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
美丽的

26
圣马丁岛慢时光

长滩岛

度假无限

2015 年 4 月

游玩 | 美食 | 购物 | 休闲 | 探索

首尔滋润身心之旅
韩国的新兴亚洲旅游热点

日常饮食健康化

墨尔本购物疗法

拉斯维加斯万岁

续会籍享受
更多优惠

April 四月

2015
目录
专题

让我们来关照您

14 首尔
亚洲最新人气景点
作者: Gary Macnamara

21
RCI 的自动续会籍计划快捷便利、绿色环保。
自动续会籍的优势：
• 每年为您节省 90 元人民币的会籍费用
• 减少电话与通知
• 不浪费支票与邮费
• 保障会员权益持续有效
• 安心又省心

今天就访问 RCI.com/Renewal 注册吧!
或致电 RCI 热线 400 8111 688 或贵国 RCI 服务热线。
* 优惠活动时间：2015 年 4 月 1 日至 6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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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飞
欢迎阅读本期杂志

出发！

中国国航宣布开通北
京墨尔本直飞航线

在繁忙紧张的生活节奏下, 精心规划下个
假期旅程的时间相当有限。但是只要您
拥有 RCI 会籍, 无论是轻松短假还是豪
华长假, 全球一流度假目的地任您自由
玩转。
本期《度假无限®》将介绍几个适合与爱
侣一同分享的浪漫度假景点。要在今年
玩遍 RCI 推出的所有美好景点, 充沛精
力必不可少。在日常生活中补充摄入超
级食品则是养精蓄锐的致胜法宝——不
妨翻到第 12 页, 了解 2015 年热门健康
食品, 看看貌不惊人的花椰菜能否替代甘
蓝菜成为最新健康食品？
本期专题话题是韩国首都首尔——中国
游客度假的上上之选。我们知道您已经
迫不及待地想要为下次养身之旅预定机
票了。本期第 26 页将带您感受加勒比
海圣马丁岛的迷人徒步远足之旅, 活力之
城曼谷的风采特写见第 38 页。
如果您意犹未尽, 那么不妨再放松一点，
感受巴厘岛悠闲的海滩风情, 品味氛围典
雅的咖啡馆, 静观令人沉醉的海上日落。
请阅读第 36 页, 了解 RCI 最新游轮假
期信息和新增加盟度假村信息。要想掌
握充分利用 RCI 会籍的小窍门, 获得更
多优惠, 请阅读第 32 页。

北京

新加坡

感谢您选择与 RCI 共同环游世界, 感谢
您对 RCI 的支持与厚爱。祝您假期愉快,
旅途安全。

新加坡樟宜机场被评为
世界最佳机场

Jonathan Mills
亚太区执行董事
中国国有航空企业-中国国际航空公司, 近期宣布于 2015 年 6
月 1 日开通北京墨尔本直飞航线。该航班每周将运行四次, 分别
于周一、周三、周五与周日晚上起飞。2015 年 10 月 25 日
后, 该航班将增加频率, 调整为每日航班。
《 度假无限®》由新加坡 RCI 亚太私人有限公司在新加坡出版发行。
本杂志任何出版内容均受版权保护, 未经发行商书面批准, 不得以任何
方式进行复制。出版商有权在不作解释的情况下拒绝刊登任何广告。
《 度假无限®》杂志刊载的任何广告仅代表广告商见解, 发行商 RCI
对此未必认可。RCI 标志与其他设计均为Resort Condominiums
International, LLC的 商标, 在世界各国均有注册，未经 RCI 批准，

墨尔本

新加坡樟宜机场在西班牙巴塞
罗那举办的国际候机楼设备
展“2015 年全球机场大奖”
中被航空旅客评为世界最佳
机场, 连续三年蝉联该项
大奖。
新加坡樟宜机场连通了全球
200 多个地区的乘客, 每周
运营 80 个国际航班, 起飞落
地共计 5000 次。

近期, 国航每周运营五班墨尔本至上海的直飞航班, 而后又将
线路北扩至北京。自 6 月 1 日起, 墨尔本至上海直飞航班将
配备 199 个经济舱位的32”座椅排距宽敞舒适的机型。

不得擅自使用。

2 四月 2 0 1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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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dy,
预备，

set,
出发！

旅行必备小物件

五大必须装入行
囊的贴心小物件

新加坡

新加坡第一

2

新家坡被《孤独星球》评选为 2015
年全球最佳旅游国。
作为世界上文化最多样的城市之一, 新加坡总是在过节。 但是新
加坡确实特别有理由穿上节日盛装, 因为 2015 年是新加坡建国
50 周年。为欢庆此周年纪念, 新加坡在 2015 年开辟了众多全新
景点, 包括国家艺术馆和新加坡体育城, 第 28 届东南亚运动会将

4

在此召开。随着目前众多地铁工程的扩展建设, 此地交通将越发
便利通达。

旅行

EasyJet 准备就绪，等待
Apple Watch 上市
EasyJet 为 Apple Watch 专门量身打造的应用程
序已经准备就绪, 将在 4 月 24 日 Apple Watch
上架时同步面市下载。 此应用程序的一大优点在于
可切换五种语言, 也可作为登机牌使用，使用户更加
轻松快捷地出入机场。 Apple Watch 具备的另一
项关键功能是 “Glances”——通知乘客旅途中的
重要信息, 包括登机报告详情、起飞前信息、目的地
天气状况、即时本国货币汇率与实时航班状态。此
应用是 EasyJet 继航班追踪工具获得成功后推出的
延续产品。

3

1
5

日本

日本东京迪士尼乐园六月推
出“幸会史迪仔”项目
日本东京迪士尼乐园“幸会史
迪仔”项目将于六月开放。此
基于迪士尼动画片“星际宝
贝”开发的互动娱乐项目将替
代 EO 船长影片项目。这一
项目将呈现迪士尼第一个说
日语的史迪仔。

1. TREASURE TAG 诺基亚追踪挂件: 在个人物品上挂上此挂件后, 只要离开一定范围, 挂件就会发出警报。您还可使用 Treasure Tag 应用, 通过视频/音频
向导, 或地图定位数据定位遗失物品。售价: 190 人民币 2. Backbeat Pro: 缤特力无线降噪耳机+Mic: 功能音乐耳机让您尽享每刻私人时光，
沉浸在丰富逼真的美妙声音世界。售价: 1430 人民币 3. 3D 柔软波浪状衬垫睡眠面罩: 内设波浪状软垫的睡眠面罩, 舒适遮光, 不妨碍眨眼。
采用柔软海绵与涤纶面料制成, 轻柔遮护您的双眼, 透气清爽舒适遮光, 随时随地带您进入天鹅绒般的甜美梦乡。居家旅行必备良品。售价: 71 人民币
4. JBL CHARGE 2 蓝牙音箱: 音质效果出色、富有穿透力, 圆筒状外形时尚悦目, 续航能力卓越, 实用又贴心。售价: 812 人民币 5. Apple Watch:
Apple Watch 终于要在今年发布了。你还可以把朋友们不入流的 Android Wear 载入本款产品。这下终于知道苹果 CEO 蒂姆·库克的袖口里藏着什么了。
传说会在 2015 年上市。首发价: 2147 人民币

4 四月 2 0 1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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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食
啤酒

山东

烟台
威海
海阳
北京

中国

青岛

青岛

海阳市位于华东地区山东半岛内, 它是坐
落在热门旅游城市青岛、烟台和威海三
市中间的一座海滨城市。

青岛距离海阳只有两小时车程。自1991
年起, 中国啤酒之都”——青岛每年夏天
都会举办青岛国际啤酒节, 有时这也被称
为亚洲的“慕尼黑啤酒节”。

海阳市是自然奇观和文化遗产的完美融
合地, 因新发现的原始美而闻名。凭借
142英里海岸线, 它成为沙滩运动的热门
目的地。

上海

香港

海阳

挚爱啤酒

海南

在这里, 您可以享受到一些全国最好的沙
滩运动和休闲设施，其中包括游艇俱乐
部、帆船赛事、沙雕公园、沙滩排球和篮
球俱乐部。
如果您喜欢打高尔夫球, 那么您可以前往
海阳旭宝高尔夫球场, 这是一座与自然景
观融为一体的滨海球场。在远离海滩的地
方, 您可以在风景如画的高山、流水、瀑
布、茂林间尽情探索。
在海阳, 您还可以花时间去享用一种名
为“海阳小黄瓜”
（也被称为“水果黄瓜”)
的特色蔬菜。这种黄瓜只有普通黄瓜一半
大小, 看上去令人垂涎欲滴, 质地轻脆, 尝
起来甜如水果。

山东省内的两座城市已迅速成长为中国
乃至东北亚地区的顶级避暑胜地
和热门度假地。

这原本是为了庆祝青岛啤酒成立100周年
的庆祝活动, 但是它迅速成为亚洲最大的
啤酒节, 吸引了数百万人。该啤酒节从八
月第二周开始, 以一场盛大的音乐会和仪
式开场, 共持续两周时间。
在此啤酒节期间, 各项啤酒品尝、晚间
娱乐、喝酒比赛和狂欢活动将让您流连
忘返。该啤酒节吸引来了全球顶级啤酒
商, 其中包括荷兰喜力啤酒、新加坡虎牌
啤酒、日本麒麟/朝日啤酒、美国百威啤
酒、德国贝克啤酒、墨西哥科罗娜啤酒、
以及中国著名啤酒品牌——青岛啤酒。
除了啤酒之外, 还提供有各种美食来俘获
您的味蕾, 还有各种音乐、激光和舞蹈秀
供您观赏。您将看到无数啤酒帐篷挤满
了畅饮啤酒的人, 美女们伴着“干杯”声
在台上跳舞。若您正计划全家出行, 最好
是一早抵达, 或在天黑前离开。
别忘了, 美丽的石老人海水浴场步行只需
30分钟, 记得要去观赏日落哦！

作者: Gary Macnamara

住宿
海阳及青岛RCI加盟度假村：

SRC@海阳最佳西方望海温泉大酒店 (D673)

青岛弄海园 (4980/SE06/SD06)

该酒店将海阳的黄金海滩尽收眼底, 为放松身心提供了一个安静的场所。
该酒店提供有来自世界各地的精致美食, 其中包括中国菜、粤菜、
东南亚菜和韩国菜。尽情享用国际海鲜自助餐、韩国烧烤或日本刺身吧,
随你所选。

