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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大完美
旅游地点

欢迎到访
新加盟度假村

编者按
泡杯茶、蜷缩在舒服的沙发中，细细品味我们为您精心准备地假期点子、旅游小贴士、全新的会员社区、或是亚
洲闻名的槟城叻沙的制作方法 - 吃起来口齿留香啊!
这一期的《度假无限》为您设计了风格迥异的旅途，在紫禁城中寻找中国5000年的文化，在奥兰多登上疯狂的
让您毛骨悚然的过山车，或是在达雅台放松身心。这10个全新的令人兴奋无比的度假胜地，可以满足您游乐、饮
食、购物、休闲与探索世界的全部欲望！
再看看我们专门为您设计的“会员社区”，了解如何最大化的获得交换能力，让您拥有更多选择。
现在，RCI的众多社交平台同样可以帮助实现您的假期梦想。您可以在RCI.com预订假期，并在YouTube的
RCI_Timeshare频道上观看介绍影片；成为我们Facebook小组一员，或在Twitter上追随我们的消息，享受会员专属
博客，以及下载我们新的iPhone应用程序，等等。
对于像您这样殷切的旅游爱好者，这期的内容将是一场飨宴！您将学到一些收拾行李的小窍门; 参加我们的“您的
假期过得怎样？”的活动；在“旅游与美容”专栏中发现最好的温泉水浴和餐馆；学习怎样轻松无忧地带上摄像
设备旅行并且抢先参观我们的新加盟度假村！
千万别放慢脚步，踏上只属于你的RCI旅途吧！预祝旅途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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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加盟度假村，
更多旅游地点

游轮交换与最新优惠让您
遨游四海

千万别错失良机，在这些
绝佳旅游地点享受会员超
值优惠！

使您的交换能力最大化

Facebook, Twitter, YouTube
& RCI 博客

了解最新度假村与更
多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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赢取数码相机
并登上杂志
正如您的故事感动过您一样，如果您的假期故
事感动了我们，我们将奖励您一台数码相机，
更重要的是，您的故事将发表在下一期的
《度假无限》杂志上。而且如果您允许的话，
也将刊登您的摄影作品。
现在就分享精彩的假期故事吧，
没有比这更好地记录您经历的方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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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

日新月异
的北京城

北京是由明代第三个皇帝也就是著名的永乐
皇帝所创建。16年间，二百万个工人建造起
了北京城，想让它不仅成为华夏的首府，甚
至成为当时世界乃至宇宙的中心。

度假无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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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

探索

紫禁城

事实上，在传统的中华思维中，天
下所有均属于永乐所有。这也在这
个国家名字中强烈地反映出来：中
国，也就是处在世界中心之王国。
这个称号背后也是有充足原因的。
当时，中国仍是世界经济超级大
国，没有竞争对手（欧洲尚在发展
初期），对自己的优势充满信心。
作为天子永乐皇帝的首都，北京的
宏伟壮丽也是与中国的地位和实力
相衬的。
首都的中心是永乐皇帝的宫殿 —
紫禁城。占地72万平方米的紫禁城
是个巨大的迷宫，高耸的红墙包围
着诸多的庭院和行宫。这样设计的
初衷就是要让人心生崇敬渺小之情，

住宿
A530 Beijing Badaling Hot Spring Resort
7525

Beijing Shihao International Hotel

7589

Blg-Beijing Longtou Apartment

R524

Luxury Serviced Residence
(3晚) - 租赁

R525

Luxury Serviced Residence
(4晚) - 租赁

而身处紫禁城中的您确会有这样的
感受。500多年来，它一直是庄严
无上的皇家庭院。
更加让人自觉渺小的是长城。横跨
中国北部地区近8852公里的长城，
耗费了无数生命和1800多年的时间
修建而成。但现存下来的几段遗迹
从北京城前往十分方便的。其中最
著名的是八达岭长城，在城外西北
方向，大约需要一小时车程。
北京城东北部驱车约一小时可以到
慕田峪长城走走。这段长城上的风
景开阔，游人比较稀少。距北京东
北三个小时车程左右还有司马台长
城和金山岭长城，虽然已然半毁而
杂草丛生，却美丽依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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鸟巢

争夺金牌
作为2008年奥运会的东道主，今天
的北京与永乐皇帝知道的北京已经
大不相同。现代北京的“皇宫”是
人们谈论最多的亚洲建筑之一。
被称为鸟巢的巨大的奥林匹克体育
场，与中国的建筑传统和审美也可
说是格格不入。
毗邻鸟巢是一个棱角突出的矩形结
构，其外观好像个蓝色泡泡形成的
蜂窝。这就是水立方，奥运会游泳
和跳水项目的大舞台。
但北京的特色远远不止体现在建
筑上。

探索

精彩万分，目不暇接
在北京的很多公园里，天蒙蒙亮的
时候太极拳晨练就开始了，喜欢早
起的人可以考虑参加。(宾馆的服
务人员应该能够为您指引方向。)

并不是像熊猫 — 样濒危但仍然让
人喜闻乐见的是世界巧克力乐园。
这里提供了许多诱人的中国雕塑和
艺术品，包括著名的兵马俑等，不
过都是用巧克力制成的，供游客
购买。

或者您也可以在首都最大的西藏喇
嘛庙 — 地处老城区东北部的雍和
宫 — 寻求心灵的静谧安宁。

短暂的休息后，让我们去北京动物
园，近距离接触世界上最受喜爱但
也濒临灭绝的大熊猫。大熊猫是熊
科最稀有的成员，也是世界上生存
最受威胁的动物之一。

• 搭乘地铁出行，可以避免路面上的
拥堵。
• 出租车很便宜，而且是按表计价。
• 最好不要食用街边摊的食物。

禁忌：

没有乘坐无处不在的黄包车就不算
到访过北京。让黄包车带您走街串
巷吧，探索老北京传统的胡同文
化，看看胡同两旁古老的四合院，
亲身感受北京人的日常生活。
黄包车之旅结束在天安门广场附近
的著名的前门大街上。这条街有
600多年的历史，街上有城中最古
老的商店、茶馆和餐馆。在这里，
你还有绝好的机会尝试世界著名的
北京烤鸭，例如前门大街外倍受欢
迎的利群烤鸭店的特色烤鸭你可不
能错过哦！(预订电话010-6705-5578)

建议：

• 最好不要购买文物。
• 过斑马线时永远不要假设过往车辆
会为您停车。
• 最好不谈论政治或宗教问题。

同样让人欢欣的是遇到节日庆典，
比如丰富多彩的元宵佳节、热闹的
农历新年庆祝等等。位于北京延庆
区的野鸭湖自然保护区的湿地，是
260多种鸟类的家园。北京周边还
有众多温泉值得尝试。
北京是个真正伟大壮丽的城市，到
访的客人 — 即使不是天子，只是
凡人而已 — 也会感受到它的精彩
纷呈，绝不会失望！

度假无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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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

黄金海岸

令您激情澎湃
位于昆士兰的黄金海岸，以海滩、夜
生活、购物、主题公园和热带雨林而
举世闻名。
亚热带气候，一年287天阳光普照，一
刻也不会令您感到枯燥。
深呼吸，
让我们一起冲浪，放飞心情吧！
这片海滩将让您的生活充满无限色
彩。冲浪者天堂 (Surfer’s Paradise)
、布罗德沙滩 (Broadbeach) 和基拉
点 (Kirra Point)是70公里连绵海岸线
的三大景点。在那里，您可以冲浪，
潜水，浮潜，航行，划桨，游泳，打
排球，或歇下来喘口气。

幸运的是，跟黄金海岸的许多主题公
园一样，梦幻王国为各个年龄阶段和
酷爱刺激的爱好者提供了各式各样的
游乐项目。
缓过气儿了吗？那么，就让我们去梦
幻王国澳大利亚野生动物园拍摄800
种本土动物，享受逐猎的乐趣吧！
再带孩子们去摇摆世界 (Wiggles
World)，让他们乘坐摇摆飞车还有与
Wiggles会面，他们一定会激动得气
喘吁吁的。
吸气，然后屏住呼吸，去观赏海洋世
界壮观的海洋生物展览，令人折服的
鲨鱼湾，还有耗资数百万美元新建的
芝麻街盛会。
雷鸟公园 (Thunderbird Park) 也不甘
示弱。它是澳大利亚头号探险游乐园！
骑在马背上在112公顷的领地内探索动
人心魄的美景，漫步丛林间，在世界
上最大的雷公蛋矿 (Thunderegg) 发
掘古老的宝藏，征服68项空中挑战和
8种狐蝠。

还有这些，您也同样不容错过！梦幻
王国的6大惊险游乐项目将让您流连忘
返，有紧张刺激的过山车、惊险的120
米高空自由落体、最新的9层高纺纱
机、当之无愧的“魔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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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主题公园以外，黄金海岸还有更
多乐趣等着您。这对于渴望激情的人
或家庭来说绝对是最完美的去处。

建议：
• 随身携带一张记录紧急电话号码的
纸条和您的使馆联系信息。
• 做足功课，计划好行程，并提前预
订景点门票。
• 涂上防水防晒霜，戴帽子，以避免
晒伤。
• 在澳大利亚驾车必须系好安全带。

