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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RCI-asia.com网站。

《度假无限》杂志部分由营销管理总部制作。  

22

6

度假无限  1

翻到

第35页

una vacanza romantica
{ 浪漫的假期}

意大利

托斯卡纳区

因为您的假期就是我们的一切®

因为您的假期是……

《度假无限》杂志由创立于新加坡的RCI亚太私人有限公司发行。《度假无限》杂志中刊登的所有内容受版权保护，在没有出版商书面许可的情况下，任何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复

制发表该杂志的任何内容。出版商还保留在无需任何解释的情况下拒绝任何广告的权利。《度假无限》杂志刊登的广告代表广告商的观点，无需通过出版商RCI公司的核准。RCI

的标识和其它设计皆属国际旅游胜地共管公司（Resort Condominiums International, LLC）的商标，商标注册于全世界各个国家，未经RCI授权不得使用。本杂志亦已经竭尽

全力以确保信息的准确性，

对于广告客户提供的餐饮及服务品质、报价、排版和印刷上的错误，RCI公司不负任何责任。对于各

作者文章的准确性，RCI公司不负任何责任。欢迎所有投稿者，但RCI公司不保证一定出版其稿，而且

对于丢失的手稿，RCI不负任何责任。所有资讯以印刷时间为准。

© 2013RCI亚太私人有限公司版权所有   MICA (P) 169/10/2013

找您的

假期计划
日历吧



魅力景点
没有哪座城市比北京

更适合举办亚洲景点博览会

博览会是一站式目的地，接待休闲和旅游行业的专业人士，包
括经营者、供应商、投资商和开发商，其从事的业务非常多
样，有娱乐和主题公园、动物园和水族馆、博物馆和科学中
心、酒店和度假村以及具有历史意义的旅游胜地。

业界领导者们将在这个专门为吸引亚洲市场专业人士而举办的
顶级会议展览上汇聚一堂。与会人员将可以通过在博览会上获
得的知识、关系和专门技能使他们的生意更上一层楼。

据估计，来自世界各地的250多家展览公司将会展出他们的新
想法和新产品。将会有特别的教育会议讨论影响生意成功的问
题，包括安全和市场营销。当您在北京的时候，为何不前往参
观一下，去发现新加坡一流景点所使用的策略呢？

来自60多个国家各个旅游行业环节的5000名专业人士将会参
加这次盛会。www.iaapa.org/expos/asian-attractions-
expo/home 

亚洲景点
今年的亚洲景点博览会将于6月17-20日在北京的中国国家会议

中心举行，此次博览会一定会更盛大、更成功。

各就各位，

准备，

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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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期的《度假无限》杂志恰逢RCI公司成

立40周年，我们没有理由不与读者朋友们

一起庆祝我们的生日。

在过去的40年中，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

变化，新技术和新进步快速地改变了我们

的生活方式。现在，我们可以在手机上预

订航班、酒店和旅游行程，可以使用许多

移动设备拍照并通过社交媒体马上与全世

界分享。虽然经历了这些变化，但RCI公司

始终陪伴在您的左右。请在本杂志的《旅

行指南》部分（第5页）查看新型的蓝牙无

线扬声器。随着更先进技术的出现，我们

的RCI会员对想要体验的住宿用品的种类和

品质也会有越来越高的期望。但是，享受

来之不易假期的乐趣和兴致却始终不变。

这个问题需要一些令人激动的假期行程选

择。请参见我们挑选出来的全世界最受欢

迎的40个海滩（第11-16页）以及RCI公司为

了让您享受特别假期并和您共同庆祝生日

的40种方法（第28-38页）；还有尽情享受

在中国杭州购物的乐趣（第10&11页）；此

外还有一个计划日历可以帮您预订下一个

值得纪念的假期。千万不要忘了读一读我

们公司会员的故事，因为他们分享了全球

各地美好的假期回忆（第39-41页）。在过

去的40年里，对于能够成为您假期记忆的

一部分，我们非常感激，并盼望着能将您

未来的40年变得更加值得回忆。

RCI公司全体员工祝读者们假期愉快！

李金山

RCI亚洲区常务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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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加入寻宝游戏，赢IPad吧！
为了庆祝RCI公司成立40周年，《度假无限》杂志团队隐藏了杂志中的数字40。来看看您
能不能找到所有隐藏的12处数字吧。这些数字的位置就会在下一期《度假无限》中揭晓。
给您提示一下吧：第一处在第13页。找到全部12处数字，然后将您最喜欢的RCI假期的一
篇短篇故事（不超过250字）和照片发送电子邮件给我们，参加我们的抽奖活动*。活动将
在2014年5月30日下午5点截止。我们将在2014年6月底之前发送邮件通知获奖者。请将
您的作品发送到marketingsupport@rci.com。
                                                                                                              *适用于某些条件

您朝思暮想的内容就在此，
从第七页开始探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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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府省

难府省

                   
印度尼西亚将在2014年开发500多个旅游村

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旅游与创意经济部（MOTCE）已经公布了将在2014年开发561个旅游村的计划。

这个项目将覆盖19个省，旨在帮助游客发现当地印度尼西亚村落的传统生活，村里的居民可以维持原

生态文化，就像几百年前的祖先那样生活。

2014年期间，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旅游与创意经济部将通过开发旅游设施和为当地居民提供支持来改

善500多个社区的设施。每个村子都将得到资金并开设关于外语、艺术、文化和厨艺的培训课程，以

帮助低收入居民并让游客在这里的乡村玩得更加开心。

在开发的旅游村里有一个日惹的Kembangarum村，这是爪哇岛领先的文化地区。这个乡村将为游

客提供多种多样的方式帮助他们对当地的生活有独到的见解。从令人着迷的蜡染课程、在附近的阿鲁

姆陆唯轩艺术之家（Arum Laris Art House）学习爪哇甘美朗音乐到了解如何与当地农民一起犁地并

种植水稻幼苗，游客在这里享受难忘旅游经历的机会将多得数也数不清。

英国的印度尼西亚区域经理理查德·休谟说：“印度尼西亚拥有350多个不同的民族，因此幸运地拥

有与别国不同的文化多样性。今年将开发561个旅游村这一令人激动的计划将是体验真正印度尼西亚

乡村生活的难得机会，将为游客创造许多有意义的旅游体验并创造一生难忘的回忆。”

泰国旅游业促进了 
帕府省和难府省的发展

泰国旅游局现在正在将泰国北部地区两个尚

未开发的珍宝发展成为旅游目的地。

泰国政府旅游局（TAT）正在制定一系列旅游

开发项目计划和营销策略，计划吸引更多的

游客来到泰国北部少有人知的帕府省和相邻

的难府省。

帕府和难府曾经是古代兰纳王国的一部分，

因此拥有丰富的历史和文化。

这两个地方均为多民族地区。目前难府就旅

游基础设施而言在这两个省份中更为发达，

因此泰国建议游客到这两个地区旅游以欣赏

此两地的美景。

从曼谷到这两个地方的交通都很便利，飞鸟

航空每天都有航班直飞帕府，从廊曼机场可

以到达难府。

泰国水疗大师课程
从2014年5月12日至16日，圣塔拉酒店度假村

（Centara Hotels & Resorts）将在泰国普吉

岛圣塔拉大酒店海滩度假村（Centara Grand 

Beach Resort）自豪地举办泰国水疗大师课程。

来自世界各地的水疗疗养师为了提高泰国水疗技能

将会参加大师课程。培训会将会在具有异国情调且

又安静的环境中举行，主要学习使用当地药草的古

老治疗技术。

随着全球各地对泰国水疗的兴趣逐渐增加，
为期五天的课程可以让水疗疗养师加深整体的健

康理念知识，并从该国的顶级水疗培训师那里学习

并掌握新技术。这次盛会主要针对酒店和日间水

疗中心的工作人员。圣塔拉酒店度假村（Centara 

Hotels & Resorts）是泰国领先的连锁酒店。

www.traveldailynews.asia

旅行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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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尼西亚

1 罗技UE™ BoomBox便携音响

便携音响的新纪元：八个迷你扬声器将声频圆润

地混合在一起，外带超低重音效果，此款音响可

以同时连接三个设备，并能记住八个设备。

2 JAwBonE mInI JAmBox迷你音响

这款铝合金迷你扬声器/对讲电话的重量只有450

克，有九种颜色和五种格窗造型，可以播放一些

非常有个性的声音。

3 JBL ChArgE充电器音响

这款产品的电源可以连续使用12小时，当播放音

乐时，还可以用这款产品所带的微型USB线来给

您的移动设备充电。该产品自带一个氯丁橡胶皮

套，因此您可以带它去任何需要能量的地方。

4 松下SC-nT10

近距离无线通信技术需要连接设备，而现在手机

和扬声器对接再也不需要等待了。这款设备有一

个坚硬的外壳，可以抵挡炎热和寒冷。

5 索尼 SPLASh Proof SPEAkEr 

    防水扬声器

这款产品质量较轻、防水且音质一流，可以放在

游泳池旁边。该款产品有五种颜色，可以搭配不

同的房屋。

6 索尼SrSBTm8B音响

这款扬声器有一个近距离无线通信智能手机接

口，使用4 x AA电池，拥有长达20小时的录音

重放装置，因此您可以方便地通话，不会遗漏

任何信息。

无线对接
今天介绍的便携式蓝牙无线扬声器只需按一下按钮就能将

您移动设备里的音乐播放出来（有些扬声器还可以用作对

讲电话）。以下是我们最喜欢的几个产品。作者 亚当·贝尔

各就各位，

准备，
出发



人间天堂

让您的发动机加速运转吧

来雪邦旅行一定要观看一级方程式比赛
并参观邻近的国家汽车博物馆（National 
Automobile Museum）才算完整。在这里，您
可以参观精典汽车、学习电路回路、聆听许
多有关汽车的故事。博物馆可以免费参观，
每天的开放时间为上午9点到下午6点。

在情人桥上漫步

到目前为止，这座桥是能观看到太阳落到海
平线下最壮丽景色的位置。这座桥由混凝土

的混合物建造而成，一直延伸到大海里。您
往远处走，就能看到桥上铺着简单的木板。
您可以观看渔民收获一天所捕的鱼，然后找
个座位欣赏大自然上演最绚丽的演出吧。

在河上观光步 
当您在木船上沿着宽阔的航道前行时，可以
发现雪邦河上丰富多彩的动物和植物。当您
观看了猴子、水獭和水鸟后，可以吃一些烤
鱼（ikan bakar）补充能量，这是一种在岸边
海鲜餐厅出售的一种烤鱼特产。 

餐饮

Perahu 电话 (603) 3182 3600

No. 67, Jalan Pantai Bagan Lalang,  
Kg Bagan Lalang, 43950 Sungai Pelek,  
Selangor Darul Ehsan, Malaysia.

Perahu 餐厅供应各种各样马来西亚美食、 
烤肉、烤海鲜，尤其擅长做腌料。

www.goldenpalmtree.com

Passage Thru India 电话 (603) 2145 0366

马来西亚雪邦吉隆坡国际机场

您可以在安静放松的氛围中品尝印 
度美食或素食。

www.bestpenangfood.com

娱乐

Golden Palm Tree Sea Villa & Spa  
电话 (603) 3182 3600

五星级的宁静港湾，特别适合生态冒险活
动，这里还有非机动水上运动，适合家庭游
客游玩，或单纯放松休闲。

www.goldenpalmtree.com

探索

Sepang International Circuit  
电话 603-8778 2200
Jalan Pekeliling, 64000 KLIA,  
雪兰莪，马来西亚

这里是马来西亚大奖赛（Malaysian Grand 
Prix）和马来西亚摩托车大奖赛（Malaysian 
Motorcycle Grand Prix）的故乡。您可以自
己环游一番。

www.sepangcircuit.com

RCI附属酒店  

GOLDEN PALM TREE ICONIC  
RESORT AND SPA 度假村

Golden Palm Tree Iconic - 3晚

单间公寓 $390  
从6月起可以预定

Golden Palm Tree Iconic - 4晚

单间公寓 $525  
从6月至9月可以预定

如果想了解更多度假村， 
请登录 RC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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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座鲜为人知的马来西亚黄金海岸，您能找到神秘的天堂一角。雪邦简

直是堪称完美的马来西亚度假胜地，这里的红树林一直延伸到马六甲海峡

(STRAIT Of MALACCA)，丛林一直延伸到海边。

凯西·哈雷斯

物有所值
雪邦黄金海岸

率先探索雪邦： 

雪邦应有尽有：具有异国风情的野生动物、毗邻吉隆坡的地理

位置和各种各样的冒险活动，所有这些都能在这家棕榈树形状

的水上热带海滨度假村找到。

探险时间在雪邦

         来西亚雪邦黄金海岸距离吉隆坡国际机场（Kuala Lumpur International Airport）仅35分钟车程，这里是可供休闲放松的完美度假    
         胜地。虽然一级方程式赛车场吸引了人们的目光，但这里的海滩、雨林和户外活动使得这里在任何时候都是马来西亚最顶级的完
美度假胜地。我们的Golden Palm Tree Iconic Resort & Spa酒店拥有豪华的水上别墅，别墅的形状精致，排列得就像一棵巨大的棕榈树。
这家酒店绵延将近一公里，一直延伸到有树荫遮蔽的马六甲海峡，这里从各种冒险活动到全套水疗设施应有尽有，保证可以让您拥有
与众不同的豪华假期。您可以连续预定三晚或四晚住宿。

马



在杭州购物， 
邂逅传统与新潮

当传统邂逅新潮

清河坊是开始一天行程非常不错的地方，
尤其是河坊街，这是杭州历史最悠久的一
条街，可以追溯到南宋时期 (1127-1279)
。这里拥挤的街道两旁有成百上千个出售
传统货物的高档古董商店和当地手工艺品
商店，售卖筷子、扇子和丝绸雨伞等，此
外还有中药店和茶馆。新潮的南山路也是
一个购买纪念品的绝佳去处，这里有茶叶
和筷子等。您还可以去御街挑选具有历史
文化特色的商品。

市场

从清河坊街散步穿过杭州市中心，很快就
能到达丝绸城（新华路253号），这个市
场拥有600多家丝绸和刺绣商店，是全国
同类市场中最大的一个。四季青市场（航
海路31-59号）也是挑选传统服装和纺织
品的绝佳去处。其它值得一去的市场包括
高新电脑市场（文三路345号）。此外，
如果只是参观的话，还可以去比较嘈杂的
花鸟市场（吴山广场旁边）。

