓地，作为建
筑师 Teuvo Alapeuso 的一个项目于 1961 
年建成，并于 1986 年成为教堂。

Icelandic po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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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lTimATe FrAnce river crUiSe
Uniworld BoUTiqUe river crUiSe
River Royale
21 Night  

Selected departures March 2018 - September 2018

Oceanview (05) Twin Share 

Ports of Call: : Cadillac, Pauillac, Blaye, St. Emilion, Libourne, Vernon, 
Rouen, Caudebec En Caux, Normandy Beaches FR, Mantes la Jolie, 
Paris, Lyon, Macon, Lyon, Tournon, Viviers, Tarascony

Now from $7990*USD pp Twin Share 

With exchange

Quote DCRI88R when speaking to your consultant.

ASiA To AUSTrAliA crUiSe
Carnival Cruises. Carnival Spirit
19 Night  

from Singapore to Brisbane 

Selected departure in June 2018

Balcony 8K Twin share

Ports of Call: Singapore, Busan, Hong Kong, Nha Trang, Phu My, 
Singapore, Darwin, Brisbane   

Now from $2150* USD pp Twin Share 

With exchange

Quote DCPBUYK when speaking to your consultant.

TASTe oF The orienT voYAge
Princess Cruises, Sapphire Princess
11 Night  

Round trip from Singapore 

Selected departure in January 2018

Balcony (BF) Twin Share 

Ports of Call: Singapore, Kota Kinabalu, Nha Trang, Phu My, 
Sihanoukville, Laem Chabang, Ko Samui, Singapore  

Now from $1925*USD pp Twin Share 

with exchange

Quote DC1I8OPY when speaking to your consultant.

SAVE
$1600USd   
per couple off 

brochure 
price

SAVE
$800   

per couple off 
brochure 

price

SAVE
$1100USd   
per couple off 

brochure 
price

AlASkA SoUThBoUnd crUiSe  
+ denAli explorer
Princess Cruises Star Princess
12 nights: 5 nights Land Tour + 7 nights Cruise 

From Bordeaux to Avignon 

Selected departure May 2018

Oceanview (OF) Twin share

Itinerary: Fairbanks - Riverboat Gold Dredge - Denali - 
McKinley - Rail to Talkeetna - Whittier - Hubbard Glacier - 
Glacier Bay National Park - Skagway - Juneau - Ketchikan 
- Vancouver (debark) 

Now from $2460*USD pp Twin Share 

With exchange

Quote DC903HF when speaking to your consultant.

SAVE
$600   

per couple off 
brochure 

price

RCI CRU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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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ACT RCI mEmbER SERVICES hOTLINES:
Brunei : 800 065 (Enter 2 # 2 #, Dial 6412 2436)
China : 400 8111 688
Hong Kong : 800 96 4847
Indonesia : 001 803 65 7311
Korea : 007 9865 17123
Malaysia : 1800 18 1121

Philippines : 1800 1651 0639
Singapore : 65 6223 4333
Taiwan : 0080 165 1333
Thailand : 001 800 65 6060
Vietnam : 120 65 122
Japan : 0120 234 845 

ASiA crUiSe
Royal Caribbean Cruise Line Mariner of the Seas
7 Night  

Round trip from Singapore 

Selected departure: March 2018

Inside stateroom Twin Share 

Ports of Call: Singapore - Port Klang - Penang - Langkawi - Phuket 
(overnight) - Singapore  

Now from $875USD pp Twin Share 

No exchange

Quote DCZ2X5R when speaking to your consultant.

mediTerrAneAn crUiSe
Norwegian Cruise Line Norwegian Spirit
10 Nights  

Round trip from Singapore 

Selected departure: April 2018 

Inside stateroom Twin Share

Ports of Call: Civitavecchia/ Rome - Mykonos - Athens/Piraeus - 
Rhodes - Santorini - Chania Crete - Valetta Grand Harbour - Messina 
- Naples - Civitavecchia /Rome  

Now from $1250*USD pp Twin Share 

No exchange

Quote DC13D9WE when speaking to your consultant.