3或4晚 分周假期
位于大海与重峦之间, 靠近石老人海水浴场, 是著名的避暑与疗养胜地。
海滩附近有好几家小餐厅, 以及车程约10分钟的购物中心。

欲浏览其他度假村清单, 请登录 RCI.com 或致电 400 8111 688。

6 四月 2 0 1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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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值

拉斯维加斯

拉斯维加斯超值
万岁！

Don Mammoser / Shutterstock.com

Songquan Deng / Shutterstock.com

Andrew Zarivny / Shutterstock.com

Kobby Dagan / Shutterstock.com

“罪恶之城”的超值之旅

感官超载:（左起）晚上 4.2 英里的娱乐、餐饮和购物的大道……系好安全带。世上有些东西是免费的,
百乐宫酒店提供搭配音乐的光和水表演, 或者只是逛逛大道, 因为会有许多酒店免费提供一些娱乐来吸引
你。 如果有比“吃到饱”自助餐更诱人的, 那便是“吃到饱”点心自助, 只要确保你的皮带多留几个孔。
或者考虑买个新的？如果你喜欢购物, 拉斯维加斯一应俱全, 可以在一家前沿的特价商品购物中心购物或
者古罗马更适合你的品味……如果这些还未涵盖所有主题。

拉斯维加斯让人联想到霓虹灯、精彩的表演, 理所当然还有从一
排排赌博老虎机中溢出的无数硬币。但它们不一定只出不进。
赌场中不断传出“ka-ching”声之后, 你会发现自己在世界娱
乐之都中了假日头奖。
购买便宜货和交易
大多数人度假少不了纪念品和购物, 拉斯维加斯省去了一些你对
钱包的担忧。从设计师品牌和名牌鞋到给孩子的礼物和酷炫玩
物, 这座城市的工厂直销店是购买便宜货的好去处。来到市区,
逛一逛拉斯维加斯奥特莱斯北区购物中心和拉斯维加斯奥特莱
斯南区购物中心（两者相距大约 15 分钟车程, 总共拥有大约
290 家商店）。逗留拉斯维加斯期间要挑选完美的纪念品, 千万
不要错过波南扎礼品店 (Bonanza Gifts)。这里自称是“世界

8 四月 2 0 1 5

最大的礼品店”, 从 1 美元的趣味礼物到通常的 T 恤和烈酒杯
再到美国原住民饰品和猫王纪念品, 应有尽有。
经济实惠餐
说到节俭费用, 没有比维加斯自助餐更省钱的了。大部分的赌场
拥有“吃到饱”的餐厅, 提供早餐、早午餐、午餐或晚餐。说到
物有所值, 可以到黄金海岸酒店和赌场的 Ports O’Call Buffet
海吃一顿。在那里你会发现早餐和午餐只要大约 50人民币而晚
餐只要大约 77人民币。而说到可以在一天任何时间吃到更便宜
的食物, 可以到城中三家三明治伯爵其中一家, 尝尝热三明治、卷
饼、沙拉等等。

表演、风景和赌博
拉斯维加斯有着众多令人眼花缭乱的表
演, 只要来到“罪恶之城”就不能不去看
一场表演。如果你购买的是同个场所超
过一场表演的票, 许多赌场会提供晚餐加
表演套餐或折扣。另外, 大量打折票店如
Tix4Tonight 会提供当天的半价票。说到
不花钱的玩乐, 可以沿著名的拉斯维加斯
大道漫步, 沿途有很多免费表演。在迷人
的百乐宫喷泉 (Fountains of Bellagio)
旁漫步, 欣赏其精心设计的水、音乐和灯
光组合。在恰如其名的马戏团赌场观看免

费的每日马戏团表演, 领略马戏团的怀旧
感染力。或者只是去赌场, 看看他们精心
设计的主题和服装。困惑于黑杰克吗? 好
奇于掷骰子赌博吗? 许多赌场提供免费赌
博教程。已经幻想自己成为一个老练的赌
徒? 如果你做好自己的预算, 赌博也可以
既负担得起又充满乐趣! 毕竟, 虽然著名
广告语描述到“在维加斯发生的一切将会
留在维加斯”
，但你身上的钱未必如此!

RCI 在拉斯维加斯可供租住和
交换的加盟度假村, 包括：
Grandview at Las Vegas (6923)
七晚 2074人民币起
远离大道的喧嚣, 但足以欣赏到所有的景点。

Hilton Grand Vacations Club
on Paradise (5426)
七晚 6367人民币起
静静地坐落在远离大道的完美位置，
但乘坐单轨车能轻松抵达大道。

The Cliffs at Peace Canyon (6389)
七晚 2525人民币起
距举世闻名的大道 20 分钟车程。

关于更多的度假胜地清单, 请访问
RCI.com 或拨打 400 8111 6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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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式

购物

维多利亚州墨尔本市

墨尔本调子

图片标题: (从左侧起, 顺时针排列）
墨尔本市南岸区风光, 迷人的美食购物区。
墨尔本市中心设有中央商务区和三百多家商铺,
建筑风格别具一格, 是观光购物的理想去处。
维多利亚女皇市场和柯林斯街都是墨尔本著名
景点, 在任何正规购物行程上都是必备项目。
福林德街火车站前纵横交错的电车路线充分证
明了在墨尔本购物有多便利。无论是火车、巴
士、计程车、便民自行车还是步行,
全部由您做主。

酒店入住
RCI 在墨尔本市的加
盟度假村：

作者：LEANNE MACNAMARA

活力四射的墨尔本市是老少皆宜的购物天堂。从国际大牌到澳洲本土设计师, 从鞋帽衣裤到珠宝首饰,
从维多利亚市场到二手货商铺, 这里应有尽有, 总能淘到适合您收入水平的商品。

Travelodge Southbank Hotel (R783)
毗邻众多优质餐厅、咖啡馆、购物区、
知名艺术馆与皇冠赌场, 步行即可轻松到达。
7 晚酒店住宿费用: 4692人民币起

无论您有何购物偏好,
在澳洲首屈一指的购物旅游
地——维多利亚州墨
尔本市筹划下一次购物狂
欢时, 带上急救包总
是没错。
合脚好走的鞋
信用卡和适量现金
一瓶水
备用行李箱

维多利亚女皇市场, 被亲切地叫做“维多
利亚市场 ”或“女皇市场”, 几个世纪以
来始终是墨尔本市的灵魂所在。这是一座
历史悠久的地标性建筑, 也是一个横跨两
个街区, 充满活力、熙熙攘攘的市中心市
场。无论是澳洲果蔬、本地风味, 外国美
食, 还是化妆用品、服装衣饰、旅游纪念
品, 这里应有尽有。这里每周开放五天：
从周二上午六点到下午两点, 周四上午六
点到下午两点, 周五上午六点到晚上五点,
周六上午六点到下午三点, 周日上午九点
到下午四点。周三的夜市也是不错的选
择, 请访问网站查看具体开放时间。
www.qvm.com.au

充沛精力
购物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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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多利亚女皇市场位于墨尔本市中心的朗
斯代尔街, 拥有超过 300 家商铺。您可
在此闲逛书店、挑选澳洲蛋白石、光顾您

喜爱的理发店, 享用午餐放松身心, 或者
疯狂血拼到快把行囊撑爆。
您的信用卡很可能要在柯林斯街大出
血一次。这里有各种大牌潮流商店，
如 Giorgio Armani、Salvatore
Ferragamo、Louis Vuitton、Versace
和 Wolford。就算收入和比尔·盖茨没
法比, 在店里看看也是值得的。说不定就
能发现一见倾心的好东西呢。
达克兰区位于中心商务区西端, 是墨尔本
的最新的购物天堂。这个购物中心恰好
位于摩天轮脚下, 密密麻麻的小巷中挤满
了前店后厂式的商铺, 可以淘到不少便宜
的好货。

柏克商业街充满了各种大牌商店, 如
Myer 和 David Jones。如果要搜寻高
档服装和首饰, 不妨花上一天在这里的专
卖店逛逛。
雅普街既充斥着二手货商铺, 也有不少澳
洲本土设计师的独家小众商店。路边有不
少小吃店供您在购物间隙小坐休息。建议
您从一侧街道从头逛到尾, 再从另一侧从
尾逛到头, 以免漏掉捡漏的机会。
斯旺斯顿街 虽然未列入一般旅游手册，
但是这里的地下室商店里能淘到不少宝
贝, 也是淘到不少便宜纪念品的好地方。

息片刻。
www.melbournerivercruises.com.au
奥特莱斯购物之旅带来全天欢乐购物疗法
体验, 带您深入背街深巷的批发商铺、零
售小店和奥特莱斯购物街淘宝。您可在墨
尔本放松购物, 无需担心战利品搬运、列
车赶点、计程车费或停车之类的问题。起
步价每人 424人民币。行程安排：
周一至周六: 上午九点——下午五点
www.outletshoppingtours.com.au

Adina Apartment Hotel St Kilda (RC92)
位于圣基尔达中心地区, 紧邻距离墨尔本著名景
区。小吃店、咖啡馆、设计师品牌店近在咫尺。
7 晚酒店住宿费用: 单卧客房 5866人民币起

关于更多的度假胜地清单, 请访问
RCI.com 或拨打 400 8111 688

索思盖特位于雅拉河南岸。此处因餐厅、
咖啡厅和精品屋众多而闻名。您还可从街
边市场中抽身, 乘坐观光游船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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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食

一流美食

螺旋藻
螺旋藻是一种人工养殖微藻, 早在数千年
前就已成为墨西哥和非洲人民的美食。这
是地球上已知物质中蛋白质含量最高的食
品之一, 含 70% 完全蛋白, 远超蛋白质含
量 25% 的熟制牛排。

辣木粉
辣木粉是一种非洲与亚洲原生树木叶片磨
成的粉。研究报告称辣木粉的维生素 A
含量是胡萝卜的两倍、铁元素含量是菠
菜的两倍、钾元素含量超过香蕉、维生
素 C 含量超过橙子、蛋白质含量超过酸
奶。辣木粉能够令您精力更加充沛、心情
更加舒畅、免疫力更强大。

甘蓝菜
我们都应该多吃点甘蓝菜。甘蓝菜的深
绿色菜叶富含维生素、钙质和铁元素。
购买羽状叶片完整的甘蓝菜, 方便剔除坚
韧的菜管。在菜叶上撒上橄榄油和盐，
放入烤盘, 在 200 度烘烤 15 分钟, 令其
口感松脆。

