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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德姆亚洲度假会

欢迎您的加入

非常高兴欢迎您加入亚洲至尊的度假会——温德姆亚洲度假会。
作为温德姆亚洲度假会的开发商及管理人，Wyndham Destinations
International Limited 是温德姆集团旗下子公司。温德姆集团由会员
总数超过90万的全球最大的度假会籍集团、旗下酒店近7700家的全
球最大酒店集团和全球最大的度假交换网络组成。
在全球范围内，温德姆品牌代表着服务、价值与品质。在您开始全新
的生活方式，选择与我们一同共度未来假期时光的此刻，这正是我们
对您许下的承诺。
您已步入温暖宜人的酒店世界，迎接您的将是一流的住宿选择，在这
里，您的度假梦想都将成为现实。
您的目的地就是我们的世界。让旅途从现在开始起航！

Barry Robinson
总裁兼董事总经理					
Wyndham Destinations International Limited

公司信息指南
度假会所有人
温德姆亚洲度假会（香港）有
限公司（注册号CN 2143974
，简称“度假会公司”）于中国
香港注册成立，注册办公地址
为中国香港鲗鱼涌英皇道979号
太古坊一座14楼c/o Baker &
Mckenzie。
度假会开发商及管理人
度假会开发商（简称“开发
商”）和度假会管理人（“度
假会管理人”）是Wyndham
Destinations International
Limited（注册号CN 2143941
），这家公司是于中国香港注册
成立的私营有限责任公司，注册
办公地址为中国香港鲗鱼涌英
皇道979号太古坊一座14楼c/o
Baker & Mckenzie。
信托人
作为温德姆亚洲度假会的开
发商及管理人，Wyndham
Destinations International
Limited隶属于拥有近90万全球
业主会员的世界最大度假会籍公
司。

董事及管理团队

我们的董事及管理团队在度假所有权、酒店、金融和法律行业拥有广泛的专业知识。
Barry Robinson
President and Managing Director of International Operations
Barry Robinson担任温德姆度假会国际运营总裁兼董事总经理，负责监管北美以外最
大的分时度假业务。
Barry引领三家度假俱乐部的国际化发展发展，分别是温德姆南太平洋度假会、温德姆
亚洲度假会和温德姆俱乐部旗下的新逸度假会，近期他还领导了收购日本圣丹斯度假
俱乐部的管理公司Resort Frontier Co. Ltd。
Wyndham Destinations Asia Pacific同时也是亚太地区的综合管理公司、首选的酒店
管理合作伙伴和非独家的酒店管理发展代理。 Mr. Robinson管理着超过10亿澳元的
资产组合，其中大约75家酒店和度假会酒店已开业或正在开发中。
Robinson先生拥有超过30年的酒店管理经验，在管理、运营、开发、品牌推广和特许
经营等多个行业担任过领导角色。他曾在一些全球大型的酒店管理公司(包括SwissBelhotel International、Swissotel Worldwide partnership Hotels和Choice Hotels
International)的亚太地区担任多个高级领导职位。他曾担任温德姆度假酒店亚太区总
裁兼董事总经理15年，推动了大量的房地产收购和度假村开发。他还负责领导温德姆酒
店集团在东南亚和环太平洋地区的增长。
Robinson先生目前是亚太度假胜地开发组织(APRDO)的主席，该组织是亚太地区
分时度假行业的代表机构。他还是澳大利亚分时度假所有权委员会(ATHOC)的副主
席。2017年，他被选入ATHOC名人堂。Robinson先生对该行业的贡献在2013年得到
了国际认可，并在the Perspective Awards上获得了行业领袖奖，该奖项是由专家和同
行共同评判的度假所有权行业唯一的全球认可平台。

Warren Cullum
Senior Vice President of Resort Operations
Warren Cullum是温德姆酒店集团亚太地区度假酒店运营高级副总裁，直接管理温德
姆酒店和度假酒店团队以及服务温德姆南太平洋度假俱乐部业主的呼叫中心。
Warren是一名职业酒店专业人士，20多年前，他在黄金海岸(Gold Coast)以礼宾员的
身份起步，很快便跻身进入酒店管理层，在此期间，他不断拓展自己的技能，并不断超
越自己的目标。他于2014年加入Wyndham Destinations Asia Pacific，于2015年成为
昆士兰和斐济地产的区域经理，并于2018年12月迅速晋升负责所有南太平洋业务。
在他的职业生涯中，Warren曾在一些知名酒店行业品牌，包括Mantra Group、TFE和
温德姆的TRYP，领导出成功、高效的团队。

WYNDHAM DESTINATIONS
全球领袖的强大实力
近90万度假会业主
220余家度假会度假酒店

欢迎加入全球最大的度假会籍开发及营销集团
温德姆寰球是全球最大的度假会籍公司，全球拥有
近90万个会员家庭，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泰
国、印度尼西亚、斐济、澳大利亚、新西兰和世界各
地拥有220余家度假酒店。
我们相信度假的力量 - 无论是永久拥有非凡假期，还
是领略别样风情，亦或是租赁假期享受一次短暂的旅
途。
我们为您打开环游世界的窗口，我们共庆旅途的喜
悦，同享抵达的乐趣。
Wyndham Destination 的卓越品质传承目前已扩
展至亚洲地区，新创立的Wyndham Destinations
International公司，通过Wyndham Destinations
Japan Ltd., Wyndham Vacation Resorts
(Thailand) Limited及PT Wyndham Hotel
Management等公司，负责度假酒店开发及温德姆
亚洲度假会会籍产品的营销与销售。

Wyndham Destinations International Limited –
(“开发商”)
作为开发商，Wyndham Destinations
International负责为度假会提供收购、翻新或开发度
假会公寓所需的资金支持，此类度假会公寓最终将以
无抵押、无欠费的形式纳入温德姆亚洲度假会。 开
发商已承担温德姆亚洲度假会在香港进行专有度 假
会注册的相关费用，以及本《披露声明》的相关费
用。
在与度假会公司的共同运营过程中，开发商可能不时
推出本《披露声明》第7.0章所描述的各类权益。此
类开发商利益与温德姆亚 洲度假会互相独立、互不
相同。除上述外，开发商可增加、修改或取消任何开
发商权益。

1.0 什么是温德姆亚洲度假会？
更明智的度假方式。加入温德姆亚洲度
假会，您将有机会真正拥有未来的度假时
光，这是一种革命性的度假会籍解决方
案。
50多年来，度假会籍（又称分时度假）为
人们提供了一种更好的休闲度假方式。度
假会籍是旅游及休闲产业发展最为迅速的
细分市场，全球年均增长率高达14%（来
源：澳大利亚分时度假权益协会，2018
）。
本《披露声明》（简称“PDS”）阐述
了温德姆亚洲度假会会籍权益、特色及义
务，包括度假会灵活性及使用便利性、不
受通货膨胀影响、广泛的多样化度假目的
地等。
度假会的组建目的并非为消费者提供财务

回报。您不应期待或依靠本生活方式型产
品赚取收入或实现利润。
度假会旨在为会员提供个性化及难忘的度
假经历。
度假会旨在为会员提供保护会员对度假会
资产的相关权利，开发商已将全部信托财
产（包括度假会公司股份）移交给独立专
业的信托人，同时，所有度假酒店及公寓
产权均由度假会公司的子公司持有。
度假会会章禁止度假会公司就其对度假
会资产的法律权益或受益权进行抵押或借
款，因此可保护会员权利不受侵害。

1.1 会籍利益的优势分析?

1.2 温德姆亚洲度假会的产品简介

当我们休年假和短途旅游时，我们一般会
选择租赁住宿，而不是拥有自己的住宿设
施，这是因为一方面，房屋购置成本过高
导致 投资回报不合理，另一方面，仅凭自
身力量很难维护自有的度假住宅。

得益于会员积分使用权益这一创新性体
系，温德姆亚洲度假会与传统分时度假有
着显著的差异。与传统分时度假的诸多局
限不同（会员只能在固定周次、固定时
间、固定度假酒店的固定公寓入住），温
德姆亚洲度假会至尊会员可入住度假会当
前所拥有的任何度假酒店，及未来加入度
假会的任何度假酒店目的地。根据拥有的
会员积分数量和可供预订房量，您可以自
由选择入住时间、入住房型和入住时长 。

由于通货膨胀因素的存在，导致标准度假
住宿的成本几乎每年都在上涨。拥有您自
己的假期是避免担忧未来住宿价格不断升
高的有效方式。
在个人或家庭的一生中，用于支付度假住
宿的成本总额可能相当巨大。通过使用会
员积分，温德姆亚洲度假会的会员可通过
一次性支付购买成本及年度会费的方式来
真正拥有属于自己的假期。
作为温德姆亚洲度假会的会员，您可将原
本用于支付度假住宿的费用，转为温德姆
亚洲度假会度假会籍的积分使用权益，从
而得以使用温德姆亚洲度假会不断扩大的
高品质度假酒店网络。
作为会员，您不仅可为自己，亦可为家人
获得未来假期的担保使用权。

1.3 度假会的运作原理
度假会会员购买会员积分，并通过使用积
分入住温德姆亚洲度假会公寓 。

1.4 度假会提供哪些会籍
度假会提供两种会籍类型：
1. 标准会员
2. 至尊会员
和至尊会籍相比，标准会籍仅提供有限权益，对积
分使用有限制条件，且会籍期限更短。
以下为至尊会员享有的一些额外礼遇：
至尊会籍到期日为度假会期满日，至尊会籍自动续
会并且：
(a) 允许至尊会员使用积分入住度假会所有现有和
未来公寓；
(b) 允许至尊会员将未使用完的至尊会员积分延期
至下一年度使用，即积分有效期最多可达两年
时间，此外，会员也可从未来一年预借至尊会
员积分于当年度使用；
(c) 根据开发商的决定以分期付款计划购买，但可
能受其他支付条款限制；
(d) 允许至尊会员提前使用会员积分提前预定度假
会度假酒店，金会员可至多提前12个月进行预
订白金会员可至多提前14个月进行预订；
(e) 允许至尊会员享有开发商提供的权益；
目前共有2类4个至尊会籍等级：
(a) 金：翡翠（Emerald）和蓝宝石（Sapphire）
(b) 白金：红宝石（Ruby）和钻石（Diamond）
金会籍为您提供入住温德姆全球范围内广泛的度假
酒店网络和参与度假酒店、探索全球最激动人心的
度假目的地的机会。白金会员则将享有金会籍会员
享有的所有权益，为您带来度假生活方式优享体验
和众多特权，共同打造非凡度假世界和超乎寻常的
度假回忆。下表简要概述了不同层级会籍所拥有的
各类特权及利益。

