度假无限

KDN PPS 1356/3/2007

www.rci.com/china 2007 年第 1 期

西班牙奇观
西班牙南部:弗拉明戈舞、节日狂欢和
迷人风景的领地
本期要目: • 富有文化底蕴的清迈(Culture-Rich Chiang Mai) • 东方夏威夷--海南(Hawaii Of The Orient - Hainan)
• 玩遍佛罗里达东南部(Fun In Southeast Florida)

4 美妙时光
留下美好瞬间,RCI会员度假摄影纪念

6 长滩岛游记
RCI会员马爱武与大家共同分享:菲律宾长滩岛
度假日志——带上你们的好心情,实现你们的
梦想之旅

7 存储周次
8 西班牙的白色村落

8

安达卢西亚的白色村落及其周围的山水地貌,堪
称西班牙南部奇观的经典

目录
13 玩遍佛罗里达

20 富有文化底蕴的清迈

探索美国佛罗里达东南部的10种玩法

作为泰国第二大城市和泰北的首府,清迈让

16 RCI度假村认证计划及服务表彰

每个人都有喜爱它的理由

23 假日顾问

17 东方夏威夷
海南,这个被中国历代帝皇视为荒蛮之地,曾经
关押犯人的岛屿,早已今非昔比。如今的海南
RCI 广告垂询

充分利用您的度假周次,最大限度地延长您
的度假时间

已经成了超级模特、日光浴爱好者以及喜欢乘

24 本刊视点

坐喷气式飞机的新富争相光顾的度假胜地

充满刺激的新西兰探险

RCI 中国
电话：(8610) 8515 1250
传真：(8610) 8515 1260
网址：www.rci.com/china

25 RCI快讯
26 度假村目录更新
27 RCI租赁服务
在都市热门酒店享受会员价!

出版商保留拒绝刊登任何广告的权力，无
需解释拒绝刊载的理由。
® RCI 和 Design Resort Condominiums
International, LLC 公司的商标，已在世界
各国注册登记，未经允许，不得使用。
本刊力求保证所登信息准确无误。但是
对于广告公司所提供的商品以及服务质
量、报价、排版和印刷错误，出版商不
承担任何责任。对于作者文字作品的准
确性，出版商也不承担任何责任。出版
商对于本刊所刊载的所有材料持有版
权。未经出版商书面同意，不得进行任
何形式的复制，无论是全文复制还是部
分复制，电子复制还是常规复制。本刊
欢迎投稿，但是不保证来稿一定能够发
表。对于来稿的丢失或退回， RCI 《度假
无限》 (Endless Vacation) 杂志不承担任
何责任。

28 RCI亚洲旗下加盟度假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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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照片由Turespaa提供

与 RCI 联系方式

其它地区免费服务热线

任何有关度假周的存入、交换、咨询及促
销详情,请与RCI会员服务中心联系：

新加坡

: 65 6223 4333

台湾地区 : 0080 1 65 1333

文莱

: 800 065 (拨 ‘0’，然后

泰国

电邮
网址

: chinamembers@rci.com
: www.rci.com/china（中文）
或www.rci.com（英文）

RCI Asia-Pacific Pte Ltd 2007 版权

中国会员免费服务热线

MITA (P) 256/02/2006

4008 111 688

MTF 6223 4333)
香港地区 : 800 96 4847
印尼

: 001 803 65 7311

韩国

: 007 9865 17123

马来西亚 : 1 800 18 1121
菲律宾

: 1027 1 800 650 7091

: 001 800 65 6060

服务区域
中国大陆、香港地区、台湾地区、孟加拉
国、文莱、柬埔寨、印尼、老挝、马来西
亚、蒙古、巴基斯坦、菲律宾、新加坡、
韩国、泰国、越南。

开 篇 语

尊敬的会员:
过去这一年对RCI来说是非常繁忙的一年,因为我们为更多的会员安排了更多的假期。同
时,我们也一直致力于为会员提升全方位的度假体验。我们深信2007年将会更精彩,因为
在现有的度假选择基础上,我们会推出更多新的产品和优惠,来丰富会员的度假体验。
如上所言,我们一直为提升您自初始到结束的完整度假体
验而努力工作。我们不仅希望能为您实现您梦寐以求的假
期,更希望您享受和我们一起筹划假期的过程。为此,我们

2007 年 RCI 收费一览表
交换费

人民币

国际交换
亚洲交换

1930 元
870 元

国内交换

735 元

周末交换 – 4 天 3 晚
(指定的亚洲度假村)

595 元

周中交换 – 5 天 4 晚
(指定的亚洲度假村)

595 元

续会费
1年

750 元

3年

1790 元

5年

2485 元

精选假期（整周）
国际精选假期
2235 元起

(提前 2 - 365 天预订)
亚洲精选假期

(提前 31 - 365 天预订)
495 元起
即刻行动假期(11th Hour Deal)
(提前 2 - 30 天预订)
395 元起

成立了专门的客户关怀(Customer Experience)部,希望以
此建立同会员之间有效的沟通渠道。该团队将对我们的提
供的度假服务项目实施全面的质量监控,并且为我们的假
日向导提供及时的知识及技巧方面的培训。请您参阅本刊
第25页,详细了解RCI会员关怀部的信息。
去年我们尝试性地推出了一个新的会员产品,叫做优质交
换( Premium Exchange ),并收到了积极的效果。今年我
们将更大规模地推广这项产品。有了优质交换,您就有机会去更多热点度假胜地享受假
期,例如普吉、吉隆坡、上海以及亚洲其他热点城市。欲知详情,请拨打RCI免费服务热
线4008 111 688同假日向导联系。
亚洲低成本航线(Budget Airline)的出现,使一年只度假一次成为往事。利用廉价机票,会
员可以更多地使用RCI租赁服务和周次拆分精选假期进行短期休养,并体验不同的文化。
您们当中可能有很多人已经开始计划暑假期间的度假安排,不如去一趟美国佛罗里达的
奥兰多。这可是被众多RCI会员钟爱的度假胜地。那里的主题公园保证让孩子们乐而忘
返。而且,您可能还不知道吧?佛罗里达还有许多好玩的地方。本期我们重点介绍了佛
罗里达东南部一些好玩的地方和项目,这些地方几乎就在奥兰多的家门口了。另外我们
还向您介绍了西班牙,把那里闻名于世的白色村落呈现在您的面前,相信一幢幢见证西

精选假期（周次拆分）

班牙历史的房子会让您惊叹不已。本期您还会看到中国海南岛以及泰国第二大城市清迈

周末 – 4 天3 晚
995 元起

(指定的亚洲度假村)

周中 – 5 天4 晚
845 元起

(指定的亚洲度假村)

350 元

访客证

的浪漫风姿。海南有东方夏威夷的美称,而清迈正在迅速崛起,成为泰国风情游最为火
爆的城市。
展望2007年,我们相信RCI将会给您带来更多的快乐假日。

欲了解 RCI 更多关于度假村及度假优惠的信
息，请致电4008 111 688向RCI假日向导咨
询。
刊登的所有报价均以2007年3月为准，如有调
整，恕不另行通知。

RCI 中国会员服务部 2007 年工作时间
星期一至星期五
星期六

上午 9:00 – 下午 7:00
上午 9:00 – 下午 1:00

RCI 中国会员服务部 2007 年公假休息
时间
元旦节
春节假期第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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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金山
亚洲运营总监

致所有RCI会员
的重要通告
我们谨借此机会特别强调:当前有某些未经认可的度假权益转售代理到处声称其与RCI有加盟或其他业务关
系,试图欺骗RCI会员。他们往往以双倍于其收购价或者房间租赁价的价格将位于马来西亚的度假权益产品转
售给国外游客。请RCI会员注意,这些转售代理商的声明并非属实。
RCI亚太地区分公司郑重声明:
• RCI从不转售度假权益的会籍
• RCI从不拥有、销售或转售度假权益产品
RCI的业务主旨是为了促进RCI加盟度假村与 RCI会员之间假期拥有权的交换。目前,RCI的交换网络为遍及
100多个国家的超过300万个RCI会员家庭服务。
在当前针对马来西亚度假权益的负面报道下,这些未经特许的转售公司及其代理正在不择手段地抓住机会夺
取度假权益拥有者的微薄权力,从中牟利。他们常见的做法和手段包括但不仅限于以下几点:
1.这些转售代理注册成立公司,其营业执照允许其进行普通商品的一般贸易活动,但不允许其进行任何转售
活动。
2.他们邀请RCI会员到某个酒店或购物中心,编造一些有关RCI度假权益的负面消息蒙骗RCI会员,然后试图:
a)让您相信您在马来西亚拥有的度假权益产品没有或者几乎没有任何价值,但却可以以两倍于您的购买价格
卖到欧洲或美国。
b)向您索取2,500令吉(马来西亚货币)管理费,并向您保证,假如12个月之内卖不出您的度假权益产品,钱如
数退回。
c)钱收上来后六个月,收摊走人,随后换一个地方换一个名字再注册一个公司,代理也一样换新的名字,开始
新一轮的非法活动。
这些未经特许的转售代理还声称是RCI的代理,并且声称:
• 他们与RCI签订了独家代理协议,可以向海外市场出售会员资格。
• 他们获准RCI的许可,负责为重大赛事(例如,世界杯足球比赛、亚运会、奥运会等)安排食宿, RCI会员可以
以高价将他们的住宿单位卖给赛事组织机构使用。
• 他们已经被指定为某一家知名物业经纪公司的代表,利用其全球网络发展会员。
• 他们与RCI签订了独家合作开展租赁服务,可以将客房的使用权租赁给国外的RCI会员。
如果有人找到您,向您做出同以上类似的承诺或宣称,在您采取任何行动之前,请拨打( 65) 6223 4333与我
们联系,也可以拨打您所在国的免费电话(中国地区为4008 111 688),或者发电子邮件到chinamembers@rci.
com,以便对他们所做的承诺或宣称进行核实。

李金山
亚洲营运总监

美 妙 时 光
下次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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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同我们分享您的度假经历,您将有机会赢得大奖!
一等奖(一名)

请填写此表（可复印），连同您的照片(和游记)邮寄或电邮给我们。

4人行亚洲度假一周

姓名：
联系电话:
详细地址：

二等奖(二名)

/
/

免费续会籍一年

纪念奖
凡 照 片 刊 登 在 EV杂 志 上 均 可
获得价值50元人民币的优惠券
用 于 预 订 RCI假 期 ( 有 效 期 至
2007年12月31日)

