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巴西世界年會幸福團 
聖保羅+紐約+華盛頓,13天,6/2-6/14,2015 

12月 15日前報名，團費：台幣 15.5萬元整 
費用包含: 來回機票、機場稅、飯店住宿含早餐、旅途所有行程、森巴嘉年華會、 

RI 社長(Gary Huang)午餐會、3490 地區總監歡迎餐會、簽證、保險等 

費用不含: 世界年會報名費(美金 325 元)、午晚餐、特定門票、飯店小費等  

五 大 行 程 特 色 
 體驗感動--親自體驗在國外，大家一起升國旗、唱國歌的感動。歌手江蕙也將在開幕式中，

帶領大家齊唱”這是咱的扶輪社”，場面一定相當感人。錯過這次，請再等 109年。 

 深度旅遊--深度旅遊聖保羅、紐約、華盛頓三大國際城市，包車集體出遊為主要進行方式，

在聖保羅、紐約兩地各安排一日搭乘地鐵深度旅遊 

 充分放鬆--住宿 4星級飯店含早餐，有充分時間游泳健身，堅持在聖保羅不換飯店 

 巴西美女--搭配當地英文導遊(巴西出美女)，Roger提供中文解說，讓大家充分了解聖保羅

當地風俗民情及飲食文化等。紐約及華盛頓將安排中文導遊 

 團費超省—除了午餐、晚餐及小費不含外，其他所有費用皆已包含在內。餐費由大家共同分

攤比較有機會享受到當地特色美食小吃，而非餐餐中式團餐 

 

第一天 (6/2,星期二)：台北 / 東京 / 紐約 

 早上 9:00 桃園國際機場集合，請所有團員自行前往第二航廈達美航空報到櫃檯 

 搭乘達美航空 DL172 班機，早上 11:00 出發，當天下午 3:00 抵達日本東京機場轉機(3hr) 

 搭乘達美航空 DL172 班機，下午 4:55 出發，當天下午 4:45 抵達美國紐約機場轉機(13hr) 

 搭乘達美航空 DL471 班機，晚上 8:00 出發，隔天(6/3)早上 7:05 抵達巴西聖保羅機場(10hr) 

 

第二天 (6/3,星期三)：紐約 / 聖保羅 / 市區觀光 

 早上 7:05 抵達巴西聖保羅機場，安排半天聖保羅市區觀光，

導遊也會在車上介紹當地必看景點，供大家參考。 

 午餐後，直接到飯店 check in 休息。休息過後團員自行享受

飯店設施 

 晚上 7:00 集合用餐，Roger 向大家報告當地飯店建議的餐廳

及在地美食，供大家日後參考 

 餐後如果氣氛融洽，可以到附近 Pub 續攤 

 

第三天 (6/4,星期四)：安排當地美女導遊，帶領大家乘坐地鐵市區觀

光一日遊+Night Club 體驗 

 在飯店用完早餐及飯店設施後集合出發，由當地美女導遊，

帶領大家乘坐地鐵市區觀光 



 建議行程: 可參觀足球博物館、聖保羅宗教博物館、市中心百貨商店街、聖路易斯歷史中心、

聖保羅大主教堂、拉美紀念館等等 

 晚餐+Night Club 體驗後，團員坐地鐵回飯店後，自由活動 

 

第四天 (6/5,星期五)：坐巴士前往聖保羅郊區海灘一日遊 

 在飯店用完早餐及飯店設施後集合出發，乘坐巴士前往

聖保羅郊區海岸城市 Santos 觀光，距離 80KM 

 19 世紀外來人口移民到聖保羅種咖啡豆主要由 Santos 上

岸。因此，這裡就是巴西咖啡行銷世界的集散地 

 坐渡輪到對岸 Guaruja 回看 Santos，風景更迷人 

 晚餐在當地知名海鮮餐廳用餐，品嚐當地海產 

 

