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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玩透透
快打包行李, 和我们一起环游世界吧！

Heritage Resorts Matchroom
(#1867)
西班牙马拉加

Club Casablanca
(#1668)
加纳利群岛特纳里费克鲁斯港

Wapato Point
(#0936)
美国华盛顿州曼森

Summer Bay Orlando by
Exploria Resorts (#3175)
美国佛罗里达州克莱蒙特

Sunset Royal Beach Resort
(#2465)
墨西哥金塔纳罗奥州坎昆

Astoria Plaza Suites
(#7773)
菲律宾帕西格

世界精彩等着你!

西班牙加纳利群岛特纳里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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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假无限》太平洋版杂志, 部分内容由Maven私人有限公司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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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区重磅抽奖大赢家
今年初, 我们通知会员存储度假时间, 赢取高达1,500新元的航班费用和旅游费
用。我们现在已经抽出了这个大奖的赢家！以下是她对于RCI度假的感言:
一同度过美好的假日时光, 这些都是我梦寐以求的事情。过去, 我们常常为旅游路线烦
忧, 而且经常被迫更换酒店。甚至出现过不适应当地饮食而不得不自己在酒店做饭的
情况。经历过这些麻烦之后, 我才明白入住一家合适的酒店能让我专注于游览和享受
美景, 省去不少来回移动的麻烦。我很喜欢RCI推荐和策划的度假方案, 能够充分满足
我的需求。RCI让我以最优惠的价格入住奢华酒店, 还给我带来了
意想不到的惊喜。能够赢得此次大奖, 我感到无比兴奋、激动。当时我正处于低谷时
期, 这个大奖来得正是时候。说不定下一个幸运者就是你!
我们在此感谢大家的热情参与, 期望在不久的将来能够为大家带去更多优惠。

幸运的获奖者:

邓兰波

来自中国海航会员

OGJIMA

文化交流

编辑: Chaney Kwak

日本的濑户内国际艺术节主要聚焦来自世界各地
的当代艺术家。
为了一睹本年度最前沿的艺术, 不妨考虑坐船
游览日本中部濑户内海的多个田园式风光岛屿,
参加濑户内国际艺术节。艺术节期间在十二个
岛屿和两个港口城市安排了展览和表演。5.5
平方英里的直岛是艺术节活动的中心区域, 该
地区主要以安藤忠雄设计的倍乐生艺术之地
(Benesse Art Site）而闻名世界。艺术节期
间, 一家六间展厅的酒店和多个博物馆用于存放
和展示当代日本艺术家以及世界著名画师（包
括大卫·霍克尼和布鲁斯·瑙曼）的作品。每
年7月18日至9月4日、10月8日至11月6日, 您
可以分别在这两个时间段参与由三个部分组成
的庆典活动。

准备、

集合、

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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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

集合、

出发

澳大利亚的悉尼文
化艺术节
充满节日氛围的悉尼文化艺术节让您通过当地艺术大师的视角了解悉尼。艺术节
以“不寻常之地的艺术（Art in unusual Places)”为口号, 凭借无限的创意惊
艳世人, 吸引各国游客前往参观。
9月至11月期间, 街头到处是50年代至70年代风格的卡巴莱歌舞表演, 令人目眩
神迷；还能一睹尼克·凯夫现场演奏摇滚乐《暗黑王子》, 令人如痴如醉。12月,
可通过Lotus Lane观赏艺术家Nadia Hernandez提出的以“自由即无惧
(To be free is to have no fear)”为主题的动态艺术壁画。
先前的艺术设施中包括一个提供澳大利亚各地特色饮品的水吧和一个挂有众多蓝
色油画树（以绿色健康的着色燃料画成）的艺术画廊。
http://www.artandabout.com.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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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行装备

旅行者必备的十
大出行装备
我们特意为您准备了出行购物指南,
为您的旅行购物提供方便。
编辑: Courtney Kenefick
摄影: Pamela Ashley Pasco

1

Tumi牌二合一夹克和颈枕 tylt.com；265新元

6

Mighty Bright 的LED书夹灯 mightybright.com；23新元

2

EskuchE经典款耳机 eskucheaudio.com；81新元

7

Satchel & Page皮制旅游日志本 satchel-page.com；68新元

3

S’
well保温瓶 swellbottle.com；61新元

8	Zazzle扑克牌 zazzle.com；36新元

4

Picnic Time隔热旅行袋 amazon.com；54新元

9

5

Garmin HUD有挡风保护的导航系统

	gogroove.com；36新元

	garmin.com；203新元

10

GOgroove SMARTmini AUX蓝牙立体声音设备

Luckies of London手绘地图uncommongoods.com；27新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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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标
全世界

十大人行天桥
动态人行天桥设计美观、功能强大。

亨德森波浪桥从一个森林公园的山顶横
亘而出, 通向另一个森林公园, 主要呈波
浪形状, 桥架由钢铁和梢木制成（木材主
要取自东南亚地区致力于发展可持续木业
的农场）。长凳座椅嵌在波浪形的墙壁
上, 为行人提供荫蔽, 还可以在座椅上欣
赏森林和城市天际线的全景图——在繁华
的亨德森路上方118英尺。不妨沿着亨德
森波浪桥（三英里南部山脊小径的组成部
分）漫步, 或在晚上7点LED灯亮起后上
天桥观景。

编辑: Kate Appleton
从新加坡通往俄勒冈州波特兰的巨大人行天
桥突然横空出世, 吸引了众多当地居民和各
地游客前来参观。建筑师在设计时无需考虑
机动车的因素, 因此可以融入各种创造性元
素, 让天桥像扇叶般展开, 并点缀闪闪的LED
灯, 打造梦幻般的人行天桥。许多天桥还占
据了独一无二的有利位置, 可以远眺郁郁葱
葱的森林, 也可以望见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
城市中心。简而言之, 这些人行天桥完美结
合了外观性和功能性。

2

兰卡威天空之桥
马来西亚
一座桥梁何时才能凭借自身魅力成为一
个游览目的地？当您必须乘坐缆车体验
最陡峭的滑行时——不妨登上天空之
桥体验一番。2005年, 天空之桥位从
Machinchang山顶横空出世, 超出海平面
2,000英尺（许多预制结构通过直升飞机
运送）。这座斜拉桥以一根单独的支撑塔
架为中心弯曲延伸, 当您穿过这座桥时, 可
从各个角度观赏雨林、瀑布和海洋。近来,
相关人员对中间部分的玻璃地面进行了升
级改造, 必能使您的肾上腺素激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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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德森波浪桥
新加坡

Pedro e Inês人行天桥
葡萄牙科英布拉
Z字形的桥身让这座桥看似脱节, 好像从蒙
德古河两岸延伸的两端不会在中间聚合。
这个设计的创意来自14世纪一对葡萄牙恋
人Pedro和Inês的爱情故事, 相传他们命
中注定无法相遇。桥栏表面覆有一块块锯
齿状的彩色玻璃, 可将五彩斑斓的阳光透
射到走道上。整体而言, 这座人行天桥给
科英布拉保存完好的中世纪大学城增添了
某些现代元素。

3

4

商人广场人行天桥
英国伦敦
这座位于伦敦的活动人行天桥风格独特, 十
分耀眼, 像瀑布般悬挂空中——五条钢梁如
扇叶板垂下, 像是一把可折叠的扇子。商人
广场人行天桥是Knight Architects事务所
最新设计的人行天桥, 于2014年向公众亮
相, 建在帕丁顿盆地的大联盟运河旁, 令无
数人惊叹不已。(附近的滚动桥通过卷曲成
一个球形为船只让路）。这些结构带来的
便利性和视觉吸引力让附近的区域更加富
有生气, 为当前工程中的精品酒店、花园和
活动场地开创了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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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禧公园步行桥
芝加哥千禧公园

提里库姆大桥
俄勒冈波特兰

韦伯桥
澳大利亚墨尔本

由于公众可参观安尼施·卡普尔设计的
“云门”雕塑艺术品（呈豆形, 可从上面
看到被反射和扭曲的城市轮廓), 千禧公园
已成为众多旅游爱好者最喜爱的景点。
弗兰克·盖里首次设计的这座令人震撼
的步行桥完全可与周围的大规模建筑媲
美。925英尺长的人行道表面覆盖鳞片状
的金属板, 从千禧公园蜿蜒通向戴利200
周年纪念广场。这座步行桥横亘在交通拥
堵的哥伦布大道之上, 不仅为行人提供了
便利, 还能从桥上观赏城市天际和湖畔景
观, 减小桥下机动车辆的噪声。

40年来波特兰第一座专为步行交通、自行
车、轻轨列车、巴士、有轨电车等除汽车
之外的所有交通形式而设计的新式桥梁。
提里库姆（Tilikum）在当地切努克语中
指“人民”。这座桥梁将先前的两个工业
区连接在一起。现在, 越来越多的波特兰
人选择搬到这两个区域, 而且参观的人也
越来越多（南面滨水且为东部中心区）。
此外, 这座桥梁还表达了对大自然的颂扬
之情。白色电缆的角度模仿胡德山的轮廓,
并, 鱼鹰嵌套杆在两端等待。白色缆绳的
角度模仿了胡德山的轮廓, 鹗巢状的圆柱
立在两端。LED灯的光线随着威拉米特河
的水温、水深和流速的变化而变化。

本土艺术家罗伯特·欧文（Robert
Owen）和登顿库克马歇尔建筑事务所
(Denton Corker Marshall) 从原住民的
捕鱼网和捕鱼篮中受到启发, 从而设计出
网状的天桥。他们在其中融入原始铁路桥
的原始, 从而设计出升级后的版本, 让桥梁
横跨墨尔本达克兰新区的亚拉河。
(不妨在选择一家码头附近的露天河畔餐
厅悠闲享受美景。) 自2004年首次亮相以
来, 韦伯桥吸引了众多行人和骑行者, 偶尔
还有会情侣在桥上拍摄婚纱照。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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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普兰奴吊桥
加拿大温哥华

女人桥
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

摩西桥
荷兰哈尔斯特伦

卡普兰奴吊桥横跨温哥华北部的卡普兰
奴河谷, 始建于1889年, 古人仅用麻绞索
和厚木板兴建了这座吊桥。当您走过这座
450英尺长、230英尺高的吊桥, 若开始
感到头晕目眩, 不妨想一想, 如今的吊桥已
嵌入钢索加固。此外, 每年参观吊桥公园
的游客高达700,000多人, 许多人都会从
这座吊桥经过。近年新增的景点包括底部
玻璃制成的悬崖步道、“树梢探险”以及
一系列位于老树林里的观景台。

西班牙明星建筑师圣地亚哥·卡拉特拉瓦
设计的女人桥是他在拉丁美洲的第一个
项目, 主要以一对跳探戈的男女造型为模
型。但要将二者联系起来需要发挥想象力,
因为这座桥乍看之下更像是一个竖琴的造
型。2001年女人桥首次亮相后, 立即成为
了当地的标志性建筑, 这座桥对于复兴马
德罗港附近区域也发挥了关键作用。马德
罗港附近区域的街道主要以著名女性的名
字命名, 当夜幕降临, 这座白色大桥被照亮
时, 许多时尚的当地人纷纷前往女人桥游
玩漫步。

摩西桥与圣经中定义的名字含义极为类似,
使水面分离——尤其值得注意的是, 护城
河通往17世纪荷兰西南方的系列堡垒之
一——卢佛瑞堡（Fort de Roovere）。
摩西桥通往历史遗迹, 也制造了一种错视
效果, 从而肩负护城河的传统使命: 阻止敌
人侵入。（桥身极为贴近水面, 从远处看
仿佛消失了一般；而桥头看起来则像一个
窄槽结构。) 荷兰RO&AD公司采用无毒
涂料涂刷木材表面达到防水效果, 并安装
抽水泵, 防止河水泛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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坎昆城外
编辑: Maribeth Mellin

许多热带岛屿、玛雅遗迹和殖民城市就位于坎
昆城外。
大多数游客前往坎昆是为了在白色沙滩上放松休息, 同时体验那里
精彩刺激的夜生活。但坎昆城外还有许多景点值得参观。所有类
型的游客都适合加入为期四天的观光行程。