拍摄日期：
照片简要说明：

RCI 会员号码：
电邮：
邮编:
所住度假村编码及名称：

所提供的照片和资料必须是在RCI安排的度假之旅中拍摄。
所有照片和资料将归度假无限(Endless Vacation)所有，不再返还参赛者。

签名：

日期：

表格上所提供的个人信息只用于此次比赛，RCI将遵循其保密政策予以保密。

每个会员最多可报 5 件参赛作品 • 欢迎通过电子邮件寄出 • 每件参赛作品必须附有不超过 50 个字的文字说明并注明作品拍摄的地点 • 所有参赛作品必须在背面注明会员的姓名及 RCI 会员号 • 不
要对参赛作品进行装订 • 所有参赛作品将归度假无限所有，不再返还参赛者 • RCI 保留在其出版物中发表该照片的权力。
请在信封上注明“RCI美妙时光”，并于 2007 年 5 月 31 日前邮寄到：
中国北京东长安街1号东方经贸诚C1座506室，邮编：100738
或者发电子邮件到: chinamembers@rci.com
度假无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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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 面 故 事

西 班 牙 的
如果您想身临其境欣赏如诗如画的
西班牙,那就请来看看安达卢西亚
(Andalucia)的白色村落,欣赏附近
的山水地貌。David Ing就安排了
这么一次白色之旅,亲身体验了这
里独特的历史和人文。

的国土面积,西班牙又是一个具有鲜明对比的
国度。在这片五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地形
丰富,既有棕榈婆娑的绿洲,也有碧绿葱茏的海
湾;既能看到高山上的皑皑白雪,又能留连于三
角洲阡陌纵横的田野。
多少个世纪以来,这片土地养育并塑造了这里
的人们。这里的文化传统、风俗习惯及建筑

照片: Turespaa 和 Cadiz 旅游局

风格,就像她的山水地貌一样多姿多彩,变化无
穷。如果您要寻找风景如画的西班牙,就请到

一

谈到西班牙,人们的脑海里马上就浮现
一幅幅这样的画面:令人惊心动魄的斗

牛表演,身着圆点花纹长裙的西班牙女郎跳着热
情的弗拉明戈舞,用鞋跟有节奏的打着节拍,还

半岛的南端走一趟。
这里有座谈不上险峻的山脉,山脉的南坡就是
安达卢西亚地区。再往前就是大海和直布罗陀

有蔚蓝天空下洁白耀眼的房舍。

海峡,隔海相望的非洲相距不过20公里。安达
卢西亚源自阿拉伯语 al-Andalus ,这是第八世

这些都是西班牙经典的部分。但是,相对于她

纪早期入侵西班牙的穆斯林留下的名字,他们

8 END L ESS VA C AT I O N

右 图 : Algodonales座落在Grazalema山 , 是 著 名 的
古罗马考古学遗
址。同邻近的村庄
相比,这里没有反映
明显地受到摩尔文
化的影响。
左 图 : Zahara村 庄
座落在一个古城堡
要塞下面的悬崖
边。中世纪摩尔人
的村落及村落边上
双层的城墙仍屹立
至今。

白 色 村 落
由阿拉伯人以及来自非洲北部的柏柏尔人(Berber)组成,曾经统治过西班牙的大片国土,历时

西班牙南部的夏天天气酷热,七月下旬气温甚

近800年。基督教徒称这些人为摩尔人。摩尔

利用了他们在自己的国度已被不断改进的建房

人在西班牙留下的影响以这一地区最为深远。

技巧,来抵御酷热的骄阳。他们修建多荫的院

当年,摩尔人就是从安达卢西亚侵入西班牙,最

子,院墙用彩色瓷片和鲜花装饰,并且用石灰将

后也是从这里撤离西班牙,他们给安达卢西亚

房子粉刷成亮白色,以反射阳光的辐射。

留下了无处不在的影响,使安达卢西亚地区在
欧洲显得别具一格。

至可能高达45摄氏度。为了避暑,摩尔人广泛

即使在最后一位埃米尔(穆斯林的贵族)被罢
黜的 1492 年,摩尔文化的影响仍然持续着。

摩尔人给安达卢西亚留下了许多堪称瑰宝的

同年,哥伦布发现美洲并宣称美洲为西班牙所

遗产,其中就有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为世界

有,为欧洲人的殖民风潮奠定了基础。

文化遗产、位于格拉纳达(Granada)的阿尔汗
布拉宫(Alhambra)和科尔多瓦(Cordoba)的大
Mezquita(原本是清真寺,现在是基督大教堂)。
同时,摩尔人对这里的民间建筑和日常习俗方面
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许多穆斯林殖民者留了下来并且皈依基督教,变
成了所谓的穆德哈尔( Mudéjar)。这一历史变
迁仍然显现在安达卢西亚地区的一种建筑风格
上,它在比较偏远的丘陵高地里尤为明显。这
些村落被称为Pueblos Blancos——白色村落。

度假无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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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 面 故 事
Pueblos Blancos 主要分布在加的斯
( Cadiz)省的群山里,这是欧洲保留原

建造于14世纪初的格内拉里
弗非常豪华,花园内有很多水
渠、喷泉、幽雅的小径。它
是Narsrid国王的夏宫,这座宫
殿被分为两个庭院,由一条走
廊连接。

始风貌的最后的群山,村落要么依山而
建在山坳里,要么建在山脊上。Pueblos通过两大门户与外界联系:东边的
Ronda和西边的Arcos。

边陲城市Arcos
Arcos 距 离 赫 雷 斯 ( Jerez)只有30公里,人们当作
开胃酒饮用的雪利酒的英
文Sherry就取自Jerez这座
城市。 Arcos和 Jerez这两
座城市的名称后面都附加
了“de la Frontera” 即边
陲的意思,这是因为两座城
市都曾经扮演过边境的角色——在基
督教统治者重新夺回西班牙南部的战
斗中,它们都是当时的边陲重镇。
一片片的葡萄藤沿着山路两侧缓缓
地爬上 Arcos 这座拥有三万人口的城
镇。城镇中心仍然保留着当年一个传
统村落的味道:既陡又窄铺着圆石的
街道,甚至还有中世纪留下来的石砌
拱门。
然而,只有随着走近西班牙广场(Plaza

走进斗牛场时年仅13岁。

de Espaaa ),您才会真切感受到 Arcos 所 处 的 地 理 位 置 的 重 要 意 义 。

Ubrique 就建在一座与之同名的大山
的脚下。其皮革手工制品颇为有名。

Santa Maria de la Asuncion教堂就坐落
在西班牙广场上,教堂的正面是个巨大

这个产业早在摩尔人到来之前就出现

的长方形。这个建筑将欧洲的哥特风

展。尽管本镇生产的产品在大多数城

格和穆德哈尔(Mudéjar)风格巧妙地结
合起来。从广场极目望去,辽阔平原的

市的大商店里都能买到,但是,亲临一

秀美景色尽收眼底,远处的Guadelete河
蜿蜒向前奔去。

道,看看中世纪制作盾牌和鞋子所用

本地区村落的最佳景点都在一个200公
里长的环形旅游路线上,走完全程至少

了,但是摩尔人到来后,得到了迅速发

个传统的皮货店,闻一闻其独特的味
的皮子,如今如何用来制成皮夹、手提
包、外衣以及其他时装配件,这样的经
历,在大商店是无法体验的。

顺时针方向看:Benaocaz是8世纪时阿拉伯人统
治西班牙时期建造的第一个城镇,它的城堡是必
游之地;格拉纳达和Almeria有很多城镇。

房舍。说起来叫人半信半疑,附近的山
峰有“西班牙最湿的地方”之称。不
过,这对世界上最珍稀的一个树种绝
对是好消息,这种叫做 pinsapo的松树
可以说是上个冰河时代的活化石,现

用两天时间,绝对值得一游。从马拉

附近的村子

在仍然傲居于犬牙交错的山脊中。当

加(Malaga)以及阳光海岸( Costa del
Sol)附近的度假村出发,来到Ronda再

在那些仍然保留村落风格的地方中,Zahara 坐落在光秃的峭壁上,其下面是

地的动物物种包括各种各样的山鹰和

去到这些景点交通非常便利。

一个城堡要塞。这是1483年最后一个

些野味经常摆(合法地)上当地人的

Ubrique

被基督徒攻陷的堡垒,该村子被命名

餐桌。

出了 Arcos 后,顺时针方向走,下一个
目的地就是Ubrique。Ubrique是Jesus

为“ﬂower”,它已经被定为“国家纪
念馆”。

Janeiro Bazan的故乡。Jesus Janeiro
Bazan也就是西班牙家喻户晓的斗牛

看到附近的Grazalema,让人忍不住产
生漫步山间,信步街头看街景的冲动。

士，Jesulin de Ubrique当年他第一次

看那大街两旁,尽是一排排白墙的古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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秃鹫。此外,这里盛产野鹿和野猪,这

几乎所有的白色村落都建在易守难攻
的位置,就是山顶上。但是,Setenil是
个例外，Setenil沿着一条沟壑拾级而
上，沟壑由小河Trejo River长期冲刷腐
蚀而成。有些房子是直接凿开岩石而

5个游玩项目
Costa del Sol海滨度假村是全球重要
的休闲娱乐之地。离开这里的灯红酒
绿,五十公里以外的山脊上,又是另一
番天地。如果您要放松一下生活的节
奏,不妨试一试下列活动:

1

从Montejaque村到山顶小镇Ronda有一条当年羊贩子踩踏出来的小

路,如今让我们去走走这条羊肠小道。

2

阿尔巴济是格拉
纳达最著名的保
留摩尔人建筑风
格的住宅区,是
阿拉伯人统治时
期的中心,在这
里可以观赏到阿
尔汉布拉宫的壮
观景色。

即使不在Arcos de la Frontera留
宿,也要在山顶的酒店里享受一顿

美餐或品味一下美酒。

3

出游须知

如果希望将山顶的城堡看得更完

天气

西班牙美味

整,可以来一次滑翔体验,这里还专

西班牙南部当地的一大优势就是当寒冷的北

如果您想吃一餐就能品尝到多道菜,不要只

门设立了初学者课程。

欧还是灰蒙蒙一片的时候,这里却是阳光和

点完整的一餐,不妨仿照西班牙人的习惯,点

4

煦,不过带上一件绒衣和外衣以防万一。每年

一份餐前的小吃tapas(或者来个大份的racio-

五月下旬至九月是欧洲的度假旺季,而且,这

nes)。

5

上。因此,很多人觉得避开这段高峰期反倒玩

如果您来到了Arcos,请再往前走
30公里,去尝一尝赫雷斯(Jerez)不

同品种的雪利酒。
到斗牛养殖场当一天牛仔(或者牛

段时间的气温动不动就攀升到30摄氏度以
得更加舒服。

区,您仍然能看到大量的海鲜。尝一尝这里的
bienmesabe(意思是好味道),这是将鱼肉剁成

仔女郎),体验一下饲养斗牛和跃马

扬鞭的情趣。

加的斯(Cadiz)省以渔业闻名,即使处于内陆地

签证

糊状后烹制而成的小鱼块,这种食用方法的历

西班牙是申根协议签约国,获得西班牙的签证

史要比快餐连锁的出现要悠久得多。

后也可以进入其他欧盟国家。中国游客前往
西班牙的签证手续已经简化,游客在72小时内
就能拿到签证。有关申办签证具体事宜可径洽

山区更典型的特产是香辣香肠、熏制火腿和
一道叫做berza gaditana蔬菜炖制而成的菜
肴。在炎热的夏日,来这么一碗用西红柿、胡

建的,上方的岩层就成为坚固的屋顶。

西班牙驻华使馆,电话:010-65321986。

椒和黄瓜做成的berza gaditana凉汤,真叫人

Ronda

交通

凉爽透心。

自古以来,斗牛一直是西班牙人的消遣娱

外界通往Pueblos Blancos的空中门户是东边的

乐方式。来到Ronda,您会对这一传统有

在安达卢西亚地区,大部分人都喝啤酒,葡萄

马拉加(Malaga)以及西边的赫雷斯(Jerez)和

酒喝得不多,但是雪利酒是个例外。雪利酒味

更深的了解。Ronda拥有西班牙最古老最
漂亮的斗牛场。斗牛场建于1785年,里面

塞维利亚(Sevilla)。马拉加与欧洲的主要的空

道多种多样,包括由葡萄干酿制的最甜的口味

港相连,可为游客免去经马德里或巴塞罗纳转

到不带任何甜味的品种。

有一座博物馆,向人们“回放”西班牙斗

机的麻烦。

牛的历史变迁。

尽管较大村镇间都有巴士来往,出游的最佳

有焦糖味,口感醇香独特,与法国的白兰地截

斗牛场位于镇子的新城区,一座古老的石

选择还是租一部车。在海拔1600米以上的山

然不同。

桥跨过一道深有百米的峡谷连接新老城
区。远端又有一个原始的白色村落,建

赫雷斯的(Jerez)酒厂也生产一种白兰地,带

上,自己开着车停靠起来更方便。大部分的道
路路面铺得都很好,只是山上弯道很多。

有包括Mondragon在内的宫殿,房顶盖的

购物

是古代摩尔人传统的瓦片。圣母玛丽亚

除了皮制品,此地的传统手工艺品也闻名遐

(Santa Maria la Mayor)教堂所处的地方
原是一个清真寺,教堂里有一个伊斯兰教

迩,有锻造铁器(例如窗栅)、羊毛地毯和

欲了解详情,请登陆下列网址:
www.spain.info
www.rusticblue.com/pueblos_blancos.htm
www.andalusia-web.com/route_1.htm

披肩。

徒参拜真主用的壁龛(mihrab)。
Ronda南边有两个镇子可不能错过,它们
是Jimena de la Frontera和Gaucinv。这
两个地方与从前的摩尔人有千丝万缕的
联系。Jimena以其城堡和当地产的一种
由杏仁、蜂蜜和松果仁制作而成的糖果
而闻名。另一方面,来到 Gaucin,放眼望
去,远处就是直布罗陀巨石(the Rock of
Gibraltar)和非洲的Rif山脉。

西班牙南部的RCI度假村
• Club Delta Mar (#1513)
• Club La Costa at Sierra Marina (#3220)
• Club Bena Vista (#1464)
• The Harbour Club at Duquesa (#1020)
• Heritage Resorts Club Playa Real (#4803)
• Apartamentos Pueblo Quinta Dos (#5201)
• Club La Costa at Benal Beach (#1460)
• Elite Apartments at Pueblo Evita (#3583)

• Royal Oasis Club at La Quinta (#1513)
• Sunset Beach Club (#1469)
• Club Playa Flores (#2221)
• Hotel Guadalmar (#0931)
• Club Oasis at El Capistrano (#2210)
• El Capistrano Village (#0700)

度假无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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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中海假期之丰富多彩
受
!
,感
如果您预订地中海地区周次交换或

精选假期,就可获得500元*人民币优惠券

用于之后的RCI假期使用。

可从西班牙、葡萄牙、加那利群岛或希腊中选择你的度假目
的地!
这是体验地中海的一次奇妙之旅!
欲订从速!优惠预定截止日期:2007年4月30日
请即刻拨打4008

111 688与RCI向导联系!

注意事项:
• 订房须视空房情况而定
• 此项优惠不可与其他优惠同时享受
• 地中海地区的周次交换或精选假期需以正常价格收费*
• 需在2007年7月31日前出行
• 遵从会员条款与条件

美国,我们来了!
选择美国假日游,享受特别优惠。
只需在2007年4月30日之前预订美国周次
交换或精选假期,就可获得500元*人民币优惠
券用于之后的RCI假期使用。
现在正是为全家安排美国假期的好时机。带上
你的家人和朋友，一起去奥兰多、拉斯维加斯、德克萨
斯或者迈阿密进行你们的欢乐之旅吧。
欲享受特别优惠,请即刻拨打4008
联系!

注意事项:
• 订房须视空房情况而定
• 此项优惠不可与其他优惠同时享受
• 美国地区的周次交换或精选假期需以正常价格收费*
• 需在2007年7月31日前出行
• 遵从会员条款与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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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688与我们

目 的 地 特 写

玩遍佛罗里达
Timothy O`Keefe先生
给出游览佛罗里达
东南部的10个理由

佛罗里达东南部棕榈海滩与基韦斯特岛
之间的距离不远,只有320多公里。但您
却可以发掘到在其他地方没有的众多令
人激动和兴奋的景点和活动。下面是探
索佛罗里达东南部的10种玩法。

1

体验富人生活
您不必是洛克菲勒或赌王特朗普,也能去逛一逛全
美顶级酒店之一、富丽堂皇的布瑞克斯酒店(The
Breakers)的公共区域。先漫步穿过占地57公顷、
誉满全球的风景地带,再进入奢华的意大利
文艺复兴风格的巨型大厦,这是受意大利
佛罗伦萨的梅迪奇山庄的启发而修建的。

佛罗里达的Keys风景区有历史悠久的七
英里大桥,它穿过Pigeon key的小岛。
照片: Andy Newman/Florida Keys News
Bureau/HO

照片: The Breakers Palm Beach

酒店内部同样动人心魄, 60米长的大厅上
方,是高大的拱形彩绘天花板和巨大的佛罗
伦萨风格的餐厅,模仿佛罗伦萨的达万扎蒂
宫而造。如果时间允许的话还可以浏览一
下酒店内独特的精品商店,或在佛罗里达最
古老的18洞高尔夫球场挥杆击球,。
www.thebreakers.com

度假无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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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贵族运动
您即使不知道马球的来龙去脉,也可以体验惠
照片: Andy Newman/TDC

灵顿附近的棕榈海滩马球和乡村俱乐部国际著
名球场上的世界级比赛的精彩。虽然选手们都非
同一般,极为富有,但还是需要普通公众坐在俱乐
部3000个包厢座位和对面的金属露天看台上给予
捧场,马球运动的赛季为每年一月到四月。马球运
动本身不是当地唯一的看点,名人也是焦点之一,有
时,还可以邂逅英国皇室成员如查尔斯王子,或影星
西尔维斯特·史泰隆之类的名流。穿着休闲衣服
即可,短裤和短衫(当然是polo装)是温暖天气里随
处可见的衣着。

3

游览美国的威尼斯
在绵延37公里洁白的海滩上,更著名的是劳德
代尔堡(Fort Lauderdale),又称为“美国的威

尼斯”。乘坐水上巴士观赏483公里长的水街,水
上巴士在景点、酒吧和餐厅处共有11个停靠点,包
括拉斯·欧拉斯河边(Las Olas Riverfront)的露天市
场。或者漫步到拉斯·欧拉斯大道上，逛一逛更富
特色的商店,您只要乘坐水上的士就可以轻松到达
这里,而不必担心迷路或找不到停车位。
www.watertaxi.com/FortLauderdale/FLLMap.
Asp

5

Photo: Visit Florida

www.palmbeachpolo.com

4

沙滩烧烤

迈阿密有争议的最佳海滩是基比斯坎(Key Biscayne)的比尔·巴格斯
角佛罗里达州立公园(Bill Baggs Cape Florida State Park),最近荣登美
国十佳海滩排行榜。在海滩晒完太阳之后,短途步行穿过红树林的林间小径,接着
拾级登上佛罗里达南部最古老的建筑——历史悠久的佛罗里达角灯塔顶部。沿着
109级阶梯上上下下,通常会激发您的食欲。可以眺望无名港的Boater烧烤店,这里
提供两种迈阿密特色菜:古巴菜和新鲜海鲜。要提醒您的是周末会比较拥挤。
www.ﬂoridastateparks.org/capeﬂorida/default.cfm

迈阿密最激动人心的文化和夜生活景点位于著名的南海滩上奇特的装
饰艺术区(Art Deco District),这里有大约800幢20世纪20年代至30年
代的未来派风格的建筑,以圆形街角和几何形状的装饰为特色,均涂抹

着绚丽的色彩。一瞥之下,您仿佛感觉自己步入了上世纪40年代至50年代的老科
幻电影之中。然而,备受欢迎的南海滩(简称SoBe)不仅是佛罗里达东南部最别致
的地方,而且还是美国唯一的国家级古建筑装饰艺术区(Art Deco National Historic
District)。在早晨,看看第5街和第15街之间海洋大道上的酒店,即可充分领略到设
计和色彩的奇幻迷离,而夜幕降临后又是另一番景象,只见随着霓虹初上,整个地区
顿时活跃起来,到处都是帅哥靓女的派对，加入他们的行列一起Hi吧!