第五天 (6/6,星期六)：巴西世界年會+各國文化館+森巴嘉年華晚會 

 在飯店用完早餐後，8 點集合出發，乘坐巴士前往年會會場 

 早上參加年會開幕式，中午午餐自理，下午逛各國文化館，並自行找時間地點休息。晚餐集

體用餐後，參加國際扶輪特別準備的森巴嘉年華晚會。會後乘坐巴士回飯店。 

 

第六天 (6/7,星期日)： Gary 黃其光社長午餐會+市區景點半日遊+總監之夜晚宴 

 在飯店用完早餐後，10 點集合出發乘坐地鐵前往會場參加 Gary 黃其光社長午餐會 

 午餐會後巴士帶大家到聖保羅市區景點觀光 

 團員將與 3490 地區的大家長 DG. Ortho 共進晚餐，再次體驗台灣人力挺巴西年會的熱情 

 會後乘坐巴士回飯店。 

 

第七天 (6/8,星期一)：市區觀光、購買巴西當地名產、飛美國紐約 

 在飯店用完早餐及飯店設施後，12 點集合 check out 飯店，乘坐巴士到市區大型量販店解決

午餐、進行瘋狂血拼、並購買巴西當地名產及紀念品，逛累了團員可以集合一起下午茶時光，

品嚐巴西咖啡的無窮魅力 

 下午 5:30 左右抵達聖保羅機場辦理登機手續，晚餐在機場自理 

 搭乘達美航空 DL472 班機，晚上 9:20 起飛，隔天早上 6:25 抵達美國紐約機場(10hr) 

 

第八天 (6/9,星期二)：費城+華盛頓 

 早上 6:25 抵達紐約機場 

 紐約接機後，我們將作簡單市區導覽後，直接驅車前往華盛頓，中

途可經過歷史名城費城遊覽參觀：首先前往國家獨立歷史公園

（Independence Mall State Park）。沿著鵝卵石鋪就的街道前行，寂寂的

自由鐘矗立在剛經修葺的自由鐘中心，雖無聲卻仿佛歷史的鐘聲縈

繞於耳。穿過年代久遠的獨立廳，瞻仰一下國會廳，這兒見證了現

代民主的建立，《獨立宣言》和《憲法》的誕生。完成會後送您前往

華盛頓酒店入住。 

 

  



第九天 (6/10,星期三)：華盛頓 

 早餐後，今日將帶您深度瞭解華盛頓，我們將去遊

玩白宮（外觀），國會山莊，華盛頓紀念碑、越南

戰爭陣亡將士紀念碑、朝鮮陣亡將士紀念碑、林肯

紀念堂和傑佛遜紀念堂、美國航太航太博物館、自

然歷史博物館等每個景點細細的品味後，送您前往

晚餐用餐點，完成行程。 

 備註：國會若遇重大會議將不對外開放。 

 

第十天 (6/11,星期四)：華盛頓-巴爾的摩-紐約 

 酒店接應後，帶您前往有“不朽城”之稱的巴爾的摩遊覽:

芒特弗農廣場上高聳著華盛頓紀念碑，其南不遠是美國最

早的天主教大教堂，市中心的戰爭紀念碑為紀念 1812 年至

1814 年第二次英､美戰爭期間犧牲的巴爾的摩民兵而建，戰

爭紀念碑西有“愛倫坡故居” 

 然後前往內港遊覽區;由著名美籍華人建築大師貝聿銘設計

的世界貿易中心大廈矗立在內港旁，水面則是遊艇､帆船和

腳踏船的世界，3 號碼頭上一棟頂部成玻璃金字塔狀的新奇建築，格外引人注目，它就是巴

市第一名勝——國家水族館。水族館對面停泊著一艘三桅戰艦“星座號”。 充分遊覽後帶

您返回紐約的用餐地點，完成行程。 

 

第十一天 (6/12,星期五)：紐約地鐵一日遊 

 在飯店用完早餐後，9 點集合出發，乘坐地鐵展開紐約一日遊 

 可參觀時代廣場、自由女神像、中央公園、帝國大廈、布魯克林橋、第五大道等 

 晚餐後乘坐地鐵回飯店，自由活動(可使用飯店設施，亦可小酌搏感情) 

