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您的 升级 假期就是我们的使命®！

在 RCI.com 存储交换您的周次。 

RCI周次升级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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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完善！

全球总部
 

7 Sylvan Way
Parsippany, NJ 07054
Tel: (973) 428-9700

 
亚洲区总部

37 Jalan Pemimpin
Blk A, #05-01 Union Industrial Building

Singapore 577177
(65) 6226 2800

 
www.rci.com

今天就体验增强版的会员权益吧！ 
请登陆 RCI.com/InsideRCI 了解更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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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裁欢迎词2

亲爱的度假者，

感谢您加入我们的RCI® 度假社区，把您家庭的假期交给我们安排。你们中的许多人曾

经和我们提出如何让RCI® 体验变得更加完善的建议-我非常高兴与您分享我们的结果！

RCI 现在提供更多的选择和更好的工具来帮助您最大限度地利用您的假期所有权。我

们给您的RCI 会员权益增加了更多的价值和灵活性。最重要的是，我们加大了理解和使

用会员权益的简易度。您只需想好您要去哪里度假即可！ 

这份指南将帮助您更好地理解您的周次会员权益，包括存储和交换程序，它如何运作，

以及它为何如此重要。您还将更清楚地了解您的交换能力，它是如何确定的，以及您可

以如何使用您的交换能力从您的会员权益中获得更多价值。

您的RCI 会籍在得到许多新功能的增强之后变得更加完善了。无论您下次度假是为了

庆祝，探索新领域，还是给自己放个假轻松一下，RCI 都能为您找到一个不错的去处。

祝假期愉快！

Geoff Ballotti 
RCI 总裁和首席执行官

我和我的四个女儿（妈妈负责拍照）在我们最喜欢的夏季度假景
点：马萨诸塞州科德角 

我下一步应该做什么？ 19

请保存好这本手册——此手册专门设计来指导您如何进行存储和交换，并向您说明我
们为了给您提供更多价值、更大灵活性和更多选择而对您的RCI周次会员权益做了哪些
增强。说到“更多”，这里就有如何获取更多信息的途径： 

我下一步应该做什么？

现在就安排您的下一个RCI假期吧！

登陆RCI.com查看您的存储周次的交换能力。 
在RCI.com快捷方便地进行存储、搜索和交换。

* iPhone是苹果公司的一个注册商标
** 需要了解存储交换能力和交易交换能力的更多信息，请登陆RCI.com / DisclosureGuide
*** 根据等值假期交换原则进行选择限制
这些假期是有限制的。目的地和旅行时间会存在可用限制，将根据先来者先得的原则进行确认。
全 包 类 度 假 村 会 收 取 一 项 强 制 性 全 包 费 。 可 能 还 会 有 其 它 限 制 。 如 果 违 反 法 律 ， 邀 约 自 动 失 效 。 
RCI和相关标志在美国和国际上都为注册商标和/或服务标志

RCI.com: 所有的操作都在这里进行。管理您的RCI账户。查看您的假
期所有权的存储交换能力。开始搜索您的下一个交换假期。尝试使用存
储计算器和交换计划器。规划您的下一个RCI假期从来没有这么容易...
或者这么有乐趣。

RCI内情: 如果您对这些增级服务和RCI会籍有任何疑问，这里就是您寻
找答案的第一站。请访问RCI.com/InsideRCI。

RCI电视:  这里，您将找到有用的指南和视频，帮助解答如何去充分利
用RCI的新变化。此外还有度假村视频、目的地信息等等。请到RCI.
com/RCITV收看RCI电视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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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CI 周次升级介绍