大牌商品以及更大的购物中心

当您准备好回到21世纪的时候，就去往延
安路吧，那里的大型百货商店出售各种各
样的商品，从最时尚的商品到技术产品再
到珍奇物品应有尽有。您还应该去杭州狮
峰茶业有限公司看一看（延安路228号）
，挑选一些顶级白菊花茶和龙井茶。如果
想购买高端国际品牌的商品，湖滨路的
商店以及杭州大厦商场（武林广场1号）
简直无可比拟。武林广场本身就是购物场
所，也是时尚的当地杭州人非常喜欢的聚
会场所。

夜市

在结束一天的行程之前，去看看杭州的夜
市吧。吴山夜市（仁和路和惠兴路之间）
是时尚年轻人非常喜欢去的地方，这里的
商品比较新潮奇特，而且完全可以讨价
还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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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浙江省的省会杭州逛一天街，就会发现“新中国”到底是什么意思：这里会向您完美诠
释什么是东方与西方的结合，什么是传统与新潮的融合。从购买著名杭州纺织品所带来的
愉悦感觉到武林广场附近出售的国际名牌商品，杭州真称得上是名符其实的购物天堂。

购物
中国杭州

open

住宿 杭州RCI加盟度假村：

FVC @ Jinma International Hotel Hangzhou

杭州金马国际酒店坐落于世界顶级丝绸文明之地，距离优美的古杭州大约14公里，距离萧山机场约20分钟的车程。该区域因为风景

宜人的西湖被誉为“人间天堂”。这家拥有全套服务的酒店本着为了您的享受、舒适和便利而设计。住宿期间，您可以去健身中心锻

炼、在波光粼粼的室内游泳池放松，或到桑拿蒸汽室里休闲。位于28层的餐厅拥有品种丰富的餐饮选择，包括正宗的福建菜和杭州

菜。其它当地菜还有潮汕海鲜餐厅、日本餐厅和意大利餐厅。对于那些寻找既便宜又时尚的商品的人而言，为什么不打车去距离这家

酒店仅13公里的四季青服装市场呢？

酒店房间价格为7晚190新加坡元起

如果您想了解更多度假村的情况，请登录网址rCI.com

用展望未来的眼光回顾过去：

（从上往下顺时针方向）在这里看不到古色古香的历

史建筑，杭州会议中心所展现的是杭州现代的一面。

两条路完美地展现了杭州迥然不同的两种特点：一条

拥有百年历史、通往古代竹林的道路以及另一条通往

未来、通向杭州市中心的道路。

展馆与西湖美景 度假无限  9



这是福斯特开设第一家邮局的日期，当时的

邮政局长是约翰·怀利·布雷肯里奇，年薪

是10英镑。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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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受欢迎
的海滩

从菲律宾长滩岛到黄金
海岸，我们搜罗了全世
界最有吸引力、最富有
魅力、最激动人心的海
滩。您将能找到适合运
动、放松和浪漫假期的
完美度假胜地。您可以
挑选一个海滩，然后打

包行李出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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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鸿一瞥
最受欢迎景点

的新生事物

澳大利亚
新南威尔士州福斯特

海滩盛宴…… 
福斯特附近的海滩均非常迷人，例如梅恩海

滩（Main Beach）。这是一个受保护的海

滩，对家庭游客而言十分理想。人气最高的

海滩是梅恩海滩和一英里海滩（One Mile 

Beach），卵石海滩（Pebbly Beach）

深受当地冲浪爱好者的喜爱。附近的卵石

海滩和伯吉斯海滩（Burgess Beach）对

家庭游客来说也是不错的景点。其它不可错

过的海滩有一英里海滩和麦克·布莱德海

滩，这些都是一日游的理想去处。七英里海

滩（Seven Mile Beach）从霍克角往南一

直延伸到卜提山（Booti Hill）及废墟（the 

Ruins）处，是钓鱼和冲浪的好地方。

名字游戏
 

当地人一般将这座城镇叫做“佛斯特”。这

座城镇根据威廉·福斯特的名字命名，他曾

经当过新南威尔士州的总理，但任期不长，

后来成为了伦敦的总代理。

1996
当未满18岁的沙滩短跑接力

队在澳大利亚锦标赛上获得

金牌以后，规模不大的福斯

特冲浪救生俱乐部便获得了

国家的承认。

223 米
爬上霍克角的顶峰欣赏 

壮丽的风景

住宿 福斯特附近的RCI加盟度假村有：

Pacific Palms 1808

这里距离福斯特仅20分钟路程，拥有美丽的海滩，可以看到数不清种类的鸟

儿，是休闲假期的完美去处。宽阔的水道、令人印象深刻的野生动物和水晶

般清澈的蓝色海水可以让您的全家拥有一个美好的假期。这家度假村设施种

类繁多，包括游泳池、水疗中心、桑拿浴室、健身房、烧烤中心和游乐场。

Seashells Beachfront Resort 3952

这家度假村位于海滩边，地理位置十分理想，环绕着曼宁谷（Manning 

Valley）的景点。游客可以使用大型游泳池、沙滩的水上运动、室外网球

场和壁球场、迷你高尔夫球场以及带屋顶的烧烤中心。这里还有一个设施

齐全的健身房和水疗中心、度假村游乐场、娱乐室，可以让您拥有完美的

假期体验。

10月1

福斯特（forster）位于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的中北部沿海地区，是大湖委员会的一座大型

海滨城镇，位于悉尼东北部大约308公里处。福斯特与坦卡里（Tuncurry）相邻，这两座城

镇中坦卡里较小。

由于距离悉尼比较近，只相距四个多小时的车程，因此福斯特和坦卡里是很受欢迎的夏季家

庭旅行目的地。这里有大型的湖泊和白色的海滩，游客们可以参加海豚巡航、钓鱼、帆板运

动和水肺潜水。附近其它著名的景点有二百年步道（Bicentennial Trail）、霍克角（Cape 

Hawke）和卜提卜提国家公园（BootiBooti National Park）。

FORSTER

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度假村，请登录RCI.com网站 

能够像这里一样提供如此绝佳钓鱼机会的地方是很少的。为什么不到深海、湖泊、岩石、小河或海滩试试钓鱼的运气呢？如果想了解旅行团活动，

请登录http://www.visitnsw.com/destinations/north-coast/forster-and-taree-area/forster

10 2014年4月



 酒杯湾海滩 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

所有想要参加冒险活动的人都会喜
欢这片与世隔绝的小型海滩。酒杯湾
位于塔斯马尼亚岛的菲欣纳国家公园
（Freycinet National Park）内，其形状
就像一个完美的微笑。酒杯湾没有商店
和拥挤的人群，只有美丽的海水、柔软
的沙滩和也许对某些人来说非常需要的
平和与安静。

 海姆斯海滩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 

如果您想一睹澳大利亚的某些野生动
物，那么位于新南威尔士杰维斯湾、距
离悉尼南部三小时车程的海姆斯海滩也
许符合您的兴趣。海姆斯海滩是整个澳
大利亚景色最迷人的海滩之一。

 贝尔斯海滩 澳大利亚维多利亚

如果您想要参加一些竞赛，那么贝尔斯
海滩绝对是最适合您的澳大利亚海滩。
这里是世界上最长距离冲浪比赛的举办
地，贝尔斯海滩因冲浪举世闻名。  

 黄金海岸 澳大利亚昆士兰

黄金海岸拥有将近20多个海滩，可以让
您拥有非常完美的海滨假期。夏季，这
里的海水干净、湛蓝而温暖。梅恩海滩
（Main Beach）和冲浪者天堂（Surfer’s 
Paradise）以其一流的冲浪场所而闻名
全世界。如果您想拥有一次完美的家庭
出游、烧烤或在海滩上漫步，您可以去
布罗德海滩（Broadbeach）和诺比海滩
（Nobby Beach）。

 拜伦湾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

在澳大利亚可以吸引人们来居住游玩的所
有原因之中，有一个原因比其它原因更能
吸引游客来到澳大利亚，那就是这里的海
滩。位于澳大利亚最东端的这片迷人海滩
吸引了来自全世界的游客。

 邦迪海滩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

如果您想寻找一个可以参加各种各样活动
的海滩，那么没有哪个地方比悉尼的邦迪
海滩更加适合您了。邦迪海滩是全世界最
著名的海滩之一，这里可供游客参加的活
动从冲浪竞赛到海边咖啡店应有尽有。邦
迪海滩拥有大约1公里号称世界上最柔软
的沙滩，对于任何到澳大利亚的游客而
言，这里绝对不可错过。

 白色天堂沙滩 澳大利亚昆士兰

白色天堂沙滩位于昆士兰的惠特森岛
（Whitsunday Island），许多游客认为这
里是全世界景色最优美的沙滩之一。在这
里细软的白色沙滩上走过的人大多会承认
这里的景色确实令人难忘。这片海滩绵延
6公里，在这里，脚下纯净的白色硅砂就
像婴儿爽身粉一样柔和细软。 

 凯布尔海滩 澳大利亚西澳洲

如果您在寻找既有文化特色又有热带度假
村氛围的海滩，那么西澳洲的凯布尔海滩
就是适合您的最终目的地。凯布尔海滩以
中国和日本的潜水采珠员以及黄昏时分的
美丽景色而闻名。

澳大利亚 
和太平洋

 皮哈海滩 新西兰西奥克兰 

作为新西兰马里布板骑运动的诞生地，
皮哈海滩是新西兰最著名的冲浪海滩。
这里，高低不平的悬崖环绕着大海， 
有威严的狮子岩矗立守卫，怀塔克雷 
山脉（Waitakere Ranges）郁郁葱葱的
灌木丛提供了许多可供游览、散步和 
野餐的地方。

  凯特利特里海滩 新西兰尼尔森

风景如画的凯特利特里海滩距离尼尔森
镇只有一小段车程，这里毫无疑问是新
西兰南岛景色最美的海滩。金色的沙滩
和新西兰最长的日照时间意味着凯特利
特里海滩拥有田园诗般海滨假期所需要
的所有先决条件。

 海洋海滩 新西兰芒格努伊山

芒格努伊山（Mount Maunganui）有些
令人不可思议，因为这里既有海洋海
滩，又有海港海滩——Pilot Bay海滩。
这里平静的海港海滩非常适合游泳，而

到海滩来吧（从左下开始顺时针方向）没有哪个海滩比这些海
滩更具有标志性了：邦代海滩（Bondi）；泰国苏梅岛（Koh 
Samui）拥有阳光、沙滩和水晶般清澈的海水；新西兰格努伊
山（Mt Maunganui）拥有纯净完美的海滩；在冲浪者天堂处
欣赏又一个景色壮美的黎明；在中国海南，可以放松压力、享
受轻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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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
 博鳌玉带滩 中国海南

海南省被誉为中国的夏威夷，当地人认
为玉带滩是该地区最耀眼的珍宝。玉带
滩顾名思义就是指像一条“玉腰带”。这 
条新月形的带状白沙滩蜿蜒于万泉河和
中国南海之间，据说是世界上分隔海水
和淡水最窄最长的海滩。

 白沙滩 菲律宾长滩岛

白沙滩常常被列为世界上最美丽的沙滩
之一，这里的皇家棕榈树优雅地矗立在
水晶般的沙滩上。来自亚洲以及其它地
方的游客不顾路途遥远蜂拥来到这里的
神秘海岸，透明的海水、浮潜运动、波
西米亚风格的时髦住舍以及无数适合拍
照的景色吸引人们来到这里。

巴东海滩 泰国普吉岛

巴东绵延两公里的金色沙滩是普吉岛最
受欢迎的海滩之一。在这里，你可以静
静地看时光流走。白天，巴东海滩非常
热闹，这里有玩滑翔伞和水上摩托艇的
人、划船的人，海滩上的小贩和按摩师
你争我抢地吸引在沙滩椅上放松的许多
游客的注意。

 萨朗海滩 马来西亚刁曼岛

作为马来西亚半岛东海岸最大的一座岛
屿，刁曼岛也是迄今为止这里最负盛名
的一座岛。长久以来，这座岛屿的美丽
吸引了许多游客到这里的海滩，并激发
了无数还没有来这里的游客的想象。对
于那些喜欢在黄昏时分到海滩聚会的游
客来说，刁曼岛新潮的夜总会可以让您
在舞蹈中度过夜晚的时光。 

 亚龙湾海滩 中国三亚

当您到中国大陆旅行之后，海南岛的三
亚是您到中国南方度过海滩假日的最佳
选择。亚龙湾海滩距离三亚机场约30分
钟车程，距离三亚市中心20分钟车程。
亚龙湾海滩是三亚人气最高的休闲场
所，这里远离了市中心拥挤的人群和喧
嚣的气氛，是一片非常干净、海水清澈
得像水晶一样的沙滩。

 达泰湾海滩 马来西亚兰卡威

位于马来西亚西海岸的兰卡威是该国最
著名的度假胜地。主要的岛屿叫做浮罗
交怡岛（Pulau Langkawi），这里未受
破坏的自然美景和具有异国风情的植物
享誉全世界。这座岛上拥有美丽的白色
沙滩、棕榈树、小海湾、清澈的海水和
珊瑚。

 查温海滩 泰国苏梅岛

查温是苏梅岛上最繁忙、最大的一座城
镇，位于苏梅岛最美海滩的中心。查温
海滩是这座岛上最长的海滩，也是该岛
娱乐和购物的主要中心。查温海滩还是
夜生活的中心，这里有高档的鸡尾酒酒
吧和餐厅，可以满足所有口味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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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坡利哈雷海滩 夏威夷考艾岛

这片绵延27公里的天然海滩周围有许多 
沙丘，这里不但是考艾岛最西端的公共
海滩，还是夏威夷海岸线最长的海滩。
由于只能沿着一条8公里长的老旧农场路
到达坡利哈雷海滩，所以很少有游客到
这里来。因此，这里与世隔绝，以拾贝壳
和血红色黄昏著名的海岸线就更加值得
一游了。 

 威尼斯海滩 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

这里的海水当然美丽，但威尼斯海滩存在
的理由确实这里的景色。冲浪者和足球运
动员沿着这里的水边大显身手，而街舞演
员、健美运动员和纹身艺术家在城市4公
里海滨大道附近闲逛。

 帕德里岛国家海滨海滩 
德克萨斯州帕德里岛

忘掉南帕德里岛拥挤的海滩吧，附近就是
世界上最长的未受开发的屏障岛——帕德
里岛国家海滨海滩，这片海滩绵延100公
里，令人印象深刻。这里可以保证海滩上
几乎没有人。许多人只能乘船或乘坐汽车
来到这里。此外，这片海岸拥有包括肯普
的里德利海龟在内的十几种濒危动物。

 海滨沙滩 弗吉尼亚州弗吉尼亚海滩

海边沙滩是当地城市最长的海滩，拥有89
个街区。这里宽阔的金色沙滩分为两个区
域。北端非常安静，有许多住宅，适合家
庭游客；南端十分热闹，有许多酒店、海
滨餐厅、音乐场所以及一条长4公里的海
滨木板路，木板路两边有一些冰淇淋店。

