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养生旅游是指以养生为主要需求动机的空间移动活动所引起的各种关系和现象的总和，

是一种融合了传统养生观和现代休闲观的旅游活动。它具有所有旅游活动的共性，即

异地性、暂时性和综合性；它具有不同于其他旅游活动的个性一一养生性，即养生为

其第一目的性；特别注重传统养生观和现代休闲观的融合。

旅游活动是寻求审美和愉悦的体验。旅游活动的食、住、行、游、购、娱，与正常工

作生活可能有所区别：吃要有风味、住要有特色、行要舒适，游要美妙，娱乐要新奇，

而购物是一种物化这种体验的手段，是旅游过程中感受的延长]。养生旅游，是一种深

度健康体验，通过将养生健康的旅游产品演化成某一生活方式的象征甚至是一种身份、

地位识别的标志，从而建立稳定的消费群体。

养生旅游与旅游养生

养生旅游其第一目的性是养生，但作为一种旅游活动，它没有排除其娱乐、休闲、求知等其他

目的性。可以说，养生旅游的主题是养生，传统养生观和现代休闲观会始终贯穿整个旅游活动。

利用旅游活动来调节心态，解郁强身，可称为旅游养生。旅游的形式有多种多样，比如：探亲

旅行、商务旅行、修学旅行、考察旅行以及大量其他的旅游活动，这些旅游活动都含有直接或

间接促进身心健康、修身养性的因素。因此，养生旅游突出以养生为主题的旅游形式，旅游养

生突出旅游活动的养生功能。

专家认为健康旅游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一切有益于现代人消除第三状态(亚健康状态)、增进