 

第十二天 (6/13,星期六)：準備回台灣囉！ 

 在飯店用完早餐後，8 點集合 check out 

 搭乘達美航空 DL473 班機，早上 11:45 起飛，隔天下午 3:00 抵達日本東京機場轉機(14hr) 

 

第十三天 (6/14,星期日)：抵達台灣溫暖的家 

 搭乘達美航空 DL473 班機，下午 6:15 起飛，當天晚上 9:25 抵達桃園國際機場(3hr)，結束 13

天巴西世界年會幸福之旅 

報名請洽：林口幸福扶輪社 CP. Roger, 董金偉  

0955-980-647 / Line: rogertung88  

          

  



聖保羅飯店：Hb Hotels Ninety 

 

 

 

 

 

 

 

 

華盛頓飯店：Courtyard By Marriott Washington D.C. Northwest Hotel 

 

紐約飯店：Sheraton Meadowlands Hotel and Conference Center 

  



聖保羅景點 
 

聖路易斯歷史中心介紹  

在由葡萄牙人統治前，聖路易斯係由法國人建城，然後被荷蘭人佔

領，17世紀起的歷史建築物，幾乎全都保存完善，包括數量驚人

的二層樓宇、王宮，且教堂仍維持原始建築，使得城市本身即成為

一座名副其實的露天殖民時期博物館。 聖路易斯的歷史中心，除

了已被列為國家一級古蹟接受保護，同時也被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

織的世界遺產名單中。  

歷史中心的街道狹窄，分割成像棋盤似的，一小格一小格。 多數建築都不高，牆上鋪設有隔熱作用

的手繪瓷磚，幫助維持室內舒適的溫度。 正是這些瓷磚讓聖路易斯亦有“瓷市”之稱。 

 

聖保羅大主教堂介紹 

聖保羅市中心的大主教堂是在聖市蓋起的第一座教堂，已有四百多年的歷史，

但卻到了二○○三年才算完全修建完工，在此之前教堂可以說一直都在整修

變化中。 大主教堂是全世界五座規模最大的哥德式教堂其中之一，有約二十

層樓高，裡面可容納一千人，五十扇彩色玻璃畫窗，讓自然光射進教堂內部。 

還有大主教堂裡的管風琴，是五○年代製造的，規模也是全巴西最大的，共

有一萬二千支音管。  

 

聖保羅宗教博物館介紹 

安東紐·高凡修士在一七七四年興建的路斯修道院，是聖保羅十八世紀

最重要的殖民建築物，被列為國家級古蹟接受保護。 今闢為聖保羅宗

教博物館的目的之一，便在於保護巴西最重要的宗教資產博物館藏。 

 

拉美紀念館介紹 

拉美紀念館是一處舉行演唱會、音樂表演、展覽、戲劇和特別活動的極

佳場所。 由名建築師奧斯卡?年麥爾所設計，其架構可以說是現代建築

和土木工程之間最完美的結合代表，所以也成為巴西現代建築創作的主

要像徵之一。 

 

沙角海灘介紹  

沙角海灘距市中心僅 4公里，位於聖路易斯島的北端，是熱愛陽光

和海水的朋友不能不去的地方。 海灘四周圍的風景美麗迷人，沙子

又細又白，也是聖路易斯最熱鬧的海灘之一，酒吧林立，提供現場

音樂表演和骨蝦飯及螃蟹等地方小吃。 附近亦有多家旅館酒店和黑

姬俱樂部。 

 

 

  