 纳格斯黑格海滩 北卡罗来纳州外滩岛  

2011海滩补给使得长达18公里的纳格斯黑
格海岸更加坚固，保护这里免受艾琳飓风
和桑迪飓风的袭击，这两次飓风给纳格斯
黑格海滩附近许多脆弱的海滩造成了严重
的破坏。这片海滩于150多年前建成，现
在仍然吸引着许多游客，这里有数不尽的
娱乐项目，比如浮潜、帆船运动、海上皮
艇运动和悬挂式滑翔。

 天桥海滩 缅因州奥甘奎特

阿尔贡金印第安人将这片细如粉末的白色
沙滩称为奥甘奎特，意思是“海边美丽的
地方”。几个世纪以后，当奥甘奎特海滩
面临过度开发的威胁时，这座城市将这片
海滩变成了公共公园，并且只开放了三个
入口，限制进入。

 牧场主海滩 马萨诸塞州特鲁罗

在长达65公里的科德角国家海岸（Cape 
Cod National Seashore）如果想找一个僻
静的地方，请到牧场主海滩。这里夏季温
暖的海水适合游泳和蹚水，不停变换的沙
洲是绝佳的人体冲浪场所。当您在海滩上
散步或进行日光浴时，可以看到海豹、海
豚和鲸。

 西热山海滩 纽约州蒙托克

在西热山国家公园（Hither Hills State 
Park）的森林中探索并在内匹革海港
（Napeague Harbor）的沙丘间散步，这
样度过了一个早晨后，就在这里宽阔而迷
人的沙滩上铺开一张毯子吧。许多家庭每
年都会回到这里，为了在大西洋的边缘得
到绝佳的位置，这里的海水还适合游泳、
划船和钓鱼。

 普拉亚孔恰瓜纳卡斯特 哥斯达黎加

这里的白色沙滩是由数以百万计被压碎成
蓬松颗粒并随着时间冲刷到岸边的贝壳形
成的。当您往南走时，海滩会变得越来
越宽、越来越美丽，而普拉亚孔恰比较宁
静、清澈如水晶的海水则会强烈地吸引您
到海里去游泳。

 伊帕内玛海滩 巴西里约热内卢

这片位于两兄弟（Dois Irmãos）山脉附
近、景色诱人的城市海滩也许是地球上人
们能看到的最美丽的地方。海滨木板道的
摊位向皮肤晒得黝黑、身材健美的海滩运
动者售卖啤酒和甘蔗酒。

 阿塔卡梅斯海滩
厄瓜多尔埃斯梅拉达斯省

到宽阔的阿塔卡梅斯海滩旁边的茅草屋顶
酒吧去吧，点一杯水果鸡尾酒，让烤肉卷
和梅伦格舞的节奏来让您感动吧。当地人
来到阿塔卡梅斯海滩大多数是为了聚会，
尤其是周末和假日的时候，并且整个旱季
都是如此（6月至9月）。 

皮纳马尔海滩 阿根廷皮纳马尔

布宜诺斯艾利斯人在南半球的夏季假日会
来到皮纳马尔海滩享受温暖和阳光。这里
的旺季是一月，不过一般来说三月时的价
格更加实惠，游客也更少。

美国和 
加拿大

中美洲和南美洲

海洋海滩则更加激动人心，特别适合冲浪
运动和人体冲浪运动。芒格努伊山之所以
被称为“冲浪城市”，绝对是名符其实的。 

 九十英里海滩 新西兰北部地区

无论您用英里还是千米作单位，这里都是
一片相当长的海滩。虽然九十英里海滩这
个名字实际上是错误的（这片海滩其实只
有55英里长，而且新西兰人一般不用英里
而用千米），但这里的景色美得令人难以
置信，因此绝对是游客首选的度假胜地。 

 纳塔多拉海滩 斐济维提岛

绿松石般的海水、纯白的沙滩和棕榈树，
纳塔多拉海滩这些都有。这片海滩被誉为
斐济最大岛屿维提岛上最美丽的地方。礁
石在这里形成了一个泻湖，因此是游泳者
的天堂，此外，落潮时您还可以一直走到
礁石的外面去。 

 布拉瓦海滩 布拉瓦海滩

由智利艺术家马里奥·斯塔比尔创作的标
志性的手雕塑使得这片海滩成为了埃斯特
角城最上镜的一片海滩。这座雕塑由混凝
土和塑料制作的巨大手指伸过米白色的海
滩，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因素使得这片海
滩在埃斯特角城这座拥有漫长迷人海岸线
的半岛上仍与众不同。 

 普拉亚内格拉海滩 智利刚恭

这座海滨小镇位于瓦尔帕莱索
（Valparaíso）北边25公里处，这里山峦
起伏的海岸线由富含火山矿物质的黑色细
沙组成。黑色吸热，但是您千万不要被
海滩给骗了：由于洪堡洋流（Humboldt 
Current）一直流向岸边，因此这里的水
仍然凉爽。不过人们更喜欢在浪比较平和
的地方游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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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ong Tower 
Condominium 4341
普吉岛巴东（Patong）海滩
交换
从6月起房间数量有限

HNA@Kangle Garden Hainan 8586
中国海南
交换和租赁
从2014年4月起有空房
7晚住宿300新加坡元

Berjaya Tioman Resort 2864
马来西亚刁曼岛（Tioman Island）
交换和租赁
从2014年6月起有空房
7晚住宿400新加坡元

Saboey Resort & Villas R844/45
泰国素叻他尼（SuratThani）
交换和租赁
从2014年5月起有空房
3晚495新加坡元  |  4晚655新加坡元

Patong Bay Garden C389
普吉岛巴东（Patong）海滩
交换
房间数量有限

Pearl of the Pacific  
Beach Resort 6030
菲律宾阿克兰省（Aklan）马莱
（Malay）
交换
从7月起可以交换

Laguna De Boracay Resort 3502
菲律宾长滩岛（Boracay）
交换和租赁
从2014年4月起有空房
一居室8晚425新加坡元

Tioman Island Resort 4166
马来西亚刁曼岛（Tioman Island）
交换和租赁
从2014年4月起有空房
7晚住宿320新加坡元

Aseania Resort 2860  
马来西亚兰卡威（Langkawi）
交换和租赁
从2014年8月起有空房
7晚住宿275新加坡元

HNA@ International  
AP Convention Centre 8587
交换和租赁
从2014年6月起有空房
7晚住宿400新加坡元

住宿
亚洲精选海滩附近的RCI加盟度假村有：

的广场完美

度假无限  17博洛尼亚：马乔列广场

欧洲
 音池司占德海滩 爱尔兰丁格尔半岛

如果您想寻找史诗般的雄伟壮丽景色，那就请游览这片长达5
公里的金色沙滩以及司立夫米什山脉南边的山丘吧，1970年的
经典电影《瑞安的女儿》曾在这里取过景。这里是认证的蓝旗
海滩（环境优美、质量满意的标志），人们喜欢来这里钓鱼、
冲浪、做帆板运动和日光浴。

 唐娜安娜海滩 葡萄牙阿尔加维拉各斯
在葡萄牙南部阿尔加维海岸所有景色迷人的海滩之中，拉各斯
美丽的海湾可能是最有魅力的，因为这里有陡峭的石灰岩悬崖
和清澈见底的海水。

 拉斯萨利纳斯海滩 西班牙伊维萨

这片海滩是一个适合进行社交活动的地方，您可以在白色的躺
椅上和邻居聊天，也可以去这里的许多夜店玩耍，年轻名媛和
西班牙足球运动员在这里的夜店聚会。拉斯萨利纳斯海滩是个
很好玩的地方，不过这里的沙滩和玩冲浪的地方都比较晒。

 拉格兰德海滩 法国比亚里茨
位于法国大西洋海岸的豪华的拉格兰德海滩是一片宽阔、有陡
峭悬崖的海滩，海岸边伫立着威严的19世纪的房屋。这里的完
美海浪吸引了冲浪爱好者们搭车前来，还有超级名模为他们充
当拉拉队，所有这一切在忙碌的夏季时节都令人赏心悦目。

 卡拉马里奥路海滩 意大利撒丁岛
旺季时节，在撒丁岛拥挤的翡翠海岸（Costa Smeralda）的海
滩上，来到海滩游玩的人甚至很难看到海滩。所以就到奥罗塞
伊湾（Gulf of Orosei）隐秘的浮潜海湾放松一下吧，这里的
悬崖下游一个秘密入口，绿松石般的海水拍打着光滑的白色石
头。在海滩的悬崖上徒步而下也很刺激。

 红色海滩 希腊圣托里尼岛
不要以为到圣托里尼岛旅行能看到长长的白色沙滩。带红色或
黑色沙石的隐秘入口在这里更加常见。来这座岛屿的游客几乎
必到红色海滩，这片海滩得名于这里的火山岩沙石。 

七个你可能从未听说过的令人惊羡的广场
盖理·沃尔特著

威尼斯的圣马可广场、锡耶纳的坎波广场、佛罗伦萨的市政广场。意大利标志性的广场曾在该国的历史上扮演重要的角
色。你甚至得承认，这些广场的名字就强调了它们各自的意义。在这些城市广场开辟后的几个世纪里，它们的吸引力与往
昔相比依然不减。广场仍然是意大利城市生活的主要舞台，在这里，当地人和游客有的缓缓而行，有的卖弄风情，有的购
物聊天，有的坐看上演的街头剧目。但是并非所有的意大利中心广场都像罗马的鲜花广场那样的举世闻名。这里介绍七个

较为鲜为人知的广场，这些广场虽然没有拥挤的人群，但为我们展现尽可能多的有关建筑和社区方面的戏曲性场面。



马萨马里蒂马: 加里波第广场
这座有墙的山城位于“另一个托斯卡纳区”，这是该行政区的一部分，濒临第勒尼安
海，以近海沼泽地而著名。这个广场与十三世纪兴建的圣切尔波内主教堂的楼梯和正
门一起，形成了一个稍微偏斜的三角形，该广场是广场歌剧节的表演场所，作为一个
表演性的艺术节，在过去的二十八年里一直是在这里主办的。每逢八月份，有几天时
间里，这个小三角形成为一个歌剧舞台，成为这个公共空间的完美场景，其本身就是
一个咏叹调。 

锡拉库萨: 主教座堂广场
早在两千年以前，这座寺庙就在此地矗立起来了，罗马哲学家西塞罗把该寺庙描绘成
一座灯塔，其镀金的门反射着太阳光，帮助海员指导航船。在过去的一千年间，教堂
曾改作他用，也曾遭到毁坏和劫掠，后来得以重建和重新装饰，从而形成了一个半椭
圆形的公共空间，其周围的建筑物讲述了几乎每个世纪的风格。大教堂的圆形支柱取
自雅典娜的多立克神庙，以前就在这个地方。本内维塔诺-德-波斯科宫代表十六世纪
拘谨的对称风格。大教堂的正门在1693年的一次地震后得以重建，整个是西西里巴洛
克风格，拥有华丽的锻铁大门和高雅的雕塑。绕着这个广场走上一圈，仿佛有一种穿
越时间的感觉。

博洛尼亚：马乔列广场
这可能是意大利最受低估的广场。在这
里，冷峻的哥特式的砖砌的圣白托略大殿
与有恢宏拱廊的波德斯塔宫相对。广场长
长的残片是对建筑历史的一种研究，包括
阿库西奥宫的带有斜角的突出的窗户与其
中世纪后期的姊妹建筑----诺塔依大楼，俯
视着文艺复兴时期的班吉大楼的拱门和壁
柱。今天漫步穿过这个从前的金融家和银
行家的所在地，你就会发现自己置身于拥
有本市最佳食品市场的狭窄街道所散发的
各种芳香中，而不会感到置身于叮叮当当
的金币回声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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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罗斯蒂卡：德利·斯卡奇广场

这个名字的意思是国际象棋广场，是指这个中世纪广场就像一幅巨大的棋盘。在偶数
年份（2014年）的九月份的第二个周末，这里有一个公开演出，其中演员们身穿中世
纪的服装，表演一场活生生的象棋比赛。这个表演据称是基于十五世纪进行的一场比
赛，该比赛用来解决两个贵族之间的一场富于浪漫色彩的竞争，他们争着想娶利奥诺
拉·帕里修，她的父亲是马罗斯蒂卡城堡的主人。即便不是真的，也是一个奇异的背
景故事。 

卢卡

圆形露天剧场广场常常是蕴藉着辉煌的历史，这个广场也不例外。广场的椭圆形的形
状反映了其罗马的出身，原是作为大型赛事以及格斗比赛的场所。虽然在数个世纪以
来，广场有许多经历，充当过监狱，充当过食盐的储藏地，充当过公共菜园和排屋式的
住房，但是所有上述一切都在慢慢地削减这种宏大的形状。建筑师洛伦佐·诺托里尼
于十九世纪重建了圆形剧场。现在被十九世纪那种朴素风貌的居民房屋所清晰地勾勒
出来，但是克劳狄斯皇帝时代的最早的建筑物的遗迹仅仅位于路面以下两米处的地方。 
 

广场很时髦：（从左边开始顺时针方向）西西里的大教堂广
场（Piazza del Duomo）可以追溯到古罗马时代。供奉女神
雅典娜的寺庙位于今天大教堂所在的地方。在现代繁忙的博
格尼亚（Bologna），马焦雷广场（Piazza Maggiore）曾
是中世纪的中心。卢卡（Lucca）的露天剧场广场（Piazza 
dell’Anfiteatro）是体验真正露天餐厅的完美场所。马罗斯
提卡（Marosticais）镇以巨大的棋盘而文明，每隔一年的九月
都会在这里举行使用活动部件的棋类游戏。圣切尔波内主教堂
（San Cerbone Cathedral）矗立在托斯卡纳区（Tuscany）
三角形的加里波第广场（Piazza Garibaldi）上。