1.5 如何加入度假会？
为了申请成为度假会会员，您必须填写相应申请表
格，并向开发商支付适用的申请费用和定金。

项目编号

确保于度假会度假酒店

利益摘要（至尊会员专享）
金

白金

翡翠

蓝宝石

红宝石

钻石

5000分-19999分

20000分-34999分

35000分-62999分

63000分以上

3

3
3
3
3

1

提前入住登记/白金房内登记

2

预订担保

3

专属助理

4

Les Concierges 接待服务

5

高尔夫球优惠

费率

6

Lifestay度假酒店折扣

费率

7

白金公寓升级

8

Club Wyndham South Pacific总统套房入
住 Booking Window

Rate

3

3

11 个月

11 个月

3
3

3
3
3
3
3

行李牌
9

尊贵入住登记服务

10

抵达接机服务

11

代客泊车

费率

费率

12

度假酒店活动

费率

费率

13

取消担保

费率

费率

用积分换成温德姆奖赏积分

温德姆奖赏计划交换

费率

费率

3

夜床服务

15

3

3

3

用积分换成温德姆奖赏积分或
支付会费

用积分换成温德姆奖赏积分或
支付会费

限额

限额

限额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Club Wyndham South Pacific度假酒店灵
活易假 Booking Window

21 日

28 日

35 日

42 日

22

灵活易假
预订窗口

21 日

28 日

35 日

42 日

23

灵活易假预支
预定窗口

24

会费假期

25

15

温德姆奖赏计划会籍

16

会员欢迎接待服务

17

至尊会员免费预订热线

18

温德姆酒店和度假酒店优惠房价

19

无线上网

20

每日客房清洁服务

21

RCI交换会籍

22

12个月

费率

12个月

费率

14 个月

费率

14 个月

3

3

3

3

Club Wyndham South Pacific关联度假酒
店 Booking Window

9个月

9个月

11 个月

11 个月

25

WorldMark, The Club 关联酒店
预定窗口

9个月

9个月

11 个月

11 个月

26

参与度假酒店
预定窗口

9个月

9个月

11 个月

11 个月

27

温德姆亚洲度假会度假酒店
预定窗口

12个月

12个月

14 个月

14 个月

温德姆奖赏计划交换：
费率折扣
交换限额
附加税限额
*使用上述利益须遵守相应条款及规定。参阅温德姆亚洲度假会会员手册第64页了解计划规则及各会员等级适用的折扣。
#度假会亚洲地区度假酒店提供客房夜床服务及每日客房清洁服务。

9折
至多交换20000分会员积分
+ 20%

8.5折
至多交换35000分会员积分
+ 15%

8折
至多交换63000分会员积分
+ 10%

问题

温德姆亚洲度假会

更多信息请查阅

温德姆亚洲度假会是什么?

与传统分时度假不同，度假会为您提供拥有会员积分的机会，
积分可在任何度假会度假酒店进行使用，并且无需受限于公寓
单位、度假时长和度假时间的限制。作为温德姆亚洲度假会开
发商及管理人，Wyndham Destinations International隶属
于Wyndham Destinations，后者旗下包括全球最大的度假
会籍及度假交换公司，业主会员逾90万。

第一部分

度假会存续期是多长？

度假会存续期为40年，从2015年9月11日起计算，于2055
年9月10日到期

第一部分

度假会提供什么产品？

购买度假会使用权权益（即“会员积分”）的机会。根据会员
持有的会员积分数量及公寓可供应量，会员可根据自己的选
择，使用每年更新的会员积分 预订度假酒店公寓住宿。

第一部分

目前共有2类4个至尊会籍等级：
至尊会籍类型有哪些？

(a) 金会籍，含翡翠级（Emerald）和蓝宝石级(Sapphire）

第一部分

(b) 白金会籍，含红宝石级（Ruby）和钻石级（Diamond）

我可以去哪儿度假？

至尊会员目前可入住度假会所有度假酒店、遍及亚洲地区的
参与度假酒店，还可通过度假会各项交换协议，入住Club
Wyndham South Pacific位于澳大利亚、新西兰、斐济和美
国夏威夷的度假酒店； 70余家WorldMark, The
Club 度假会位于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的度假酒店，并通过
RCI交换网络免费会籍入住全球超过4000家度假酒店。

第二部分

度假会公寓类型有哪些？

度假会拥有或为会提供各种类型的高品质公寓，从酒店标间/
套房到总统套房不等，可为不同人数的宾客入住。公寓品质得
以良好维护，同时，我们也储备了相应资金储备，以备将来进
行翻新、设备更换及重大维修之用。

第三部分

我需要多少会员积分？

根据度假酒店位置、公寓大小、入住时长和入住日期，每间度
假会公寓均被分配了一定数量的积分。每间度假会公寓的积分
值可在当年度温德姆亚洲度假会《度假酒店指南》进行查询。
您所需要的会员积分将根据您每次度假的需求而定。

第一部分

会员积分的数量是否会增加？

每间度假会公寓被分配的总积分不可增加，维持不变。不同年
度间，只要积分总额保持不变，每日所须积分和不同季节所须
积分可能会进行调整。

第一部分

会员积分是否有最少购买标
准？

至尊会员必须至少持有5000点会员积分。对购买会员积分不
设最高限额，尽管如此，开发商限定的最少积分购买数量可不
定期进行调整。

第一部分

本披露的发布方是？

由度假会公司发布本披露并发售所有会员积分

第一部分

度假会提供的最重要的利益有
哪些？

• 度假会会籍为您提供拥有未来度假生活方式的机会。
• 根据会员持有的会员积分数量，灵活选择度假会度假酒
店、入住时长和入住时间。
• 从上一年和下一年储存、借用会员积分，从而增加可使用
的会员积分数量*

第五部分

问题

温德姆亚洲度假会

更多信息请查阅

度假会提供的最重要的利
益有哪些？

• 至尊会员可享受由开发商*提供的其他利益或服务机
会。
• 会员积分不仅可自己使用，也可分享给亲朋好友使用。
• PERPETUAL (ASIA) LIMITED为独立托管人，持有度
假会公司的所有已发行 股本 度假会公司或其子公司
（由度假会公司现在或将来全资拥有）将代表度假会会员
的独有及专属权益，持有度假会公寓的受益权。
* 利益不适用于标准会员及非合格会员积分。标准会员
适用不同条款。

第五部分

其他须知信息

• 运营度假会及度假会度假酒店所产生的持续成本须由会
员支付会费予以承担。
• 除特例情况外，如果会员不支付会费，则将不能使用会
员积分，且积分可能被没收。
• 会费可能逐年上涨，最高每年涨幅不超过第5.2章规定
的比例。
• 度假会可供给会员使用的公寓数量的增长取决于针对大
众销售会员积分的情况。
• 公寓受可供房量的影响，因此会员可能无法在首选入住
时段入住首选度假酒店目的地。
• 开发商将不定期为至尊会员提供额外利益，开发商对提
供上述利益具有唯一决定权，并可在不预先通知的情况
下取消上述利益。
• 会员积分是生活方式型产品，旨在方便和和提升度假会
会员的度假体验，而不是为了回报或利润。您不应期待
回收（或部分回收）您为购买度假会会员积分所支付的
金额，也不应期待转售价格将随时间流逝而保持稳定或
增长。会员积分不是财务投资产品。

第五部分

有冷静期吗？

是的，依据购买会员积分所在地的法律规定，有一定时间
的冷静期。

第八部分

我能出售我的会员积分
吗？

是的，尽管会员积分的目的并非为创造财务回报或收益，
但您有权使用、出租、出借、遗赠、赠送、销售或转让您
的会员积分和您的会籍。尽管如此，请注意：会员积分并
非旨在为度假会会员产生、实现任何财务回报或利润。

第一部分

会员积分的使用时间有多
长？

每年，度假会会分配同等额度的会员积分到您的会员账
户，您须在2年内进行使用。

第一部分

有哪些费用？

除购买成本外，会员可能需要支付申请费以建立会员账
户，并须支付会费以覆盖度假会运营成本、任何其他适用
的特殊会费和行政度假地点服务费。

第三部分

如何成为会员？

填写申请表格并支付会员积分购买费用。

第一部分

常用术语

欲了解本披露中涉及的相关术语，请查阅本披露最后的常
用术语表。

联系信息

请见本披露前面的公司信息指南。

1.6 使用会员积分轻松方便
作为度假会会员，您购买了一定数量的会
员积分，并根据您所持有的积分数量和度
假会公寓的可供应量，预订任一度假会公
寓使用。
度假会积分系统的运作方式与传统银行账
户非常相似。当您成为会员后，您的会员
积分将被存储进您个人的温德姆亚洲度假
会账户中，并可立即予以使用。

可以把当年度未使用完的会员积分延至
下一年度使用，除非根据《度假会指
南》规定，您已使用该会员积分成功
预订假期。
• 只要您已支付下一年度会费，那么即
可借用下一年度的部分或全部会员积
分，来延长当年度度假时间。

1.7 每次预订所需的积分数量如何
计算？

当您进行假期预订时，该预订所需的会员
积分数额将从您的账户中自动扣减。

入住某一度假会公寓所需的会员积分取决
于其“每日积分值”。

每年在您的会籍周年日期，度假会会向您
的个人账户分配当年度全额会员积分，除
非您已借用次年度积分。

度假会为每间度假会公寓设有“每日积分
值”，详见最新的温德姆亚洲度假会《度
假酒店指南》（简称《度假酒店指南》或
www.clubwyndhamasia.com。每间公
寓的“每日积分值”取决于下列因素：

您可选择下列方式来使用您的会员积分：
• 储存部分或全部当年度会员积分至下
一年度，以延长您的度假时间。您也

1. 入住时间；

储存和借用会员积分

一次最多允许会员
使用三年期积分

自下一年借用
会员积分

自上一年储存

储存

储存

*仅适用至尊会员

借用

2. 度假会公寓的卧室数量；

• 总统套房

3. 入住具体时间（平日或周末）；

由于房间情况不同，所以请致电会员服务
中心或预订中心了解详细信息。

4. 度假酒店位置；
5. 其他度假会公司认定相关的因素。
您可通过《度假酒店指南》计算
所需的会员积分，也可登录 www.
clubwyndhamasia.com 或致电会员服务
中心进行查询。

1.8 如何选择住宿房型？
度假会公寓旨在满足不同入住人数的入
住：

当您有访客入住度假酒店时，请确保入住
总人数不超过公寓人数限制。

1.9 预订流程
预订采取“先订先得”原则，并受可供房
量所限。金会员可在入住度假会度假酒店
的第一天前提前至多12个月预订假期，
白金会员可在入住度假会度假酒店的第一
天前提前至多14个月预订假期。

• 套房/酒店公寓
• 单卧室公寓
• 双卧室公寓
• 三卧室套房

认识积分表
在规划假期时您需要了解以下1, 2, 3 和4因素决定了每次预订所需的具体会员积分额。我们以温德姆普吉岛海洋明珠度假酒店作
为范例进行解释：

2

度假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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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s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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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您选择入住的季节
• 红色季节 (红色
季节)
• 白色季节 (指平季)
• 蓝色季节 (指淡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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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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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I
D
PH

POST
OFFICE

Kalim Bay

入住时间

蓝季
白季
红季

3

房型

您需要的公寓大小（如一卧

4

入住具体时间
（平日或周末）

您的具体入住日.

