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蓼科山高地
日本的绿宝石

宁静的蓼科山
魔法之乡-新西兰
玛塔玛塔镇之旅
全球十大最绚丽
多彩的海滩
世界主题乐园之都
-美国奥兰多
来关注RCI微信公共号

快来用更便宜的价格
去享受您的梦想假期！

6月30日前储存您的
周次，立即享受新假期
交换费七五折优惠。

2016

15

夏季刊

风景如画，生机盎然，
霍比特人的故乡—新西兰
小镇玛塔马塔之旅

目录
特别推荐
15

新西兰玛塔玛塔镇
带您探索霍比特人的故乡

20

25%

全球十大最绚丽多彩的海滩
带您一起欣赏那五颜六色的迷人海岸风光

折扣

24

蓼科山高地
日本的绿宝石

27

自然的坎迪达萨
印尼巴厘岛东部海边山地小镇

20
24
封面特辑
24  被誉为日本的绿宝石的蓼科山高地

登录endlessvacation.com查看条款
和条件:
杂志中所给价格为淡季价，具体价格以印刷时为准。不同度假
村之间房间大小不一。
所有价格均为人民币标价，除非特别标注为其他货币。欲知具
体的会员细则，请致电我们的假期顾问咨询，或者您可以登录
我们的官方网站RCI.com查询。

活动条件限制，会员须于6月1日至6月30日期间办理周次存储，6月1日前存储的周次不参加本次活动。凡参与本次活动的会员可于2016年9月30
日前确认好您的假期交换（国内国际假期交换皆可；热点假期不参与本次活动）。本次活动优惠基于会员在活动期间存储周次的数量，即每个存
储周次都会享有一次交换费七五折的优惠机会。例如, 活动期间会员存储了两个周次，便可享有两次交换费七五折优惠。

《度假无限》亚洲版版杂志，部分内容由Maven有限公司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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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集合，出发！
旅游世界最新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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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行装备
随身充电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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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奥兰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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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食

总监致辞
成为RCI会员，您不仅可以享受到既有特色
又舒适的旅行，还可以全方位知晓全球最

世界十大艺术博物馆纵览

12 购物
澳大利亚昆士兰州布里斯班

14 概览
韩国济州岛

19 用餐
爽口黄瓜沙拉

抽奖活动最终获奖者

本次活动于2015年11月19日至2015年12月31日期间举行

棒旅游资讯，让您踏上一段充实的旅程。

品尝牡蛎的艺术

10 地标

“ 让RCI来帮您承担下
一年假期的物管费 ”
活动规则

深吸一口新鲜空气吧！这期的《度假无

参加本次活动的会员必须在2015年11月19日上午12:00

限》®杂志将为您呈现精彩绝伦的自然美

至2015年12月31日下午11:59(GMT时间) 期间，成功

景，以及绝佳的度假胜地。如果您想寻求

存储周次或通过RCI验证符合条件的周次进入会员账

一次快节奏的旅行，我们的布里斯班购物

户。RCI将会直接向获奖者的本家度假村，支付掉会员

指南将为您服务。无论您的假期多么紧

下一年度的物业管理费（最高可至5000人民币）。

密，请翻看第19页，我们为您准备了美
味又多汁的黄瓜沙拉食谱，确保您体力充
沛，活力四射。
我们的专题文章将把您带到苍翠繁茂、宁

参加人数

1389

获奖者

KIM
SUZY

谧安详的新西兰小镇玛塔玛塔，因是著名
的《魔戒》三部曲拍摄地而闻名。此外，
我们为您呈现了日本茅野市蓼科山上的绿

开始度假
29 会员须知
33 RCI新加盟度假村

8
12

色高地，虽鲜为人知，但同样令人惊艳。
寻找海滩度假资讯，请翻到第20页，那里
有最令人为之振奋的海滩胜地。

36 RCI精选假期

第29页是最新的RCI®白金会员计划权益

38 RCI游轮假期

信息。与非RCI白金会员相比，RCI白金

44 RCI关联故事

会员可独享精选假期与限时优惠假期房费
10%折扣优惠10%折扣——在售产品也同
样适用！
感谢您支持RCI！预祝您旅途平安，尽情

周末狂欢

享受每一次激动人心的冒险吧！

斐济

直飞天堂
斐济航空公司将提供斐济–新加坡
往返直飞航班服务

准备

集合

出发

40 马来西亚刁曼岛
海洋珍宝

42 菲律宾马尼拉大都会
大都会中心

2 六月 2016

Deirdre Bourke
会员服务总监
RCI亚太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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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行装备

摄影： Pamela Ashley Pasco

泰国

新款App “thaiculture
(泰国文化)” 为您呈献泰
国最棒的文化景点
游览泰国更便捷。‘thaiculture’是泰国最新推出的文化和旅游手
机app应用。详细介绍了泰国旅游胜地重要信息。上面涵盖了七万
多个景点。包括古历史遗迹公园、博物馆、古市场和工艺村，app
可以在英文，泰文和中文间自由切换，本应用有两大特色功能，使
用“Near Me”功能，用户可以查询周边10公里之内的旅游热点
地区。使用“Search”功能，用户可以了解更多您喜爱的旅游景
点。‘thaiculture’提供景点导航信息、开放时间、门票、联系
电话、历史介绍及景点十大特色。

韩国

济州岛新‘艺术村’
韩国济州岛有新景点啦！位于济州岛东
南部的一个村庄“Shincheon”以艺
术时尚的方式从沉睡中醒来。这个宁静
低调的村庄最近获称“艺术村”，拥有
43幅波普艺术式壁画和雕塑。这源于
2014年，电影“Sunshine”的制作人
将“Shincheon”选为拍摄地点。当时为
了拍摄需要，在墙上画了一些壁画。电影
制片人离开后，当地艺术家、年轻的电影
制作人和村民们继续将“Shincheon”打
造成为“艺术村”
。济州岛的生活和文化
以艺术的形式出现在建筑物及意想不到的
地方，带来了新鲜空气，令当地人为之振
奋，也吸引了大量游客。

一路手机用电充足
随身携带便携式电池、适配器和充电器，
保障智能手机一路畅通。

8
1

2
6

App兼容iOS与Android版本。 从App store或Play Store免费
下载App也可登录www.thaiculture.go.th下载

新西兰

当艺术遇见体育

7

3
新西兰将举办体现残奥会金牌精神的
展览，一组由新西兰艺术家Amber
Gabrielle Stephens创作的12座美丽肖像
将展出。 本次展览是以新西兰著名的夏季
及冬季残奥会参赛运动员为主题，他们包
括2012年伦敦残奥会奖牌获得者Sophie
Pascoe、Michael Johnson、Cameron
Leslie和Mary Fisher，2014年索契冬季
残奥会奖牌获得者Corey Peters，及残疾
人自行车赛世界冠军Emma Foy及Laura
Thompson。这些肖像将从2016年1月至6
月中旬在新西兰展出。计划在2016里约残
奥会前在全国范围内开展10多项活动。 游
客可以在游玩的路上一睹肖像风采，了解
更多残疾人运动员相关信息。

5
4

1 Tylt Energi 5K+ 充电器 出门未带USB连接线：这个超薄充电器内置闪电和微型USB电线，不用时可以内折。访问tylt.com；645人民币

2 Tumi

T-Tech 国际旅行USB电源适配器 这种一体化适配器内置四个可伸缩插头，可以在150多个国家充电，并且USB插头可以同时接入手机、耳机等。 访问
bestbuy.com；215人民币

3 Victorinox 旅行电源板 用Victorinox便携式电源板将候机厅唯一一个插头充分利用起来。糖果条大小，一组三孔交

流电源插座与一个USB端口，从蓝牙®耳机到一台笔记本电脑，可用于一切输电。 访问rei.com；215人民币

4 Monster 移动®电源卡V2 轻薄，

可放进多数钱包、口袋和手袋，Monster信用卡大小的电池为智能手机提供5小时的续航。 访问monsterproducts.com；285人民币

5 Ventev

dashport q1200充电器 租车一路赶去机场，却发现智能手机没电？此款涡轮汽车充电器只要15分钟便可为智能手机提供6小时续航。 访问ventev.
com；250人民币

6 Solpro helios smart充电器 此款充电器可以展开成三折。放桌上或挂在您的背包上，只需在阳光下暴露90分钟，便足以为

智能手机充电。 访问solpro.com；850人民币

7 HyperJuice Plug 18,000 mAh电池 此款18000 mAh的便携式电池好比一个发电所：不仅可以为

平板电脑提供26小时续航，且一次充电后便可为智能手机充电11次。 访问hypershop.com；785人民币

8 Fluxmob Bolt电池包 充电器和电池一

体化，为您减轻负重。该电池一次充电就可令智能手机续航，可正好将插头与墙壁电源接通。 访问hypershop.com；355人民币

4 六月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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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标
世界

漫谈奥兰多的必去之地：

迪斯尼世界
作为全球最大和最受欢迎的主题公园，迪斯尼世界您梦想成真。尽管不完全位于在奥兰
多市内，但临近奥兰多市中心34公里，迪斯尼世界已被誉为奥兰多的一地标性景点。
熙熙攘攘、欢乐笑声不断，迪斯尼世界是一个巨大的梦幻之地，内有4个主题公园、2个
水上公园、4个高尔夫球场、1个9洞高尔夫球场、2个小型主题高尔夫球场、一个购物
区及其他娱乐热区。魔幻王国是迪斯尼世界第一个主题公园，无意也是最受欢迎的。
这里有无限令人激动的游乐设施和景点、动物、世界一流购物和餐饮经验，迪斯尼世
界为朋友间和家人间创造了无数难忘的时刻。所有主题公园每天上午9：00开放，有一
系列套票供选。更多详情请访问disneyworld.disney.go.com/tickets。

教堂街车站

不只是刺激

历史悠久的教堂街车站由南佛罗里达铁

奥兰多被誉为“世界主题公园之都”，坐拥7个北美十大最受欢迎
主题公园，例如佛罗里达环球影城、海洋世界及鳄鱼乐园。奥兰多
有大量具有丰富文化背景故事的地标，对寻求冒险的人是很好的选
择。花一到两天深入探索奥兰多吧！

路公司在1889年修建。教堂街车站也被

酒店推荐

称为“老奥兰多火车站”
，全盛期曾服

RCI 在奥兰多地区超高口碑加盟度假村推荐：

务过多个铁路公司 ，直到1926年客运
服务被转移至奥兰多Health/Amtrak火
车站。坐落于教堂街区（西教堂街127
号）的中心， 教堂街车站已逐渐成为
餐厅、咖啡馆和零售商店的集中点。热
闹非凡的运动娱乐中心安利中心(www.
amwaycenter.com) 使教堂街焕发

伊欧拉湖边公园

建于1924年，作为佛罗里达州的艺术中

斯酒店，当时正处种族隔离时期，酒店

伊欧拉湖边公园（华盛顿东街512号）

心已近90年。博物馆致力于收集和保存

主要招待非洲裔美国表演者们。2009

伟大作品，并展出各种各样来自世界各

年6月改造成了博物馆。博物馆展品包

地的艺术品。

括非裔美国人社区纪念品、来自当地收

是高压人群短游的好去处，提供安宁的
享受。在湖边的小径上悠闲散步，看湖
上天鹅船和天鹅优美地滑过。
Linton E. Allen纪念喷泉坐落于伊欧拉
湖上，更多称之为‘百年喷泉’或‘伊
欧拉湖喷泉’。作为奥兰多市的非官方
标志，建于1957年，以创始人的名字命
名。喷泉约每晚8点开启，游客可以同步
观看到水和音乐灯光表演。有供儿童观
赏的音乐会，并可以在圆形剧场和操场玩
耍。每周日上午10点到下午4点可以在奥
兰多农贸市场采摘季节性的新鲜农产品、

从崭露头角的艺术家到艺术爱好者，

藏家的手工艺品以及奥兰多民权运动画

奥兰多之眼
最近在奥兰多引起热潮的景点之一是奥

国家史迹名录。

兰多之眼。作为国际大道南边最高的建

智节目、艺术营、讲座和工作室课程。除

圣母玛利亚天主教堂

的清新方式。毫不夸张地说，作为美国

星期一和重大节日，博物馆每日照常开

随着上世纪70年代迪斯尼世界度假区和

放。周二至周五，上午10:00 - 下午4:00

许多其他景点的开放，圣母玛利亚天主

东海岸最大的摩天轮，奥兰多之眼的30

。周六与周日，中午 - 下午4:00。门票价

教堂在瓦恩兰大道8300号建立，为天主

格：儿童与大学生 4.7澳元/5新西兰元，

教徒游客提供服务。

成人 9.35澳元/10新西兰元。

简陋却庄严的拉丁礼大教堂内有
2000个座位的教堂、玫瑰花园、母亲&
孩童室外小教堂、圣餐教堂及基督教艺

查看最新活动预告。

该博物馆是对非裔美国人文化遗产

术博物馆。现为奥兰多的旅游景点。欢

的颂歌，坐落于奥兰多古老的帕拉莫

迎各地游客，圣母玛利亚圣地为各个年

奥兰多艺术博物馆

(Parramore)区（南大街西路511号）

龄段的人呈献合唱团表演、嘉宾讲座、

奥兰多艺术博物馆(www.omart.org)