走进当地历史文明
殖民城市巴利亚多利德西班牙人在尤卡
坦半岛的第一个定居点之一, 大致位于坎
昆城和奇琴伊察玛雅遗迹的中间区域。这
里是一个驻足观赏游玩的好地方: 主广场
上有许多穿着绣花套头连衣裙（当地传
统服装）的女性在叫卖编织复杂的吊带纪
念品; 游客们可以在买完手工纪念品后到
餐厅品尝正宗的尤卡坦人午餐。到这里
一定要去看看鹅卵石铺砌的“僧侣之路”
（Calzada de los Frailes), 这条路通往修
复较为完好的殖民时期街区, 这个街区到
处是古风古朴的房屋, 还有一座16世纪的
修道院（San Bernardino de Siena）。
此外, 这条鹅卵石路的支路还通往多个令
人意想不到的洞穴以及河水清冽的游泳洞
(称之为“天然井”)。

与鲸鲨共游
鲸鲨是世界上体积最庞大的鱼类种群, 以
浮游生物为食的鲸鲨身长可达40英尺, 体
重甚至约为11吨——5月至9月期间, 它们

EcoColors
011-52-998-884-3667;
ecotravelmexico.com
票价: 223新元/人*票价包
括从坎昆出发的交通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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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rrafón天然珊瑚礁公园
011-52-998-849-4748；
garrafon.com
票价: 单人120新元起

通常迁往坎昆附近温暖的水域中。在这几
个月里, 成千上万的游客前往海岸, 渴望在
这些温顺的“巨人”旁边畅游。坎昆当地
的EcoColors提供鲸鲨潜水游, 由经过认
证的导游负责带领。游客们不得前往鲸鲨
的觅食区, 也不得在畅游时触摸这些生物
或使用闪光摄影拍照。

瑚、棕榈树下树条随风摇曳的动人画面。
游览活动包括浮潜、皮划艇、游泳和骑自
行车。活动过后, 您可以沿着岛屿的迎风
面慢悠悠地返回小镇, 购买一些纪念品, 再
享受一顿美味的海鲜午餐, 然后乘渡船返
回坎昆。

参观玛雅遗址
选择一个热带岛屿放松自我
Funky Isla Mujeres位于坎昆东北方向
约12英里, 但看起来却像一个与世隔绝的
地方。这里的生活节奏很慢, 许多当地人
通常骑踏板车或高球车来回, 开轿车的较
少。您不妨考虑从市中心的滨海区开始参
观, 然后前往Garrafón天然珊瑚礁公园,
在那里您可以观赏清水之下鹦鹉鱼啃食珊

San Bernardino
de Siena
011-52-985-856-2160;
Calle 49 #238, Barrio
de Sisal, 巴利亚多利德

图卢姆遗址可能是该地区出境率最高的
玛雅文明考古遗址, 但没有任何照片能够
捕捉到这些浅灰色石灰岩结构的动人之
美, 这些结构位于蓝绿色海水之上的绝壁
之处。您可以租车、乘坐巴士或报团前往

Posada Margherita
011-52-984-801-8493:
posadamargherita.com;
距离Carretera Punta
Allen4.5
千米双人午餐: 54新元

坎昆以南80英里之外的遗址所在地。一定
要在参观当天早一点前往, 因为不久后游
客将不断增多。树荫小径蜿蜒穿过一座座
标志性建筑, 这些建筑构成了13至15世纪
期间商业贸易的重要港口。当地规模最大
的建筑El Castillo被视为一座重要的灯塔,
有助于引导过往船只安全通过珊瑚礁。来
到这里一定要记得带上泳衣, 您可以一头
扎进El Castillo下的小海湾尽情畅游。遗
址以南的绵延沙滩周围有许多小旅馆和咖
啡厅。结束参观前, 不妨尝一尝Posada
Margherita餐厅的意式面食和水中鱼,
这家餐厅极受游客欢迎。

图卢姆
011-52-983-837-0796;
Hwy. 307,
坎昆以南80英里
2016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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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标
全世界

一分钟惊险体验
在我们最喜爱的一些全球游乐园中,
有何新奇体验？
编辑: Cara Greenberg

没有什么比过山车、滑水道以
及其他令肾上腺素暴增的游乐
活动更加惊险刺激的了。以下
九个游乐园有许多最惊险、最
刺激的游乐活动, 承载了许多儿
时的美好回忆。快去这些地方
进行夏日狂欢吧！
冒险港
西班牙萨洛
这个滨海游乐园距离巴塞罗那有一小时车
程, 近来斥资9,000万美元扩建, 增加了许
多惊险的新项目。游乐园内喜马拉雅主题
的过山车是欧洲地区最高最快的过山车
(速度达83英里/小时); King Khajuna是
欧洲地区最高的水上滑道, 有10层楼之
高。胆子较小的游客可以在新建的Costa
Caribe水上乐园中体验滑水道项目, 因为
那里的水流较慢。
portaventura.co.uk；
成人: 79澳元; 儿童: 75新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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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伏里公园
丹麦哥本哈根

趣伏里公园
丹麦哥本哈根
趣伏里公园始建于1843年, 是丹麦的
重要财富。这座游乐园有24个游乐设
施, 还有一面湖泊和众多花园。游乐园
位于哥本哈根市中心, 总共占地21英
亩。2014年, 国家大力修复已达百年之
久的木制过山车, 堪称丹麦国内的重大新
闻。正如Aquila证实的一般, 这个古老庄
严的游乐园与时俱进, 新设了许多顶尖水
平的游乐设施。
tivoli.dk;
入场费: 24新元, 8岁以下儿童免费

欧洲主题公园
德国鲁斯特
不妨从新亚瑟王国时期一只瓢虫的视角参
观这个欧洲主题公园: 自从1975年对外
开放以来, 德国巨兽主题公园新增了迷你
王国中最大的室内景点。法国著名电影导
演吕克·贝松拍摄的奇幻影片《亚瑟和他
的迷你王国》中, 大蚂蚁、大蜜蜂以及高
耸的草叶将具体的场景变成了一个梦幻般
的空间。当然, 这个占地210英亩的游乐
园也在100多个景点设有一些过山车游乐
设施, 比如“蓝色火焰”、以及首个反向
的过山车。
europapark.de；
成人: 75新元; 儿童: 68新元

圣克鲁兹沙滩游乐园
加利福尼亚, 圣克鲁兹市

康尼岛
科尼岛

钢铁码头游乐园
新泽西州, 大西洋城

康尼岛
纽约布鲁克林
在电灯刚刚诞生的时候, 布鲁克林的科尼
岛是一处世界奇观。现在, 科尼岛仍吸引
着大批游客: 博德沃克大街上的小酒馆人
声鼎沸, 有趣又有艺术气息的美人鱼大游
行就可以吸引750,000人（2014年6月
21日）。科尼岛的海滨是美国为数不多
的最后几个杂耍地点, 在这里您可以看到
吞剑、吞火、柔术、耍蛇等表演。这里
有老式的游乐设施, 比如具有传奇色彩的
1927龙卷风过山车, 150英尺高的惊奇
摩天轮; 翻新过的1906旋转木马, 也有新
落成的Thunderbolt过山车, 不仅可以进
行螺旋旋转, 还可以由125英尺高的高空
落下。
coneyisland.com;
40张票, 48新元
(每一个游乐设施的票数不同）

钢铁码头游乐园
新泽西州, 大西洋城
带上弧形墨镜, 向泽西海岸出发。最近, 钢
铁码头游乐园投入2,300万美元将乐园翻
新一番, 让这个116岁高龄的游乐园重新
焕发了生机。钢铁码头向大海延伸1,000
英尺, 有24个游乐设施, 比如经典儿童游
乐设施海滩汽车（Beach Buggies）和
双层旋转木马。这里还有胆子大的游客
的最爱, 比如Slingshot和Mix and the
Freedom Flyer。所有的游乐设施在夜晚
会呈现复古的颜色。
steelpier.com; 35张票, 42新元
(每一个游乐设施的票数不同）
马萨努腾水上公园
(Massanutten Waterpark）
弗吉尼亚州, McGaheysville市
马萨努腾水上公园为您提供各种水上娱乐
项目。马萨努腾水上公园属于蓝岭山马萨
努腾四季度假村的一部分。无论阵亡将士
纪念日, 还是劳动节, 诸如Rockingham
Racer这样的户外游乐设施（颇有难度的
四人下坡过山车）和全年开放的Skyline
Falls过山车（会在250英尺的高空突
然翻转并静止）成为了大家休闲的选
择。在马萨努腾大熔化（Massanutten
Meltdown), 您几乎可以找到每种水上
游乐设施, 比如水球、瀑布、大型翻斗式
水桶等等, 应有尽有, 绝对可以让您有惊
险刺激的体验。小朋友们可以玩青蛙池
塘 (Frog Pond), 在Peak Splash和Blue
Ridge Rapids玩滑水道, 在很受欢迎的
Pipeline冲浪。
massresort.com；
成人票, 52新元; 儿童票, 35新元
布希花园
佛罗里达州, 坦帕市
2014年, 布希花园换上了装饰着珠宝的
Pantopia主题, 在神奇的建筑里讲述着
古老的传说。中心游乐设施有: Falcon’
s
Fury, 这是北美最高的独立跳楼机。玩家

会被升到半空中, 面朝下, 以每小时60英
里的速度向东落下。布希花园还有美国最
大的动物园, 背靠占地65英亩的赛伦盖蒂
平原®, 在这里您会看到濒临灭绝的格雷维
斑马, 网状长颈鹿和马来半岛小老虎。
buschgardens.com; 成人票,
111新元; 儿童票, 104新元
六旗德州嘉年华（Six Flags Fiesta）
德克萨斯州, 圣安东尼奥市
觉得从六层楼高的跳楼机自由落体很有
趣？那您一定会喜欢Bahama Blaster,
这是六旗德州嘉年华新修建的配有活板
门发射台的水滑道。当您脚下的活板门被
打开时, 您会掉入一个透明的管道中, 在
弯曲、旋转和绕圈之后, 您会在一阵水花
中结束游戏。已建成一年的Iron Rattler
是一种高科技的过山车, 它结合了木质支
撑结构和钢铁轨道, 让您尽享超顺滑的转
弯、倒转、弹跳和滚桶效果。
sixflags.com/fiestatexas;
成人票, 88新元; 儿童票, 71新元
圣克鲁兹沙滩 游乐园
加利福尼亚, 圣克鲁兹市
背靠壮丽的太平洋, 圣克鲁兹沙滩游乐园
对《捉鬼小精灵》《拨云见日》《哈洛与
慕德》这三部电影的影迷来说十分熟悉。
这里有1924“巨勺”滑行铁道和手工雕
刻的1911“洛夫”旋转木马, 是全世界少
数配有有效环形分配器和维多利亚式原创
管风琴的复古旋转木马。木板路两旁是各
种旧式嘉年华游戏, 连拱廊上可进行300
项游戏, 您可以穿上复古的游戏服（比如
吃豆人和太空入侵者的服装), 也可以选择
最新电子游戏中出现的服装。
beachboardwalk.com；
一日票, 游戏次数不限, 4新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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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西兰特色商
品购物之行
不购买一些新西兰特色商品kiwiana, 怎么可以就这样离开这里
呢？新西兰特色商品kiwiana指的是共同塑造新西兰国民性的
各种有趣而奇特的本土物品的总称。我们在这里筛选出了必买
清单, 为您的旅行箱节省空间。

1 2 20 1 7 年1 月

嗡嗡蜂
嗡嗡蜂是很受欢迎的玩具, 20世纪30
年代由莫里斯·施莱辛格（Maurice
Schlesinger）设计。这种玩具是一
只蜜蜂造型, 双翅可以旋转, 并且在拉
动翅膀的时候, 发出响亮悦耳的拍击
声。这种玩具在战后婴儿潮中流行开
来, 《嗡嗡蜂和朋友》这部动画片应
运而生。如今, 仍可以在书籍、拼图
玩具, 甚至是衣服上看到嗡嗡蜂的身
影, 但是送给自己的侄女外甥的最好
的实体玩具莫过于嗡嗡蜂了。