RCI TOURS

pricing correct as of 30 June 2017. prices are to be used as a guide only and based on per person, twin share. Subject to availability. prices include 
any associated discounts and suppliers promotions. discounts only be available on specific departures dates and rates may vary per departure and 
or season and will be confirmed at time of booking. offer may be withdrawn at any time. Full supplier conditions apply



36  JULY 2017

拥有此项特权，您就可以进入一个充满美妙假日的世界！您不仅可以交换周次，体验完全不同的假
期风格，还可以利用全球最大的加盟度假村交换库，用周次交换或用现金购买假期！

RCI 会员专享权益

国际交换
有 100 多个国家可供选择，许多
会员都借此机会交换到国际度假
地，探索其他国家和文化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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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轮交换
邮轮交换让您的目的地近在咫尺！使用您的周次抵扣
邮轮度假费用，享受节省的乐趣！您最多可以节省 4 
间客舱，并将分享给让朋友及家人，一同乘坐邮轮度
假。您也可以按会员专享价格用现金购买邮轮假期。

奖励周次度假
奖励周次度假是以现金度
假的方式提供的额外交换
住宿。无需储存周次，即
可享受更多假期。

通常情况下，奖励周次度
假适用于不超过 45 天、带
有折扣且价格极具吸引力
的旅行。在 RCI.com 预订
或联络 RCI 假日顾问以了
解更多信息。

精选度假胜地
在不使用储存周次抵住宿费用时，精选度假胜
地 7 晚住宿所需的费用通常低于酒店费用！我
们称他们为“精选”，是因为我们希望您能“
挑出”时间去这些度假胜地一游，如果没时
间，您也可以选择让您的朋友和家人去！

访客证
RCI 访客证是给家人和朋
友的完美礼物，让他们能
够再次享受令人兴奋的假
期！向您的家人和朋友开
放假期交换、精选度假胜
地和奖励周次度假世界。
购买访客证即可让您的家
人和朋友使用您的 RCI 交
换假期 - 就是这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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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紧积累 RCI 白金会员经验，提升您的 RCI 会员等级！

RCI 白金会员

免费房间升级和更改

预订旅程时，请告诉我们您对房间升级或
度假村更改感兴趣。对于度假村更改，您
最多可以指定目的城市的五个度假村。

入住两周内，如果您指定的度假村之一或
您确认的度假村的较大房间可用，我们将
更改您的预订并为您提供所有详细信息。

会员奖励

您会收到 RCI 交易的会员美金奖励，该奖励
金额直接存入您的 RCI 帐户，可用于未来 
RCI 交易。您可赚取会员奖励，该奖励按您
购买 RCI 访客证时、合并储存或储存信用时
所需的访客证成本估价。

优先访问

在向标准会员可交换之前，您就能获得选定
酒店和度假村中交换假期的专享使用权。

假期租赁和奖励周次旅行九折优惠

在所有非 RCI 铂金会员专享假期租赁和奖励
周次度假基础上再享受 10% 优惠，包括那
些促销项目。您还可以提前一天了解所有假
期租赁销售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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铂金级会员特权预览

比标准 RCI 会员提前一天获得假期租赁销售
的访问权限！

额外的生活方式权益 
(仅限太平洋地区)

可访问“我的奖励计划”，该计划囊括 
6000 余家商家并提供购物、餐饮、娱乐、
保险、住房贷款、汽车服务、探险等服务
的便捷省钱通道！

积分延期（仅限积分会员）

支付申请费用即可将您的积分延长两年使用
年限。时长是标准 RCI 会员的两倍！

免费积分转移（仅限积分会员）

想要了解可以使用额外积分的 RCI 积分®会
员吗？现在，您可以免费将积分从您的帐
户转移到另一个符合条件的 RCI 积分会员帐
户，而且没有积分额度限制！

RCI® 储存恢复（仅限周次会员）

我们希望您有更多的时间来储存周次！通
常，周次储存需至少提前 9 个月储存方可保
证完整的储存交换能力。RCI 铂金® 会员可以
在其周次开始日期之前的六个月储存，并自
动享受完整的储存交换能力。

请拨打您所在地区的免费电话号码，将您的帐户升级为铂金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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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休假变得更便捷

周末旅行者

努美阿华美达广场酒店 

3 晚 (#RE40)/4 晚 (#RE41) 
华美达酒店位于安斯瓦塔的中心地带。提供现代、宽敞的客房和公
寓。您可以在热带园林的游泳池旁沐浴阳光，放松身心，在涵庭水疗
中心宠爱自己，在健身房锻炼身体，在体育酒吧 Le Rendez-Vous 享
用早餐或观看最喜爱的运动赛事，在“L'entrecote au 360”餐厅一边
用餐，一边欣赏努美阿海湾摄人心魄的美景。

上海兴荣温德姆至尊豪廷酒店 

3 晚 (#RE55)/4 晚 (#RE56)  
上海兴荣温德姆至尊豪廷酒店集高档设施、专业周到的服务和精美
的美食于一身，在这个最现代最具活力的城市打造出一块非凡的避
世绿洲。酒店提供面积宽敞的健身中心，配有最新的泰诺健健身器
材，而其豪华室内游泳池可以在您漫长的一天旅行后为您提供放松
身心的舒适环境。

吴哥萨玛德维精品度假酒店 
3 晚 (#RE91)/4 晚 (#RE92)  
吴哥萨玛德维精品度假酒店位于暹粒市中心，配备 5 星级设施和服
务，提供个性化和热情友好的服务，是现代化快节奏生活的避风港，
使您宾至如归!