中心。博物馆前身是1929年建造的韦尔

展览及文化活动。

6 六月 2016

欢之夜。

种创造性活动激发和吸引不同的个体。此

韦尔斯非裔美国人历史和文化博物馆

www.orlandofarmersmarket.com可

客在车站附近的酒吧聚会，尽情享受狂

廊。该建筑于2000年2月4日列入美国

欣赏手工艺品并享受生活的娱乐。访问

(Vacation Village at Parkway) #4940
百汇度假村酒店邻近奥兰多著名的主题公园及其
文化地标，是休闲娱乐的好去处。度假村为客人
提供6个游泳池和一个野餐区，甚至专门为儿童
游客配备了游乐场，尽显奢华。

入住7晚1145人民币起

了新生命。此外，当地的时尚人士和游

大人到小孩——奥兰多艺术博物馆提供各
外，全年提供无限制美术馆参观、一流益

百汇度假村酒店

筑物，奥兰多之眼提供了一种感受城市

个观景舱把你对奥兰多之美的感受提升

假日酒店俱乐部奥兰治湖度假村——西村
(Holiday Inn Club Vacations at Orange Lake
Resort-West Village) #0670
奥兰治湖度假村占地1450英亩，绿草如茵、苍翠繁
茂，提供无数令人印象深刻的娱乐设施、服务和活
动。度假村提供设施包括12英亩的水上公园（带环
流河）、7个水池、7个餐厅、带有沙滩并可以水上
运动的80英亩的湖泊、4个高尔夫球场及2个迷你高
尔夫球场。在西村有一家俱乐部，可以眺望那波光
粼粼的湖面。还有帐篷屋、游廊、零售店和一个带
露台酒吧的主题餐厅。

入住7晚3525人民币起

到新高度。奥兰多素有“美丽之城”的

喜来登维斯塔纳度假酒店

美誉，从城市上方望下去，绚丽的主题

(Sheraton Vistana Resort) #0450

公园天际线、湖泊和地形会令你叹为观

喜来登维斯塔纳度假酒店不只是休息的场所，
还每时每刻提供各种设施和服务。有13个网球
场、7个游泳池、7个热水浴缸、6个娱乐中心、
1个儿童游乐场和1个16洞小型高尔夫球场，为大
人和孩子都带来欢乐。提供全方位服务的休闲餐
厅、2个快餐店或按摩预约服务。毕竟，舒适、
豪华和时尚是喜来登维斯塔纳度假酒店的特色。

止。一般入场票价低至18.70澳元/20新
西兰元，与奥兰多4大景点的组合票价
格为92.70澳元/99新西兰元。

入住7晚3900人民币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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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食
度假村餐点食谱

澳大利亚

食用
牡蛎的
艺术
打开半打牡蛎十分容易；
而真正享用它们需要一点
诀窍。
作者 Zach Patton

倘若你身处南澳，一定要抽时间去试试直
接从海里捞起并剥好的新鲜科芬湾牡蛎。
（科芬湾海滨大道61号1802 Oyster Bar &
Bistro餐厅；+61 8 86854626；
1802oysterbar.com.au）

新西兰

下面分6个感官阶段介绍了如何在你吃牡蛎时
增加它的滋味。
1. 香味。 当牡蛎在你嘴中时，主

资深牡蛎爱好者都明白，品尝
双壳贝的复杂滋味是一门艺
术。品尝牡蛎是一门精细的艺
术，与品尝葡萄酒很相似。这
意味着要体会一只牡蛎身上细
微的“海生”——“风土”一
词在海洋领域的对应词，“风
土”指形成葡萄酒风味的一切
环境因素。
秋季是提高您品尝牡蛎技能的
绝好时期。即使现代冷藏与养
殖意味着您一整年都可以吃上
牡蛎——而不仅限于名字里
有“r”的那几个月（九月至
三月）——秋季和冬季牡蛎的
味道更丰富深邃。生长在东海
岸的牡蛎分泌糖原以求在寒冷
的月份里生存，这使它们在这
些月份里尝起来更鲜甜肥美，
您不妨把这联想成牛排的大理
石纹。

要用你的舌尖去感受味道。这么做
使你能品尝到最初的味道，当你开
始吃的时候这种味道可能就会发生
变化。

2. 汁水。 嘬一口牡蛎的汁水，你就
能知道这牡蛎来自什么地方。事实
上，这是你第一次受到盐分、矿物
和泥土冲击的地方。例如，产自岩
石密布的沿海地区的牡蛎矿物味稍
重些。
3. 初尝。 当牡蛎在你嘴中时，主
要用你的舌尖去感受味道。这么做
使你能品尝到最初的味道，当你开
始吃的时候这种味道可能就会发生
变化。
4. 细品。 当你真正开始咀嚼牡蛎本
身时，集中精神去体会它的质感和
滋味。是否味道丰富且有黄油的口
感？是否有盐味并且爽口？咀嚼也
同时带出了牡蛎的甜味。

5. 回味。 牡蛎在味觉停留的时间比
许多食物都长的多。结尾通常是当
你在品尝牡蛎的鲜味，这是一种暗
藏的可口滋味。
6. 搭配。 牡蛎搭配合适的葡萄酒或
啤酒就像是天作之合。紧跟着来一
瓶轻清身型干白葡萄酒，如钢桶陈
年比诺格里乔或卢瓦尔河谷慕思卡
黛（有的人把它们称为牡蛎的完美
搭档）。至于啤酒，你可以考虑季
节艾尔、口感清淡型啤酒、非常淡
的印度淡色艾尔或者其他不会过于
浓烈的低度啤酒。
哦，也许最好把鸡尾酒酱收起来。
鸡尾酒酱中的甜味和强烈的山葵味
会覆盖牡蛎的原味。宁可尝试木犀
草酱，一种用葱头、黑胡椒碎粒和
香槟醋制成的清淡酱汁。对于牡
蛎，你要的是突出，而非盖过它们
的新鲜度。

新西兰的布拉夫牡蛎据说是味道最浓郁
的，因为它们生长在福沃海峡冰冷干净的
水域里，直到它们长得肥美又多汁。当
令新鲜捕捞的牡蛎可以在Gore街的Four
Square市场买到。
(Four Square, 54 Gore Street, Bluff
9814, 03 212 8179, foursquare.co.nz)

日本

在宫岛，供应牡蛎最多的地方是有格调的
牡蛎屋。烧烤师傅把每一只牡蛎在火上烤
过后都会仔细检查一遍。点“牡蛎屋定
食”，这份套餐不在菜单上。
(广岛县廿日市市宫岛町539号牡蛎屋，
+81 829-44-2747，kaki-ya.jp）

注：出版后信息可能会有变动。请在计划旅行前确认关键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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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标
世界

世界十大艺术
博物馆纵览
从纽约到东京再到全世界，您可以在这些著名的博
物馆中，欣赏到世界级的艺术品。
作者 Bree Sposato

注：出版后信息可能会有变动。请在计划旅行前确认关键细节。

1 奥赛博物馆

巴黎

中的还有胡安·米罗和野口勇等雕塑
大师的雕塑作品。 getty.edu

德加的《芭蕾舞女》、梵高的《罗纳
河上的星夜》、塞尚的静物画——这
些全都展出在法国特级的印象派博物

纽约
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是西半球最大的博物

塞纳河的另一边是杜伊勒里公园，馆

馆，收藏了超过2,000,000件从古至今

内还保留着车站原来的高耸的玻璃天

的藏品。每年有超过6,000,000参观者

花板和大厅。 musee-orsay.fr

在画廊间穿梭。埃及藏品展示了丹铎神
庙(c. 23–c. 10 B.C.)，欧洲的绘画则
包括德加、伦勃朗和维梅尔的作品。
metmuseum.org

这些裹着石灰华的建筑群由理查德·
迈耶设计，坐落在洛杉矶市的山上，
从这里视野可以一直延伸至太平洋。

空间。来到楼上的美术馆，欣赏最繁

占地200,000平方英尺。18,000件藏品

纪的英国艺术家，如庚斯博罗、康斯

的画廊与伦佐·皮亚诺设计的现代之翼

复的马赛克图案。 ayasofyamuzesi.gov.tr

里包括安迪·沃霍尔和乔治亚·欧姬芙

太布尔和特纳。 nationalgallery.org.uk

相连。馆内收藏着印象派与后印象派艺
术作品；20世纪与21世纪的作品，包括

5 东京国立博物馆

东京

伦敦
13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的绘画作品被

或者搭乘有轨电车爬上陡峭的山坡。

悬挂在特拉法尔加广场的这一地标的

在通风的展馆里，你会发现爱德华·

墙上。西翼把文艺复兴全盛期置于聚

马奈等印象派画家的画作，分散在其

光灯之下（米开朗基罗、提香和拉斐

爱德华·霍普的《夜鹰》；和马克·夏
卡尔的彩色玻璃窗。 artic.edu

如果你在东京只有时间去一个博物馆，
那就去这里。东京国立博物馆是日本最
古老也最大的艺术博物馆，收藏了世界

7 圣索菲亚大教堂

伊斯坦布尔

的作品。 whitney.org
8 韩国国立现代美术馆

首尔
首尔唯一的国立艺术馆与景福宫就隔了

10 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

西安

几条街，这里展示着7,000多件现代艺

你可以轻松地花去两天或更多时间探索

术作品。想去欣赏那些在展览中的大型

这一考古奇迹，它位处中国古都西安

而有趣的作品，你不必是一个艺术爱好

附近，从北京坐飞机需要两个小时。上

上最多的日本艺术品和考古文物。去参

作为中世纪世界七大奇迹之一和现存

者。每月第四个周六可以免费参观所有

千个真人大小的陶俑是中国古代第一个

观刚刚整修过的、三层的东洋馆（东方

最伟大的拜占庭建筑之一，圣索菲亚

的展览。 mmca.go.kr

皇帝秦始皇的陵墓的一部分，它们矗立

古物美术馆），这里收藏着来自亚洲的

大教堂雄踞着伊斯坦布尔的天际线。

佛教雕塑和中国陶瓷。 momat.go.jp

公元532年，国王查士丁尼一世为了
永恒的荣耀下令建造此建筑。用“宏

4 英国国家美术馆

要到达这里，可以选择从停车场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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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学院派建筑 通过设置在铁轨上方

3 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馆。博物馆前身是奥尔赛车站，隔着

2 盖蒂中心
洛杉矶

尔）。东翼的舞台中心则是18和19世

6 芝加哥艺术博物馆

着守卫他死后的安宁。史学家认为大约
9 惠特尼美国艺术博物馆

纽约

伟”来形容它也会是保守的： 圣索菲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惠特尼美国艺术博

700,000个工人辛苦工作了30多年才铸
就了这一陵墓。有趣的事实：尽管这些
士兵是用模具制成的，但是在组装好后

亚大教堂的穹顶高184英尺，宽102英

物馆在格林威治村开放，展出葛楚·凡

每一个都被添上了独特的面部表情。

这里保存着一些绘画作品， 如格兰特·

尺。为了给你一个直观的感受，不妨

徳比·惠特尼女士的作品。后来，博物

whc.unesco.org

伍德的《美国哥特式》，芝加哥艺术博

这样打比方，去掉了底座的自由女神

馆迁移到西五十四街，接着又到了麦迪

物馆本身就是一个杰作。这座建于1893

像能够放进穹顶下方，并且还有空余

逊大道。今年，它又在高架公园落脚，

芝加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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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物
澳大利亚布里斯班

水城浮华
布里斯班是澳大利亚最经常被大家忽略的城市，它已从
一个寂静的水乡蜕变成一个购物天堂，既有充满活力的
高档消费区，也有折衷的内城居民区。穿上你最好的裙
子，约上几个朋友，一直购物到精疲力竭为止。
唐人街（邓肯路33号）
，这里有充满异
国情调的中国产品，或者仅仅是放慢脚
步，在别致的酒吧歇歇脚，观看乐队现
场和偶尔的街头表演。

寻找古董
拥有郁郁葱葱的青山、古老的农舍和
风景如画的街道，无可争议地，帕丁
顿（昆士兰州4064，帕丁顿）是布
里斯班当地人最喜爱的去处之一。探

访这个历史悠久的内城区，你能发现
一大笔宝藏：古怪的纪念品、复古商
品、古着和古董珍品。帕丁顿古董中
心（拉特罗布泰罗斯街167号）占据着
拉特罗布泰罗斯街的一座老剧院，吸引
了超过50家当地和国际古董商汇聚一
堂。在拉特罗布泰罗斯街上还有Green
Tangerine，当地设计产品颇为自豪
的拥护者和Sheets on the Line，澳
洲最受欢迎的有机床垫设计品牌。在