身心健康的旅游活动都可归入健康旅游；将健康旅游为在旅游过程中能够提高和改善旅游者身

体健康状况的旅游活动。养生旅游和健康旅游的目的具有很大的相似性，即都是出于健康的动

机，简言之，养生旅游是一种突出养生特色的健康旅游。

一带一路思路养生旅游是针对当市场对养生及高素质深度旅游计划，深度旅游融入以

自然医学为基本养生理念，让大家能在欢度旅游时享受美景时，同时提升个人的健康，

以达身心灵平衡的最佳健康状态，进而架建一个健康养生文化的基础。

参加丝路养生旅游，是迈向健康生活的第一步。

特色及亮点
 旅游即养生，舒适的旅游行程及活动，无压力轻松的节奏下进行。

 养生旅游选择在世界旅游杂志选定为世界最宜养老的城市-马来西亚霹雳州的怡

保。（附件），优质环境，感受无限的优雅生活。

 入住世界级度假村-Haven Resort怡保曦云轩。（附件）

 全程活动由专业养生及保健专家规划，陪同及服务，提供最高标准的养生保健

服务。



 活动导入系统化自然医学养生理念，文化，及最新保健科技，以达最佳养生保

健的效果。

 提供最新养生保健管理，健康养生文化及理念，奠定养生长寿及基础。

 包含世界专利 BGS癌症风险检测，了解未来身体未来 5 年内罹患 8 种癌症的风

险，提前掌握，及时进行必要的防范及治疗，确保癌症不会来。

养生旅游内容及活动
 世界专利 RNA 基因癌症风险检测。

 每日量子保健检测

 健康管理系统导入

 每日 3 个时段的保健讲座及交流

o 认识人体机能

o 养生：身心灵的平衡发展

及维护

o 健康饮食及均衡营养

o 健康养生起居

o 养生生活文化

o 认识慢性疾病 –预防及康

复

 糖尿病

 高血压血脂

 癌症

 疼风

o 良好居住环境

 电子（尘）污染

 水与健康

 空气与健康

o 心理，心灵与文化

o 健康养生 DIY
 动一动好健康

 保健操

 每日三餐由专家调配养生套餐，提倡健康保健饮食

 旅游养生 -户外旅游活动

o 凯里古堡

o 三宝洞

o 霹雳洞

o 极乐洞

o 近打湿地公园

o 二奶巷

o 怡保旧街场

o 打扪温泉

o

养生旅游活动规划架构

1. 晨起锻炼

2. 营养早餐

3. 健康检测

4. 健康管理

5. 健康教育

6. 健康饮食

7. 养生生活

8. 养生 DIY

9. 疾病预防

10.健康还原



曦云轩于马来西亚霹雳州怡保的曦云轩（The Haven）被石灰岩山峰环绕，山明水秀，清幽静

谧，为住客提供私密空间的居家生活。距离怡保市区只有十五分钟车程的曦云轩，提供全年无

休的穿梭巴士服务。曦云轩不仅地理位置优越，环境更是美不胜收，在大自然地环绕之下，让

住客远离尘嚣，与家人朋友一同共享这片宁静与舒适的环境。

曦云轩居中一湾碧绿的湖水，湖中竖立着一块据说拥有两亿八千万年历史的巨大奇岩，这份来

自大自然的礼物，其壮丽的身躯倒映在水中，仿佛一名壮士默默守护着曦云轩。曦云轩独有的

山水风景，肯定让您有神驰物外的感觉。

曦云轩不仅有 5 星级风景，连服务人员的服务态度也值 5 颗星！当您抵达㬢云轩时，就能获

得酒店独家炮制的”Haven’s All Natural”全天然养生迎宾饮料，欢迎您投入大自然的奢华享受。

曦云轩除了是游客追求大自然环境的首选度假村，同时也拥有马来西亚国内最完善的会议与宴

会场地，是主办研讨会、举办婚礼、各式庆典与其他私人聚会的不二之选。现在，就让小编带

您走一趟曦云轩的 5 星级设备享受！

曦云轩提倡绿色健康生活，特意设计了 60 米长的海马形无边泳池，依着天然湖泊而建，五合

一功能包括：按摩、嬉水池、健身池与儿童泳池，是住客最喜欢的设备，在其中畅游仿佛置身

湖中。泳池内设有温泉按摩椅，让泳客释放游泳后的疲劳；600 米的缓跑径是环湖而建，跑道

两旁青翠苍郁，让您呼吸大自然的新鲜空气又能欣赏丛林风光。

除此之外，也能到㬢云轩其他运动设施包括：室内和室外儿童游乐空间、设备齐全的健身房、

会所内的壁球场、羽毛球场、乒乓球室尽情地挥洒汗水。另外，曦云轩还有两家供应当地、亚

洲菜肴、西餐、地中海美食的餐厅与湖畔酒吧。除了运动与美食，这里也有露天剧场，住客可

在这里吃喝玩乐，设备一应俱全，享受悠闲且高素质的生活体验。

曦云轩服务人员也会精心设计各式不同程度的个人或团体活动，从户外探险到室内专题课程，

绝对能让住客留下深刻且美丽的回忆。

㬢云轩豪华酒店由 150 间套房组成，提供不同大小的套房，让住客以人数选择套房大小；除

此之外，贴心的曦云轩也为情侣们设立卧室公寓，大型套房拥有三个卧室，可容纳 6 位成人，

舒适的空间让您和家人享受家庭乐。精心设计的宽敞套房，为您体现舒适的起居环境，欣赏壮

观的自然景色。无论是休闲或娱乐，㬢云轩都能满足一家大小男女老幼的需求，让住客享有天

伦之乐，共度美好时光。

The Haven Resort Ipoh是由 The Haven Premier管理，拥有世界级的标准，放眼未来成为酒店业