豪亚酒店式公寓 

4 晚 (#RF43)
豪亚酒店式公寓配有设备齐全的小厨房、起居区和无线网络连接。酒
店的屋顶花园是工作后理想的静居处，在田园诗般的花园环境中还设
有一个游泳池。

努美阿 柬埔寨暹粒

上海 吉隆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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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想要一次短暂的休假，但不想使用您的周次？ 
查看我们周末的一些精选度假胜地选项，获得美好的假期体验！*

*条款和条件：所显示的度假村视供应情况而定，按先到先得的原则进行确认。RCI 预订费用适用于所有确认信息。

京都格兰王子大饭店 

3 晚 (#RE19)/4 晚 (#RE20) 
京都格兰王子大饭店由为日本建筑业做出了巨大贡献的已故建筑师
村野滕吾设计。酒店设有宽敞的客房、优雅的宴会厅和餐厅，在日
式花园建有数寄屋风格的茶馆，带给您真正的京都体验。

特瑞普富提德谷酒店 

3 晚 (#RD52)/4 晚 (#RD53)
特瑞普富提德谷酒店是一家精品酒店，以街头艺术为主题，红砖建
筑上绘满壁画。

从酒店到毅力谷火车站仅需步行 4 分钟，酒店距南岸文化区有 4 公
里远。这里有充满涂鸦的全天候餐厅、可观看市景的时尚屋顶酒吧
和健身房。

巴厘岛卡马吉拉勒吉安度假村 

3 晚 (#RF05)/4 晚 (#RF06)
巴厘岛卡马吉拉勒吉安度假村有两家时尚国际餐厅，Azaa 餐厅和 
TAO 海滨小屋，拥有毗邻印度洋海滨无边际游泳池。沉浸于萨利尔
水疗的极度放松之中，让您精神焕发。此外，我们还另设有 2 个游泳
池。一个是毗邻吉安海滩的无边际游泳池，另一个是中央礁湖游泳
池。在屋顶酒吧也可俯瞰勒吉安海滩。另有一个小型室内健身房，24 
小时营业。酒店各处均提供免费 WIFI。

奥克斯岸公寓式酒店 

3 晚 (#R481)/4 晚 (#R482)
在奥克斯岸公寓式酒店可观赏到皇后镇最壮观的景色。这家美丽的公
寓酒店提供一系列服务和设施，将给您留下难忘的住宿体验。

日本 巴厘岛

布里斯班 新西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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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CI 租赁

巴厘岛费尔蒙沙努尔海滩酒店  
(#RD84)/(#RD85)/(#RD86)/(#RD87) 
印度尼西亚巴厘岛登巴萨 
巴厘岛费尔蒙沙努尔海滩酒店距离巴厘岛谷拉莱国际机场 25 分钟路程，是世界一流的全套房别墅豪华度假村，
位于四公顷郁郁葱葱的热带花园之中。招牌餐厅拉央拉央是品尝食品和饮料的绝佳去处。娱乐设施包括 50 米长
的无边际游泳池，沿着海岛上最长的 5 公里海滨人行道设有八个海滨小屋，蜿蜒前行的人行道途经海滨咖啡厅
和多色调木制渔船。

价格（起价）：  SG$805/AU$779/NZ$829

悉尼旅客之家酒店 (#R784)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悉尼  
悉尼旅客之家酒店坐落在悉尼中心商务区边缘，为您提供完美的探索旅程。悉尼一流的餐
厅、剧院、热闹的夜总会、以及从设计商店到时尚精品店等各类商店，徒步可达。您可以
从酒店出发轻松到达达令港、娱乐区、悉尼板球场和悉尼足球场等主要景点，而且酒店靠
近适合全家一同游玩的悉尼水族馆和野生动物园等景点，当然还有离此不远的悉尼 Imax 电
影院。

价格（起价）：  SG$1005/AU$969/NZ$1039

凯恩斯海滩度假村 (#7112) 
澳大利亚昆士兰凯恩斯 
凯恩斯海滩度假村四周环绕着热带园林和盐水泳池，您可尽情欣赏美景，游水嬉戏。

您可以到海滩的海滨餐厅酒吧 Coolums 用餐，聆听海浪拍打海岸的声音，渐渐放松身心。
可以躺在躺椅上，在水池边打发闲散时光，也可以享用户外烧烤美食。若您需要上网，会
象征性地收取一些费用。度假村距离大多数地区活动很近，步行即可到达，乘车不超过 10 
分钟。 