禁忌：
• 请勿在公共交通工具上、商店里和
美术馆内吃东西。
• 在海里游泳前一定要先看沙滩上张
贴的警告。
• 在外就餐时谨食未煮过的肉类。
• 无论去哪里都要携带您的护照复印件。

住宿
1707 Golden Shores
Holiday
6128 Beachpoint Resort
1815 Sandy Point Beach
Resort
0168 Cedar Lake Country
Resort
5716 Tamarind Sands Bogangar

住宿
仅限租赁项目
R479 Central Sky Lounge
Apartment Hotel (3N)
R597 Oaks On Collins (3N)
R480 Central Sky Lounge
Apartment Hotel (4N)
R598 Oaks On Collins (4N)
R600 Oaks On Collins

墨尔本
绝不只是墨尔本
游玩

墨尔本是世界上最“活跃”的城市之
一，长期以来，墨尔本一直被奉为澳
大利亚的艺术和文化中心。它是各种
盛事的举办地，是精彩艺术的殿堂，
是美食佳肴的汇聚地。这里经常举办
各种节日活动、大型艺术展览和音乐
盛会，当然也少不了著名的餐饮节。
墨尔本还拥有一系列让您眼花缭乱的
墨尔本，澳大利亚的天际线

顶级景点和旅游胜地来填补您的假期
行程。
除了维多利亚州这座人口最多的城市之
外，还有许多的东西值得您去探索。

到格兰屏 (Grampians) 欣赏醉人美

景。一流的国家公园和州立公园有品
种繁多的本地野生动物，风景如画的
步行小道和激动人心的风景名胜。
到金矿区(Goldfields) 的索福林山

(Sovereign Hill) 开启财富之门。同

时挖掘许多本地艺术家的丰富艺术宝
藏。欣赏著名艺术家的作品，然后

大洋路的12使徒

到巴拉瑞特美术馆追忆卡通漫画的历
一个美丽的丛林间闲逛。

建议：

大洋路是世界上最美的道路之一，沿

• 细心规划才能尽情游玩。

史。在沉寂的乡间村落中漫步，或到

路驱车，饱览无敌美景。大洋路地区
覆盖维多利亚的西南部，著名的十二
在维多利亚的高山地区参加激动人心

门徒就来源于此。

的冒险活动。挑战您的胆量，攀爬布
法罗山国家森林公园险峻的悬崖，然

最令人欣喜的是，维多利亚许多独特

后绕绳下降，或驾驶汽车在曼斯费尔

的景观和风景名胜均可从墨尔本一日

德周围的小道上越野。不然就去漂

往返，交通十分便利。

流，探索洞穴，玩滑翔翼，或沿着山
地自行车赛道骑自行车。
到亚拉河谷参观酒厂。在这个维多利
亚州酒工业的发源地总共有超过90家
酒厂。在这里尽情品尝澳大利亚最优

• 如果您试图绕开主道，请租一辆汽
车代步。
• 走进一间酒吧，尤其是小镇上的酒
吧，品尝价格合理又地道的澳洲美食。
• 参加原住民音乐和舞蹈表演。这一定
会是一次独特的经历。

禁忌：
• 当您疲倦或喝酒过量的时候，请不
要开车。
• 晚间最好不要在乡间开车。路上可
能没有照明。
• 不要尝试超出自身能力范围的活动。

质的黑比诺和泡泡葡萄酒。
度假无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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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您
“轻装
上阵”
你真的需要准备这么多东西吗？只要稍
微作一点规划和搜寻一些 资料，就能
减少所需准备的东西。这比你想像中简
单，也将减少你的负担。

3

遵循主题：整理行囊时，
选择一个中心色调或主题。
最好选择如棕褐色、黑色或
铜色等中立色调，并依此来
搭配其它饰品。

6

列出清单：写下所有你打算
携带的物品，并按照清单进
行整理。在将这些物品整理
进行李以前，再检查一遍，
以防遗漏任何东西。

1

2

做足功课：预先致电给您即将入
住的酒店、度假村，了解他们是
否提供吹风机、熨斗、熨衣板、
浴袍等其它的体积较大的物品。
如果他们提供，你就无需
自行携带了。

搜寻好资料：预先查询当
地的气温、天气以及衣着
习惯，并依此资讯来整理
行囊。

4

5

大原则：如果旅程少于一星期 ，就
应该带上每天换的衬衫，外加一件夹
克或毛衣。此外，每两天更换一件长
裤（最少带上两件）、两双鞋子
（一双穿着，另一双放在行李内）、
每天换的内衣裤以及季节性的衣物，
比如泳装等。

清洗衣物：如果你的旅程超
过一个星期，除了按照以上
守则来整理行囊外，还要考
虑衣服的清洗问题。如果经
济上许可，就利用酒店的洗
衣或干洗服务。否则，就要
携带洗衣剂。

7

携带小瓶装：看到售卖你使用
的日常用品的小瓶装时，就应
该购买，而不要等到要出国时
才想到要购买。或者，你也可
以将你的日常用品装进小的
塑料瓶子内。

安全第一：千万不要答应帮助
陌生人携带任何东西，不论他
们显得多么友善。也不要让你
的行李离开你的视线。你的重
要文件以及贵重物品也应该
随身携带着。

希望这些小贴士能够有效地简化你的行囊。
祝你旅途愉快。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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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松

呼吸减慢、血压下降、因您已身在

达雅台(Tagaytay)
塔阿尔湖，达雅台

忽然之间，您不再关心您的手机是
否还能接通。您发现您的步伐放慢
了。您脸上的笑容增加了。您此生
头一次忘记了老板的姓名。您刚刚
服用了文明的解药。
而且药效即刻见效。
怎么可能不是。塔阿尔湖 (Lake
Taal) 的风景令人叹为观止，火山
亦宛如画境。这里有醉人的马尼
拉、巴拉扬和拉古娜 (Laguna de Bay)
海湾还有连绵起伏的丘陵，密林笼
罩的山脉，广袤的草原。景中含
景，画中有画。
您可以选择各种方式去享受达雅
台的绝色。在野餐树林 (Picnic
Grove)，您可以徒步穿越生态探险
步道 (Eco-Adventure Trail)，欣赏
塔尔火山 (Taal Volcano) 更多动人
心魄的景致或就地野炊。

您可以乘坐15分钟的支浆船到火山
区，然后跨一匹轻骑到火山口。此
次旅程定会将您引入胜境。
如果您想打高尔夫球来解压，达雅
台有两个锦标赛级球场，其中包括
著名的达雅台高地高尔夫俱乐部。
达雅台有很多选择让您彻底逃离城
市的喧嚣生活。
日本友谊花园的精修草坪，花卉
农场的芬芳绚烂，和天空人民公
园。 当然，达雅台真正的美丽在
于，当假期结束之后，您会感觉物
有所值。

建议：
• 提前预订，并在旅行前再次确认。
• 达雅台的台风和雨水较多。请做好
计划。
• 确认价格。有些商家不太讲道德。
• 与您国家在马尼拉的大使馆接洽。

禁忌：
• 避免从非法兜售者处购买商品
• 如果您想帮助穷人，请到教堂捐助。
• 不要炫耀自己很富有。
• 避免对抗。最好走开。

住宿
5369 Sunrise Holiday
Mansion
5720 VCI Holidays at
Tagaytay
6278 Tagaytay Dacha
Villas

度假无限

11

餐饮

槟城–

街边美食的天堂
如果您打算到位于马来西亚半岛
西北海岸的槟城旅游，那您可要
空着肚子去。因为槟城的街道到
处都是中国、印度、娘惹 (早期华
人移民)、泰国和欧洲烹调风味的
美食。
几个世纪以来，融合不同族裔的
文化创造了槟城所独有的丰富文
化遗产和美食。对槟城人来说，
吃是生活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在
这个美食天堂，不论什么时候，
走到哪里，就能吃到哪里。
在槟城的首都，乔治城，您会在
街道上看到许多高级的餐馆、当
地的小餐厅和咖啡店。到了晚
上，街边小贩占据这些街道，散
发着垂涎诱人的香味。您可以慢
慢地品尝各种街边美食因为街边
摊档通常营业到凌晨，有些甚至
24小时营业。

如果您是第一次品尝
槟城美食，这里有一
些提示。让小贩知道
您喜欢食物的辛辣程
度。另外，您也可以
和别人分享食物，这
样您就可以品尝多几
种菜肴。
槟城的招牌美食包括：
槟城叻沙 (laksa) 是一个用酸罗望
子和鱼肉上汤煮成的酸辣粗米粉
汤。这道菜的佐料也包括薄荷，
黄瓜，洋葱，生菜丝和凤梨。
如果您想在一道菜里品尝到多
种口味，那您一定要试试Nasi
Kandar。这个饭综合了印度和
回教各式咖喱肉类，海鲜和蔬
菜，而秘密就在于它独特的咖
喱调味。
炒粿条是另一个招牌菜。煮法
是把粿条与辣椒香料，虾和蛤，
鸡蛋一起翻炒。这是当地人的
最爱。
另一个深受槟城人喜爱的美食是
福建虾面汤。用香辣虾及猪骨煮
成上汤，再加入米粉和鸡蛋面条
加拨壳鸡蛋，小虾，肉片，豆芽
和空心菜。
如果您的肚子还没饱，您也可以
尝尝罗惹 (rojak) 。这是加入美味
的水果和蔬菜，洒上切碎花生和
芝麻，用虾酱，糖，辣椒酱和酸
酐汁所调配的沙拉。