Given Terrace街的陡坡小路上散步，
两侧是充满魅力的精品小店，如帕丁
顿的复古老牌Retro Metro和不拘一格
的Ra Ra Superstar，在这些店里都能
买到复古商品。像个当地人一样探索能
使你走出常规，来到帕丁顿后面的时
髦的罗莎莉村。在这儿，当地人的最爱
Yesterday’
s Thrift Shop坐落在一个亮
红色的小屋里，招揽复古淘客进入迷宫
一样的房间，里面满是便宜的二手货。

酒店推荐
布里斯班RCI加盟酒店推荐：

璀璨魅力
在布里斯班的中心区有澳大利亚最大的露天步行街，皇后街
商场（昆士兰州，邮编4000，皇后街）
。这条长达半公里的
熙熙攘攘的购物区拥有700多家专卖店，车子不能驶入，所
以购物者可以专享这一特权，从这一个商场走到另一个商
场，而不用避开交通。世界各大奢侈品店云集于此，如蒂芙
尼公司和路易·威登阔绰地占用了优雅的皇后广场（皇后街
262号）
。在昆士兰第一大百货商店“大卫琼斯”卷起一场
购物风暴，该百货商店坐落在地下一层、底层和地上一层。
冬季花园（皇后街171-209号）只是一步之遥，它的外观设
计灵感来自大自然，这里有昆士兰唯一的一家蔻驰专卖店和
其它高档澳洲品牌，如Sambag和Mecca Maxima。这里
还有昆士兰最大的迈亚百货公司，拥有超过180家专卖店。
迈亚百货公司（皇后街91号）是你的6层楼一站式购物目的
地。购物结束？在3楼的eight-screen影院休息一下，看一
场精彩大片。

独立品牌热
佛特谷（昆士兰州4006，佛特谷）是一个热闹而充满活力
的内城居民区，布里斯班当地居民亲切地叫它“山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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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山谷”
，有选择折衷的餐馆和少量美术馆，是布里斯班独
立购物的好去处。黎明时分，在“山谷”精巧而狭窄的街上
漫步，去发现布里斯班最受欢迎的一些设计师品牌，如Gail
Sorronda、Easton Pearson和Pistols。走在布朗斯威克街
上，寻找隐蔽的小店Fallow，这里有全澳大利亚都买不到的
精心设计的时尚物品。在安妮大道的小巷散布着的商店，如
Ultra Suite和Blonde Venus中可以找到备受喜爱的当地设计
师品牌。绕道韦恩街，把你带入“山谷”的曲折巷道，这里
有面向吉他爱好者的Tym Guitars、汇集全球自主品牌的The
Outpost和汇集小型印刷出版物的Kunstler。一定别忘了去

ULTIQA罗特伯里酒店
(ULTIQA Rothbury Hotel)

佛特谷崔普酒店
(TRYP Fortitude Valley)

ULTIQA罗特伯里酒店是一个历史性、地标性酒店，融合了这
个城市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风光和现代的高雅。罗特伯里酒
店到南岸、皇后街购物中心和其它主要景点以及中央火车站
都只是步程以内的距离，因此不管你是要步行还是坐火车观
光布里斯班，罗特伯里酒店都处于一个极好的位置。或者仅
仅是办理入住，享受酒店的屋顶花园、温泉浴场、桑拿浴、
健身房和烧烤场。

这个以艺术为主题的精品酒店是一座周身画着迷幻壁画的红
砖建筑，渗透出疯克乐和创造性爵士乐。大胆的涂鸦装饰了
全天用餐餐厅的墙面，而充满艺术感的修复品给时髦的屋顶
酒吧增添了魅力，从屋顶酒吧可以看到城市景色。佛特谷崔
普酒店距火车站4分钟步行路程。

(RC86) 入住7晚5200人民币起

(RD52) 入住3晚2150人民币起
(RD53) 入住4晚2775人民币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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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览
韩国济州岛

魔法之乡-新西兰
玛塔玛塔镇之旅
起伏的青山上点缀着羊群、大树和奇巧的石
洞——叫人很难不去想象在新西兰北岛的玛
塔玛塔镇有真的魔法存在。

酒店推荐
济州岛RCI加盟度假村有：

韩国济州岛
韩国济州岛是火山喷发形成的岛屿，位于韩国大陆
南边。济州岛被称作“诸神之岛”
，外国游客与本土
游客都前往济州岛欣赏其各式各样的自然风光。
四季

十二月至二月，尽管冬季温度鲜少低于0°
C，山上依旧白雪皑皑。
三至五月，享受春季清新温暖的空气。六至八月则是温暖湿润的
夏季。在九至十一月游览，则能瞧见秋天的落叶铺满岛屿。

火山高地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景点城山日出峰上感受大自然的美
好。从182米高的“日出峰”上俯瞰，600米宽的火山口与100%
的自然风光，这般壮丽的景色只有亲眼看见才能相信。

韦斯凯特世界杯酒店
(Vistacay Hotel World Cup) #D670

玻璃世界

在韦斯凯特世界杯酒店享受便利与舒适。
树木与玻璃特色相结合，酒店设计理念散
发着经典及现代的氛围。宾客可得到顶楼
泳池与室内餐厅的款待。酒店位置靠近西
归浦市的济州岛世界杯球场和其它著名景
点。散步到当地的便利商店与超市，在附
近传统市场中领略当地文化。

人口

#RD96 入住3晚1700人民币起
#RD97 入住4晚2250人民币起

走进地下

即便是济州岛的深处也有许多风光等待您来探索。徒步穿过250万
年历史的万丈窟—世界上最长的熔岩隧道之一。

远足

无论你是否热爱自然，都不可错过攀登汉拿山，视野所见之处遍
布火山湖与明艳动人的植物。
济州岛玻璃城堡包括六个主题公园，从迷宫到花园等所有东西完
全由玻璃制成。

韩国最大岛屿，人口超过6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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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知道吗？
俯瞰袋底洞（比尔博和他的侄子佛
罗多·巴金斯居住的地方）的那棵
橡树几乎是“人造”的。被选中的
那棵树重26公吨，被砍倒，每根树
枝编上号，切断，然后一起固定在
袋底洞上方。

霍比特人之家
玛塔玛塔镇原先是一个宁静的乡村小
镇，仅仅是新西兰汉密尔顿—怀卡托
地区一处驱车经过的宜人风光。然而
魔法出现了。在为彼得·杰克逊爵士
屡次获奖的电影《魔戒》三部曲空中
搜索一处场景拍摄地时，玛塔玛塔镇
被发现了。
这里，亚历山大家庭农场拥有
1,250公顷的绿色草原，巨大的树
木和可爱的小湖，吸引了采景师
Dave Comer的注意。1998年一天
下午，Dave与农场主及他的家人协
商，最终赢得了他们的信任，开始展
开他的伟大遗产——搭建霍比屯电影
布景地。
带有奇怪小门的石屋被塞进山脉起
伏的青山，被蔓生的草地和野花掩藏
着。自2010年夏尔郡重建以来，现已
有44个霍比特洞穴。霍比屯宛如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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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园式的17世纪英国乡村，拥有伏牛
花树篱，挂着苹果和梨的果树、覆盖
着地衣的篱笆和高度不平的小路。
进入约翰·罗纳德·瑞尔·托尔金
的《魔戒》三部曲和《霍比特人》的
世界，倾听“霍比特人电影之旅”一
日团引人入胜的叙述。这个人气的一
日团在夏季每半小时进行一次。从夏
尔咖啡馆动身，在夏尔郡和它的霍比
特洞穴与菜园间漫步，最后绕过湖泊
来到宴会树和磨坊。然后，在绿龙酒
馆品尝一杯当地特色的酿造啤酒。
绿龙酒馆开放于2012年12月，是霍
比屯新增加的地方。这里有零星的酒吧
区，你可以手持一杯啤酒稍作休息。
尝试绿龙酒馆菜单上的传统霍比特食
物——强烈推荐牛肉与艾尔啤酒派。
要想感受一个魔法的狂欢之夜，那
么就在黄昏时分探索霍比屯，参与一个
为霍比特人量身定做的宴会。晚宴之旅

包括在霍比屯电影布景地漫步和在露天
篝火前喝着霍比特南域佳酿赠送的饮
料。接着，被领到绿龙酒馆的餐厅，一
张桌子上摆满了传统霍比特食物。在月
下走回夏尔郡的蜿蜒小路，小路被路灯
和真的手持灯笼照亮，于是这一夜超现
实主义地迎来了尾声。
征服瀑布
虽然托尔金和杰克逊爵士的粉丝因为
霍比屯蜂拥而至玛塔玛塔镇，玛塔玛
塔镇附近的汉密尔顿—怀卡托地区除
了视觉享受还有更多可以提供的。从
玛塔玛塔镇驱车10分钟来到怀利利瀑
布，这是北岛地区最高的瀑布。
怀利利步道是通往位于瀑布底部
的观景平台的道路。把你的车辆留在
Goodwin路（离开老蒂阿洛哈路）
上的停车场，从那里开始徒步。往返
路程大约需要一个半小时。

坐船穿过天然树林，通过奇巧的木
桥，欣赏温和的小瀑布的景色。对从
观景平台看到的153米高的2级瀑布
怀利利瀑布叹为观止。瀑布泄流分散
成细流，流进生苔的绿色岩石和蕨类
植物中。在公共长椅上消磨时光，或
者把你的脚浸入清凉的溪水中。
如果你还想领略更惊人的风景，那
么爬上生苔的石阶到达怀利利瀑布的
顶部。感受你脚下的世界，俯瞰怀卡
托平原的壮阔景色。从下方平台爬到
瀑布顶需要2小时。
回顾
Firth塔由奥克兰商人Josiah Clifton
Firth在1882年建造，是新西兰最早的
钢筋混凝土建筑之一。全盛期时，这座
16米高的建筑作为眺望乡村地区的瞭望
台、房产公司和人们的睡眠区而存在。

今天，这座塔提供的不仅仅是广
阔的视野。参观Firth塔和周围的建筑
群，能见到大量玛塔玛塔历史学会的
博物馆展品。在塔的周围另有10个
历史地标，包括一间教堂、讲堂和监
狱。在外面，花园欢迎人们去悠闲地
散步。高大的橡树屹立在蔓生的草地
上，为午后在宁静的自然历史环境中
野餐提供一份阴凉。
去飞
展开你的翅膀，探索蓝天。玛塔玛塔
镇是举世闻名的滑翔地，得益于来自
凯麦山脉的上升气流。它拥有吸引滑
翔爱好者的理想条件，不管是年轻的
还是年长的，新手或是资深滑翔迷都
是如此。滑翔是让无动力飞行器（也
称滑翔机）起飞然后依靠自然的上升
气流保持飞行的一项空中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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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玛塔玛塔飞行场（国道27）的
Piako滑翔俱乐部，任何人都能够飞
行。倘若你是第一次坐滑翔机，Piako
滑翔俱乐部的飞行员训练会首先带你
体验一次试飞，紧接着是学飞课程和
高级训练课程。希望乘坐滑翔机来一
场越野飞行的资深单飞滑翔者可以在
专业指导小组学到知识和技能。
www.glidingmatamata.co.nz
竞赛与疾驰
作为新西兰拥有最多赛马和育种群体
的地区中心，玛塔玛塔镇自然是观赏
赛马的好去处。每天大概早上5点，
玛塔玛塔镇赛马俱乐部便开始了一天
的驰骋生活，500多匹赛马在外面训
练。玛塔玛塔镇赛马俱乐部的赛马场
由158公顷草地、耕地、沙地、全季

节跑道和一个马池组成。欢迎游客观
看马匹训练。观看以凯麦山脉为背
景，清晨的阳光下群马奔腾，尘土飞
扬的雄伟景象，而不需要按下止闹按
钮，这是值得的。在游览前，打电话
66 7-888 8898给玛塔玛塔镇赛马俱
乐部，询问训练日程。
一杆进洞
高尔夫迷会享受在以凯麦山脉为背
景的起伏的玛塔玛塔镇草原上开球
的感觉。玛塔玛塔镇高尔夫俱乐部
(matamatagolf.co.nz)和沃尔顿高
尔夫俱乐部(waltongolf.co.nz) 是玛
塔玛塔镇风景和设施最好的两个高尔
夫球场。
玛塔玛塔镇高尔夫球场拥有自由
排水土壤，这意味着即使突降倾盆大

雨，在几分钟内这个球场依然是可用
的。这里有各种各样的挑战，能满足
各个水平的高尔夫爱好者。公司与社
交场合也是欢迎的。沃尔顿高尔夫俱
乐部稍微有点不出名，与玛塔玛塔和
莫林斯维尔在半路相遇。这里因其热
情好客以及宽敞的俱乐部而受到来自
世界各地的赞誉。
两个高尔夫俱乐部都拥有修剪整齐
的球道、充分灌溉的草地和一排排郁
郁葱葱的树木，让你充分体验在世界
级球场上挥杆的感觉。
公路到达
玛塔玛塔镇距离奥克兰2小时车程。
从汉密尔顿出发，需要45分钟车程。
如果你从罗托鲁瓦出发，预计1小时
车程。