RCI 周次升级介绍 3

在36年前，RCI创造了假期交换服务。 

今天，通过增加和扩大RCI 会员权益并满足你们提出的要求，RCI真正对其假期交换
服务进行了重新创造。 

在过去2年中，我们添置了许多新的工具和网络功能，使假期规划变得轻松有趣…… 就
是为了给您 – RCI会员增加更多激动人心的价值！

下面，您将会阅读到：

     • 最新升级功能的概述，第4页  

     • 交换能力的解释，以及您可以在哪里看到您自己的交换能力，第6页 

 • 何时以及如何进行储存，包括新的灵活选项，第10页 

 • 如何规划及确认您的交换假期，第12页  

 • 如何使用RCI.com的新功能，第14页 

 • 术语表，第18页 

 • 去哪找更多信息，第19页

2010 年11月
•  交换能力透明度 

•   储存余额、合并储存更
加灵活

• RCI.com 增加合并了更
多的规划工具，更加透明  

2009 年2月
•  RCI 电视，有视频、
信息和会员评论 

2009 年12月
•  持续搜索的电子邮件
通知  

•  更多的度假村信息

•  更多的目的地信息 

2008 年12月
•  增强搜索功能：自定义
您的搜索，查看所有
选项

2011年及往后
•   即将推出更多！

2009 年7月
• 更快的网上注册和邮 
   件更新速度

• 更多的度假村照片 
   和视频

2010 年7月
• 高级搜索

•  搜索收藏

• RCI 的 iPhone®*应用

• 兑换特殊优惠 
   并迅速修改网上预订

2008 2009 2010 2011



您需要了解什么

您需要了解什么4

•  更大的透明度 。 查看您的储存周次的确切交换能力，并直接与您希望交换的度
假地的交换能力进行对比。您现在可以搜索交换能力与您的储存相当或更低的假
期，或搜索所有的假期房源无论它的交换能力值是多少。

进行假期交换

进行假期交换

搜索价值等于或低于您自有储存交易能力的假期

– 或 –

搜索所有假期

30 20 15

10

20 15 10自有储存周次的
交换能力

20

•  更多价值。 当您和交换能力较低者交换假期时，您的账户将会收到一个 
储存余额！您可将此储存余额用于第二次假期或存到以后使用。 

多年来，像您这样的 RCI® 注册会员们对他们的假期所有权体验提出了更多要求，我
们一直在倾听。现在，除了您已享用多年的传统一对一交换之外， 
我们给您带来了……



您需要了解什么 5

以下几点总结了您需要了解的东西：

•了解自有周次的确切储存交易能力以及所有可用交换假期的交换交易能力

• 当您交换到一个交换能力低于您自有储存的假期时会收到一个储存余额

• 合并多个储存来交换一个或多个假期。 

• 查看所有的假期房源无论它的交换能力值是多少。

•  更多选择。选择多种方式使用您的储存。预订一个与您的储存交易能力相当的
交换，或将您的储存交易能力分成多份来预订多个假期，或将您的储存交易能
力与其它储存相合并来预订一个您以前体验不到的交换假期。

•  更大灵活性。 您可以使用储存余额预订交换， 您可以使用储存来余额预订交
换，或将您剩余的储存余额与另一个储存相联合，以换取一个交换能力较高的假
期。

– 或 –

留给另一个交换假期

与另一个储存合并

您的储存余额

交换假期的交换能力

5

您的储存余额

5

5

另一个储存周次 合并储存的交换能力

2015



了解您的交换能力

了解您的交换能力

储存到RCI的每个周次在储存时都会分配给一个交换能力，称作“储存交易能
力”。在交换过程中，您的储存交易能力将与所有可用于交易的交换能力（称
作“交换交易能力”）进行比较，以确定您可以交换哪些假期。

交换能力的构成？

在您储存周次时，RCI 会根据以下标准给您的周次分配交换能力：

6

需求、供给、使用率和类别：这四个方
面对您的储存交易能力影响最大:
需求: 有越多注册会员需要您的储存， 
您的交换能力就越高。 
供给: 共有多少类似的储存？
使用率: 在过去，被其他会员确认的类似
储存有多少？
类别：您储存的是度假村、轮船还是娱
乐车等等？ 

住宿类型和大小：是酒店标间还是一套拥
有4个卧室的公寓房间？

储存时间：这是您可以控制的一个因
素。在周次起始日前的9个月到2年间进
行储存，以便在交换时获得100%的可用
的储存交易能力。

意见卡：像您这样的会员在度假之后填写
的会员评语卡分数，其是交换能力的一个
组成部分。

住宿类型和大小

储存时间

会员评语卡

季节

需求、供给、使用率和类别

季节。取决于不同地点，
一年中有些时段的分值要高于其它
时段。



了解您的交换能力 7

您现在可以预先查看您最新拥有的每个周次的交换能力！

使用RCI.com上全新的储存计算器, 
您可以看到储存时间对于储存交易能力的影响， 
并且： 

• 您可以输入假期的开始日 
   期和单位配置， 
   在储存之前即可以看到

   预存周次的交换能力；

• 计算预存周次的交换能力；

• 现在就登陆 RCI.com

    试试看吧。

FPO

仅供解说用。

重要的是：一旦您储存了您的周次， 
该储存周次的交换能力是不会下降的。



了解您的交换能力8

我的储存交易能力会变吗？

交换能力是不会变的！您的交换能力将一直保持不变，并将用于确定您可以拥有那
些交换选择。新增的灵活性是，您现在将能看到您的储存交易能力以及所有可用假
期的交换交易能力。