照片: Greater Miami Convention &
Visitors Bureau

艺术欣赏

南海滩上的装饰艺术区

一名潜水者正在海里美国军舰的前端
甲板探索,它掉落与佛罗里达Keys风
景区的Key largo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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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Stephen Frink/Florida Keys News Bureau/HO

www.miamibeachﬂ.gov

当一回土著人
迈阿密不仅是最著名的海滨城市,而且它还是位于埃弗
格来兹( Everglades)的边缘的城市——世界上大面积自
然环境保留地区之一。就在迈阿密西边 30至 45分钟即可到达的
地方,Miccosukee印第安人会用螺旋桨驱动的气船带您畅游“草
河”,它的最大时速可达80公里,一路欣赏短吻鳄和水鸟,然后抵
达真正吊床风格的印第安人营地。在Miccosukee印第安人村了解
他们的生活方式,以及他们迁徙到佛罗里达的原因。之后,观看独
特的佛罗里达运动——短吻鳄摔跤。在Miccosukee餐厅品尝土著
食物,坐气船时要记得带耳塞。
www.miccosukeeresort.com/mivillage.html

7

灯照短吻鳄
用一般人想不到的方式来与埃弗格来兹

社交规范

国家公园(Everglades National Park) 亲

自从卡斯特罗于上世纪50年代夺权后,许多古巴人逃往迈阿密,于是

密接触吧:夜晚在距Homestead入口6.5公里处的皇

迈阿密成了一个小古巴,有许多人仍然只说西班牙语。因此掌握一些

家棕榈观光中心(Royal Palm Visitor Centre)用手电
筒来寻找短吻鳄。遍布长颈蛇鸟、短吻鳄、颌针鱼

日常的西班牙语是有用的,特别是在问路时。

(garﬁsh)和不断变化的水鸟群的蛇鸟道,是白天游客
最多的野生动物景点,但晚上几乎没有人来这里。沿

租车和接受其它服务时,在您的帐单上另加15%到20%的小费。如

着蛇鸟道徒步,手持强光手电筒照射水面,寻找短吻

给酒店服务小姐1到2美元也是惯例。

鳄那樱桃红的眼睛,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要想获
keys风 景 区 , 清 澈 无
比的水里,潜水爱好者
可以近距离接触美丽
的珊瑚及海洋生物。
佛罗里达海角,建于
1825年历史悠久的灯
塔,曾在1846年进行
重修,是迈阿密-戴德
县最古老的建筑物。

9

得更有趣(或更恐怖)的体验,关掉手电筒,在黑漆漆
的湿地中一动不动地站一会吧!
www.nps.gov/archive/ever/visit/vc.htm

8
照片: Greater Miami Convention &
Visitors Bureau

上图:佛罗里达的

出游须知

在美国,给小费是大多数服务业的惯例。通常,在餐馆用餐、乘坐出
果您在机场或酒店接受了搬行李服务,小费为每件1到2美元。每天

安全须知
美国人开车靠右行驶。在迈阿密,司机可能会很霸道。如果您挡住他
们的去路,有的人会认为是人身侮辱。如果发生这种情况,要道歉。
在迈阿密,天黑以后,只宜在旅游区步行。绝对不要雇佣任何走近
您、想当您的非正式“导游”的人,也不要让陌生人搭便车。
显露金钱或珠宝,等于请人抢劫行凶。把您的护照、机票、首饰和贵
重物品放在下榻酒店房间里的保险箱内。

与鱼同游
将您自己泡在远近闻名的佛罗里达基
斯 (Florida Keys)大鱼缸里吧,这是最
受潜水和潜游爱好者欢迎的去处。从
基拉哥(Key Largo)到基韦斯特(Key
West),在清澈无比的水里,可以零距

由于最近的恐怖袭击问题,坐飞机可携带的液体种类和数量一直在变
化。向您乘坐的航班询问近期的有关规定。

穿着
佛罗里达每年的大多数时候都很温暖潮湿,所以可少带衣服,即使在
冬天,冷气流也只可令气温降到1摄氏度。
佛罗里达的穿着规范通常是非正式的,白天,许多商店和餐厅都接受
短装者。运动鞋是白天正常的穿着,凉鞋(不穿袜子)也很常见。除

离观赏鱼水之乐,特别是在夏天,没有

正式的酒店和餐厅外,西装领带很少有人穿戴。在海滩上,帽子和偏

冷气流搅动起波浪——也不会搅翻你

振墨镜是必备品。

的胃。潜游和潜水的装备和技巧都不

男士穿运动外套、带领衬衫和休闲裤,就可以去餐厅就餐了;女士

同,所以预订时一定要选择适合您兴

穿裤装或裙装是同样适合的。在晚上,穿牛仔裤和T恤衫会被视为

趣的船只。四处走走,找一家可满足

品位低。

您需要的船主为您提供服务。

当地风味

www.ﬂa-keys.com/diving

因为古巴移民的原因,古巴菜是佛罗里达东南部较普及的菜系。古巴

迈阿密潜水

烹调只依赖几种基本的调味品,如蒜、孜然芹、牛至和月桂叶。肉通
常在柑桔汁中腌制,然后文火烤制,直到肉质软嫩脱骨。

在内地坐皮船

石蟹脚肉是很受欢迎的佛罗里达海鲜。冷冻的蟹脚四季都有,但每
年10月中旬至次年5月中旬的收获季节的新鲜蟹脚才是最诱人的

在佛罗里达,坐皮船穿过遍布鸟群的红树林野生岛的最佳地点

美味。

是大松树暗礁(Big Pine Key),那里也是濒临绝种的稀有基鹿

佛罗里达东南部经典的甜点是酸橙派,一种味浓而辛辣的甜点,颜色

(Key Deer)的故乡。墨西哥湾平静的水流,可以划桨缓行,轻
松观赏野生动物,尽情拍摄风光照片。您会惊奇地发现,那似

应该是黄色,不是绿色。上面有时有一块鲜奶油和一片酸橙。

乎密不透风的红树林岛却隐藏着无数通向秘密隧道和美妙圆
形剧场的通道。想象一下,在满月的夜晚,置身于这些由厚厚
的红树林树根织成的圆形顶篷之下,那够多么浪漫。
www.ﬂa-keys.com/lowerkeys/ecotourism.htm

10

看落日
到处都有落日,但在基韦斯特(Key West),这是
每天最重要的仪式,当地人和游客齐聚一堂,观

赏人人期待的绚烂落日。大家都在等待时,音乐家、耍戏法的和其他街
头艺人则在街边献艺,或行乞。各种饮料四处飞舞,摄影爱好者似乎着
了魔一般。当那壮观的太阳终于落下后,只有一件事可做:为自然界最
赏心悦目的一景鼓掌。
www.ﬂa-keys.com/keywest

佛罗里达东南部的RCI度假村
• American Vacation Resorts at Sand Dune Shores (#5312)
• Palm Beach Shores Resorts and Vacation Villas (#4856)
• Palm Beach Resort & Beach Club (#0616)
• South Shore Club (#0396)
• Hollywood Beach Resort (#1673)
• Hilton Grand Vacations Club at South Beach (#4865)
• The Savoy Hotel (#4917)
• Neptune Hollywood Beach Club (#0801)
• Driftwood Beach Club (#0409)
• Anchorage Resort and Yacht Club (#5086)
• Caloosa Cove Resort (#0615)
• Golden Strand Ocean Villa Resort (#0596)
• The Galleon Resort (#0902)
• Reﬂections at Ocean Key House (#0891)
度假无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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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CI度假村认证计划
按照本行业最严格的标准,RCI的一批精品度假
村被授予金冠级度假村。这些度假村无论是在
硬件设施还是软件服务方面都达到了高级水准。
获此殊荣的每个度假村都符合RCI制订的质量和
服务等方面的评比条件。RCI根据会员在意见反
馈卡上的评分以及对度假村的设施、客房配置
和服务质量作出评估后制订了评比条件。这些
奖项在业内已经享有盛誉,RCI每年都进行等级
评选。RCI本着公平的原则,自豪地授予那些在

金冠级度假村

金冠级度假村

3691

Risata Bali Resort & Spa

7590

Bali Emerald Villas

3968

Royal Bali Beach Club at Candidasa

7771

4923

Royal Lighthouse Villas at Boat
Lagoon

Resort Suites at Sunway Lagoon
Resort

7773

Astoria Plaza Suites

4973

The Allamanda Laguna Phuket

7901

Hanwha Resort Haeundae

5254

Royal Bali Beach Club at Jimbaran
Bay

7902

Hanwha Resort Jeju

5376

Royal Bella Vista Country Club

7903

Hanwha Resort Seorak

5459

Bali Masari Resort

8585

New State Guest House

5731

QVC at Samui Peninsula

8712

Eastern Resort & Spa

6302

Medewi Bay Retreat

不断提升质量和满足广大会员需求方面成绩卓

6613

Swiss-Garden Hotel Kuala Lumpur

著的度假村此项殊荣。

6920

RVC at Hotel Rama Candidasa

Adrian Lee (RCI), Vivian Ng and
Jeffery Ng (Astoria Plaza Suites)

陈艳丽(中国世豪国际酒店)和
刘丽娜(RCI)

Asril Abdullah (RCI) and Allan Floate (Royal
Bali Beach Club@Candidasa)

银冠级度假村
3694

Muju Resort

4170

Harris Resort

4980

Surf Plaza-Qingdao

5216

Tai-Pan Hotel

5377

The Resonance Club at State Tower

5450

Swiss Grand Bali

6363

Blue Point Bay Villas and Spa

6614

Swiss-Garden Resort & Spa Kuantan

6888

The Silk Road Dunhuang Hotel

7525

Beijing Shihao International Hotel

好客级度假村

左1: Asril Abdullah (RCI) and A.A Gede
Rai (Bali Masari Resort)
左2: 左起Khun Vittayen Muttamara
and Khun Suthasinee Setabandhu
(QVC@Samui Peninsula) and Gonzalo
Maqueda (RCI)

2864

Berjaya Tioman Beach, Golf and
Spa Resort

4325

Kentington Resort

6277

PPVC at Hoya Hot Springs Resort
and Spa

6961

Bali Shangrila Beach Club

RCI服务表彰
RCI 2006年最佳服务奖
RCI设立最佳服务奖的初衷是表彰优胜者及答谢
RCI加盟度假村员工对整个度假权益行业的发展
所作出的贡献。
参与此项活动的人数众多,素质良好,给我们留
下深刻印象。评比结果现已出炉,优胜者也已一
一揭晓。
优胜者工作出色且持之以恒, RCI谨向他们表示
衷心祝贺。
获奖者分别是...