绿叶蔬菜
立即可食、富含营养, 绿叶蔬菜的优点非
常明显, 但是大部分人的摄入量仍然不
足。新鲜绿叶蔬菜富含叶绿素、易消化蛋
白、酶、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这些蔬菜
是血液的迷你血库、大脑的健康解毒剂和
肾脏清洁剂。试试芝麻菜、菠菜、蒲公英
嫩叶、甘蓝菜、豆瓣菜、西芹、生菜、菊
苣、莴苣、西兰花、豆芽菜和芥末吧。

野生蓝藻
藻类是地球上最初始的生命形态, 野生蓝
绿藻是一种蛋白质含量高达 60% 的浮游
生物, 全氨基酸含量超过牛肉或大豆。野
生蓝藻是 β 胡萝卜素、维生素 B 和叶
绿素目前已知的最佳食品摄入源。研究证
实, 野生蓝藻对大脑机能和记忆力均有强
化作用, 还有助于人体抵抗病毒和流感。

花椰菜
花椰菜有望在 2015 年成为最新健康白
色食品。不妨把花椰菜磨碎, 替代面粉作
为披萨饼原料, 或切碎煮成花椰菜饭, 或
者制成粗粉蒸熟食用。作为抗癌十字花科
植物家族中的一员大将, 花椰菜具有消炎
抗氧化的功效。花椰菜能为身体补充丰富
维生素 C、维生素 K 和 β 胡萝卜素，
促进消化、排除毒素。

大麦苗
大麦苗的含钙量是牛奶的 12 倍, 含铁量
是菠菜的 6 倍, 含铁量超过菠菜, 维生素
C 和黄酮类物质的含量均是橙汁的8倍。
大麦苗汁具有抗病毒性并且可去除血液中
的汞等重金属。

绿藻
绿藻是一种淡水藻类, 富含维生素 B、维
生素 C、维生素 E 和多种矿物质。绿藻
还能有效强化免疫系统, 去除胆固醇,
预防动脉硬化。

可可豆
喜欢甜食的话, 可可豆是您能吃到的最纯
净天然的巧克力。 可可豆经过的人工处
理比可可粉或者巧克力要少得多, 富含抗
氧化物和镁元素。

日常饮食健康化
关注日常饮食是保持健康的好办法，
摄入超级食品就是个良好开端。

什么是“超级食品”？为什么胜
过其他食品？2015 年趋势如
何? “超级食品”指低热量、
高营养的健康食品。相对于自
身重量而言, 超级食品营养含
量丰富, 是身体所需抗氧化
剂的绝好来源。有的超级食
品能清理体内垃圾毒素, 有的
则能促进消化系统健康。

1 2 四月 2 0 1 5

日式抹茶
许多人知道, 绿茶富含抗氧化剂, 有利于健
康。但是除了常规绿茶, 还有一种神奇的
超级食品叫做日式抹茶。抹茶是功效强大
的超级食品, 抗氧化剂含量超过枸杞的六
倍、黑巧克力的七倍、蓝莓的十七倍、
菠菜的六十倍。这仅仅只是一勺抹茶！

来源：www.naturesown.com.au, www.choice.com.au, www.onegreenplanet.org
* 请在补充摄入前咨询医师, 谨遵医嘱补充摄入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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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韩国,明星全智贤通过电视剧《来自星星的你》掀起炸鸡配啤酒的美食热
潮的同时, 这座活力四射的城市还有另外迥然不同的一面。无论是幽深古
老的佛寺宝塔还是霓虹闪烁的现代摩天高楼, 首尔无不兼容并蓄, 呈现出新
旧交织的迷人文化。
首尔既拥有众多文化古迹, 如景福宫和德
昌宫, 也不乏北村韩屋村、仁寺洞和南大
门市场等传统文化景点。

物区, 是购物者的又一绝佳去处——您可

是看看这里的橱窗, 就能收获不少乐趣。

在此尽情购物, 免却携带战 品之劳, 随后
到机场提货即可。

这里还有众多一流咖啡厅和餐厅, 您可在
此小歇片刻, 静观灯红酒绿、喧嚣繁华。

这里有明洞和狎鸥亭的购物休闲区, 以及
亚洲最大的地下购物中心 COEX Mall，
每年吸引大批游人前来观光。

东大门也将为您奉上一流购物体验, 您可

乐天世界塔购物城

在此尽情血拼一天一夜。韩国不乏专营时
尚名店——这里有超过 26 个购物中心任

将于近期开放的乐天世界塔购物城是一座

您游逛, 让您置身于购物天堂。东大门最

10 月开放后, 这座 123 楼的摩天巨塔将
成为朝鲜半岛最高的建筑。这里设有娱乐
购物综合影院、免税购物中心、家庭娱乐
水族馆和奢侈名品购物街。

汉江从首尔市中心悠悠流过, 带来独一无
二的迷人景致和众多小憩景点供游人驻
足歇息。

棒的一点是设有夜市, 傍晚后开市经营，
众多特色地方小吃任您品尝。

超级摩天大厦, 高达 555 米。2016 年

狎鸥亭
您可沿首尔最迷人的道路——德寿宫石墙
街悠然散步, 细品这里的浪漫氛围, 然后
前往明洞区或南大门市场购物。日落时
分, 不妨前往 N 首尔塔饱览绚烂迷人的首
尔夜景。
作为亚洲人气最高的旅游地之一, 首尔既
有传统集市、大牌名品, 又有高精科技和
便宜好货。
热爱时尚潮流的话, 您算是来对地方了。
明洞区是首尔的购物中心, 仅商场占地就
超过 300,000 平方米。您可在此寻到众
多人气大牌, 如 Zara、UNIQLO、H&M
和 Nike。
美利来商场有著名的乐天百货商店, 设有
几个楼层的免税购

如果您热爱消费高端名品, 喜欢看路边

仁寺洞

人来人往, 这里一定会是您的天堂。狎
品众多, 如 Louis Vuitton、Prada 和
Channel。

仁寺洞街汇聚了缤纷多彩的韩国传统文化
和工艺品。 这里有众多韩服（韩国传统
服饰）、韩纸（韩国传统制纸）、传统茶
品、陶瓷及民间工艺品的专卖店。仁寺洞

梨泰院

邻近众多其他旅游景点, 如景福宫（朝鲜
王朝的皇家宫殿）和清溪川。

鸥亭是首尔最繁华的地区之一, 大牌名

梨泰院拥有众多高端潮流名品和大众服饰
商店, 小摊地铺也非常不错。此处不但因

国际购物区

出色的西服定制服务而闻名于世, 更因商
品物美价廉而美名远播。

林荫路

明洞街两侧坐落着两大重量级百货商店
( 乐天百货与新世界百货）以及众多大型
购物中心。无论您要购买服装衣饰还是
化妆用品, 这里应有尽有。血拼之后, 您
可前往明洞圣堂

林荫路是首尔最新的观光热点之一, 拥有
最新国际潮流时尚名店。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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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附近超过 600 年历史的南大门市场
观光。

首尔中央市场
这里处处藏宝, 有 1000 多家商铺，是
韩国最大的海鲜干货市场。不妨在此尝
尝韩国最好的鳀鱼、鱿鱼和鳕鱼干, 逛逛
市场上的琳琅满目的蔬菜、年糕、面包
和肉品摊子。肚子饿了, 那就尝尝美味的
云吞汤 bindae duk、或者绿豆蓉薄煎饼
bindae duk 吧。

韩式美食

是韩式美食也丝毫不逊色。韩式美食的特
色在于寒食, 关键在于发酵。韩式泡菜是
寒食发酵食品的精华。虽然韩式泡菜多
达数百种，但是其中最受欢迎、名声最响
的必然是韩式辣白菜。酱也是韩国餐桌上

电话：+82-2-318-7051（日语/英语),
+82-2-318-7052（汉语）。电子邮箱:
kimchischool@naver.com

三清洞

常见的一种发酵食品, 包括酱油、红辣酱
和豆酱。

三清洞是首尔最特别的景点之一。景福

自己制作泡菜

理论, 三清洞时绝对是个风水宝地。三清洞
的“三”字得名于其丰富

在泡菜体验馆中, 您将通过泡菜亲身体验
韩国历史文化！这里有专业泡菜师教您制
作韩式泡菜。游客还能品尝自己亲手制作
的泡菜或把泡菜带回家。

宫位于其左侧, 昌德宫位于其右侧, 青瓦
台和仁寺洞分列其南北。根据风水

尽管日式美食和中式美食都在亚洲美食
榜上独树一帜, 但

转转，

来东大门

一天时间

花
尝尝吧。
泡菜了, 来
轮到韩国
。
在
见
现
多
,
不
品
市可
的食
者的大城
异国情调
美融合二
为是充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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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 如此完
寿
不
本
隔
日
相
,
总是
: 不久以前
, 新旧文化
和谐交织
。在韩国
新旧文化
载而归吧
满
乱
缭
花
准备好眼

闹市中的宁静: 清溪川与街面落差 15 英尺, 为繁华喧嚣的现代都市提供了一处悠然漫步、静默沉思的清幽绿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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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yeongbok Palace

住宿
RCI 在首尔的加盟度假村

首尔东大门华美达安可酒店
坐落首尔东大门繁华商业购物区的现代化
时尚酒店。
入住三晚 2956人民币起 (RC71)
入住四晚 3521人民币起 (RC72)

Seoul in summer

多样的“三”元素,“清”字得名于附
近山清水秀的自然风光和清明纯良的
风土人情。
德寿宫是旧朝王室居住的宫殿, 大部分
其他宫殿均在朝鲜之役（1592-1598
年）中焚毁。德寿宫的后花园中有一座
罗马式凉亭, 名叫静观轩，由德国建筑
师 Aleksey Seredin-Sabatin 设计。
这里被公认为首尔市最浪漫的地点, 德
寿宫石墙道上时常可见手牵手的恋人们
出双入对。

景福宫

韩国战争纪念馆

这座宫殿内设昔日宝座, 也许是韩国最负
盛名的王宫了。景福宫始建于十四世纪晚
期, 至今历经多次重建。

韩国战争纪念馆是学习韩国历史——尤其
是探寻朝韩关系的最佳去处。作为一座大
型军事历史博物馆（入场券 19 人民币)，
这里有坦克、飞机和枪炮展出。搭乘 4
号线地铁至三角地下车即可到达。