如何使自己储存的周次的交换能力达到最大值呢？

您唯一能控制的是您向RCI储存的时间。您应该在决定不返回本家度假村后马上储
存您的周次。在您的周次起始日前的9个月至2年间进行储存，以便在交换时获得
100%的可用的储存交易能力，

从而增加交换到最理想假期的机会。

提早储存很重要，以下是储存交易能力因储存时间不同而发生变化的概览：

 
如果我想交换一个交换交易能力高于自有存储周次的交换能力的假期怎
么办呢？

只要您有一个储存余额或多个储存，您可以支付一定费用将它们联合成一个新的合
并储存，以增加“新”储存的交换能力价值。 

您的储存余额

5

另一个储存
合并储存的交换能力

2015

储存时间与储存交易能力调整比例表    储存
在周次起始日前2年到9个月（276天以上）                         100%

在周次起始日前6到9个月（181到275天）                         95%

在周次起始日前3到6个月（91到180天）              90%

在周次起始日前1到3个月（31到90天）              80%

在周次起始日前15-30天                           60%

在周次起始日前14天以内                           45%



了解您的交换能力 9

如果我理想的交换假期不需要那么多交换能力怎么办呢？

如果交换假期的交换能力低于储存周次的交换能力，您将会收到一个储存余额，可
单独（或与其它储存相加）用于未来的交换假期。而储存余额的旅行期限将与原始
储存的旅行期限一样。

我还能做点别的什么来帮助最大限度地扩大我的交换选择？

当您的帐户上有一个储存余额或多个储存时，您可以将它们合并来帮助最大限度地
扩大您的交换选择。之后，您将能够使用新合并储存的交换能力来选择一个交换交
易能力更高的假期。

以下是新增功能的摘要 

•  您现在可以看到您的所有存储周次的储存交易能力

• 您现在知道利用储存时间可以增强您的储存交易能力  

•  利用 RCI.com 上新增的储存计算器，您可以在决定存储之前看到预储存周次的

   交换能力。

自有储存的交换
能力

您的储存余额假期的交换交易能力

20
515



我应该在何时储存，以及如何储存？10

我应该在何时储存，以及如何储存？

为了最充分利用这些新增功能，您需要明白提前储存您的假期对于提高您的储存
交易能力是非常重要的！   

储存您的周次

RCI 预订假期的第一步是进行周次储存。周次储存为您和所有其他注册会员打开
了交换假期的机会，让您从 RCI 超过 4000**个加盟度假村中进行交换选择。
您可以在周次起始日前 2年到30天进行周次储存。不过，为了保证您在交换时
获得 100% 的可用的储存交易能力，您至少应该提前 9 个月进行储存。储存之
后，您将能预订一个起始日比您自有周次的储存日早12个月至晚 24个月的交换
假期。

为什么储存时间很重要？

因为这是您唯一能控制的确定储存交易能力的因素。为了让您的储存交易能力最
大化，您应该在决定周次所有年不回本家度假村的时候马上进行储存。 
交换假期最成功的那些会员都会遵循以下这些有用的建议：

• 提前规划好假期； 

• 度假时间和地点要灵活；

• 正确认识自有储存周次的交换能力;

• 正确认识自有储存交易能力与理想假期的交换交易能力； 

• 着眼于假期体验而不是某个特定目的地。例如，您是想到沙滩还是到城市度
假？ 按体验类型进行搜索，您将会找到适合您的假期类型的选项。 

• 如果您不能马上就找到一个理想假期，启用“持续搜索”吧！（见第18页）。



我应该在何时储存，以及如何储存？

增加的价值：储存余额

当自有储存周次的交换能力高于交换假期的交换能力时，您将会获得一个储存
余额。 

储存余额将以一个新储存的形式出现在您的账户中，等于原始自有周次的储存
交易能力与既定交换假期的交换交易能力之差。储存余额在已交换的原始储存
的到期日前都可使用，让您享受到比以往更多的价值。