这些美食街中最著名的是格尼车
道 (Gurney Drive)。它在乔治城
是一个深受当地居民和游客喜欢
的海滨人行道。当然也有许多其
他的美食街道等着您来探索。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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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万别忘了甜点...
总之，槟城是一个永不打烊的自
助餐厅。它是一个以食为天的城
市。一旦您尝尽各种槟城美食，
您就会明白为什么。

建议：
• 吃饭和处理物品时，请使用右手。
• 请遵守各种不同的宗教习俗。印度
教徒不食用牛肉。回教徒则不食用
猪肉。
• 如果受邀去做客，一定要脱鞋才能
进入别人家。
• 请阅读有关槟城的刊物。

禁忌：
• 该国庞大的回教人口不喝酒。
• 请不要混淆华人和回教的餐具，因
为中餐的菜肴往往含有猪肉。
• 切勿食用生肉类。
• 切勿食用未煮熟的贝壳类。

住宿
3957

Leisure Cove

槟城
叻沙

食谱

叻沙是槟城小吃中最著
名，也是最受民众喜爱的
食品。这道美食起源于
这里，且最美味的叻沙也
只有在这里找得到。
需要准备的材料：
• 新鲜的叻沙米粉500克

• 虾膏 (与热水混合至液态)

要捣碎的材料：
• 切了片的香茅叶，3束

• 大蒜，6-8个

• 蓝姜，3公分长

• 剁碎的小红葱，250克

• 浸泡过的辣椒干，12颗
• 黄姜，1公分长

• 峇拉煎或虾酱，0.5公分
点缀所须的材料：

• 马鲛鱼1公斤

• 去皮与切丝的无子黄瓜，

• 泰式九层塔6束

• 红葱头，2个

• 盐，2茶匙

• 薄荷叶，10束

• 糖，1茶匙

• 虾膏

• 姜花1颗 – 切半

1个

• 亚三汁，2杯

• 切薄片的菠萝，半个

• 油，1茶匙

• 鲜辣椒，3个

• 葱头-切细片

制作步骤：
• 将鱼、盐以及5杯水放入锅中煮开

• 鱼肉熟了后，将鱼骨分开，并把鱼放置
一边
• 将鱼骨慢火熬上至少30分钟
• 将鱼骨取出

• 将捣碎了的材料加入鱼汤中，并煮熟至
开锅
• 加入亚三汁、泰式九层塔、姜花、糖、
鱼肉以及油
• 慢火煮上20分钟

• 保持浆料的温度，直到享用的时候

• 将叻沙米粉放如碗中，再加上配料。把
浆汁加入碗内，再放上一点虾膏。趁热
享用，美味无比。

度假无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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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说

什么?

学会几句简单的当地语言总是一件好事。当
地人会因为你努力尝试使用地方语言而感到
欢欣鼓舞，从而更尽力的帮助你。尽管学，
尽管说，没有人会批评你。相反，可能您会
发现您的旅途因此而变得更加令人难忘。

中国

马来西亚

Hello

níhăo

你好

欢迎

níhăoma? [wŏ hén hăo/
hái kéyĭ/wŏ bù hăo]

你好吗? [我很好/
还可以/我不好]

你好吗?

Bye

zàijiàn

再见

Thank you [You’re
welcome]

xièxiè [búkèqi]

谢谢

谢谢 [不客气]

不客气

Excuse me [I have a
question]

qĭngwèn

请问

How much? [Money]

duōshăo qián?

多少钱?

I don’t understand
[What you said]

wŏ tīngbùdŏng

我听不懂

How are you? [Good/
Okay/Bad]

Can you speak English? nĭ huì jiăng yīngwén ma?

你好
再见
早安
午安
晚安
多少
谢谢
厕所在哪里?
你好吗?

你好吗?
请问多少钱?
1,000 韩元
2,000 韩元
5,000 韩元

10,000 韩元
请过来

度假无限

Khabar baik

Terima Kasih

Sama sama

Selamat Jalan / Selamat
Tinggal

早安

Selamat Pagi

午安

Selamat Malam

晚安

Mabuhay!

你好

Maafkan saya

Berapa harga?

多少钱?

Magandang Umaga po

谢谢

Magandang Gabi po

没问题

Paalam po

再见

Magandang Hapon po

对不起

Magkano po?

这是什么?

Nasaan ho ang banyo?

我要去巴士车站

ATM在哪里?

Salamat po

Xin chào
Tạm biệt
Cám ơn
Xin lỗi

Không sao

Cái này là cái gì?
ATM ở đâu?

Tôi đi ga xe buýt

Kamusta po kayo?

印度
Kamsa hamnida

你好

Olma eyo

我很好

Anyong Hasey

你好吗?

Chun won

再见

O-cheun won

多少钱?

Yeogi-yo

请问你能帮我吗?

Ee-cheun won
Mahn won

我要去酒店
我的名字是...
谢谢

14

我很好

越南

韩国
谢谢

Apa khabar?

再见

你会讲英文吗？

菲律宾

Selamat Datang

Namaste / Namaskar
Kaise hain?

Main theek hoon

Main chalta hoon
(如果女性，请用chalti)

Kitna hua / kitna daam hai?
Mujhe hotel jana hai

Kya aap meri madad karenge?
Mera naam … hai

Shukriya / Dhanyavaad

越南

放松

的无上荣誉

下龙湾，越南

2008年，环球小姐在越南芽庄隆重
加冕。环球小姐选美决赛在这个诗
情画意的度假胜地举行，实属众望
所归。拥有怡人的地中海气候，迷
人的海滩，晶莹剔透的水面，芽庄
为这个颂赞万物之美的盛事创造了
一个完美舞台。

一线排开的全是一些精致的海鲜酒
店。公元500年左右，古印度文明
影响着越南南部和柬埔寨的大部
分地区，那时代遗留的古迹Cham
寺庙群当然值得一游。抑或乘坐缆
车到岛上的主题公园度过非凡的
一天。
有这么多令人向往的地方，芽庄难
怪深受本地越南游客和外国游客的
欢迎。不过夏季往往令人畏惧，因
为您可能会期望到一个像墨西哥坎
昆和夏威夷瓦胡岛那样的清凉海滨
小镇。但正因为它的与众不同，这
个度假小镇也被评选为世界最著名
且独特的度假胜地和温泉疗养地。

芽庄海湾 (Nha Trang Bay) 被公认
为世界上最美丽的海湾之一。这一
点都不奇怪，因为这里的生活完全
是围绕着迷人的沙滩和美妙的水
域而展开。潜水和浮潜会让您欣赏
到美妙的海洋生物和珊瑚世界，而
日光浴爱好者则可以专心品味鸡尾
酒，同时完成拥有完美棕褐色皮肤
的重要任务。

Evason Ana Mandara度假村及六感
(Six Senses) 水疗温泉是最好的去
处。该度假村已被誉为当地最好的
度假村之一。唯一的海滨出入口令
其环境美妙绝伦。她的美食和其它
旅游服务亦无以伦比。她一定会让
您终生难忘。

建议：
• 注意季风一般发生在10月到12之间。
• 如果您想在夏天来旅游，请提前预订。
• 准备充足的防晒用品，非常重要。
• 请多多品尝新鲜的当地海产。

禁忌：
• 千万要照看好随身财物。
• 谨慎食用未煮熟的水生贝壳类动物。
• 珊瑚造成的划伤会引起感染。最好
不要触碰它们。

住宿
A518

Sea Links Golf &
Beach Villas

随着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越南探索
旅游，更多的海湾和沙滩将不断被
发现。但是芽庄将永远是皇冠上那
颗最璀璨的明珠。

离开海岸边，您会惊讶于芽庄所
拥有的丰富资源。塔巴温泉 (Thap
Ba) 无疑是其中之一。沿着海岸线

越南, Dai Nam庙
度假无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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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与
美容

如果您疲惫的身心需要短暂的修整，
请高高举起您的手来！
（感觉到肌肉
舒展了吗？
）
我们四处搜索，找到了最顶级的餐
厅和温泉，让我们来宠爱、纵容和
满足您的每一个需求吧！

放松身心
美容保健：孟买的鲁德拉温泉
鲁德拉的现代都市水疗中心实实在
在地把水疗推向一个新的高度。在
22个陈设着当地迷人装饰的水疗套
房中，您将享受喜马拉雅疗法和天
然灌木的礼遇。预订“美丽一日”
套餐，还可享有包括按摩、面部美
容、修指甲和修脚在内的服务，以
及清新的温泉美食。这里甚至还有
皇家温泉疗法，保证让您身心焕然
一新，无论是看上去还是内心都有
宫廷贵族的感觉。

解放您的味蕾
Bebek Bengil (脏鸭) 餐厅，
巴厘乌布

整体治疗：菲律宾达雅台护理温泉村
感觉到压力太大、无精打采或是病
痛缠身吗？那么位于离马尼拉一小
时车程的火山高地上的护理温泉村
或许能带给您完美的解药。在这
里，著名的萨姆西塔迪医生会给您
对症下药，用康复性水疗、排毒、
替代医学疗法和保健方案等来为您
解忧。住在这里的客人从疲惫的都
市人到病痛缠身的病人都有，包括
癌症患者在内。如果您期望一个全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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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食减压：泰国普吉岛六感官温泉地
处于普吉东海岸的六感官温泉地让
您从内部开始缓解压力。特色厨师
每餐都为您送出健康的有机产品，
从无糖的果酱，到琳琅满目的海
产、蔬果和沙拉，每一口都会给您
惊喜。您的感受也会随着每天不同
的菜单而变化！