室或两卧室）
请注意：每间公寓的入住人数不
能超过每间公寓的限制最多入住
人数。

每日房价

Sun

每周
总价

4600

(单位：度假积分)

Mon-Thu

豪华酒店套房

1

Fri-Sat

蓝季

600

750

700

白季

900

1150

1050

6950

1650

2100

1900

12700
18850

红季3
红季2

2450

3100

2850

红季1

2750

3450

3200 21100

仅供参考。

预订采取“先订先得”原则，并受可供房
量所限。金会员可在入住度假会度假酒店
的第一天前提前至多12个月预订假期，白
金会员可在入住度假会度假酒店的第一天
前提前至多14个月预订假期。

可能适用最佳匹配系统来进行排名，从而
确保越早预订、预订优先级越高。

度假会特设提前预订窗口，为能够提前确
认住宿需求的会员提供在首选时段入住首
选目的地的多样化机会。您可登陆www.
clubwyndhamasia.com进行线上预订，
也可致电会员服务中心进行预订。由于公
寓供应量受需求和季节等条件的限制，因
此您可能无法在首选时段入住首选度假酒
店的公寓。因此，您越早进行预订，获得
心仪假期的机会也越大。根据《度假会会
章》的规定，度假会公司必须确保在任一
年限内为已发售的会员积分提供足够多的
公寓住宿设施以满足会员的需要。通过为
每间加入度假会的公寓分配会员积分，度
假会公司得以履行上述义务。

在进行预订时，我们建议会员参阅《度假
会指南》并考虑预订窗口、最短入住时长
和其他必要的信息。下表对度假会公寓的
最长和最短入住时间进行了简单总结。

根据开发商的建议或经由开发商决定，同
时考虑到第1.7章列举的各种因素，度假会
对每间公寓在一年之间不同季节和一周之
内不同日期的积分值进行了详细测算。
对经由传真、电邮或邮件发送的预订申
请，其优先级将由处理上述预订的具体时
间决定。我们推荐您在线上或致电会员服
务中心进行预订。度假会公司不对经由电
邮、邮件或传真发送的预订文件丢失或预
订申请的及时响应等情形负责。
度假会根据具体预订日期，而非入住日期
来进行公寓分配。对于某些极具特色的度
假会公寓（如景致出众的单位），度假会

根据其所拥有的会员积分的多少，会员可
使用或进行多次预订。

限制项目

详细解释

白季和蓝季入住

不设最短入住天数

仅周末预订*必须至少入住
2晚，除非预订时周末时
段内只有一晚可供预订。
红季入住

仅周末预订指周五和周六
期间入住。

1.10 取消预订
我们建议您通过致电取消预订。度假会公司不对经
由电邮、邮件 或传真发送的取消预订文件丢失或及
时响应等情形负责。
如预订取消时段短于下列时段，那么度假会将没收
会员相应的会员积分。
如遇到下述情形，那么会员在取消预订后必须等候
48小时方可
进行新预订：
1. 会员最初预订红色季节的一个四天或四天以上的
假期但在该入住日前90天以内申请再次预订相同时
间段内的短于四天的住宿；
2. 会员使用会员积分预订假期并取消，并在该预订
入住日前5天内使用灵活易假计划重新进行相同的
预订。（请注意：灵活易假计划不提供给非合格至
尊积分）。

1.11 访客
度假会欢迎您的亲朋戚友与您一同入住度假酒店，
或在取得您同意的情况下单独入住度假酒店。请注
意您须对下述情况负责：
• 您的宾客的行为；
• 您的宾客因使用额外服务和消耗品而产生的所有
费用；
• 您的宾客须遵守《度假会指南》，所有因宾客对
度假酒店造成损失而导致的成本和费用；
我们欢迎您及您的宾客在入住度假酒店时有访客来
访，但上述访客仅能在您或您宾客在场的情况下入
住度假会公寓。如果您的访客入住度假会公寓，那
么总入住人数不可超过度假会公寓的最多限制可入
住人数。

预定日

可于以下日期前免费取消:

在入住日前提前61天至
14个月

在入住前不少于30天提出
取消

在入住日前提前15天至
60天

在入住前不少于10天提出
取消

在入住日前提前48小时至
14天

在入住前不少于48小时提
出取消

在入住日前提前48小时至
14天

不可取消

1.12 会员自行出租会员积分预订的公寓

1.14 出售或转让会员积分?

作为会员，您可根据《度假会指南》使用会员积分
进行假期预订，然后将假期预订赠送或出租给其他
人使用。在进行预订时，您需要告知度假会宾客姓
名，并将预订确认单提供给宾客。

您可通过私人协议出售或转让您的会员积分。因遗
赠或破产而获得会员积分的个人，可选择自己注册
成为会员，或提名他人注册成为上述会员积分的受
让人。只要满足下述条件，会员积分可在其有效期
内无限次全部或部分进行转让：

您可就使用会员积分向宾客收取任意金额的费用，
但您不可将您的预定积分预订出租或用于任何商业
交易或用途。
您应确保宾客了解《度假会指南》。作为会员，您
应对度假会公寓使用者（包括租客或其他使用者）
在使用期间的行为负责。您亦须遵守开发商制定的
任何限制条款。
开发商有权以开发商积分（或由开发商持有的会员
积分）预订公寓， 然后对外租赁该预定并取得净收
入。

1.13 度假会对外出租度假会公寓?
度假会公司不从事对外出租公寓的业务。尽管如
此，度假会公司可根据《度假会指南》的规定出租
度假会公寓。

• 度假会公司将对每笔永久转让和每笔单次转让
会员积分的交易收取行政管理费用。转让方须支付
与转让会员积分相关的任何其他成本或（适用）税
金。
• 转让方不得对度假会公司有任何形式的欠款。
• 如您选择转让部分会员积分，那么须确保在转让
后，您及受让方均持有基本会籍。
• 受让方须遵守《会章》及《度假会指南》的规
定。
• 如受让方并非通过遗赠、破产或直系亲属的赠予
而获得至尊会员积分，则除非经开发商批准，否则
该受让方无法享有任何由开发商提供的利益(具体见
第7.0部分的描述)。上述积分被称为“非合格至尊

积分”。
• 会员积分的受让方必须满足成为会员的
全部合格条款；如购买会员积分时使用了
开发商提供的分期付款服务，那么该受让
方同时需达到任何适用的信用评估要求。
• 转让方和受让方必须使用或遵守度假会
公司不定期可能制定的转让表格或机制(如
纸质转让表、电子或其他科技方式等)。除
度假会公司另行规定，纸质转让表必须经
转让方和受让方签署， 见证，然后将转让
表提交给度假会公司。转让表格可向度假
会公司申请索取。
• 开发商和度假会公司均无义务及责任
回购会员积分，尽管如此，度假会公司将
协助您将会员积分转让给现有会员或第三
方。

• 度假会公司保留拒绝为任何转让的会员
积分进行注册的权利(绝对酌情权)。
• 度假会公司及其关联公司并没经营已发
售会员积分的偿还或赎回服务。
•会员积分并非财务投资产品，也并不旨
在提供财务回报，而是提供假期生活方式
选择。因此，已发售会员积分的二手交易
市场非常有限。一般来说，会员不应期待
回收其会员积分的原始购买价格，亦不应
期待转售价格会随时间保持稳定或相对于
原始购买价格而言取得增长。

2.0 度假会全球度假网络?
至尊会员目前可入住度假会度假酒店、遍及亚洲地区的参与度假酒店，还可通过度假会各项交换协议，
入住Club Wyndham South Pacific位于澳大利亚、新西兰、斐济和美国夏威夷等地的度假酒店 、入住
70余家WorldMark, The Club度假会位于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的度假酒店，并通过RCI交换网络免费
会籍入住全球超过4000家度假酒店。

3.0 费用及其他成本
会员需缴纳的费用及其他成本请见下表。
由于了解费用及成本信息对您判断度假会的吸引力相当重要，因此请您仔细阅读所有相关信息。
费用或成本类型

金额 1

如何及何时支付

申请费

149美元（如适用，不含
商品及服务税/增值税/消
费税）

在您申请加入度假会或购买额
外会员积分时支付

即加入度假会或购买额外积分时需付的费用

服务费
于付款通知函发放后产生的滞纳金

15美元
自到期日至支付日计算，年划利率为15%

应缴未缴的会费利息

(例如：如您有应缴未缴会费500美元，那么在未付清会费
前，您每天将被收取0.21美元利息。)

向每笔空头、退回或拒绝支付收取的支票返还收费

USD$25.00

特殊请求

25美元

转让费用:
当您申请转让或变更您的会籍时可能须支付相应的行政费用。目前应支付的相关费用请见下
表所示：
费用或收费

金额

何时支付

遗赠转让

免费

因现有会员去世而进行会籍转让申请时

增加或减少会员

100美元

在申请增加、或减少会籍的会员人数时

会籍转让

会籍拆分/合并

200美元

300美元

在申请将会籍转让给第三方或公司或信托时

在申请将会籍拆分成两个独立会籍，或将会籍转让给现
有会员时

3.1 度假会经营预算

3.3 年度会费计算方法

度假会公司是度假会年度经营预算的决定方，度假
会年度经营预算将确定每年的度假会运营成本、公
寓及度假酒店费用、资金储备等。该预算是确定会
费金额的依据。

度假会公司根据下列公式计算会员年度会费：

3.2 年度会费

除开发商外，会员的年度会费比例可见下表所
列之方法：

为了会员利益而确保假期计划的可行性及可持续
性，因此年度会费必须将度假会的实际开支考虑在
内，包括度假会公寓的维护、维修及保养等。每个
会员（包括开发商）均有义务支付年度会费。您所
拥有的会员积分决定了您须支付的年度会费金额。
因为其能支配的公寓使用机会也更多，因此拥有更
多会员积分的会员需要支付更高金额的年度会费。
会员须支付的年度会费金额不可协商，尽管如此，
开发商为拥有合格积分的至尊会员引入了一种会费
假期选择，详见本《披露声明》第7章的说明。
度假会公司也会维持一笔储备资金，用以对度假会
公寓进行修缮、更新及对度假酒店内的物品进行大
修。年度会费也将不定期用于补充储备资金。
会员自度假会公司首次注册其会籍当日即须支付年
度会费，并根据其首年会籍在当年度的时间段来按
比例计算会费。度假会公司会在新会员注册后很短
时间内向其开具税务发票，会员需在会籍注册后30
日内支付首笔到期的会费。
除会员注册当年度外，每个日历年的会费到期日均
为1月1日。
会员必须在缴清所有应缴未缴的会费后方可行使会
籍权利。此外，度假会《会章》也规定：如度假会
公司通知会员其会费已欠缴30天，且在得到通知后
1个月内该会员仍未支付与会员积分相关的会费，
那么会员可能将被罚没收会员积分。