锡拉库萨: 主教座堂广场 博洛尼亚：马乔列广场

卢卡  圆形露天剧场广场 马罗斯蒂卡：德利·斯卡奇广场

威尼斯的圣马可广场、锡耶纳的坎波广场、佛罗伦萨的市政广场



就餐
度假村餐饮菜谱

保持简单，
意式风情
很难想到比普普通通的番茄更具有意大利风格的食材了

改编自《The Tuscan sun cookbook》，弗朗西斯·梅斯与爱德华·梅斯合著

提
起意大利美食，我们经常想 

到比萨饼和意大利面。让我们

从下面的话题说起吧。可以说

纯意大利美食几乎不存在，因为没有单

一的意大利美食。意大利共有二十个地

区，每个地区或者常常是每个省或者甚

至是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特有的烹饪传

统。从北到南，您会发现，有南蒂罗尔

的德式食品；在西西里，有非洲人喜欢

的蒸粗麦粉；还有托斯卡纳地区的乡村

食品以及卡拉布里亚的香辣菜。 大多

数正宗的意大利面的食谱都非常简单，

只有几种成分，比如Pasta col sugo（意

大利面加鲜番茄酱和帕尔马奶酪）或

者意大利面加香蒜酱。 所以，如果您

真想品尝地道的意大利菜肴—我会在

意大利等着您的到来！同时，这里有一

本传统的意大利食谱《The Tuscan Sun 

Cookbook》，是2013年最畅销的意大利

烹饪书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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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茄什锦烤面包
60个左右的圣女果，对半切开，剪掉根端
半杯特级初榨橄榄油
三大汤匙切碎的新鲜迷迭香
三大汤匙新鲜百里香叶
三大汤匙新鲜牛至叶
五个大蒜瓣，剁碎
依口味加盐和胡椒
蒜末烤面包或者克洛斯蒂尼面包 
(炙烤或烘烤的法式长棍面包片)
将烤箱预先加热至二百度

将番茄切好，切口朝上，放到尺寸为
12×16cm的羊皮纸内衬平底锅上。在番茄
上面点撒一些橄榄油，将以上的迷迭香等植
物的叶子和大蒜末撒在上面，用食盐和胡椒
调味，烤两个小时，期间把番茄翻一次。

要做蒜末烤面包，将番茄简单地切一切，
或者仅仅把番茄压在每一片克洛斯蒂尼面包
上面即可。

剩下的番茄可以放进广口瓶里，上面覆盖上
橄榄油，放在冰箱里保存一个星期。 

厨师提示: 您可以用25个半熟的番茄 (每
个切成四等份）或三罐梨形番茄（汁水排干
并将每个分成四等份）来代替圣女果。如
果您必须用干燥的上述植物的叶子代替，
将量减半。

番茄小镇：意大利的每个地区都有令人惊艳的美食，
但是不得不提到托斯卡纳区，这里有沐浴在阳光下的
番茄和美丽迷人的风景。

 住宿
 意大利RCI加盟度假村有：

租赁度假村

Carpediem Roma Golf Club 一居室7晚1185新加坡元起—5月的价格

Carpediem Roma Golf Club距离罗马只有20多公里，是游览罗马附近乡村的绝佳

大本营。作为一座拥有丰富历史、文化和夜生活的城市，罗马是游客的必游之地。您

可以参观的著名景点有：罗马废墟（Roman forum）、罗马斗兽场（Coliseum）、

西班牙台阶（Piazza di Spagna）以及梵蒂冈（Vatican）。梵蒂冈是罗马教堂的中

心，这里拥有许多价值不菲的艺术珍宝。您可以逛一逛康道帝大街（Via Condotti）

精致的商店，或参观托拉斯维特地区（Trastevere），那里有充满活力的夜店和价格

实惠的餐厅。

Carpediem Assisi Living Club   一居室7晚995新加坡元起—5月的价格

Carpediem Assisi Living Club地理位置优越，可以欣赏到乡村的优美景色。这里有

一个室外游泳池、网球场、桑拿浴室和健身设备。酒店附近有许多中世纪的城镇。汽

车租赁非常方便，可以到山那边去远行。距离这家度假村一英里半以外的地方还可以

骑马。

Residence Letojanni  7晚1350新加坡元起——8月的价格

这家乡村酒店俯瞰卡拉布里亚（Calabrian）海岸的陶尔米纳（Taormina），可以

欣赏到全景。酒店里有一个酒吧、快餐厅、儿童游乐室和游泳池。这里令人惊叹的美

景、安静的地理位置和夜间娱乐设施可以让您度过一个轻松的美好假期。

如果想了解更多度假村，请登录rCI.com网站

罗马：越台伯河的圣母大殿广场
在一座拥有巴洛克式的歌剧广场的城市
里，这种广场就如同一道光芒一样赫然显
现，引吭高歌。它得名于罗马最古老的教
堂之一（约建于公元340年），在这片空
间起支配作用。虽然现在的建筑物是对过
去建筑物进行增减的一种积累，然而，谢
天谢地，里面华丽的镶嵌图案自从十三世
纪以来就一直保留下来。广场的其余地
方由十六世纪以后建造的房屋所加固，该
广场保留了特拉斯泰韦雷居民的起居室，
台伯河对面曾经是非常绅士化的劳动阶
级的街区。

维罗那：香草广场
马费宫支配着这个细长三角形，但是那却
是广场唯一的具有贵族格调的建筑物。四
周由各式各样的民居所包围，看起来这些
民居似乎是在空间可以利用的时候放进去
一样。这种效果与在长榻里精细地磨搓
异曲同工。一旦你置身于广场那宽敞而舒
适的空间里，就在马赞提宫度过一段时
间吧，那里是一片住宅区，布满关于寓言
的壁画，这些寓言包括无知、精明、嫉妒
以及天佑。几十家咖啡屋正好处于广场里
面，从而给沉思提供完美的环境。

罗马：越台伯河的圣母大殿广场维罗那：香草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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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路旅行是探索昆士兰北部地区的最佳途径。
跳进您的汽车或四轮驱动车，在热闹的凯恩斯
（cairns）开始您的旅行吧。

肖恩·洛

疯 狂 的 人 群

到最北端： 
约克角半岛
开车到澳大利亚的最北端只能使
用四轮驱动汽车，并且只能在雨季
以外的时间可以通行。从凯恩斯开
始，这段长达925公里的路程将带您
一直到达约克角半岛，可以说，这
是澳大利亚景色最美的一段公路行
程。这趟旅行需要周密的计划 
（或旅行团），您将经过养牛场、
古老田园、土著社区、矿产小镇
Weipa以及rinyirru (LakefieLd)
国家公园，最后会到达最北端的约
克角。景色迷人的托雷斯海峡群岛
（Torres sTraiT isLands）就在
远处。开始冒险之前，请参考ron
和ViV Moon写的《约克角——冒
险者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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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世界最大的珊瑚礁群—大堡礁 凯恩斯的公共游泳泻湖

凯恩斯海滨大道游览大堡礁的最佳方式

可以说，昆士兰北部地区（FNQ）拥有澳大利亚最丰富类型的景观：这片位于澳大利亚东北角、面
积达273,000多平方英尺的土地拥有农村采矿小镇、甘蔗和香蕉种植园、茂密的热带雨林、尘土飞扬的
从前的金矿小镇、70多个国家公园、广阔贫瘠的内地（指澳大利亚等偏僻而人口稀少的地方）以及一

条海岸线，这条海岸线上有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大堡礁（Great barrier reef）。

远离 

  凯恩斯

这座北部地区最大的城市也是著名的交通
枢纽城市：来自国内外的游客乘坐飞机来
到这座悠然自得的省会城市转乘汽车或预
订旅游团到大堡礁，并且在启程前往其它
地方以前，好好地狂欢一下。

凯恩斯是您结束昆士兰北部地区旅行绝
佳的最后一站。您可以在不可思议的人
造海滩泻湖里游泳、晒日光浴。擦干身
子之后，您可以散步去附近的盐屋（salt 
house）（Marina pt，6/2 pier point
路）并在午后或日落后小酌一杯。这家时
尚的现代餐厅酒吧供应美味的食物和一流
的鸡尾酒，这里环境优雅，就在游艇俱乐
部的旁边。

文艺人士应该去参观凯恩斯地区画
廊（cairns regional Gallery）
（abbott街40号）和现代艺术中心
（centre of contemporary arts）
（abbott街96号）。凯恩斯地区画廊位
于一栋建于1936年的文化遗产大楼里，
这里会举办一些一流的展览，例如戈雅
的版画展览。现代艺术中心会展览出色
的现代艺术作品，这里还有一个非常不
错的礼品商店，出售澳大利亚人制作的

图画、手工艺品和珠宝。 

对于那些喜欢冒险的人而言，这座城市里
到处都是潜水商店，并且您可以在几天以
内相当轻松地拿到国际专业潜水教练协会
（padi）的执照。事实上，大堡礁可能
是世界上最能满足您潜水幻想且景色最美
的地方之一，您大可以跟别人炫耀一番。
去看看深海潜水员之巢穴（deep sea 
divers den）（draper街319号）或专
业潜水商店（pro-dive）（shield街和
Grafton街交汇处）。

显而易见，到凯恩斯旅游最大的亮点就是
前往景色美得惊人的大堡礁旅行。数量繁
多的旅游公司开通了许多前往大堡礁的旅
行路线。如果您赶时间的话，可以参加大
堡礁一日游，这样的一日游一般包括了交
通、午餐和浮潜装备的费用。每家公司都
有不同令人留恋的好地方：您可以去麦
克拉斯沙岛（Michaelmas cay）、天
堂礁（paradise reef）、绿岛（Green 
island）、蜥蜴岛（Lizard island）、摩
尔礁（Moore reef）……等等。一般来
说：外堡礁更难到达，但受到的破坏更
少，更加自然。



  高原环游

开始沿逆时针方向环游这片多山地区吧，
您可以悠闲从容地穿过如明信片一般景色
秀美的小镇和农庄。

从悠闲的库兰达（kuranda）小镇开始您
的旅程吧，最便捷的交通工具就是历史悠
久、从1891年就开始运营的库兰达观光
火车（kuranda scenic railway）。这
一段长34公里的火车旅程从凯恩斯开始，
会穿过15条隧道，您可以欣赏到美得令人
瞠目结舌的风景。在当地市场挑选了手工
艺品和当地特产后，您可以乘坐雨林空中
缆车 (skyrail rainforest cableway) 回
去。这里的空中缆车是世界上最长的吊
舱索道，是与库兰达火车相对应的现代版
本。如果您乘坐空中缆车的话，需要预定
到凯恩斯的中转行程，因为缆车的终点在
史密斯菲尔德 (smithfield)，距离市里还
有15分钟路程。

继续往南走，会经过农业区域的行政中心
马里巴(Mareeba)。在马里巴，这座小
镇的主要街道会让人想起美国的中西部，
可以给r. M.威廉姆斯的商业广告提供完
美的背景。去蒙特叔叔酿酒厂 (Mt uncle 
distillery) (Walkamin，chewko路1819
号) 参观一下吧，可以品尝这里美味的威
士忌朗姆酒、蜂蜜伏特加酒，还可以吃一
两块柴火烤制的披萨。

如果您时间充裕并想参观以前的淘金城
镇，可以绕道去奇拉戈  (chillagoe)—马
里巴西边140公里处。您可以去商业中心
看看（Queen街21号），那里是这座小
镇的游客信息中心，您可以询问去当地土
著岩石艺术遗址的方法，并预定行程去参
观壮观的石灰石洞穴。

穿过马里巴继续往南一直到阿瑟顿
（atherton），这里是非常好的中转站，
可以去往附近的赫伯顿（herberton）
和杨格布拉（yungaburra）。52路车可
以带您到美丽的赫伯顿，这里的道路两
旁有漂亮的蓝花楹树，而背景是历史悠
久的建筑物。赫伯顿历史村（herberton 
historic Village）是这里的必游景点
（broadway街6号）。这个景点保存了
50栋精心修复好的建筑物，每一栋大楼里
都装满了历史悠久的物品，历史可追溯到
1870年。在蓝花楹咖啡厅（Grace街52
号）品尝美味的鱼汉堡吧，然后前往海匹
帕米山坑（Mt hypipamee crater）。
从停车场穿过由一系列瀑布组成的迪那瀑
布（dinner falls）可以到达这个由水注
满、深128米的山坑，当然了，这里不适
合那些会感到头晕的游客！

返回到1号高速公路，然后朝东北方向一
直走到杨格布拉（yungaburra）。凯恩

在路上 

如果您租车旅行的话，要注意，在
这里的封闭道路上不允许开两轮驱动
的汽车 。如果您打算往北从 cape 
TribuLaTion 和 bLooMfieLd路经过约
克角半岛（cape york peninsuLa）
进行公路旅行或沿着saVannah路往西
走的话，您就需要租用或开自己的四轮
驱动汽车。

注意，这里的手机信号非常差劲，一定
要保证汽车随时都有备胎。带上足够多
的饮用水，以防汽车发生故障。另外，
要注意这个地区在雨季（11月到4月）不
能穿行。如果您想冒险，请在youTube
网站搜索“穿越约克角河”观看四轮驱
动汽车的一些危险动作吧。

旅游季快结束的时候，大多数封闭道路
的路面都会变得皱皱巴巴的，因此坐车
经过时会比较颠簸。当道路变得越来越
窄成为单行道时，一定要当心，要给对
面来的火车让路。对，他们拥有通行的
权力（非官方的）。

如果您携带酒到这个地区，需要尊重“
禁酒”（土著社区周围张贴的一些规
定）。这些规定要么禁止携带酒，要么
会限制您可以携带到该社区的酒的数量
和品种。

  道格拉斯港及周边

美丽惊人的道格拉斯港（port douglas）
位于daintree国家公园和大堡礁蜥蜴岛
（Great barrier reef’s Lizard island）
之间，是堪称完美的中转休息地，之后可
以从这里去往北部地区更远的地方探险。
这座城镇是个好地方，您可以随意花钱购
买这个地区最美味的食物。

在harrisons餐厅（Wharf街22号）预订一
个座位吧：在这里，主厨兼老板spencer 
patrick是从Marco pierre White处拜
师学来的厨艺，这里有价格合理的精选
菜单。在周日的早上，您可以去origin 
espresso（Grant街和Warner街交汇
处）品尝一杯堪称完美的意式咖啡，之后
可以去道格拉斯港市场（port douglas 
Markets）（anzac公园，Macrossan街
尽头）购买一些手工艺品。

从港口往北走去往daintree地
区。Mossman峡谷风景如画的峡谷和
雨林周围有一条长2.4公里的一流的步
道，或者，您也可以在游客中心报名参加
kuku-yalanji 梦幻时光漫步。如果想吃东
西，Mojo’s餐厅（front街41号）里有将
澳大利亚风味与法国风味结合的菜肴。

继续往北行驶24公里就到了cape 
Tribulation，乘坐电缆渡轮穿过daintree
河到达有茂密雨林覆盖的山丘，这些山
丘一直往海岸方向延伸。这个地区有许多
景点，也有许多娱乐活动：您可以通过
cape Tribulation paddle Trek报名参加
皮艇垂钓之旅，途中还能看到海牛。

daintree发现中心（Tulip oak路）有一
条令人称赞的空中走廊，游客可以鸟瞰整
个雨林以及其中的各种动物。说到动物，
在这个地区旅游的时候一定要睁大眼睛寻
找令人捉摸不透的食火鸡。这种不会飞的
大型史前鸟类是濒危物种，难得一见。如
果您真的看到了，请在远处观赏，它们的
大爪子可能会伤人。