清溪川
清溪川潺潺蜿蜒 3.6 英里, 沿溪漫步, 顿
觉身心清爽, 就像是为心灵做了一次水
疗。虽然邻近首尔最繁忙的世宗路, 但是
清溪川却不可思议的宁静深幽, 是因为溪
面比街道平面低 15 英尺。溪水途经多个
小型瀑布和将近二十几个天桥。

首尔市区观光巴士
如您希望玩转首尔各大观光景点, 却不想
乘坐计程车或地铁游览市区, 那么不妨试
试观光巴士。您只需支付 45 人民币, 即
可随意上下观光巴士, 自由往返于各大市
场和 N 首尔塔。请在市区各处的蓝色站点

多样之美:（左上起，顺时针）景福宫里, 人造之美与自然之美缤纷多彩，珠联璧合。令人意外的是, 首尔还是
一座绿色环保的大都市, 您既可充分享受步行的乐趣, 也可乘坐“即上即下”观光巴士歇歇脚。韩国有着苦难
的历史, 曾经屡遭外敌入侵。韩国战争纪念馆是了解战争历史的绝好去处。一天紧张火热的血拼购物后, 不妨
来首尔最浪漫地方德寿宫悠然漫步。

标志上车。双层与单层巴士运营时间: 周
二到周日, 上午 9 点至晚上 7 点。晚班车
运营时间: 晚上 8 点到 10 点。

首尔钟路华美达酒店
这家四星级酒店地段得天独厚, 步行 7 分钟即可到
达钟路地铁站。
入住三晚 3227人民币起 (RC67)
入住四晚 3882人民币起 (RC68)

韩国汗蒸幕
韩国汗蒸幕集水疗、沐浴、桑拿体验于一
身, 您还可在此通宵休息, 价格优惠合理。
这是家庭、情侣和朋友放松休闲的绝好
去处。

德寿宫
CHEN WS / Shutterstock.com

首尔南大门中央华美达酒店
酒店位于忙碌闹市区，距离市中心仅几分钟车程,
可方便到达市政厅。
入住三晚 3317人民币起 (RC69)
入住四晚 3994人民币起 (RC70)

关于更多的度假胜地清单, 请访问
RCI.com 或拨打 400 8111 688

1 8 四月 2 0 1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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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览
热门景点新事物

温泉区——戴尔斯福特与赫伯恩温泉
这里的天然矿物温泉以其独特的缓和放松
功效而闻名遐迩。您可漫步于公园, 免费用
瓶装取温泉样品！亲手带回瓶装温泉水,
奢享一流水疗度假村环境。
www.visitdaylesford.com.au

100% 有机食品

戴尔斯福特

获奖美食——佛得角柴烧披萨采用
100% 有机面粉制作, 堪称本区最佳
特产。这里还供应各种啤酒, 从本地到
进口,应有尽有。
凯恩电话: (03) 5422 7400

马其顿山脉
墨尔本

维多利亚
精品店、酒庄、温泉区、不解之谜、
传统文化、艺术、美食

三十多座葡萄园
酿酒师将在品酒室门口亲自为您斟
满美酒。探寻海拔 350-700 m
的四十座葡萄园
www.macedonrangeswine.com.au

马其顿山脉距离墨尔本不到一小时车程,
这里有丰富多样的独特村庄、自然地貌以
及火山活动在崎岖山地间孕育而成的天然
乡间矿物温泉。

马其顿山脉和戴尔斯福特
悬岩
马其顿山高峰巍峨险峻，和附近的悬岩一
样，是一座六百万年前的休眠火山的组成部
分。该景点因 1975 年拍摄的一部神秘电
影“悬崖上的午餐”而闻名于世，这个故事
究竟是确有其事还是凭空臆想？

场

农贸市

戴尔斯福特
第一个周六
上午 9 点到下午 1 点

凯因顿
第二个周六
上午 8 点到下午 1 点

Riddles Creek
第三个周六
上午 9 点到下午 1 点

佳酿美食
二日游

喜好甜食？
那么这家巧克力厂正是为您准备的。巧克力厂
距离戴尔斯福特 7 分钟车程, 开放时间: 周一
至周日上午 10 点到下午 4:45, 免费入场，
免费视频演示。
www.chocmill.com.au

美丽的长滩岛
署名行 Chloe Schneider

佳酿美食二日游
周末美食狂欢之旅——在明媚春光中品味美酒，
参加 Budburst 美食节, 探寻地方酒庄, 深入感受
马其顿山脉的美食、佳酿与生活方式。

菲律宾

马尼拉

长滩岛

长滩岛是菲律宾米沙鄢西部地区的一个小岛, 大约位于马尼
拉以南 195 英里处, 距离班乃岛西北端仅 1½ 英里。
这里是游客放松休闲的理想去处。

住宿
RCI 在马其顿/墨尔本地区的加盟度假村
交换: Mansfield Country Resort 0827。交换: The Bright Resort 1175。交换:Kynton Bushland Resort 0830。
Travelodge Southbank Hotel R783 七晚租赁价格: 4714 人民币
有关更多的度假胜地清单, 请访问 RCI.com

2 0 四月 2 0 1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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岛上活动
如果您希望释放一下压力, 请放心,
这里有丰富多彩让您心跳加速的水
上体育活动。
其中最受欢迎的要数悬崖跳海活动。此
地距离长滩岛 35-45 分钟船程, 游客一
般会预定一日游活动, 包括观光游览、浮
潜、悬崖跳水以及烧烤自助午餐。友情提
醒: 请至少提前一天预定。
想要更多活动？凡是您想得到的小岛活
动, 这里应有尽有, 包括水肺潜水、立式单
桨冲浪、帆船观光, 以及水上摩托, 均可向
酒店员工预定。如果您想要更加刺激难忘

的体验, 那么一定不可错过飞鱼项目, 坐上
快艇拖曳的大型充气式飞鱼, 好好享受一
把惊险和心跳。
日落时分, 整个沙滩将变成一个巨型露天
歌舞厅, 如果在体验上述活动之后, 您还
有剩余精力的话, 不妨来这里伴着世界级
DJ 伴奏和环绕小岛的火舞者们, 激情热
舞一整晚。

当地特色小吃
岛上的美食丰富多彩, 知道其中门道的
话, 定能大饱口福。Lechon 烤乳猪是一
道菲律宾当地美食。虽然宿务岛的烤乳
猪有第一美味的盛名, 但是您在长滩岛同

样能品尝到外焦里嫩、令人难忘的美味
烤乳猪。
喜欢海鲜的话, 您可以从著名
D’Talipapa 生鲜市场的摊贩手中买到
鲜活海鲜, 直接带到附近餐厅按喜好煮
熟。这里是您大块朵颐的天堂。不喜欢海
鲜也没关系, 不妨来试试, 说不定就此改变
看法了呢。
这里绝不会辜负甜食控——芒果奶昔、
椰子汁、充满异国情调的岛国水果和烘焙
食品（取自咖啡原料的Calamansi 松饼
太棒了）都将令您大饱口福。

Igor Plotnikov / Shutterstock.com

丰饶之岛: 长滩岛是标准的热带海岛, 拥有完美细腻的白色
沙滩、清澈晶莹的碧蓝海水、丰富多彩的水上运动和应有尽
有的度假项目。

出游路线
该地区设施相对完善, 航线也应需求日益
增多, 让长滩岛之旅更加便利。存在商业
竞争意味着价格更低, 旅费不会太昂贵。
但是这里没有直航, 所以必须借助飞机、
汽车或船舶到达。
最常规的线路是先乘飞机到达卡迪克兰或
卡利波, 再乘车前往卡迪克兰码头 。轮渡
时间从上午 5 点到晚上 10 点, 每 10-20
分钟一班。在不同季节, 您还可先到达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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滩岛的 Tambissan Jetty 码头或卡格班
码头, 再乘坐三轮车前往度假村。

沙滩游
延绵小岛海岸的白海滩风景“美到忧伤”,
并非浪得虚名。从来没有一款快拍相机能
如实传达这里砂糖般细腻沙滩和水晶样
透亮海水的迷人神韵。唯一的缺点是，
和许多人气景点一样, 这里在旺季时略显
拥挤。

如果您渴望宁静, 那么请步行绕过白沙滩
北端, 探寻丁依威海滩的风采, 如果能预定
环岛游服务, 那更是再好不过了。一般情
况下, 行程包含鳄鱼岛（好在岛上没有鳄
鱼, 只是形状像鳄鱼罢了）、水晶湾、普
卡海滩和 Panoly 海滩。
不想循规蹈矩、渴望另类体验的游客不妨
游泳或潜水前往依力依力干海滩, 饱览难
得一见的迷人石灰岩小岛风光。

新鲜的才是最好的：除了这里, 哪里能够吃到直接打捞、就地煮熟、
立刻享用的海鲜？愿意等上一两个小时的话, 您还可以选一个好位子,
一边享用无上美景, 一边大嚼美味海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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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物和水疗
虽然长滩岛算不上购物狂的天堂, 但一定
不会让您空手而归。沙滩上有色彩缤纷
的手工珠串项链出售, 是值得带回家的装
饰品。半露天购物中心 D’Mall 供应各种
必需品。
如果您更喜欢水疗, 那么算是来对了地
方。这里有位于 Angol 路尽头山顶、氛
围宁静的曼达拉水疗中心、别具异域风情
的 Tirta Spa 和 Chi Spa，一定能找到令
您重返身心平衡的水疗项目。
无论假期是长是短, 这里都将成为您心目
中的天堂净土。

休闲购物美容：您可以在沙滩上、海水中放松小憩, 搜寻地
方手工艺品, 或者享受修复按摩或理疗。

升级为RCI白金会籍，
享受白金体验
RCI 白金会籍将为您的 RCI 会籍体验带
来强力升级, 包括更多全球旅游机会、
专属权益和特殊折扣。
所有这些
一年仅需
人民币

227

住宿

离店

准备好升级 RCI 会籍了吗？

升级为 RCI 白金会籍，
享受豪华白金级优惠：

位于菲律宾的 RCI 加盟度假村包括：

• 优先使用权
• 住宿单位升级
• 白金会籍返利
• 白金会员邮轮假期交换

巴拉望岛
巴拉望岛是菲律宾又一新兴旅游地。此
处因风光旖旎的热带沙滩、野生动物保
护区和世界顶级的水肺潜水区而闻名于
世。圣拉斐尔商铺餐厅林立, 乘车片刻
即可到达普林塞萨市。普林塞萨市被称
为世界最清洁、绿化最好的城市, 是举
办会议、欢度节日、体育赛事及其他活
动的理想地点。