每个会员（包括开发商）根据其所注册拥有的
会员积分数量来支付相对应的度假会的开支。

会费计算方法
2017年，年度会费标准定为0.06美元
每会员积分。持有
10,000点会员积分的会员须支付600
美元年度会费。

每位会员须支付的年度会费 = A x B / C
A = 年度支出
B = 该会员名下登记注册的会员积分数量
C= 预计该会计年度的总平均会员积分数量

3.4 开发商缴付会费

3.6 其他服务

开发商支付度假会会费的依据与原理和其他会员
相同，不同的是，开发商根据每月底持有的会员
积分数量，在每一会计年度按月支付度假会会
费。

会员可能被收取如下所述的其他服务费用，括：

3.5 特殊会费

2. 地方税金：此外，入住某些度假酒店（如夏威
夷和斐济）可能产生由地方政府不定期决定征
收的入住税金、费用或收费

度假会《会章》亦规定，如度假会公司认定须收
取特殊会费以改善资金状况、进行大修或支付大
笔开支、为尚未设立储备资金的物品建立或补足
专项资金，或出于任何对会员人身及财产安全考
虑的目的、以及度假会须支付任何款项但未能立
即支付时，那么度假会公司有权收取特殊会费。
除《会章》直接另行规定外，特殊会费的收取依
据与会费相同。特殊会费支付日为度假会确定的
到期及收取日，而针对具体某个会员收取的费用
除外。
如您须支付任何特殊会费，则该特殊会费缴付额
不可协商，且该特殊会费的缴付与上述第3.2条所
提及之会费的缴付完全独立、各不相同。

1. 设施使用费：某些度假酒店可能会提供额外的
设施，因此可能适用相应的使用费。

3. 此外，入住某些度假酒店（如夏威夷和斐济）
可能产生由地方政府不定期决定征收的入住税
金、费用或收费
4. 行政度假地点：开发商可能在行政度假地点收
取额外成本或服务费用。

3.7 政府收费及税收
所有因会员积分购买价而收取的政府税金（如印
花税或适用的商品及服务税/增值税/消费税）或
会费须由会员酌情支付。 相关税金信息请见第11
节“税金”。

3.8 费用调整
所有费用可能调整，调整原因包括经济环境变化
和政府法规调整等。我们将尽力提前30天为您提
供有关任何费用调整建议的书面通知。

4.0 会员保障
您的会籍和度假会本身因下述保
护措施而得到有效保障：
(a) 度假会公司是根据香港法律注
册成立的一家私营股份公司。
(b) 度假会公司的所有股份由独立
信托人持有。
(c) 度假会公司或其任何全资子公
司或开发商均不得对其在度假
会公寓的法律权益或受益权进
行抵押或借款。
(d) 每间公寓分配的总积分额永远
不可增加，保护您抵御通胀风
险。尽管如此，度假会公司可
调整一周之内任意某天和一年
之内不同季节的积分分配。
(e) 度假会公司发售的积分额度
不得超过度假会公寓进入度假
会系统时所分配/创建的积分
总额。
(f) 如一间公寓被出售，度假会公
司必须确保另行将替代度假酒
店或公寓纳入度假会体系中，
且度假会公司应考虑其品质至
少不低于已出售的度假会公
寓，且新度假会公寓所分配的
积分必须至少与已出售度假会
公寓的积分相等。
(g) 开发商已放弃权利，亦没有权
利要求，并不能要求，将任何
由度假会公司持有的度假会资
产转让于自己。
(h) 会员的债务仅限于其未支付
完的会员积分金额、会费、特
殊会费（如有）和额外服务
费用。
(i) 每间度假会公寓每年将空置一
周时间用于进行维修及维护。

5.0 重大利益
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度假会旨在为您提供一种生活方式机会，而
并非提供财务回报。度假会公司已通过确保信托人持有度假会公
司的所有已发行股本来保护会员权利。反过来，度假会公司持有
可能持有度假会公寓任何受益权或法定权益的其下属子公司的全
部已发行股本或自有资本。
度假会的目标是为所有会员提供在高品质度假会公寓内拥有其未
来假期的生活方式机会。

5.1 重大利益
作为度假会会员，您有机会在度假会度假酒店内的高品质度假会
公寓中拥有自己未来的假期生活，而不仅仅只是租赁 您获配的会
员积分和相应的使用权将延续至2055年9月10日或直到度假会到
期失效日。

重大利益
所有现有和未来度假
会公寓的使用权

作为度假会会员，您可使用在您加入度假会当日度假会所拥有的所有度假会公寓，以及
未来度假会可能不时新加入的度假会度假酒店。

在度假会有效期内，
会员积分每年更新

您所购买的会员积分每年自动更新。例如，如您于7月15日购买了5000会员积分，那
么您将在度假会有效期内的每年7月1日获得5000积分 （或标准会员在2030年9月30
日前每年7月1日获得5000积分）。

度假会公寓的会员积
分价值保持固定

每间公寓分配的总积分额永远不可增加，保护您抵御通胀风险。尽管如此，度假会公司
可调整一周之内任意某天和一年之内不同季节的积分分配，但任一度假会公寓的年度总
会员积分额不会增加。

度假会公司由信托人
持有

独立信托人。Perpetual (Asia) Limited持有度假会公司的已发行股本。度假会公司或
其（现有及未来全资）下属子公司为了度假会会员的唯一及绝对利益，持有度假会公寓
的受益权及法定权益。.

度假会公司权益不得
进行抵押或借款

度假会公司（或其子公司）不可将其度假会公寓的法定权益或受益权进行任何形式的抵
押或借款。

度假会公寓数量随时
维持一致

度假会公司可不定期出售或处置度假会度假酒店或个别度假会公寓。尽管如此，度假会
公司必须确保将替代的度假酒店或公寓纳入度假会体系，同时应在合理的基础上确保该
度假酒店或公寓的品质不低于已出售度假酒店或公寓的品质。对新度假酒店或公寓分配
的会员积分数额必须至少与已出售或已处置资产的数额相等。

对发售的会员积分数
量进行限制

会员积分的发售数量（针对会员的发售数量）受限于每间公寓获分配的会员积分数量，
即度假会发行或发售的会员积分不可超过度假会新加入公寓所创造的会员积分总额。如
果会员积分池枯竭，那么度假会将在分配或发行任何额外会员积分前，引入新的公寓单
位。

冷静期

根据购买会员积分所在地的国家/地区法律，您拥有冷静期权利。详见第8章

会员积分的使用

您有权使用、租赁、出借、赠予、出售或转让您的度假会会员积分。详见第1.14章了解
如何转让您的会员积分。

其他开发商利益

开发商为至尊会员提供超越或优于基本会员的利益。截至本《披露声明》发布之日，这
些利益包括：RCI交换会籍、关联度假酒店和灵活易假。有关上述利益的详细信息请见
第7章。标准会员或非合格至尊会员积分不适用上述利益。

限制开发商的投票权

开发商可拥有度假会会员积分，但须支付上述积分相关的度假会会费。尽管如此，开发
商每次的投票权次数会受到限制，以保护会员的决策权。

生活方式机会

成为度假会的会员为您提供了生活方式选择，而并非提供财务回报或收益。

5.2 应予考虑的重要因素

积分使用权的到期日

至尊会员的积分使用有效期自分配之日起两年内有效。如您未在积分到期日前使用您的
会员积分，或未另行对积分进行处置，那么您将失去上述积分，标准会员积分自发放之
日起一年内有效。

年度会费及支付违约

支付年度会费是为了公寓及度假会的维护及运营。年度会费可能逐年上涨，但年度涨幅
不得超过上一年度年度会费的7.5%或消费者价格指数 (以较高者为准)，且（a）如年度
经营预算中的75%或以上的成本发生在某一国家，那么则采取该国家消费者价格指数作
为依据；或（b）如年度经营预算中的75%或更多成本发生在多个国家，那么则采取上
述年度经营预算中所述相应成本的发生地国家官方公布的加权平均消费者价格指数作为
依据。会员应支付的当前会费请见第3章。如相当数量的会员或开发商未能支付会费，
那么可能影响度假会的现金流通并进一步限制度假会公司运营度假会及其度假酒店、公
寓的能力。

其他费用

除年度会费以外，可能不时应支付的费用还包括特殊会费、行政度假地点的服务费，以
及某些度假酒店设施的使用费等。详见第3章度假会会员应支付的费用及收费信息。

支付违约及没收会员
积分

如果您未能支付年度会费，您将不可使用会员积分。如果年度会费一直未缴清，那么度
假会公司可自行决定没收并销售您的会员积分。

度假会发展

度假会的发展及您成为会员后度假会收购的公寓数量取决于针对现有会员或社会大众发
行和发售会员积分的数量，并可能受经济不稳定性的负面影响。

会员积分的转售

度假会公司和开发商均不提供已发售会员积分的回收/回购服务。已出售会员积分的二
手市场规模非常有限。作为生活方式型产品，您不应期待通过出售您所购买的任何会员
积分来回收您的初始购买价格或甚至取得更高价格收益，亦不应期待转售价格会随时间
保持稳定或相对于原始购买价格而言取得增长。

可供应量

所有公寓均视可供应量而定，您可能无法在首选时间入住首选目的地。我们鼓励您尽早
预订住宿。预订窗口信息详见第1章。

公寓位置

您不可申请具体公寓位置，除非公寓位置亦为公寓类型的一部分（如豪华海景房）。当
您在进行多间公寓预订时，可能无法入住相邻房间或连通房间。

开发商利益

开发商提供的任何利益均取决于开发商的决策，并可能随时取消。您在做出会员积分的
购买决定时应仅考虑可从度假会会籍获得的利益，而并非由开发商或第三方提供的服
务。标准会员及非合格至尊会员积分预订不可使用开发商利益。

一般商业风险

度假会可能遭受度假会公司或会员控制能力以外的外部事件的影响，上述风险包括：
• 地方及全球经济情况；
• 政府法规或干预；
• 通货膨胀或通胀预期；
• 自然灾害、社会动荡、国内/社会暴动或战争。