紐約景點 
 

時代廣場 Time Square: 白天晚上一樣亮，就算半夜 12點，人潮依舊（我是

說夏天，冬天冷死了）。一定要去感受被廣告看板包圍轟炸的震撼，有些廣告

牆是互動的，幸運的話你的臉還可以在廣告牆上出現唷！我就有遇到，超

high。 

中央公園 Central Park: 這個超級大公園當然是必訪行程，許多電影都是在

這裡取景的，夏天可以看到比基尼女孩在曬太陽，冬天可以去溜冰場溜冰，

但如果你想說走路可以走完整個公園，那就太天真了，公園總面積是 843英

畝（3.41平方公里），約長 4公里乘上寬 800公尺，需要用腳踏車代步才能

把整個公園看透透。  

帝國大廈 Empire State Building: 帝國大廈的大樓外觀，晚上看上去雖然漂亮，可是我個人覺得最

棒的是他第 102樓的觀景台，整個曼哈頓一覽無遺，而且 360度的視角，沒有任何遮蔽物，可說是大

飽眼福。 

雀兒喜市場 Chelsea Market: 這裡的商店很多元，搭配工業時代特有的紅磚建築，

更有味道。雀兒喜市場是改建於 OREO餅乾的生產工廠，進去建築物之後，很容易

可以找到海鮮餐廳，裡面有幾百隻龍蝦疊在一起，店員忙碌的把他們蒸熟，沒有加

任何調味料，只給你一盒熱奶油，吃到的是最真實的原味。他的價格和台灣進口龍

蝦比起來，簡直便宜到了極點，所以有機會一定要去吃 

布魯克林橋 Brooklyn Bridge : 布魯克林橋常常出現在電影裡面，也是紐約

著名的地標之一，大橋在 1883年完成，至今已經一百多年歷史，很難想像之

前的技術能完成這偉大的建築。這座橋非常長，共 1825公尺。此橋是連接曼

哈頓跟布魯克林的重要大橋。走在橋上你可以往海的那邊望去，會看到超迷

你的「自由女神」，要仔細看才能找到，因為太遠了，所以很渺小。 

第五大道 5th Avenue 

第五大道是許多女生的最愛，網羅世界各國的名牌在此開設旗艦店，有些店不在乎店租成本，在昂貴

的紐約有著超大的門市，彷彿是變相的廣告，給你一個良好的品牌形象，你自然會購買，而許多人會

在這裡拍照，透過社群網站免費宣傳，再好不過。 

華爾街 Wall Street 

華爾街除了有名的公牛可以和大家拍照外（超多人），還可以到 911事件發

生的雙子星大樓去看一下遺址，不過美國人已經開始重蓋這個地方。華爾街

位於曼哈頓島的最南邊，所以看夠了超級大樓後，可以到海邊呼吸新鮮空氣，

這裡也有船可以坐去看自由女神，讓走到酸痛的腳，舒服一下。   

 

自由女神像 Statue of Liberty  

女神像的鋼鐵骨架由設計巴黎鐵塔的埃菲爾設計，雕像由法國雕刻家維雷勃杜克

設計，並在巴黎完成。法國政府將這一標誌自由的紀念像，作為慶祝美國獨立 100

週年的禮物贈給美國。自從 1886年落成以來，它聳立在紐約港的入口。 

  

http://mia418.pixnet.net/album/photo/222566720
http://mia418.pixnet.net/album/photo/222355456
http://mia418.pixnet.net/album/photo/222355506
http://mia418.pixnet.net/album/photo/222355520


華盛頓、費城、巴爾的摩景點 
國家獨立歷史公園（Independence Mall State Park）。 

穿過年代久遠的獨立廳，這兒見證了現代民主的建立，《獨立宣言》和《憲法》的誕生 

 

白宮（外觀），國會山莊，華盛頓紀念碑、越南戰爭陣亡將士紀念碑、朝鮮陣亡將士紀念碑、林肯紀

念堂和傑佛遜紀念堂、美國航太航太博物館、自然歷史博物館等 

 

市中心的戰爭紀念碑為紀念 1812年至 1814年第二次英､美戰爭期間犧牲的巴爾的摩民兵而建，戰爭

紀念碑西有“愛倫坡故居” 

 

美籍華人建築大師貝聿銘設計的世界貿易中心大廈 

巴爾的摩第一名勝——國家水族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