Ian Raymond Cox and Lendra (RVC),
and Gonzalo Maqueda (R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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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honda Scott (Allamanda) and Calvin
Choo (RCI)

中 国 区 最 佳 销 售 人 员 — 钟 国 斌 ， Vic Faulkner (Royal), Gonzalo Maqueda (RCI),
华之旅
David Hadson and Ann Parker (Royal)
最佳服务奖
Ramon Wang Xing
Summer Cui Yu Ming
Indira Shetty
Jay Belgaumkar
V A Nair
David Hadson
Lendra
Silvester Bugis
Jennifer Ho Mun Yee

中国
中国
India
India
India
Indonesia
Indonesia
Indonesia
Malaysia

I.G.K. Noviarta (Risata), Gonzalo Maqueda (RCI),
Silvester and Rainer Aust (Risata)

Gonzalo Maqueda (RCI) and
Julie McNelly (Jimbaran)

最佳服务奖
Roy Pancras Anthony
Veni A P Verappan
Belen R Roa
Kyung Hee Park
Porntip Tansiri
Rhonda Scott

Malaysia
Malaysia
Philippines
S.Korea
Thailand
Thailand

最佳操作奖
Sophie Chen Su Wei
Babitha A K
Debraj Bahumick
Loretta Fernandez
I Made Nukada Aryana
I Nengah Sulinggih
Julie McNally
Maziah Binti Ibrahim
Mohd Niza Bin Ismail
Muhammad Taha Bin Zainal
Mary Rose Razon
Hyun Sun Lee
Utida Dancharoen

中国
nihao
India
India
Indonesia
Indonesia
Indonesia
Malaysia
Malaysia
Malaysia
Philippines
S.Korea
Thai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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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拥有很多
白色沙滩和适
合水上运动的
天然海湾

东

方

夏

威

夷

海南,这个被中国历代帝皇视为荒蛮之地,曾经关押犯人的 天堂岛
岛屿,早已今非昔比。如今的海南已经成了超级模特、日光 海南和夏威夷基本处于在相差不多的
同一个纬度。但是,作为一个热带风
浴爱好者以及喜欢乘坐喷气式飞机的新富争相光顾的度假 情旅游的天堂,海南一直到本世纪才
胜地。Graham Bond见证了这一切。
算得上名副其实。十五年前,位于海
岛南端,距香港约 483 公里的三亚市

北

真可谓翻天覆地!曾几何时,海南不过

安文化深厚,香港酷气十足。

是历代帝王眼中的“地狱之门”,位于

里屈指可数的酒店接待的尽是前来避

但是,中国要想成为旅游者的最爱,还

中国最南端的荒蛮之地,只适合流放那

寒的北京精英阶层以及香港商人。然

缺少一个迷人的海滩,那么,这个海滩

些触怒龙颜的朝臣!

而,自从世界小姐登陆海南之后,来自

京历史悠久,上海美食飘香,西

还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落后地区,城

失宠者中就有诗人苏东坡,一位显然具

世界不同地区的访琼游客越来越多。
甚至远在英国的旅游公司在安排“中

111名身材曼妙的佳丽给我们找到了答
案。2003年,世界小姐大赛来到了海南

有现代人情怀的古人。海南乱石嶙峋

岛。从那时至今,海南就一直是全球佳

的森林以及多样性的生物,这一切都给

丽们角逐世界小姐这一桂冠的舞台。

诗人以灵感。这位豪放派巨匠挥笔作

佳丽们前脚刚走,健美先生们接踵而

诗,赞叹大自然在海南的鬼斧神工,以

从海滩的条件讲,海南完全可以与夏威

至,前来争夺世界猛男这一荣誉。紧

至于改变了京城里达官贵人对天涯海

夷媲美。三亚以东的亚龙湾就有让人

随其后举办的一系列重大的国际高尔

角的看法。如今,海南人这么描述他们

惊叹、绵延七公里的洁白沙滩,越来

夫球比赛以及相继建成的顶级连锁酒

的家园:“东方夏威夷”。

越多的五星级酒店在此落户。也许这

的海岸,洁白的沙滩,蔚蓝的天空,茂密

央之国”旅程的时候,也将海南作为
一个魅力十足、充满阳光的度假胜地
列入其中。

照片: 中国海南省旅游局

究竟在哪儿?

店都为海南增色不少。
度假无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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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没有夏威夷才能看到的惊涛拍岸、
白浪滚滚的壮观景象,但是,三亚海域
风平浪静,使游客得以尽情享受帆板运
动,高速滑水(jet skiing), 潜游以及深
海潜水的乐趣。距离三亚不远的大东
海还有更加迷人的海滩。喜欢阳光浴
的游客来到这里会找到更多的空间尽
情舒展身体,享受阳光。
其实,海南的面积比夏威夷要大得多。
海南位于东京(Tonkin)湾,恰似一滴在

从上至下:海口,海南省的省会;万泉河漂流;黎族
及苗族的节日庆祝

东风中飘落而至的浪花。三亚位于海
南的南部,距离位于北部的省会海口

方满目斑驳,然而,经过几十年的繁衍

市约两百公里。三条高速公路——西

生息,如今海南野生动植物的多姿多彩

路、中路和东路纵贯海岛南北,极其便

给游客留下深刻印象。这里有344种

利。海口还有火车与广东省相连,这是

鸟类以及 82 种哺乳动物,包括珍稀

中国的第一条跨海铁路,在琼州海峡的

的黑冠长臂猿,猕猴和坡鹿( Eld’s

两岸,火车直接驶入渡轮,开到对岸后

deer)。数个野生动植物自然保护
区内,游客可以观赏到这些大自然

接轨驶上岛内铁路。

海南的自然风貌与野生动植物
海南的简称是“琼”,琼有美玉之意。
琼字真实反映了海南茂密繁盛的森
林。大跃进时期,过度的采伐使不少地

的珍品。海岛西岸的尖峰岭林区更是
一个精彩的去处。
海南的河流发源于黎母岭(Limuling)山
脉,江水沿山奔腾而下,森林漫山遍野。

黎母岭(Limuling)山脉
黎母岭(
Limuling )山脉
是海南的脊梁,主峰五
指山海拔 1876米,山岩
峭壁拔地而起,四周森
林环抱。附近有白花
脊,这里有仿佛从云霄

6个游玩项目

1
2
3
4
5
6

直泻而下的瀑布。通什
黎族苗族自治州的首府通什镇离此不
远。中国五十五个少数民族中有三个

到亚龙湾海滩游玩,有众多的水上运动让您一试身手,其中有翼伞滑翔和高速

居住在海南,镇外的村寨可让游客领略

滑水(jet skiing)运动。

到这些民族鲜明的文化特色。

到海岛腹地参观少数民族村寨,欣赏海拔高达1876米的五指山的绚丽风光。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少数民族文化都

到观塘温泉度假村泡温泉,泉水富含矿物质。

存在商业化的问题,商业化的民族文化
非常做作,已经不是原汁原味。这一问

徒步游览尖峰岭自然保护区,这是中国保护最好的原始热带森林保护区。
到亚龙湾高尔夫俱乐部打一局高尔夫球,这里是2006年“欧洲之旅”的主办
单位,曾经获得众多国际奖项。

注意事项

参观新龙热带植物园,园中拥有一百多万种植物,其中包括王莲(即莲中之

1

王),其叶子巨大,据说可以承受10公斤重的幼儿。

远离三亚附近或环岛高速东路沿
线的所谓少数民族风情村。这些
地方喧闹庸俗，没有保留纯朴的
风格,而且经常高价宰客。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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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住带上防晒霜和驱蚊剂。

题在海南尤其突出。海南所谓的少数民
族风情村大都添加了庸俗的噱头。游客
还不如自己费些时间去寻找真正的当地

出游须知

文化。游客在旅游景点所看到的少数
民族“婚俗表演”非常喧闹、华丽和
俗气,但是,在山区等地真正的黎民村

交通

寨,不会看到这样的场面。

航空

海南在发展旅游业的过程中,有时采

海口和三亚每天都有从中国各地(包括

取一种急功近利的方式,的确让人沮

香港)飞来的定期航班。海南航空公司

丧。一个典型的例子是,进入景点“天

是中国最好的国内航空公司之一。最

涯海角”必须通过门票昂贵而又俗气

近,国外飞抵三亚的包机数量爆涨。

的“文化公园”。此外,要去南山参拜

新加坡和韩国都已开通直达三亚的航

高大壮观的观音菩萨雕像也需要支付

班,详细情况可到当地代理处垂询。

高昂的门票。

海上交通

物美价廉

海口和广东(包括广州)有数个渡轮

在海南,游客既可以购买品种繁多的少

服务。不过,速度相对较慢,线路也经

数民族工艺品,也可以购买海边常见

常有变。

的物品,有用椰子壳精雕的礼品,也有

火车

贝壳制作的项链。然而,珍珠产品市场

广州和海口之间开通直达夜行列车。

才是真正展现海南特色的所在。这里
的珍珠价格便宜得叫人难以置信。不

海南有许多手工纪念品

岛上交通
海口和三亚间有高速大巴来往,车程

过,购买时要当心产品质量。

为三小时。两座城市有三条不同的路

大海的珍品远不止这些。海南盛产海

的旅游推销者们在向全世界列数海南

线相连,乘坐巴士或微型巴士就能轻

鲜,而且物美价廉,其他城市无与伦比。

的种种优势:诱人的佳肴,舒身的温

易走遍全岛。在三亚,外国游客可以

一到晚上,一群群街头小贩烧烤的串串

泉,满眼绿色的山水和豪华的酒店。

租赁自驾汽车,尽管价格不菲,但三亚

海鲜肉香诱人,有烤蛤蜊,龙虾,海蟹,鱿

然而,西方人眼中的海南瑰宝是她洁

是外国人在中国能租赁到汽车的寥寥

鱼等等。要吃点甜食吗?那您就学着当

白的沙滩,风中呢喃的椰林和鲜美的

数个城市之一。

地人,咬根甘蔗吧,或者只花一元钱,就

椰汁。在这里您才能看到名副其实的

可以一饱椰汁口福,现开现喝。如果您

中国海滩。

天气

喜欢喝茶,不妨试一试兰贵人(Lan Gui
Ren)茶,据说可以让您芳容永驻呢。

海南终年气温较高,夏秋两季雨量充

千载沉寂,终于得以扬眉吐气。海南

节,但最好避开春节高峰的时期。

沛。每年十一月至来年四月海南气候
温和,降水较少,是海南旅游的最佳季

海南的RCI度假村
• 海南贵族游艇会 (#7481)
• 海南贵族游艇会 (#6965)
• 海星云龙湾度假村 (#6629)

亚龙湾中心广场

度假无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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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帖上双龙寺的入口,清迈最神圣崇敬的寺庙