6.0 度假会关联方
6.1 度假会管理人

6.2 开发商

度假会管理人是于中国香港注册成
立的私营有限责任公司：Wyndham
Destinations International。

同时，Wyndham Destinations
International也是度假会度假酒店开发商
（简称“开发商”）。负责将公寓纳入度
假会体系，针对会员销售会员积分并换取
销售收益。开发商是温德姆寰球下属子公
司。温德姆寰球是全球最大的度假会籍公
司，全球拥有近90万个会员家庭，在美
国、英属哥伦比亚、墨西哥、斐济、澳大
利亚、新西兰拥有近200余家度假酒店。

度假会管理人与度假会公司签署了度假会
管理协议，负责度假会的行政及管理，并
收取管理费。此职责包括度假酒店管理、
度假会服务及预订系统的运营、年度经营
预算制定、度假会会费及其他任何费用的
确认及收款、同时确保会员的责权利均得
以执行，度假会管理亦可能向第三方指派
其职责。
度假会管理人将按月收取年度管理费，支
付期限为每月月底后30天内。管理费占度
假会实际综合开支的比例不得超过15%。
度假会管理人也有权就因与度假会相关的
合理职责履行行为而发生的所有成本、费
用及开支（包括适用税金）获得支付或补
偿。

开发商与度假会公司共同合作，不定期开
发第7章所描述的提供给会员的额外利益
的各类计划。上述开发商计划与度假会各
自独立、互不相同。此外，开发商可在不
提前通知的情况下取消或修改任何已创立
的开发商计划。

6.3 度假会公司
Club Wyndham Asia (HK) Limited温德姆亚洲
度假会（香港）有限公司（简称“度假会公司”）
负责代表会员利益运营度假会。度假酒店的日常管
理及预订功能已由度假会公司交由度假会管理人负
责。经由开发商推荐，度假会公司会对潜在有意向
的度假酒店资产进行尽职调查，如对项目感到满
意，则会安排由度假会公司或其全资子公司法定持
有或实质持有该度假酒店资产。此时，该资产的受
益权及法定权利以无抵押、无借款形式予以无障碍
持有。在考虑开发商的建议后，度假会公司会为度
假会体系内的每一个度假会公寓确定每日积分值，
然后开发商会营销、销售上述积分，以推动度假会
的发展。只要发售给会员的积分总量不超过分配给
度假会公寓的会员积分总和，那么度假会公司即可
不定期创造并发售积分。 ©
度假会公司责任限制
度假会《会章》规定：
• 除因度假会公司的违约、严重过失或违反信托业
务行为而致使的损失外，度假会公司不对因度假会
相关于合同、侵权行为、或其他情况下导致的任何
损失负责。
• 度假会公司因度假会而对除会员之外的任何人产
生的责任（包括代表度假会签署的任何协议）仅限
于其可基于对度假会资产持有的索偿权所涵盖的范
围。
• 度假会公司不承担代表度假会签署任何协议、文
件或承担任何责任的义务，除非上述协议、文件或
责任承担中包含对该协议、文件或责任承担下，度
假会公司所承担责任设有限额的有利条款，且度假
会公司可基于其对度假会资产持有的索偿权来履行
上述责任限额。
赔偿
度假会《会章》规定，度假会公司有权就因履行其
职责义务而产生的任何开支、损失或债务，要求获
得（基于度假会资产的）赔偿的权利，包括因《会
章》指定的度假会公司旗下任何代表或代理的行动
或不履行法律责任等行为而产生的任何度假会公司
的债务。

6.

6.4 信托人
信托人Perpetually (Asia) Limited 是在新加
坡注册成立的一家专业信托机构。开发商已指
定 信托人代表度假会会员的唯一及绝对利益，
根据信托协议的相关 规定，以信托方式持有信
托资产。

7.0 至尊会员利益
开发商与度假会公司共同合作，为至尊会员提供专
属利益。开发商可能不定期变更上述利益，至尊
会员利益也可能进行增加，删减或变更上述权益
包括入住位于北美的WorldMark度假酒店，以及
位于澳大利亚和南太平洋地区的Club Wyndham
South Pacific度假酒店 , 灵活易假、各种温德姆
奖赏计划赚取及兑换选择、RCI会籍、会费假期、
取消担保、度假会公司参与度假酒店入住及诸多其
他利益。此外，开发商也将不定期推出其他利益
和计划，允许至尊会员使用其会员积分交换其他利
益，如可能的度假会范围以外的旅游和公寓租赁
等。度假会不保证至尊会员均可享受开发商利益。
开发商提供的利益与作为至尊会员得到的利益各自
独立，并非其中的一部分。因此，如至尊会员将
其会员积分转让另一人，除非该受让人为会员亲属
或该转让因会员去世而产生，否则由该至尊会员持
有的任何开发商利益不得被转让给受让人，且开发
商提供的与该会员积分相关的所有利益将失效，同
时，上述会员积分将被划为非合格至尊积分。简言
之，在第7.1条列出的各种开发商利益不适用于非
合格至尊会员积分或标准会员积分。

7.1 备受欢迎的各项利益
以下为一些提供给至尊会员的倍受欢迎的开发商利
益：
(a) 关联度假酒店
通过度假会与Club Wyndham South
Pacific、WorldMark, The Club和CLUB
WYNDHAM® Plus签署的各项交换协议，入
住其他度假酒店；WorldMark, The Club和
CLUB WYNDHAM® Plus签署的各项交换协
议，入住其他度假酒店；度假酒店和房间。
(b) RCI会籍
会员可通过RCI会籍将会员积分兑换成一周RCI

假期，入住全球100多个国家的超过4000家
RCI加盟度假酒店。同时，RCI会员也可在600
多家精选度假酒店内灵活使用拆分周次入住和
按日入 住。 					
							
对最后一分钟假期而言，只需在旅行开始前3日
内使用3000点合格积分，即可使用RCI快速交
换服务，根据精选公寓可供量情况， 您可在任
何季节、任何地点入住任何房型长达7晚时间。
(c) 灵活易假现金计划 				
如果您没有足够的会员积分完成预订，那么您
可以使用灵活度假来增加您的会员积分。灵活
易假积分为一次性积分，可使用现金向开发商
购买，在入住日前21天用于进行度假会度假酒
店的最后一分钟预订。灵活易假预支也是通过
开发商购买的一次性积分，但根据您的会员等
级，可用于预订入住日前至多14个月的假期。
使用灵活易假预支计划必须至少入住2晚时间，
且可能适用其他根据会员等级设立的预订条
款。
(d) 温德姆奖赏计划 				
根据会员等级，享受一系列温德姆奖赏计划专
属利益。温德姆奖赏计划是温德姆酒店集团的
客户忠诚计划，您可通过入住温德姆全球范围
内特许经营或管理的各品牌酒店，赚取忠诚积
分。根据会员等级向至尊会员提供的利益包括
可使用温德姆奖赏计划忠诚积分支付度假会年
度会费、以及使用会员积分入住温德姆奖赏计
划旗下数千家酒店等。
(e) 会费假期
在某一年不想安排假期但是又不想储存或借用
积分？会费假期让 会员能够在当年缓一缓，
无需支付年度会费。只要在6月30日前 申请将
当年度会员积分份额返还给开发商，那么开发
商即会为您 支付当年度会费。即使您在选择
会费假期之前已经通过月度还款 方式支付了
部分度假会会费，开发商也将会将上述款项退

回至您 指定的银行账户。 			

8.0 冷静期

请注意：在任意三年期限内，至尊会员最多仅
可连续两年使用会费假期利益。

会员积分申请人可在购买会员积分所在地法律规
定的冷静期（如有）内，以书面方式通知度假会
公司撤销其申请。

请登录www.clubwyndhamasia.com以了解
更多有关上述利益及更多至尊会员专属利益的
相关 信息。

度假会公司必须在购买会员积分所在地法律规定
的冷静期（如有）内的最后一天下午5点前，在
其办公地点收到申请人提交的会员积分申请撤销
通知在收到会员提出的会员积分撤销申请后，除
申请费之外的所有已支付款项均将在申请人发出
冷静期内撤销申请通知后的30日内尽快返还至
申请人。除在申请会员积分时另行说明，否则申
请费不可退款。

9.0 监管文件概述
9.1 会章
《会章》规定了会员和度假会公司之间的关系。
《会章》规定度假会公司可自行对本《会章》进
行修订、废止或使用另一会章对其进行替换。
度假会架构
度假会是一家专利积分制的分时度假度假会，并
根据《会章》进行管理，依照《度假会指南》开
展运营。

会员积分

9.2 信托协议

除《会章》另行规定，否则度假酒店及公寓使用
权以积分形式予以实现，即每点积分均代表对度假
会一定的平等的非分离式使用权。在度假会有效期
内，会员亦对度假会资产拥有受益所有权，但并不
代表着会员对度假会特定部分或全部资产拥有任何
权利。

开发商、度假会公司和信托人于2014年10月31日
签署了一份《信托协议》。《信托协议》规定了三
家实体之间的法律关 系。根据《信托协议》的规
定：

会员权利
会员权利包括下述权利：
• 度假会公司允许的公寓及度假酒店使用权；
• 会员积分转让权（受限于特定条件）；

i) 在度假会终止之前，由信托人代表度假会会员利
益持有度假会公司所有股份及其他任何形式的可能
以信托方式为度假会公司接收的资产；
ii) 度假会公司将为信托人支付一笔相应的服务费
用。

9.3 《度假会指南》

会员债务仅限于所有未付清的会员积分相关款项、
年度会费、 特殊会费（如有）及本《披露声明》第
3章中具体列明的其他额外费用。会员无义务保护
度假会公司或任何度假会贷款方免于受罚。

《度假会指南》规定了度假会设施的使用和运营规
则。如度假会在某一度假酒店内的资产持有使用权
且该度假酒店并非由度假会进行运营，那么会员必
须遵守该度假酒店的管理规定。度假会公司可不定
期修改《度假会指南》，只要上述修改不违背《会
章》之规定。

有限的会员授权

《度假会指南》包括：

持有会员积分并未授权积分持有人干预度假会公司
经营、索赔任何度假会资产的利息、及要求将任何
度假会资产转让给其的能力。

a) 会员积分、访客使用、预订取消的预订系统运营
规则；

会员债务

会员积分的转让
根据《会章》及相关法律要求，会员积分可进行转
让。度假会公 司可拒绝注册某笔转让并就该拒绝决
定给予各方相应通知。
代理及顾问
度假会公司可指定与度假会相关的代理及顾问(包括
信托人)。
度假会解散条件：
• 自首个度假会公寓的首批会员积分被分配当日
起40年后(即2055年9月10日)；
• 如度假会公司作为受托人身份认为，基于会员
最佳利益考虑应 解散度假会，并决定解散度假
会时。

b) 借用和储存会员积分；
c) 度假会公寓的使用，包括入住限制；
d) 度假酒店使用及入住期间的一般行为规则，包括
一般行为及 清洁、机动车、儿童责任、禁止携带
宠物、慈善募集和度假酒店内的广告、营销及销售
等。
e) 构成违反《度假会指南》的行为及相应描述，包
括未能在适当时间空出度假会公寓、在宾客入住度
假酒店时对会员及宾客资产的使用权和负有的相应
责任。
会员在成为会员时将获发一份《度假会指南》文
件。如《度假会指南》有任何修订，会员也将获
得更新版本。也可登录 www.clubwyndhamasia.
com 查阅电子版《度假会指南》。