Boracay Regency Beach Resort A548

Astoria Palawan C948

Malay, Aklan, Philippines

San Rafael, Palawan Island

度假村位于闻名遐迩的白色沙滩中心, 坐拥迷人的
海滨风光。客房设计格调高雅, 带来典雅舒适的下
榻体验。餐厅供应美酒佳肴, 必将令您大饱口福。
这里有设计独特的游泳池, 让您畅游粼粼碧水,
尽情享受假日。

您可在此拥抱度假村海滩上的灿烂阳光, 放松身心,
呵护自己, 享受美好假日。为了打造自然环保的生
态环境, 度假村采用既质朴自然又现代舒适的设计
风格, 充分运用原始混凝土、本地石材与可持续建
筑材料。

关于更多的度假胜地清单, 请访问 RCI.com 或拨打 400 8111 6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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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身权益

白金®会籍

请拨打 RCI 热线 400 8111 688 或贵国
RCI 会员服务热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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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罗里达

古巴

多明尼加共和国

波多黎各

圣马丁

圣马丁
岛慢时光
悠闲的海岛时光——请放慢脚步。
在徒步旅行中探寻如画风光。
作者：Stirling Kelso

如果您曾研究过加勒比海上的圣马丁岛地图, 您会发现在这个
34 平方英里的小岛上, 法属面积比荷属面积要大得多。传说边
境是由一个法国人和一个荷兰人商定的。两人在岛东海岸的牡
蛎塘碰面, 然后沿着海岸线反向行进, 再到最后碰头的地方,
确定两国边界。结果在途中, 法国人喝了葡萄酒。荷兰人呢？
荷兰人喝了杜松子酒。

2 6 四月 2 0 1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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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NEL
ISLAND

因为勇敢的先驱们徒步探索了这座岛屿, 所以今天的许多游客们纷纷效仿, 选择徒步远足观光。因为圣马丁岛
的大部分徒步远足路线仍有待探索开发, 所以这些路线不得不和其他娱乐项目争夺地盘, 如法式餐厅、海滩酒
PA R A D I S E
PEAK

吧和赌场——这里的嶙峋悬崖、宁静沙滩和野生动物令当年的欧洲探险家们欲罢不能, 还是值得一抢的。
部分人气路线简介：

B A C K bay

皮内尔岛
轮渡（票价 63 人民币*）每半小时发一
班, 从圣马丁岛东北段航行至皮内尔岛。
除少数餐厅与酒吧外, 本岛大部分区域无
人居住。下船后, 游客既可以选择在金色
沙滩上小坐休息, 又可以选择继续探索皮
内尔岛。探险小径穿过高长的草丛和开
紫花的海地薯藤, 通往一片海藻覆盖的沙
滩。远处风光旖旎的山坡上, 鬣蜥成群结
队, 贴着温热的岩石晒太阳, 年幼的蜥蜴
表皮呈青绿色, 年长的蜥蜴则呈棕灰色。
一条平坦的小路穿过盛开的龙舌兰花丛和
浓密的灌木丛, 通往皮内尔岛东岸的另一
片新月形沙滩, 这里空旷宁静, 砂质莹白
如砂糖。从拇指大的小螃蟹到暗红色的海
胆, 这里的海洋生物丰富多姿。这片海滩
还是绿海龟和棱皮龟的筑巢地, 但是海龟
筑巢下蛋的情景难得一见。
肚子饿的话, 不妨在主沙滩的 Karibuni
餐厅（Pinel Island, 011-590-690-3967-00, karibunipinel.com, 两人份午餐
费用：429 人民币）订一桌美食。除了
海螺菠萝沙拉外和整只烤鲷鱼外, 这里还
有奶油大蒜大鳌虾供您享用。当然, 甲壳
类海鲜价格总是不菲。想要便宜点的午餐
的话, 不妨尝试下 Snack Pinel 餐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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辣味火腿芝士三明治 (Embarcadère de
Cul de Sac; 011-590-690-61-55-01,
无网站, 午餐费: 72 人民币), 面朝大海,
享受美味午餐

后湾
虽然距离菲利普斯堡仅有几分钟车程, 但
是这个海拔 1.5 英里的登山点却鲜有人
知, 因为登山口位于邻近街坊的尽头。登
山道保护地保良好,愿意花时间探寻的游客
将收获狂野峭壁的雄姿和蓝绿色波涛拍岸
的壮景。
野草丛生的峭壁上分布着黑色卵石, 加勒
比海微风阵阵, 吹拂高长浓密的碧草。大
部分登山线路坡度较缓, 途中有一些短坡,
游客可能路遇一些低矮的本地珍稀植物，
如濒临灭绝的 pope’
s head 仙人掌和刺
槐。这些植物都长着刺, 因此务必穿着长
裤和适宜远足步行的鞋袜。沿小径行走
50 分钟, 转弯后下坡, 可到达海滩边缘自
然形成的一处池塘。

天堂峰
天堂峰海拔 1,391 英尺, 是圣马丁岛的
最高点。对于攀登过阿帕拉契亚山或者
落基山的人来说, 这条远足路线也许不
算什么, 但实际没这么简单, 可别被这座

绿色的小山欺骗了。远足路线的起点位
于彩票农场 (103 Route Pic Paradis,
Rambaud; 011-590-590-87-86-16;
loteriefarm.com)——原农场主因彩票
抽奖而得到这片土地。现在这片农场设有
飞索、儿童游乐园和三家餐厅。您可在前
台购买登山远足地图（43人民币）和指
南。这里同时提供登山远足导游服（203
人民币,需要提前预约)。
眼见青苔斑驳的岩壁时, 说明您已身处路
线上的低地区域, 地面四处落叶覆盖。猛
擦过高悬的虬结树根、紧攀粗索登上陡坡
时, 您会不由自主地哼唱起电影《夺宝奇
兵》的主题曲。沿登山道前行两英里, 您
将经过一处荒弃的糖厂, 滨海小镇马里戈
特和菲利普斯堡的迷人景致尽收眼底, 也
许还能看到猫鼬和珍稀野生猴类的身影。
登顶一刻之美好无与伦比, 您将全方位鸟
瞰圣马丁岛旖旎风光。远处的加勒比海岛
屿如展开的美丽画卷, 全然映入眼帘。

徒步旅行精彩瞬间: (从对页开始, 顺时针
排列）登上天堂峰, 饱览马里戈特等滨海
城镇的如画风光。想从自然探索中抽身片
刻, 换换口味吗？到菲利普斯堡购物是您
的绝佳选择。徒步旅行是圣马丁岛的王牌
热门活动, 无需行进太远, 就可将山光水
色、历史古迹尽收眼底。夕阳西下，不妨
到酒吧餐厅填填肚子, 品味纯正加勒比海
风味, 享受冰爽啤酒和热辣小吃, 凡是想得
到的美味海鲜, 这里应有尽有。

美食
Enoch’
s Place
在赶集日跟随当地人到这家朴实无华的餐厅
里享受酥脆的炸红鲷鱼和热腾腾的玉米烤
饼。请赶早来——鱼很畅销哦。马里戈特农
贸市场, 马里戈特, 011-590-590-29-29-88,
两人份早餐费: 122 人民币

L’
Estaminet
这是一家位于 Grand Case 的传统法式小
饭馆。菜单: 现代菜品, 如香草奶油鲳鱼和香
草鹅肝酱。139 Grand Case Blvd., Grand
Case; 011-590-590-29-00-25,
两人份餐费: 740 人民币

Lazy Lizard
这家位于菲利普斯堡的滨海餐厅菜色丰
富, 富有印度风味（咖喱鸡、咖喱汉堡）。
老板 Nik Kukreja 用家酿酒亲自调制
鸡尾酒。29 Great Bay Boardwalk,
Philipsburg, 011-721-580-7888,
lazylizardsxm.com, 两人份午餐费: 185 人民币

Trellis
这家餐厅格调高雅, 位于萨曼纳酒店内部, 可
在用餐时欣赏美丽海景。鞑靼牛排和炖海螺
格外美味, 酒品也堪称一流。Baie Longue,
011-590-590-87-64-00, belmond.com,
两人份餐费: 925 人民币

La Villa
法式烛光美餐。请别错过蒜香法式蜗牛、
龙虾饺和家酿百香果朗姆酒。
93 Grand Case Blvd., Grand Case,
011-590-590-52-36-59, lavillasxm.com,
两人份餐费: 740 人民币

E n d l ess V acati on 度假无限 29

f riar ’ s bay

RCI会员

与 RCI 共享假期
Friar’
s Bay
这是当地人推崇的一条漫长远足路线，
起点和终点都位于法属领地的一个小镇
Grand Case。这条线路景色很美, 但也
很容易绕晕, 所以我们选出了最精华的部
分——一条连接 Friar’
s Bay 和 Happy
Bay 的 20 分钟步行道。
您可在 Friar’
s Bay Beach Café 咖啡厅
(Friar’
s Bay Beach, La Savane; 011590-690-49-16-87), 啜饮一杯香浓的卡
布基诺，然后向北行进至一条半岛小径，
眺望随风摇摆的帆船。这里随处可见野生
动物: 沿途能看到牛儿嚼食海草, 鹈鹕和褐
鲣鸟, 还有长着红喙的各种热带候鸟。

度假的美好感觉真是难以言喻！

Happy Bay 少有人知晓, 是一圈灰绿色的
环状沙滩, 周围环绕着身姿婆娑的海滩李树
和棕榈树。这里是观赏落日的绝佳地点。
记得出发前在包里多放点吃的。马里戈特
农贸市场（马里戈特海港）出售各种各样
的农贸产品, 从新鲜蔬果、调味香料到百香
果利口酒, 应有尽有。附近的 La Sucrière
(Front de Mer, Marigot; 011-590590-51-13-30) 餐厅供应法式长面包和
杏仁杏肉糕点。不妨到法式杂货店 Simply
Market (马里戈特中心，无电话) 里买一
些腌肉和奶酪, 在野餐时享受口福。这里还
有各种美酒供您选择。

身为 RCI 会员, 您将有机会玩转全球 4500 家加盟度假村。
我们将为您提供规划假期与游玩、美食、购物、
休闲与观光探索所需的所有工具。

当年的那位法国先驱一定也很开心。

住宿
RCI 在圣马丁
岛上的加盟度假村：

Royal Islander Club La Plage 1380

更多徒步远足活动提供商
Joyce 旅行服务公司
除了私人船只游览和小镇历史古迹游览, 海岛游
策划师 Joyce Prince 还将成为您的徒步游向导,
亲自带您漫步沙滩, 探寻密林小径。5 Davis Dr.,
Middle Region; 305-831-5742;
joyceprince.com

本地导游服务
跟随本地私人导游观光圣马丁岛！在私人导游的
带领下探寻这座兼具法国浪漫与荷兰风情的热带
天堂。请浏览网站上的旅游线路建议, 我们可为您
定制专属旅游线路。网址: toursbylocals.com

*所有价格均已换算为人民币。预计餐费不包含酒水、税金或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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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齐全的滨海度假村。马霍湾
会员评价：
“度假村非常棒, 海岛其他部分也很不
错。
”
“度假村环境卫生, 维护良好, 员工也很热情
友好。
”
“客房视野非常好, 能看到很美的风景。
”

上述仅为部分会员评价。
请访问 RCI.com 或致电
400 8111 688 热线了解所有会员
评价。俱乐部会员请致电相应俱乐部
或拨打 RCI 会员服务热线。

具体内容:

p.32

p.34

p.35

会员须知

精选假期

分周假期

p.36

p.37

p.38

RCI 游轮假期

新加盟度假村

周末狂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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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利用会籍权益

储存余额有什么用?