闻名，制作方式来自多年的家传秘
方。鸭子先在印尼草药和香料的秘
方中腌制36个小时，然后蒸熟、炸
脆，才有那独一无二的酥脆口感！
同时Bebek Bengil还有美味的炸鸡加
黄米饭，酿香菇、芽菜和菠菜填充
的烤鸡，烧烤排骨，和 bebek betutu
(以香蕉叶包起来、巴厘岛香料填充
的熏鸭。需要提前1天预订)。

Bebek Bengil的名字来源于飞入餐
馆捣乱的一群野鸭。餐馆以印尼
蔬果与美妙叁峇的香酥脆炸鸭而

面但又不昂贵的康复疗程，这里绝
对是个理想的选择。

萨朗餐厅，
巴厘Kerobokan-Kuta
澳大利亚厨师 Will Meyrick在管理
了澳洲最火热的酒吧、餐厅 Jimmy

Liks 和 Long Grain 之后，接手了
萨朗餐厅。在亚洲居住和工作过的
Meyrick从东南亚五花八门的街头食
品中获得许多灵感，把一些经久不
衰的小吃进行创新，颇受人称颂。

真理寺，芭提雅

探索

芭堤雅

准备好了吗? 出发吧!!!
每位到芭提雅的旅客都会碰到一个
难题 - 到底从哪开始？
芭提雅海滩 (Pattaya Beach) 和中天
海滩 ( Jomtien Beach)多姿多彩的
水上活动便是一个非常好的起点。
即使你选择不参与乘风破浪的海上
活动，还是有无限精彩节目供你选
择。不想待在海边度假村的你，这
下可走运了！
你知不知道，在芭提雅的不可思
议博物馆 (Ripley’s Believe or Not
Museum) 你可以看到由人皮制成
的面具、缩制人头、由100万根火
柴制作而成的泰坦尼克号的复制品
以及其他不可思议的展览品。
在玻璃瓶艺术馆 (Bottle Art
Museum)里，你肯定会被展示的微
型艺术品深深吸引，包括佛像、典
型的泰式房屋、中国宫殿以及著名
建筑物的微型复制品。没错，这些
都神奇地被装在玻璃瓶内。
然而，真正神奇的是Tuxedo魔术剧
场 (Tuxedo Magic Theatre) 。在剧
场里，你将能亲身体验引人入胜的
奇幻魔术世界。
如果你希望体验那种被某种事物深
深迷住的感觉，千万别眨眼，芭
堤雅海底世界 (Underwater World
Pattaya) 就在眼前。在这儿，与鱼
儿共游拥有了全新的含义。海底世
界拥有亚洲最长的105米亚克力人

行隧道，而在这其中，你会发现缤
纷多彩的海洋生物、奇特的珊瑚、
饥饿的食人鱼，甚至是一艘沉船。
步伐太慢了吗？
芭提雅水上乐园 (Pattaya Water
Park)设有游乐园、按摩浴缸以及
巨大的滑水道。而做为泰国最高的
海滨高楼和旋转餐厅，芭提雅公
园塔 (Pattaya Park Tower)肯定会让
你怦然心动。你可前往55楼的展
望台(Observation deck) 观赏令人
眩目的景观，或是尝试惊险刺激的
高空滑降 (Tower Jump)、高速滑行
(Speed Shuttle) 以及空中缆车(Sky
Shuttle)。

建议：
• 在参观景点时，遵循恰当的着装要求。
• 随身携带一瓶水。
• 轻松、友好的讨价还价是不可避免的。
• 在外汇局提取现金时，需呈上护照。
• 学会‘怀’礼 (wai)。将手合十于胸
前，略做鞠躬姿势。

禁忌：
• 妇女不应触碰僧侣。
• 避免冲突性场面。
• 最好不要随身携带大量现金。
• 千万别随意触碰别人的头顶。

返回地面后，热门景点芭提雅大
象村 (Pattaya Elephant Village) 肯
定会为你留下美好的回忆 ， 而
猕猴训练中心 (Monkey Training
Centre) 所呈献的精彩表演就连人
类也只能望尘莫及。另外，绿山开
放动物园 (Khao Khiao Open Zoo)
里饲养了300多种8000余只动物，
自由地在超过2000英亩的野生保
护区 (Khao Khiao-Khao Chomphu
Wildlife Reserve) 中漫游。
当太阳下山而你认为故事就此结束
的时候，这座城市的另一必看景点
便会在你眼前慢慢苏醒。

住宿
5962
1300
5719

MTC at Pattaya Hill
Sigma Resort Club
(South Pattaya)
Chateau Dale
Beach Resort

芭提雅的夜生活。待下回分解。
度假无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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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玩

让全家乐融融的

佛罗里达奥兰多!

建议：
• 在您出发去奥兰多之前，搜索一下
最新的优惠折扣，让您玩得开心的
同时大大地节省一笔。
• 计划好您的行程，不在来回的路上
浪费时间。
• 穿上舒适的运动鞋绝对是一个好主意。
• 说好一个固定的地点，在大家走散
的情况下可以去那里会面。
• 如果下雨，就前往环球影城，那里
大多数景点和排队的地点都在室内。

禁忌：
• 除非有足够明确的沟通交流，否则
永远不要让家庭成员去往不同的方向。
• 不用订有好风景的房间，因为您很
可能不会呆在房间里去享受它。
• 如果驾车，要避免高峰期，并且备
好地图。

亚特兰蒂斯之旅，
海洋世界，佛罗里达奥兰多

奥兰多一定会让您着魔。成百上
千特意为家庭出游设计的酒店和
度假村以及世界知名的主题公园
和水上公园，将让您的家庭旅行
变成一次神奇的探险之旅。
在这里，您将悉数体验世界上数
一数二的主题公园，诸如环球度
假村、海洋世界和沃尔特·迪斯
尼世界主题公园。

• 确保您持有所有必要的驾驶证件。

洋冒险公园。全身心投入这令人
惊叹的水世界，欣赏世界一流的表
演，体验根据蝠鲼鱼启发设计的惊
险水下游，近距离接触海中的明星
们 - 诸如虎鲸、海豚、海狮、世
界上最大的鳐、等等。
环球度假村是世界上头号基于影视
作品设计的主题公园。在这里，孩
子们可以当一天哈利波特，进入幕
后、幕前乃至片中演出。这里的影
视制作设备都是真实的，提供大量
的游览、表演、电影布景和景观，
让参观者身临其境。
即使是最怪异的人，在奥兰多
也会有回家的感觉。欢迎来到
Wonderworks，世界上唯一的倒立
游乐场，您的感观感受在这里一定
将会被挑战到极至！

在沃尔特·迪斯尼世界度假村，
您会发现在这里每个孩子的梦想
都能得以实现。魔术王国、未来
世界、迪士尼好莱坞影城、迪斯
尼动物王国、迪斯尼世界赛道、
台风礁湖、暴雪海滩、闹市区迪
斯尼和DisneyQuest ®室内互动
式主题公园….即使只在这里玩一
天，也足以令孩子一生难忘。
世上哪个孩子不想参观大名鼎鼎的
海洋世界呢？这可是全球顶级的海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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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在奥兰多，乐趣是无穷无尽
的。比如在世界生日娱乐中心，有
一系列让人肾上腺素激增的游览、
有趣的游戏、迷你高尔夫、弹跳
床、幼儿区和美食中心等等，哪怕
今天不是您的生日，也一定会欢笑
连连，乐在其中。
在这里神奇魔术之旅仿佛永远不会
结束。您可以乘坐热气球冒险，让
心灵翱翔在迪斯尼世界上空；在鳄
鱼乐园与死亡之颚面对面接触……
在精彩绝妙的大乐园奥兰多里，游
乐永不停歇！

住宿
8616 Celebrity Resorts Lake
Buena Vista
3996 Cypress Pointe Grande
Villas Resort
3664 Grand Beach
5945 Kingstown Reef
0552 Orlando International
Resort Club
1998 Orlando’s Sunshine Resort
0450 Sheraton Vistana Resort
1613 Bryan’s Spanish Cove
7605 The Fountains
4206 Westgate Leisure Resort

探索

在束草的雪岳山
乘着快乐飞翔

住宿
3049

Kensington Resort
Seorak Beach

雪岳山国立公园，韩国

束草是韩国的一个沿海城市，同时
也是雪岳山或称之为雪岳山国家公
园的主要入口，并因此闻名。该地
区有数个白沙沙滩、让人身心放松
的温泉、清新的松林、美丽的湖泊
和充满生机的蜿蜒溪流。

同样精彩的是拥有自己独特自然形
态的千佛洞溪谷。多少个世纪以
来，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把一簇簇山
峰雕塑出各异的形状，而当地人则
相传这些山峰都是参拜如来佛的佛
教圣人化成的。