9.4 披露声明
本《披露声明》是度假会公司针对潜在至
尊会员及其他人士制定的一份纲领性文
件，描述了度假会及成为度假会至尊会员
的利益。度假会公司将视情况不定期对本
《披露声明》进行修订。例如，当度假会
新增度假酒店或会员利益有所新增或变动
时，度假会公司将发布一份新的或补充版
《披露声明》。

10.0 财务信息
根据香港法律，度假会公司可能须履行提
交定期报告和披露声明的义务，尤其是须
向香港政府公司注册处提交年度经审计财
务报告。如规定须将任何经提交的文件或
报告文本分发给会员，那么会员皆可从我
们的网站www.clubwyndhamasia.com
下载或向我们发送书面申请。

11.0 税金
尽管如此，根据购买会员积分时所处的司
法管辖区，购买会员积分可能适用商品及
服务税/增值税/消费税。根据会员的居住
地，由度假会征收或代表度假会征收的任
何费用也可能适用相应的商品及服务税/
增值税/消费税。 除另行规定外，本产品
披露声明中提到的所有费用均不包含商品
及服务税/增值税/消费税。如须支付商品
及服务税/增值税/消费税，您须根据相应
司法管辖区的规定，就会员积分的购买、
转让或处置行为支付税金。

12.0 其他信息
12.1 房间/公寓的租赁，许可证或
特许权
如开发商在公寓被转入度假会之时或之前
告知度假会公司其希望租赁、许可或租借
该公寓（即“保留单位”），那么开发商
有权进行上述操作。在上述租赁、许可、
租借协议有效期内及协议续期或延长期
内，不会就该保留单位创建、分配、批准
或发售任何会员积分，因此，开发商也无
需就上述保留单位支付会费。
实际上，上述保留单位不属于可发行或发
售的会员积分池，亦不 得进行发行或发
售，直到开发商签署的任何租赁、许可、
租借协议终止。一般而言，开发商仅会对
用作销售办公室、展示公寓或行政办公室
的公寓单位进行租赁、许可或租借。
开发商（而非度假会）将负责支付与保留
单位相关的任何公司费 用、水电费及其
他使用开支。由于开发商将负责筹资购买
相应的公寓或单位，因此任何租赁、许
可、租借费用仅为名义费用。

术语定义
关联度假酒店：
指由独立实体拥有并通过交换合同加盟开发商的度
假酒店。
周年日:
指开发商将会员积分首次发行或首次出售至某会员
之日，此后在接下来的每一财政年，均为会员首次
获发或受让该会员积分同一月份的第一天（例如，
如开发商于2015年10月7日首次发行或首次出售
会员积分给会员，那么第一个周年日即为2016年
10月1日）。如会员获得更多会员积分（无论通过
申请购买或接受转让），那么该会员新会员积分
的“周年日”仍将与会员持有的现有积分的“周年
日“相同。
周年：
指从每年周年日开始往后连续一年的时段，但：

公司不定期确定的其他任何积分数量，以及（必要
情况下）对会章进行适当修订后规定的任何积分数
量。
最佳匹配系统：
指会根据入住时长自动分配最高优先级公寓单位的
计算机预订系统，在该系统下，预订越早、优先级
越高。
取消担保：
指开发商提供的一种允许会员避免或最小化预订取
消惩罚的利益。
度假会或温德姆亚洲度假会：
指根据会章成立的香港分时度假度假会，即温德姆
亚洲度假会。基于本披露之发布意义，有关度假会
资产或利益的某些引用包括由度假会公司及其任何
全资子公司的资产或利益。
度假会公司：

a) 最初指从积分首次发售或受让日开始至第一周
年日期间的时段；

指Club Wyndham Asia (HK) Limited温德姆亚
洲度假会（香港）有限公司，该公司在香港注册成
立，是温德姆亚洲度假会的所有人。

b) 积分到期或终止的最后阶段，该阶段

度假会指南：

(i) 自周年日开始至该会员停止持有任何会员积
分日之前（无论因该会员积分到期或终止或
其他原因），直到并包括以下日期：
(ii) 该会员停止持有任何会员积分当日（无论因
该会员积分到期或终止或其他原因）。
年度经营预算：
指由度假会公司对度假会一个日历年内预估收入及
成本所做的详细计划。
年度会费：
指根据度假会会章规定以及在本披露第3.2和3.3章
节描述的每位会员需付的年度会费。
公寓：
指度假会公司根据纲领文件的规定已为其分配会员
积分的公寓，可能包括客房单位或共管公寓、分时
度假俱乐部权益、一片土地上的独立所有住宅（无
论是否位于开发项目中）、酒店客房、船屋、房
车、舱位和/或适合人类居住的类似设施空间。
申请人：
指完成并签署会员积分申请表以购买度假会会员积
分并支付申请费的任何个人、企业实体、协会、公
司、单位或合伙企业。
参与度假酒店：
指经开发商安排的可提供给至尊会员使用的任何度
假酒店。申请费包括商品及服务税/增值税/消费税
且不可退还。

指度假会公司不定期制定或修订的度假会指南。
度假会管理协议：
指由度假会公司代表度假会与开发商签订的度假会
公寓及度假酒店的管理协议。
CLUB WYNDHAM® Plus：
指同名的北美非盈利性互惠公司。
会章：
指于2015年9月1日制定的度假会会章（可不定期
进行修订）。
每日积分值：
指使用某一特定日期的某一特定度假会公寓所需的
积分。
开发商：
指Wyndham Destinations International
Limited。
行政度假地点：
指由度假会或开发商确定的某些利益无法在此提供
和/或可能须在此收取其他服务费用的度假地点。
会计年度：
指从1月1日起到12月31日止的一年。
灵活易假积分：
指至尊会员可从开发商处购买的额外积分以进行或
完成假期预订。非合格至尊积分不适用本政策。

基本会籍或基本权益：

监管文件：

指会员最少须持有的会员积分数量，即5000点至
尊会员积分，10000点标准会员积分，或度假会

指《度假会会章》、《度假会指南》、《披露声
明》、《积分申请表》等（可不定期进行修订），

及其他任何不定期发布的对度假会会籍进行规定的
文件。
商品及服务税/增值税/消费税
和《商品及服务税/增值税/消费税法》中定义的任
何其他术语，其含义如适用法律中所述，商品及服
务税/增值税/消费税适用的司法管辖区可能会不定
期修订这些术语。
宾客：
包括会员邀请的与其一同入住度假酒店、或前往度
假酒店拜访会 员、或在会员的许可下单独入住度假
酒店的客人，如亲朋好友、同事或其他个人，同时
也包括开发商或度假会公司邀请的客人。
会费假期：
指本披露第7.1条第（e）款描述的由开发商提供的
利益。
会员：
指已将会员积分发行或发售给其的个人，在此，会
籍 (Membership) 一词含有相应意思。
会员积分：
指决定会员使用权的“货币”。
非合格至尊会员积分：
指既非从开发商处购买、也非因至尊会员的去世、
破产而获得、亦非从至尊会员的直系亲属处获得的
不适用开发商利益的至尊会员积分。
至尊会员：
指购买了至尊会员积分的会员。
至尊会员积分：
指一种会员积分类型，其相应的权利、义务及授权
详见第1.4条。
合格至尊会员积分：
指从开发商处直接购买的至尊会员积分，或由身为
至尊会员的直系亲属转让至会员的至尊会员积分。
RCI：
指Resort Condominiums International。
红色季节：
指每日积分值表中规定的需求量最高的时段。
度假酒店和度假会度假酒店：
指度假会公寓所在的不同目的地的度假酒店或度假
酒店的一部分。
度假酒店指南：
指开发商制作的由会员根据其会籍等级有权进行使
用的度假酒店详细文件。
特殊会费：
指根据度假会会章规定以及在本披露第3.5章节描
述的每位会员不时需付的特殊会费。
度假会：
指温德姆亚洲度假会。

信托人：
指Perpetual (Asia) Limited (Rg. No.
200518022M)。
信托协议：
指由 Wyndham Destinations International
Limited、温德姆亚洲度假会（香港）有限公司和
信托人三方于2014年10月31日共同签署的信托协
议。
信托资产：
指度假会公司全部股份（包括由度假会公司发行的
证明对相应股份持有所有权的股票），及根据信托
协议的规定可由信托人不定期获 得、接受或持有的
所有其他资产。
WorldMark, The Club：
指一家同名的北美非盈利性互惠公司。
“Club Wyndham South Pacific”
指澳大利亚注册计划号为092 334 015的Club
Wyndham South Pacific。
温德姆：
指Wyndham Destinations旗下任一公司，包括
但不限于Wyndham Destinations International
Limited或Wyndham Destinations Asia Pacific
Pty Ltd。

