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 印尼日惹
6B-7A-10B 地帶研討會

11/29-12/4 (共6天)

 領隊：林口幸福社 CP.Roger

 手機：0955-980-647

 瀚斯國際交流中心主辦

 中國時報旅行社協辦

Roger陪您趴趴走

確保旅行CP值



有關印尼日惹

印尼國旗

印尼國徽

• 印尼約由17,508個島嶼組成，是世界上最大的

群島國家，疆域橫跨亞洲及大洋洲，別稱”萬
島之國”。人口超過2.65億，為世界上人口第
四多的國家。

• 日惹是爪哇島上最古老的城市之一，曾為日惹
蘇丹國首都，在1945～1949年的獨立戰爭中曾

作為印度尼西亞的首都。目前日惹是印尼最重
要的大學城和爪哇文化藝術中心。周邊多古蹟，
著名的有婆羅浮屠。

• 由於日惹鄰近著名世界文化遺產婆羅浮屠和普
蘭巴南，以及日惹市內擁有曾為日惹蘇丹家族
主宮的日惹王宮，使得日惹成為印度尼西亞重
要的旅遊勝地。大多數遊客以日惹作為住宿地
點，拜訪婆羅浮屠和普蘭巴南。



Rotary Zones (扶輪地帶)

Zone 6B:包含新加坡, 馬來西亞, 
孟加拉, 巴基斯坦, 泰國等五個國
家共10個地區

Zone 7A:涵蓋範圍是菲律賓的10個
地區

Zone 10B:包含台灣12個地區及
D3450(香港,澳門,蒙古) 共13個地
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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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帶研討會的目的，是要讓亞

洲各地區下一屆的扶輪領導人，
及熱心扶輪的領導人們在亞洲
有個互相交流的機會。每年都

會換地點舉行。去年在台灣圓
山飯店，今年在印尼日惹

網路上目前已經有640位亞洲各
國的扶輪領導人報名參加。台
灣的12個地區已經有218位扶輪
人參加。並且還有許多扶輪領

導人來自新加坡，泰國，菲律
賓等國家(9/21,2018)



1.深度旅遊印尼日惹，在當地堅持不換飯店，
讓您充分享受類似自由行的旅行樂趣

2.協助註冊地帶研討會。開幕式及閉幕式進行
期間，Roger全程協助中文翻譯，讓與會社友
更了解研討會的內容及議題

3.僱用當地導遊來安排全部的旅遊行程，並且
適時提供中文翻譯，讓大家更了解印尼的歷
史與文化，讓您感受到終生學習的充實感！

4.地帶研討會的參與人員大多來自亞洲各國的
扶輪領導人。有機會拓展在地人脈

幸福團行程四大特色



印尼日惹6B-7A-10B地帶研討會 參考行程

天數 日期 行程

第一天 11月29日(四) 上午6:30桃園國際機場第一航廈集合，搭乘中華
航空CI761班機，經雅加達轉機(GA258)。將幫大
家安排4小時雅加達觀光行程。預計晚上21:30抵
達日惹；入住日惹五星級飯店

第二天 11月30日(五) 上午參觀歷史文化博物館；下午參加地帶研討會
開幕式並與來自各國的扶輪先進聯誼交流；晚上
參加大會歡迎晚宴。

第三天 12月1日(六) 莫拉比火山吉普車之旅、懸崖日落美景、普蘭巴
南廟。晚餐後欣賞傳統舞蹈秀

第四天 12月2日(日) 塔曼水宮、日惹王宮；下午參加地帶研討會閉幕
式；晚上參加總監之夜歡聚

第五天 12月3日(一) 漂漂河、傳統市場、婆羅浮圖佛塔、麝香咖啡

第六天 12月4日(二) 用完早餐之後，搭車前往機場，接著搭乘印尼鷹
航及華航班機回台灣。預計在晚上9點抵達桃園國
際機場。



航班資訊

日期 出發地 目的地
出發
時間

抵達
時間

飛行
時間

班機

11/29
台北
TPE

雅加達
CGK

0905 1330 5h25m
中華航空

CI761

11/29
雅加達
CGK

日惹
JOG

2005 2130 1h25m
印尼鷹航

GA258

12/4
日惹
JOG

雅加達
CGK

1005 1125 1h20m
印尼鷹航

GA205

12/4
雅加達
CGK

台北
TPE

1430 2055 5h25m
中華航空

CI762



每人團費台幣45,000元(經濟艙)
(豪經艙另外報價)

