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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 Sundance 度假村俱乐部选择 RCI，
为会员提供度假交换服务
新加坡（2017 年 10 月 2 日）——度假交换行业全球领导者 RCI（纽交所代码：WYN）
与日本 Sundance 度假村俱乐部达成加盟协议，使 RCI 度假交换网络新增六个日本度假
村，让全球 380 万度假交换会员拥有更多新鲜刺激的度假选择。新增的六个度假村位
于日本旅游业繁荣地区，包括神奈川县、山梨县、千叶县、静冈县和长野县。
RCI 亚太区执行董事 Jonathan Mills 表示：“日本将于 2020 年举办奥运会和残奥会，
届时游客量有望达到 2000 万，会进一步推动日本成为国际度假胜地，宣扬日本的传统
文化和地标建筑，吸引更多国际游客。迄今为止，日本一直是众多 RCI 会员首选的度
假胜地之一。我们非常高兴看到 Sundance 度假村俱乐部加盟 RCI，让 RCI 交换网络新
增六个位于日本主要旅游胜地的知名度假村，不断壮大 RCI 在日本的影响力。据统计，
目前已有 15 个日本度假村加盟至 RCI 平台。”
Jonathan Mills 还表示：“日本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将历史文化、传统民俗和现代气息巧
妙融为一体，为慕名前往的游客带来全新冒险旅途，感受原汁原味的日本文化，收获
意想不到、独一无二的绝妙体验。我们向会员提供 3.5 万多个度假胜地选择，主要通
过 创 新 产 品 实 现 发 展 和 增 值 ， 为 会 员 提 供 难 忘 、 有 意 义 的 旅 游 体 验 。 从 此 次与
Sundance 度假村俱乐部达成新的加盟协议可知，越来越多的日本开发商看到了度假权
益作为一种商业模式的优势。我们期待与 Sundance 度假村俱乐部维持长久的合作关系，
实现互惠互利的双赢局面。”
日本政府为旅游业设定了一个远大目标，希望到 2020 年时入境旅游人数翻一番，即：
从 2015 年的 1,970 万增加到 4,000 万。据日本国家旅游局（JNTO）粗略统计，2017 年
5 月前往日本旅游的国际游客人数达到了 230 万，比 2016 年 5 月增长 21.2%，创造了
5 月游客人数的峰值纪录。
Resort Frontier Co., Ltd.，（即 Sundance 度假村俱乐部的管理公司）首席执行官 Koki
Kubota 表示：“我们很荣幸地宣布正式加盟 RCI，因为我们相信，在业务周期的每一
个环节，RCI 会为我们提供许多创新的解决方案。我们期待与 RCI 达成更加长久的合
作关系”。

Sundance 度假村俱乐部新加入 RCI 交换网络的六个度假村分别为：
1. 箱根强罗 Sundance 度假村（Sundance Resort Hakone Gora）
箱根强罗 Sundance 度假村位于箱根町，坐落在富士箱根伊豆国立公园之内，距
东京不到 100 公里。箱根町富士山附近的温泉和芦之湖的自然秀丽风光闻名，
是最受国内外游客欢迎的旅游胜地之一，也是渴望远离东京喧嚣、想要放松身
心的游客的理想选择。从东京中心区出发前往箱根强罗 Sundance 度假村的交通
方式众多，该度假村主要提供无间隔独居房型，每间至多可入住三人，住宿单
位内设有一个配置全套设施的浴室。度假村的温泉服务深受游客夸赞，且度假
村内设施完善，配有儿童房、洗衣房和按摩椅等。此外，度假村坐拥黄金地段，
附近有箱根登山铁道，方便游客乘坐列车，一览箱根汤本到强罗站沿途的如画
风景。
2. 伊豆高原 Sundance 度假村（Sundance Resort Izukogen）
伊豆高原 Sundance 度假村位于伊东市的伊豆高原，是著名的夏季度假胜地，山
峰连绵，沿海而立，自然风光美不胜收。除了秀丽的自然美景之外，伊豆高原
另一大特色在于景区内建有许多艺术博物馆和历史博物馆。伊豆高原 Sundance
度假以传统的日式建筑风格为特色，在苍翠广阔的园林内建有众多温泉设施，
深受游客喜爱。此外，度假村还配有桑拿浴设施、烧烤区、洗衣房、儿童房、
麻将馆、乒乓球室以及无间隔房型，每间至多可入住三人，房内设有一个配置
全套设施的浴室。
3. 轻井泽町 Sundance 度假村（Sundance Resort Karuizawa）