派罗瓦柠檬汽水
(LEMON & PAEROA)
传统的派罗瓦柠檬汽水是由柠檬汁和派
罗瓦镇附近的碳酸矿泉水混合制成, 这
款汽水是新西兰最知名的软饮料。派罗
瓦柠檬汽水的广告语 (“新西兰的蜚声
世界”）意在炫耀, 到现在成为了新西
兰很流行的一种说法。若您想一究派
罗瓦柠檬汽水的起源, 您要带着好奇心
前往派罗瓦镇。在道路的尽头, 您会看
见一个巨大的瓶子, 为您解释这种饮料
的历史。这一件纪念品口感清爽, 不可
错过！
8号钢丝
这个0.16”标准线成为新西兰特色商品
是由有充分理由的。新西兰许多农场都
偏好用8号钢丝来捆绑羊圈。除此之外,
8号钢丝还有别的用途。如今, 8号钢丝
已经成为了新西兰人聪明能干的象征,
也成为了一个词组, 意思是使用巧思修
补某件东西。谁需要一个手巧的人！
《埃德蒙兹烹饪大全》
这本食谱已成为了新西兰厨房的精华。
《埃德蒙兹烹饪大全》于1908年首次
出版, 出版商是一位发酵粉生产商, 意在
把这本书作为一种营销工具。如今, 这
本书已经卖出了300万本, 并且依然是
新西兰的最佳畅销书。据说, 每一位新

西兰人都拥有一本《埃德蒙兹烹饪大
全》, 记载了自己独特的回忆。新西兰
邮局曾发行过一套从字幕A至Z的系列
邮票, 埃德蒙兹烹饪大全》选入了这个
系列。知道谁喜欢做饭吗？那您知道要
怎么做了。
(edmondscooking.co.nz)
奶油水果蛋白饼（PAVLOVA）
这道以调合蛋白为基底的甜品是20世
纪20年代为了表达对到澳大利亚和
新西兰巡演的俄国芭蕾舞女王Anna
Pavlova的敬意而特地制作。奶油水
果蛋白饼一直以来都是塔斯曼海峡两
岸友好争执的焦点, 新西兰人和澳大
利亚人都坚称是自己发明了它。在您
访问新西兰的时候, 一定要品尝这道
甜点。它外部酥脆, 内里像湿润的棉
花糖。我们推荐位于奥克兰极为出色
的Euro酒店, 在这里您可以品尝迷你
奶油水果蛋白饼, 上面还撒有费约果冰
沙、麦卢卡蜂蜜蛋白和覆盆子碎片。
美味难以抗拒！
(Euro酒店, +64 9-309 9866
| 新西兰, 1010, 奥克兰,
码头街, 22/14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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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宾一瞥

“薄荷岛的沙滩实在很赞, 沙粒洁白细
腻, 椰树低矮小巧。和其他太平洋周围
的景点相比, 这里真是原汁原味。”

“你会在菲律宾玩得十分过瘾。这里食物美味, 居民友好, 风景
壮观。我认为科隆岛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岛屿, 就像天堂一般。
我真的愿意再去一次。”
—Josephine U.

—Rose G.

用
®Facebook
建议
RCI
的小
出
户给

宾
律
菲

“这是一个美丽的国家。一定
不要错过在五颜六色的珊瑚礁中用
水肺或通气管潜水。在长滩岛, 你可以直直地
躺在白色的沙滩上; 在碧瑶市, 你可以感叹群山的壮丽,
可以去金矿中来一场探险。菲律宾的美景无穷无尽, 值得
你用一生去发现!”
—Kevin S.

“我爱菲律宾!”
—Maryanne M.B.

酒店入住

RCI在菲律宾的加
盟度假村包括:

阿斯托利亚广场酒店
(Astoria Plaza Suites) #7773
会员评论: 套房宽敞, 水疗很赞。”

1 4 2 0 1 7 年1 月

巴拉望岛道夫酒店
(Astoria Palawan) #C984
会员评论: 服务出色, 套房很棒, 庭院美丽。”

长滩岛摄政沙滩水疗度假村
(Boracay Regency Beach Resort) #A584
会员评论: 在长滩岛的中心地带, 地理位置优越。

乐趣无限

斐济之旅
斐济由300多个郁郁葱葱的小岛组成,
让人流连忘返。斐济被选为10大度
假胜地之一也就不足为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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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拥
繁华
阳光、冲浪、海洋
斐济是一个南太平洋上的独立岛国。作为热门的旅游胜地,
斐济比并非徒有虚名。过去几十年之中, 斐济一直是人们心
中的潜水天堂, 也是世界几大度假胜地之一。
要想体验最纯正的斐济, 就一定要多多体验斐济的蓝天大
海。斐济以“软珊瑚之都”享誉全球, 因此不论您是新手,
还是游泳高手, 这个岛国是通气管潜水的绝佳选择。第一次
潜水的人可以选择水较浅的通气管潜水区域, 这些区域离海
岸较近, 可以看到丰富的海洋生物。如果您想近距离了解斐
济丰富的海洋生物, 纳梅那海洋保护区（Namena Marine

1 6 20 1 7 年1 月

Reserve）是您最佳的选择。这里的海洋生物包括在海扇和
珊瑚礁中自由游曳的海龟、蓝丝带鳗鱼和虎鲨。
您也可以横渡梭蒙梭蒙海峡, 一览彩虹礁之美。各种颜色的
动物居住于千变万化的彩虹礁之中。潜入其中, 你会发现自
己的身边游曳着数不清的色彩鲜艳的鱼类, 比如花鮨鱼或燕
尾星斑鱼。
尽管斐济的海浪可高达20英尺, 但仍然是冲浪的好去处, 可以
在这里体验一番。每一年, 冲浪世界冠军都会来斐济进行友
谊赛。新手在定期参加由度假村举办的冲浪课程后,
也可以在较低的浪头里享受这项运动。

酒店入住
RCI在斐济的加盟度假村包括:

要是您更喜欢躺在躺椅上, 欣赏动人心魄的景色, 可以选
择亚萨瓦岛或马洛洛岛。亚萨瓦岛在斐济中是“天堂”
的意思。的确, 亚萨瓦岛名副其实。这里海水清澈、沙
滩温暖, 是进行日光浴的绝佳地点。马洛洛岛比较僻静,
岛上棕榈成荫, 并配有吊床, 也是绝佳的旅游目的地。

让巨人沉睡的公园

如果您想欣赏碧海蓝天之外的美景, 可以去斐济最大的
岛屿美地来雾岛 (Viti Levu), 在巨人沉睡公园的郁郁葱
葱中尽情畅饮。公园里的灌木也是一处美景, 植物品种
丰富多样（主要是各种品种的兰花）。公园占地20公
顷, 环境宁静, 景色优美。莲花池和园林让公园更显清
雅, 是绝佳的拍摄景点。

奥提卡斐济棕榈度假村（ULTIQA @ Fiji Palms）#7580
斐济群岛, Deuba
斐济棕榈度假村位于太平洋港, 内设文化中心, 展示英属斐济时期的风土
人情, 当地的舞者会表演古老的斐济民歌和舞蹈。在这里, 您可以看到古
老的渡火仪式, 观看用石斧制作独木舟的全过程, 欣赏树皮布垫和陶器制
作工艺。斐济棕榈度假村依偎在沙滩边上, 因此休闲方式多种多样。

迪那桡岛温德姆假日亚太度假村
(Wyndham Vacation Resorts at Asia Pacific
Denarau Island) #5883
斐济群岛, 纳迪市
世誉迪那桡岛度假村花园占地约670英亩, 草木茂盛, 鸟语花香。该度
假村豪华舒适, 还设有户外露台餐吧。度假村环境怡人, 设施齐全, 包括
南太平洋最大的泳池之一, 配有泳池酒吧（提供干湿两种座位）和餐厅,
并提供一系列水上运动和家庭娱乐活动。此外, 度假村还有国际标准的
18洞标准高尔夫球场、散布道、体育场、户外水疗、儿童泳池、儿童
游乐园、按摩中心和烧烤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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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Sabeto泥浆池来一场泥水浴, 让自己
融入自然。Sabeto泥浆池含有丰富的
矿物质, 让您洗去一切疲劳。之后, 您还
可以泡泡温泉, 让身心再次焕发活力。
想要体验更高强度的旅行, 兰花瀑布和
丛林探险是您的不二选择, 您可以来到
热带雨林的中心地带尽赏美景。穿梭在
古老的树林和攀缘植物之中时, 要注意
隐藏在丛林深处的瀑布。在进行丛林探
险时, 您还可以体验惊险刺激的丛林飞
锁, 鸟瞰丛林美景。

发掘隐藏的宝石

斐济不仅仅是旅游者的天堂。斐济居民
的幸福感位居全世界第二。这里还有多
种多样的宗教场所: 教堂、清真寺、锡
克教和印度教寺庙, 不一而足。您在任

1 8 2 0 1 7 年1 月

何时候都可以来斐济度假, 因为斐济居
民全年都在庆祝不同的节日, 比如排灯
节、圣诞节和先知穆罕默德的生日。斐
济居民的祖先可追溯至亚洲、欧洲和当
地土著, 因此斐济居民热情好客。
斐济是一个文化大熔炉, 您可以通过
品尝斐济招牌菜——洛佛, 来感受其
文化。在当地语中, 洛佛”指的是“盛
宴”。洛佛之所以特殊在于它以地为
炉。在地上挖个较浅的坑, 在里面放好
加热锅的石头作为地炉, 然后就在这上
面加上包裹在叶子里的鸡肉、鱼或猪
肉。随后在肉上面撒上树薯粉之类的
块根农作物调料, 一道健康美味的菜肴
就做好了, 并且还可以闻到天然的烧烤
的香气。

出游路线
去斐济的最佳方式是乘坐飞机。
在几大国际机场乘坐飞机, 就可以
直飞这个地面天堂。尽管多数飞
机都选择在斐济的纳迪国际机场
降落, 您仍可以选择斐济其他的国
内机场。
想要周游斐济列岛, 您可以选择坐
上十分普及的快艇, 在微风之中前
往另一个目的地。岛内游的出行
方式有公交和出租车, 价钱可低至
SG$4。

用餐
度假村餐点食谱

蛤蜊浓汤
汤汁浓郁, 蛤蜊满满的蛤蜊浓汤美食
编辑: 主厨David Lapham

我不会忘记第一次尝到蛤蜊浓汤的情景。我们的家庭好友爱丽丝来自
新英格兰, 她为我们做了做了一锅蛤蜊浓汤。爱丽丝之后把菜谱告诉
了我的母亲, 之后我的母亲就经常为我和我的弟弟做这道菜。爱丽丝
的蛤蜊浓汤有咸肉和洋葱的香气, 底料清淡柔和, 蛤蜊劲道有嚼劲。
新英格兰地区的饭店和龙虾池制作蛤蜊浓汤的方法多种多样。许多
制作方法都需要添加面粉（奶油炒面糊）作为增稠剂。添加的面粉
越多, 蛤蜊汤就越浓稠。但是爱丽丝的版本一直是我的最爱, 下面是
我对这一版本的菜谱进行的创新。就像所有美味的汤一样, 永远都是
第二天的汤更为美味。

蛤蜊浓汤
24只小蛤蜊或大的软壳蛤蜊,

全脂牛奶1夸脱

洗掉细沙。

鲜奶油1品脱或鲜奶油和全

干白葡萄酒1/3杯

脂奶各一半

咸肉或培根1/4磅, 切块

蛤蜊汁 (若需要)*1瓶

中等大小洋葱1个, 切块

盐和现磨黑胡椒粉 (提味)

芹菜根1颗, 切块

切碎的欧芹和牡蛎苏打饼干

Russet或Yukon gold

(配菜)

