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際扶輪 2017 年亞特蘭大國際年會 

紐約 / 亞特蘭大 / 加勒比海遊輪 / 休士頓太空中心 13 天 

 

6/07 第一天 台北 / 紐約 BR032 TPE/JFK 1910/2205 

今日帶著愉悅的心情於桃園機場集合，搭機飛往有大蘋果之稱亦為世界第一大城的—紐約，因經國際

換日線於同日抵達，出關後伴著夜色回到旅館，洗盡一身塵華，養精蓄銳為明日的遊程而準備。 

早餐：XXX  午餐：XXX  晚餐：XXX 

飯店：Doubletree NJ 或 Hilton NJ 或 Crowne Plaza NJ 或同級 

 

6/08 第二天 紐約【中央公園、洛克菲勒中心、聖派翠克大教堂、第五大道、帝國大廈、時代廣場】 

今天我們將帶大家看看在繁華的紐約市中佔地廣大遼闊的 ◆【中央公園】，暱稱為紐約的後花園，面

積廣達 843 英畝，是一塊完全人造的自然景觀。。  

 

●中央車站，與賓夕法尼亞車站同為大紐約地區重要的交通樞紐，是全世界最大的公共空間，每天列

車超過 500 個班次，進出 50~60 萬人次，是美國最繁忙、最著名的鐵路車站之一。除了建築風格採布雜

學院式，四方穩重高大的基柱，外觀猶如凱旋門令人印象深刻，候車大廳拱頂的 12 星座也同樣令人矚

目，每逢聖誕新年，星空還會有雷射音樂秀呢，此外有許多電影都在此取景，是紐約不能錯過的知名

地標。中央車站的美食街及商店街也不容小覷，提供了各國美食&商品，足夠讓人逗留一整天。  

 

之後前往可說是名門淑媛、貴族雅痞的同義字●【第五大道】，世界知名的流行地標之一。道路兩旁

聚集著高級精品名店、這裡的建築物都是紐約曼哈頓的菁華，每一個店家或大樓都以旗艦店的方式呈

現，具有指標性的效應。  

 

接著前往 20 世紀最偉大的都市計劃之一的●【洛克斐勒中心】，除了傲人的高度以外，這座由 19 棟建

築圍塑出來的活動區域，對於公共空間的運用也開啟了城市規劃的新風貌，完整的商場與辦公大樓讓

中城繼華爾街之後，成為紐約第二個市中心。而位於下層廣場上那座橫躺的金黃色神祇─希臘英雄普

羅米休斯雕塑，是洛克斐勒中心的著名標誌。 在洛克菲勒中心對面的●聖派翠克大教堂，是紐約最

大、最華麗的教堂，在一片摩天高樓的環伺下，這棟古老哥德式建築的大教堂依舊站穩在紐約最繁華

的第五大道上。  

 

傍晚登上★【帝國大廈】，是紐約的另一標誌，《西雅圖夜未眠》、《大金剛》等熱門電影都在這裡

拍攝。在這棟大樓取景的電影超過 100 部以上，它的名氣每年可以吸引將近 400 萬遊客，前來此地溫習



扣人心弦的劇情畫面。在 20 至 30 年紐約摩天大樓狂飆的時代中，一度奪下「天下第一高」的頭銜，現

在雖然已經拱手讓位，樓高達 381 公尺的身軀仍是十分耀眼奪目。 

最後來到世界馳名的●【時代廣場】，它以除夕夜新年倒數計時著稱，星光雲集的百老匯就在這裡。 

早餐：飯店內用  午餐：日式海鮮自助餐  晚餐：美式牛排餐 

飯店：Doubletree NJ 或 Hilton NJ 或 Crowne Plaza NJ 或同級 

 