摄影:Chris Wee

富有文化底蕴
的清迈

清

迈始建于1292年,位于曼谷北面
800公里的喜玛拉雅山最南端

绵延起伏的山脚下。清迈直译过来的
意思是“新墙之城”,部分老城墙复原
了当年的城门和城角,环绕着有护城河
的古雅内城。内城里没有高大建筑,却
遍布缅甸、斯里兰卡和兰娜王朝风格
的寺庙,寺庙装饰着木雕、飞龙阶梯、
圣堂守卫、镀金伞和饰有金丝银线的
佛塔。狭窄的道路和安静的街区,使内

作为泰国第二大城市和泰国北部的首府,清迈让每个人都有
喜爱它的理由。Chris Wee在此告诉您他在这座古老而富有
文化底蕴的城市的所见所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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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弥漫着一种乡土氛围,这也是这座快
速发展的城市的魅力之一。
近年来,清迈城内和城市周围的新酒

出游须知
交通
清迈国际机场最近进行了扩建,可容纳更多的游客。
该机场距市中心只有10分钟车程。曼谷到清迈之间有
多个直达航班,航程约1小时10分钟。香港、北京、
上海、广州、昆明、成都、汕头每周都有航班飞往
曼谷。旅游泰国其它城市,可利用泰国国际航空公司
的国内航线进行。
另外,还可以从曼谷坐火车去清迈。大多数旅程是夕
发朝至,约需12到15小时。
www.chiangmai-thai.com/train_schedule.htm
在曼谷和清迈之间还有许多巴士班次,大多数也是一
夜可达,约需10小时。
www.chiangmai-thai.com/bus_schedule.htm

当地交通
从右顺时针
塔佩(Thapae)门是这座城市众多大门中的一个;Wat Si Kham的金色大象;只有依靠
大象才能离开;三国王纪念碑 ;清迈花节 百花盛开

学着当地人坐上双条车(songthaew)或嘟嘟车(tuk
tuk)出行。多数司机都懂一些英语。计程车是近年来
才出现的,许多计程车停在商场外面候客。

天气
店、商店和餐厅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给

街边商店、跳蚤市场和露天饮食摊。

泰北有三个明显的季节:

清迈增添了作为旅游城市的亮点。地

步 行 街 每 周 日 下 午 4 点 至 晚 上 11 点

• 11月至2月初,凉爽干燥,丘陵地带有雾

方政府也竭力使该城变得对旅游者和

禁止汽车通行( 11 月到 1 月之间的周

当地人更有吸引力,拆除了难看的空中

六也如此)。原来的步行街是拉差达

电缆,清理了萍河(Ping River)并规划了
河边的道路。长期在此居住的外籍居

慕 ( Ratchadamnoen ) 大 街 , 是 塔 佩

• 7月至10月是通常的多雨季节,时有阳光天气。

(Thapae)门西的一条主干道和帕波卡

安全须知

民也被招募做旅游警察。所以,如果看

寮(Phra Pokklao)路的一条支线,三个
国王纪念碑就耸立在此地。

见有高加索人穿着泰国警察制服,向迷
路的游客指路,不必感到惊讶!
所以, 2005年《旅游与休闲》杂志的
读者将清迈评为全球第五最佳旅游目
的地,并不意外。下面是领略此城风光
的几种途径。

节日繁多
清迈一年到头都有节日。其中两大节
日是宋干节( Songkran)和水灯节( Loi
Krathong),通常分别在 4月和 11月庆
祝。今年2月1-4日是一年一度的清迈
鲜花节,有鲜花彩车和选美大赛皇后
巡游。节日的前3天,可在护城河西南
角的 Suan Buak Haad城市公园里观
赏获奖的鲜花。周六游行的最佳观赏
地点是在 Narawatt桥附近的市府官邸
VIP看台一带,或塔佩(Thapae)路上的
任何有利地段。

漫步城中
市政当局新近确定的“步行街”,指
的是在铺有鹅卵石的内城道路上的

街边购物
整年都是这样,从日落至午夜时分,卡

• 3月至6月,炎热潮湿,有灰霾

• 不要去黑暗或偏僻的地方
• 不要因为“最后一天政府促销”而被迫以一折
价格购买宝石。有的嘟嘟车司机爱玩这一“打
折”骗术,或动员您去有高回扣的商店,要坚守您
的立场。

康(Chang Klan)路的两边就变成了灯
光和推车小摊的世界,这也是该城街上
的一道购物风景线。在此购物,讨价还

桥,去探访宁静的寺庙街区,这里仍保

价是必不可少的。街边小摊实际上是

留着大型的柚木房屋。

正式的夜市的分流,正式的夜市设在同
一条路上的一幢三层楼的建筑内,里面
有质量更好的商品,还有大街上购物所

参观寺庙

子饿了,附近有许多各国风味的餐馆,如

素 贴 山 双 龙 寺 ( Wat Phrathat Doi
Suthep )可能比较拥挤,但在晴朗的

新建的Kalare Food Court和几十年长盛

天 气 里 , 从 海 拔 1000 米 上 方 俯 瞰 清

不衰的Anusarn夜市。

迈,会令人惊叹不已。作为城市的一

没有的让你放心的东西:价格标签。肚

个现代象征,双龙寺高达7米的镀金佛

逛逛市场
要想体验丰富多彩的当地生活,一定要
去唐人街中心的传统市集Warorot市场
(当地称为 Kad Luang)看看。在楼上
可以淘一淘衣服和鞋子,而市场周围的
小巷子和商店里则销售衣服、时尚东
西和手工艺品。走过萍河上面的步行

塔在几英里之外都清晰可见。寺庙建
于 1383年,庙址是由一只逃跑出来、
在山上四处乱逛的白象选择的。白
象来到这里,绕行了三圈,然后跪了下
来——这是一个吉兆。去找找寺庙里
的白象复制品吧。要准备好从入口处
爬300多级台阶,不然就花50铢坐缆车
上去。

度假无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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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行探险
主城区外面的乡村小道值得前去探
究。您有不同的旅游方案可选,短至几

户外乘凉
该城西北部约10公里处的Huay Teung
Thao水库,是面积较大的一个湖,也是

小时,长至几天。至马沙山谷(Mae Sa
Valley)“表演村”的半天旅途以娱乐

纳凉的极佳去处,可在炎热的月份,去

游客的大象、水牛和猴子为特色。骑

有众多的饮食小摊和小贩。如果听见

大象很常见。而几天的方案则包括更

远方传来枪声,不必惊慌,因为水库位

长的旅途和住宿在偏远的山地部落村

于泰国陆军的“管制”区内。

清迈夜市可以尽
情购物及品尝美
味小吃

那里野餐、游泳或风帆冲浪。在水边

里,可步行去看瀑布,或在河上漂流。
你还可以骑山地自行车去清迈北面
40公里处的Mae Taeng山谷游玩。

享受按摩

浏览泰国文化
要大致浏览清迈和泰北的文化及历史
概况,可访问帕波卡寮路上的清迈市文
化艺术中心。在这里,您可以观看录

近年来像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的按摩

像,参观有关佛教、农业历史、山地部

服务,在游客常去的步行街和夜市四

落和昔日皇朝的展览室。

处都是。按摩档次有高有低,但价格
都比较合理。路边30分钟脚部按摩只
需 60 铢,而享受更奢华、更昂贵的按
摩,则要去主要的度假村泡温泉。

到泰国去!
趁着特价,享受泰国娱乐、休养、放松的缤纷假
日游。
只需在2007年4月30日之前预定Golden Cupids周
中或周末假期,您即可在泰国的任何RCI度假村预定剩
余的周次拆分假期时享受人民币150元*的优惠。
亲身体验泰国缤纷假日游——从美味佳肴、刺激的夜
生活到超值购物。精彩任您选!
请即刻拨打4008 111 688与我们联系,预订一个
难忘的泰国假日游吧。

注意事项:
• 订房须视空房情况而定
• 2007年4月30日前预订
• 2007年7月31日前旅行有效
• 此优惠不适用于预定普吉岛假日游*
• 遵从会员条款与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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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迈的RCI度假村
• MTC at Lanna Resort (#4929)
• Royal Bella Vista
Country Club (#5376)
• Golden Cupids
(#8747)

假 日 顾 问

如何 延长 度假时间
RCI假日向导Lim Kuo Ching给您支招:充分利
用您的度假周次,最大限度地延长您的度假时间

我很高兴同您分享一些小技巧,可以
将您的一个标准周次延展为在欧洲
或美国充满乐趣的四周假期。
我经常听到 RCI 会员这样问:“我
打算到欧洲旅游,希望在那边停
留超过一个星期。但是,我每年
只有拥有一个度假周次,有什么
办法可以满足我的要求?”我的
回答是:“有”。会员通常接着
又问:“我每次度假最多可以

一旦在RCI存储周次后,您就自动获得了一个长达三年预定
时段为您提供周次交换的机会。也就是说,您可以在所存
储的周次开始之日之前的一年或或之后的两年间选择出行
的时间。所以,您不必再等待了,马上与我们的假日向导联
系,让她帮您确定您去欧洲或美国长假安排。

享受几周 RCI 假期?”我回答

记住,作为RCI会员,除了您拥有的标准度假周次,您还拥有

说:“四个星期”。没想到吧? 的确,不

更多度假选择。会员往往想当然地认为,既然每年在度假
村只拥有一个周次,那么他一年也就只能出游一次。现在

只是您,很多会员对我的回答都感到意外。
举个例子,您打算今年十一月度假,那么您可以用以下办法
来最大限度地延长您的度假周: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吧:即使在不使用您拥有的度假周次
的情况下,您每年可以不止一次出游。您可以从多种RCI度
假方式中选择,例如租赁服务、精选假期等等。而且,预定

1. 如 果 您 计 划 今 年 十 一 月 度 假 , 您 尚 未 使 用 前 面 两年
(2005年和2006年)存储的周次。

这些项目您可以享受会员价。

2. 存储本年度(2007年)的周次。

以求的假期。

3. 提前存储下一年(2008年)的周次。

愿RCI给您带来一次又一次的美好假期。

欲知详情,请致电 4008 111 688 与我们联系来实现您梦寐

图示:
存储时段

出行时段

在此时段内存储您的周次
二年前

(2005年
11月1日)

一个月前 您拥有的周
次开始时间
可以存储
您的周次
的时段

(2007年
10月1日)

内出行

在此时段

(2007年
11月1日)

一年前

(2006年
11月1日)

您拥有的
周次开始
时间
(2007年
11月1日)

二年后

(2009年
12月1日)

您能进行周次交换的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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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刊 视 点
温泉和极可意浴缸(Jacuzzi)。客房外面有一个温水
游泳池。
第二天,我们开车来到鲁阿佩胡火山( Mount Ruapehu)。这是个冬季滑雪胜地,位于 Tongariro国家
公园。我们的登顶之旅真是摄人心魄,眼前雪山皑
皑,松涛瑟瑟,风景秀丽 。乘坐
升降椅上到山顶,山上习习凉
风拂面而来,更是让人振奋。
来到山上,孩子们在雪中尽情
嬉闹--滑板滑雪、 平底雪
橇、打雪仗。
第三天,我们驱车北上,一个
小时后来到了Rotorua的Te
Puia 。Te Puia是一个毛利
人的村落,地热资源独特。在这里,游客不

充 满 刺 激 的 探 险
“新西兰是摄影家的天堂。”RCI会员Abdul Razak Bin Mohamed与家人在新西
兰的北岛度过了一周之后如是说。

去

年八月,我和妻子和四个儿子在新西兰北岛

的陶波湖(Lake Taupo)呆了一周。在奥克兰
国际机场租了一辆丰田大霸王(Previa)后,我们驱车
南下,四个半小时后来到位于北岛中部的陶波(Taupo)。公路路况很好,尽管初来乍到,感觉却轻车熟
路,仿佛还是在马来西亚开车。此外,无论到哪儿,我
们都无需交纳过路费,任何地方都是免费泊车!