 通过交换获得更多好处：储存余额

 
增加的灵活性：合并多个储存

把储存余额与另一个储存相合并或把多个储存进行合并，得到的合并储存将具
有更大的储存交易能力。支付合并储存费用之后，您将能用合并储存来预订一
个需要更高交换能力的假期。此外，您选择合并之后，新储存的旅行期限将重
新设定为2年！ 

   以下是新增功能的摘要 

    • 获取储存余额用于下一次交换，让您的假期所有权发挥更大作用
    • 合并储存增加储存的交换能力，将有助于增加您的假期选择范围。

11

您的储存交易
能力

您的储存余额您交换假期的交换交易能力

20 15 5



如何预订 RCI® 交换

如何预订 RCI® 交换

利用合并多个储存/储存余额的新选项，从而获得更多的假期选择。

因为有这么多可用的交换选择，所以对交换程序的掌握非常重要。

1. 提早存储

您应该在决定于周次所有年不返回自家度假村之后马上储存您的周次。在您的周
次开始日前2年到9个月储存将确保您交换时获得100%的储存交易能力！

2. 了解您的机会期限。

依据您储存收到的时间，您可以要求交换另一个可获得的周次，期限为您储存周
次开始日前的1年内到开始日后的2年内。 

20112009 2010 2012 2013

旅行期限：3年
1年前 2年后

储存期限：2年-30天

起始日：2011年5月的所有权

2年到9个月前

旅行期限

旅行期限是指您必须交换您的假期周次并开始
旅行的时间期限。RCI周次交换系统允许大部
分会员在他们的周次开始前1年内到开始日后
2年内（3年的旅行期限）开始旅行。在上述
例子里，拥有一个开始于2011年5月的周次的
会员可在2010年5月到2013年5月这个时间段
内开始旅行。

储存期限

储存期限是指您必须储存您的假期周次的时间
期限。您可以在开始日前2年到30天的任何时
间存储您的周次，以便您用于RCI 交换假期。
不过，为确保您能100%获得您的交换假期，
您应当在您的周次开始日前至少提前9个月存
储。

如果3年的旅行期限不够，您可通过付费购买储存延期的方式再延期一年.

12



如何预订 RCI® 交换 13

3. 理解交换能力

确认一个交换假期所需要的交换能力会根据不同的因素而变动（见第6页交换能
力）。RCI.com上新增的便捷交换计划器会提示您想去的旅游目的需要多少交换
交易能力。

4. 登陆RCI.Com

在您考虑好您想要的假期类型后，请登陆RCI.com搜索您的选择。

5. 优化搜索

请记住在日期或地点上要保持灵活，并关注假期体验而不是某个特定目的地，这些
都会对您有所帮助。

6. 完成交换

无论您是在线还是在RCI假日顾问的帮助下完成交换，您都将通过电子邮件或平邮
收到一份确认函，核实您的假期信息。

      以下是新增功能的摘要 

     •  使用RCI.com上新增的交换计划器去查看您需要多少交换交易能力去交换全球范
围内以及不同时间段内的不同目的地。

     •  打开“持续搜索”，我们会全天候为您寻找假期并向您发送电子邮件更新进度情
况。

     • 使用RCI.com的高级搜索功能可帮助您节约时间，因为您只需浏览满足您标     
       准的度假村。

     •  如果您还没能找到您寻找的度假村，搜索收藏功能将保存您的搜索标准， 
这样您就不需要在每次搜索的时候重新输入了。



如何使用RCI.Com

RCI.com 是最大化您的会员权益的关键。使用新增的储存计算器来确定您的假
期所有权的最新交换能力。使用交换计划器搜索您下一次重要的交换假期！浏览
度假村列表以及更多图片，新的度假村视频和更多详细的度假村信息，包括会员
评论，天气和有用的当地旅游信息。全都在那里！

开始使用RCI.COM
在线规划假期非常快捷、有趣，而且比以往更为便利。RCI.com会向您即时提
供所有的可选假期，您还可以利用各种工具，通过选择就近活动、度假村设施等
等来自定义搜索。如果您还没有这样做，请登陆RCI.com开始注册吧。

1. 注册

登陆RCI.com, 点击“现在注册”按钮，您将进入注册流程。准备好您的RCI® 会
员号-您可以在您的会员卡或者任何RCI预定确认单上找到。

2. 存储

即使您还没有准备好交换，你依然可以提早储存！在您的周次开始日前2年至9
个月间储存，您便可以获得100%的储存交易能力。

如何使用RCI.Com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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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搜索