6/09 第三天 紐約【自由女神遊船、華爾街、三一教堂、金牛銅雕、華盛頓廣場公園、SOHO 區】 

今日出發展開『大蘋果之旅』：首先安排搭乘★遊輪觀賞燦爛美國夢的起點-自由女神，此雕像是於

1876 年美國建國百周年時，法國送的生日禮物，歷時 10 年才完工，搭乘遊輪時您可以最佳的角度拍攝

自由女神像。之後前往世界金融中心●【華爾街】讓您一探牛與熊的戰場，然後參觀●【聯邦國家紀

念堂】1789 年紐約曾為美國的首都時，美國國父華盛頓就是在此宣誓就職，以及●【證券交易中

心】。接著您還可於白高聳的現代建築中發現建於 1697 年的●【三一教堂】。高達 26 公尺的尖塔、玫

瑰色砂兒的外觀十分顯眼。最後經砲台公園及著名●【金牛銅雕】，此時一定要好好的摸一摸金牛，

讓今年的財運亨通。  

 

接著帶您前往紐約客最愛的逛街區:  

●華盛頓廣場，位於格林威治村與東村之間，廣場上最醒目的是大理石拱門，建於 1889 年，為美國國

父喬治華盛頓宣誓就職 100 年紀念。  

 

●蘇活區，曾經是落寞的工廠區，現在則是當紅的世界精品店才有資格進駐的地點，是舊街區改造再

生的最佳典範。在蘇活區每一個轉角、每一個街口都有讓你眼睛一亮的店舖，這個彈丸之地，競爭異

常激烈，在此能欣賞到極具巧思、創意的商品與櫥窗設計。SOHO 如今也幾乎成了自由、藝術、前衛的

代名詞。  

 

●HIGHLINE PARK 高架公園是現在的紐約人最愛的地方之一。過去運送肉品的高架鐵道，是如何搖身

一變成為簡單鮮明的綠色空中長廊，公園穿過紐約高聳的建築，對比鮮明。這裡就像是曼哈頓裡的一

品清茶，輕鬆恬靜。遠看哈德遜河景，讓人的心情都放鬆了。  

 

早餐：飯店內用  午餐：港式飲茶  晚餐：西式海鮮餐 

飯店：Doubletree NJ 或 Hilton NJ 或 Crowne Plaza NJ 或同級 

 

6/10 第四天 紐約 / 亞特蘭大【CNN 之旅、天鵝屋、可口可樂新世界】  JFK / ATL  DL2807 0835/1114 

在老亞特蘭大，沒有比天鵝屋更氣派的建築了。這幢建築由 Inman 家族始建於 1928 年，展現了南方人

對於經典建築的偏愛。作為亞特蘭大歷史中心的一部分，在遊覽天鵝屋的同時，您還可以了解到這個

城市最顯眼和最具鏡頭感建築的歷史。 

 

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絡中心（CNN Center）坐落於亞特蘭大市中心。CNN 是全球首家進 行 24 小時滾

動播出新聞的新聞臺，在這裏您可以了解新聞背後的故事，可以領略 CNN 帶動電視新聞行業革命的魅

力，更可以親自體驗鎂光燈下和攝像機前當主播的樂趣。 

 

2015 年，可口可樂世界迎來了其 25 周年紀念，位於亞特蘭大的可口可樂大世界熱情地接納來自六大

洲，80 多個國家，全美和哥倫比亞特區的遊客們。至今已有 23 萬人造訪這裏，見證傳承 129 年的可口



可樂秘方，感受歷史悠久的世界級飲品的獨特魅力。想更加靠近地了解可口可樂的秘密配方嗎？想領

略 1200 味未曾公開的獨家制品嗎？趕緊見證可口可樂的獨特時刻吧！四維觀影體驗帶您飽覽世界美

景，一百多瓶各地飲料的味蕾誘惑，回家之前，別忘了帶走一瓶官方贈送、值得紀念的可口可樂哦！ 

 

早餐：飯店內用  午餐：中式七菜一湯  晚餐：西式套餐 

飯店：Doubletree NJ 或 Hilton NJ 或 Crowne Plaza NJ 或同級 

 

6/11 第五天 亞特蘭大世界會議中心 (註冊報到、友誼中心、台灣館開幕酒會、大會開幕典禮) 