仅可以领略到毛利人的舞蹈、文化和手工艺品,还能
看到泥池、间歇喷泉、温泉瀑布、地热和几维鸟。
后来才知道,我们当时所站的地方脚底下只是一层薄
薄的地表,地表下面就是炽热的溶岩。早些时候,在
去Rotorua的途中,我们曾经看到从森林里冒出一种
看似烟雾的东西,其实那就是地下冒出的热气,空气
中弥漫着硫磺的味道。新西兰独特的地理地貌让孩

陶波的 RCI金冠度假村( The RCI Gold Crown Re-

子们学到了不少东西。

sort)— Lake Edge Resort从外表上看,有点其貌不
扬,但是进到里面,您仿佛身处明信片上才看到的景

接下来,我们往东行进,两个小时的车程把我们带到

色之中,让人叹为观止。度假村后面就是陶波湖。
深蓝的湖面上,阳光灿烂,游艇游船水中荡漾,野鸭飞
翔,天鹅戏水,远处群山高耸,山顶白雪皑皑。我们真
是选对了地方,来得也是时候。只可惜我无法挥笔作
画,将此情此景记入画中。
我们住的是的双卧室客房,配有整套厨房设备,还有

Waitomo。 Waitomo有闻名遐迩的萤火虫洞。我们
乘坐小船,顺着黑暗的地下河进入洞里,只见山洞的
顶部紧贴着数以百万计的萤火虫,疑是繁星闪烁的
夜空。
此次新西兰之行最精彩的部分是骑乘四轮摩托车饱
览Waitomo的田园风光。我们骑着有四个大轮子的
摩托车,历时两个小时,我们翻山越岭,穿过草地时
感受到了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别样情趣。多么愉悦的

感谢Abdul Razak

您想要赢取这份奖励吗?

Bin Mohamed同我

那就把您的度假经历随同照片

体验啊!

们一起分享他的度假

寄至:中国北京东长安街1号东方经贸诚C1座

最后那天,我们参观一个养蜂场和一个养虾场。我们

经历，并恭喜他获得

506室，邮编：100738

还乘坐了Huka喷气船。甚至想到是否要玩一次蹦极

或email至chinamembers@rci.com。您就有机会

跳。不过,最后孩子们还是放弃了,不知是因为他们

在度假无限杂志上与大家分享您的快乐！确定来

不敢玩,还是想给老爸省点钱了!

RCI的奖励,

信中带有您的RCI会员号和精选的照片。(同时注明
照片中人物的姓名和拍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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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RCI,给我们安排了一次如此刺激和难忘的假日
游。真希望下一次再来南岛看看。

R C I 快 讯
3. 事故解决方案
我们的专业人员训练有素,他们会根据情况处理会员
反馈的信息,并且以最有效的方式及时解决问题,控制
好局势,同时注意监控服务质量,以避免再次出现类似
的服务质量瑕疵。
RCI的会员关怀部会不断加强与会员的联系,采用新
的更好的通信方法,通过 SMS、电子邮件或者因特
网与会员沟通。

RCI网站升级更新
左 起 : Nur Huda( 会 员
关 怀 部 专 员 ) 、 Edward
Al vero ( 会 员 关 怀 部 经
理)、李金山(亚洲营运
总 监 ) 、 Jo Seetho和
Angelia Long

2006 年 我 们 推 出 了 许 多 新 的 服 务 项
目,也做了许多改进服务的工作。有的
会员可能无暇顾及去年发生的一切,现
在让我们一起回顾过去一年都发生了什
么,来年会有什么新的讯息。

2007年,我们将以新的面貌出现在会员的面前。我们
对RCI的中文网站www.rci.com/china进行了更新。未
来这一年,我们将继续更新改造我们的系统,使网上
交易效率更高。我们渴望随时为您提供假日预订服
务,一天24小时,一年365天,年复一年。我们将定期
推出激动人心的促销活动,请多加留意。

RCI竭 诚 为 会 员 服 务
最近有没有收到E-mail呢？
2006年,RCI的促销讯息有75%是通过电子邮件的方
式发给会员的,反应很好。2007年,我们将继续通过
电子邮件给会员发送讯息。如果您还没有告诉我们
您的电子邮件地址或未收到我们的电子邮件,请尽快
致电 4008 111 688。
此后,您将第一时间收到我们推出的最新优惠举措。
千万别错过哦。

成立RCI会员关怀部
RCI不断探索,寻找办法提高为会员服务的水平。我
们最大的愿望就是成为您出游度假住宿的首选,为
您提供最佳的旅游计划。我们不仅仅是把您送上梦
寐以求的假日之旅就万事大吉了,我们还要让您全面
地感受到贴心的会员服务,圆满地度过假期。为了实
现这一目标,我们新成立了专门的会员关怀部,负责
处理会员度假期间遇到的一切大事小情。以下是该
团队提供的服务:
1. 快捷地处理及回复
如果收到您的疑问或反馈,会员关怀部将在48小时之
内派出代表与您联系,提供所需援助。
2. 质量保证
为了保证始终如一地为会员提供最佳服务,服务队将
对服务电话进行监控,为假日向导提供培训,查看会员
对度假村的意见反馈卡,进行问卷调查等等。

度假无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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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稿时新加盟的度假村

度假村目录更新
#8715

LHC Phuket Resort
61 Moo 4 Cherngtalay,Thalang ,Phuket 83110 ,Thailand
电话: (66) 7 6 324 059
该度假村坐落在亚洲最佳旅游目的地
——Laguna Phuket的中心地带。下榻

#8745

Saldera Ubud
JL Raya Pengosekan,BR. Pengosekan
Desa Mas, Ubud,Gianyar, Bali 80571,Indonesia
电话: (62) 361 977564

距普吉国际机场: 19公里

Saldera Ubud位于巴厘岛的文化中心乌

LHC Phuket度假村的游客真是慧眼识真

布(Ubud)。Ubud风景秀丽,文化遗产丰

金。度假村客房配套齐全,布置典雅,正

富,几十年来一直游人如织,其中不乏社会

面是恬静的礁湖和葱茏的草木。下榻此

名流。迷人的Ubud又称为巴厘岛的”皇

处,可尽情享受奢华假期。高品位的LHC

家中心”,这里有众多的宫殿、寺庙以

Phuket度假村与安达曼海近在咫尺,既有

及博物馆,其中有Puri Saren Agung、

居家的舒适也有度假的乐趣,让您感受到

内卡(Neka)博物馆、Agung Rai艺术博

两种天地的精彩,无论您是在享受一次精

物馆、 Puri Lukisan博 物馆 和Antonio

选假日游还是举家同游,您都会不虚此行。度假村客房装饰别具一格,做工精细,质量

Blanco Renaissance博物馆。热衷室外

距Denpasar国际机场: 20公里

上乘,让您住得轻松。走出客房,游客可以进行丰富多彩的活动:骑高大的亚洲象;到久

活动的游客来到Ubud,可以找到很多机

负盛名的Laguna Phuket矿泉浴场享受那放松身心的过程;或者到度假村获过奖的十八

会从事室外活动,如沿着柏油大道骑自

洞高尔夫球场挥杆一展身手;此外,游客还可以投入大海怀抱,享受众多水上运动的乐

行车或徒步漫游郊外村庄,踏上土路,走过竹桥,穿过溪谷,走进片片稻田。著名的猴

趣,也可以躺在延绵三公里的洁白沙滩上,在迎风摇曳的棕榈树下,放松身心。

子森林(Monkey Forest)和大象野生公园更是游客必到的景点。

登记/付帐
周六下午2时以后/中午12时以前

登记/付帐
周六下午3时以后/中午12时以前

客房设备
空调-所有客房
厨房-部分客房
微波炉-所有客房
电话-所有客房

客房设备
空调-所有客房
厨房-部分客房
微波炉-所有客房
电话-所有客房
洗衣机/干衣机-所
有客房

场地设施
游泳池、儿童游泳池、高尔夫球场、健身器材、租车、洗衣、
租赁、快餐店
其它服务和设施
海滩-附近、划船-附近、儿童看护-附近、会议设施-附近、
钓鱼-附近、游戏室-附近、食杂店-附近、美发-附近、骑
马-附近、娱乐表演-附近、医疗设施-附近、运动场-附近、
潜泳-附近、购物-附近、温泉-附近、网球场-附近、滑水-附
近、帆板-附近

场地设施
游泳池、儿童游泳池、洗衣、餐厅、快餐店
其它服务和设施
海滩-14公里、划船-附近、钓鱼-附近、高尔夫球场-附近、
骑马-附近、湖泊-附近、潜泳-19公里、壁球馆-附近、网球
场-附近、帆板-19公里