交换假期

用来交换下个假期
您可以单独使用储存余额来搜索并预定下

RCI 通过“持续搜索”为众多会员实现美好假期。每个月都有
37,000 次假期交换通过“持续搜索”完成确认。
您是否对完美假期有着精确构想？如果是, 那么“持续搜索”就是您的完美假期选择!“持续搜索”功能相当于
把您列入假期等候名单。您只需输入期望的度假标准, RCI 将为您一周七日全天候搜索度假村信息, 并在搜寻
到匹配度假村时通知您。这样寻找梦想假期, 简单又省事！现在就开始“持续搜索”吧！

次假期。只要把储存余额选为搜索标准，
查找交换能力小于或等于此余额的可用假

您的储存余额

您的假期交换能力

期即可。就像用一个周次换来两个假期！

和其他储存周次或储存余额合
并使用

合并储存余额

您可把储存余额与其他储存周次或其他
储存余额合并使用, 以增大储存的交换能
力。有了更大交换能力, 您就能交换到大
于自身原有储存周次的假期, 从而使交换

早规划——早储存

选择更加丰富多样。

储存余额5分+另一个储存周次15分 = 合并后的储存交换能力

储存越早, 您就越有可能让梦想假期成真。

RCI.com
专属！
现在注册 RCI.com, 获取
专属优待！如果您还未注册
RCI.com, 那就要坐失充分
利用会籍权益的机会了。
许多精明的会员已经注册
RCI.com 账户, 获得在线专
属优待了。优待内容如您的
‘最新优惠’栏中所示。
快来看看吧！

究竟什么是合并储存周次？

RCI 周次假期
交换时, 您可提前两年预定。

RCI 点数假期
交换时, 您可提前十个月预定。

使用储存余额再次预定假期！
储存余额的平均储存交换能力是 10, 足够交换下个假期。

您可通过合并储存周次功能, 只交一次费
用，就可合并多个储存周次或储存余额，

友情提示:

或将其合并成为一个具有较高交换能力的

请确保您想要的假期可在所需日期内预定。

合并两个完整周次时，

合并“周次”。您的储存周次、合并储存
周次或储存余额均拥有相应交换能力。
将上述项目相合并, 就能形成一个储存周
次交换能力更高的新周次。这样, 您就可
预订所需交换能力比原先周次值更大的
假期交换了。说不定还能预定到超乎想

了解储存余额
兑换假期的交换能力小于实际存储假期的交换能力时, 您就会获得一定余额。交换能
力差额将以余额的形式存入您的账户, 用于未来交换。这种“剩余”的储存交换能力
就是储存余额。

象的假期呢！这是获得梦想中特别假日
的好办法。

多久之后才能使用合并储存值？
您可以立刻使用! 选择希望合并的周次并

储存余额

且支付合并费之后, 您就能立刻使用合并
的储存周次。无需等待！

您的 20 分存储交换能力- 15分交易交换能力 = 5分储存余额

友情提示:

储存余额是您增加储存交换能力, 又不放弃完整周次的好办法。

如果您的账户中有储存余额, 那么不妨在下次合并假期时优先考虑使用。

请致电 400 8111 688，获取更多信息。
3 2 四月 2 0 1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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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选假期

分周假期

精选假期精彩预定
精选假期是提供交换以外的住宿服务的现
金支付假期。这意味着无需动用储存周次
即可享用额外周次！

中国 甘肃敦煌 (6888)
敦煌山庄

中国 山东烟台 (A525)
SRC @ 烟台华美达广场大酒店

中国 桂林 (C943)
HIVC @ 阳朔一号大院
3 4 四月 2 0 1 5

数量有限,
预定从速,

902

每周

一周换来两个美好假期
分周假期交换让您在一年中游玩更多景点, 享受更多假日。

人民币起

您可把一个周次换成两个
短假期 (每个 3-4 晚) 或更
多短假期*。这样的灵活性
令您自由选择目的地和度
假村。您只需轻点鼠标或
拨打电话, 就能获得精彩短
期假日。

ASTORIA PLAZA SUITES

GREENHILL RESORT

SD67 3 晚 / SE67 4 晚
菲律宾帕西格市

SE03 3 晚 / SD03 4 晚
马来西亚彭亨

摩天高楼为您一网打尽豪华都市风光和旖旎鸟瞰
景致。此酒店是您迈入时尚快节奏的帕西格市的
大门, 轻松到达其他城市、沙滩及吕宋岛所有沙滩
与景点。

度假村坐落于山顶, 将 Tanah Rata 镇和周围山景
尽收眼底。独特的都铎风格设计, 美丽的花木和精
致的花园为清新典雅的环境更添一丝风情。

PALACE OF THE GOLDEN HORSES

REGENT HOLIDAYS @ RAMA CANDIDASA

J’
S NICHINAN RESORT

SE09 3 晚 / SD09 4 晚
马来西亚雪兰莪

SE24 3 晚/ SD24 4 晚
印度尼西亚巴厘岛卡迪达萨

SE91 3 晚 / SD91 4 晚
日本宫崎县

这座世界级豪华酒店曾经荣获大奖, 拥有亚洲最卓
越酒店的美名, 设有专用会议中心和一流先进设
施。该酒店拥有别具特色的摩尔-马来西亚式建筑
风格和马术设计主题, 丰富多样的餐饮、娱乐、健
身和休闲项目。

这座位于巴厘岛东海岸的度假村远离喧嚣闹市, 坐
落在风景如画的私人海滩。您可在此享受徒步登
山、水上运动的乐趣, 或者在缤纷花园和湛蓝深海
之间的游泳池内享受假日时光。您还可一边眺望美
丽海景, 一边享受印尼按摩服务和其他养生理疗。

度假村兼具传统和风之美和西式酒店的舒适, 是您
感受日南町风情的绝佳去处。您既可外出游览众多
景点, 也可留在度假村内享受餐厅、泳池、芳香理
疗户外水疗中心、风景迷人的 18 洞高尔夫球场、
韩式花岗岩蒸汽桑拿中心以及卡拉 OK 等设施。

J’
S KOBAYASHI GOLF & RESORT

LHC PHUKET RESORT

HNA@ 三亚亚太国际会议中心

SE90 3 晚 / SD90 4 晚
日本宫崎县

SE05 3 晚 / SD05 4 晚
泰国普吉岛

SE39 3 晚 / SD39 4 晚
中国海南三亚

度假村位于九州岛最繁华的黄金地段。您可在白天
享受徒步远足, 漫步原始密林, 挥杆击打高尔夫球
的乐趣, 或者选择在健身中心挥汗锻炼, 在水疗中
心享受按摩服务, 充分舒展身心。

度假村比邻安达曼海, 设施豪华舒适, 您可在此尽
情探索豪华假期, 享受丰富多彩的活动: 乘骑威严
魁梧的大象、享受闻名遐迩的水疗服务、在广受好
评的 18 洞高尔夫球场上景区尽情挥杆, 或者在枝
叶摩挲的棕榈树下慵懒小憩。

五星级豪华酒店, 距离三亚凤凰机场仅 10 分钟车
程。度假村设有 473 间豪华客房和各色现代化设
施, 比邻众多著名景点, 例如西岛海上游乐世界、
南山文化旅游区、天涯海角、海南岛三亚国际高尔
夫俱乐部等。

马来西亚 兰卡威岛 (5461)
Perdana Beach Resort

菲律宾 大雅台 (5369)
Sunrise Holiday Mansion

泰国 春武里 (1300)
Sigma Resort Club (South Pattaya)
以实际房源为准。

* 具体以您的交换能力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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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CI 游轮假期

新加盟度假村

新加盟度假村
每月都有度假村加入 RCI® 加盟度假村的大家庭。我们为会员提供的旅游选择和灵
活性也随之丰富拓展。近期, 加入RCI 遍布 100 多个国家的 4500 家加盟度假村
网络的新增度假村如下:

挪威巡航线路

精致游轮

精钻会

物超所
值航线!

每间客舱节省
850 美元！

每间客舱节省
1200 美元！

精钻探索号

精致季候号

挪威爱彼号

哥本哈根——斯德哥尔摩北欧十二夜游轮
之旅

十二晚巴塞罗那——伊斯坦布尔地中海探
索之旅

七晚奇维塔韦基亚/罗马地中海返程巡航之旅

停靠港：哥本哈根——吕贝克——维斯
马——伦讷——格丹斯克——塔林——圣彼得
堡——赫尔辛基——斯德哥尔摩

停靠港：巴塞罗那——马赛——尼斯——佛罗
伦萨——奇维塔韦基亚/罗马——瓦莱塔大港
口——米科诺斯——比雷埃夫斯/雅典——库
沙达瑟——伊斯坦布尔

启程日期 2015 年 8 月

现在交换, 每人只需 705 美元起

带露台特等舱

现在通过 RCI 交换，

每人只需 4995* 美元起
交易代码: DC1LWMGD

启程日期 2015 年 11 月
内舱房

启程日期 2015 年 9 月

俱乐部海景特等舱

停靠港：奇维塔韦基亚/罗马——里窝那/佛罗
伦萨——戛纳——帕尔马 马略卡岛——巴塞罗
那——那不勒斯

交易代码: DC1FDDIF

现在通过 RCI 交换，

每人只需 2330* 美元起
交易代码: DCGPDP8

每间客舱节省
1000 美元

公主邮轮

物超所
值航线!