在RCI.com开始您的假期搜索，请按照这些简单步骤进行：

•  点击“搜索假期”如果您选择“只交换” 
，您会看到您的所有可用储存的 
一份摘要。 

•  通过使用菜单中15个自定义搜索选项来 
个性化您的搜索，这些选项包括地区、 
入住月份、度假村设施和假期类型。 

•  一旦您找好您的假期， 
在线预订能享受最优惠的价格。 

如果您不能找到您要搜寻的假期，请启用“持续搜索”。当有满足您标准的假期
时，RCI将为您保留24个小时。

4. 预订

一旦您找到适合的假期，您就可以预订了。提前计划重要，保持灵活性也很重要。
在RCI.com，您甚至可以在最后时刻做计划，即可在计划入住日的三天前预定假
期。

    以下是新增功能的摘要 

     • 储存计算器让您能在一个简单的视窗中查看您全部假期所有权的最新 
       交换能力

     •  交换计划器让您能查看全球范围内不同交换目的地所需的交换交易能力     

     • 通过几步点击，您就能修改您的实时搜索请求。 

     •  使用各种搜索工具帮助您更快更便利地找到您需要的交换假期

每月有37,000个交换假期通过使用持续搜
索获得确认。储存新周次时，持续搜索请求
将会被优先安排。



您的RCI® 会员权益

作为一名RCI注册会员，除了我们提供的激动人心的最新升级权益之外，您还能

享受到其它广泛的会员权益。欲了解详情，请登陆RCI.com。

《度假无限》®杂志 

这份杂志致力于成为亚洲顶级的旅游读物， 

为我们的会员提供诱人、及时、准确、 

易读并且有用的旅行信息。它是假期交换世界引领者 

RCI 的官方出版物。 

也是全亚洲最激动人心的会员旅游杂志之一

ExtRa VaCatIOnssM 精选假期 

如果您想出去度假但又不想使用您的周次，Extra VacationsSM  精选假期 

可为您提供安排。为增加弹性，我们对于这类假期的可预订数量不作限制。 

访客证  

仅需支付一定的费用或购买 Extra Vacations，您就能邀请亲朋好友去度假。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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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CI邮轮假期

用您的周次交换购买数千种邮轮假期，有二种方式： 

1）交换您的周次， 

2）用现金购买邮轮假期，或者 

登陆CruiseRCI.com了解更多信息。

RCI 假日顾问
为确保 RCI 周次会员可获得高水准的个性化客户服务， 

我们的会员服务中心配备了经过特别训练、能为您处理任何支持请求的 

RCI 假日顾问。 

RCI 电视
观看度假村视频，获取目的地信息，聆听像您一 

样的会员分享的假期经验！ 

请到RCI.com/RCITV 收看RCI电视节目。

假期保护
尽情享受灵活更改或取消假期的乐趣吧。如果您需要取消，您全部的交换能力将会

保留，而且我们会向您返还全部的交换费用，您可以在之后的六个月内进行下一次

交换时使用。即将推出！ 
COMInG sO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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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搜索： 如果您确切知道您下一次假期需要什么，可使用新的高级搜索选

项，在搜索前请输入您所有的假期标准。

自动确认：如果您明确知道你想预定的度假村和旅行日期，请设置您的持续搜索

为自动确认，当有匹配的信息时，RCI® 将为您自动确认。

合并储存：2个或更多储存和/或储存余额的合并。 

储存余额：会员使用高于交换交易能力的储存进行交换后存入其会员账户的一个

周次。储存余额就是储存交易能力和交换交易能力之间的差数。 

储存交易能力：分配给某个周次储存的交换能力。

储存计算器：会员可用此工具来查看在任何特定日期配给一个周次的交换能力。

交换计划器：会员可用此工具来查看预订某个特定地区的假期所需的交换能力的

历史数据，以及需求的历史数据和现阶段可供使用的房源情况.

交换交易能力：分配给某个可用交换假期的交换能力。

搜索收藏：保存像日期、目的地和假期活动等搜索标准，更快捷更便利。

持续搜索：如果不能马上获取合适的匹配结果，您可以启用持续搜索，RCI 将全

天候帮助您寻找您要求的假期，直到找到匹配的信息或者您的旅行时间已过为

止。启用持续搜索功能的会员可优先使用最新的会员储存周次。

交换能力调整表：根据储存的时间来确定交换能力或者会员在交换被取消时收到

的一份清单。

术语和工具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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