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澳洲墨爾本世界年會幸福團
(5/26-6/5), 共11日

主辦：幸福團領隊林口幸福社 CP. Roger
協辦：Holiday XP 旅行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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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尼日惹地帶研習會 (1129-1204)
• 2019 德國漢堡世界年會 (0526-0608)
• 2019 緬甸仰光3490地區WCS團 (1120-1124)
• 2019 馬尼拉地帶研習會 (1128-1202)
• 2022 阿布達比地帶研習會 (阿布達比, 1201-1208)
• 2023 澳洲墨爾本世界年會 11天 (0526-0605,計畫執行中)

歷年扶輪幸福團出團紀錄



行程3大特色
1. 從開幕到閉幕，全程都參加的正港扶輪世界年

會團。Roger提供有梗即席翻譯，保證聽懂

2. 全程不換飯店，確保您輕鬆且深度地旅遊澳洲
墨爾本

3. 旅遊全程由當地導遊原汁原味解說，邊玩還可
以邊學當地文化政治經濟歷史及生活用語



航班資訊 (晚去早歸)

日期 出發地 目的地
出發
時間

抵達
時間

飛行
時間

班機

5/26 (五) 台北 TPE 香港 HKG 2115 2305 1h50m 國泰 CX479

5/27 (六) 香港 HKG 墨爾本MEL 0020 1115 8h55m 國泰 CX105

6/4 (日) 墨爾本MEL 香港 HKG 2350 0655+1 9h5m 國泰 CX178

6/5 (一) 香港 HKG 台北 TPE 0800 0955 1h55m 國泰 CX488



日期 行程內容

Day 1
5/26(五)

晚上6:30在桃園機場第一航廈集合, 搭乘國泰 CX479班機經香港飛
墨爾本

Day 2
5/27(六) 中午左右抵達墨爾本. 下午半日市區觀光 (尤里卡大樓)

Day 3
5/28(日)

整天都在世界年會會場。除了參加開幕式，還可以逛逛友誼之家，
跟來自全世界的社友交朋友

Day 4
5/29(一)

上午進會場聽演講。下午半日市區觀光(維多利亞市場+墨爾本舊監
獄)

Day 5
5/30(二) 疏芬山淘金鎮一日遊

Day 6
5/31(三) 上午參觀維多利亞國家美術館, 下午參加大會閉幕典禮

2023墨爾本世界年會幸福團行程表



日期 行程內容

Day 7
6/1(四)

野生動物之旅 -菲利普島一日遊

Day 8
6/2(五) 全天墨爾本市區觀光

Day 9
6/3(六)

古董火車+亞拉河谷美酒美食一日遊

Day 10
6/4(日)

中午checkout. 下午市區觀光(佛林德茲街車站+聖保羅大教堂+聯邦廣
場+塗鴉街) ；晚餐後，搭機回台

Day 11
6/5(一)

預計當天早上9點55分抵達桃園機場, 結束愉快的11天世界年會幸福
團行程。下午上班繼續………拚經濟

2023墨爾本世界年會幸福團行程表



天數 日期 早餐 午餐 晚餐 住宿

第一天 5/26(五) N/A N/A N/A 飛機上

第二天 5/27(六) N/A 澳洲風味餐 西式自助餐 Crown Metropol 

第三天 5/28(日) 飯店享用 韓式料理 總監之夜 Crown Metropol 

第四天 5/29(一) 飯店享用 美式快餐 日本料理 Crown Metropol 

第五天 5/30(二) 飯店享用 泰式料理 中式桌菜 Crown Metropol 

第六天 5/31(三) 飯店享用 韓式料理 當地風味餐 Crown Metropol 

第七天 6/1(四) 飯店享用 自助餐 中式桌菜 Crown Metropol 

第八天 6/2(五) 飯店享用 風味餐 韓式料理 Crown Metropol 

第九天 6/3(六) 飯店享用 美式快餐 日本料理 Crown Metropol 

第十天 6/4(六) 飯店享用 當地風味餐 總匯自助餐 飛機上

第十一天 6/5(六) 飛機餐 N/A N/A 溫暖的家

出來玩，吃住最重要 (暫定)



住宿 Crown Metropol Melbourne- 五星級



5/26(五) 市區觀光:尤里卡大樓

• 尤里卡大樓是一幢樓高297.3公尺
的摩天大樓，位於澳洲墨爾本南
岸。大樓於2002年10月11日正式
開幕。發展商為尤里卡大樓集團
有限公司。若以最高使用樓層高
度計算，尤里卡大樓是澳洲第二
高樓