这条公路上有许多岔道，可以到达小溪和
原始海滩：您可以试试某条岔道，一定
会感到惊喜的。另外一个令人惊喜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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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特里雨林中发现的扇形棕榈树树冠

布卢姆菲尔德瀑布

食火鸡

俯瞰道格拉斯港热带雨林观光空中缆车 苦难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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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的居民喜欢到景色迷人的杨格布拉享
受水疗和顶级的乡村美食。每月第四个星
期六举行的杨格布拉市集可以让游客有
机会和当地人进行交流并购置手工艺品和
特产。您可以在游客信息中心询问怎么
去往鸭嘴兽观景平台，然后观赏这些可爱
的单孔目动物沿着溪流游泳。在flynn’s
餐厅（eacham路17号）吃过饭后就可
以结束这里的参观了。餐厅主厨兼老板
Liam flynn可以用当地特产为您烹饪各种
各样曾经获过奖的欧洲菜和地中海风味的
菜肴。

从杨格布拉往南稍微绕一小段路前往马
兰达（Malanda）。参加导游带领的
雨林散步，您可能会看到树袋熊。这样
的动物参观游行一直持续到马兰达瀑布
（Malanda falls），您可以找找带壳
的海龟和小型沙袋鼠。到了镇上，去参
观一下美琪剧院（Majestic Theatre）
（eacham pl.1号）吧，这是澳大利亚仍
在经营的商业剧院中历史最悠久的一座  
(自从1927年就开始经营了）。

从马兰达往南再走20分钟，您将会来
到米拉瀑布（Millaa Millaa）附近的
瀑布环游。在这条长16公里的路上环
游这里的四个瀑布可以充分满足您对瀑
布的渴望：Millaa Millaa瀑布、Zillie瀑
布、ellinjaa瀑布和Mungalli瀑布。您可
以在Mungalli creek dairy（brooks路
251号）用美味的自制冰淇淋和酸奶来犒
劳一下自己。

在返回凯恩斯的路上，去crater Lakes 国
家公园的barrine湖看看吧。这个著名的
没有鳄鱼的湖是您夏季游泳的完美去处。
如果这里的水太冷，就穿过茂密的雨林到
湖边5公里长的路上散散步吧。barrine湖
雨林茶馆（Gillies高速公路上）俯瞰着整
个湖，这里供应德文郡的茶，您还可以参
加45分钟的游湖活动。附近的eacham湖
也是一个风景如画的地方，这里的水清澈
见底，就像水晶一样透明，从浮桥跳到水
里去游泳吧，要当心乌龟哦！

daintree冰淇淋公司（cape Tribulation
路100号），这里销售由自己的果园出产
的水果和产品制作的冰淇淋。买一杯或一
个冰淇淋，在周围散散步，留意观察有
没有美果榄树、芒果树、椰子树和木菠
萝树。

这片海岸属于大堡礁的一部分，来
这里的游客比去凯恩斯和降灵岛
（Whitsundays）以外岛屿的游客少多
了。这个地区最著名的地方是朱厄尔礁
（Jewell reef）。这座原始礁特别适合
航海钓鱼，来这里虽然比较困难，还需要
额外的花销，但绝对值得一游。要想到达
这里，您需要乘坐飞机到蜥蜴岛，然后乘
船到朱厄尔礁。您的旅行劳累将会回报
丰厚：这里有黑枪鱼、巨鲹、珊瑚鳟鱼
等等。您可以试试nomad sportfishing 
adventures公司的旅行团。

如果您驾驶的是四轮驱动汽车，您可以
沿着bloomfield路开车前往历史悠久
的cooktown（否则您要沿着半岛和
cooktown developmental道路绕过
内陆才能到达）。您可以在壮观美丽的
bloomfield瀑布（aka Wujal Wujal瀑
布）停下来，预订由Walker家族所经营
公司的旅行团。你还可以在网上预定一些
物有所值的旅行团。由cooktown年长的
当地人Willie Gordon带领的旅行团会讲
述有关土著的岩石艺术、历史和梦幻时光
的故事。

cooktown之所以出名，是因为它是澳
大利亚第一个非土著城镇。1770年，当
时的海军上尉James cook的船撞到了岸
边的一块礁石，不得不在cooktown安
营扎寨，修理船只。所有船员在陆地上待
了48天，比第一舰队到达这里的时间早
了八年！这座城镇如今很受垂钓爱好者的
欢迎，他们喜欢来这里钓澳洲肺鱼和鲹。
如果想要深入了解cooktown的历史，
可以参观James cook博物馆（helen街
50号）。



和我们一起庆祝

40周年纪念日吧！
RCI®订阅会员社区

40
庆祝假期的年份

p.28
rCI租赁

您将拥有终生难忘的
假期回忆

p.30
rCI游轮

您已经沿着景色迷人的
水道航游并对热带岛屿

进行了探索

p.35
度假计划日历

您准备好要通过RCI.
com网站预定下一次

假期

p.37
精选假期

您已经看过最后一刻
的特价旅游

p.42
周末度假者

您准备发现新的目的
地并带着大自然的气

息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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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tra Amphora  

MANTRA AMPHORA度假村的

地理位置令人赞叹，位于棕榈

湾（PALM COVE）的海滨大道

（ESPLANAdE）上，距离海滩只有

几米远。这家度假村拥有一个非常

壮观的中央游泳泻湖，巨大的棕榈

树给许多海湾和角落提供了阴凉。

棕榈湾很快就变成了热带昆士兰北

部地区的海滨避寒胜地，MANTRA 

AMPHORA度假村是您去周围地区

游玩的理想大本营。棕榈湾位于繁忙

热闹的凯恩斯中心地带北部，仅30分

钟车程即可到达这里，非常适合那些

想在棕榈树环绕的宁静中享受乐趣的

人。棕榈湾位于道格拉斯港和凯恩斯

中间，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利，有

众多一日游可供选择。

一居室7晚 

790新加坡元起

Mantra Trilogy  

MANTRA TRILOGy度假村地

处凯恩斯海滨大道（CAIRNS 

ESPLANAdE），从这里步行即可到

达凯恩斯某些最棒的餐厅、堡礁赌

场、凯恩斯中央购物中心以及新开

发的凯恩斯泻湖。所有房间设备舒

适，都有宽敞的阳台，部分房间还能

欣赏海景。度假村的客人可以悠闲地

躺在游泳池旁边的日光躺椅上，游

泳池俯瞰着大海。从这家酒店步行一

段距离，您就可以乘坐离开大堡礁

船舶到达的您所向往的地方，这里

每天都有离开凯恩斯码头（CAIRNS 

MARINA）的船。

一居室7晚 

865新加坡元起

Marlin Cove Resort  

MARLIN COVE度假村坐落在美丽的

三一海滩（TRINITy BEACH）附近，

地理位置便利：您可以在午后游泳，

去一流精品店里疯狂购物，还可以

享用浪漫的露天晚餐。酒店房间坐落

在景色迷人的雨林走廊里，您可以

有机会与当地的动物和鸟类嬉戏，

还可以在水疗中心或带有沙滩的盐

水泻湖游泳池悠闲地放松好几个小

时。MARLIN COVE度假村绝不只是

普通的凯恩斯海滩度假村，在这里您

可以告别单调乏味的假期，拥有耳目

一新的感觉。

一居室7晚 

1020新加坡元起

Mantra in the Village Port Douglas  

MANTRAIN THE VILLAGE度假村有一个带马赛克小瓷砖的大型罗马风格游泳

池和水疗中心，景色宜人的花园中有叠水瀑布和喷泉。酒店位于道格拉斯港的

中心，提供精品风格的住宿。MANTRAIN THE VILLAGE度假村的房间拥有全

天候阳台、后滑式百叶窗、木材百叶窗，所有这些特征的设计旨在改善昆士兰

北部地区通风的热带气候。

一居室7晚 

935新加坡元起

昆士兰北部地区的RCI加盟度假村有：

如果您想了解更多度假村，等登陆rCI.com网站

Half Moon Bay Resort  

HALf MOON BAy RESORT位于约克

斯诺波（yORKEyS KNOB），这是

一个风景迷人又宁静的地方，位于凯

恩斯北部海滩上。这家度假村距离凯

恩斯机场北部仅10分钟路程，距离城

市中心仅15分钟路程，度假村里配备

了带水疗游泳池的不规则盐水游泳池

和烧烤区域。从这里步行去当地的餐

厅、当地的游艇俱乐部和约克斯诺波

购物中心非常便捷。

一居室7晚 

880新加坡元起

住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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棕榈湾的日出

p.38
新增加盟度假村

您已经在豪华度假村得
到了放松，并拥有了浪

漫的时刻

我们为您准备的是：我们爱您的40个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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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家位于中心地带的酒店十分宽敞，毗邻食品商店，距离南京西路
和淮海路的购物商业区大约只需6分钟车程，距离静安寺地铁站20
分钟车程，距离虹桥国内机场仅25分钟车程。酒店公寓里配备了设
施齐全的厨房、电视、冰箱、微波炉和电话。

两居室3晚305新加坡元起
两居室4晚405新加坡元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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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您购买分时度假时，就已
经向您的家人承诺会拥有终
生难忘的假期回忆了！ 
（我们本可以就此打住，但是，让我们继续吧！）

您欢迎我们到您的家里
来。像您这样的RCI®订阅
会员从1977年就开始阅读
《度假无限》杂志了。

Metropark Hotel Kowloon   
香港

Days Hotel Singapore  
at Zhongshan Park   
新加坡

Saboey Resort and Villas 
泰国素叻他尼（SuratThani）

Bayview Hotel  
新加坡

Ramada Singapore  
at Zhongshan Park    
新加坡

The Palms Resort   
泰国普吉岛

Golden Palm Tree Iconic     
马来西亚雪兰莪州（Selangor）

Park Taipei Hotel      
台湾

Ramada Hotel and Suites Bangkok      
泰国

La Residence   
中国 上海

价格与供应情况在印刷时是正确的。所有的属性视情况而定。

Metropark Hotel Kowloon位于九龙的中心

地带，毗邻热闹的购物商业中心以及主要的

交通网络。这家酒店提供定时发车的班车服

务，往来于酒店和香港国际机场之间。这里

的房间十分宽敞，配备了全套现代设施，还

可以免费无限上网。
 
一居室3晚510新加坡元起 

一居室4晚680新加坡元起

这家酒店位于诺维纳（Novena）中央区域内，从

这里乘坐免费公车到主要的购物中心以及诺维纳地

铁站只需要5分钟。酒店设施有全天候餐厅、24小时

健身房和免费无线网络。这家酒店里有一个十分现

代的餐厅，供应地中海以及东南亚美食。

一居室3晚510新加坡元起 
一居室4晚680新加坡元起

这是一家景色优美、十分僻静的度假村，坐落

在美丽的苏梅岛（KohSamui）上。这家度假村

拥有设施一流的别墅和十分宽敞的套房。房间

的设计目的是最大程度地拥有宁静氛围及保证隐

私。度假村地理位置便利，毗邻机场，距离查汶

（Chaweng）热闹的旅游中心仅10分钟路程。

一居室3晚495新加坡元起 
一居室4晚655新加坡元起

Bayview Hotel地理位置理想，位于金
融商业区和著名的乌节（Orchard）路
购物中心之间。从这里步行去艺术博物
馆和国家博物馆所在的文化区域只需要
几分钟。酒店隔壁有一家24小时营业的
美食广场。房间里有室内电影、小冰箱
以及泡茶和冲咖啡的设施。

一居室3晚625新加坡元起 
一居室4晚830新加坡元起

The Ramada Singapore at Zhongshan Park酒店是

诺维纳唯一一家四星级国际酒店。这家酒店里有一个

高档餐厅，供应正宗的中国菜以及国际风味的西方著

名菜肴。客人可以使用大堂酒吧、遗产休息室、游泳

池、健身房和商务中心。这家酒店旁边有一个大型的

零售商品购物中心。  
一居室3晚630新加坡元起 
一居室4晚840新加坡元起

The Palms Resort是一家非常现代的家庭度假村，

距离卡马拉海滩（Kamala Beach）美丽的白色沙

滩只有30米。度假村正好位于购物区和餐饮区的中

心。客人可以使用两个大型游泳池和一个健身中心。

公寓里配备了最新潮的液晶电视和卫星电视。

一居室3晚555新加坡元起 
一居室4晚740新加坡元起

这家五星级水上别墅度假村拥有设施豪华的
海上别墅，这些别墅构成了一棵棕榈树的形
状。度假村从雪邦（Sepang）海岸到马六
甲海峡（Straits of Malacca）的隐蔽水域绵
延了一公里。度假村配备了游泳池、健身中
心、图书馆和各种各样的餐厅以及酒吧。您
可以通过这家度假村预定多种水上运动和远
足旅行。8月至9月接受预定。

一居室3晚390新加坡元起 
一居室4晚525新加坡元起

这里是曼谷（Bangkok）中心的热带绿洲，度假

村用招牌式的泰国热情和度假村风格的设施吸引

了世界各地的休闲游客和商务游客。这家度假村

位于素坤逸（Sukhumvit）的商业和娱乐区，这

个区有许多一流的购物场所、餐厅和夜店。

一居室3晚330新加坡元起 
一居室4晚440新加坡元起

28  2014年4月

让我们数
一数爱您
的40种方     
  式吧！

我们 
爱您有 
  多深？

价格与供应情况在印刷时是正确的。所有的属性视情况而定。

这家高档都市商务酒店位于台北市金融区、文

化区和商业区的中心，距离台北捷运大安站仅

几分钟路程，从酒店步行去往主要的百货商店

非常便利。台湾国际会议中心和台湾世界贸易

中心都在这家酒店附近。

一居室3晚565新加坡元起 
一居室4晚755新加坡元起

庆祝假期的年代

度假无限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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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zamara Club Cruises, Azamara Journey
10晚，阿尔卡扎、达利和高迪的地中海 
旅程从里斯本到巴塞罗那