費用包含：
來回機票、機場稅、簽證、飯店住宿、
旅途所有行程交通及門票、保險、
WIFI分享器租用、三餐。

費用不含：
研討會註冊費(320美金)、飯店小費、
個人花費、當地司機導遊小費。



日惹鳳凰飯店 (The Phoenix Hotel)
(五星級目前僅供參考用)



三餐安排

•早餐在飯店內享用
•午餐盡量安排在景點
附近的餐廳，以在地
美食及方便抵達為主
•晚餐會安排比較好的
餐廳，讓大家喝喝酒
放鬆心情，盡量也是
以在地美食為主



11/30 Ullen Sentalu museum 歷史文化博物館

位於中爪哇西南，由回教蘇丹王哈曼庫布
渥諾一世所建。1946~1949年印尼獨立戰

爭時曾以此古都為臨時首都，也是古代爪
哇文化的發祥地、人文薈萃之地及佛教、
印度教發展重鎮，目前仍保有許多文化遺
跡。

印尼獨立當時，荷蘭人曾進軍佔領日惹，
愛國的蘇丹9世王將自己鎖在王宮內，聲

言與印尼共存亡，並以王宮為游擊隊連絡
站(當時游擊隊被逼至城外)。在印尼人心

中蘇丹王有如神祇，荷蘭人怕引起百萬日
惹人的憤怒，終於放棄對印尼的殖民政策。

蘇丹王的英勇獲得全印尼人的尊敬，今日
的日惹更深以王室為榮，雖然如今政權已
不再由蘇丹王執掌，但為了感念蘇丹王

的協助，印尼建國後仍保留日惹為半自治
區。



12/1 Merapi Lava Tour 莫拉比火山吉普車之旅

沿着卡里河
（Kali Kuning）

開着我們的吉普
車。試着從另一
個角度看莫拉比
火山。



12/1 Breksi Clift sunset 懸崖日落美景



12/1 Prambanan 印度教普蘭巴南廟

建於9世紀，幾與婆羅

浮圖同時，在日惹東北
16公里，印尼最大印度

教寺廟群。寺內共三座
塔，分祭梵天、濕婆、
痞濕奴。



12/1 Dinner@Ramayana Ballet 傳統舞蹈秀



12/2 Taman Sari 塔曼水宮

在王宮南面。1758
年完工，是前蘇丹
王室別墅，內有三
大水池，另有一女
池，四周築有高牆。



12/2 Keraton日惹王宮

日惹王宮是印度尼西亞日惹市的
一處王宮。該王宮曾是日惹蘇丹
家族的主宮，如今作為蘇丹家族
的起居場所以及包含博物館的爪
哇族人的文化中心。



12/3 Body Rafting Kali suci (漂漂河)



12/3 Malioboro Market (傳統市場) 



12/3 Borobudur婆羅浮圖佛塔

西元8~9世紀印尼馬蘭王朝全盛期所
建，歷時100年完成，後因地震活埋
了1千年，19世紀80年代才被考古學
家發現從火山灰中挖掘出來。它位
在日惹西北方40公里，與萬里長城
，金字塔並列世界七大奇蹟。
Borobudur意為[丘陵上的大寺院]共
五層高台，基部方圓120平方公尺，
高42公尺，再上為三座平台，最頂
端的圓台中央是一座最大的鐘型佛
塔，72個小佛塔圍繞著它。塔壁上
精美的雕刻讓它在佛教藝術史上佔
有重要地位。



12/3 Luwak coffee Borobudur 麝香咖啡

麝香咖啡是全世界最貴的咖
啡, 製程方法是讓麝香貓吃下
咖啡果實之後, 在半消化的情
況下，讓麝香貓排便出來。

這種半消化的咖啡豆，蛋白
質結構因麝香貓體內的消化

酵素而改變，能去除一些酸
味，使得製成的咖啡更順口
好喝。



•2012 泰國曼谷世界年會 (0505-0511)
•2015 巴西聖保羅世界年會 (0602-0614)
•2016 韓國首爾世界年會 (0526-0530)
•2017 美國亞特蘭大世界年會 (0609-0620)
•2017 柬埔寨金邊3490地區WCS團 (1114-1119)
•2018 加拿大多倫多世界年會 (0619-0630)
•2018 印尼日惹地帶研討會(計畫執行中)
•2018 印度WCS團(12/13-12/20 計畫執行中)
•2019 德國漢堡世界年會(0525-0606 計畫執行中)

歷年幸福團出團紀錄
(幸福領隊 CP.Roger)



幸福領隊Roger的Line

LineID: rogertung8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