温德姆亚洲度假会计划规则（仅限至尊会
员）
温德姆亚洲度假会（下称“度假会”）实行基于酒店积分的分
时度假制度，其所有者为温德姆亚洲度假会（香港）有限公司
（简称“CWA”）。度假会的开发商和管理者为Wyndham
Destinations International Limited（下称“开发商”）
。CWA与开发商合作面向度假会至尊会员推出本计划规则及
背面权益概览中所述的各项专属权益（“会员权益”），至尊
会员可凭借其会籍等级享有不同权益。关于每个会籍等级可以
享受的权益的详细信息，请参见“权益概览”页面。在确定会
籍等级时，仅合格积分有效。合格积分是指直接从开发商购买
的至尊会员积分。
开发商提供的权益可能会发生变化
开发商可自行决定随时撤销、修改、调整或新增由其提供的会
员权益，恕不事先通知。由开发商提供的会员权益与您作为度
假会至尊会员享有的权益相互独立且各不相同，而且前者仅可
使用合格积分获取。非合格积分不能用于兑换开发商所提供的
会员权益，也不可与合格积分一起兑换此类会员权益。
第三方提供的权益可能会发生变化
第三方会员权益（即非度假会或开发商直接提供的会员权益）
适用单独的条款和条件，并可能会随时发生变化。
暂停或终止享受会员权益的权利
在会员会籍已终止或暂停或者拖欠年度会费的情况下，度假
会、CWA和/或开发商（如适用）有权终止或暂停相应会员享
有会籍权益的权利。
以下是本手册印刷之时实行的会员权益使用条款和条件。有关
温德姆亚洲度假会计划的完整详细信息，请参阅当前的产品披
露声明。
1. 提前登记入住/白金房内退房^
各度假酒店的入住和退房时间可能有所不同，请以会员预订确
认单中注明的时间为准，但度假酒店的标准入住时间是入住第
一天的下午4:00，标准退房时间是入住最后一天的中午12:00
。白金钻石会员可在入住第一天下午2:00办理入住手续，并在
入住最后一天下午2:00之前退房，具体视客房供应情况而定。
在办理入住当天，如果白金钻石会员要入住的公寓被其他白金
钻石会员占用，我们将为办理入住的白金钻石会员安排可在下
午4:00之前休息的临时住处。
2. 预订担保^
对于新开业的度假会度假酒店和参与度假酒店，白金钻石会员
享有专属预订窗口期，可比其他类型的会员提前14天进行预
订。能否享受此权益需视预订时的客房供应情况而定。
3. 专属助理^
白金钻石会员至少预订三晚住宿即可享有专属助理，但每个会
籍积分周年内，最多仅能享受三次此服务。专属助理将随时待
命，在您度假期间外出度假酒店时协助处理预订相关事宜。
4. Les Concierges接待服务^
Les Concierges接待服务可在白金会员入住度假会度假酒店
期间随时提供众多服务，例如推荐和预订各类活动、当地旅行
以及景点等。对于演出门票、一日游或消耗品等需要购买的服
务，将由会员承担额外费用。
5. 高尔夫球优惠^
此优惠仅适用于带有高尔夫球场的精选度假会度假酒店，并需
视具体情况而定:

等级

权益

白金红
宝石

适用对象
住宿期间参加活动所产生
的草坪和设备租赁费

15%的折扣

1x18洞比赛，最多4人
入住至少3晚，每年最多
参加（包括越野车和高
兑换3次
尔夫租赁（如有））
白金
钻石

如会员不符合以上免费参
加活动的条件，则可以针
对住宿期间参加活动所产
生的所有草坪和设备租赁
费享受折扣优惠

20%的折扣

6. LifeStay度假酒店折扣^
白金会员可针对各类度假酒店活动享有折扣优惠，包括餐饮、
水疗服务和机动水上运动设备。各度假酒店提供折扣优惠的服
务会有所不同，并且需视入住时的具体情况而定。度假酒店可
提供的与会员优惠相关的LifeStay体验都会在预订确认单中注
明。
等级

折扣率

白金（红宝
石）
白金（钻石）

标准市场价格优惠15%
标准市场价格优惠20%

7. 白金公寓升级^
在白金会员入住当天及整个住宿期间，如果更高一级的公寓有
空房，则白金会员可免费享受公寓升级服务。公寓升级的形式
包括增加一间卧室或提升客房品质，例如从单卧室公寓升级至
双卧室公寓，从标准间升级至豪华间。此优惠不适用于在住宿
48小时内进行的最后一分钟预订，并且仅能在特定度假会度假
酒店享受。白金会员可使用的白金公寓升级次数为：
等级

每年升级次数

白金（红宝石）

最多升级1次

白金（钻石）

最多升级3次

8. Club Wyndham South Pacific总统套房入住
开发商为白金红宝石会员和钻石会员推出了预订Club
Wyndham South Pacific精选度假酒店内总统套房的权
益。会员可以最早提前11个月使用其会员积分预订这些度假
酒店的总统套房（视客房供应情况而定）。会员应按照Club
Wyndham South Pacific预订指南进行预订，并且在入住期
间遵守Club Wyndham South Pacific的规定和准则。
9. 尊贵登记入住服务^
白金红宝石会员和钻石会员可在精选度假会度假酒店享受快速
办理入住服务。
10. 抵达接机服务^
白金红宝石和钻石会员入住精选度假会度假酒店至少三晚，即
能以折扣价格享受机场-酒店往返接送服务。每个会籍年度最多
能使用此优惠三次。
等级

权益

白金（红宝
石）

市场价格优惠最多15%，视度假酒店位置而
定

白金（钻石）

到达接机服务，单程距离不超过45公里时免
费。超出此距离时，超出的每公里将按公布
价格的80%收费。

11. 代客泊车^
对于提供代客泊车服务的度假会度假酒店，每位会员每晚仅限
一台车辆可享受下表中的服务优惠价格，但需视车位情况而
定。此权益仅限代客泊车服务，不适用于度假酒店可能提供的
任何辅助服务。
等级

权益

金（蓝宝石）

标准停车费优惠10%

白金（红宝石）

标准停车费优惠15%

可在所有度假会度假酒店享受免费代客泊
车服务

白金（钻石）

12. 度假酒店活动^
此优惠适用于开发商管理的精选度假酒店或相关实体中由度
假酒店在其场所内提供的特定收费活动。会员可参加的活动
会因度假酒店而异，可能会随时发生变化，并且需视具体情
况而定。任何其他第三方提供的机动设备、双体船、投币式机
器或游戏及活动均不享受此优惠。会员在预订连续时段的活
动时无法使用此优惠。会员参加活动需自担风险，对于参加
活动期间发生的任何损失或伤亡，会员同意豁免和免除度假
会、CWA、开发商及其子公司、高管及雇员的相关责任，不
追究其过失，且不必由其赔偿。会员必须同意并接受所有使用
条款，然后才能参加此类活动。
等级

权益

金（蓝宝石）

标准价格优惠10%

白金（红宝石）

标准价格优惠15%

白金（钻石）

仅限免费参加不使用机动设备的活动；
对于使用机动设备的活动，按标准价格
优惠20%

开发商还会不定期向会员公布赚取温德姆奖赏计划积分的其他
方式，并且会随时更改这些方式。温德姆奖赏计划积分可用于
兑换温德姆奖赏计划不定期提供的参与酒店住宿、礼品卡和其
他优惠，并且会员需遵守温德姆奖赏计划发布的使用条款和条
件。有关详细信息，请访问wyndhamrewards.com。
温德姆奖赏计划兑换
会员还可以按照以下条件根据其会籍等级将合格积分兑换为温
德姆奖赏计划积分。温德姆亚洲度假会积分与温德姆奖赏计划
积分的兑换率见下表，会籍等级应以兑换积分时的等级为准（
包括试用等级）。
将合格积分兑换为温德姆奖赏计划积分：
金

不可兑换
积分

在以下时间前取消不收取
罚金：

提前61天至14个月预订

登记入住前30天

提前15天至60天预订

登记入住前10天

提前48小时至14天预订

登记入住前48小时

提前0小时至48小时预订

不予退款

15. 取消担保
会员在预订时支付额外的会员积分作为保费，即可随时享受灵
活取消预订权益，即会员如果在适用的窗口期内取消预订，可
免付罚金，该权益最多能使用2次。此权益所需的会员积分数
以及相应条款会因会员预订时的会籍等级而有所不同。

金（翡翠）

所有会员都将在其会籍有效期内获得温德姆奖赏计划忠诚度计
划下的免费会员资格，除非开发商或计划发起者撤消此权益。
温德姆奖赏计划即温德姆酒店和度假酒店忠诚度计划，会员可
通过入住温德姆酒店和度假酒店在全球各地拥有、授权经营或
管理的参与计划酒店来赚取忠诚度积分（温德姆奖赏计划积
分）。

年度会员积
分交易限制

预订时间

淡季取消截止时间

13. 温德姆奖赏计划
温德姆奖赏计划会员资格

翡翠

14. 取消预订
取消度假会度假酒店的住宿预订可能会产生罚款，具体取决于
通知取消预订的时间，请见下表。在参与度假酒店、关联度假
酒店或其他非度假会度假酒店进行的预订可能适用于不同的取
消政策，会员在预订时会看到相关信息。如果会员在入住度假
酒店后提前退房，则度假酒店不退还任何费用。通过电话取消
预订时，必须联系会员服务团队。有关取消预订的更多信息，
请参阅指南和规定。

白金
蓝宝石

红宝石

钻石

每个积分周 每个积分周 每个积分
年最多可兑 年最多可兑 周年最多
换20,000点 换35,000点 可兑换
63,000点
积分
积分
积分

此外，温德姆奖赏计划积分可以按照开发商所设定的兑换率（
可能不时更改）兑换为会员的温德姆亚洲度假会年度会费（包
括部分年度会费）。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温德姆奖赏计划
指南》。
参加温德姆奖赏计划时需遵守使用条款和条件，并可能
需要支付交易费、税费和杂费。有关详细信息，请访问
wyndhamrewards.com。要查看您的账户余额，兑换会员
积分或温德姆奖赏计划积分，或者查看当前兑换率，只需访问
wyndhamrewards.com并点击相关链接即可。请使用您的温
德姆亚洲度假会会籍编号登录。
将会员积分兑换为温德姆奖赏计划积分后，会员将无法撤销交
易，即无法将兑换后的计划积分还原为会员积分。如果会员已
报名参加当年的“会费假期”计划，拖欠了任何年度会费，或
者兑换日期距离会员积分过期日期少于45天，则无法将其会员
积分兑换为温德姆奖赏计划积分。每次交易均需支付49美元
的费用。

不适用

金
（蓝宝石）
登记入住前
10天。48小
时以内，适用
标准条款。

白金
（红宝石）
登记入住前7
天。48小时
以内，适用标
准条款。

白金（钻
石）
登记入住前
48小时

旺季取消截止时间
金（翡翠）

金
（蓝宝石）

白金
（红宝石）

白金
（钻石）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登记入住前
5天

等级

保费收费积分

金（蓝宝
石）

完整预订所用总积分的20%

白金（红宝
石）

完整预订所用总积分的15%

白金（钻
石）

完整预订所用总积分的10%

示例：
如果您是红宝石会员，并且一次标准预订需要使用7,000
点会员积分，那么您可以额外支付1,050点积分（即
7,000x15%=1,050）作为保费，以便享受取消担保。您预订
住宿所支付的会员积分总数将为8,050点。

每个会籍年
度周末使用
次数

最多1次

最多2次

无限次

无限次

预订窗口期

21天

28天

35天

42天

16.会员欢迎接待服务^
开发商将在精选度假会度假酒店举办每周一次的会员社交活
动，并邀请入住精选度假酒店的会员参加该活动。会员社交活
动的举办地点、日期和时间将由开发商确定，并且会因度假酒
店而异。

使用FCWSP积分预订住宿时，可能需要遵守Club Wyndham
South Pacific不时发布的其他预订和取消条件。会员在预订
时会看到相关信息。入住Club Wyndham South Pacific度假
酒店时，会员及其宾客必须始终遵守Club Wyndham South
Pacific的规则和准则。