它的海滨长廊既赏心悦目又让人食
欲大开，如您欲尝试诸如 Hwalco
Hoe (生鱼片) 之类的新鲜海鲜滋味
的话，这里再完美不过了！

但最引人注目的自然现象之一，则
是秋天的到来。秋日那无与伦比的
多变色彩，是任何其他季节都无
法媲美的。火热的橙色海洋，还有
从山上蜿蜒而下直入山谷的红色彩
带，就像是永无止境的日落光芒照
亮着整个山谷。

同时，作为风靡一时的韩国电视剧
《蓝色生死恋》的拍摄地点，束草
一下子名声大噪，可谓锦上添花。
《蓝色生死恋》讲的是一个曲折动
人的爱情故事，紧紧地抓住了世界
各地观众的心——就像束草这座城
市本身一样。
但除此之外，还有另一个必须探访
束草的重要原因——这里是韩国东
部最高的山，雪岳山的门户，山
中深藏着韩国著名的国家象征之一
—壮观的飞龙瀑布。如此命名是因
为大瀑布的水流就像上古时代的巨
龙，互相竞争着从天而降。

建议：
• 7月至8月是旅游旺季，所以必须尽
早计划。
• 秋天有时非常寒冷，所以得要相应
地带上保暖的衣装。
• 不是每个人都会讲英语，所以参加
旅行团或雇佣导游将让您的行程体
验更加流畅愉快。
• 了解一些韩语小短语，让当地人吃
一惊！

禁忌：
• 在观赏雪岳山自然景观时，务必要
跟随指定的路径。
• 当品尝束草的佳肴美食时，请勿把
筷子插入碗里的饭中，因为这像是
在祭祀祖先，非常无礼。
• 与当地人交谈时最好避开政治话题。
• 始终尊重当地的风俗，即使最初感
觉很奇异。

同样少见的是独一无二的雪岳山肯
辛顿度假村。这个别墅式公寓是在
韩国别无二家，是那些想要沉浸在
雪岳山的壮丽之中的名人、体育明
星甚至是总统的选择。就像雪岳山
一样，这个度假村也绝对是访问该
区域的亮点之一。
到束草一游吧，它那宏伟的雪岳山
将带您感受前所未有的愉悦。耳听
为虚，眼见为实，请您来亲身感受
它吧！

度假无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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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贾斯坦邦,

王室之土。
建议：
• 和任何出行一样，谨慎和小心会给
你带来很多好处。
• 看管好你的护照、机票和钱，把它
们藏在袋里紧紧系在腰间比较安全
稳妥。
• 自带有铁链的锁，让您的贵重物品
更加安全稳固。
• 始终把行李放在身边看管。
• 为自己和贵重物品投保是必要的。

哈瓦玛哈勒/群风之宫，斋浦尔，拉贾斯坦，印度

• 所有城镇的报警电话都是100。

拉贾斯坦邦，浪漫、侠义、充满
着浓郁的荣耀和悲剧的英雄主义
色彩。从过去到现在，它一直是
王者所居之地。令人赞叹的宫殿
和堡垒拔地而起，俯瞰四野，不
怒自威的壮丽建筑风格让人为之
心折。由此，你自然可以联想到，
这个宏伟的城邦的壮丽景观。

巴拉普尔附近的Keoladeo国家公
园拥有一个有着250年历史的鸟
类保护区，现在已是世界遗产之
一。这个曾是皇家猎场的保护
区，现在是364多种水鸟越冬的主
要区域，其中包括稀有的西伯利
亚白鹤。
Maharajas的另一个禁猎区
Ranthambore国家公园现在是老
虎保护区，也是在自然的环境下
观察王者风范的绝佳场所。Sariska
老虎保护区是另一个著名的老虎栖
息地，在那里，休养生息的虎群数
量正缓慢而稳步地恢复。

今天，你可以重温旧日国王的生
活，踩着他们熠熠生辉的足迹，
体验当年那种尽情奢侈欲求最豪
华的生活。
幸运的是，你不需要拥有国王的财
富就可以沉浸在这里丰富多姿的文
化和遗产中。或者你可以勇敢地进
军沙漠，和惊险的骆驼商队一路冒
险，或是探索僻静的老虎径。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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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上“轮上宫殿”，你将会突然
发现自己身处几百年前的皇室乐
园中。整个迷人的铁路旅程好似
皇室出行，华丽的家具、精致的
美食、各种耀目和壮观的陈设…
让人目不暇接。
拉贾斯坦慷慨地给予它的来访者
以修缮过的豪华宫殿作为下榻之
处，古代皇室工匠创造的手工艺
艺术，还有曾经只有皇室才可享
用的佳肴。

禁忌：
• 在旅途中，永远不要让你的贵重物
品无人看管。
• 热门旅游路线上的小偷和强盗尤其
多。要特别小心，不要接受陌生人
给的食物和饮料。
• 谨防扒手。
• 拉客现象非常普遍，他们会尝试着
误导你。
• 吃街边小食是不明智的选择。

对于行万里路的旅者来说，游历
拉贾斯坦是必须的。你可以把它
看做是皇家法令，无可抗拒哦。
拉贾斯坦就是拉贾斯坦印度之
旅 -贫瘠的沙漠里，金灿灿的沙子
上，王室之城拉贾斯坦就像一块
闪闪发光的宝石。金色沙石反射
出的光线笼罩着这片以其明艳色
彩闻名的土地，这里，人们身着
亮丽的衣装和首饰，居住的城镇
里散布着如海市蜃楼般高耸在沙
上的城堡和宫殿群。就工艺品而
言，这里是印度最为多彩和出色
的地方。

雪邦 的致胜秘诀
以一级方程式赛车闻名的雪邦拥有
22公里长的海岸线以及温暖清澈
的水域，而雪邦也正在积极角逐成
为下一个能媲美澳洲黄金海岸的海
滨社区。

而这梦想，逐渐通过黄金棕榈海
上度假村 (Golden Palm Tree Sea
Villas) 实现。这棕榈形状的豪华度
假胜地在众目所归下于今年初隆重
开幕。度假村从雪邦海岸线一直延
伸一公里直至马六甲海峡水域中。
海上景观点缀着度假村393间设备
齐全的海上别墅，拼凑成引人注目
的棕榈树形状。也正因为此，度
假村荣登马来西亚记录 (Malaysia
Book of Records)，成为“马来西
亚最长的棕榈形状度假村”。

作为全球第一个环保型海上酒店，
度假村为生态探险和非机动水上活
动如独木舟、帆船以及海上行舟提
供了绝佳的环境。在岸上，客人可
尝试射箭、骑脚踏车或沙滩足球。
黄金棕榈海上度假村对于环境的保
护，为其赢得了2008年度由CNBC
颁发的最佳地产奖以及最佳室内设
计奖。
度假村拥有五种独特的别墅类型。
所有的别墅都高高地建在桩柱上，
并搭建了大型挑高的传统式交叉梁
柱 (alang-alang roofing)。度假村拥
有面积从52至232平方米的半独立
式和独立式别墅。面积最小的别墅
为Travelers Palm Villa，而面积最
大的为Royale Palm Villas。所有别
墅都配有冷气、吊扇、现代化设施
以及壮观的海峡美景。

短讯

度假村的设计主要在于为您提供一
个即多彩多姿又能让您放松心情的
环境。度假村的温泉提供各种按摩
服务，让您在美不胜收的海边园林
景观中找寻您心灵的避风港。
同时，住客也可探索附近的红树林
湿地、广阔的水果种植园、当地的
原住民村，或是前往不禁令人心跳
加速的雪邦国际赛道。
相信无需太久，雪邦的致胜秘诀将
成为其脱颖而出的致胜之道。

配合着壮丽景色，黄金棕榈海上度
假村为住客提供了多项餐饮选择。
您可在提供美味面包及糕点的咖
啡厅享用早餐。同时，度假村里也
拥有一间俯瞰无限池的宫廷式中餐
馆。又或者您可选择家庭式的火锅
餐厅，以及在海滩日落餐厅一览夕
阳美景。

建议：
• 在高峰季节尽早预订。
• 探索周边的景点。
• 从事户外活动时，记得涂抹防蚊液。
• 尊重环境。

禁忌：
• 度假村内禁止钓鱼活动。
• 千万别触碰或干扰当地的动植物。
• 所有垃圾必须妥善处理。

度假无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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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假村
巴厘岛别墅及水疗中心 (A538) I 巴厘岛
这座位于充满活力的塞米亚克(Seminyak)区内的私人住宅区
包括10栋独立的豪华别墅，为客人在繁华的巴厘都市区内提
供一个休养生息的静地。别墅的设计与典型的巴厘岛建筑不
同，其现代美学概念的设计散发着优雅的气息，但仍然包含
着反映当地文化的元素。
每套单卧室别墅的基础设施都十分相似，让客人感受到在小
型社区内生活的感觉。别墅里都配有美食厨房、餐厅和客
厅。宽敞的主卧室有步入式衣柜，还有受温泉浴启发的内置
浴室。

夏威夷·巴厘度假俱乐部 (A539) I 西冷，万丹
夏威夷·巴厘度假俱乐部位于Anyer 海岸，是个颇受欢迎的
临海度假胜地，距离雅加达约145公里。它有73套公寓，房
型包括单人卧室单元、二至四个卧室单元及总统套房，室内
设计反映了地中海风情。可用设施和服务包括水上活动中
心、餐厅和酒吧、网球场、会议室、宴会厅、烧烤区及卡拉
OK等。度假村还设有一个水上公园，包括5个游泳池、一个
浅水池和水滑梯。
从度假村去著名的旅游景点都非常方便，例如万丹(Banten)
国家公园、丹绒勒松(Tanjung Lesung)海滩和喀拉喀托
(Krakatau)火山岛等。