每间客舱节省
600 美元

J’
s Nichinan Resort D867
宫崎县, 日本

精致游轮

皇家加勒比海游轮

精致千禧号

海洋神话号

10 晚新加坡亚洲新年返程巡航之旅

十六晚亚洲新加坡——悉尼巡航之旅

停靠港：新加坡——巴厘岛——巴生港——吉隆
坡——槟榔屿——普吉岛

停靠港：新加坡——巴厘岛贝诺瓦——达尔
文——凯恩斯——布里斯班——悉尼

十晚新加坡——香港亚洲异国风情巡航
之旅

启程日期 2015 年 12 月

启程日期 2016 年 3 月

停靠港：新加坡——苏梅岛——曼谷林查
班——西哈努克——胡志明市——芽庄——
顺化——香港

海景特等舱

启程日期 2015 年 10 月

蓝宝石公主号

内舱房
现在通过 RCI 交换，

每人只需 885* 美元起
交易代码: DCZD7NM

现在通过 RCI 交换，

内舱房

每人只需 1740* 美元起

现在交换, 每人 1266 美元起

交易代码: DCWE9KC

交易代码: DC1G0J8X

请访问 rcicruiseholidays.com, 了解更多旅游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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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ds end on Miyazaki

* 价格仅供参考, 均为双人房的单人收费/价格和旅游线
路可能存在变动, 价格可能根据航期有所变动, 具体将在
预定时进行确认/乘客必须预定 E 类或 D 类舱。免费机
票是否包含税费由景区航班公司决定。航班必须通过景
区导游预定。适用于所有供应商条款

度假村兼具日式传统风格和西式酒店的舒适, 是您感受日南町风情的绝佳去处。它距离其他景
点不到 15 分钟车程, 游客既可外出游览景点, 也可留在度假村内享受餐厅、泳池、芳香理疗
户外水疗中心、风景迷人的 18 洞高尔夫球场、韩式花岗岩蒸汽桑拿中心以及卡拉 OK 等设
施。为进一步方便游客, 度假村为入住游客提供礼宾服务。

J’
s Kobayashi Golf & Resort D866
宫崎县, 日本
度假村位于九州岛的黄金地段, 为游客带来多种多样的刺激活动。您可携家人或爱侣可在白天
享受徒步远足, 漫步原始密林或高尔夫球的乐趣, 或者选择在健身中心挥汗锻炼, 在水疗中心享
受按摩服务, 充分舒展身心。您还可在度假村餐厅享受美食, 或在户外烧烤区自制美味餐点。

关于更多的度假胜地清单, 请访问 RC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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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曼谷周末狂欢
曼谷…

泰国曼谷周末狂欢
weekenders BANGKOK, THAILAND
专属奢侈品和设计师品牌产品。这里
还有泰国最具创意的设计师品牌, 包括
Fly Now、’
Senada Theory、Kloset
Red Carpet, 以及泰国最一流的护肤
名品 Thann 和 Panpuri。

还可以在丹嫩沙多水上集市尝试独一
无二的半日购物体验。衣着缤纷的商
贩划桨掠过熙熙攘攘的运河, 新鲜蔬
果稳稳填满独木舟, 等待出售给两岸顾
客。清晨是游览此处的最佳时刻。

想要不一样的体验？空中列车终点的
札都甲周末市集有各式各样的一流街
头小吃供应。再向前走一小段路后, 您

夜幕降临时, 热爱购物的曼谷也有一些
不错的夜市。需要大牌设计箱包的话,
不妨前往帕彭夜市。这里是世界著名

人人喜爱的活力城市

的红灯区, 挤满了想要捡漏的观光客和
背包客。
临近深夜, 不妨前往位于摩天大厦莲花
塔 64 楼的露天空中酒吧 Sirocco。
这里是放松身心, 欣赏曼谷夜景的理
想去处。

weekenders
泰国曼谷周末狂欢

BANGKOK, THAILAND
美食
____

札都甲周末市集

曼谷当代艺术馆

曼谷喜来登苏坤大酒店

Paholyothin Road, Bangkok

电话: 0 2953 1005

电话: 0 2649 8364

从城区最佳血拼购物点到日常用品采购处，札都
甲周末市集是曼谷最棒的观光购物点之一。札都
甲周末市集最早源于跳蚤市场, 目前已发展成泰
国最大的市场, 拥有 5000 多个摊位, 商品种类
五花八门, 服装、宠物、古玩、绿植、珠宝、食
品, 无所不包。这里还有不少咖啡厅供您坐下喝
杯香浓的卡布基诺或清爽的冰镇啤酒。开放时间:
周六与周日上午 6 点-下午 6 点。

499, Kamphaengpet 6th Road | Lad
Yao, Chatuchak, Bangkok 10900,
Thailand

250 Sukhumvit Road, Bangkok,
10110, Thailand
酒店广受好评, 提供顶级意式美食, 集优质进
口原料与创新烹饪技法于一体, 内部设计采用
托斯卡乡村别墅风格, 装潢奢华舒适。从阿索
克轻轨站出发, 穿过人行天桥即可直接到达酒
店。开放时间: 下午 6:00-晚上 10:10。
www.rossinisbangkok.com
Nang Gin Kui 餐厅
电话: 85 904 6996
Charoen Krung Soi 20, Chinatown,
Talad Noi, Samphanthawong, Bangkok
10100, Thailand

泰国首都曼谷居民超过 1100 万, 因气派的摩天高楼、灿烂的历史文化

<< 泰国曼谷

和丰富多彩的夜生活而闻名于世。但是别被误导。这里还是亚洲最现代
化的大都市之一, 拥有众多富有异国情调的寺庙、工艺精妙的运河、
繁忙喧嚣的市场和活力四射的夜生活, 吸引着世界各地的游人。
今日的曼谷（本地语言意为“天使之城”）是一座保有昔日辉煌荣光的现代化大都市。从举
世闻名的水上市场到令人惊叹的华丽宫殿, 再到缤纷多彩的唐人街, 曼谷兼顾传统世界的魅
力和现代世界的便利。这里酒吧、秀场、餐厅、咖啡厅和高档商铺鳞次栉比, 任您选择。
没去过泰国曼谷大皇宫, 曼谷之行就不算
完整, 这里或许是泰国最棒的景点。曼谷
大皇宫位于拉达那哥欣岛中心, 金碧辉煌
的尖顶四向延伸, 恰好邻近曼谷最具异国
风情的几座庙宇, 包括玉佛寺、黎明寺和
卧佛寺。这些标志性旅游点也是前往泰国
观光, 探寻独特传统泰式文化的游客们最
喜爱的去处。
其他必去的历史文化景点包括泰国国家博
物馆、泰王五世行和苏安·帕凯德宫, 均
内藏精美艺术品, 堪称国之瑰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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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级的购物体验也是游人蜂拥向泰国的
一个主要原因。您想要什么, 这里就有什
么。从高耸的空调购物中心, 到熙熙攘攘
的街头集市, 曼谷有的是地方让您烧钱。
Central Embassy Bangkok 是一家豪
华时尚的大型购物商场, 拥有各种高端设
计师品牌店、高档餐厅和一流影院。该商
场位于曼谷零售区中心, 比邻 Siam, 拥有
各种大牌商店。

暹罗百丽宫是一家人气极旺的购
物中心, 囊括各种高端时装品牌
店、东南亚最大的水族馆、16
屏电影院和各种世界级餐厅。
这里被视为曼谷的中心, 为各种
不缺钱花的本地人和国际游客打
造时尚奢华的生活品质。
MBK 有八层楼高, 内设 2000
家商铺, 是一家在曼谷富有传奇
色彩的购物中心, 商品五花八门,
服装、饰品、箱包、皮货、电子
产品, 无所不有。这里甚至有出
售鞋品、箱包、时装和家具的专
属楼层。
想要 Louis Vuitton、Gucci、
Prada、Hugo Boss 等国际大
牌名品的话, 盖桑购物中心是您
的理想去处。这座白色大理石
装饰的高档豪华百货出售各种

餐厅位于曼谷唐人街, 食客可在此欣赏“王之
河”湄南河的迷人风光。餐厅供应泰式综合美
食, 菜单有 15 道主菜, 奢华丰富的酒品、甜
点、咖啡、茶和水果沙拉。客人们围绕传统泰
式矮桌坐在松软的蒲团上。

曼谷当代艺术博物馆建于2012 年, 是艺术爱
好者不可错过的景点。馆内设有五层展厅, 藏
有 800 多件现代画作与雕塑。开放时间：
上午 10:00-下午6:00, 周二到周日。
www.bangkok.com

香料之路
电话: 0 2381 7490
45 (Sub Soi Pannee) Soi Pridi Banomyong
26 Sukhumvit Soi 71 Bangkok 10110,
Thailand

住宿
泰国曼谷周末狂欢

香料之路是一家先进自行车骑行观光公司, 提供
各种骑手服务, 是骑车环游泰国的最佳选择。骑
行观光结合文化体验、风景观光、水上市场游
览、独木舟活动和越野椰子树种植园参观等丰
富活动。
www.spiceroads.com

www.nangginkui.com

探索
____

曼谷文华东方酒店

卧佛寺

电话: 2 659 9000

电话: 0 2226 0335

48 Oriental Ave, Bangkok 10500, Thailand
酒店装潢古典高雅, 供应正宗法式美食。这里
是曼谷最棒的酒店之一。您可在文华东方酒店
一楼饱览湄南河的迷人风光。法国大厨特制的
顶级鹅肝和迷迭香烤小羊是本酒店特色菜。

Chetuphon Road, Banglamphu, Thailand
MTC at the Legacy River Kwai 5456

休闲
____

卧佛寺与曼谷大皇宫仅有一墙之隔。这里是曼
谷规模最大、历史最悠久的寺庙之一, 寺内保存
着一座巨大的卧佛。这座卧佛为手工雕刻而成,
是庆祝泰王拉玛三世 (1824 - 1851) 复位的礼
器。整座卧佛 150 英尺长, 49 英尺高, 是泰国
规模最大的佛像。开放时间:
上午 8 点到晚上 5 点。