沿途停靠的港口：里斯本、加的斯、直布罗陀、巴伦西亚、 
马洪梅诺卡、旺德尔港、怕拉莫斯、巴塞罗那。 

2014年9月择期起航，海景（08）双人标准间

原价：每人6170美元起    

现价：每人3015美元起  双人标准间

双人可以节省6310美元

15 16 17

APT, MS AmaDagio/
AmaLegro
14晚，从阿尔勒到巴黎的 
罗纳河和塞纳河巡航浪漫之旅。

2014年10月择期起航，全景阳台双人标准间

原价：每人8450美元起   

现价：双人标准间每人8035美元起

双人可以节省830美元

Princess Cruises,  
Diamond Princess
9晚   日本航游

2014年9月择期起航， 
阳台（BF）双人标准间

原价：每人1980美元起       

现价：每人1530美元起 

         双人标准间

双人可以节省900美元

P&O Cruises,  
Pacific Pearl
16晚邦蒂 
南太平洋冒险航游

2015年10月择期航游

阳台（BA）双人标准间

原价：每人3870美元起      

现价：每人3400美元起 双人标准间

双人可以节省940美元

14
节省

$6310
双人

Norwegian Cruise Line, 
Pride of America
7晚，夏威夷往返 
檀香山航游

从2014年11月至2015年6月择期起航， 
阳台（BF）双人标准间

原价：每人2478美元起        

现价：每人2060美元起 

         双人标准间

双人可以节省836美元

Celebrity Millennium
新加坡到香港， 
途经曼谷林查班（住一夜）  
14晚 
2014年12月7日起航

2014年12月7日起航

沿途停靠的港口：胡志明/西贡、顺化、下龙
湾/河内、香港

现价：阳台客舱每人2000美元起,

         可以交换

Princess Cruises 
Diamond Princess
横滨到新加坡，途经大阪

13晚 
2014年10月15日起航

沿途停靠的港口： 
冲绳岛、基隆、香港、岘港、 
真美港、芽庄、胡志明、富美港、新加坡

 

现价：海景客舱每人2375美元起 

         ……超值优惠

Costa Luminosa
迈阿密往返拿骚、 
巴哈马群岛、大特克凯科斯群岛

10晚 
2015年3月7日起航

沿途停靠的港口：牙买加欧丘里欧、GCM乔
治镇、罗丹开曼群岛、墨西哥的科苏梅尔

现价：每人1165美元起， 

         高级阳台房 , 

         可以交换

Holland America Cruise Line 
VOLENDAM
新加坡到香港，途经苏梅岛

14晚 
2015年2月16日起航 

沿途停靠的港口：林查班、曼谷、西哈努克
市、富美岛、芽庄、岘港、下龙湾、香港

现价：海景客舱每人2218美元起 

         ……超值优惠

Norwegian Star
迈阿密到洛杉矶， 
途经哥伦比亚卡塔赫纳

13晚 
2014年11月17日起航

沿途停靠的港口：哥斯达黎加蓬塔雷纳斯、华
都尔科、阿卡普尔科、卡布、墨西哥圣卢卡斯

现价：迷你阳台套房每人2000美元起，   

         可以交换

Holland America Cruise Line 
VOLENDAM
香港到神户，途经上海

14晚 
2015年4月13日起航  

沿途停靠的港口：新港、北京、 
济州市、釜山、长崎、神户

现价：海景客舱每人2318美元起 

         ……超值优惠

18 19 20

每个客舱
可以节省
750美元

每个客舱
可以节省

1000美元

每个客舱
可以节省
850美元

2321 22

如果想咨询预定，请致电rCI会员服务部

庆祝假期的年代

#客舱类型以预定时为准。游轮需要交纳兑换费用。可能需要额外交纳税费。所标价格为印刷时的价格。

节省
$830

双人

节省
$863

双人

节省
$900

双人

节省
$940

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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尝试
新鲜事物

技术为 
假期梦想 

请在RCI.com网站上查看 
   这些富有创意的工具。 

这些工具可以让您 
更加便捷的计划 

   和预定RCI ®假期！

富有智慧的RCI会员们，
你们大多数都已经注册了RCI.com网站
请留意您的“我的优惠栏目”， 我们将
随时为你呈献特别的优惠，并让你享受
在线专属优惠价格

现在就登陆 
rCI.com网站 

RCI.CoM 

搜索变得
史无前例地简单！

28

30

通过搜索过滤器获得假期灵感

我们建议您从度假类型过滤器开
始搜索，以便缩小您的搜索范
围。您添加的过滤器越多，过滤
掉的结果就越多。 

29
个性化账户提示

RCI提示工具可以帮助您记录存
款、假期机会和会员身份，从而
让您的度假变得更加简单。如果
想要查看提示，请登录RCI.com
网站并查看左边的页面。个性化
的信息，您的专属服务！ 

让技术来为您的假期梦想配对吧！ 

RCI.com全新
体验马上开始
在RCI.com计划并预定您的假期将更加方便、
快捷，很快您就会体验到

27
当您准备好预定下一个假期时，
您将会发现，在RCI.com网站
上进行搜索比以前更加快捷了。
运用过滤器可以快速缩小搜索范
围，您预定下一次假期的速度将
比任何时候都快！

搜索变得史无前例地简单！

26
探索新的“假期推介”栏目吧，
您可以去任何地方旅游——通过
文章、度假村评论、图片、博客
文章、会员故事等了解从曼哈顿
到马萨特兰或米科诺斯岛的任何
地方。您可以了解每一个目的
地的详细信息和精彩内容，例如
最受欢迎的旅游景点、一流的餐
厅、放松的好去处、带孩子旅游
的最佳地点，甚至包括鲜为人知
的海滩和远足小径。这些都能在
这个栏目中找到。 

25
在新账户主页上，您将可以利用
简洁的概要更快找到关键账户信
息。您一登陆RCI.com网站就
可以看到您的RCI®订阅会员号
码、账户余额、已经确认和完成
的假期、目前正在进行的搜索以
及您的个性化提示和推荐，所有
这些信息都在一个地方，非常便
捷。 

24
Search for a Vacation

VaCaTION IdEaS

Search for a Vacation

RCI全新的在线推荐工具可以为
您找到合适的假期选择。这个创
新的工具会回顾您过去的假期和
会员类型，并将这些信息和目前
的选择进行配对，以便找到最相
关的假期选择。 

庆祝假期的年代



您的假期对您而言 
    意味着一切， 

对我们而言

   意味着全世界。
在过去的40年里，我们非常荣幸地帮助数百万RCI订阅会员拥有了难忘的假期回忆——我们迫

不及待地想要在未来创造无数的假期。

持续一生的假期回忆

因为您的假期就是我们的一切®

度假无限  35

 您已经在期待 
          下一次假期了！

使用这些2014年和
2015年的计划日历可
以帮助您计划假期。

*某些加盟度假村拥有自己的日历，可能会与上面提到的日历有所区别。
在预定之前，请与您入住的度假村确认日期。34  2014年4月

31
假期 2014年

新加坡 日期 日

元旦 一月1日 星期三

农历新年 一月31日 星期五

农历新年的第二天 二月1日 星期六

耶稣受难日 四月18日 星期五

劳动节 五月1日 星期四

卫塞节 五月13日 星期二

开斋节 七月28日 星期一

国庆节 八月9日 星期六

回教哈芝节 十月5日 星期天

屠妖节 十月23日 星期四

圣诞节 十二月25日 星期四

中国 日期 日

元旦 一月1日 星期三

农历新年 一月31日 星期五

春节黄金周假日 二月1日 星期六

春节黄金周假日 二月2日 星期天

春节黄金周假日 二月3日 星期一

春节黄金周假日 二月4日 星期二

春节黄金周假日 二月5日 星期三

春节黄金周假日 二月6日 星期四

清明节 四月5日 星期六

清明节假日 四月6日 星期天

清明节假日 四月7日 星期一

劳动节 五月1日 星期四

劳动节假期 五月2日 星期天

劳动节假期 五月3日 星期六

端午节假期 五月31日 星期六

端午节假期 六月1日 星期天

端午节 六月2日 星期一

中秋节假期 九月6日 星期六

中秋节假期 九月7日 星期天

中秋节 九月8日 星期一

国庆节 十月1日 星期三

国庆黄金周假期 十月2日 星期四

国庆黄金周假期 十月3日 星期天

国庆黄金周假期 十月4日 星期六

国庆黄金周假期 十月5日 星期天

国庆黄金周假期 十月6日 星期一

国庆黄金周假期 十月7日 星期二

假期 2014年

越南 日期 日

国际元旦 一月1日 星期三

春节假期 一月28日 星期二

春节假期 一月29日 星期三

越南新年除夕 一月30日 星期四

越南新年 一月31日 星期五

春节假期 二月1日 星期六

春节假期 二月2日 星期天

春节假期 二月3日 星期一

春节假期 二月4日 星期二

春节假期 二月5日 星期三

越南国王纪念日 四月9日 星期三

解放日 四月30日 星期三

国际劳动节 五月1日 星期四

独立日 九月2日 星期二

马来西亚 日期 日

先知穆罕默德诞辰 一月14日 星期二

农历新年 一月31日 星期五

农历新年的第二天 二月1日 星期六

劳动节 五月1日 星期四

卫塞节 五月13日 星期二

yangdi-PertuanAgong 诞辰 六月7日 星期一

开斋节第一天 七月28日 星期一

开斋节第二天 七月29日 星期二

马来西亚国庆日 八月31日 星期天

马来西亚国庆日 九月1日 星期一

马来西亚日 九月16日 星期二

回教哈芝节 十月5日 星期天

回教哈芝节 十月6日 星期一

排灯节/屠妖节 十月23日 星期四

新年 十月25日 星期六

圣诞节 十二月25日 星期四

菲律宾 日期 日

元旦 一月1日 星期三

农历新年 一月31日 星期五

英勇之日 四月9日 星期三

濯足节 四月17日 星期四

耶稣受难日 四月18日 星期五

劳动节 五月1日 星期四

独立日 六月12日 星期四

民族英雄日 八月24日 星期天

民族英雄日假日 八月25日 星期一

国家英雄节 十一月30日 星期天

圣诞节 十二月25日 星期四

黎萨纪念日 十二月30日 星期二

假期 2014年

泰国 日期 日

元旦 一月1日 星期三

万佛节 二月14日 星期五

恰克里王朝开国纪念日 四月6日 星期天

恰克里王朝开国纪念日 四月7日 星期一

泼水节 四月13日 星期天

泼水节 四月14日 星期一

泼水节 四月15日 星期二

泼水节 四月16日 星期三

劳动节 五月1日 星期四

泰国公共假期 五月5日 星期一

卫塞节 五月13日 星期二

三宝节 七月11日 星期五

女王日 八月12日 星期二

母亲节 八月12日 星期二

五世皇纪念日 十月23日 星期四

国王陛下日 十二月5日 星期五

父亲节 十二月5日 星期五

宪法日 十二月10日 星期三

除夕 十二月31日 星期三

印尼 日期 日

元旦 一月1日 星期三

先知穆罕默德诞辰 一月14日 星期二

农历新年 一月31日 星期五

巴厘岛宁静日和印度新年 三月31日 星期一

耶稣受难日 四月18日 星期五

国际劳动节 五月1日 星期四

卫塞节（佛陀纪念日） 五月15日 星期四

印尼穆罕默德升天日 五月27日 星期二

耶稣升天节 五月29日 星期四

开斋节第一天 七月28日 星期一

开斋节第二天 七月29日 星期二

印尼独立日 八月17日 星期天

古尔邦节 十月5日 星期天

伊斯兰新年 十月25日 星期六

圣诞节 十二月25日 星期四

庆祝假期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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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加盟度假村拥有自己的日历，可能会与上面提到的日历有所区别。
在预定之前，请与您入住的度假村确认日期。