金棕榈海洋别墅及水疗中心 (A540) I 雪兰莪
金棕榈别墅从雪邦的海岸线一直延伸到受保护的马六甲海峡
内。共392栋海上豪华别墅整体形成一株棕榈树的形状。别墅
对环境影响非常小，号称是世界上第一个环保型海上酒店。
无论是生态探险、非机动型水上运动、全家一起出行或只是
放松身心，这将是您的完美度假胜地。
作为获奖别墅，金棕榈别墅为您提供豪华宽敞的住宿，内
有融合传统与现代风格的迷人装潢。靠近吉隆坡国际机场
(KLIA)，别墅以马来西亚式的热情展现当地的风情，以熟练
的美食烹饪厨艺献上原汁原味的当地佳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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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叻 Ana Mandara 别墅 度假村及水疗中心 (A542) I 大叻市
大叻 Ana Mandara 别墅度假村位于浪漫的大叻 (DALAT) 市，坐
落于越南乡村柔和起伏的高原上，是个宁静的世外桃源。这家五
星级酒店设有17栋完全修缮好的法式别墅，共有65间装饰典雅的
客房。每个别墅周围都有细心修剪的园林，极目远眺则可看到当
地的都市生活和乡村的耕作活动。
外国和本地游客要找到酒店都不需费吹灰之力。从 Lien Khuong
机场出发仅需30分钟即可到达；如果你是从胡志明市起飞，则可
在约45分钟内到达大叻度假胜地；从河内出发也可在2小时以内抵
达度假村。大叻的Ana Mandara别墅度假村定会让你流连忘返。

宁平 Ana Mandara 度假村 (A544) I 宁平
作为 Ana Mandara 的连锁豪华酒店和度假村，这个度假村将是
宁平 (Ninh Binh) 省嘉法 (Gia Ven) 地区凡龙生态旅游区的最新项
目，预计2010年10月开放。该四星级酒店提供170个房间和51栋
别墅，其融合现代和传统风格的巧妙设计组合，仿若浑然天成。

芽庄 Evason Ana Mandara - 六感官水疗中心 (A543) I 芽庄
芽庄 (NHA TRANG) 的 Evason Ana Mandara 中心以其好客的热
情、丰富的文化和独特的口味，折射出旧时越南乡村的形象。它
得天独厚的位置让你从市中心即可方便到达这个芽庄唯一的临海
度假村。四周以私家热带花园环绕的度假村生活简单、平和、优
雅，在这里即可把芽庄湾的壮丽景色尽收眼底。
芽庄周围的众多岛屿给你提供完美机会去踏上令人兴奋的环岛旅
行、钓鱼、浮潜和水肺潜水等活动。距离城市几乎咫尺之遥的就
是乡村景象，郁郁葱葱的绿色稻田美不胜收。你也可以租辆摩托
车，以自己的步调探索这里，沉浸在“真实“的越南生活方式中。

度假无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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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假村

顺化 Ana Mandara 度假村 (A545) I 承天省顺化市
顺化 Ana Mandara 度假村的五星级设施位于人迹较为稀少的
地带，而这也将顺安 (Thuan An) 海滩牢牢地放在了国际旅游
地图上。离顺化市 (Hue City) 15 公里的度假村周围，是风景
如画的水稻梯田，美丽的谭江和湖泊，还有郁郁葱葱的热带
花园，内有椰树林、修剪整齐的草坪和荷花池。
Ana Mandara 度假村提供78种不同风格的住宿，包括海滨泳
池别墅、海滨别墅、复式房间和装修风格各异的各种客房和
豪华客房。这些别墅也是顺化范围内最宽敞的。

国际精选
假期促销

价格从每星期 $

西班牙
阿尔加维

墨西哥
玛雅海滨

葡萄牙
阿尔加维海岸
委内瑞拉
艾拉代玛格丽塔

美国
佛罗里达

加拿大
多伦多

*促销从 2010年 9月1日至2011年 3月15日. 旅行期间从2011年1月15日至3月31日
附带条件

询问中心营业时间:
星期一至星期五 : 早上9点至傍晚7点
星期六
: 早上9点至下午1点
星期天
: 休息

www.rci.com
赶紧上网满足您所有的旅游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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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9*起

界上
乘坐世
轮遨游
游
的
最大
媚的
阳光明
海!
加勒比

海洋 绿洲号游轮与
海洋魅力号游轮
俗话说，
“旅程比目的地更为重要”
。这句话恰当地
描述了乘坐世界上最大型的游轮 - 海洋绿洲号游
轮的经历，游轮本身就是一个目的地。

游轮资料：
• 体积越大的确越有雄伟气势。游轮毛重量为225, 282吨，
有16层楼高，4个足球场长！
• 承载超过8000名乘客与工作人员。经历另一种海上游
轮体验！海洋绿洲号游轮拥有比其他游轮更多的户外
场地。
• 游轮有7种不同主题的社区，包括一个含有超过1万
2千棵植物以及几百棵棕油树的中央公园、两座攀岩
墙、篮球以及排球场、一个9个洞的高尔夫球场、回
漩池以及能够斜着滑下9层楼的高空滑降设备！您将
体验前所未有的奇异旅程。
• 完美的娱乐消遣终点站，您可以选择如滑水、攀岩、
按摩设施等活动，或是观赏每晚举行的表演。 除了多
项音乐表演外，现场的滑板表演也是另一个看点。
• 您也可以选择静静地在船上图书馆内阅读漫画，或是
漫步在滨海大道上。

特别游轮优惠!
重新塑造您的假日体验。马上预定海洋绿洲号游轮 (Oasis
of the Seas) 或海洋魅力号游轮 (Allure of the Seas) 的7至14
晚游轮旅途，每人仅由$899起！*
*限时预定。含税。2010年与2011年有多项行程供选择。

游轮上，您绝对不会觉得闷，每个人都会找到适合
他们的活动!

马上登陆rci.com或致电+(65) 6223 4333寻获您的完美游轮假期！

度假无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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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时光

一等
奖

化的交汇区”
文
西
中
个
是
洋
海
尼
“东京迪士
, 泰国
ITTYANUN
NUTTAPONG KOV
dines Shinjuku
旅居日本东京的 Cita

一等奖:

1 周国际交换 (4人)*

二等奖:

1 份周中亚洲远游 (4人)*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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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CI 礼包

*只提供住宿

二等
奖

天，
了愉快的一
过
度
验，
心
中
亚海豚
常有趣的经
“我们在莫里 程。和海豚相处是个非
课
。”
了海豚训练
会亲吻海豚
机
有
我们还参与
至
甚
我们
ENG, 中国
LIU XUE-F
和
G
N
E
H
a
YANG XU-S
ali Hai Moore
岛的 Club B
厘
巴
尼
印
旅居

三等
奖

“海南海口西海岸假日海滩，这
里有宽广干净的滨海大道，
散步吹风很是舒服, 相对于三亚，
海口的气质是沉静中带有浪漫,
冬天带孩子去渡假非常有利于孩
子的健康.”
沈佳祯, 中国
旅居海南海口的 HNA @ 海南
新国宾馆
度假无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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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园
“在佛罗里达迪士尼
起玩乐!”
跟闪电麦昆和板牙一
宾
MILDRED DY, 菲律
的
达
里
旅居美国佛罗
ge Lake-E Village
Holiday Inn for Oran

先生!”

“别开玩笑，这可是总统

E HASSAN, 马来西亚
CHE ARIFFIN BIN CH
旅居美国加利福尼亚的
aheim
lph
Do in Cave Resort, An

“完全的日式生

活。”

ELIZA LIM L

AY HOON, 新

旅居日本的 H
otel Resorpia

加坡
Hakone

“我们参观了雄伟壮观的金字塔和大
大小
小的神殿、城堡、博物馆。”
李莉娜，中国
旅居埃及红海的 Golden Five City

“我 在 悉 尼 度 过 我 的 生
日，而在同一天，澳洲
也正举行纽澳军团日的
庆祝活动。我们在达令
港的一间意大利餐厅享
用晚餐，过后和家人悠
闲地散着步为这一天划
上完美的句点。”
HERMINIO P. CARREO
N, 菲律宾
旅居澳大利亚悉尼的 Wy
ndham 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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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 大 功 率 的
四驱车带我们
深入澳洲昆士
山国家公园，
兰天宝林
观赏两千多万
年的古老雨林
林古老植物的
，了解雨
演化过程及土
著的历史。在
的古老雨林里
这千万年
有各种千姿百
态的古树，这
主题就是一棵
张照片的
具有2500余
万年
多的参天古树
，其之大以至 悠 久 历 史 、 直 径 3 米
于我（李济轩
两人只能抱住
）和妈妈
树干的一半。
”

，

“想跳舞吗？不管你身穿什么
你一定会感觉更加年轻!”