用餐
度假村餐点食谱

爽口黄瓜沙拉
匈牙利菜，在黄瓜上撒点辣椒粉的提神沙拉。
出自主厨CHEF DAVID LAPHAM之手

这道匈牙利黄瓜沙拉，在匈牙利语中被称为“uborkasaláta”，
通常会随主菜一起上。沙拉的酸爽口味与这个国家的传统炖菜及
浓酱菜肴的丰富口味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道沙拉上还可以添加
酸奶油或一点点蛋黄酱加以点缀（最好搭配鱼食用）。
让这道菜独具匈牙利特色的是这个国家人民钟爱的调料：辣椒

酒店推荐

粉。您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添加甜椒粉或辣椒粉（或者结合食

RCI在新西兰的加盟度假村包括：

而大部分配料大概都能在您的食品室中找到。

拜伦斯宾塞 ( Spencer On Byron)
发现奥克兰最新商务酒店的现代建筑。拜伦斯宾塞酒店高高地耸立在北岸塔卡普纳市区
中心，视野开阔无比。到酒吧喝杯啤酒小憩一下，或驻足欣赏朗伊托托岛(Rangitoto)后
的日出风光，看着帆船绘制豪拉基湾(Hauraki Gulf)上美洲杯航线的海图。清晨醒来，沉
浸在奥克兰天际线照亮的海港那美丽至极的剪影中。身处拜伦斯宾塞，您可以翘首期待
舒适的商务套房、充满优雅气息的宴会厅、顶尖的会议设施以及任意时刻的预期服务。

用）。好消息就是这份沙拉是用去皮黄瓜和简单配料制作而成，

匈牙利风味黄瓜沙拉
两根中等大小的黄瓜
一撮盐，加1茶匙
1茶匙现磨黑胡椒粉
一撮糖

(7452) 入住3晚2750人民币起
(8407) 入住4晚2800人民币起

1/4杯白醋或苹果醋
1/2茶匙甜椒粉
（或者让口味更丰富，可添加混合
的甜椒粉和辣椒粉）
1汤匙的酸奶油（也可不加）

黄瓜去皮，并使用快刀或蔬果刨切
成薄片。撒上一小撮盐，搅拌均匀
后放置在带有过滤器的碗中30至
45分钟以去除多余的水分，并浓缩
黄瓜口味。另取一只碗，将其余的
盐和胡椒粉、糖及醋搅拌均匀。加
入黄瓜并充分搅拌。腌制两个小时
或以上。上菜时，将将黄瓜铺在盘
中，并在黄瓜上面撒上辣椒粉。
可供4-6个人食用。

酒店推荐
RCI在匈牙利的加盟度假村包括：
Abbázia俱乐部 (Club Abbázia) #2833
地处中心地段的度假胜地。23 Erzsébet Királyné Útca, Keszthely（凯斯特海伊）
Dobogómajor俱乐部 (Club Dobogómajor) #4193
312所公寓距离Hevíz湖仅一箭之遥。1 Hévízi Útca, Cserszegtoma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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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标
世界

1

海姆斯海滩
(Hyams Beach)
澳大利亚海姆斯海滩

海姆斯海滩 (Hyams Beach)
澳大利亚海姆斯海滩

全球十大最绚丽
多彩的海滩
并不是所有的海滩都是千篇一律的。下次您就可以
梦着在海边享受日光浴，想象着脚趾踩在五颜六色
的美丽海滩上。

据说海姆斯海滩拥有世界上最白的沙子。沙子细而柔软，
是日光浴爱好者的最理想去处。如果您的度假风格更加活
跃，安全清澈的水域和丰富多彩的海洋生物可以为您提供
一流的浮潜体验。海滩面朝东方，如果您在日出时间到达
海边，就可以欣赏到壮观无比的日出美景。

2

穆里怀沙滩
(Muriwai Beach)
奥克兰和新西兰

源于 Jessen O’Brien

穆里怀沙滩 (Muriwai Beach)
奥克兰新西兰
墨黑的火山沙定义了穆里怀沙滩的特色，从奥克兰驱车仅
需40分钟便可到达。这个沙滩是一种叫做塘鹅的白色海鸟
的栖息天堂，它们栖息在山顶，为这儿的景色添加了点点
色彩。穆里怀的滚动波浪让它备受冲浪爱好者的喜爱。您
可以租用设备或参加附近的穆里怀冲浪学校课程来加入他
注：出版后信息可能会有变动。请在计划旅行前确认关键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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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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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粉色海滩
(Pink Beach)
印度尼西亚科莫多

7

帕帕科立沙滩
(Papakolea Beach)
夏威夷Naalehu

粉色海滩 (Pink Beach)

帕帕科立沙滩 (Papakolea Beach)

印度尼西亚科莫多

夏威夷Naalehu

世界为数不多的粉色海滩之一就位于科莫多岛。青山

橄榄石熔岩晶体为这个沙滩添加了独特的色调。您需要徒

碧水环绕着蔷薇色的海滩。在部分区域，海水清澈见

步一小段来到这座沙滩，但是最后您将会收获欣赏世界四

底，您甚至可以清晰看到海底的珊瑚礁。当您身处此

大绿色海岸之一的奖赏（其他绿色海滩位于加拉帕戈斯群

地，要当心体积庞大的科摩多龙，它们也是因为此岛

岛(Galápagos Islands)关岛和挪威）。将这个沙滩隔离

而得名的一种蜥蜴。

并保护起来的周围峭壁是火山渣锥形成的，据说这些渣锥
形成于50,000年前。

粉色沙滩 (Pink Sands Beach)

4

粉色沙滩
(Pink Sands Beach)
巴哈马群岛哈伯岛

8

菲佛海滩
(Pfeiffer Beach)
加利福尼亚大苏尔

巴哈马群岛哈伯岛

菲佛海滩 (Pfeiffer Beach)

向巴哈马群岛延伸的红色沙滩。尽管海岛较小，但是

加利福尼亚大苏尔

相较于拿索的拉登赌场(casino-laden Nassau)、天

大多数人都是慕名来到加州中部的大苏尔地区一览从太平

堂岛或凯布尔海滩(Cable Beach)，哈伯岛让人更加

洋中拔地而起的桑塔露西亚山(Santa Lucia Mountains)

放松。冬天来临，当温度为摄氏24度的时候，就是游

的雄伟风光。菲佛海滩并不在众多的旅游必去清单里，但

览的理想时间。白天，您可以在温和的水中畅游，而

是它那迷幻的紫色条纹海岸是非常值得一拍的。严冬风暴

晚上您就可以享用海螺大餐和地方特产。

侵蚀着环绕海湾的石榴红峭壁，形成了这一罕见颜色，并
让寒冬成为尽享这一风光的最佳时间。

红色沙滩 (Red Beach)
希腊圣托里尼

5

粉色沙滩
(Red Beach)
希腊圣托里尼

9

生物发光的海滩
马尔代夫

可能圣托里尼是以它的白色山顶城镇而闻名于世的，

生物发光的海滩 (Bioluminescent Beaches)
马尔代夫

如费拉镇(Fira)和伊亚镇(Oia)，但是它的红色沙滩真

马尔代夫的海滩有时候会在黑夜里发光。某些浮游生物种

的是美丽绝伦。这一自然景观离人造红色沙滩——阿

类会像萤火虫一样发光来吓跑捕食者，所以将产生了覆盖

克罗蒂里(Akrotiri)的克里特文明废墟仅数分钟的距

海滩的微弱蓝光。尽管已在马尔代夫上目睹到这种生物荧

离。您可以从高处欣赏红色沙滩，或漫步在沙滩上与

光，您最好到北部群岛之一去碰碰运气：Mudhdhoo岛

它亲密接触。

或Vaadhoo岛。如果可以的话，您可以在新月之夜去，
因为天空越暗，亮度越明显。

拉姆拉湾 (Ramla Bay)
马耳他戈佐岛(Gozo)
传说位于荷马奥德赛(Odyssey)的海中女神(Calypso)
洞穴可以俯瞰到位于戈佐马耳他岛的拉姆拉湾橙色海
岸。尽管这个洞穴本身没有太多观赏之处，但是为了
尽收眼底的海岸线风光还是值得一登的。橙色的沙子
宽广地延绵着，所以您可以在这座备受欢迎的沙滩上
找到足够的空间躺下休息。

6

拉姆拉湾
(Ramla Bay)
马耳他戈佐岛
(Gozo)

10

彩虹海滩
(Rainbow Beach)
澳大利亚彩虹海滩

彩虹海滩 (Rainbow Beach)
澳大利亚彩虹海滩
您可以在彩虹海滩上找到超过70种色彩。Kabi的人民
（最初居住在此地）相信Yiningie（由彩虹所代表的
一种圣灵）在一场战斗中坠落到周围的山峰，形成了
连绵的沙丘。这座彩虹海滩城镇位于弗雷泽岛(Fraser
Island)的南部——覆盖着雨林、桉树、红树林和其他林
地的世界遗产地。

2 2 六月 2016

度假无限 23

茅野市蓼科山(TATESHINA, CHINO)

日本的绿宝石
如果清晨醒来能一睹多山地貌风光是您的
快乐追求，那么日本长野县茅野市的蓼科
山一定是您的人间天堂。

并带上最好的相机。

艺术魅力

蓼科山高地，或“Tateshina kogen”（日语）坐落于八岳山麓的西北坡。一扫全景的美景荟萃，舒适
至极的体验和自然奇观的刺激冒险，让这个小镇成为尚未被外面的世界所完全发现的绿宝石。来自四面
八方的日本当地旅客都成尘世的喧嚣逃到这处大自然之心——清晨醒来呼吸着清新的空气，一览山湖的
秀丽风采，沉醉在樱花盛开的浪漫里再享受当地艺术的熏陶。揭开日本保存完好的郁郁葱葱和慵懒又奢
华的世界那神秘面纱。
山峰之美
那座拔地而起2,899米宏伟壮观的山
峰是赤岳山(Mount Akadake)——
八岳山主峰。传说八岳山曾经比富
士山要高。嫉妒心促使木花开耶姬
(Konohanasakuya-hime)——富士
山女神将八岳山拆成一群火山。有了
壮丽宏伟的赤岳山和受直逼蓝天的南
部阿尔卑斯山脉的蜿蜒环绕，八岳山
在美丽的晨光下美得让人窒息。跳上
北村(Kita)八岳山的索道，在上到位
于2,237米高的峰顶站的过程中，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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浸在群山环抱的景色里。当夜幕降临
时，仰望布满繁星的天空，怀抱星光
点亮的世界。

山北部路线较平缓，非常适合登山新
手，这条路线森林茂密可遮风挡雨，
并且有大量可用的徒步指南。

自然冒险

慵懒漫步

怀着一颗爱冒险的心，您可以通过徒
步登山，为您的惊奇经历添上浓墨重
彩的一笔。山中有为休闲徒步旅行者
到专业登山运动员而备的各色各异的
登山路线。最受欢迎的路线是从美浓
户口登山口(Minotoguchi stop)开始
步行4.5小时到达赤岳山顶峰。八岳

如果征服高山并不是您的拿手好戏，
那么您可以选择欣赏八岳中信高原
国定公园(Yatsugatake-Chushin
Kogen Quasi- National Park)的
白桦湖(Lake Shirakaba)的迷人
魅力。到蓼科山和雾峰山(Mount
Kirigamine)接壤处来场休闲漫步。

这儿有脚踏船，可以让您在映射着蓝
天白云和层峦山峰的湖面上巡航。为
蓼科山更添魅力的是其他两处壮观水
域，蓼科湖(Lake Tateshina)和女神
湖(Lake Megami)。享受景色宜人的
湖边风光环抱或在附近的溜冰场来场
溜冰，感受凉风穿透您的秀发。

樱花盛开
再往蓼科湖的背面走去，您就可以发
现Shokoji这个地方——一个建于20世
纪70年代的佛寺。除了历史和文化，
Shokoji寺庙因成千上万樱花的完
全盛开备受欢迎。樱花，也被称
为“Sakura”是日本的非官方国花。
这一极为壮丽的景色仅持续几周，所
以如果您在四月末到五月初的时候参
观蓼科山，请确保穿上您最美的裙子

千万不要错过的博物馆是Ito现代艺
术博物馆、勒内莱俪博物馆(Rene
Lalique Museum)以及蓼科山泰迪
熊博物馆——展览了来自世界各地
超过5,000只的泰迪熊。蓼科山泰迪
熊博物馆每天都吸引了大量的成人
游客。虽然蓼科山上遍布了著名的
展览会和画廊，但是要特别关注八
岳山艺术博物馆(Yatsugatake Art
Museum).这座建于20世纪80年代
的奇形建筑隐藏在深林茂密的山坡
山，临近原村(Haramura village).
为了将人造建筑天衣无缝地融合到
自然环境中，建筑师村野藤吾(Togo
Murano)使用了25个相同的穹顶来
构筑这一空间。博物馆展览了著名的
雕刻家Takashi Shimizu和Kakusen
Tsugane的作品；两位艺术家都来
自于原村。它还成列了八岳山正在工
作的工匠们，例如，被子的制作、染
色、编织、sakiori编织和陶器。