房间数量有限。36  2014年4月

您喜欢
特价旅游

好好利用这些周年庆典的优惠活动吧！
精选假期是作为现金假期提供的额外的住宿。
这就是说，您无需使用储存周次就能享受额外的周次假期！

32 33Leisure Cove Penang
两居室190新加坡元起

FVC at Lijiang Nan Yuan  
E Jia Yunnan
酒店房间200新加坡元起

FVC at Jinma International 
Hotel Hangzhou Zhejiang
酒店房间190新加坡元起

马来西亚

中国 中国

Sunrise Holiday 
Mansion Tagaytay
无间隔独居275新加坡元起

菲律宾

34 35

假期 2015年

越南 日期 日

国际元旦 一月1日 星期三

春节假期 二月18日 星期四

春节假期 二月19日 星期五

越南新年除夕 二月20日 星期六

越南新年 二月21日 星期天

春节假期 二月22日 星期一

春节假期 二月23日 星期二

春节假期 二月24日 星期二

春节假期 二月25日 星期四

春节假期 二月26日 星期五

越南国王纪念日 四月28日 星期三

解放日 四月30日 星期三

国际劳动节 五月1日 星期四

独立日 九月2日 星期二

马来西亚 日期 日

元旦 一月1日 星期四

先知穆罕默德诞辰 一月3日 星期六

农历新年 二月19日 星期四

农历新年的第二天 二月20日 星期五

劳动节 五月1日 星期五

卫塞节 六月1日 星期一

yangdi-PertuanAgong 诞辰 六月6日 星期六

开斋节第一天 七月18日 星期六

开斋节第二天 七月19日 星期天

马来西亚国庆日 八月31日 星期一

马来西亚日 九月16日 星期三

回教哈芝节 九月24日 星期四

新年 十月15日 星期四

排灯节/屠妖节 十一月11日 星期三

先知穆罕默德诞辰 十一月25日 星期四

圣诞节 十二月25日 星期五

菲律宾 日期 日

元旦 一月1日 星期四

农历新年 二月19日 星期四

英勇之日 四月2日 星期四

濯足节 四月3日 星期五

耶稣受难日 四月9日 星期四

劳动节 五月1日 星期五

独立日 六月12日 星期五

民族英雄日 八月30日 星期天

民族英雄日假日 八月31日 星期一

国家英雄节 十一月30日 星期一

圣诞节 十二月25日 星期五

黎萨纪念日 十二月30日 星期三

假期 2015年

泰国 日期 日

元旦 一月1日 星期四

万佛节 三月4日 星期三

恰克里王朝开国纪念日 四月6日 星期一

泼水节 四月13日 星期一

泼水节 四月14日 星期二

泼水节 四月15日 星期三

劳动节 五月1日 星期五

泰国公共假期 五月5日 星期二

卫塞节 六月1日 星期一

三宝节 七月30日 星期四

万佛节 七月31日 星期五

女王日 八月12日 星期三

五世皇纪念日 十月23日 星期五

国王的生日 十二月5日 星期六

国王陛下日(替代) 十二月7日 星期一

宪法日 十二月10日 星期四

除夕 十二月31日 星期四

印尼 日期 日

元旦 一月1日 星期四

先知穆罕默德诞辰 一月3日 星期四

农历新年 二月19日 星期六

耶稣受难日 四月3日 星期五

国际劳动节 五月1日 星期五

卫塞节 五月3日 星期天

耶稣升天节 五月14日 星期四

印尼穆罕默德升天日 五月15日 星期五

开斋节 七月18日 星期六

印尼独立日 八月17日 星期一

古尔邦节 九月24日 星期四

圣月穆哈兰姆节 十月15日 星期四

先知穆罕默德诞辰 十二月24日 星期四

圣诞节 十二月25日 星期五

如果您想要了解更多假
期咨询并使用度假计划
工具，今天就请登录
RCI.com网站吧！

庆祝假期的年代

假期 2015年

新加坡 日期 日

元旦 一月1日 星期四

中国农历新年 二月19日 星期四

中国农历新年的第二天 二月20日 星期五

耶稣受难日 四月3日 星期五

劳动节 五月1日 星期五

卫塞节 六月1日 星期一

开斋节 七月18日 星期六

国庆日 八月9日 星期天

国庆日 八月10日 星期一

回教哈芝节 九月24日 星期四

屠妖节 十一月11日 星期三

圣诞节 十二月25日 星期五

中国 日期 日

元旦 一月1日 星期四

农历新年 二月19日 星期四

春节黄金周假日 二月20日 星期五

春节黄金周假日 二月21日 星期六

春节黄金周假日 二月22日 星期天

春节黄金周假日 二月23日 星期一

春节黄金周假日 二月24日 星期四

春节黄金周假日 二月25日 星期三

劳动节 五月1日 星期五

劳动节假期 五月2日 星期六

劳动节假期 五月3日 星期天

清明节 五月22日 星期五

清明节假日 五月23日 星期六

清明节假日 五月24日 星期天

端午节 六月20日 星期六

端午节假期 六月21日 星期天

端午节假期 六月22日 星期一

中秋节 九月27日 星期天

国庆节 十月1日 星期四

国庆黄金周假期 十月2日 星期五

国庆黄金周假期 十月3日 星期六

国庆黄金周假期 十月4日 星期天

国庆黄金周假期 十月5日 星期一

国庆黄金周假期 十月6日 星期四

国庆黄金周假期 十月7日 星期三



您总是 
热情 

欢迎游客

2013年，RCI的全球交换网络

新增加了175家度假村，包括

北美洲、南美洲、欧洲、印度

以及亚洲的度假村。

RCI®
 会员 

可以享受 
更多的服务

中国 HNA RESoRT YUNQI HANGZHoU d522

这家酒店为我们的会员提供了另外一个在中国度假的选择。该酒店地
理位置便利，地处杭州之江国家旅游度假区内，从这里开车去市中心
非常方便。酒店里有一个漂亮的户外游泳池、几个网球场、健身中心
和游戏房。这里还有几家专门供应中国菜以及西餐的餐厅。这家酒店
地理位置亦很优越，毗邻几个当地的标志性景点，比如九溪烟树——
这里有许多瀑布和桥，是您在大自然中散步的绝佳地点。

有几家令人印象深刻的度假村也是根据现有的合作协议加入了RCI，包

括：通过拉斯维加斯Trump International Hotel的Hilton Grand Vacations 

Club加入的新度假村、通过印度Club Mahindra加入的12家度假村、通过

圣马丁Trade Winds Cruise Club、英属维尔京群岛以及瓜德罗普岛加入的

新度假村。

如果您想了解更多度假村，请登录RCI.com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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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CI 会员记忆 

RCI为我们安排的旅行团带我们去
了阿拉斯加（ALASKA）戈德伍德
（GIRDWOOD），这次旅行简直
让人不可思议。在当地的简易机
场，听完了安全简报后，穿得像米
其林轮胎先生一样的我们登上了一
架直升飞机，开始了前往宾治冰
川（PuNCHBOWL GLACIeR）（
得名于它的形状）短暂航程。灯亮
后，我们进入了一个由纯白色的
冰、雪和低云层构成的世界。虽然
景色令人激动，但也特别寒冷。当
我们想到阿拉斯加的时候，脑海里
就会浮现这样的景色。很快60只雪
橇犬开始吼叫，发出了刺耳的声
音。一位狗拉雪橇比赛的选手带着
我们乘坐雪橇离开了。那些狗争先
恐后地要求主人给它们套上挽具，
很明显，它们很爱自己的工作。于
是背景设定好了，很快我们的四周

沃尔特 
迪斯尼乐园，
梦想成真了
我家成为分时度假业主已经有20多年
了，在这段时间里，我为了获得RCI公
司沃尔特迪士尼乐园的分时度假交换假
期，分别参加了四次假期。去年，我
们终于中奖了，不是一次，而是两次！
！！当我接到电话听说可以有两周假
期时，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一周在DISNey’S ANIMAL KINGDOM 
LODGe VILLAS，一周在DISNey’S 
WILDeRNeSS LODGe VILLAS。所
以，2013年，我和我丈夫带着我们的三
个孩子前往佛罗里达享受我们的迪士
尼大假。这两家分时度假村简直不可思
议，迪士尼确实知道该如何迎合客户
的需求。

坐在阳台上观看长颈鹿、斑马、条
纹羚和瞪羚在下面的动物王国旅馆
（ANIMAL KINGDOM LODGe）吃
草的感觉简直太棒了，我的孩子们特别
喜欢这样，尤其是我七岁的孩子。这
家酒店的房间十分宽敞，设施一流，
不过对我们来说，最棒的一点就是
SAMAWATI SPRINGS儿童戏水区了，
我刚刚一岁半的儿子可以在这个专门为
儿童修建的游泳池里安全地玩耍。我们
每天都非常愿意在游泳池边待一整天。
这里有非常有趣的儿童活动，黄昏时分
的烤棉花糖是一天结束后非常可口的食
物。WILDeRNeSS LODGe VILLAS给
我们带来了不一样的体验，不过同样令
人印象深刻，我们非常喜欢湾湖（BAy 
LAKe）旁边晚上的户外电影。迪士尼
乐园是极其不错的度假目的地，我们想
某一天再回到这里，即使只是为了住在
这两家特别好的迪士尼酒店里。

感谢RCI。

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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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是雄伟的山峰和又低又厚的白色云
层。不到一个小时后，开始下雪了，
虽然不大，但足以成为我们此次旅行
的亮点。我们乘坐了今生难忘的45分
钟雪橇。由16只狗拉的雪橇带着我们
飞过了雪地，我的爱人罗伯特手握缰
绳，我拼命地抓紧雪橇，每一秒钟都
特别惊险刺激。我们返回后，交换了
一下，将狗身上的挽具卸了下来，然
后走进了温暖的游客帐篷，这温暖让
人觉得很幸福。不久之后，狗拉雪橇
比赛的选手迈克把最可爱的一只小狗
抱进帐篷来给我们抱，真的很让人
开心。我们登上了小型直升飞机，
回到了戈德伍德，并拥有了终生难
忘的回忆。

 —— 洛丽塔和罗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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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宾

VILLA ANNA PARADISE RESoRT AND FARM d519

Villa Anna Paradise Resort and Farm度假村在东民都洛（Oriental 
Mindoro）占地8公顷，这里有一系列的公寓类型，可以满足夫妻
和家庭游客的需求。每间公寓都将菲律宾文化和现代家具结合在了
一起。客人可以想用种类繁多的设施，例如游泳池、游泳池边的酒
吧、禅宗日式温泉、健身房和餐厅，餐厅供应各种各样的日本菜、
亚洲菜和欧洲菜。这家度假村里的其它活动设施和景点包括：迷你
动物园、骑马、吊桥和室内游戏。

37
阿拉斯加戈德伍德， 
一辈子的美好回忆

扭转手臂，阿拉斯加

庆祝假期的年代



运河划船之旅,  
独一无二的 
假期体验
 
我们在英国索利（Sawley）运河小船上
度过的RCI假期是一个令人耳目一新的
假期。我们度假那一周住在一条窄船
上。船尾有一张大床和壁橱，船上有浴
室套间、一个温馨的厨房和一间起居
室。我们在陆地上全面地学习了如何开
锁和关锁，之后我们学习了操纵和驾驶
小船。然后我们便一起出发开始度过了
水上的一周。我们沿着特伦特默西运河
（Trent Mersey Canal）悠闲地散步，
同时享受着乡村美景的宁静。虽然掉到
了运河里，我们依然开怀大笑，这件事
教会了我在将船从河岸推出来的时候一
定要非常小心。

幸好有暖气可以烘干我的衣服，还有热
水淋浴可以让我暖和起来。沿途其他的
游客向我们快乐地招手，还给我们提供
了一些建议和帮助。我们可以在我们喜
欢的任何地方停船过夜，可以停在酒馆
吃午餐或晚餐，享受我们在运河上家的
温暖与舒适。一周快结束时，看起来像
要下雨，我们就开始驶回码头。码头上
设施齐全，有餐厅、洗衣房和商店。总
之，这是一次非常美妙的假期之旅。

约翰·格林纳 与 埃莉诺·格林纳

神奇的马耳他
 
我们在马耳他（Malta）度过了几天，这里
是一个多么美妙的地方啊。这里的日出和
日落美得不可思议，蓝色泻湖里水晶般清
澈的水漂亮得令人激动。海边的洞穴非常
壮观，电影《基督山伯爵》曾在这里取过
景。亲切友好的说英语的当地人、舒适的
分时度假村以及蓝色泻湖上的游船让我们
在阳光里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假期。有了这
些，您夫复何求呢？

——奈那·斯巴诺

我们非常喜欢RCI，因为RCI让我们 
可以和我们爱的人一起去冒险。

关于RCI会员故事

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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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悠久 
的弗吉尼亚 
 
感谢RCI让我们能够在去年有幸预
定到有史以来最难忘的一次假期。
我和我丈夫一直都想更多地了解美
国，去年7月，我们去一个叫做弗吉
尼亚殖民地威廉姆斯堡（Colonial 
Williamsburgin Virginia）的地方旅
行。这是美国最老、历史最悠久的首
都，18世纪时这里成为了英国的第一
个殖民地。这个地区很有历史韵味，
美国政府非常用心地保留了18世纪建
筑的原貌，在这里工作和生活并住在
这些建筑里的人们都穿着18世纪风格
的服装。这里有真正的铁匠、车轮制
造者、枪炮匠人和四轮马车匠人，他
们还在使用与18世纪一样的技术、工
具和材料进行制造。

人们任命他们为美国各地的历史巡游
和历史博物馆制作同历史物件一样的
作品。一些精彩的游行和重现著名历
史事件的表演真的让人眼界大开。我
们非常幸运，能够在7月4日国庆节之
前预定到房间并住在那里。我强烈地
推荐大家到殖民地威廉姆斯堡和华盛
顿特区旅行，因为非常有趣、具有教
育意义，并且绝对会令人惊奇。对于
历史爱好者而言，一定不要错过这
里。如果您还带着孩子，我还建议去
布希花园（Busch Gardens），这是
一个特别大的主题公园，距离威廉斯
堡不远，可以让孩子玩得特别开心。

这是我们最愉快的一次假期。感谢
RCI。

——塞丽娜

非同寻常的意大利
2013年6月，我和我丈夫到达了位于意大
利的分时度假村。天气比较热，太阳照耀
在群山上，山顶上覆盖着白雪，这里景色
太迷人了。我们感觉自己好像幸福到了
极点。我们住在一套两居室的公寓里，
非常宽敞，可以容纳4个人。房间里有一
个不错的阳台，俯瞰着附近景色优美的
卡瓦雷斯镇（Calvalese）。每天早晨和晚
上，一群奶牛会下山走到我们公寓附近
的小牧场，奶牛身上的铃铛一直响。附
近的小镇非常漂亮，尤其是 博尔扎诺镇
（Bolzano），景色特别迷人，和因斯布
鲁克镇（Innsbruck）非常像。我们还去

了加尔达湖（Lake Garda），这是一次十
分愉快的一日游。度假村里的餐厅特别
棒，价格非常合理。健康俱乐部里的按摩
很不错，我还想再来这里的分时度假村，
因为这个地方实在太迷人了。

——杰里

Val di funes乡村加尔达湖 加尔达湖

乔治·威思的房屋

船停在岸边过夜

康士坦茨湖

这一页可以刊登您的故事！ 
分享您的故事（250词） 

以及您美好的RCI假期照片到：marketingsupport@rci.com

德国的天堂
 
2013年7月，我和我丈夫在Mondi Ferien 
club Oberstaufen度假村度过了美好的一
周。上施陶芬镇（Oberstaufen）位于德
国的康士坦茨湖（Lake Constance），
毗邻奥地利（Austria），是一个景色优
美的小镇。您开车行驶一小段路程就能
到达林道（Lindau）镇，那里的海滩有
许多餐厅和有趣的精品商店。我们的一
居室十分宽敞，可以欣赏到群山的迷人
景色。这里的员工非常乐于助人，都穿
着德国风格的制服，看起来非常精神。
这里有很多一日团可以选择，非常好，
有到苏黎世（Zurich）的一日团，也有
乘坐高山铁路到圣莫里茨（St. Moritiz）
以及乘坐火车到意大利的一日团。我们
参加了去苏黎世的旅行团，非常不错，
我丈夫可以不用开车，好好休息。我们

还可以坐在那里放松一下，并欣赏风景。
我想，当我们参加完苏黎世之旅回去时，
公车司机总结得非常精辟：  
 
“欢迎回到我的小小天堂”。

——谢丽尔

庆祝假期的年代



weekenders 当您到普吉岛旅行时，记得少带行
李，这样行李箱里可以多留一些空间
带回旅行纪念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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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松快捷去度假

新加坡     >>

当您到那里以后，您将会发现广

阔的白色沙滩、一望无际又清澈

干净的大海，摇曳的棕榈树以及

无与伦比的岛屿生活方式，这还

只是其中一部分。此外，还有泰

国人民举世闻名的亲切好客以及

许多娱乐活动可以让您想怎么玩

就怎么玩。这里全年都是热带季

风气候，大多数海滩特别适合游

泳，除了明令禁止游泳之地外。

普吉岛最具标志性的景点是巴东

海滩（Patong Beach），以聚

会的氛围、质朴的海滩以及各种

各样的餐厅、酒吧和夜店闻名于

世。这里还有多种多样的市场和

小摊，但旺季的时候由于人多，

会比较拥挤。

蓬贴海角（Phrompthep 

Cape）位于普吉岛的最南端，

是安达曼海（Andaman Sea）

上观看日落的最佳地点。在这个

非常不错的瞭望点可以欣赏到几

个主要海滩迷人的景色。

有时候可以去游览其它几个著

名的游泳海滩，例如班淘海

滩（Bangtao）、卡塔海滩

（Kata）和卡伦海滩（Karon）

，这些都是潜水圣地，可以看到

五颜六色的海洋鱼类。

卡伦海滩（Karon）不像巴东海

滩（Patong）那么拥挤，但气

氛仍然非常活跃，因为这里的商

店、餐厅和娱乐场所非常多。

苏林海滩（Surin Beach）氛围

更加轻松，因为人更少，所以对

家庭游客、夫妻和度蜜月的人而

普吉岛位于泰国东南部，以与众不同的美景闻名于世 —— 

这里有蓝色的泻湖和身穿橙色长袍的僧侣，您可以环岛游、 

划独木舟，品尝美味的海鲜。

您可能已经从去普吉岛旅游过的无数朋友和家庭成员那里听
说了这座岛屿天堂的神奇。为什么不跟随他们的脚步，开始
一段您知道一定会非常美妙的假期呢？

weekenders 普吉岛—泰国

言非常理想，可以享受宁静的时光。虽
然您可能整个假期都待在海滩上，但还
是要记得离开一段时间，去做个放松的
水疗或按摩，做好去当地市场逛逛的准
备，看看您能找到什么样的小玩意儿。
您可以在普吉岛周围任何一个避风海湾
潜水，尤其是在巴东海滩、卡伦海滩
以及卡塔海滩比较容易到达的礁石处。
岛上所有地方的商店每天都可以租用
潜水装备。