西亚
YANG CHOR LEONG, 马来
i Beach Club
旅居印尼巴厘岛的 Royal Bal

李斌, 李济轩
, 中国
旅居澳大利亚
黄金海岸的 T
ikivillage

!
“一定要手牵着手
!”
不然会被风吹走

L 一家
LINDA SINPAIBU
DR. SOMBAT 和
rangi
imanawa Lodge Tu
旅居纽西兰的 Ka

参赛表格
表格上的个人资料只供比赛使用，一切遵循
RCI®隐私权政策
• 每位会员最多能寄出5份表格。
• 每份表格需附50字以上的描述，并说明拍摄
地点。
• 所有表格必需填上RCI会员号码。
• 请不要钉住相片。
• RCI有权在任何出版刊物中使用这些相片。

姓名:
国籍：
RCI会员号码:
相片说明:

拍摄日期：

住宿名称:
所有作品需于RCI假日期间所摄，而且会被视为RCI亚太私人有限公司的所
有物。
签名

日期

打印： 在2010年12月31日之前，将填妥后的表格（可接受影印本）与相片一同寄至
“假日快照”
, 编辑收,《Endless Vacation》, RCI Asia-Pacific Pte Ltd, 37 Jalan Pemimpin 05-01,
Union Industrial Building Block A, Singapore 577177.
数码图像: 在2010年12月31日之前，将以上信息及高分辨率相片（最好是300dpi）电邮至
ev-editor@rc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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捕捉记忆
让我们记住欢乐
我们都喜欢捕捉旅行历程，
为了帮助您的旅
时光并与家人和朋友分享。
们与您分享一些
行摄影达到最佳效果，让我
技巧吧。
让我们从头开始。
不会 对数 字媒 体
首先 ，X光机 和金 属探 测器
地带上相机和记
产生影响，所以您可以放心
忆卡去旅行。
，不要托运。
随时把摄影器材携带在身边
这取决于你的拍
记忆卡的内存多大比较好?
能永远不再有机会
摄习惯。但是请记住,您可
以最好带上您认
捕捉那转瞬即逝的一刻，所
倍。
为会使用到的内存的2至3

卡，就可能需要下
如果您没有足够的内存
笔记本电脑就还
载照片到别处。如果您带有
找到网吧上传照
好。如果没有，就可能需要
片到您的私人邮箱中了。
家都不是个好主
在国外购买设备在大多数国
)买这些产品
加坡
意，虽然在某些国家(如新
下保修合约
意一
不用付关税。不过你应该注
在您回国之后是否有效。
反相机，最好携
如果您的主要相机是数字单
备。
带一个小型数码相机作为后
乐，那么只需带
如果您的主要目标是休闲游
一个多用的镜头
上最基本的设备即可。带上
。带得越少，担
可以节省很多换镜头的麻烦
心就越少。

这个时间好好地
本期先说这些吧！建议您用
试用它，实验，
了解相机的功能。在家里多
如果可能的话，
试拍，阅读使用指南等等。
易举地捕捉那些
参加一些课程，让您更轻而
！
的记忆！拍片快乐
投保。请与您的 一闪即逝
您可能需要将你的摄影设备
覆盖面最全的保
旅行保险经纪人联系，找出
险计划。

或者贵到离谱，
旅行时往往很难找到电池，
电器，否则你则
所以最好携带充电电池和充
需要带很多一次性电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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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北京

到这些
绝佳地点旅游，

享特别优惠!

每晚101新币起
豪华服务式公寓
坐落于北京市中心的这个服务式公寓是商务人
士的理想选择，可作为企业管理人员完成项目
或有临时任务时的住宅。该豪华酒店式公寓位
置便利，靠近北京的商业休闲区域。公寓本身
提供各种便利服务，同时也可享受附近商业和
购物区提供的娱乐和服务。公寓的住宿环境宽
敞，室内设计为斯堪的纳维亚(北欧)风格。

中国深圳

每晚99新币起

Somerset 花园城
这里的公寓宽敞，位置方便，只需5分钟即可步行到紫荆城商场，5分钟车程即到
繁华的蛇口商务区和码头以及许多文化设施和旅游胜地，包括海洋世界、保利剧
院等。公寓房型从时尚的一居室到三卧室单元不等，选择众多，所有公寓均配备
有设备等，选择众多。所有公寓都配有设备齐全的厨房、浴室、高档设施和私人
阳台。

中国西安

每晚83新币起
西安中央馨乐庭
这个高级服务公寓区是商务旅行和度假的理想选择。它处在市中心，周围是商务区
以及购物、饮食和娱乐的好去处，公寓本身也提供商业和娱乐设施和服务，在繁忙
的都市生活中为你提供一片私人的休憩地。 162间单居室公寓和一卧室式豪华公寓
是专门考虑到国际旅行客人所需的生活和工作环境而设计的。

日本五条

每晚266新币起

京都乌丸馨乐庭 (Citadines Kyoto Karasuma)
这些优雅的服务公寓将为你在在京都工作和生活期间提供舒适、便利和安全的生活
环境。从公寓去哪里都非常方便，因为五条地铁站就在寓所旁边。公寓种类包括双
人单居室公寓、大单居室公寓、豪华双人单居室公寓以及豪华单卧室公寓，适和客
人不同的需求和预算。每间公寓配套齐全，有时尚的室内设计，高级的装饰和现代
化的设施。

菲律宾马卡迪

每晚163新币起

萨默塞特·萨尔塞多公寓 (Somerset Salcedo)
坐落于马尼拉这套宽敞的酒店式公寓让你充分享受在马卡迪商务旅行或休闲度假的
时光。它位于金融区内，位置方便，150个全装修公寓从单居室公寓到三卧室式公
寓不等，内部的布局和装饰也都是专为高级管理人员和国际家庭所设计。

新加坡

每晚200新币起

成功集团酒店 (Berjaya Hotel)
融合了旧时风姿和新时代科技的这家精品酒店,既保留了殖民时代的优雅风格，也采
用了现代化的设施。酒店处在牛车水的中心地带，提供49间客房和套房，都配备有
完善的设施和服务，让您住得舒适满意。附近的景点有新加坡河、驳船码头和克拉
码头等等。

度假无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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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时随地
享受轻松自在

在RCI.com轻松策划
和预订您的假期
最重要的事情无疑是给自己寻找快乐
而策划和预定一个完美假期现在要比
以往更加方便。
您可以进行自定义搜索，同时查看您
所有的选择。通过 RCI.com 进行在线
确认，并且能为您节省时间和费用。
这里是您寻找灵感的理想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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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拥有最佳选择?

非常简单 - 今天就开始吧!

您可以通过在您的周次起始日前的9个月到
2年间进行存储，获得交换能力的最大值。
即使您还没决定做什么，要去哪里，您还是
可以进行存储。想了解更多，请登陆
RCI.com/Trading Power。

第一步 致电您本国的度假村，让他们为您存储。

度假无限

第二步

您的自家度假村为您存储周次后，您就可
以登录 RCI.com使用您的周次进行交换了

第三步 登陆RCI.com寻找完美的交换假期！

了解您的存储
您的存储是您向RCI提供的度假周次，存储之后，您可利用RCI注册会员的权利来预订交换假期！
这是享受您的RCI假期的第一步。本页信息将帮助您了解您所拥有的周次类型，以及存储时需要遵循的步骤。

了解您的存储
现在，您可能想知道存储“类型”是什么意思。存储就是存储，对吗？错。基于您所拥有的周次是固定的还是浮
动的，您的存储可分为两类。下面我们就跟您解释。

固定周次存储
固定周次存储是指您每年在同一个度假村拥有一样的单位和周次。

大部分固定周次存储的会员可直接向RCI存储。在线存储可享受最快和最便利的存储过程！

浮动周次存储
浮动周次存储是指您的假期安排每年都有变化。

拥有浮动周次的会员可选用两种周次存储程序中的一种完成存储。

两种周次存储程序:
1. 浮动拥有权-度假村周次存储：一些在自家度假村拥有浮动周次的会员必须致电自家度假村，请度假村代
表他们完成存储。

致电您的自家度假村

请您自家度假村
为您存储周次

预订交换

2. 浮动周次-RCI周次存储：一些在自家度假村拥有浮动周次的会员只需给度假村打电话获取他们的度假单
元和度假周次安排的详细信息。然后，他们可以访问RCI.com网站进行存储。

致电您的自家度假村
获取您的度假周次安排
提示：把度假村提供给
您的信息准确地记录下来。

向RCI存储您的周次

预订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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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CI
.com
RCI.COM让您全天24小时随时掌控度假
计划。登录之后，您可以:
搜索、交换度假地点
搜索、预订 Extra VacationsSM 假期、Last CallSM 度假及
RCI游轮度假
管理帐户、查看帐户详情
存储周次

浏览、使用 RCI.com 各项服务易如反掌。如果您还未注册，只需登录 RCI.com 并点击“立刻注册”按键。
按照指示完成注册程序即可。

注册程序
1. 登录RCI.com，点击“立刻注册”然后选择
“周次会员”
。
2. 输入RCI会员号码*、姓名和联络信息包括电子邮
件地址。填妥后请提交申请。
3. 您会收到有关新识别码(PIN)的电邮，以及如何
完成注册程序的指示。
*您可以在RCI®加盟度假村确认单上或Endless Vacation®杂志邮寄地
址标签上 (在姓名之上) 找到RCI®会员号码。

登录RCI.com后
您会发现资讯比以往更丰富、内容比以往更精彩的 RCI.com！

在度假村列表里，您可以浏览一箩筐的相片、度假村的详细资讯及当地旅游资讯，例如：谷歌地
图。除此之外，您还可以知道其他RCI会员对某度假村的评价。同样的，您也可以为自己所到过的
度假村给予评语。
RCI.com 帮您管理帐户、搜索下个度假地点、获取旅游资源、阅览常见问题解答并了解您所拥有
的会员优惠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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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更多!