土豆6颗, 削皮切块
把蛤蜊放入炖锅中, 加入葡萄酒; 然后盖上盖子, 中火加热, 直至蛤蜊盖
打开。从锅中取出蛤蜊, 取出蛤蜊肉, 大致切碎即可。放于一边。将锅
里的汤汁到进一个碗中, 确保锅是干净的; 将锅碗放于一边。
使用平底炒锅, 中火烹制咸肉直至酥脆, 需5-7分钟。使用篦式漏勺取
出咸肉, 并在纸巾上沥干, 烹出的油脂留在锅里。使用同一个平底炒锅,
中火烹制香葱和芹菜, 需约7分钟。
使用汤锅, 把准备好的蛤蜊浓汤淋到土豆上, 然后烹制至松软, 约需20
分钟。加入咸肉、洋葱、芹菜、蛤蜊、牛奶和奶油。小火慢炖, 继续
烹制15分钟, 切忌汤汁不可沸腾。
品尝味道, 加入调料。用切碎的欧芹和牡蛎苏打饼干做配菜。
供8-10人食用。
*若蒸完蛤蜊后, 流出的蛤蜊汁不能覆盖住土豆, 则可添加瓶装蛤蜊汁。

入住科德角加盟度假村:
庭院度假村#D086, 海恩尼斯主街460号
雅茅斯海湾度假村#1968, 西雅茅斯主街183号
7号码头公寓#3018, 南雅茅斯主街71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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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北端的达
尔文市
不要被它的大小欺骗了。达尔文市是澳大利亚最小的首府城市, 但是却兼
收并蓄, 充满魅力。达尔文市气候温和, 露天市场多姿多彩, 探险活动丰
富多样。

2 0 2 0 1 7 年1 月

酒店入住
RCI在达尔文市的加盟度
假村包括:

禅季华美达套房酒店
(Ramada Suites Zen Quarter）

禅季华美达套房酒店位于达尔文市的市中
心。走路10分钟, 您就可以达到夜生活丰富
多彩的米切尔街及其周边的商店和饭店。酒
店三楼是地平线咖啡馆 (Horizon Café), 提
供刚刚出炉的早餐自助餐。您还可以去酒店
的健身中心或室外咸水泳池运动, 缓解您的压
力。开车只需要5分钟, 您就可以到世界有名
的达明迪海滩黄昏集市, 在这里, 您可以购买
手工纪念品和天然护肤产品。

不要被它的大小欺骗了。达尔文
市是澳大利亚最小的首府城市,
但是却兼收并蓄, 充满魅力。达
尔文市气候温和, 露天市场多姿
多彩, 探险活动丰富多样。
神奇市场

旱季时, 达尔文市的集市种类繁多, 由
来自世界50多个国家的人开办。在这
里, 您可以感受达尔文的世界气息。达
尔文的明迪尔海滩黄昏集市十分出名,
这里有60多个小吃摊, 供应来自世界各
地的美食（比如, 巴西美食、斯里兰卡
美食、希腊美食、柬埔寨美食和日本美
食), 是名副其实的大熔炉。每一个周四
和周日傍晚, 人们会聚在才华横溢的街
头艺人身边, 在夕阳西下的美景中观看
他们精彩的表演。在您蜿蜒穿过两边
种着棕榈树的集市街道时, 不要忘了从
130位工艺品小商贩中购买一些手工艺
品 (mindil.com.au)

星空为伴

在达尔文港的星空影院看一场您最喜
爱的经典电影或发现一部新的独立电
影吧。早点到达, 您还可以舒服地坐
在躺椅上欣赏日落时分变化万千的
色彩。晚间放映时间为晚上6: 30至
7: 30, 每周七天, 从四月中旬一直持

续到十一月中旬。幸运的话, 您还可以
与一两只负鼠为伴。一间得到授权的
小亭子出售看电影时的食品饮料, 所以
您只需带着您和伙伴前来享受即可。
(deckchaircinema.com)

死亡之笼

在鳄鱼主题公园与澳大利亚标志性的盐
水鳄鱼来一场亲密接触吧。在著名的死
亡之笼 (Cage of Death) 与这可怕的
生物进行一次360度的接触, 期间会拍
照来捕捉精彩瞬间。或者在周边漫步,
参观世界上最大的澳大利亚爬行动物展;
或者前往200,000公升的淡水水族馆,
参观那里的奇异鱼类 (比如澳洲肺鱼、
锯鳐、蓝斑鳐鱼) 展。价格每位成人35
澳元起。(crocosauruscove.com)

原汁原味澳大利亚

这是一次一起享受灿烂自然与文化的稀
有机会。参加阿得莱德河湿地的普达库
尔原住民文化旅游, 在两小时内浸入式
体验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化之一。你可以
试着投掷长矛, 吹奏迪吉里杜管, 击打敲
敲木和观看网袋的编织过程。了解丛林
食物和传统草药的知识, 最后与当地人
一起享用丹波面包和茶。普达库尔原住
民文化旅游周一至周日开放, 从五月一
直持续到十月, 需提前预定。
(08) 8984 9282, pudakul.com.au)

#RE36——三夜, 478新元起
#RE37——四夜, 613新元起
#RE38——七夜, 810新元起

达尔文旅客之家米拉姆
本酒店
(Travelodge Mirambeena
Darwin)

旅客之家米拉姆本酒店位于达尔文市的市
中心, 距离零售和文化区很近。在放松的
氛围中, 您可以泡在独特的热带泳池中, 享
受水疗、品尝咖啡, 或者在健身房挥汗如
雨。您还可以在泳池边开怀畅饮, 酒水每
瓶6.50澳元。
#RA46——三夜, 488新元起
#RA47——四夜, 654新元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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壮丽瀑布S

在美丽的李治菲特国家公园, 您可以丛
林徒步旅行、露营或一头扎进没有鳄鱼
的瀑布水潭, 而这只是公园娱乐活动的
一部分。李治菲特国家公园占地1,500
平方千米, 这里有着令人惊艳的瀑布, 飞
流直入清澈的水潭之中。您还可以看到
由教堂白蚁搭建的高高耸立的白蚁丘。
如果您在这里只有时间去一个景点, 那
就去汪吉瀑布。壮观的云芝瀑布全年奔
流不息, 穿过巨大的橙色岩石露头, 流入
周围是原始森林的大型深水潭。时间充
裕的话呢？您可以花上三五天的时间,
参加备受欢迎的桌面路径 (Tabletop
Track) 远足。
(litchfieldnational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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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卫达尔文

在达尔文军事博物馆, 您可以凭吊二战
时期战火纷飞的岁月, 了解达尔文的重
要战略地位。在曾经战时的军队混凝土
碉堡中参观壮观的火炮展览。
(darwinmilitarymuseum.com.au)
在博物馆旁边, 您可以进行达尔文
保卫战体验 (Defence of Darwin
Experience), 本场馆耗资1,000万澳
元, 使用互动式多媒体的方式, 让游客亲
身感受到达尔文丰富的二战遗产。
(defenceofdarwin.nt.gov.au)

天气

每年四月至十月属于旱季, 是来达尔文
的最佳时间, 此时的达尔文万里晴空。

交通方式
达尔文大部分地区都有公交服务,
一日票收费5澳元, 周票收费15新
元。您还可以乘坐巡回巴士, 这是
一种露天的旅游巴士, 提供主要景
点的介绍。服务时间为早上9点
到下午4点, 但是不要忘记在旺季
时拨打 (08) 8985 6322或登录
tourtub.com.au提前预定。

繁华之都
——果阿
一派田园风光的果阿濒临阿拉伯海, 是印度的一
处度假胜地。这里有柔软的沙滩, 白色的教堂和
芬芳的香料农场。
作者: Aarti Virani
摄影: Aaron Joel Santos

果阿是印度面积最小的一个邦, 形如新月,
棕榈成荫, 居民说话带有葡萄牙口音。果
阿被认为是印度最富魅力的一个地方。印
度西海岸苍翠繁茂, 果阿就坐落于此。16
世纪早期, 果阿处于全盛, 是“香料之路”
上的一个繁荣发展的殖民地, 其人口还大
于里斯本的人口。1961年, 葡萄牙结束
了自己在这里450年的殖民历史后, 果阿
成为了嬉皮士的天堂, 是海滨狂欢和背包
客的代名词。但是现在的果阿正在经历更
高端的转型, 每年都能吸引成百上千万的
游客来此地进行海洋探险, 参观灵修场所,
获得内心的“susegad”——这是当地
词汇, 起源于葡萄牙语的“sossegado”,
即“平静”一词。这个词传达出了这个地
方对轻松生活的热爱。我们为您设计了一
周的旅行线路, 您可以完全参照这个攻略,
也可以自行修改。不管您是在旧城的巴洛
克教堂中徜徉, 漫步在肉桂种植园, 还是在
长达63英里的海岸线上平躺休息, 阳光照
耀下的果阿, 树影斑驳, 一派祥和宁静, 在
这里您会流连忘返。
果阿当地的公交线路网络四通八达, 您可
以乘坐公交出行。您还可以租一辆出租
车（您的度假村会为您安排）或者叫一
辆自动黄包车。果阿大部分城镇也出租
自行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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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慈耶稣大教堂
(Bom Jesus Basilica)

第1天: 历史中心

阿兰波甜水湖
(Arambol Sweet Water La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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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了解历史开始: 参加遗产徒步旅行 (帕纳
吉酒店; 丰泰尼亚斯, 1月31日路, E-212
号; 011-91-832-222-6523; 徒步旅行
没人10新元*), 参观首府帕纳吉的别致的
拉丁区。帕纳吉对应的英文有两个, 分
别是Panaji和Panjim。徜徉在丰泰尼亚
斯和圣多美的卵石小巷中, 品味果阿的
殖民历史。巷子两边是芒果树, 锻铁的
阳台和赤陶屋顶。若想休息一番, 就走
进Gitanjali画廊（丰泰尼亚斯, 1月31日
路, 182号；011-91-832-242-3331;
gallerygitanjali.com), 这也是一间通过旋
转的方式展示印度画家抽象派油画的咖啡
厅, 此外还有大量的北欧艺术藏品。若您
想了解更多的历史, 您可以前往果阿旧城,
这是该区域的老城区（从帕纳吉开车20分
钟到达）。这里有保护完好的女修道院和
教堂。不容错过的是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认证的已具有400年历史的仁慈耶稣大教
堂（Bainguinim, 果阿旧城路; 011-91832-228-5790), 这里保存有圣方济各沙
勿略（St. Francis Xavier）的遗体。此
外旧的大教堂也值得一去。当天行程结束
之前, 傍晚十分, 您可以在曼杜比河泛舟一
小时（帕纳吉, Patto殖民地, 若昂•卡斯
特罗大道, 圣塔莫尼卡码头）, 船上您会听
到果阿民间音乐家为您演唱的小夜曲。

第2天: 海洋生活
早晨, 在马普萨市场喝一杯奶茶（马普
萨；周一至周六, 早上8: 00至下午6: 30
）, 漫步在各式各样的小亭子中间, 从
果阿陶器到自制泡菜均有出售。安朱纳
附近是一排排开派对用的木屋, 包括知
名的科利斯木屋（近跳蚤市场；安朱纳
Monteiro区；011-91-955-247-1720;
curliesgoa.com）。科利斯木屋是两层
的海边乐园, 既是饭店, 也是旅馆、商场
和舞蹈俱乐部。然是若您想找一个没有很
多人的地方, 那就向北走20英里到达阿兰
波海滩。沿着两边都是纪念品小摊的弯弯
曲曲的路走着, 您最后会来到一处弯曲的
海岸, 这里波浪轻柔。前往阿兰波甜水湖
十分方便。阿兰波甜水湖位于悬崖边, 是
进行高崖跳伞运动的绝佳场所（在阿兰波
的木屋和附近的卡拉查海滩上有着独立经
营高崖跳伞生意的人；10分钟的高崖跳
伞收费大约34新元）。您还可以选择参
加冲浪课程——也欢迎初学者——Surf
Wala的国际团队欢迎每一个人（阿兰波,
近冲浪俱乐部, Bag Dando路；011-91962-300-1810；surfwala.com；每节
课时常1.5个小时, 收费48新元起）。教
练员用英文、日语、俄语和印度语等语
种授课。