今日早餐後稍作整裝後即前往喬治亞世界會議中心辦理報到手續，隨即前往友

誼中心瀏覽國際扶輪國際服務及扶輪用品展示、各國的特色展覽、社旗交換聯

誼等。午餐于會場內美食廣場自理，並參加 13:00 台灣館的開幕式，台灣七地

區總監將帶領台灣不同地區組團的社友及他國友人聚集會場，先後聆聽總監們

的精闢簡短演說，爭相照相聯誼等 。下午參加大會開幕式，當代表台灣的國旗出現時，台灣全體扶輪

社友情緒將 High 到最高點。全程提供中文翻譯耳機，讓您掌握會議流程。並觀賞大銀幕上介紹“台

灣”中華民國國旗也將在全場飄揚，是身為『台灣扶輪人』一輩子一次大事，也是台灣扶輪人的驕

傲！現場聆聽 RI 社長現況報告及觀賞當地藝文特色演出。體驗國際扶輪超棒魅力。 

 

早餐：飯店內用  午餐：敬請自理    晚餐：南方風味料理 USD45 

飯店：Doubletree NJ 或 Hilton NJ 或 Crowne Plaza NJ 或同級 

 

6/12 第六天 亞特蘭大 / 休士頓～遊輪    UA6116 0915 / 1024 

早餐後飛往休士頓，抵達後專車前往葛維斯頓遊輪碼

頭，由專人辦理登船手續後，隨即登上嘉年華遊輪船隊

中之大型遊輪－自主號（110,000 噸），這時別忘了擺

個好姿勢讓船上專業攝影師為您留下美麗記憶，依序登

上遊輪，專業的服務人員正喜悅地歡迎每位貴賓登船。

當全船所有人都參加救生演習後，遊輪於鳴笛中緩緩離開碼頭，這是和遊輪親密接觸的開始。 

 

早餐：飯店內用或早餐餐盒  午餐：遊輪國際餐食    晚餐：遊輪國際餐食 

飯店：嘉年華自主號 Carnival Liberty(陽台艙二人一室) 

 

6/13 第七天 遊輪 海上巡遊 

最悠閒、自在的遊輪旅遊體驗，莫過於全日航行於海上的悠閒時光。嘉年華遊輪熱情地伸開雙手，歡

迎您的來訪。在飽覽加勒比海美麗景致之餘，可前往甲板上的跑步道慢跑、散步，迎接晨曦，來個日

光浴，也可前往健身房、游泳池、按摩池，好好舒鬆筋骨。 

 

今天您一點都不會無聊，建議您可參閱『每日活動表』，選擇喜歡的活動參加或盡情享受精緻美饌、

下午茶或前往酒吧喝杯飲料(須自費)，聽聽音樂、聊聊天。也可逛逛精品名店享受海上購物樂趣，或前

往體驗海上賭場小賭一下或參加有趣的賓果遊戲等。千萬不可錯失參與遊輪上各項免費活動或設施的

機會。入夜，別忘了前往劇院欣賞精彩的歌舞表演，精采豐富的海上假期，絕對讓您不虛此行。 

 

早餐：遊輪國際餐食   午餐：遊輪國際餐食    晚餐：遊輪國際餐食 



飯店：嘉年華自主號 Carnival Liberty(陽台艙二人一室) 

 

6/14 第八天 科茲美 Cozumel  (岸上觀光已含: 圖倫古城)【抵港時間 09:00；開船時間 16:00】 

早上遊輪抵達墨西哥科茲美島，其面積約為台灣省的九分之一，中為丘陵地帶，外為沙灘，是優雅安

寧的世外桃源。但在人類的早期，卻是馬雅人的聖地。世界最古老的文明之一，馬雅文化遺蹟完整地

保存在科茲美島。 

 