价格（起价）：  ASG$745/AU$719/NZ$769

桑迪海峡度假酒店 (#R956) 
澳大利亚昆士兰赫维湾  
桑迪海峡度假酒店位于赫维湾水上运动场，是唯一一家能够从日出到日落欣赏赫维湾及码头
无尽美景的度假酒店。赫维湾因可观赏鲸鱼以及可从此处搭乘渡轮前往弗雷泽岛而闻名，拥
有丰富的观光景点和野生动植物。而在该酒店，有各种各样的购物区和餐馆等您发现。 

价格（起价）：  SG$530/AU$509/NZ$549

北京金隅八达岭温泉度假村 (#A530) 
中国北京 
八达岭温泉度假村由奇丽的景色所环抱，夏季绿茵如毡，冬季白雪皑皑，平静而秀美的妫水
河横亘其中。不管日月更替，四季轮回，该无障碍度假胜地都呈现出一派闲适宁静的气象。
度假村不仅配备泳池供儿童和成人嬉戏，还提供温泉水疗助益健康。如果您喜欢驾车前往下
一个景点，度假村可为您提供汽车租赁服务。

价格（起价）：  SG$470/AU$459/NZ$4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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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ELANESIAN (#RE57) 
瓦努阿图维拉港 
从美拉尼西亚度假村出发，只需步行 5 分钟即可到达维拉港市中心。该度假村设有两家餐厅可供选择，
泳池旁设有文化娱乐场所。您可以在室外泳池旁享受闲散时光，品尝一杯鸡尾酒，也可以在两片网球场
地打打网球。而且，您还可以在第 21 俱乐部赌场碰碰运气，或者借此机会在水疗中心享受治疗。 

价格（起价）：  SG$760/AU$729/NZ$779

九龙维景酒店 (#R850)/(#R851) 
香港九龙 
九龙维景酒店位于九龙的中心地带，设有 485 间客房，集双重特色于一身，一方面毗邻熙熙
攘攘的购物区、商业区和交通主干道，而另一方面隐匿在城市的喧嚣之后。酒店提供免费班
车服务，方便您往返旺角地铁站和尖沙咀滨水区。酒店还提供往返香港国际机场的直达班车
服务，每小时一班。

价格（起价）：  SG$475/AU$459/NZ$489

华美达雷雅海滩度假村 (#RE82)/(#RE83)/(#RE81) 
新西兰泰帕  
华美达雷雅海滩度假村是游览北部地区的理想下榻之地。一段很短的车程即可到达新西兰
最北部的雷因格海角，在派希亚和多岛湾游览“岩中洞”和观赏海豚。您可以在度假村内
的餐厅和酒吧享用早餐、午餐或晚餐，或者休息。经过一整天的观光后，您可以泡在温泉
池放松身心，如果您不想离开度假村，可以在游泳池旁看书来打发时光。其他娱乐设施包
括烧烤设备和网球场。 

价格（起价）：  SG$565/AU$549/NZ$579

湄南河畔华美达广场酒店 (#RE61)/(#RE62) 
泰国曼谷 
酒店远离闹市区，游客可以在感受当代泰国装饰风格和酒店员工亲切关怀的同时享受一份宁
静。另外，它靠近空中列车网的郑王大桥车站以及高速公路，方便您前往城市的任何地方，
距离国际机场仅有 40 分钟的路程。我们的特色设施包括一个室外游泳池、阳光露台、1,000 
多平方米的豪华健康和水疗中心，我们还提供 5 家国际餐厅、酒吧和休息室，可容纳 10 至 
650 人的 22 间会议室与宴会厅，以及商务中心和可容纳 1000 辆车的停车场。

价格（起价）：  SG$380/AU$369/NZ$399

巴厘岛马莎里水疗别墅 (#R849) 
印度尼西亚巴厘岛  
巴厘岛马莎里别墅距离海滩约 3km，靠近以艺术市场闻名的苏卡瓦堤村。距离沙努尔约 15 
分钟车程，距离乌布 20 分钟车程。侧谷上有 12 栋宽敞的别墅，可俯瞰到佩塔努河在风景
如画的宁静巴厘岛美景中流淌而过。度假村拥有自己的水疗中心，配有专业的技师。如果
您想去一个安宁、浪漫却不失奢华的地方，同时想要回归大自然，在周围悠闲地转转，放
松身心，或将其作为寻求日常冒险的便利基地，那么巴厘岛马莎里将是一个非常有吸引力
的选择。

价格（起价）：  SG$925/AU$899/NZ$959

*Terms and conditions: resorts displayed are subject to availability and confirmed on a first come, first served basis. rci Booking fees apply to all 



从线上到线下
即刻开始假期!

随时预订下一个假期
立即访问我们的网站 www.RCI.com!

because your holiday means everything to you and that means the world to u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