饮食

第3天: 原汁原味
骑上自行车前往阿瓜达堡, 继续我们的户
外探险之旅。阿瓜达堡是17世纪由葡萄
牙人修建的堡垒（也是很多宝莱坞电影
的取景地), 也是Sinquerim海滩上果阿最
大的堡垒之一——这里距帕纳吉大约10
英里。阿瓜达堡由红土建造而成, 外形粗
犷, 是为了抵御荷兰侵略者而建造的。阿
瓜达堡以堡垒内曾经的泉水名命名。通
过果阿自然小径（Goa Nature Trails）
预定行程（011-91-703-097-3005
；goanaturetrails.com；还为行程提供
头盔、点心, 42新元起）。果阿自然小径
位于坎多林, 是十分可靠的经营者, 提供三
小时的山地车远足活动, 沿途经过多个渔
村和圣劳伦斯教堂。圣劳伦斯教堂位于山
顶, 供奉的是船员们的守护神。果阿自然
小径还提供一小时的带队划独木舟活动,
地点时讷卢尔的死水区。讷卢尔有一座宁
静的小村庄, 也是明虾的产卵地, 还有着别
具魅力的河边小屋群。

第4天: 来点香料
不去种植园走一走, 这趟香料之路上的
热门地点之行怎么能算完整呢？热带香
料种植园（波恩达, Arla Bazar Keri,
A-14号；011-91-832-234-0329;
tropicalspiceplantation.com；8新
元, 含门票和午餐）位于果阿中心地带。

一进去, 会有人向您献上鲜花编织而成的
花环, 之后在45分钟的参观过程中, 您会
了解周围植物的各种药用价值, 比如黑胡
椒、小豆蔻、肉豆蔻、香草、肉桂和胡
荽。之后, 您可以尽情品尝这里的果阿式
自助午餐, 包括咖喱鱼、炸土豆和放在香
蕉叶上的蔬菜香料饭。返回帕纳吉的途中,
您可以考虑在美丽的神秘草地（Mystic
Meadows）驻足（波恩达, 近舍德卡工
业区, Pisgal Priol, 拉杰纳加尔；01191-832-298-5174；bcogoa.org；门
票2新元）。这里由一位初露头角的野生
动物画家经营, 是保护刚会飞的蝴蝶和蜜
蜂的温室。您还可以前往尚塔杜尔加寺
庙（Shri Shantadurga Temple）（维
罗姆, 近Chamundeshwari汽油泵, 维罗
姆——讷卢尔路）。这座寺庙建于18世
纪, 供奉印度教的和平女神, 同时这里也是
印度与葡萄牙建筑风格交融的有力证据。

第5天: 好客的南部人
要想了解更为宁静温和的果阿, 您可以前
往果阿南部。您可以先参观果阿西特拉
博物馆（贝瑙利姆, Mondo-Waddo, 施
洗者圣约翰教堂路；011-91-832-6570877；goachitra.com；门票4新元）,
这里是艺术家维克多·雨果·戈麦斯对果
阿历史的赞歌, 里面收藏了4,000件区域
性物品, 包括耕作工具、厨房用具和罕见

妈妈的厨房（Mum’
s Kitchen）
电话: 011-91-982-217-5559
网站: mumskitchengoa.com
帕纳吉, DB街, 马丁斯大楼, 854号
妈妈的厨房温馨舒适, 几乎所有的菜谱——
从蛤蚌炒椰子香菜、酸菜炖肉到蒸米
糕——都来自全国各地的家庭厨房。
双人晚餐, 42新元起*

波马拉一家（Bomra’
s）
电话: 011-91-832-291-4687
网站: lilacafegoa.com
安朱纳, Calangute–Arpora–Siolim路,
提托的白色小屋
这里的早餐充满乡村风味, 您可以喝一两杯
卡布奇诺, 配上众人都喜爱的薄片羊角面包
(现场烘焙) 和辣椒芝士煎蛋卷。
双人早餐, 21新元起

朗贵豪酒吧餐厅
电话: 011-91-832-273-9908
马尔加奥, Luis Miranda路, 市政办公室
对过
朗贵豪酒吧餐厅是果阿最古老的餐馆之
一, 已有50年的历史, 是马尔加奥的优秀餐
馆。前身是葡萄牙军队的餐厅, 现在供应当
地人最喜爱的海鲜菜肴, 比如热炒咖喱虾
和八宝蟹。
双人午餐, 13新元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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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器。您可以在马尔加奥市场购买纪念
品（马尔加奥, 甘地市场路；周一至周六,
上午8: 30到晚上9: 00）。这里有着在南
部果阿首府的众多摊位, 您可以挑选各种
香料、香皂和家庭用品。您要是想游泳,
没有比帕罗林海滩或者附近更小一点的阿
贡达海滩更优美的地方了。帕罗林海滩被
认为是果阿最安全的游泳场地, 位于一处
海湾之中, 风景秀丽, 同时也是划独木舟
和浮板冲浪的理想场所。

晚餐、酒水畅饮和赌场优惠券）试试手气,
这是一个豪华四层赌场邮轮, 同时也是印
度最大的近海博彩场所, 同时还上演拉斯
维加斯风格的表演。

第7天: 冥想的魔力

早晨时分, 您可以在Ribandar码头（大约
位于帕纳吉和果阿旧城的中间）乘坐轮
渡, 15分钟之内就可以来到还在沉睡之中
的Chorão岛, 参观其主要景点: 萨利姆·
阿里鸟类保护区（帕纳吉, Chorão岛）。
您会发现自己置身于翠鸟、紫色苍鹭、白
鹭鸶、啄木鸟、鸬鹚和其他各种有羽毛的
鸟类之中。若浪头较高, 在轮渡停靠码头
出现的船夫会带领您乘独木舟, 参观长满
红树林的小岛。傍晚时分, 可以前往Deltin
Royale（帕纳吉, DB Marg, RND码头,
诺亚方舟；011-91-869-859-9999；
deltin.com；门票, 50澳元起, 包括自助

要想进行果阿知名的安静灵修浸入体验,
可以前往曼德蓝。曼德蓝原先是北部的一
个渔村, 现在变成了灵修之地。曼德蓝是
该地区非官方的瑜伽和阿育吠陀医学的中
心, Ashiyana瑜伽中心（曼德蓝, Junas
Waddo；011-91-985-040-1714；
ashiyana-yoga-goa.com）就坐落在这
里, 背靠曼德蓝海滩。曼德蓝风景秀丽,
棕榈婆娑, 是进行灵修和水疗的胜地。
瑜伽课可插班。您还可以在评价极高的
香提阿育吠陀按摩中心（曼德蓝, Junas
Waddo；91-880-620-5264；一小时
按摩, 61新元起）放松身心, 在这里您可
以选择热油和草药粉按摩、spa足疗和印
度彩绘纹身。晚上到莫利的海滩小屋餐厅
(曼德蓝海滩, 莫利的小屋；011-91-787575-0217）吃晚餐, 呷一口傍晚喝的饮
料, 然后去沙滩上走走, 看着辉煌的日落,
恋恋不舍地给果阿说声再见。

卡玛皇家棕榈（Karma Royal
Palms）#3594

卡玛皇家哈亚斯玛哈尔酒店（Karma Royal
Haathi Mahal）#4129

Monterio皇家卡玛俱乐部（Royal Karma
Monterio）#3820

皇家棕榈旗下的果阿皇家海滩俱乐部是一座优美的

卡玛皇家哈亚斯玛哈尔酒店融合了印度和果阿风情

距离皇家果阿沙滩俱乐部较近, 可观赏阿尔波拉河

殖民风格建筑, 房间和别墅众多。

与现代西方设施。提供了带泡水吧的三层游泳池,

奔流入海；还可以步行10分钟来到巴格海滩, 欣赏

会员评论:“我们感觉像在自己家一样。”

周围园林和瀑布环绕, 还配有滑水道、按摩浴缸和

果阿最美丽海滩的风景。

儿童泳池。

会员评论:“泳池保养良好。”

第6天: 鸟瞰风景

酒店入住
RCI在果阿的加盟度假村包括:

会员评论:“高效友好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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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游首尔
灯火通明的不夜城, 精彩无限的夜生活, 让人垂涎欲
滴的美食, 这就是韩国繁荣发展的首都。

酒店入住

RCI在韩国的加盟度假村包括:

钟路亚云树酒店
#RC53/RC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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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C53) 三夜, 332新元起
(RC54) 四夜, 446新元起

明洞欣欣酒店

欣欣酒店颇具现代气息, 外部装潢采用流行的极
简风格, 内部装潢别致舒适, 会让您在一进去的
时候就感到宾至如归。您可以在酒店别具风情
的咖啡馆品尝咖啡和美食；您还可以到周边明
洞的街道上闲逛, 品尝不同的美食。选择入住获
得过大奖的明洞欣欣酒店, 可以走路前往距首尔
塔之类的地标性建筑。

(RE45) 三夜, 467新元起
(RE46) 四夜, 530新元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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娱乐天堂
首尔是座繁华的大都市, 超过半数的韩国
人居住在首尔。首尔已经飞速发展成为世
界时尚、流行文化和技术的前沿。首尔作
为世界上线路连接最多的城市, 在是否值
得度假方面, 具有无限可能, 等待被一一发
掘。首尔拥有三大巨型主题公园, 分别是
乐天世界、爱宝乐园和首尔乐园, 也是首
尔各种度假胜地的首选。
若您想来一次全家大出游, 乐天世界是一
个不错的选择。这里有惊险刺激的游乐设
施, 比如大摆锤和法国大革命。孩子们会
喜欢玩小丑碰碰车和地下水道辛巴达历险
记等游乐设施。
您也可以来到室内, 在巨大的溜冰场旁边
感受凉意。您还可以发掘室内探险公园里
的各种景点, 把握机会买几件纪念品或者
购购物。
咖啡馆天堂
在首尔, 您必做的一件事就是逛逛各种数
不清的咖啡馆, 它们有的位于林荫道的两
侧, 有的自然而然地在您旅行的时候出现
在您的面前, 在一间装潢古色古香的小餐
馆旁边。在这里, 您会找到猫猫咖啡馆, 梦
幻相机咖啡馆等等不同的咖啡馆。梦幻相
机咖啡馆是一座造型类似复古照相机的两
层咖啡馆。
品尝让人沉醉的糖果甜点, 包括分层的彩
虹奶油蛋糕、迷你马卡龙上的一层软雪糕
和棉花糖, 宠爱自己的味蕾。您一定要试
一下的是韩式刨冰Bingsoo, 这是一种以
刨冰为基底的甜点, 味道清新, 最上面淋有
糖浆、炼乳、甚至还有粘的布朗尼块。

美妆天堂
不去明洞逛一逛, 您在韩国的购物体验怎
么能算完整的呢？明洞对于爱好美容化妆
的人来讲就是一座彩妆天堂。许多人来韩
国旅游, 只是为了再囤一些世界级的美容
产品。悦诗风吟和菲诗小铺等韩国美妆大
牌相距咫尺之遥, 这里还有很多免费奉送
多种小样的商店。
您可以乘坐便捷的地铁, 在明洞站下车。
沿着明洞的街道逛着, 随心所欲地购买物
美价廉的美妆产品。在每家商店, 您还可
以在零售人员处登记, 获得旅客折扣。许
多商店的产品都是免税的, 所有时刻关注
购买哪些商品可以降低您的购物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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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您想要品尝地道的韩国菜, 那烤肉是不
能错过了。首尔上下都很喜欢这种韩式烤
肉, 烤肉本身也成为了一种体验。在韩国
的烤肉店, 一般会给您准备各种待烤的肉,
从黑胡椒牛肉到葡萄酒浸泡过的口感柔软
的五花肉。此外, 您会看到的配菜多种多
样, 令人垂涎欲滴, 比如分量很足的汤和韩
式泡菜等。面对如此之多的选择, 您会不
知从何下手。
主流之外的选择
首尔不仅仅有高耸入云的摩天大楼和令人
炫目的光线。这里还有像广壮市集这样的
传统集市, 在这里您仍可以一窥首尔这座
褪去了铃声和汽笛声的城市。漫步汉江江
畔是必不可少的, 此外您还可以考虑稍微
绕道一下, 前往首尔花园或波拉美公园, 在
茂密树木的树荫下散步小憩。
若您想一睹知名的樱花盛开的场景, 您可
以在四月到五月的时候, 前往松坡纳鲁公
园赏樱, 拍摄美景。