遊輪抵達後前往參加圖倫古城。從碼頭搭船前往位於墨西哥本島的古馬雅文化遺跡：圖倫古城，來趟

古文明巡禮，這是建於沿海的唯一 馬雅城市。圖倫為目前 ft 土的馬雅古文明裡唯一一座面海、建在峭

壁上的遺址。它可是把守馬雅陶爾鐵 克奇琴伊薩王朝極為重要的邊關要塞，在西元十三世紀時達到頂

峰時期。欣賞各種神殿建築及神秘的馬雅文明。爾後前往本島著名的第五大道，兩旁皆為名牌商店、

餐廳以及充滿當地色彩的紀念品店，可在此自由逛街。最後再搭乘渡輪返回遊輪船上。 

註：遊輪公司可能依當地實際狀況稍作岸上觀光行程調整，造成不便敬請見諒並感謝您的知悉。 

 

貼心提醒: 請注意防曬，建議使用防曬乳、遮陽帽、太陽眼鏡等防曬備品，休閒輕便服裝、舒適好走可 

保護腳趾的鞋子、若要沙灘戲水請另備適合服裝及毛巾，請自備飲水及防蚊液。 

 

早餐：遊輪國際餐食   午餐：岸上觀光自理   晚餐：遊輪國際餐食 

飯店：嘉年華自主號 Carnival Liberty(陽台艙二人一室) 

 

6/15 第九天 猶加敦半島～普羅葛雷索 Progreso Yucaton (岸上觀光已含:齊騫伊札 Chichen Itza)【抵港時間

07:30；開船時間 16:30】 

今日遊輪停靠墨西哥猶加敦半島上著名港口:猶加敦半島～普羅葛雷索。早餐後前往岸上觀光，其中最

值得拜訪的莫過於齊騫伊札： 

猶加敦半島上古馬雅文明後期的最偉大的遺跡『齊騫伊札』，於 1988 年被聨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世界

人類文化遺產，此遺跡建於五世紀。將參觀城堡金字塔、戰士神殿、天文台、球場及聖泉等，令人讚

嘆不已！ 

 

齊騫伊札是墨西哥境內最大、最有名的馬雅遺址。Chichen Itza 是“Itza 族人的水井”之意，在這個只有

季風才能帶來雨量的乾旱土地上，馬雅族開始在天然水井旁建城，並祭祀雨神 Chac 乞求每年的雨水充

沛。這裡曾是馬雅人最重要的生活中心，卻在西元 10 世紀不明原因棄城消失，此時渴望得到土地的遊

牧民族托爾特克人 Toltec，自土拉地區遷移至此，使得被荒廢的 Chichen Itza 再度興盛 300 年，托爾特克

延續馬雅文明（也就是阿茲特克時代的前期），信仰也從雨神變成羽蛇神，Chichen Itza 因此擁有不同

時期的建築風格，也讓遺跡保存得比較完整。 

 

遺跡中的大金字塔又稱 The Pyramid of Kukulkan 庫庫爾坎金字塔；也就是羽蛇神金字塔。它不只是大而

且擁有完美的錐形比例，金字塔每邊長 55.5 公尺；高 30 公尺；占地 3,000 餘坪，站立在 Chichen Itza 城

市中心位置，金字塔可以說是根據馬雅人心目中的年曆所建築，金字塔四個面各朝向東西南北；每一

面有通往頂端神殿的階梯（其他馬雅金字塔只有一面有樓梯），每面樓梯 91 階；四面總計 364 階，加

上塔頂神廟一階總共 365；就是馬雅太陽年曆中的 365 天。金字塔是 9 個層次的階梯形式，每一面的左

右兩邊都有 9 階的稜邊，9x2=18；代表馬雅太陽年曆中每年的 18 個月，9 層塔身裝飾 52 個石材鑲片，

代表 52 年的輪迴，代表太陽年曆與聖年曆每 52 年會重疊一次。 



 