律实动物园

www.watpho.com

Grand Tower Inn 6305

电话: 0 2282 7111
IBT No.71, Rama 5 Road, Dusit, Bangkok,
10300 Thailand

曼谷大皇宫

www.mandarinoriental.com

这里是曼谷最古老的景点之一, 动物来自世界
各地，从企鹅、袋鼠, 到非洲的老虎、狮子、长
颈鹿，再到来自美国萨凡纳地区的河马, 无所不
包、应有尽有。其他景点包括旧国会大厦、杜
斯特宫、游泳湖和迷你小火车。开放时间: 上午
8 点-下午 6 点。
www.zoothailand.org

电话: 0 2623 5500
Na Phra Lan Rd, Maharaj Pier,
Bangkok, Thailand
闻名遐迩曼的谷大皇宫建于 1782 年, 主体部
分由多个美轮美奂的分体建筑构成, 包括建于
十四世纪的玉佛寺。泰国国王每季为佛像更换
袈裟, 这是佛历中的重要仪式。开放时间: 上午
8:30——下午3:30

度假村距离北碧府镇 16 英里, 坐落于群山峻
林间, 茂林蓊郁、流水潺潺, 清幽宁静。建筑
风格精心设计, 与周围环境浑然和谐。度假活
动包括游泳、垂钓、篮球、网球和养生桑拿。
游客还能在环境典雅的水上餐厅享用晚餐。

度假村距离曼谷国际机场仅 45 分钟车程。它
是您感受曼谷活力的理想住处。这里不但可以
鸟瞰曼谷全景, 而且设有健身中心、桑拿房、
按摩浴缸和户外游泳池。酒店餐厅提供品种多
样的国际美食。
欲查询更多的度假胜地清单, 请访问 RCI.com
或拨打 400 8111 688

www.tourismthailand.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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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尼西亚巴厘岛,
周末狂欢
weekenders BALI,
INDONESIA

印度尼西亚巴厘岛,
周末狂欢
weekenders
BALI, INDONESIA

巴厘岛… 让人兴奋的话题。

心灵与安详

无尽之夏

印度尼西亚最美之岛, 巴厘岛, 完美之地 抑制一下兴奋之情。家庭度假、
蜜月、冲浪之旅、女性水疗出游、瑜伽静修或豪华 别墅逃避圣地——无论
你出于什么理由前来游览, 热带巴厘岛总有吸引各类人各种兴趣的魅力。
巴厘岛位于赤道以南以及爪洼岛和龙目岛之间的印度尼西亚中部, 是冒险、
运动和健身活动的胜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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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厘岛是印度尼西亚迄今为止最
受欢迎的旅游目的地, 一直深受
大众喜爱, 对于冲浪爱好者尤为
如此。这座岛也是澳大利亚、日
本、韩国和欧洲游客的主要目的
地。巴厘岛有着四百万人口, 是
东南亚唯一的印度教之地。这座
岛上的豪华海滩度假胜地与印度
教历史寺庙、高耸的火山和起
伏的水稻梯田紧密相关。对于喜
欢异国文化以及深谙玩乐之道
的游客, 这是一种视觉享受。库
塔 (Kuta)、雷吉安 (Legian) 和
水明漾 (Seminyak) 不规则延
伸的南海岸海滩区是最受巴厘岛
每年三百万游客欢迎的基地,也
是主要的冲浪海滩。库塔为游客
带来了一种充满活力的海滩生活
和令人惊叹的海上日落以及许许
多多的酒吧、餐馆和夜总会。雷
吉安进一步往北就是水明漾，这
里有别致的酒吧、高级的精品商
店、法式蛋糕店和美食餐厅。水
明漾几乎没有街头小贩, 高雅的
气氛和轻松的生活节奏使其成为
家庭海滩度假的理想场所。
巴厘岛的都城和行政中心登巴萨
(Denpasar) 位于岛的南部，靠
近库塔和沙努尔 (Sanur) 海滩
度假地。这是一座有着一流购物
的繁华小城。
位于登巴萨的另一边是沙努尔美
丽的海滩度假地, 在这里你可以
享受水上运动和浪漫的海滨就
餐。其原始沙滩四周环绕着引人
注目的精品商店和精美的海鲜餐
馆。巴厘岛的真正文化中心是乌
布 (Ubud) 镇, 有着大量的美术
馆和文化中心。周围乡村遍布传
统的石雕、陶瓷和纺织生产村
庄, 如 Mas、Penestanan 和
Batuan 等。乌布也是一些最佳
泛舟和徒步旅行必去之地。你可
以徒步穿越巴厘岛唯一的活火山
巴杜尔火山 (Mount Batur) 附
近的一些茂密丛林或在北海岸享
受海滩生活。巴厘岛最高的火山
阿贡火山 (Mount Agung) 位
于巴厘岛的东边。当你拾级而上
到达寺院, 你会发现一个专供印
度教三神祗梵天、毗瑟奴和湿
婆的中央神殿。你可以安排一位
当地导游带你去阿贡火山, 沿途

<< 印度尼西亚巴厘岛

你可以领略一些其他壮观的寺庙, 包括
Ganung Batukau 和 Tanah Lot。
巴厘岛南部另一个受欢迎的海滩小镇
是 金巴兰海湾 (Jimbaran Bay)。

每天晚上海滩上尽是临时搭建的小木
屋, 当地的渔民开放小吃店提供新鲜的
海鲜。你可以沉浸于鲜鱼或烤龙虾的
愉快用餐中, 同时与友好的当地人接触
交流。繁忙的一天结束之际, 探索巴厘

岛有什么更好逃避日常工作的方式比
得上在异国热带环境中进行豪华的水
疗。和你的爱人享受双人按摩或给自
己来个美甲、修脚。

weekenders
印度尼西亚巴厘岛,
周末狂欢
BALI, INDONESIA

放松
____

Jenja 餐厅、酒吧和俱乐部

白浪漂流 电话: 0361 721480

巴厘岛水明漾水疗馆 电话: 0361 737 932

电话: 0361 882 7711

Jl. Petitenget, Seminyak, Kerobokan,
Seminyak, 80361

水明漾Nakula

拿起你的桨, 准备在阿勇河 (Ayung River) 壮
观的 33 道急流上开启这场令人振奋的漂流
探险。

每天从上午 10 点到 11 点开放, 水疗馆提供
了一套完整的矿泉和美容治疗, 包括按摩、身
体磨砂、美甲、修脚、热石按摩和一套完备的
美发沙龙设施。

Jenja 餐厅专供阿拉伯和亚洲菜式, 分两层展示
了其一站式餐饮和晚间娱乐餐厅特色。第一层
有着超时尚的室内设计和三个餐饮区, 包括一
个室外区。
www.jenjabali.com

住宿

游玩
____

巴厘岛 RCI 加盟度假村
包括：

www.spabali.biz
海彤酒厂之旅 电话: 0361 767 422
Komplex Dewa Ruci, Jalan Bypass
Ngurah Rai, Kuta

Kendra 美术馆 电话: 0361 736 628
Drupadi 88B, 水明漾

彭布罗克 (Pembroke) 葡萄酒和烈酒厂可供选
择范围广泛, 有奥塔哥中部葡萄酒以及绝佳的
新西兰、澳大利亚和其他欧洲葡萄酒。对于精
酿啤酒爱好者, 还可在现场品尝各种新西兰精
酿啤酒或选择带走喝。

Kendra 美术馆为水明漾增添了充满活力的艺
术场景, 是艺术爱好旅客结识艺术品背后创造
者的绝佳去处。美术馆距离 Laksmana 只有
10 分钟以内路程, 那里道路两旁全都是世界
级的餐厅。

www.hattenwines.com

www.kendragallery.com

美食
____

盛情款待之旅——海底漫步体验

Zibiru 餐厅 电话: 0361 733 265

电话: +65 6743 9812

Jalan Drupadi 7, Seminyak, Bali 80361

一次安全而独特的水下活动, 让你体验海底漫
步, 一览沙努尔海滩周围各种海洋生物和珊瑚。
这是最接近潜水的方式, 却免去了重型设备的麻
烦。历时两个小时。

Zibiru 餐厅以独特的巴厘岛为背景提供从农场
至餐桌的正宗意大利菜肴。每周三和周六下午
5 -12 点晚餐有现场爵士乐。
www.zibiru.com
金巴兰海湾海滨餐厅 电话: 0361 216 8521
金巴兰海湾 Kelan
在海滩上就餐的同时享受美味的海鲜和浪漫
的日落。
www.jimbaranbeachrestaurant.com

www.baliadventuretours.com

www.bemyguest.com.sg
Elephant Safari Park, Taro, Ubud
电话: 0361 721480
被誉为世界上最好的大象公园, 设施包括信息中
心、拥有大量大象纪念品以及东南亚唯一的猛
犸象骨架的博物馆。日常开放时间: 上午 8
点-下午 6 点。
www.baliadventuretours.com

Medewi Bay Retreat 6302
度假村距离内加拉 (Negara) 仅有 20 分钟路
程, 是一家令人印象深刻的热带岛度假村, 周围
有着风景如画的群山和椰子园。这个度假村被
群山、海洋和椰子园环绕, 有一处按摩露台可供
放松、恢复元气。
Royal Bali Beach Club at Candidasa 3968
度假村坐落于卡迪达萨郊区的巴利纳海滩
(Balina Beach), 一侧周围由珊瑚海而另一侧
则由活火山所包围。度假村非常适合浮潜和钓
鱼, 拥有巴厘岛式的独特环境。度假村的玻璃
底船可供观赏海洋生物, 并有一家餐厅, 提供定
期夜间娱乐活动。
Regent Holidays at Rama Candidasa
6920 (SE24 SD24)
3 或 4 晚 的分周假期
坐落于巴厘岛东海岸的卡迪达萨, 这个度假村
远离喧嚣, 位于风景如画的私人海滩。在这里
你可以享受徒步登山和水上运动, 游泳者可以
选择波光粼粼的海水或就在位于花园和湛蓝深
海之间的游泳池放松。
欲查询更多的度假胜地清单, 请访问 RCI.com
或拨打 400 8111 6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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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假期对您而言十分重要, 所以您的假期就是我们的一切。

专注打造一生美好度假回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