您的网上体验将不再一样。在您浏览 rci.com 网站的同时，您可随意点阅 RCI 最新创
建的社交媒体网络，保证您的视线将无法从电脑或手机屏幕上转移。

有些事，通过视频会变得更有趣、更容易理解，尤其是当内容所展示的是RCI加
盟度假村。RCI YouTube 频道 RCI_Timeshare 上载了超过90个高质量视频，您
可舒舒服服地坐下来观赏这些旅游视频，同时向往着您下一个充满异国情调的
梦幻假期。

您或许看惯了非常企业化以及拥有所有企业以及度假村相关信息的 RCI 网站。
不过，现在在 RCI 博客上，您能体验轻松、休闲版的 RCI。这个网上日记每周更
新两次，并记载了其他成员所分享的度假小故事。您可以在这里阅读文章以及发
表意见和小贴士，成为博客群的一份子！
blog.rci.com

成为我们 Facebook 家庭成员之一，您便能获得最新的 RCI独家新闻。加
入讨论、交换意见、讨论趣闻和小知识… 基本上，只要与旅游/度假拥有
权相关的话题，我们无所不谈。

通过少于160 字节的 Tweet获取热门旅游景点的有趣消息。获得转发
来源可靠的并及时更新的相关旅游信息，以满足您对于旅游的欲望。
今天就加入并跟随@RCI_Timeshare.

iPhone RCI
应用程序!
下载免费的 iPhone® 应用程序，
您便能立即捕捉、上载、分享！
您可在度假时，通过您iPhone®上
的 RCI SnapBook应用程序捕捉
照片、视频、语音备忘录和短信，
并上载至 RCI Snapbook网站，
以剪贴簿、时间轴或地图显示
方式与亲朋好友分享您的美好
度假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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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讯

亚洲加盟度假村

度假村认证计划类别说明
RCI 金冠级度假村
RCI 银冠级度假村
RCI 好客级度假村

印尼
中国

3505

Bali Tropic Resort & Spa

巴厘

3690

Club Bali @ Jayakarta Bali Residence

巴厘

3691

Risata Bali Resort & Spa

巴厘

3692

Mambruk Quality Resort

西爪哇

3851

Nirwana Bali

巴厘

3968

Royal Bali Beach Club @ Candidasa

巴厘

5254

Royal Bali Beach Club @ Jimbaran
Bay

金巴兰, 巴厘

3954

Jiuhua Spa & Resort

北京

4326

Paradise Hill Hotel Zhuhai

珠海, 广东

4980

Surf Plaza, Qingdao

青岛, 山东

6034

Dianchi Garden Hotel & Spa

昆明, 云南

6406

Holiday Inn Tian’an Wuhan

武汉, 湖北

6408

Phoenix Resort

鄂州, 湖北

6785

Weihai Dawu Sea Feeling Hotel

威海, 山东

5450

The Grand Bali - Nusa Dua

巴厘

Bali Masari Villas & Spa

巴厘

6838

Huizhou Tangquan Golf Club

惠州, 广东

5459

6888

The Silk Road Dunhuang Hotel

敦煌, 甘肃

6302

Medewi Bay Retreat

Negara - 巴厘

Gili Meno Bird Park Resort

龙目岛

7481

Noble Yacht Club, Hainan

海口, 海南

6916

7525

Beijing Shihao International Hotel

北京

6920

RVC @ Hotel Rama Candidasa

巴厘

Bali Shangrila Beach Club

巴厘

7589

BLG-Beijing Longtou Apartment

北京

6961

8585

HNA @ Beach & Spa Resort Haikou

海口, 海南

7590

Bali Emerald Villas

巴厘

8586

HNA @ Kangle Garden Hainan

兴隆, 海南

7724

Keraton Jimbaran Resort

巴厘

8587

HNA @ International Asia-Pacific
Convention Centre Sanya

三亚, 海南

A515

Sekuta Condo Suites

巴厘

A516

Club Bali @ Kota Bunga Resort & Spa

西爪哇

A311

FVC @ Xiangxigu Holiday Village

黄山, 安徽

A526

Goodway Hotel

巴淡岛

A312

FVC @ Xiaoshan International Hotel

杭州, 浙江

A538

Bali Island Villas & Spa

巴厘

A517

Lijiang Sina Hotel

丽江, 云南

A539

Hawaii, A Club Bali Resort

Serang, Banten

A524

BSC @ Olympus Club

北京

The Seminyak Village Resort & Spa

巴厘

A525

Ramada Plaza Hotel Yantai

烟台, 山东

A547

A530

BBMG Badaling Hot Spring Resort

北京

A533

HIVC @ Luguhu Holiday Hotel

泸沽湖, 四川

A535

Ramada Hotel Wuxi

无锡, 江苏

A536

FVC @ Lijiang Harmony Inn

丽江, 云南

3048

Kensington Resort Gyeongju

庆尚北道

3049

Kensington Resort Seorak Beach

Gangwon-Do

3697

Kensington Resort Chungju

忠清北道

7903

Hanwha Resort Seorak

Kangwon-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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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
台湾

1703

Genting View Resort

云顶高原

2860

Aseania Resort Langkawi

兰卡威, 吉打

2864

Berjaya Tioman Beach Golf & Spa
Resort

刁曼岛

2869

KL Plaza Suites

吉隆坡

3010

Duta Vista Executive Suites

吉隆坡

3013

Country Heights WRC

加影，雪兰莪

3196

Greenhill Resort

金马仑高原

3957

Leisure Cove

槟城

1300

Sigma Resort Club (South Pattaya)

芭堤雅

3967

Bayu Beach Resort

波德申

2234

Jomtien Beach Paradise

芭堤雅

4166

Berjaya Tioman Suites

刁曼岛

2861

Hotel Royal Crown

普吉岛

4919

Awana Genting HL Golf &
Country Resort

云顶高原

4341

Patong Tower Condominium

普吉岛

5257

Heritage Hotel Cameron Highlands

金马仑高原

4344

Patong Resort Hotel

普吉岛

5259

Heritage Hotel, Ipoh

怡保，霹雳州

4923

Royal Lighthouse Villa

普吉岛

5461

Perdana Beach Resort

兰卡威, 吉打

4973

LHC @ Allamanda Laguna Phuket

普吉岛

7771

Resort Suites At Sunway Lagoon
Resort

八打灵再也，
雪兰莪

5216

Tai-Pan Hotel

曼谷

5376

Royal Belle Vista Country Club

A521

Palace Of The Golden Horses

Seri Kembangan,
雪兰莪

Hangdong 区，
清迈

5377

The Resonance Club @ State Tower

曼谷

A522

Country Villas Kajang

加影，雪兰莪

5456

MTC @ The Legacy River Kwai

Kanchanaburi

Golden Palm Tree Sea Villas & Spa

雪邦，雪兰莪

5556

Pattaya Hill Resort

芭堤雅

5719

Chateau Dale Beach Resort

Chonburi, 芭堤雅

5731

Q Signature Samui

苏梅岛

5962

MTC @ Pattaya Hill

芭堤雅

6305

Grand Tower Inn

曼谷

MTC Plus @ Grand Tower Inn

曼谷

A540

菲律宾

4325

Kensington Resort

屏东县

4337

Wing On Golf Country Club

台南县

泰国

1947

Panoly Town & Beach Club

长滩岛

6373

3502

Laguna De Boracay Resort

长滩岛

6440

普吉岛

5369

Sunrise Holiday Mansion

达雅台

Club Thara @ Thara Patong Beach
Resort
GVC @ My Q Silom

曼谷

VCI Holidays @ Tagaytay

达雅台

6625

5720

8715

LHC Phuket Resort

普吉岛

5721

VCI Holidays @ Mactan-Cebu

Lapu Lapu,
Cebu

A519

QVC @ My Q Silom

曼谷

5722

VCI Holidays @ Batangas

Batangas

A520

LHC @ Boathouse Hua Hin

6030

Pearl Of The Pacific Beach Resort

长滩岛

Cha-Am,
Phetchaburi

6278

Tagaytay Dacha Villas

达雅台

6741

Leisure Vacation Suites

Benguet (Metro
Baguio)

6781

Casa Del Mar Golf Resort

Cebu

7526

SVC @ Subic Holiday Villas

Zambales

A518

Sea Links Golf & Beach Villas

Binh Thuan 省

7647

Puerto Del Sol Beach Resort & Hotel

Bolinao,
Pangasinan

A529

Ocean Vista

Phanthiet 城市

Ana Mandara Villas Dalat Resort & Spa

Dalat 城市

Astoria Plaza Suites

Pasig 城市

A542

7773

A543

A006

The A.Venue Hotel Suites

Makati City

Evason Ana Mandara Nha Trang Six Senses Spa

Nha Trang
Khanh Hoa

A366

Club Balai Isabel

Batangas

A544

Ana Mandara Resort Ninh Binh

Ninh Binh

A548

Boracay Regency Beach Resort

长滩岛

A545

Ana Mandara Resort Hue

Thua Thien Hue

越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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