17.至尊会员免费预订热线
开发商将开设免费预订热线，会员可通过该热线向度假会度假
酒店预订住宿。目前仅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泰国和印
度尼西亚开通了该热线，具体号码请参见度假酒店指南。该服
务可能会随时变化。会员在上述地区或其他地区拨打其他电话
号码或使用其他联系方式所产生的费用将由其自行承担。

23.灵活易假提前预订积分
灵活易假提前预订积分为会员提供更长的预订窗口期，会员可
以最早提前14个月（取决于会籍等级）使用灵活易假提前预订
积分进行预订。灵活易假提前预订积分是一次性使用的积分，
购买后可与合格积分叠加，用于向度假会酒店、参与度假酒店
或Club Wyndham South Pacific度假酒店兑换住宿或全额
支付住宿费用。使用灵活易假提前预订积分预订的住宿必须至
少满两晚。根据会籍等级，其他预订条件可能会适用。有关要
求，请参见下表：

18.温德姆酒店和度假酒店优惠房价
会员在预订精选温德姆酒店和度假酒店的住宿时，可享受温德
姆酒店和度假酒店优惠房价。此类优惠价格将视客房供应情况
而定，并且可能会发生变化或被其他优惠所取代，恕不另行通
知。预订和取消政策会因地区而异，酒店会在预订时提供相关
信息。优惠房价和参与酒店名单请见clubwyndhamasia.com
19无线上网^
会员可以在亚洲地区的所有度假会度假酒店使用无线上网服
务，但“行政度假地点”可能会对此服务收取附加费，并且限
制每日下载流量。相关附加费视度假会度假酒店所在地而定，
度假酒店会在预订时提供相关信息。无线上网服务由第三方提
供商提供，因此，度假会、开发商和CWA无法保证该服务的
可用性，也无法保证该服务不会发生中断并且不存在恶意软件
（例如计算机病毒）。对于在任何度假酒店使用无线上网服务
期间或由于使用该服务所引起的任何技术问题、数据丢失或病
毒传播，度假会、开发商、CWA或任何相关实体均不承担任
何责任。
20.每日客房清洁服务和夜间公寓清洁服务^
度假会为亚洲地区的度假会度假酒店提供每日客房清洁服务。
如果会员入住的是亚洲地区以外的度假会度假酒店或非度假会
度假酒店，则相关酒店不一定提供每日客房清洁服务，或者可
能会就该服务收取附加费。酒店会在会员预订时提供关于是否
提供客房清洁服务、服务频率以及是否收取附加费的信息。对
于金级（蓝宝石）会员及更高等级会员，仅亚洲地区的度假会
度假酒店提供夜间公寓清洁服务。
21.RCI交换会籍
会员可以免费获得年度会籍。会员可以自愿参加该计划，并且
需遵守RCI条款和条件。有关详细信息，请访问rci.com。通过
RCI兑换会员积分将产生兑换费，还可能产生客房清洁服务费
或其他额外费用和税金。
22.灵活易假和Club Wyndham South Pacific灵活易假
灵活易假是开发商推出的一项计划，允许会员购买灵活易假积
分，这些一次性积分可与会员积分叠加，用于向度假会度假酒
店或参与度假酒店兑换住宿或全额支付住宿费用。同样，Club
Wyndham South Pacific灵活易假计划（“FCWSP”）
允许会员购买灵活易假积分这类一次性积分，用于入住Club
Wyndham South Pacific度假酒店。使用灵活易假积分和
FCWSP积分可提前最多21天预订住宿，并且每次住宿必须至
少两晚。能否购买灵活易假积分和能否使用灵活易假积分进行
预订，均需视具体情况而定。使用灵活易假积分和FCWSP积
分预订住宿时必须立即支付积分，否则无法完成预订。灵活易
假积分的价格由开发商自行确定，并可能会随时变化。根据会
籍等级，其他条件可能会适用。有关预订窗口期的要求，请参
见下方预订窗口期表：
灵活易假和
金（蓝宝 白金（红宝
白金
FCWSP使 金（翡翠）
石）
石）
（钻石）
用条件
每次预订的 最少2晚 最少2晚 最 最少2晚 最 最少2晚
总天数
最多5晚
多6晚
多8晚
最多10晚

灵活易假提
前预订积分 金（翡翠）
使用条件

金（蓝宝
石）

每次预订的
总天数

最少2晚
最多5晚

最少2晚
最多6晚

最少2晚
最多8晚

最少2晚
最多10
晚

每个会籍年
度周末使用
次数

最多1次

最多2次

无限次

无限次

预订窗口期

12个月

12个月

14个月

14
个月

白金（红宝
白金
石）
（钻石）

灵活易假提前预订积分的价格由开发商自行确定，并可能会随
时变化。以下会员可享受灵活易假提前预订积分购买价格折
扣：
等级

灵活易假提前预订积分折扣

金（蓝宝石）

10%

白金（红宝石）

15%

白金（钻石）

20%

24.灵活易假预订取消
会员在下表所列时间段内通知酒店，即可取消任何使用灵活易
假积分和灵活易假提前预订积分完成的预订，并且免付罚金。
注意：取消预订后，需要等待48小时才能进行新的预订。如果
会员在入住度假酒店后提前退房，则度假酒店不退还任何费用
或灵活易假积分。必须在度假酒店指南中列出的营业时间内，
使用联系方式详情中所述的联系方式联系会员服务团队来取消
预订。
灵活易假预订时间

在以下时间前取消不收取
罚金

提前61天至14个月预订

登记入住前30天

提前15天至60天预订

登记入住前10天

提前48小时至14天预订

登记入住前48小时

提前0小时至48小时预订

不允许取消

如果在上述时间段以外取消预订，则不会退还任何灵活易假积
分、费用或会员积分。
25.关联度假酒店
作为开发商提供的权益，会员可以入住精选WorldMark, The
Club (US)度假酒店以及Club Wyndham South Pacific度
假酒店。入住和使用条件可能随时更改或废止，恕不另行通
知。我们无法保证开发商与关联度假酒店母公司之间的当前
协议到期或终止后，开发商仍将与其保持关联关系以提供这
些权益，也无法保证将来是否会向会员推出相同或类似的计
划。WorldMark, The Club (US)和Club Wyndham South
Pacific的所有者可以提前13个月预订各自的度假酒店，因此
可能会出现关联度假酒店满房的情况。有关预订窗口期的要
求，请参见计划规则第27条的预订窗口期表。所有会员都必须
遵守关联度假酒店的规则和准则，并自行负责因住宿而产生的
任何使用费或税金。会员也可能需要支付客房清洁服务、占用
税、某些地方议会征收的费用或每晚约1-15美元的附加费。预
订时将提供关于其他费用的详细信息。
26.参与度假酒店
参与度假酒店不归度假会或开发商所有，它们由开发商精心选
出，旨在为会员提供游览其他旅游目的地的机会。开发商通过
签署各种协议，让第三方度假酒店（参与度假酒店）面向度假
会会员开放众多公寓。会员仅可在特定时间段内入住参与度假
酒店，并且会受到其他限制。开发商可能随时删除或修改参与
度假酒店名单，恕不另行通知。会员需要遵守每家参与度假酒
店适用的运营规则和准则。能否预订需视具体情况而定。与会
员预订参与度假酒店相关的任何税费或其他费用由会员自行承
担。会员预订参与度假酒店住宿的窗口期取决于会籍等级。有
关预订窗口期的要求，请参见下文计划规则第27条的预订窗
口期表：
27.预订窗口期
权益

翡翠

蓝宝石

红宝石

钻石

度假会度假酒店

12
个月

12
个月

14
个月

14
个月

灵活易假

21
天

28
天

35
天

42
天

灵活易假提前预
订积分

12
个月

12
个月

14
个月

14
个月

Club Wyndham
South Pacific
灵活易假

21
天

28
天

35
天

42
天

关联度假酒店

9
个月

9
个月

11
个月

11
个月

参与度假酒店

9
个月

9
个月

11
个月

11
个月

Club Wyndham
South Pacific
总统套房入住

不适用

不适用

11
个月

11
个月

28.行政度假地点
行政度假地点是指度假会或开发商（视情况而定）根据度假酒
店位置或服务质量而指定为行政度假地点的地点。行政度假地
点可能不提供某些权益，并且/或者可能需要对某些服务（包
括客房送餐和无线上网）收取额外费用。
29.会费假期
所有会员每年都需要向度假会缴纳年度会费，以供度假会用于
支付度假会公寓保养、维护和维修方面的费用。开发商向会员
提供了“会费假期”方案。要参加会费假期，会员必须在6月
30日之前报名，将合格积分退还给开发商，然后由开发商代表
会员支付年度会费。会员每三年内仅能连续两年使用此权益，
并需要在使用该权益的年度支付30美元手续费。如果会员未能
在6月30日之前报名，则应支付全部年度会费。如果会员在6
月30日之前支付了全额或部分年度会费，然后又报名参加会费
假期，则开发商将为其退还已缴纳的年度会费。
该权益由开发商提供，可能会随时撤销或更改，恕不另行通
知。

示例：
一位翡翠会员在5月10日报名参加年费假期，将每年配发的
10,000点会员积分返还开发商。该会员已经缴纳了部分年
费，金额为250美元。开发商将向该会员退还250美元，并将
代表该会员向度假会支付当年的所有年度会费。
30.其他定义
积分周年纪念日是指会员购买积分所在月份的下一年同一月份
的第一天，以及此后每一年的同一天。即使会员今后获得更多
会员积分，但积分周年纪念日将保持不变。
积分周年是指自积分周年纪念日起到下一个积分周年纪念日前
一天为止的的一年时间，但首个积分周年是指从首次购买会员
积分之日起到下一个积分周年纪念日前一天为止的一段时间
公寓或度假会公寓包括公寓、共管公寓、单元、别墅、套房、
酒店房间或其他类型的住宿，CWA对这类住宿设施拥有收益
权或合法权益，且会员凭借其度假会会籍对此类住宿设施拥有
使用权。
度假会度假酒店或度假酒店是指包含公寓的度假酒店（或度假
酒店的一部分）。
行政度假地点是度假会或开发商指定为行政度假地点的地点。
有关详情，请参见计划规则第28条。
灵活易假积分是指至尊会员可以向开发商购买的额外积分，这
类积分可以与合格积分一起用于预订酒店住宿。
灵活易假提前预订积分是指至尊会员可以向开发商购买的额外
积分，这类积分可以与合格积分一起用于预订酒店住宿。
会员是指已获得会员积分以及所定义的会员资格或所有权的人
士。
至尊会员是指拥有产品披露声明中定义的至尊会员积分的会
员。
合格的至尊会员是指拥有合格积分的会员。
合格积分是指直接向开发商购买的至尊会员积分。非合格积分
将无法用于兑换开发商权益。
RCI是指Resort Condominiums International。
^此权益仅在温德姆亚洲度假会度假酒店和酒店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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