齐整的土地
在Barakura英式花园中——于1990
年夏天在日本开放的正宗英式花园，
园艺爱好者将会忘记时间的存在。
这座花园是由Hohei Yamada先
生建立的，花园中种植了5,000多
种植物。最壮观的展览就是全年展
览的180种雅致的古典玫瑰。观赏
一年一度世界闻名的Barakura花
展，与来自世界各地享有盛誉的园
艺师、花园设计师、音乐家和艺术
家们并肩通行。搭乘巴士从茅野站出
发或驱车经由诹访市交流道(Suwa
Interchange)，仅20分钟便可到达
Barakura英式花园。

专家提示：登山专家建议有计划
在这个夏天来进行徒步旅行的游
客注意，由于高海拔地区昼夜温
差明显。请在出发前准备好保暖
服，防水装备，一张地型图以及
适量的饮用水作为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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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游路线
自驾游

从东京中央高速公路(Chuo Highway)的
高井户交流道(Takaido Interchange)出
发的旅程。继续驾驶至诹访交流道隧道到
达蓼科山高地。这段路线需要两个小时。
从名古屋驱车出发需要2.5小时。从名古
屋东名高速公路交流道出发，途经通向
诹访交流道的中央高速公路的小牧市汇
合点(Komaki Junction)，然后到达蓼
科山高地。
如果您酷爱自驾游，从大阪出发，途经
名神高速道路的丰中交流道(Toyonaka
Interchange)，再驱往小牧市汇合点，
然后继续走上文推荐从名古屋出发的路
线。打开收音机，享受约4小时15分钟的
自驾观光游。

搭乘火车

所有的火车路线的终点站都应该是茅野
站。跳上新宿站(Shinjuku Station)的
Chuoh Tosen快车，约2小时便可直达
目的地。
如果您是从名古屋站出发，您可搭
乘 Chuo Saisen快车，然后从盐尻站
(Shiojiri Station)换乘开向茅野站的
车。该旅途需要约2.5小时的车程。

酒店推荐

从大阪出发需要3.5小时。在新大阪站
的东海道新干线(Tokaido Shinkasen)
（超级快车）上车，去往名古屋站，然
后继续前文所述从名古屋出发的旅程。

RCI在蓼科山的加盟
度假村包括：

自然的坎迪达萨
(CANDIDASA)
海浪在坎迪达萨海岸撞击并翻滚着——一座位于印度尼西亚巴厘岛东部的海
边丘陵小镇。这座曾经有着最自然的黄金海岸的小渔村，吸引了一大群的日
光追逐者。然而随着旅游业的繁荣发展，海滩逐渐被建筑物和矿脉开采活动
所侵蚀。赞迪达萨非常离奇地仅花了几年的时间就恢复了原貌，成为了终极
度假放松胜地。舒缓的海浪声、轻拂的海风和安静祥和的夜晚备受人们青
睐，这座海边小镇已经化身成了情侣和家庭的海岸休息寓所。想要更加刺激
的体验，您可以出发探索东部巴厘岛的异域风情和各种各样的文化活动、水
上运动和登山活动。

行动计划

坐落在城镇的海滩并没那么诗情画
意，但是在坎迪达萨附近有许多激动
人心的旅游选择地。驾上一辆摩托车
或雇佣一名司机朝坎迪达萨东部开出
4.5公里。在那儿，您可以找到巴厘
岛最原始的海滩——白沙海滩(White
Sand Beach)，当地人称之为Pasir
Putih Beach海滩。
发源于两山之间，四周环绕着棕榈
树，这座恰好被隐蔽的海滩流露出静
谧的海洋氛围。放松地享受日光浴，
或跳入碧海畅游一番再或进行潜水活
动。想要品尝无与伦比的海洋风味，
您大可到当地的海鲜馆大快朵颐。这
个隐秘宝地的神秘特质，让它极受冒
险家探索的欢迎。
如果海洋的深不可测激起了您的兴
趣，坎迪达萨就是您想要开启水下之
旅的理想地。沿着坎迪达萨前部海岸
的是Biaha群岛，在这里经验丰富的
潜水员可以体验一下鲨鱼洞穴潜水之
旅。Tepekong拥有广受欢迎的潜水
点、峡谷，而Mimpang遍布了珊瑚
花园和繁多的水下生命。
巴厘岛东侧是全球闻名的潜水者
天堂。距坎迪达萨仅一小时的距离，
世界闻名的美国陆军运输船自由号
(USAT Liberty)沉船就沉落在图兰奔的
海底。计划一场短程旅行，去Suraya
体验淤泥潜水，去艾湄湾(Amed)经
历礁壁潜水，和到白鲨及蓝点斑
光都是寻常可见的Padang
Bai游玩。据报道，幸运的潜

蓼科Big Week度假酒店

(Big Week Tateshina)
俯瞰八岳山起伏的山脉，Big
Week Tateshina是一座由日本
葱郁茂密的落叶松环绕的安静
祥和的度假胜地。踏上便径，享
受高尔夫球场、网球场、滑雪场
以及温泉为您带来的欢愉。度假
村所有房间均设计为带有两间卧
室、一间起居室、一间餐厅和一
间设备齐全的厨房的套房。
(RD40) 入住3晚5025人民币起
(RD41) 入住4晚6675人民币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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蓼科山旅行指南：搭上蓼科山高地环城巴
士四处走走。公共交通会将乘客送往热门
景点，例如蓼科湖、皮拉图斯蓼科山索道
(Pilatus Tateshina Ropeway)、白桦湖
和Kuruyama Kogen高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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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须知
水者也可以与神秘莫测的翻车鲀进行
亲密接触。
徒步游荡到内陆地区是探索坎迪
达萨的另一绝佳方式。那儿有许多徒
步旅行路线可带您穿过坎迪达萨的稻
田和层峦叠翠的多山地形，甚至可以
走过传统的竹桥。大多数徒步旅行路
线都可以经过充满历史和文化韵味的
地点，例如水上宫殿、沿海寺庙和村
庄。如果您非常重视对此地真实的深
入了解，您可以雇佣一名当地的徒步
旅行导游，让您完全地融入巴厘岛的
美丽中。喜欢更有挑战的游客可选择
登上这座岛屿最高的山峰——阿贡山
(Mount Agung)

观赏计划

通往坎迪达萨的路上布满了庄严
神圣的寺庙．驻足布沙基寺(Pura
Besakih)——坐落在巴厘岛最神圣的
山——阿贡山上巴厘岛最大的寺庙。
它是由三个印度教诸神主寺庙和18
个单独的圣殿组成。坎迪达萨的西面
坐落着印度教寺庙——蝙蝠洞寺院
(Goa Lawah)，也被称为蝙蝠洞(Bat
Cave).蝙蝠洞寺院的墙上覆盖满了成
千上万的蝙蝠，请不要错过这一足以

令人瞠目结舌的体验。离家更近的是
Pura Candidasa寺庙，这是当地人的
圣洁之地，坐落着一对寺庙，可俯瞰
环礁湖。
想要体验真实的乡村生活，您
可以向坎迪达萨西北面驱车4.5公
里，便可进入登安南村(Tenganan
Pegringsingan)的古老世界。登安南
村是最古老的传统巴厘岛村庄之一，
它保存了满者伯夷前的巴厘岛Aga社
区的巴厘岛文化和习俗。众多的寺庙节
日吸引了大量的游客，大部分游客都
计划在他们的旅程中一睹一年一度的
Perang Pandan（香兰叶之战）仪式
战斗。男性村民将会穿上传统服装，并
使用多刺的香兰叶互相作战来歌颂因陀
罗(Indra)——战神。
登安南村也因双织法
(Geringsing)——巴厘岛的魔法布
而闻名天下。这种织法采用印度尼西
亚登安南社区所独有的经纬絣（双系
法）技术，一片这种罕见的织物要花
多达三年的时间纺织。当然，双织法
是登安南的传统织物。当地人相信，
在庆典中肩上披上用双织法纺织的织
物可以保护他们。

您的

RCI白金会籍

®

福利惊喜不断！
享受优选权、专享折扣和前所未有
的丰富假期选择。
RCI认真聆听您的需求。RCI白金 ®会籍进一步强化，
让您的度假权益升级，着重体现为交换相关福利。享
受度假顾问、产品和假期交换的优先权、精选假期和
限时优惠假期九折优惠，成为RCI白金 ®会员甚至可以
节省大笔开销享受更多返利福利。

酒店推荐
RCI在坎迪达萨的加盟度假村包括：

拉玛坎迪达萨度假区的丽晶假日酒店
(Regent Holidays at Rama Candidasa) #6920

坎迪达萨皇家巴厘岛海滩俱乐部
(Royal Candidasa) #3968

坐落于拉玛坎迪达萨的丽晶假日酒店远离喧嚣，位于巴厘岛东海岸风景如
画的私人海滩。泳池位处缤纷花园和湛蓝深海之间。您可以一边眺望酒
店随处可见的美丽海景，一边享受酒店提供的印尼按摩服务和其他养生理
疗。在酒店的内部餐厅就餐，享用美味可口的地中海菜、意大利菜和具有
异国情调的巴厘岛菜肴。

坐落于坎迪达萨郊区，有其自己的优势。皇家巴厘岛海滩俱乐部建设在巴
利纳海滩(Balina Beach)之上，夹杂在珊瑚丰富的海洋和火山群之间——
潜水、浮潜和钓鱼的黄金地段。度假村提供了让游客们一览海洋生物的玻
璃底船服务和徒步登山服务。它的泳池和室外水力按摩池直通静谧的巴利
纳海滩。

入住7晚2250人民币起

入住7晚3400人民币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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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须知

专享权益
优先访问
引入专门的免费热线，所有的RCI白金®
会员均可享受产品预览服务和优先交换
权！
RCI白金®会员可在第一时间享受专门的
住房预定服务。白金会员可以在世界上
很多著名旅游区轻易的找到可交换房间。
甚至可以交换很多普通会员根本看不到
的高质量房间。例如黄金海岸、凯恩斯
和纽约。*

优先答复
拨打由我们知识丰富的度假顾问服务的
免费热线。
				

白金预览
您还可提前一天优先了解精选假期产品。

会员须知

独家销售，超值优惠
精选假期可享10%的折扣
享受更多优惠！
与非RCI白金会员相比 ，可独享精选假
期与限时优惠假期的10%折扣，在售产品
也同样适用。*请确保您的RCI帐户上注
册了您的邮箱地址，以便您能够第一时间
了解到精选特价信息。
®

白金邮轮假期优惠
成为RCI白金®会员，您可以畅享在壮阔
大海上航行，同时为您的邮轮假期节省
大笔开销。仅需7分存储交换能力就可以
拥有邮轮假期——普通RCI会员需要14分
交换能力。

会员返利
白金返利计划
在每天的RCI交易中获得白金会员返利，
返利金额将直接返还到您的RCI账户中，
可用于未来交易。
—购买RCI访客证可获得125人民币的返
利
—合并储存或储存余额可获得150人民
币返利

房型升级与变更
免费房型升级服务
即在会员入住酒店前两周至三日内，预订
的住宿单位有可能会被升级为房型更好的
单位或度假村。白金会员不需要缴纳任何
升级费或额外的交换能力。如希望享受此
项服务，白金会员仅需在预订原度假村单
位时，告知我们的假期顾问同意房间免费
升级即可。除本度假村外，还可以额外添
加周边最多五家度假村作为备选。登记入
住两周内，若您选定的度假村或在您确认
的度假村中有更大的住宿单位空出，您的
预订信息将会自动更改。我们将会给您发
送更新信息，并附上所有必要细节。+

RCI®恢复最大交换能力SM
若周次存储达到6个月（即相关周次开
始前的180天），将自动获得存储交换能
力，无需支付任何额外费用。
若您的周次存储未达6个月（180天）
，但
早于相关周次开始前的15天，在存储时
支付RCI存储恢复费即可完整获得存储交
换能力。

˚

电子邮箱：asiamembers@rci.com
更多信息，请访问www.rci.com/platinum_asia

* 假期视房源情况而定，根据等价原则进行交换。假期数量有限。度假地和旅行时间视房源情况而定，根据先到先得的原则进行

确认。产品仅限住宿，不包括旅行费用和其他可能产生的费用。可能收取税金和附加费用。全包式度假村可能收取强制性全包费
用。附带其他限制。

RCI白金会籍的某些福利由第三方提供。RCI不为此类福利的适用性和安全性或此类福利的提供者提供担保。此类福利的信息将
ˆ基于合适供应商所提供的信息。RCI不负责不由RCI直接提供的产品或服务的任何不正确、不完整或误导性信息，并且对此不承担
任何责任。附加条款、条件和限制可适用于任何此类福利（由适用供应商独自决定的福利），如有更改，由供应商全权决定。