出游路线

从人口更为集中的地区（比如釜
山）前往首尔的话, 可以乘坐韩国
KTX高速列车前往。韩国KTX高速
列车可提速至300千米/小时, 因此
只需两三个小时就可以从一个城市
到达另一个城市。
若某座城市没有韩国KTX高速列车
覆盖, 可选择快速巴士, 在首尔和其
他地方穿梭。有经济舱和头等舱可
供选择, 费用最高为3新元。

详细信息
伊势丹——Higashi Shiokoji-cho,
Karasuma-dori, Shiokoji sagaru,
Shimogyo-Ku, Kyoto kyoto.wjr-isetan.co.jp
日本铁路——japanrailpass.net
纽约酒吧——3-7-1-2 Nishi Shinjuku,
Shinjuku-Ku, Tokyo; 011-81-3-5322-1234
tokyo.park.hyatt.com
东京柏悦酒店——3-7-1-2 Nishi Shinjuku,
Shinjuku-Ku, Tokyo; 011-81-3-5322-1234
tokyo.park.hyatt.com
筑地市场——5 Chome-2-1 Tsukiji,
Chuo, Tokyo 011-81-3-3542-1111;
tsukiji-market.or.jp

物有所值的日本
既能品尝一流的寿司和新奇的鸡尾酒, 游览世界遗产景点,
又无需花费大笔钱财。
您虽然环游世界, 但这并不代表您需要大
花一笔——或者无法好好享受旅途。下面
几个小建议既可帮助您省钱, 也可帮助丰
富您的旅程。

东京

第一天早晨, 您可考虑利用时差, 先前往东
京的鱼市——筑地。大约早晨四点到达筑
地, 您就可以看到金枪鱼拍卖会, 厨师会出
价400镑购买金枪鱼。若您想起来得晚一
些, 您可不必参加拍卖会, 而去那里直接吃
早餐。早上九点的时候, 一些小餐馆会开
始对外营业。您有可能需要等待半个多小
时, 但是这样的等待是值得的, 因为之后您
就可以品尝到世界上最新鲜的寿司了。不
用41新元*, 寿司师傅就会为您准备好12
件寿司。吃完三文鱼寿司或鱼子寿司, 您
还可以呷一口配餐的味噌汤或绿茶。
影片《迷失东京》的影迷可以在东京柏悦
酒店豪华的纽约酒店回想这部独立电影的
种种细节。这座摩天大楼共有52层, 坐在
顶层的酒吧, 您可以看到壮阔的东京全景,
享受多种鸡尾酒, 观看晚上的爵士表演。
在演出开始之前就结账可以节省27新元
的服务费（周一至周六晚8: 00；周日晚
7: 00）。您还可以在酒店的Peak Bar酒
吧（41楼）度过愉快的一晚。影片《迷
失东京》的一些画面也是在这个酒吧拍摄

酒店入住
日本RCI加盟酒店包括:

的, 而且Peak Bar酒吧还有一个特色, 那
就是这里在黄昏时分无限量供应酒水和小
食。只需41新元, 晚上五点到九点, 您就
可以观赏日落, 品尝无限量供应的酒水和
小食。

京都

若您打算观赏东京之外的景点, 您可购买
日本铁路票。从东京到京都的单程票价
钱为151新元, 若您购买七日票（价钱为
163新元）, 您可从东京出发, 前往周边各
地（包括京都）。您必须在到日本之前就
购买好七日票。

东京康莱德酒店——日本东京
东京康莱德酒店是一所景色宜人的现代标志
性奢华酒店, 步行几步即可到达银座高档娱乐
购物广场。酒店连续跻身东京最佳酒店排行
榜, 内有米其林星级餐厅、东京最佳温泉浴场
和琳琅满目的日本当代艺术陈列。
(RD88)七夜 4973 新元起

京都拥有17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
产景点, 大部分为佛教寺庙或神道教神
社。进入寺庙一般需要购买门票, 神社一
般不用。尽管单张门票费用并不高, 但是
总金额可能不低。
一天观光结束后, 返回火车站可低价购买
新鲜寿司。京都火车站内部有伊势丹百
货, 在这里您会发现各种糖果和琳琅满目
的速食食品。这里低价出售京都最美味的
寿司, 在晚八点关门之前的半个小时, 寿司
的价格还会再下降一半。

格兰王子大饭店——日本京都
格兰王子大饭店提供宽敞的客房、高雅的宴
会厅和餐厅, 日式花园中设有独具风格的茶
室, 为您带来极致的京都体验。
(RD88) 三夜 603 新元起
(RE20) 四夜 1518 新元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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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须知

加入RCI会员, 尽享旅游福利！
带上您的爱人, 在全世界100多个国家的4300家RCI加盟度假酒店中随意选择, 体验全新的世界。
在RCI存入周次, 便于日后灵活使用。

RCI 度假周次福利:
更透明
了解各假期的交易能力

或者
您储存周次的交易能力为16

在价值小于等于您储存周次的交易能力的假
期中搜索

在所有假期中搜索,
不考虑交易能力因素

价值更高
当您假期所需交易能力小于等于您储存周次的交易能力时, 您就会获得储存积分,
这些储存积分可用于下一次度假。这样, 存储一周时间即可享受两周假期。

您所交换的假期的交易能力为8

您储存周次的交易能力为16

您的储存余额为8

更大灵活性
合并多个储存周次

用积分交换另
一个假期
您储存积分的交
易能力为8

或储存更多
周次
您所交换的假期的
交易能力为8

您储存积分的
交易能力为8

第二次储存周次的
交易能力为16

储存周次的交易能
力总值为24

交易能力值仅供说明使用。

RCI 度假周次为您提供更多周次选择和使用方法!
Visit http://www.rci.com/static/html/en_AU/rcipacific/
insiderci/enhancementsIndex/
或致电:
文莱: 800 065（进入2# 2#, 拨打6412 2436）
中国: 400 8111 688
香港: 800 96 4847
印度尼西亚: 001 803 65 7311
韩国: 007 9865 17123
马来西亚: 1800 18 1121
菲律宾: 1800 1651 0639 | 1800 8739 5267 （全球）
新加坡: (65) 6223 4333
台湾: 0080 165 1333
泰国: 001 800656060
越南: 120 65 122
3 0 2 0 1 7 年1 月

会员须知

持续搜索
您为梦寐以求的假日定好详细出行计划了吗？如果是, 那么“持续搜索”就是您的完美假期选择！持
续搜索功能将您列入假期候选名单, 为您搜索您的理想假期。输入您心目中的假期标准, RCI将全天候
为您搜寻相关地点, 并在找到匹配假期时第一时间通知您。简单不繁琐, 让梦想假日成真。

没有查到目标信息？
告诉我们您对假期的要求, 我们查到匹配信息后会第一时间通知您。

提交持续搜索请求

为什么要进行“持续搜索”？
节约时间, 避免麻烦: 在接到您提交的持续搜索请求后, RCI将持续为您搜索。我们将根据您提供的标准全天候持续为您搜索
理想假期, 省去您翻阅旅游资料的麻烦。RCI将持续为您跟进搜索的最新进度, 并在找到匹配信息后第一时间通知您。您甚至
可以将持续搜索功能设为自动确认, 这样RCI在找到匹配理想假期时便可自动为您确认信息和预定假期。
会员储存库优先访问权: 提交持续搜索请求后, 您即可优先排队访问新会员储存库, 增加您找到理想匹配假期的几率。

如何操作？
持续搜索简便易行, 在RCI官网登录您的账户, 选择期望标准后, 即可开始搜索。如果您找不到符合您期望的假期, 系统也会自
动为您选择持续搜索, 并将您先前搜索的数据预填充入搜索选项中。而且, 您也可根据以下标准修改您的搜索选项:
目的地: 搜索地区、城市或特定度假村。
点击进行修改: 根据您的假期需求量身定制搜索标准, 您可选择仅搜索某一特定的假期类型, 也可选择搜索各类假期。
日期: 您可输入特定日期或开放时间段。
住宿: 您可通过选择宾客人数、客房大小和入住日期来缩小搜索范围。
在“持续搜索”信息框中键入您的理想假期, 剩余的就由RCI来处理吧

《度假无限》

31

RCI租赁

巴厘岛香格里拉海滩俱乐部
印度尼西亚巴厘岛
您可以慵懒置身游泳池中, 享受宁静平和的氛围,
欣赏大海和夕阳西下的美景。非常适合浮潜和钓
鱼爱好者。
(RD89) 七夜 300 新元起

阿米泰吉弗朗斯胡克庄园别墅酒店
南非西开普省
阿米泰吉弗朗斯胡克庄园别墅酒店位于弗朗斯胡克隘口的
山坡上, 远离城市的喧嚣, 宁静悠然。这里有法式鹅卵石街
道、喷泉以及精心护养的园林, 背倚西开普省最美丽的风
景。您可前往附近的杰克·尼克拉斯珍珠谷黄金庄园打一场
高尔夫球赛, 驾驶滑翔伞飞跃山谷, 也可品尝本地和法式乳
酪, 或是在众多葡萄园中挑选一处拜访。您也尽可坐在泳池
边放松身心, 晒着日光浴欣赏四周美景, 在Kizzy酒吧享受午
餐、晚餐, 或在傍晚时分点一杯弗朗斯胡克庄园特有的苏维
尼翁白葡萄酒小酌。
(RD89) 七夜 1165 新元起

3 2 2 0 1 7 年1 月

斯韦尔度假村
澳大利亚昆士兰州

温德姆传奇酒店

斯韦尔度假村内设最先进设施, 绝对能让游客畅享假期！从
冲浪海滩出发, 步行一小段距离便可到达度假村。这里环
境优美, 宛如花园, 人们可以在此享受恒温户外游泳池和水
疗浴池（季节性）、池边户外烧烤、灯光网球场、体育馆
以及餐饮服务。

酒店提供设备齐全的健身中心、24小时安保服务、幼儿俱
乐部、每日客房服务、礼品店和室外泳池等优质服务和高
端设施供宾客享用, 酒店员工也热情好客

(A033) 七夜 810 新元起

越南下龙市

(A033) 三夜 342 新元起
(A033) 三夜 446 新元起

RCI租赁

华美达里亚海滩度假村

钟路亚云树酒店

马库拉海滩华美达酒店

新西兰北部地区

韩国首尔

澳大利亚昆士兰州

华美达里亚海滩度假村正处道特利斯湾（放心湾）中心的
滨海区域, 是探索新西兰北部地区的绝佳大本营。只需几分
钟, 即可驱车前往新西兰最北部的雷因格海角、派西亚和新
西兰岛屿湾参观岩中洞并观看海豚表演。景点设餐馆和酒
吧, 提供三餐和饮品。经过一整天的旅途观光劳顿后, 您可
以在水疗浴池中休息放松, 如果您不愿离开度假村, 也可以
坐在泳池边阅读您最喜爱的书籍, 度过闲暇的一天。度假村
还提供烧烤设施和网球场。

钟路亚云树酒店拥有155间舒适的现代客房, 以及餐厅、
纪念品商店和其他娱乐设施, 毗邻景福宫、光化门广场和
仁寺洞·钟路等主要旅游景点, 为到访宾客留下绝佳的首
尔印象。我们邀请您入住本酒店, 您不仅能一睹优雅美丽
的韩国和和活力四射的首尔, 也能享受酒店的公道价格和
诚心服务。