• 佛林德茲街車站是澳大利亞城市
墨爾本的一座火車站，是墨爾本
都市區交通網最繁忙的車站，也
是澳大利亞最繁忙的車站



5/27 (六)疏芬山淘金鎮一日遊

1850年代時，在澳洲的巴拉瑞特
區域發現大量黃金，吸引了大批
淘金客來這邊一圓黃金夢。疏芬
山就是當年淘金熱的熱門地點之
一，現在成為該地區有名的淘金
主題園區，重現當年淘金盛況以
及讓遊客體驗、認識淘金歷史。
在疏芬山淘金鎮，除了熱鬧有趣
的園區之外，也有黃金博物館可
以參觀。



5/28(日)墨爾本世界年會

•會場: Melbourne Convention 
and Exhibition Centre

• 在友誼之家，你可以：

• 擴展您的全球人道主義者和行動者網絡

• 分享來自世界各地的服務項目和社務工作的最
佳實踐

• 從 Rotary 授權供應商購買扶輪商品

• 享受當地的娛樂、美食和特別活動

• 認識國際扶輪社工作人員，他們將為計劃和服
務提供更新、支持和指導

• 報名參加在新加坡舉行的 2024 年國際年會



5/29(一)市區觀光:維多利亞市場

維多利亞市場位於澳洲的墨爾
本市維多利亞街及伊麗莎白街
交界，佔地約7公頃，為南半
球最大規模的露天市場，全球
第三大規模的露天市場，亦是
世界上著名旅遊景點之一。市
場由1878年起開始運作至今，
是唯一現存在墨爾本市中心內
的19世紀市場，主要提供海鮮、
肉類、蔬菜、生果等新鮮食品



5/29(一)市區觀光: 墨爾本舊監獄

• 最可怕的懲罰—沉默管制

• 墨爾本舊監獄被認為是當時
最先進的監獄之一，而裡面
最特別的管理是沉默管制，
所有被關在這個監獄的囚犯
都不能與其他人交談，一天
有23個小時會被關在幽暗的
牢房，經過特別設計的牢房
和鋪在地板上用來減弱腳步
聲的墊子讓囚犯的孤獨感更
加強烈。



5/30(二) 菲利普島一日遊

菲利普島位於墨爾本東南124公
里海上，為天然保護區域，亦
是神仙企鵝的棲息地，在這可
以看到企鵝歸巢的世界奇觀，
故又稱「企鵝島」。建議可早
上睡到飽，下午至Maru野生動
物園看盡澳洲特有野生動物，
如：澳洲丁狗（Dingoes）、鴯
鶓（Emus）、袋熊
（Wombats）、塔斯馬尼亞惡
魔、無尾熊、羊駝等，也可自
費親手餵食小袋鼠喔！



5/31(三) 維多利亞國家美術館+閉幕典禮

• National Gallery of Victoria(NGV) 是
一座位於澳洲墨爾本的公立美術
館，成立於1861年，是澳洲第一
座公立美術館，也是澳洲規模最
大、參觀人數最多，也最古老的
美術館。

• 閉幕典禮：在大會的閉幕典禮上
我們將看到下一屆的RI社長，以及
介紹明年度的扶輪年度主題



6/1(四):古董火車+亞拉河谷美酒美食一日遊

• 搭乘30分鐘的蒸汽火車，經過老棧
橋，享受大自然芬多精的韻味，讓
你遠離都市塵囂，讓繁忙的腳步可
以有一個喘息的空間。沐浴在天然
的丹頓農山脈（Dandenong range）
森林浴中，綠意盎然的景觀，美麗
的景緻都深深烙印在腦海中。

• 亞拉河谷（Yarra Valley），是熱門
的酒莊景點。散落於亞拉河谷旁兩
側的酒莊，每家各有不同代表作。
想要完整品嚐知名酒莊釀的酒，那
就不可錯過墨爾本酒莊行程。



6/2(五):佛林德茲街車站+聖保羅大教堂+聯
邦廣場+塗鴉街
• 弗林德斯火車站建立於1905年，是墨爾本
最古老的火車站，同時也是火車總站，所
以人流和車流量都非常大。

• 教堂建立於十七世紀80年代，是個由英國
著名建築師一手打造的哥德式風格建築，
上方有三個高聳尖塔看起來非常搶眼。

• 廣場上外表呈現不規則菱格紋的建築物，
因為設計太過新穎前衛，而被當時的人們
戲稱為世界上最醜建築物

• 為什麼會形成這條塗鴉街呢？據說早期有
一位墨爾本非常著名的塗鴉大師，他在巷
子內租了間工作室，有天心血來潮就在外
牆漆上了一個塗鴉……..



團費：台幣128,000元

• 費用包含
• 經濟艙機票

• 簽證

• 保險 (500萬意外+50萬醫療)

• 當地SIM卡

• 三餐

• 車資門票司機導遊小費

• 總監之夜

• 費用不含
• 經濟艙升等費用另計

• 單人房加台幣35000元

• 個人加保的保險費

• 個人電信漫遊費用

• 自行安排的額外行程



歡迎來電洽詢細節
林口幸福社 CP Roger
手機：0955-980-647
Email: rogertung88@g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