+ 升级住宿单位可能收取附加客房服务或其他度假村费用。假期数量有限。度假地和旅行时间视房源情况而定，根据先到先得的原

则进行确认。产品仅限住宿，不包括旅行费用和其他可能产生的费用。可能收取税金和附加费用。全包式度假村可能收取强制性
全包费用。附带其他限制。

˚拥有浮动周次的RCI周次会员必须在获知一周次存入其RCI账户后的24小时内购买RCI储存恢复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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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须知

R C I新 加 盟 度 假 村

最大化您的储
存交换能力！
为确保 100% 发挥现有储存交换能力，您务必在度假权益
周次入住日至少九个月之前完成储存。下列储存交换能力
调整一览表说明了度假交换能力如何随储存时间变化：

储存交换能力调整一一览表
入住前2年至9个月（大于或等于276天）

|

保留100%的交换能力

入住前6个月至9个月（181至275天）

|

保留95%的交换能力

入住前3个月至6个月（91至180天）

|

保留90%的交换能力

入住前1个月至3个月（31至90天）

|

保留80%的交换能力

入住前15天至30天

|

保留60%的交换能力

入住前小于14天

|

保留45%的交换能力

例如，您有一个入住日为 2015 年 5 月 7 日的周次，
并且在 2014 年 8 月 5 日进行储存（至少在入住日
276 日之前），那么您的储存交换能力达到最大，等
于 20。
但如果您在 2015 年 2 月 9 日至 2015 年 4 月 6 日之
间（入住日之前 90 日至 31 日）进行储存，那么您的
储存交换能力为 16。

会员须知
您可访问RCI.com的存储计算器，查看自己当前最大
储存交换能力的个性化视图。进入管理我的储存周次
选项卡，点击页面右侧的储存工具与资源。

3 2 六月 2016

1. 提前储存——在度假权益起始日之前的2年
至9个月间提前储存，您就能获得用于交换
的100%存储交换能力。
2. 一旦储存周次后，您的存储交换能力就不
会再下降。
3. 储存操作不收取任何费用！
4. 储存时无需指定度假目的地。

最新加盟度假村简介
全球有超过4,300家的RCI®加盟度假村，您可能会认为我们将
会就此停步。但是在100多个国家中，我们每个月都有新增度
假村。在RCI®，我们完全致力于提供更多选择和更多灵活性的
承诺。创造新机会，畅享今天新增的RCI®加盟度假村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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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CI新加盟度假村

RCI新加盟度假村

DA03

DA16

D939

京都Big Week度假酒店

普吉岛温德姆海珍珠度假村

Interlux 皇家俱乐部

(Big Week Kyoto) #RD38/ RD39

(Wyndham Sea Pearl Resort Phuket)
#RD43/ RD44

(Interlux Club Royal)

在Big Week Kyoto中，您可以一睹京都宝刹古寺和
难以捉摸的艺妓等丰富的日本文化和历史风采。地
处河畔的宁静之地，它提供有很棒的小餐馆和圣祠，
您只需悠闲散步一会便可到达。宽敞的两居室住宿
单位，配备真实的榻榻米房间、奢华的厨房、洗衣
机、烘干机和其他的室内便利设施，为您提供舒适
的住宿体验。

位于16英亩的青翠小山顶的美丽景色中，在海珍珠
度假村可以一览芭东湾(Patong Bay)和安达曼海
(Andaman Sea)的壮丽风光。豪华双人间卧室和套
间的个性化设计，将舒适方便和精致细腻完美地结
合。亚洲的闻名海滩之一距离度假村仅一步之遥。

远离城市的喧嚣繁杂，Interlux Club Royal坐落于芭
堤雅(Pattaya)北部的黄金地段。所有的公寓设计都
具备欧洲的舒适体验和优雅气息。从酒店步行就可到
达众多的当地旅游景点。惬意地躺者着享受泰式按摩
水疗，或到酒店的内部餐馆享用高质量的国际烹饪水
准佳肴。从巴厘海码头搭乘小船出发去探索其他的海
岸，例如著名的格兰岛(Koh Larn Island)、哈天海滩
(Thien Beach)和奴阿而海滩(Nual Beach)，等等。

DA13

DB17

DA04

蓼科Big Week度假酒店
（Big Week Tateshina）#RD40/ RD41
俯瞰八岳山起伏的山脉，Big Week Tateshina是
一座由日本葱郁茂密的落叶松环绕的安静祥和的度
假胜地。踏上便径，享受高尔夫球场、网球场、滑
雪场以及温泉为您带来的欢愉。 度假村所有房间
均设计为带有两间卧室、一间起居室、一间餐厅和
一间设备齐全的厨房的套房

DA00

钟路亚云树酒店

位于博鳌玉带湾酒店的ETC度假俱乐部

西昌市邛海湾柏栎度假酒店

(Hotel Aventree Jongno) #RC53/RC54

(ETC at Bo’
ao Yudaiwan Hotel)

钟路亚云树酒店坐落于首尔市中心，周围围绕着宫
殿、寺庙和韩国流行购物区，它代表了现代文化、艺
术与历史的完美融合。该酒店沉浸在2000年的丰富文
化历史中，附近具有大量的旅游景点——景福宫、光
化门广场和仁寺洞路。酒店价格合理，可以欣赏到韩
国的优雅美丽与首尔充满活力的环境。

博鳌玉带湾酒店位于中国南海边缘，占地180英亩，
拥有超过400米的私人海岸。该酒店拥有超过300间
豪华客房，其中80%为海景房。为繁忙的专业人员提
供了各种规格的舒适豪华会议室。RCI与ETC在2015
年9月签订加盟协议，至此博鳌玉带湾酒店成为ETC
度假俱乐部的一员。

(Paxton Vacances Resort Qionghai Bay
Xichang)

DA02

DA01

DB18

四周环绕着邛海两岸和泸山美景，西昌市邛海湾柏栎
度假酒店的海滨美景仿佛是一副美丽的山海画。酒店
采用U型结构，每个转角都展现出迷人的景色。无论
是在餐厅用餐、酒吧社交、舞厅聚会还是在会议室努
力工作，所有房客都将欣赏到邛海的壮丽。

DB20

DB19

箱根町Big Week度假酒店

伊豆 Big Week度假酒店

轻井泽 Big Week度假酒店

(Big Week Hakone Gora) #RD31/ RD32

(Big Week Izukogen) #RD33/ RD34

(Big Week Karuizawa) #RD36/ RD37

西昌邛海湾栎宜酒店

成都润和柏栎酒店

九寨沟柏栎度假酒店

这座酒店位于著名的温泉镇箱根中心，Big Week
Hakone Gora被温泉和美不胜收的花园所环抱。它
提供有现代的日式住宿单位，配备了设备齐全的厨
房和室内便利设施，让情侣、朋友和家人们宾至如
归。这座度假村拥有自己的自然温泉，并且专为客
人提供服务。

群山环抱，大海环绕，Big Week Izukogen地处静冈
县的丘陵城市伊豆半岛。享受娱乐活动，例如全年均
有提供的泡温泉。大团体居住在配备有配套齐全的厨
房和宽敞起居室的两居室住宿单位会倍感舒适。

逃离出熙熙攘攘的轻井泽城市地带来到地处长野县的
风景如画的度假村。Big Week Karuizawa是一座位
于浅间山(Mount Asama)脚下著名的奢华山区度假
酒店。近距离探索这座小镇的丰富文化和令人叹为观
止的自然景色。所有的30间住宿单位都配有两间卧室
和设备齐全的厨房，以供家庭和小组的舒适住宿。

(Suiton by Paxton Qionghai Bay Xichang)

(Paxton Park Hotel Chengdu)

(Paxton Vacances Resort Jiuzhaigou)

几乎西昌邛海湾栎宜酒店的每个角落都有动人美景。
凭窗望去，优美的蜿蜒小路、浅丘和湖滨休闲区的乡
村美景尽收眼底。酒店和套房具有双重属性——家的
舒适，具有品位高雅的家具、寝具和厨房用具。享受
清洁、洗衣、客房服务等多种优质服务。

成都润和柏栎酒店是一家位于成都北部的五星级酒
店，到城市地标性建筑和主要景点交通便利。酒店
161个客房均安装优雅的落地窗，设计风格极具现代
感和奢华。可任选中餐馆、西餐厅和两间茶室享受
休闲时光。

九寨沟柏栎度假酒店坐落于中国5A级旅游景区，占
地22,000平方米。人们用“天堂”、“仙境”这些词
语描绘九寨沟的美景。人们只能想象酒店客房外的美
景是多么的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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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CI精选假期

RCI精选假期

凯恩斯海滩度假酒店
(Cairns Beach Resort)
澳大利亚昆士兰凯恩斯
在这可以享受环绕凯恩斯海滩度假酒店的热带花
园和盐水游泳池。在海滩上的Coolums——一
家海滨餐厅酒吧进餐，倾听浪花拍打海岸的声
音，慢慢放松。在泳池边打发时间，斜躺在躺
椅上或在户外用餐。从大部分活动场所只需步
行几分钟或驾车不超过10分钟即可到达该度
假酒店。

印度尼西亚登巴萨
(Mayura A Karma Retreat)    

(7112) 入住7晚3675人民币起

Mayura A Karma Retreat是一座当代巴厘岛风
格度假村，坐落于Mas村丛林覆盖的河畔，其设
计风格与自然环境完美相融。这座度假村四周环绕
着水稻梯田、椰树林和布满青苔的石板，为宾客
带来最优质的服务，最极致的舒适感和最奢华的体
验。这里配有游泳池和儿童戏水池，并设置帆板冲
浪、水肺潜水、钓鱼、骑马和骑行项目，让您和您
的家人尽情享乐。想要放松一下的宾客可通过spa
舒缓身心，顺便打一局高尔夫球，前往度假村内餐
厅享受美食。

(DA15) 入住7晚3400人民币起

罗特内斯特旅馆

乡村度假村

新加坡海湾大酒店

(Rottnest Lodge)

(Village Resort)

(Bayview Hotel)

西澳大利亚罗特内斯特岛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麦夸里港

新加坡

罗特内斯特旅馆改建自具有150年历史的殖民营房，该旅
馆现在是该岛最奢华的住宿。该旅馆提供了亚式温泉浴
场、意大利餐馆和天蓝色游泳池等大量设施。您可以低廉
的房价选择优质的酒店式公寓或带有专用设施的套房。

乡村度假村位于黑斯廷斯河阔水区附近的安静花园内。在
您的私人泻湖中，您可以体验游泳等各种水上运动。而在
海边，别具风格的别墅是放松、烧烤和享受温暖热带夜
晚的完美选择。为了让您在这生活丰富，试试全天候网球
场或带室内恒温泳池、桑拿、温泉浴池和健身房的休闲
会所。确保于周一晚上在度假酒店举办的见面会上与您
的同行者会合！

在城市海湾大酒店附近，您可以在乌节路欣赏令人惊叹的
新加坡风光和疯狂购物。您可以在门阶前眺望到美术博
物馆和自然博物馆，品味其中的新加坡文化。附近有一个
24小时的美食街，兜售各种当地美食，您可以在那享受夜
宵。另一个必须参观的景点是闻名的圣淘沙岛，只需乘坐
45分钟的公车即可到达。

(C840) 入住7晚3425人民币起

曼斯菲尔德乡村渡假村

新加坡中山公园戴斯酒店

刁曼岛天际线酒店

(Mandsfield Country Resort)

(Days Hotel Singapore)

(Tioman Horizon Condotel)

澳大利亚维多利亚省曼斯菲尔德  

Zhongshan Park, Singapore

马来西亚彭亨

曼斯菲尔德乡村度假村承诺提供一次令人兴奋的、完全放
松的短假。当您的孩子在游乐场探索时，您可以打一场壁
球和网球的友谊赛。打一场小型高尔夫球或在游戏室玩
游戏可以创造更多的家庭乐趣。日落时分，您可以沿着湖
岸散步、围着烧烤炉品尝您最爱的美食、或者在冲浪浴
缸中好好放松一番。您有任何日常需要，请直接前往度
假村的便利店。

21 on Rajah位于戴斯酒店内部，完美地结合了自然和现
代化建筑以及菜肴。享受各式兼具当地口味和东南亚风味
的美食。入住期间您还可以在健身房锻炼身体。免费接送
往返诺维娜广场（地铁站）。

刁曼岛度假村位于刁曼岛，是中国南海上64个火山岛之
一。该度假村距海边非常近，可步行到达——是游泳、
浮潜、水肺潜水或钓鱼等所有水上运动爱好者的完美度
假天堂。

(RA67) 入住3晚2550人民币起
(RA68) 入住4晚3500人民币起

(4166) 入住7晚950人民币起

(0827) 入住7晚3100人民币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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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86) 入住7晚3275人民币起

(R007) 入住3晚2150人民币起
(R008) 入住4晚2875人民币起

香港九龙维景酒店

棕榈树度假村

萨博依别墅度假村

(Metropark Hotel Kowloon)

(The Palms Resort)

(Saboey Resort and Villas)

香港九龙

泰国普吉岛

泰国素叻他尼

香港九龙维景酒店坐落于九龙的市中心，拥有485间客
房，靠近繁华的商业区和主要交通枢纽，但又稍微远离都
市的喧嚣。提供从旺角地铁站到尖沙咀码头、以及往返香
港国际机场的免费接送车，以方便您的出行。