欢迎来到马拉库海滩度假村放松身心。度假村采用亲近游
客的当代设计, 楼群安排不失对隐私和安全的考虑, 加之开
阔无人的白金沙滩, 游客可在此度过一个宁静的完美假期。
诱人的公寓楼群四周设有活力四射的网球场、篮球场等娱
乐设施, 还有太阳能气泡泻湖和水疗浴池, 能有效促进血液
循环。如果您记不清阳光海岸的众多景点, 可前往现场旅游
服务台询问。带孩子的父母在出城期间也可将孩子送到度
假村的儿童看护中心托管。

(RE82) 三夜 582 新元起
(RE83) 四夜 770 新元起
(RE81) 七夜 1123 新元起

(RC53）三夜, 332新元起
(RC54）四夜, 446新元起

(A017) 七夜 810 新元起

箭头私营酒店

添马舰谷风景度假村

凯恩斯海滩度假酒店

新西兰箭镇

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

澳大利亚昆士兰州

箭头酒店的设计同时考虑了舒适性和当代感, 酒店提供豪华
特大床房, 客房为混凝土抛光地面。游客抵达当晚, 便可前
往历史感十足的石屋中品尝法式开胃小菜和各类点心。您
可以尽享美酒佳宴, 不必担心驾驶问题, 因为箭头酒店提供
晚间宾客接送服务, 可前往箭镇各餐厅或Gantley餐厅接送
宾客。每天, 宾客均可享用从“秘密橱室”送来的两人份美
味早餐。酒店免费无线网络服务

从添马舰谷风景度假村驱车10分钟可至朗塞斯顿的中心商
务区, 商务区一楼便是世界著名的格林德瓦瑞士购物村, 每
天自上午9点起对公众开放。这里有当地手工艺品、纪念
品、巧克力和冰淇淋商店, 以及乡村烘焙屋、新闻社、杂货
店、电子游戏经营场所、高尔夫商店和迷你高尔夫球场等,
不胜枚举。添马舰谷风景度假村还提供各类设施, 如景点餐
厅、酒吧、健身房、网球场、室内暖水泳池、桑拿房、温
泉水疗、高尔夫球场、独木舟和脚踏游艇等, 不一而足

在酒店周围的热带花园和盐水泳池中度过美好时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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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躺在泳池边的躺椅上打发时间或
在户外野餐时烤几串烧烤。只象征性地收取网络使用费用
度假村与大部分活动场所距离不远, 只需步行几分钟或驾车
不超过10分钟。
(7112) 七夜 759 新元起

(RE71) 五夜 946 新元起
(RE59) 七夜 842 新元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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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CI游轮假期

超值!

超值!

DCG55I6

DC1JHXHM

皇家加勒比国际游轮公司——海洋和谐号

皇家加勒比国际游轮——海洋小夜曲号

葡萄牙&西班牙跨大西洋号——航班/游轮套餐

挪威峡湾长线游轮套餐——2017

18夜

七夜

供应商Our Vacations Direct
劳德代尔堡-巴塞罗那
停靠港: 里斯本、塞维利亚、马拉加、帕尔马和马略卡岛
已选定2017年启程
内舱（Q）双人房

供应商Our Vacations Direct
哥本哈根往返旅游
停靠港: 哥本哈根、斯塔万格、卑尔根、奥勒松、盖伦格
已选定2017年启程
大型海景特等双人房（I）

双人房每人3965*新元起

双人房每人3464*新元起, 可兑换

套餐包括:
悉尼-劳德代尔堡/巴塞罗那-悉尼航班经济舱
出发前在劳德代尔堡住1夜
跨大西洋旅途包含14夜住宿
到达后在巴塞罗那住3夜

套餐包括:
哥本哈根往返经济舱机票, 不包含悉尼
在阿夫萨龙酒店度过三夜, 每天供应全套早餐
在皇家加勒比海洋小夜曲号游轮上度过七夜, 游玩挪威峡湾
港口费、接驳费、小费和机场税

*行程和价格仅作为指导/价格根据单人房、双人房/舱位类别和服务种类报价, 除非另行说明, 否
则均视为包含预付政府费用和港口税/机票费用按往返经济舱费用计算, 根据所选航班日程和条
件变动。/中途停留和港口中转费用由顾客自行承担/按启程日期及（或）季节确定费用/套餐费
用可发生变更, 或可在不另行通知的情况下撤销/显示的价格需用现金支付。信用卡付款需支付
额外费用。此外, 还存在其他适用条件, 请联系我们的旅行顾问咨询更多信息。

*行程和价格仅作为指导/价格根据单人房、双人房/舱位类别和服务种类报价, 除非另行说明, 否则均
视为包含预付政府费用和港口税/机票费用按往返经济舱费用计算, 根据所选航班日程和条件变动。/
中途停留和港口中转费用由顾客自行承担/按启程日期及（或）季节确定费用/套餐费用可发生变更,
或可在不另行通知的情况下撤销/显示的价格需用现金支付。信用卡支付需支付额外费用。此外, 还
存在其他适用条件, 请联系我们的旅行顾问咨询更多信息。

3 4 2 0 1 7 年1 月

RCI游轮假期

AU$1759*
per couple

DTSFSGY
奢华黄金假日
尽情领略加拿大东部-新英格兰游轮沿线风景——2017
14日
供应商Insight Vacations
2017年设多个发团时间
亮点: 多伦多、尼亚加拉瀑布、金士顿、渥太华、魁北克、蒙特利尔
停靠港: 蒙特利尔、圣罗伦斯河、夏洛特敦、爱德华王子岛、悉尼、巴尔港、波士顿
已选定2017年启程
内舱（Q）双人房

双人房每人5055*起, 可兑换
一边欣赏加拿大东部风景如画的历史名城, 一边感受英法文化兼具的浪漫之旅, 包括乘
坐往返加拿大和新英格兰的美国荷兰号游轮。
*行程和价格仅作为指导/报价为单人房、双人房报价/行程和价格可发生变更, 发团日期不同,
价格也不相同, 预定时将收到价格确认信息/必须在2016年10月27日前预订并支付全额费
用——须满足供应商的全部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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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CI新加盟度假村

RE63/
RE64

施吉拉湾畔套房酒店（日本冲绳宫古岛）
施吉拉湾畔套房酒店是一家与优步同时期建立的
酒店, 酒店地面藤蔓丛生。作为一家高端度假酒
店, 该酒店提供高尔夫球场、天然温泉和无与伦
比的海景观赏平台。酒店坐落在日本最大泻湖区
之一, 地理位置绝佳, 宾客可享受各类设施和服
务, 可在如宝石般碧蓝的泳池中游泳, 也可在客房
洗个热水澡。

DA16

DA06

DA17

普吉岛温德姆海珍珠度假村

普吉岛芭东湾山地水疗度假村

三亚丽禾酒店

置身普吉岛, 您不仅能享受自然美景, 还能感受尖端的奢
华。酒店四周的绿化郁郁葱葱, 与蔚蓝色的泳池和温德姆海
珍珠度假村的装饰相得益彰。去水疗浴场放个松, 在泳池边
品尝鸡尾酒, 或是选个海景餐厅品尝原汁原味的泰国美食,
将芭东湾和安达曼海的美景尽收眼底都是不错的选择。

芭东湾山地水疗度假村的室内装潢古色古香, 但室外绿宝石
般葱郁的修剪灌木和晶莹的泳池更是夺人眼球。您可将选
择观赏安达曼海的全景, 也可去健身娱乐中心出身汗, 或是
顺道前往度假村的16个商店, 让购物来治愈您, 就是在咖啡
馆点杯咖啡, 满足您对咖啡因的日常需求, 不管您选择哪种
方式, 芭龙湾度假村都会给您留下完美的印象。

LEAHE国际中心酒店设施服务齐全, 从桑拿房到电子游戏
机娱乐中心一应俱全, 让您宾至如归。酒店建筑的钢铁骨
架、玻璃幕墙和现代化照明散发着雅致的气息, 也因此获得
美国建筑师协会杂志颁布的“最佳进步奖”, 酒店地段方便,
您可以外出烧烤, 也可同家人一起去附近的主题公园和水上
世界游玩, 不出5英里, 便可到达目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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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CI新加盟度假村

RE50/
RE51

关岛乐天酒店
关岛乐天酒店是一家五星级奢侈酒店, 我们期待
着给您一段留下难忘的假期回忆。您既可在户外
泳池绿松石般晶亮的池水中畅游, 也可在健身房
小试体力, 或是在不远处炮滩的温热沙子中漫步

RE65/
RE66

RE69/
RE70

RE67/
RE68

冲绳宫古岛蔚蓝海滩度假酒店

冲绳宫古岛布里薩健康別墅 度假村

冲绳西麦岛尼拉卡奈酒店

冲绳宫古岛蔚蓝海滩度假酒店采用温馨传统的装饰, 尤其
适合全家出游, 给您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不管您入住的
是哪间客房, 都能将大海的美景尽收眼底。酒店设施齐全,
您不仅可以在水疗浴场放松休息, 也能选择度过一个激情
昂扬的K歌之夜。

布里薩健康別墅
度假村正处宫古岛边缘地带, 从酒店出发不出几米就能看见
一望无际宁静的海面和造型多变的珊瑚礁。每间客房都配
备了小厨房、洗衣机和微波炉。除西式客房之外, 酒店还提
供日本传统客房, 让您体验原汁原味的宫古岛生活。

冲绳西麦岛尼拉卡奈酒店好似一个隐匿在热带雨林中的避
风港, 不出几步就能一睹河流和瀑布的迷人风光, 是大自然
爱好者的天堂。您可以顺着河流悠闲地探索野性的森林, 也
可以沿水路前往附近的礁石进行一次难忘的浮潜。如果您
就想待在酒店里, 您也可以选择去水疗浴场、购物和品尝美
食, 保证让您度过充实的一天。

DE37

DE39

DE38

安昙野市环境酒店

八岳高原新東方度假村

伊豆高原安比恩特酒店

在安昙野市环境酒店, 您可以在绝佳的位置一览日本阿尔卑
斯山四季变幻的美景。酒店客房宽敞, 均配有厨房, 您可凭
自己的喜好取用用当地新鲜食材烹饪日式或法式佳肴。此
外, 度假村附近更有安昙野国家公园与穗高河等众多旅游景
点, 经30分钟车程即可前往参观。

度假村提供传统形式的民居客房, 四周环绕着郁郁葱葱的树
木, 在这里宾客可享受绝对的隐私, 感受淳朴的民风。度假
村设施一应俱全, 提供温泉、桑拿、水疗等多种设施。酒店
客房宽敞, 可容纳多人, 是家庭和组团旅游的理想之地, 每个
人都会享受在度假村的时光。

入住舒适的阁楼, 开启极致的活力之旅路程吧。酒店提供公
共和私人天然温泉供您选择, 或者您也可以出去一览富士山
的美景。酒店有餐厅和厨房供您选择, 您可在日式餐厅品尝
纯正的日式美食或法式小吃, 也可用厨房里的烤箱和微波
炉烹饪美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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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出游非常简单

周末游客

2016年10月

马尔代夫

迷人的马尔代夫

只要您踏入马尔代夫的领地, 吸
入温热咸湿的空气, 看到一望无
际的沙滩和葱郁的树木, 您就会
意识到这段旅程一定美妙难忘。
马尔代夫这个与世隔绝的热带
群岛全年阳光充沛, 主要由珊瑚
礁组成, 因此岛上有多种多样的
生物。
马尔代夫是一个文化熔炉, 岛上
可寻印度、斯里兰卡、阿拉伯和
北非文化, 以及多种多样的文化
习俗和社会行为, 在来自世界各
地的丰富活跃的文化遗产的基础
上形成了独一无二的文化特征。
马尔代夫风景如画, 是全世界动
植物多样性最为丰富的国家之
一, 同时拥有全世界最为奇特的
水下景观, 错落的珊瑚礁周围和
开放的海域随处可见各色各样的
水生生物。大部分岛屿都林立
着高耸天际的棕榈树, 为您尽享
海边美景。