普吉岛还有一些特别棒的跳水地点，大
多数这样的地点都在岛屿附近，这里还
有许多跳水商店，可以满足您的需求。
水肺浮潜是一种将浮潜和水肺潜水结合
起来的潜水方式，也是在普吉岛尝试跳
水最安全、最容易的一种方式，不需要
执照，是非常好的学习跳水的方法。水
肺浮潜和水肺潜水一样，只是更加简
单，也不需要穿戴沉重的装置。
乘坐摩托出租车是最便宜的交通方式。
乘坐摩托车之前记得一定要戴安全帽。
还可以乘坐嘟嘟车（三轮敞篷出租车）
、公交车和租用汽车。

weekenders 
泰国—普吉岛

餐饮_____

3rd Street Café Restaurant   
电话：+66 76 284 510

这家独具风格的咖啡馆地理位置便利，位于卡塔

海滩（Kata Beach）的卡塔夜市（Kata Night 

Bazaar）。东西方结合的现代菜单里有可以让您胃

口大开的菜式。这家餐厅里有动听的音乐、亲切友

好的员工和正宗的泰国美食。

100/3-4 KataRoad, KaronMuang

www.3rdstreetcafe.com

Silk Restaurant & Bar  电话：+66 76 338 777

这家餐厅位于卡马拉（Kamala）的Andara 

Resort & Villas度假村内。餐厅提供丰盛的泰

国美食，装修十分现代，可以欣赏安达曼海

（Andaman Sea）无边的景色。一定要尝尝装在

空椰子里的热带鸡尾酒哦。

15 Moo 6, KamalaBeach, Kathu

www.silkphuket.com

Sea Hag  电话：+66 76 341 111

这家高级餐厅距离巴东海滩（Patong Beach）

只有大约50米，这里专门供应海鲜以及专业的正

宗泰国菜。Sea Hag餐厅粉刷成了温暖的色调，

装饰了泰式雕塑，有一种温暖亲切的氛围。开放时

间：一周七天每天中午12点至下午4点以及晚上6

点至12点。

78/5 PermpongSoi III, SoiWattana Clinic 

Road, Patong Beach

www.kenyaphuket.com

放松_____ 

泰国普吉岛烹饪学校   电话：+66 76 252 354

这所学校位于西瑞海滩（Siray Beach），提供一

天完整的泰式烹饪课程。培训当天从介绍泰国食材

开始，之后逛市场，然后烹饪多种多样泰国最著名

的菜肴。所有的课程都需要自己动手。课程时间：

早上8点到下午3点。

39/4 Thepatan Road, Rasada, MuangPhuket

www.phuketthaicookery.com

 

Sukko文化温泉疗养   电话：+66 76 263 222

在Sukko Spa Resort，您可以体验泰国文化，使身

心重新恢复活力。这里有风格独特、带水疗浴缸的空

调房。您每天都可以上瑜伽课、水中健身课、泰式烹

饪课、传统按摩课和泰国拳击课。

5/10 Moo 3 Chaofa Road, Muang, Phuket

www.sukkospa.com

探索_____ 

游河 电话：+66 76280420

跳上“皮塔”号（“Pitta”）河流巡洋舰吧，去探

索攀牙湾（PhangNga Bay）的生态系统。您还有

机会看到石灰岩巨石、稀有种类的鸟、热带植物和动

物。您还能看到食蟹猕猴和大蜥蜴。

1/16 Moo 9, SoiAoChalong, Chalong Bay

www.riverrovers.com

辛巴海上旅行社 电话：+66 81 787 7702

辛巴海上旅行社提供去皮皮岛（Phi Phi Islands）、

攀牙湾（PhangNga Bay）和喀比（Krabi）的团队

游和私人包船游。船上最多只能乘坐15位客人。游客

们可以在安达曼海（Andaman Sea）美丽的海水

边享受放松的美好一天。可以到酒店接送。

普吉岛皇家码头

www.simbaseatrip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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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堂环绕四周 幻多奇乐园节

<<         普吉岛—泰国

普吉岛适合各种品味的游客，具有神奇
魅力的巴东海滩上宁静的热带内陆地区

住宿 
 
普吉岛的RCI加盟度假村有：

Patong Bay Garden C389

4晚LHC PHUKET RESORT—从2015年开始可以预定

3晚LHC PHUKET RESORT—从2015年开始可以预定

房间数量有限

 

Hotel Royal Crown 2861 

位于巴东山（Patong Hill）上，您可以欣赏安达曼

海（Andaman Sea）的优美景色或壮丽的日落风

景。可以交换或租赁

酒店房间7晚600新加坡元起

从5月开始可以预定

 

Patong Tower Condominium 4341

地理位置优越，位于金色巴东海滩（Patong 

Beach）的中心位置，银行、餐厅、娱乐场所和购

物中心都在酒店附近。

房间数量有限——从2015年开始可以预定

 

Royal Lighthouse Villa 4923

坐落在普吉岛的东海岸，这家度假村十分僻静，地

处泰国的一个风景优美的码头上。海滨木栈道上有

各种各样的咖啡馆、餐厅、划船中心、租车中心、

旅行团等等。

房间数量有限——从2015年开始可以预定

  

The Palms Resort 

这家现代公寓距离绝美卡马拉海滩

（Kamala Beach）上长长的

未受破坏的白沙滩只有30米，

位于所有商店和餐厅的中间。

3晚555新加坡元起

4晚740新加坡元起

从5月起可以预定

如果想了解更多度假村，请登录RCI.com网站

普吉岛— 
泰国的终极天堂

考朗寺

Patong Bay Gard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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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ekenders 
新加坡

餐饮_____

新加坡国家博物馆的 Flutes Restaurant & Bar  
这家餐厅原来位于康福宁公园（fort Canning 

Park），2013年搬迁到了新加坡国家博物馆。这家雅

致的殖民地餐厅供应现代欧式菜肴，这里菜肴可口，

服务一流，红酒很棒。

斯坦福陆93号

www.flutes.com.sg

Keyaki Restaurant, Pan Pacific Singapore 

Keyaki餐厅供应正宗的日本料理，这里以从日本进口

新鲜、季节性的食材而闻名。招牌菜有生鱼片、铁板

烧和寿喜烧。餐厅位于酒店的4楼，餐厅周围有一个

日式花园和锦鲤池，花园里有漂亮的雕塑。午餐营业

时间是每天上午11点半至下午2点半，晚餐营业时间

是每天晚上6点半至10点半。

来福士大道7号

www.panpacific.com

放松_____ 
新加坡植物园
电话：+65 6471 7361

在新加坡的必游景点中排名第一。这里广阔的花园可

以让人远离城市的喧嚣和拥挤，并得到很好的休息。

您将在这里发现国家胡姬花园（National Orchid 

Garden），花园里有60,000多种植物和兰花，是

世界上最大的兰花园。这里还有雅格巴拉斯花园

（Jacob Ballas Garden），孩子们可以在这里玩

耍、发现并了解纷繁复杂的植物。每天早上5点至晚

上12点开放。

克鲁尼路1号

www.sbg.org.sg

 
裕廊飞禽公园 
电话：+65 6265 0022

裕廊飞禽公园里有400种鸟类、5000只鸟，这里是世

界上拥有鸟儿种类最多的公园。必游景点有：鸟类发

现中心（Bird discovery Centre）、非洲瀑布鸟舍

（African Waterfall Aviary）、洛里百鸟阁楼（Lory 

Loft Aviary）以及曾经获过奖的非洲湿地（African 

Wetland）。每天早上8点半到晚上6点开放。

裕廊，裕廊山2号

www.birdpark.com.sg

探索___ __ 

亚洲文明博物馆
电话：+65 6332 2982

亚洲文明博物馆旨在促进对构成新加坡多民族社会丰

富文化的了解。博物馆主要展示了来自中国、东南

亚、南亚以及西亚不同民族的物质文化。丰富多彩、

充满互动的展览既适合7岁的小孩，也适合老年人。上

午10点至下午7点开放。

皇后广场1号

www.acm.org.sg

双溪布洛湿地 
电话：+65 6794 1401

假如您有大半天空闲时间，一定要去这片面积达87

公顷的湿地。您将能够见到世界上某些最稀有的土生

土长的红树和湿地野生动物。这里有可以从30分钟

到2小时可以走完的红树林浮桥。早上7点半至晚上7

点开放。

Neo Tiew Crescent301

www.sbwr.org.sgý

Waitangi National Reser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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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非常有活力的地方，来自不同文化的人们住在一起。 

新加坡共和国这个比较小的城邦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 

是一个非常富有魅力的度假目的地。

从最前沿的现代生活方式到多种文化的魅力，在新加坡这
座繁华热闹的城市里您可以发现太多的东西。面对着茵茵
绿色，游客可以沉浸在历史与西方世界相融合的文化里，
这里融合了历史、现在和将来。

新加坡…… 
与其它任何城市都与众不同

新加坡是东南亚的一个独立国
家，位于马来半岛（Malay 
Peninsula）的顶端，一条
窄窄的柔佛海峡（Strait of 
Johor）将新加坡与大陆分
割开来。新加坡拥有420万人
口，是亚洲生活水平最高的国
家之一。这里的居民大多是中
国人和马来西亚人，英语、中
文、马来语和泰米尔语是这里
的常见语言。

虽然新加坡是热带气候，不要
因此而被吓到了，因为您走到
哪里都能找到空调。从壮丽的
景色、美味的食物到街道市场
和食品小摊，新加坡的景点丰
富多样，数量多得数也数不
清。这里拥有世界一流的公共
交通系统，游客可以拥有亚洲
最棒的购物、餐饮和文化体
验。

这里有24小时营业的购物中
心和深夜营业的餐厅，您还可
以和您的家人一起愉快的游
玩，在新加坡的景点游玩非常
便利，每个地方之间只有几分
钟路程。您将能找到像天福宫
（Thian Hock Keng）这样
的历史景点、大型购物中心以
及许多海滩。除了新加坡元以
外，大多数主要的购物中心和
大型百货商店还接受美元、澳
大利亚元、日元和英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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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充满活力的位置，昼夜

住宿 
 
新加坡的RCI加盟度假村有：

Ramada Singapore at Zhongshan Park
酒店房间3晚630新加坡元起

酒店房间4晚840新加坡元起

Ramada Singapore at Zhongshan Park距离诺

维纳（Novena）地铁站仅5分钟车程，距离乌节

路（Orchard Road）、滨海湾（Marina Bay）

和中央商业区15分钟车程。这家酒店的餐厅供应

正宗的中国菜以及国际菜肴和西餐。其它设施有游

泳池、健身房和商务中心。这家酒店旁边还有一

个两层楼的零售购物中心，里面有餐馆、商店和一

家超市。

如果想了解更多度假村，请登录RCI.com网站

新加坡不仅是一个繁忙热闹的大都
市，还是世界上同样规模的城市中最
干净、最安全的城市之一。只是务必
要留心当地的法律。游客应该一直遵
守规矩，因为看起来比较不重要的一
些不讲礼貌的行为可能会遭到很严重
的罚款，例如吐痰、擅自穿越马路或
在地铁上吃东西。

虽然新加坡有现代的摩天大楼和熙熙
攘攘的商业区，外表看起来比较西
化，但骨子里这是一座非常美丽且
历史悠久的城市。新加坡拥有文化多
样的人口，这里有小印度、唐人街和
阿拉伯区。城市中心是殖民区，提醒
人们在不远的过去，新加坡曾是英国
的殖民地。这里到处都能发现混合的
文化，甚至在非官方语言“新加坡英
语”中，这种语言结合了英语、中文
语法、马来语的表达方式以及福建话
的俚语。

唐人街的天福宫将会让您深深着迷，
这是一座没有使用钉子建立起来的
寺庙。

传统的中国商业在这里继续繁荣发
展，这里有中药店、茶叶商人以及售
卖古董的商贩，同时，历史区还欢迎

水疗精品店以及奇特的新家装修店。
新加坡还拥有许多自然保护区，您
可以到茂密的热带植物中间去游
玩。您在岛上游玩时，可以先去皇
帽摩天塔（Carlsberg Sky Tower）
，在那里可以俯瞰新加坡、圣淘沙
（Sentosa）和南部岛屿的全景。

您可以近距离观察和接触麦里芝水
库（MacRitchie Reservoir）的动
物。汇丰树顶吊桥（HSBC Tree Top 
Walk）是一座没有支撑物的吊桥，这
座桥将麦里芝最高的两个地点连接在
一起。这是一个非常棒的有利位置，
可以欣赏森林冠层中多种多样的植物
和动物。

在新加坡一定要找时间去参观亚洲
文明博物馆（Asian Civilizations 
Museum）。从来福士广场（Raffles 
Place）出来以后，走过新加坡最古
老的一座桥——已有142年历史的卡
瓦纳桥（Cavanagh Bridge），就
到了博物馆。这是东南亚第一个广泛
而综合地展示泛亚洲文化和文明的博
物馆。您可以通过博物馆的互动展示
追寻新加坡多样人口组成的文化根
源。虚拟主人会在每一个主题展览会
欢迎您，这里定期会轮流举办一些特

别的展览会。展览会上的亮点有一座
9世纪的佛和一个中国的鼻烟壶。博
物馆外面是来福士登陆点（Raffles’ 
Landing Site），就是新加坡的开国
者斯坦福·来福士爵士1819年第一次
登陆的地点。 

滨海湾花园



您的假期对您而言意味着一切， 
对我们而言则意味着全世界。

让我们一起把2014年 
      变成难忘的一年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