前往棕榈树度假村度假，那里离美丽的卡马拉海滩那未经
破坏的白沙滩只有30米。这座全家庭公寓式度假村周围还
环绕了数不尽的商铺和餐馆。游客可以在游泳池中尽情凉
爽，或在健身中心锻炼出一身汗，该健身中心配备有包括
3-阶段多功能健身房在内的优质训练设备。如果您希望享
受美食，度假村餐厅供应了各种味美价廉的国际美食。

萨博依别墅度假村位于Bagrak海滩岛的东北部，是一座
美丽、安静的度假村，旨在为游客提供最安静、空间最大
和隐私空间最大的度假村。您可以在一望无尽的白色沙
滩和天蓝色海水边畅饮，或前往五分钟路程以外的闲散
渔夫家和Bophut村，让您自己沉浸在当地文化中。想要
观赏更热闹的景象，您可以前往10—15分钟路程以外的
Chawen旅游中心。萨博依别墅度假村靠近机场，交通
便利，是宁静海滩度假的理想目的地。

(R850) 入住3晚2700人民币起
(R851) 入住4晚3600人民币起

(RA63) 入住3晚2625人民币起
(RA64) 入住4晚3500人民币起

(R844) 入住3晚1750人民币起
(R845) 入住4晚2350人民币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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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CI游轮假期

RCI游轮假期

每个船舱可节省

每个船舱可节省

每个船舱可节省

每个船舱可节省

每个船舱可节省

每个船舱可节省

美元

美元

美元

美元

美元

美元

600*

600*

1000*

1000*

700*

550*

DC1FF61M

DC11K3NI

DCFAL7N

DC8A3AL

DC1GD2KQ

DCB9RNH

公主邮轮公司——钻石公主号

挪威邮轮公司——挪威宝石号

水晶邮轮公司——水晶莫扎特号

精致游轮公司——精致新月号

P&O邮轮公司——太平洋宝石号

Travelmarvel公司——玛格丽特号

亚洲春节游轮
12晚

阿拉斯加内航道游轮

欧洲河流游轮
20晚

北欧+不列颠群岛游轮
14晚

巴布亚新几内亚南太平洋游轮
14晚

湄公河邮轮
12晚

新加坡往返旅行停靠港：新加坡——巴厘岛——龙目
岛——槟榔屿——普吉岛——巴生港——新加坡
已选定2016年12月启程
内舱双人房(IB)

西雅图往返旅行停靠港：西雅图——凯奇坎——朱诺——
史凯威——维多利亚——西雅图
已选定2017年5月启程
阳台双人房(BB)

维也纳往返旅行停靠港：维也纳——杜伦施坦——梅尔
克——林茨——帕绍——布拉迪斯拉发——布达佩斯——
维也纳——杜伦施坦——梅尔克——林茨——帕绍——布
拉迪斯拉发——布达佩斯——维也纳
已选定2016年11月启程双人套房(S3)

南安普敦往返旅行停靠港：南安普敦/伦敦——圣彼得
港——瑟堡——泽布吕赫——阿姆斯特丹（夜间）——勒
阿弗尔/巴黎——格拉斯哥——利物浦——都柏林——科
克——南安普敦/伦敦
已选定2017年6月启程
海景双人房(08)

悉尼往返旅行停靠港：悉尼——阿洛陶——马当——维提
群岛——拉包尔——特罗布里恩群岛——多伊尼岛——矿
山湾——悉尼
已选定2017年6月启程
海景双人房(OE)

劳德代尔堡往返旅行停靠港：暹粒——吴哥窟——磅清
扬——宗戈——金边——新州——沙沥——凯比西贡/胡
志明
已选定2017年2月启程
外舱双人房(C)

双人房每人1570美元起，支持交换

双人房每人2595美元起，支持交换

双人房每人1450美元起，支持交换

7晚

双人房每人1675美元起，支持交换

双人房每人7350美元起，支持交换

双人房每人2695美元起，支持交换

DC1ARDLM

DC7RK3B

DC1I3SOF

DC12CUA7

DCPS0RR

DCV21YK

嘉年华邮轮公司——嘉年华阳光号

皇家加勒比国际游轮公司——海洋梦幻号

皇家加勒比国际游轮公司——海洋和谐号

挪威邮轮公司——挪威宝石号

卡纳德邮轮公司——玛丽皇后二号

公主邮轮公司——钻石公主号

加拿大新英格兰游轮
5晚

迪拜与中东地区游轮
7晚

东加勒比游轮
7晚

地中海欧洲游轮
10晚

环球游轮——亚洲地区
7晚

亚洲春节游轮
7晚

纽约往返旅行停靠港：纽约——圣约翰——哈利法克
斯——纽约
已选定2016年10月启程
内舱双人房(4G)

阿联酋迪拜往返旅行停靠港：阿联酋迪拜——海塞卜——
马斯喀特（夜间）——阿布扎比——阿联酋迪拜
已选定2017年3月启程
内舱双人房(M)

劳德代尔堡往返旅行停靠港：劳德代尔堡——巴拿马拿
骚——圣托马斯岛——菲利普斯堡——劳德代尔堡
已选定2017年4月启程
内舱双人房(M)

上海往返旅行停靠港：上海——韩国釜山——日本长
崎——韩国仁川——日本
已选定2017年3月启程
内舱双人房(ID)

新加坡往返旅行停靠港：新加坡——苏梅岛——林查
班——浮美——新加坡
已选定2017年1月启程
内舱双人房(ID)

双人房(PMR)每人550美元起

双人房(PMR)每人785美元起

双人房(PMR)每人1050美元起

巴塞罗那往返旅行停靠港：瓦莱塔大海港——巴勒莫——
奇维塔韦基亚/罗马——里窝那/佛罗伦萨——蒙特卡
洛——马赛——帕尔马——巴伦西亚——巴塞罗那
已选定2017年3月启程
内舱双人房(IA)

双人房(PMR)每人1760美元起

双人房(PMR)每人1150美元起

双人房(PMR)每人1050美元起

请访问 www.rcicruiseholidays.com了解更多邮轮信息

* 特别条款限制 。
3 8 六月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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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选假期让你的假期出行更便捷

六月 2 0 16

周末狂欢
刁曼岛, 马来西亚

令人激动
的刁曼岛

如果您是20世纪50年
代经典音乐剧《南太平
洋》的粉丝，您会对刁
曼岛蔚蓝色的海水感到
熟悉。作为一个颇具价
值的银幕背景，以及《
时代周刊》提名的世界
上最美海岛之一，刁曼
岛已成为一座知名的度
假胜地。

刁曼岛码头的日落

刁曼岛的珊瑚礁

透明如水晶的水质和丰富的海洋生态系统使得马来
西亚的蓝宝石色刁曼岛成为专业潜水员和探险爱好
者的天堂。
刁曼岛位于彭亨，距马来西亚东海岸32公里。延绵20公里的土地形成了
自己独有的海岛，是海洋生物和活动的无主珍宝。
4 0 六月 2016

主要假期活动——前往
刁曼岛潜水，或至少浮
潜——当您游览当地时
不可错过的活动。无人
居住的小岛，如珊瑚岛
和Reggis岛是绝佳的探
险胜地。它们纯净的水
质展现了地下熙熙攘攘
的珊瑚群、海胆和其他
海洋生物。
如果您想遇到海岛丰富
水域之外的野生生物，
刁曼岛仍可以满足您。
刁曼岛是45种哺乳类
生物、138种鸟类和其
他独特生物如红背鼯鼠
和刁曼步行鲇的家园，
当您探险时，您一定会
发现一些当地动物。首
先，徒步穿越Mukut村
前往Asah瀑布。如果
您不急于潜入下面清凉
的水池，您将能够瞥见
住在附近雨林中的鸟类
和猴子。

周末狂欢 刁曼岛, 马来西亚

如果您喜欢一些心跳加速的活
动，您可以选择滑水或冲浪等
水上运动。您甚至可以在一家
潜水中心以低于1620人民币的
价格取得您的潜水执照。
尽管刁曼岛上购物方式不多，海
岛附近涌现了许多免税店，出售
巧克力、酒等商品。确保您的旅
行箱有额外的空间存放相对便宜
的衣服、炊具等一切物品。

灿烂，非常适合海边漫步。由
于大雨，在季风季节一些景点
和渡轮服务不提供服务。
一般从Mersing大陆乘船进入
刁曼岛。尽管它没有独立机
场，常常只有一条航线往返，
从新加坡或吉隆坡起飞。在刁
曼岛内旅游一般乘坐吉普车或
步行。当您在那儿时，您可以
租一艘快艇用于跳岛游。

为了避免季风季节，在3月和
10月间游览刁曼岛，此时阳光
周末狂欢

海洋珍宝
饮食

休闲

Mandi-Mandi

刁曼岛高尔夫球俱乐部

电话：+60 9419 7777地址：马来西亚彭亨

电话：+60 9419 1000，地址：马来西亚
彭亨刁曼岛Berjaya刁曼海滩度假村，邮
编：86807

Darul Makmur刁曼岛Kampung Lanting，
加帕玛拉度假村，邮编：86800

凉的鸡尾酒，其主顾均对这些美食赞不绝口。

喜欢闲散休闲的游客，可以前往当地高尔夫俱
乐部——一个带海景的19洞球场。这里有各种
障碍物，包括椰树、水障和水池，一定会让您
的比赛更刺激。不用带您的高尔夫球袋，可在
附近租用设备。

刁曼岛Cabana海滩小酒馆

探险

电话：+60 9419 1045，地址：马来西亚彭亨

Juara海龟救助项目

在Mandi-Mandi，您将品尝到海边少有的美
食。这家餐厅悬停在海滩前端上的支柱上，开
放概念的餐馆供应烧烤夜宵、意大利美食和清

刁曼岛Tekek村，邮编：26800

酒店推荐
RCI在刁曼岛的加盟度假酒店推荐：

电话：+60 9419 3244，地址：马来西亚彭亨
Kampong Juara

这家小酒馆供应了兼具当地风味和西方口味的
食物，从丰盛的早餐到香蕉蛋糕，食物种类繁
多。它坐落于海滨，这使其成为游泳后放松和
品尝一杯咖啡的理想地点。

该项目不仅能使你更了解当地的野生动物，还
能让你有机会对度假产生积极影响。在团队休
闲活动例如攀岩和皮划艇上，志愿者可以帮助
海龟搭窝、进行小船巡逻，更精彩的是可以帮
助小海龟回到海里。

刁曼岛天际线酒店
(Tioman Horizon Condotel)

马来西亚彭亨

Delima餐馆
电话：+ 60 1398 06399，地址：马来西

B&J潜水中心

亚彭亨Kuala Rompin刁曼岛Tekek村，邮

电话：+60 9419 5555，地址：马来西亚刁曼
岛Salang海湾与ABC海滩

编：86807
Raya创建于一座中泰老宅内。它含蓄而轻松
优雅地用心供应原汁原味的普吉岛风格的泰国
菜。餐厅老板从市场上挑选新鲜的食材，并用
她的家庭食谱烹饪食物。泰国许多富人和名人
爱吃Raya的椰奶咖喱蟹。

在刁曼岛潜水中心比比皆是，但如果您想寻找
提供所有等级潜水课程、一流设备和优秀教
练的潜水中心，B&J潜水中心会是一个不错的
选择。幸运的话，您甚至可以参加他们定期
举办的棘冠海星清洗活动，以帮助本土珊瑚
繁茂生长。

刁曼岛度假村位于刁曼岛，是中国南
海上64个火山岛之一。从该度假村步
行即可到达海岸，是一座完美的度假
天堂，非常适合游泳、浮潜、水肺潜
水或垂钓。

(4166) 入住7晚950人民币起
For additional resort listings, visit RC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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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 末 狂 欢 马尼拉, 菲律宾

周末狂 欢

马尼拉, 菲律宾

现代马尼拉

当您想要吃点东西时，您会被马
尼拉大都会琳琅满目的食物选择
所宠坏，从当地美食到西方休闲
餐厅，这里供应各种美食，甚
至有时还有韩国烧烤。 Movie
Stars Café和The Singing
Cooks & Waiters这样的餐厅
承诺为您提供难忘的用餐体验。
说到亚洲最好的购物目的地，马
尼拉大都会绝对是让您购物到
手软的地方之一。位于奎松城
的占地16公顷的SM City North

马卡迪——马尼拉大都会的商业区

马尼拉大都会是世界上人
口最稠密的城市之一，总
人口数将尽1200万，无论
您是一名美食爱好者、历
史迷还是购物狂，您在这
都能找到您想要的东西。
这座城市是一个种族和宗
教的大熔炉，充满了类似
唐人街、小印度、日本城
这样的文化热点。全世界
宗教在此融合，催生了无
数教堂、寺庙和其他著名
宗教场所的兴建，例如用
真正黄金作出圆顶的金顶
清真寺。