ADVERTORIAL

享受姿色诱人的曼谷
你有没有想过到亚洲最迷人的城
市——曼谷度假来款待自己一下?看
看这座城市都有些什么能呈现给
游客。入住Elegance Boutique酒
店精致的套房,享受宾至如归的闲
适。Elegance Boutique酒店坐落
在曼谷的闹市,出入非常便利。酒
店设有71套配置齐全的套房,规格
包括单间套房、一卧室以及双卧室
套房等。
酒店楼顶建有一个漂亮的空中花
园,园内有露天游泳池、有健身房、
按摩浴缸、桑拿按摩中心。此外,还
设有一个多功能的大厅,可以举办聚
会(party)或特别的活动。您还可以
在酒店的商务中心上网或收发电子
邮件。如果您是带着孩子来的,您还
可以使用酒店提供的保姆服务,使您
晚上能轻松出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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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在优雅的酒店餐厅,品尝美味
佳肴,也可以闲坐在泳池边,饱览曼
谷美景,一边品味杯中美酒,一边计
划您的第二天的活动。
酒店四周商店众多,且都是一步之
遥。从酒店步行到曼谷著名的夜
生活区只需十五分钟,乘坐出租车
更快捷,几分钟就能到达。两个轻
轨(skytrain)站(Saphan Taksin和
Surasak)距酒店仅五分钟路程。酒
店距昭拍耶(Chao Phraya)河也只
须步行五分钟,这是曼谷市内一条主
要河流。您可以选择各种各样的水
上游,观赏曼谷市的不同景色,沿途
还可以参观皇家船只博物馆(Royal
Barges Museum)。
酒店礼宾部的服务生对曼谷非常
熟悉,他们会乐于为您提供各种信

息,不仅可以帮助
您订好房间,还
可以协助您租赁
车辆,提供旅游
咨询。
无论是购物、餐饮还
是夜生活,曼谷可以说是
精彩纷呈,让人眼花缭乱,应接不
暇。购物的好去处有暹罗中心,这
里百货商店云集;您也可以到最长
的大街Sukhumvit逛逛,街道两旁
店铺林立,有裁缝店、丝绸店、餐
馆、酒吧,还有像Emporium这样的
购物城,这里名牌一统天下。遇上
周末,您可别错过曼谷著名的查多查
周末市场,这里摊位成百上千,商品
应有尽有:纪念品、家具、丝绸,木
器、陶器、服装、宠物和植物等
等。此外,Patpong夜市也是游客进

行购物和晚上娱乐的好
去处。
曼谷的景点还有很多
很多。走了一天,看
了 一 天 , 该 回 家 了 ——
Elegance Boutique酒店正
Boutique
静候您归来。

以专有的会员价格预定在热点城市地段的住宿!

RCI 租赁服务
RCI精心挑选了大量的租赁服务,会员可凭专有的优惠价格入住。这些租赁服务分布在热门的度
假胜地,如巴塞罗那、巴黎、伦敦及马德里等,而在这些地方还没有或只有有限的RCI分时度假
服务(即RCI加盟度假村)。在某些城市,RCI的租赁服务可按每晚费用收取。
英国

伦敦
Bayswater Inn
人民币850元起

伦敦
Ramada Hotel Docklands
人民币1500元起(单间卧室)

法国

巴黎 Suitehotel Paris Porte
De Montreuil
人民币935元起

Suitehotel Porte De La
Chapelle
人民币935元起

马来西亚

吉隆坡
Berjaya Times Square
人民币575元起(公寓房)

中国

毛里求斯

新加坡

上海 La Residence
人民币575元起(双卧室)

毛里求斯 Beach Villas
人民币645元起(公寓房)

新加坡 Bayview Hotel
人民币545元起

意大利

南韩

阿联酋UAE

罗马 Residence Dehon
人民币1015元起(公寓房)

南韩 Hanwha Properties
人民币390元起

迪拜 Savoy Park Hotel
Apartment
人民币935元起

黄金海岸
Longbeach Resort
人民币455元起(单间卧室)

道格拉斯港
Portsea Resort
人民币310元起(单间卧室)

澳大利亚

吉隆坡
Crown Regency
人民币575元起(单间卧室)

布里斯班(Noosa Heads)
French Quarter Resort
人民币605元起(单间卧室)

新西兰

奥克兰
克赖斯特彻奇
Spencer on Byron
Courtesy Court Motel
人民币1350元起(单间卧室) 人民币430元起(公寓房)

Kingscliff(新南威尔
士)
Paradiso Resort
人 民 币 615元 起 ( 单
间卧室)

凯恩斯
Royal Harbour Resort
人 民 币 580起 ( 单 间
卧室)

Coffs Harbour
Aanuka Beach Resort
人 民 币 455元 起 ( 双
卧室)

Lorne(墨尔本)
Erskine On The
Beach
人 民 币 615元 起 ( 单
间卧室)

南非

欲知有关度假村的租赁的更多信息或获取最新的度假村列
表，请致电4008 111 688咨询RCI假日向导或拨打您所在国家
的免费咨询电话。
Milnerton
Leisure Bay
人民币705元起(单间卧室)

White River
Greenway Woods Resort
人民币705元起(3卧室)

注意事项：
具体房价视房况而订。
房价如有调整，恕不另行通知。

度假无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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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CI 亚洲旗下加盟度假村
中国
3954
4326
4980
5212
5262
6034
6137
6406
6408
6622
6629
6785
6838
6888
6965
7481
7525
7589
8585
8586
8587

北京九华山庄
珠海石景山旅游中心
青岛弄海园度假村
天津泰达国际酒店
桂林漓江高尔夫乡村俱乐部
昆明滇池温泉花园酒店
云南丽江玉龙花园酒店
武汉天安假日酒店
湖北鄂洲凤凰山庄
北京京瑞大厦
海南海星云龙湾度假村
山东大屋海情酒店
汤泉高尔夫假日俱乐部
敦煌山庄
海南贵族游艇会
海南贵族游艇会
北京世豪国际酒店
北京龙头公寓
海南新国宾馆
海南康乐园海航度假酒店
亚太国际会议中心

香港
7649

EC@Grand Blossom House

印度尼西亚
7590
5459
6961
3505
6363
5372
3690
5368
5933
6916
4170
5458
7724
3692
6302
3851
3691

Bali Emerald Villas
Bali Masari Resort
Bali Shangrila Beach Club
Bali Tropic Resort & Spa
Blue Point Bay Villas & Spa
Club Bali@Java Highlands Resort
Club Bali@Jayakarta Bali Residence
Club Oasis@Jimbaran Hills
Club Paradise@Jimbaran Hills
Gili Meno Bird Park Resort
Harris Resort
Jimbaran Hills Resort
Keraton Jimbaran Resort
Mambruk Quality Resort
Medewi Bay Retreat
Nirwana Bali
Risata Bali Resort & Spa

3968
5254
6920
6959
6818
6660
5450

Royal Bali Beach Club@Candidasa
Royal Bali Beach Club@Jimbaran Bay
RVC@Hotel Rama Candidasa
RVC@Rama Garden Hotel
RVC@Ramayana Resort & Spa
Seminyak Suites
Swiss-Grand Bali

韩国
3893
3889
3892
7901
7902
7903
8713
8714
3049
3697
3048
3190
4156
4329
4155
5550
3694
5551
3891

Daemyung Resort Danyang
Daemyung Resort Sorak
Daemyung Resort Yangpyung
Hanwha Resort Haeundae
Hanwha Resort Jeju
Hanwha Resort Seorak
Hanwha Resort Phoenixpark
Hanwha Resort Gyeongju
Highla Donghae Beach Condominium
Highla Donsan Spa Condominium
Highla Kyongju Condominium
Highla Sorak Valley Condominium
Ilsung Muju Condominium
Ilsung Namhangang Condominium
Ilsung Sorak Condominium
Jeju Tovice Beach Condominium
Muju Resort
Togo Hotspring Tovice Condominium
Vivaldi Park

Kentington Resort
PPVC@Hoya Hot Springs Resort & Spa
Victors Hualien Li-Yu Tan Resort
Wing On Golf Country Club
Eastern Resort & Spa

泰国
5719
6305
6625
2861
2234
8715
4926
5456
5962
6373
4344
4341
5556
3974
5731
6432
5376
4923
1300
5216
4973
5377

Chateau Dale Beach Resort
Grand Tower Inn
GVC@Best Western The Elegance Suite
Hotel Royal Crown
Jomtien Beach Paradise
LHC Phuket Resort
MTC@Lanna Resort
MTC@The Legacy River Kwai
MTC@Pattaya Hill Resort
MTC Plus@Grand Tower Inn
Patong Resort Hotel
Patong Tower Condominium
Pattaya Hill Resort
Quality Suites Airport Bangkok
QVC@Samui Peninsula*
QVC@The Andaman Beach Suites
Royal Bella Vista Country Club
Royal Lighthouse Villas@Boat Lagoon
Sigma Resort Club (South Pattaya)
Tai-Pan Hotel
The Allamanda Phuket
The Resonance Club@State Tower

Pearl of the Paciﬁc Beach Resort*
Sunrise Holiday Mansion
SVC@Subic Holiday Villas
VCI Holidays@Batangas
VCI Holidays@Mactan – Cebu
VCI Holidays@Makati City
VCI Holidays@Tagaytay
Tagaytay Dacha Villas
Puerto Del Sol Beach Resort & Hotel

马来西亚
2860
4919

台湾
4325
6277
2345
4337
8712

4920
3967
2864
4166
3013
4167
4872
3012
3010
1703
3196
5257
5259
2869
3957
7771
6616
6613
6615
6614
7650

Aseania Resort Langkawi
Awana Genting HL Golf & Country
Resort
Awana Kijal Golf & Beach Resort
Bayu Beach Resort
Berjaya Tioman Beach Golf & Spa
Resort
Berjaya Tioman Suites
Country Heights WRC
Duta Palms Resort & Anglers’ Club
Duta Sands
Duta Village Beach Resort
Duta Vista Executive Suites
Genting View Resort
Greenhill Resort
Heritage Hotel Cameron Highlands
Heritage Hotel Ipoh
KL Plaza Suites
Leisure Cove
Resort Suites at Sunway Lagoon Resort
Swiss-Court Holiday Apartment
Swiss-Garden Hotel Kuala Lumpur
Swiss-Garden Resort & Spa Damai Laut
Swiss-Garden Resort & Spa Kuantan
EC@The Legend Water Chalet

LEGEND
Gold Crown Award
Silver Crown Award

菲律宾
7773
6781
3502
6741
5367
1947

2 8 ENDLESS VACATION

6030
5369
7526
5722
5721
6837
5720
6278
7647

Astoria Plaza Suite
Casa Del Mar Golf & Dive Resort
Laguna de Boracay Resort
Lexber Vacation Suites – Baguio
Nipa Beach Resort
Panoly Town & Beach Club

Hospitality Award
* Partially Available
请注意酒店状况定期更新。这里
所 登 载 的 酒 店 为 截 至 2007年 3月
的情况。

度假无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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