水上别墅

马尔代夫白金沙滩

蝠鲼是马尔代夫旺盛的生态系统
中的特有生物, 每年五月至十一
月期间成群结队往返曼达潜水
点。穿上您的潜水设备, 来次深
潜吧——您会发现黄貂鱼将在您
的周围穿梭。
您也选择这一生必做的一件事,
给您的体验升级: 在南阿里环礁
区域与鲸鲨来一次亲密接触, 悄
悄接近一头12米长的鲸鲨, 这些
礼貌的庞然大物一定会吸引您
并让您心生敬畏。马尔代夫有
无数个深潜和浮潜区域, 在这里
您将有机会与世界上最大的鱼
群一起畅游, 这必将是一段难忘
的经验。

马尔代夫拥有世界上最为美丽的沙滩, 来马尔代夫感受白金沙滩,
一睹闪闪发光的蓝色海面, 这一定是您从未有过的体验。
马尔代夫共和国坐落在印度洋中, 是由数以千计的珊瑚岛组成的国家, 每个岛屿都美不
胜收, 可谓人间天堂, 马尔代夫由将近1200个岛屿组成, 这里的白金沙滩、奇妙的海底
世界和超高服务标准一定会让您赞不绝口, 实属假期旅游胜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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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尔代夫当地美食主要源自南
印度区域, 深受喀拉拉邦和斯里
兰卡烹饪的影响。这里的食物
通常浇有浓厚的椰汁咖喱酱汁,
佐以烟熏鱼配菜, 您一定会垂涎
欲滴。
周游马尔代夫群岛的最佳方式是
搭乘快艇, 当然, 您也可以选择

周末游客 马尔代夫
乘坐当地传统的帆船“dhoni”前往各个
岛屿, 途中您既可依赖马达动力, 也可借
助风力航行, 作为马尔代夫最为古老的交
通方式, “dhoni”也是马尔代夫文化中
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如果您想在岛上享
用正餐, 马尔代夫有数不尽的餐厅供您选
择, 还有全世界首屈一指的水下餐厅。
此外, 马尔地夫还也有世界上第一个天然
海底水疗浴场。您也可以前往菲莉兹尤
岛、巴塔拉岛和曼德芙仕岛游玩, 找个水
疗浴场和泳池放松身心, 当然也可进行水
上运动, 甚至可以什么都不做, 只是躺在
沙滩上的躺椅上休息。在马尔大夫, 您永
远也不会无聊, 总有做不完的事和看不完
的美景。不管您参观哪个岛屿, 您都会获
得极致的体验。

周末游客 马尔代夫
饮食

休闲

伊特哈海底餐厅
电话: +960 668 0629
马尔代夫港丽度假酒店, 马尔代夫伦格里岛,
20077
马尔代夫将为您带来很多千载难逢的机会, 而在
伊特哈海底餐厅就餐一定是一辈子仅此一次的体
验。该餐厅被誉为“世界上最美丽的餐厅”, 餐
厅的精妙设计可以让客人180度自由观赏印度洋
美景, 将风景尽收眼底。置身于充满勃勃生机的
海底, 在您对周遭美景赞不绝口的同时, 您也可以
享用马尔代夫的龙虾生牛肉片和松露饺子。

Duniye水疗
电话: +960 664 3157
马累占城宾馆三楼, 20187
尽管在马尔代夫本身就能放松身心, 但是按摩也
属马尔代夫之旅的重头戏, 如果能享受一次按摩,
也算是不虚此行了。想象一下刚磨好的新鲜椰
子香草身体乳和热带沐浴液涂抹在身上的感觉,
Duniye水疗将为您提供极致的马尔代夫体验

家庭咖啡馆
电话: +960 754 2848
10105 Dhigga Magu, 23000 Hulhumale
咖啡馆提供世界一流的招牌咖啡和奢华布朗尼,
让游客对这家毫不做作的精巧咖啡店赞不绝口。
家庭咖啡馆就坐落在海滩上, 屋内配有舒适的沙
发, 环境温馨舒适, 为饥肠辘辘的您提供就餐和
休憩场所, 您可以躺在沙发上欣赏周遭美景。

酒店入住
马尔代夫的RCI加盟度假村包括:

探险

马尔代夫国家博物馆
电话: +960 332 2254
马尔代夫马累缠达尼玛古
马尔代夫国家博物馆位于众多浮潜场所、沙滩
区和豪华餐厅之中。博物馆中收藏有中国馈赠
的礼品和众多神秘宝物, 从中世纪武器到6米长
的喙鲸不等。

巴塔拉岛度假村#DC71
马尔代夫亚里北环礁
巴塔拉岛是不折不扣的海洋探险爱好者的天堂。马
尔代夫这一处景点拥有世界上最美丽的环岛珊瑚礁
之一, 常有令人惊艳的海洋生物群出没。来环岛珊瑚
礁体验一次深潜, 您便可和灰礁鲨一同在海底世界探
索珊瑚覆盖、垂悬错落的岩洞, 也可在清晨泛舟前往
拉礁或岸边的沉船处游玩。

曼德芙仕岛度假村#DC71
马尔代夫美慕环礁
曼德芙仕岛度假村是一个宁静的港湾和放松身心的
场所, 宁静小岛充满异域风情, 周边环绕着蓝绿变幻
闪闪发光的泻湖, 景色美不胜收。如果您想体验一次
懒散的奢华假期, 您不会找到比曼德芙仕岛度假村更
为合适的去处。
关于更多的度假胜地清单, 请访问 RCI.com

《度假无限》

39

周末游客 澳大利亚, 黄金海岸

黄金海岸——冲浪者天堂

黄金海岸 冲浪者天堂
城市天际 都市风景

黄金海岸, 澳大利亚

作为久负盛名的冲浪者天堂, 黄
金海岸多年来一直是人们在海滩
购物、就餐和举办知名活动的
绝佳场所。您可以体验7D虚拟
现实, 也可以在艺术中心观看表
演——难关旅客们说这里可以满
足所有假期旅游需求。
您不必是专业的冲浪运动员, 也
可以在阳光下纵情冲浪, 或是来
一次安全的鲸鱼背观光之旅, 或
者在夕阳西下之时体验一次喷气
动力飞行, 这些海滩活动老少皆
宜。不喜欢刺激？那么就乘坐游
轮出国航行吧, 沿途的美景您将
尽收眼底, 还可以一睹一些知名
的有钱人的住所。
或者在黄金海岸最负盛名的可
伦宾野生动物园抱抱考拉, 或是
给袋鼠喂食。做好这些, 您还可
以沿着180米长的树顶步道探索
自然, 观赏附生兰、蕨类和鸟类
植物。步道免费对公众开放, 让
您与热带雨林来一次亲密接触。

黄金海岸每年吸引的游客多达1050万人, 跟者他们一定没错。这里既有冲
浪者的天堂, 又有素有澳大利亚本土动物之家之称的绿色腹地, 这一绵延7
万米的海岸线带给了游客无尽的惊喜。
黄金海岸位于布里斯班东南方向42,000米开外, 是澳大利亚生物多样性最为高的城市。

或者来美不胜收的黄金海岸萤光
虫洞探险, 亲身体验数千只萤火
虫在您身边莹莹发光的美景, 岩
洞壁上还挂着钟乳石和流石等
其他自然奇观。团队游客建议
预购门票。

经过短短半个世纪, 它就从一个仅以冲浪著称的城市发展成澳大利亚第六大城市。海岸
线也屡次通过摄影师之手在银幕上放映, 昆士兰州电影取景拍摄镜头的75%都有黄金海
岸线的身影, 最新的《加勒比海盗》电影也在该地取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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虫洞探险之后, 您可以前往附近
的鹰岗山（Eagle Heights）,
在当地的小郊区静静散步。您甚

周末游客 澳大利亚, 黄金海岸
至还可以试着制作芝士, 观看制作布谷鸟
钟的古老工艺, 品尝家里自制的软糖。
想要看到更多当地的手工艺品, 您可以安
排周末的时间前往卡拉拉集市。卡拉拉
集市占地10英亩, 有400多家店铺, 人人
都能在这里找到心仪的物品。在这里您
可以品尝到刚刚采摘的农产品、家里自
制的陶器、当地的手工艺品等等。
黄金海岸附近的交通十分便捷。手握一
张交通卡, 您就可以使用电车和公交等各
种交通方式, 搭乘布里斯班和昆士兰铁路
系统, 甚至还可以任意搭乘轮渡。选择布
里斯班铁路的上门服务, 您就可以直接从
住处前去火车站, 反之亦然。

周末游客 黄金海岸——冲浪者天堂
饮食

探险

德古拉主题餐厅
(Dracula’s Cabaret Restaurant）
电话: (07) 5563 4900
布罗德海滩, 虎克大道1号, QLD 4218（1
Hooker Blvd, Broadbeach, QLD 4218）
这是一间在澳大利亚的意大利餐馆, 菜品丰盛。
在惊叹和惊叫声中, 您可以大快朵颐, 品尝新鲜
采摘的农产品。乘坐惊险刺激的幽灵火车, 进入
德古拉主题餐厅, 享受喜剧、摇滚和惊险之夜。

Bums Bay @ The Spit
黄金海岸, 南港, QLD 4217
发现一个独具好莱坞风情的优美海滩。Bums
Bay是《加勒比海盗5》的取景地, 因为人们喜
欢在这里解开游艇绳索、停靠游艇而得名。您
在清澈的海水中潜水时, 可以看看是否有明星就
在您的身边。

Varsity Lakes区的黑板咖啡
(Blackboard Coffee in Varsity Lakes）
网站: cafe@blackboardcoffee.com.au
Varsity Lakes区, Varsity路7/240号, QLD
4227（7/240 Varsity Pde, Varsity Lakes,
QLD 4227）
这家咖啡馆被誉为黄金海岸最好的咖啡馆之一,
您不可错过这里的甜咖啡。盐渍焦糖和液体甘
草等令人垂涎的甜点与独特的注射理念相结合,
形成休闲随意的组合。您可以使用注射器把内
陷注射进自己的甜甜圈中。您还可以品尝这里
的甜点新品Cruffins, Cruffins将松饼与羊角面
包结合, 口感香甜。

天堂里的鲸鱼
(Whales in Paradise）
电话: 澳大利亚国内: (07) 5538 2111 / 国际:
+61 7 5538 2111
冲浪者天堂, 卡维尔大道58号, QLD 4217
（58 Cavill Avenue, Surfers Paradise,
QLD 4217）
在这里您会得到这样的承诺: “保证让您看到黄
金海岸的鲸鱼, 否则全额退款”, 您可以确信这
一次是不虚此行的。冲浪者天堂每天都提供赏
鲸之旅。您可以在与水面持平的观景甲板上近
距离地观察栖息地里的漂亮鲸鱼。

酒店入住
RCI在黄金海岸的加盟度假村包括:

提基村国际（0952）
澳大利亚, 昆士兰州, 冲浪者天堂
提基村国际度假村位于Nerang河畔, 背靠黄金
海岸腹地。它由地处冲浪者天堂中心地带的69
座独门独户的水疗公寓组成。购物中心、令人
陶醉的夜生活、餐饮、旅游景点以及举世闻名
的主题公园, 应有尽有。

休闲

Ripple移动按摩美容
电话: 0438 567 906
若您感到浑身酸痛, 想要好好放松一番, 您可以
在您的行程中加入Ripple水疗。这里提供各式
不同的水疗方案, 让您眼花缭乱, 有温暖薄荷足
浴, 也有俄式深层组织按摩, 甚至还有礁壳香料
按摩。Ripple水疗最好的一点——水疗可以移
动到您的身边。
沙滩别墅海滨度假区（1483）
澳大利亚, 昆士兰州, 库兰加塔
度假地极具地理位置优势, 可眺望壮丽的黄金海
岸沙滩。黄金海岸非常适合冲浪, 景色怡人。您
可以漫步在度假地的景观花园, 在波光粼粼的游
泳池放松身心, 也可以给身体来个水疗之旅。当
您准备好后, 现场活动人员将告诉您如何尽情享
受黄金海岸的一切。
《度假无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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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您的假期就是我们的一切®
专注打造一生的美好度假回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