马尼拉大都会帕赛市的马尼拉湾夜

城市霓虹灯和高耸入云的大厦照亮了这座繁华的菲
律宾首都——马尼拉大都会的城市天际线。
尽管它的名称——马尼拉大都会不仅仅包含菲律宾首都这层含义。奎松
城、帕拉纳克市和马卡迪等市共同构成了这座面积638.55平方公里的活
力十足的混泥土丛林。

4 2 六月 2016

作为一座曾经的西班牙殖
民地，它还保留了许多拉
美文化历史遗迹。其中这
样一座遗迹是西班牙王
城，意为西班牙“墙内”
。由西班牙殖民地政府建
于16世纪末期，用于抵御
外国入侵，它至今仍是一
个令人敬畏的景观。历史
爱好者还会喜欢菲律宾国
家博物馆，那里陈列了从
古代精美艺术品到土著部
落Mandaya使用的带翼
匕首等一切文物。

EDSA商场是世界上第三大购物
中心，足以满足您所有的购物
需求和欲望。如果您想要具有
当地特色的购物体验，请前往
位于Greenhills购物中心的这
类跳蚤市场。跳蚤市场是临时
的小摊位，那里的商品售价非
常低廉，可以与店主友好地讨
价还价。
在1月到5月的干季时期计划您
的行程。由于该座首都城市位
于热带地区，6月到12月期间经

马尼拉, 菲律宾

常下大雨甚至容易发生季风引起
的洪涝。
您可以直飞到马尼拉大都会的国
际机场，或从菲律宾的其他地区
乘船、大巴和火车抵达。可以选
择乘火车、大巴或汽车在城市周
边转转，一路有微风与您作伴。
或者您可以向当地人一样选择类
似黄包车和更受青睐的吉普车这
样的当地出行方式。

周末狂欢

大都会中心
饮食

休闲

Spiral餐厅

索拉尔剧院

酒店推荐

电话：+63 2 551 5555，地址：菲律宾马尼拉
大都会帕赛市罗哈斯大道1300号马尼拉索菲特
广场酒店菲律宾文化中心

电话：+63 2888 8888，地址：菲律宾马尼拉
帕拉纳克市东盟大道1号娱乐城1701号

RCI在马尼拉的加盟度假酒店推荐：

没有比这家高档国际自助餐餐厅更适合挥霍的
地方，从法国菜到地中海式饮食，各种美食应
有尽有。请尽情享用鲜嫩多汁的北京烤鸭、
北印度坦都里烤鸡等开胃菜，以及杏仁膏和
Artisan巧克力等甜点。

在这座全新先进的剧院内悠闲享受精致的文化
体验。这家剧院已于2016年3月开业，即将邀
请众多世界著名的演员来此演出，并以百老汇
经典剧作《悲惨世界》打响头炮。

探险

Movie Stars Cafér
电话：+63 2 550 1234，地址：菲律宾吕宋岛
帕赛市海滨大道1300号亚洲SM购物广场
在这里可以享受一次愉快的电影主题用餐体
验，其中每道菜都是对一个流行文化偶像的赞
颂。可以想象到这里的菜品都有搞笑的名字，
例如“绿灯侠”沙拉、包裹着鲜虾和蛤蜊的“
赫敏·格兰杰”浓汤、以及一款美味的俱乐部
三明治“搏击俱乐部”。

The Singing Cooks & Waiters
电话：+63 2 832 0658，地址：菲律宾马尼
拉罗哈斯大道靠近Sen Gil Puyat大道拐角处
Ongpauco大楼
店如其名，The Singing Cooks & Waiters不
仅供应地道的菲律宾食物，而且以优秀员工的
形式提供有趣的家庭娱乐。在这里您可以伴着
餐厅热情员工欢快的歌声，品尝Chicharong
Bulaklak（油炸猪肉花）和Pakbet
Tagalog（当地虾酱泡菜）等招牌菜。

Greenbelt商场
电话：+63 2 757 4853，地址：菲律宾马尼拉
大都会马卡迪区阿亚拉中心
如果您希望通过疯狂购物放松自己，请前往
Greenbelt商场。这家现代环保的购物天堂
分为5个不同分区，均具有独特的国内零售专
卖店。Greenbelt1区主要包括电子产品和快
餐，而4区具有更私人的环境提供高端时装，
例如路易·威登和巴黎世家。

奎阿坡教堂
电话：+63 2 733 4434
马尼拉奎阿坡区Miranda广场910号菲律宾
许多人参观奎阿坡教堂——官方命名为“拿撒
勒黑耶稣圣殿”，瞻仰黑拿撒勒人耶稣的真人
大小全身雕像，传说这座木头雕像拥有神奇的
力量。 最初由方济会传教士使用竹子和棕榈
雕刻而成，此后大教堂多次重塑雕像。它历经
拆迁、火灾和地震而屹立不倒，其建筑仍保留
了西班牙风格原貌。

阿斯托利亚广场酒店
(Astoria Plaza Suites) #SD67/ SE67

菲律宾马尼拉
阿斯托利亚广场酒店是豪华都市风光
的缩影。此酒店不仅是您迈入时尚快
节奏的帕西格市的大门，而且可以让
您轻松到达其他城市、沙滩及吕宋岛
所有景点。这里的服务是同行学习的
典范，并且该度假酒店提供先进健身
房、游泳池、温泉和按摩中心等世界
级设施。阿斯托利亚咖啡厅将满足您
的饮食欲望，并且购物和服务中心的
地理位置也十分便利。这儿有现场娱
乐现场，并且大厦窗外的景观美得让
人惊叹。

度假无限 43

酒店推荐

RCI关联故事

RCI在印度的加盟度假
酒店推荐：

印度双城记
Yves Kangleon与Olivia de Vera体验了多
彩印度的著名景观，并分享了关于这个国家的
亲身体验——特别是这里的美景，以及悠久的
历史文化习俗。

果阿皇家海滩俱乐部—皇家棕榈
(Royal Goan Beach Club – Royal
Palms)#3594
皇家棕榈旗下的果阿皇家海滩俱乐部是一座优
美的殖民风格建筑，周围有神圣水池、棕榈
树、人行道和鲜花。酒店提供各种公寓和别
墅。您可以在接待员的帮助下计划一次远足，
或在度假酒店的健身房、美容室、按摩中心、
游戏室和餐厅尽情享受。

入住7晚875人民币起

酒店推荐
RCI在印度的加盟度假酒店推荐：

RCI员工著：Olivia de Vera
会员服务部呼叫中心主管

RCI员工著：Yves Kangleon
收益管理经理
2015年11月排灯节期间，我来到了
印度。我一直计划来此一游，但独自旅
行要求严密的行程计划。所以当有朋友
开始计划来印度旅行时，我厚着脸皮
地要求同行。我们从新加坡玩到加尔各
答，然后到菩提伽耶。然后我们抵达瓦
拉纳西，由此前往德里、阿格拉，最后
再回到新加坡。
印度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旅游目的地。
对我而言，这趟旅行充斥了过多的色
彩、噪声和香味。它也是一个共存对
比的统一体。以菩提伽耶和瓦拉纳西为
例。这两个地方都是世界两大宗教的中
心——佛教和印度教；然而却在神圣殿
堂一千米半径范围内进行交易和诈骗。
该国的一些地区人口非常密集，而其他
地区却有散布坟墓的大片草原。
贫穷无处不在——无形的，如果你将
你在印度的全部时间用于沉溺在一流酒
店内。但如果你走出去，你将受到温暖
笑脸的热烈欢迎，尽管大部分市民的居
住条件不太理想。
作为一名博客，我可以这样简洁的总
结到，“不要参观印度，而去体验它。”
我强烈建议去印度旅行体验人生。

位于Monterio的果阿皇家海滩俱乐部
(Royal Goan Beach Club At
Monterio) #3820
果阿皇家海滩俱乐部不远处是安静地流向大
海的Arpora河。步行10分钟来到巴格海滩，
欣赏果阿最美丽海滩的风景。为了让游客放
松，度假酒店提供了各种设施，包括2个游泳
池、一间餐厅、一个健身房、一间游戏室和
一家便利店。

入住7晚875人民币起

向着果阿出发
“不要参观印度，而去体验它。”
印度是一个充满色彩、香料和传统的
国度。从神圣的寺庙到美丽的风景、从
美丽的人儿到雄伟的野生动物，印度不
断以其独特的经历惊艳我们。印度果阿
在该国的西海岸线怀抱内，周围是阿拉
伯海。在印度的任何其他地方都无法体
验到果阿懒散午后的舒缓宁静。
这里没有熙熙攘攘的城市风景，只
有万里晴空、沙滩和海洋。果阿可能是
印度最小的州，但您将在这里发现璀璨
的海滩、香料种植园、缓缓河流、古教
堂，甚至可以在这袖珍的迷人之地看见
一两只海豚。

果阿皇家海滩俱乐部—哈亚斯玛哈尔酒店
(Royal Goan Beach Club – Haathi
Mahal) #4129
果阿皇家海滩俱乐部融合了印度和果阿风情与
现代西方设施，提供了带泡水吧的三层游泳
池，周围围绕了园林和瀑布。在水滑道、极可
意水流按摩浴池和儿童游泳池中尽情玩耍，或
在健康和健身中心的桑拿房、蒸汽房和温泉中
放松身心。这儿还有健身房、壁球场和大量的
餐饮场所。

我所能想象的北印度是这样的：郁郁
葱葱的绿色植物、湛蓝的晴空、心旷神怡
的清晨空气和无尽的山脉。当我到达那儿
时，它几乎和我想象的完全一样，甚至更
美。这是我第二次去印度旅行，人们仍然
会困惑地问我“为什么选择印度”。但我
热爱印度的理由却在不断增加。
在我第一次参观这个美妙国家之前，
我从书上了解到印度是你所有感官的盛
宴。它的色彩、声音、气味、味道和纹理
并不是羞怯地欢迎它的参观者——一切都
在人们意想不到之时汹涌涌入。那就是印
度的魅力之一。你会感到惊讶、震惊和吃
惊，并开始想知道你为什么选择这个国家
作为旅途的首站。
但北印度却不一样。当我们的国内航
班降落在昌迪加尔，寒冷的山间空气触摸
我们的面颊时，我们便感觉到了。当我们
到达Kalka，登上火车，沿着山脉边缘行
程，穿过102个隧道、800座桥梁和900个
弯道时，我们便感觉到了。我们一到西姆
拉镇就感觉到了。
北印度与主要城市一样多彩有趣，但
更闲散——仿佛它让游客能够有时间和平
静地欣赏它那大自然恩赐的美景。

我住在西姆拉一家名为托赛景酒店的
RCI加盟度假酒店，该酒店坐落于喜马偕
尔邦众多山中避暑地之一。西姆拉镇以外
及其后院是一片葱郁的松树林，以无尽的
山脉为背景。1月到2月间，当隆冬降临
时，整片区域被白雪覆盖，松树也被白雪
覆盖——容易让人想象成跌跌撞撞进入纳
尼亚世界。度假酒店的每间房间均有阳
台，在那可以欣赏到松树林和山脉的美丽
风景。度假酒店提供了远足小径，沿着小
径我们来到了穿过松树林、苹果园和一些
小村庄的迷人小路。
到西姆拉旅游本身就是一次探险，因
为我们必须沿着非常弯曲道路驾车，沿途
的景色非常优美，偶尔能看到牦牛。西姆
拉镇非常干净，并且在购物中心附近漫步
非常放松，我们经常停下享受一杯印度奶
茶。我们迷失在购物中心展示的小饰品、
当地商铺、茶铺、餐馆和咖啡馆中。价格
只是大城市商品价格的一小部分。我无法
抵御颜色丰富款式漂亮的帕什米纳围巾，
最终打包了一打围巾回家。
总体而言，这是一次非常宁静的假
期——在我们探险新德里——阿格拉后完
美结束这次旅行。

托赛景酒店
(Toshali Royal View) #3823
喜马拉雅山为这座山间度
假区提供了绝美的背景，
酒店周围环绕着松树、喜
马拉雅雪山、橡树和杜鹃花
树林。由于距离西姆拉只有
15英里，托赛景酒店去往
Chail、Kufri、Naldehra和
其他景点交通便利。度假酒店
提供了电影院、儿童游乐中
心、桑拿房、会议室和一家多
重风味餐馆。

仅假期交换
4 4 六月 2016

度假无限 45

联系RCI会员服务热线：

客服中心工作时间：

文莱: 800 065（输入2 # 2 #，拨打6412 2436）

周一至周五: 上午9点到晚上7点

中国: 400 8111 688

星期六: 上午9点到下午1点

香港: 800 96 4847

星期天: 休息

印度尼西亚: 001 803 65 7311

电子邮箱: asiamembers@rci.com

韩国: 007 9865 17123

中国会员服务邮箱：chinamembers@rci.com

马来西亚: 1800 18 1121
菲律宾: 1800 1651 0639
新加坡: 65 6223 4333
台湾: 0080 165 1333
泰国: 001 800 65 6060
越南: 120 65 122
日本: 0120 234 845

因为您的假期就是我们的一切。
专注打造一生美好度假回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