轻井泽町 Sundance 度假村是一个高端山景度假村，坐落于长野县浅间山（活火
山）山脚之下。这个景区主要以户外活动闻名，比如网球、远足、自行车、骑
马和高尔夫等夏季运动。到了冬季，轻井泽町的游客还可尽情体验滑雪、滑冰
的刺激感。北陆新干线（一条高速列车线）建成后，从东京中心区前往轻井泽
町大概只需一个多小时。度假村主要提供现代设施齐全的无间隔独居房型，每
间至多可入住三人，房内设有一个配置全套设施的浴室。此外，度假村建有一
家地道餐馆，还提供自行车租赁等服务。
4. 河口湖 Sundance 度假村（Sundance Resort Kawaguchiko）
河口湖 Sundance 度假村位于河口湖附近，而河口湖在富士五湖中交通最为便利，
游客可乘坐火车和直达巴士从东京直接前往。度假村内温泉、景点众多，壮丽
山景环绕，尽收富士山美景。度假村主要提供配置齐全的一卧室住宿单位，每
间至多可入住五人，且房内设有一个配置全套设施的浴室。此外，度假村还设
有儿童房、烧烤区、花园、自行车租赁处、餐馆和温泉设施。
5. 御宿町 Sundance 度假村（Sundance Resort Onjuku）
御宿町位于千叶市夷隅郡，面朝一片广阔的海湾，是众多冲浪爱好者的理想胜
地。这个小镇主要以鲍鱼、龙虾捕捞业、摄人心魄的美景和刺激的冲浪活动闻
名。御宿町 Sundance 度假村是一个风景宜人的海滨度假村，主要提供配置齐全
的无间隔独居房型，每间至多可入住四人，房内有配套设施齐全的浴室。此外，
为了方便游客娱乐，度假村还设有烧烤区、花园区、自行车租赁处。游客也可

驾车前往附近著名的主题公园观光，比如：鸭川海洋世界（Kamogawa Sea
World）和母亲牧场（Mother Farm）等 。
6. 山中湖 Sundance 度假村（Sundance Resort Yamanakako）
山中湖 Sundance 度假村位于山梨县山中湖附近，山中湖是富士五湖中最大的湖
泊。景区内提供各种各样的户外活动，有垂钓、远足、水上活动等。这个别墅
式度假村主要提供一卧室型住宿单位，每间至多可入住三人，且房内设有一个
配置全套设施的浴室。同时为了方便游客，度假设有烧烤区、儿童房、洗衣设
施和自行车租赁处。
如需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www.RCI.com 或 www.RCIAffiliates.com。
关于 RCI
RCI 是度假交换行业的全球领军企业，在全球近 110 个国家拥有超过 4300 家加盟度假
村。1974 年，RCI 率先提出度假交换的概念，为会员提供灵活多样的度假体验。如今，
通过 RCI 周次 ® （RCI Weeks® ）产品，即度假周次交换系统，和 RCI 点数 ® （RCI
Points®）产品，即该行业首个全球以点数为基础的度假交换系统，RCI 每年为 380 万
会员提供灵活的度假选择。RCI 的豪华交换项目 The Registry Collection®是全球同类项
目中规模最大的一个，在六大洲共拥有约 200 个加盟项目，一部分可用于交换，其它
的尚在开发之中。RCI 隶属美国温德姆度假网络（Wyndham Destination Network），
也是温德姆集团（Wyndham Worldwide）（纽约证券交易所代码：WYN）旗下品牌之
一。更多信息请访问我们的媒体中心或 rciaffiliates.com。您也可以在 Facebook、
Instagram、YouTube 和 Twitter 上搜索 RCI。
关于 Sundance 度假村俱乐部
Sundance 度假村俱乐部创建于 1998 年 4 月，是日本第一个引进点数制分时交换系统的
度假村俱乐部，同时也是一个会员制度假村俱乐部，目前有 12,600 名会员。如需了解
更多信息，请访问 www.sundance-resortclub.jp。
Sundance 度假村俱乐部由 Resort Frontier Co., Ltd 公司负责管理和运营。这家日本公司
是度假村管理和康复治疗方面的专家，负责经营管理 16 家日本度假村酒店和众多医院，
每年入住度假村的游客人数超过 10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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