国际品牌。国际顶极奢华的休闲享受，也能在本地寻觅，投入大自然的怀抱近在咫尺，现在就

马上行动预订！㬢云轩，您身心灵的栖身之地













马来西亚霹雳州怡保

怡保是隶属于怡保市政厅。其面积为 643 平方千米，人口于 2010 年为 737,861。
怡保大都会区是马来西亚国内仅次于吉隆坡（巴生谷）、槟城（大槟城）、

新山（新山都市圈）后的第四大都市人口聚集地。怡保因四周被岩石山岭环

抱，故有“山城”之称；也因怡保曾是马来西亚主要产锡矿的地方因此也被

称作“锡都”。

怡保也被孤独星球选为 2016 年亚洲最佳旅游目的地之一，并为马来西亚唯一一个入选的城市，

位于第六名。怡保也是国内最干净的城市之一。

怡保位于盛产锡米的近打河流域。怡保在 1920至 1930 年代，急速发展成一个采矿城镇，是

当时马来联邦第二大城市。但在 1970 年代，随着锡价的下降和矿场的关闭，怡保的发展停滞

不前。



http://www.sinchew.com.my/node/1704825
全球退休宜居地，怡保具第六

根据最新的全球退休指数，大马为全球第六佳退休宜居地，日本

的长居基金会，

从 2006 年开始，连续 11 年将大马视为最受日本人属意的长期居

住地。

根据最新的全球退休指数，大马为全球第六佳退休宜居地，日本

的长居基金会，从 2006 年

开始，连续 11 年将大马视为最受日本人属意的长期居住地。当人口老化逐渐增加，老

年人对退休村的需求将相应增长，接下来 3 年，在 10 个大马人中，其中一个的年龄将

达 60 岁或更高。在 2040 年之前，预测在每 5 人中，其中一个的年龄将达 60 岁，这个

国家将成为老龄社会。根据 2017 年投资海外退休指数，退休人士在全球物色最佳黄金

岁月居住地，主要基于这些因素为考量：生活费、犯罪率偏低、社区安全、环境素质

佳、英语流通国家、医药保健、基本

设施、产业的可负担性、休闲设施、

住民的选项与征税率。

在马来西亚，外国投资者属意产业的

城市分别有槟城乔治市、首都吉隆坡、

霹雳怡保及沙巴亚庇、投资者分别来

自香港、加拿大及日本。邻国新加坡

投资者，选择柔佛依斯干达经济走廊，

主要是靠近家园，而且产业价格在他

们负担能力范围内。

文章来源：

星洲日报‧投资致富‧产业传真‧2017.11.26

大馬小桂林 回到 1960 年代 怡保天賜良「源」美食多

https://news.mingpao.com/pns/dailynews/web_tc/article/20171115/s00005/1510683311703

http://www.sinchew.com.my/node/1704825
https://news.mingpao.com/pns/dailynews/web_tc/article/20171115/s00005/1510683311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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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液基因特征（BGS）是一项新的个性化评估医

疗测试，利用血液中的循环 RNA 来评估个体当前

面临的一系列疾病（包括 8 种常见癌症，炎症性

肠病（IBS）和骨关节炎）的风险。 BGS 仅使用

金标准和 FDA 批准的试剂和仪器来确保结果的质

量。

GeneNews Diagnostics 通过使用分子诊断技术

致力于个性化医疗保健，以实现疾病的早期诊断

和治疗。针对个性化医疗保健的方法是针对 RNA

生物标记物，因为 RNA 是动态分子。 通常，由

于损伤或疾病而发生的变化会引起循环血细胞内

循环 RNA 的微妙变化。 然后在含有约 55,000 个

探针组的稳健微阵列芯片上检查这些循环 RNA 的

表达。BGS 血液基因特征，是一前哨原理为基础，

执行少量血液就可检测出严重疾病的状态。

Genenews 目前利用这基因技术与癌症，发炎，

大肠及关节疾病。

前哨原理
在二十世纪

九十年代，公司的创始人拿督劉宗正

博士 首先提出了哨兵原则®，这是一

种用血液鉴定身体状态生物标志物的

新方法。 这种独特的血液生物标志

物方法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进行了修改

和完善，但是基于科学观察，即循环

血液以可探测的方式反映了整个身体

内发生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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