金字塔北方樓梯的地面上左右放置兩個巨大羽蛇神的頭像，每年春分（3/21）時刻陽光的照射，會將金

字塔階梯投射出的影子，接續底部的蛇頭，象徵羽蛇神甦醒爬出神殿，進入地底，到了秋分（9/21）時

刻再度回來。大金字塔可以說是集合了馬雅人重要的曆法數字與節氣。 

 

註：遊輪公司可能依當地實際狀況稍作岸上觀光行程調整，造成不便敬請見諒並感謝您的知悉。 

 

貼心提醒: 請注意防曬，建議使用防曬乳、遮陽帽、太陽眼鏡等防曬備品，休閒輕便服裝、舒適好走可 

保護腳趾的鞋子、若要沙灘戲水請另備適合服裝及毛巾，請自備飲水及防蚊液。 

 

 

早餐：遊輪國際餐食   午餐：岸上觀光自理   晚餐：遊輪國際餐食 

飯店：嘉年華自主號 Carnival Liberty(陽台艙二人一室) 

 

6/16 第十天 遊輪 海上巡遊 

藍色的大海向您敝開了神秘的面具。遊輪上有著現代化的遊樂設施 、大劇院、夜總會、各式酒吧、游

泳池、健身房、賭場、兒童遊戲區、美容院、圖書館、免稅商店街等。放眼藍天大海，品飲美酒香

茗，正是遊輪行程的享受 (部分設施及飲料須自費) 。遊輪上為您精心安排的節目，更讓您不虛此行。 

 

早餐：遊輪國際餐食   午餐：遊輪國際餐食    晚餐：遊輪國際餐食 

飯店：嘉年華自主號 Carnival Liberty(陽台艙二人一室) 

 

6/17 第十一天 葛維斯頓港下船【抵港時間 08:30】– 休士頓太空中心– Premium Outlets 

遊輪早上返回葛維斯頓港，享用完早餐後依序下船。 

 

我們首先來到美國的太空寶庫◎休士頓太空中心。太空中心是 NASA(美國太空總署)其中一部份對外開

放的區域。特別安排搭乘太空中心裡最受歡迎的 NASA 遊園之旅，您可見到阿婆羅 11 號登陸月球時實

際使用的控制室，與實機大小相等的火箭及太空梭，以及阿波羅升空所以使用的火箭...等等。另外再觀

賞五層樓高的太空劇場，由巨型銀幕播放出來的影像及音樂讓人震攝於太空的浩瀚，就像是自已遨遊

在其中一般。想知道太空人是如何在無重力的太空梭內睡覺、吃喝及解決人生大事嗎??運氣好的您，也

許會選上太空體驗模擬太空人的太空生活唷。STARSHIP GALLERY 能觀賞美國第一枚人工衛星及月球

石及太空實際室，在這裡可以觸摸到月球上採集回來的岩石，許多珍貴的展示品絕對不能錯過。特別

一提提在紀念品商店中，還可以買到真正的太空食品，試試看什麼是”脫水冰淇淋”？若您是太空

迷，別忘了在這裡買一套 NASA 的工作服或其他飾品唷。 

 

接著將前往 PREMIUM OUTLETS 尋寶，各各式各樣名牌，舉凡 American eagle、Banana Repulic、Calvin 

klein、Coach、Columbia、Guess、Kenneth cole、GAP levis、Michael kors、Nike、Nine west、Polo relph 

lauren、Tommy Hilfiger、Izod、Puma……等等，價格比台灣低甚多，幾乎不會有人空手而回的，shopping

完吃完晚餐後，我們將前往休斯頓國際機場搭機返回台北。  

 

早餐：遊輪國際餐食   午餐：太空中心園區現金餐費 15USD    晚餐：中式惜別宴 ５０

USD 



飯店：機上 

 

6/18 第十二天 休士頓 / 台北 BR051 0115/0545+1 

航機於今日凌晨從休斯頓搭機返回台北，經國際換日線，夜宿機上。 

 

早餐：XXX   午餐：XXX      晚餐：XXX 

飯店：機上 

 

6/19 第十三天 台北 

於今日飛抵桃園機場，愉快的結束一趟浪漫、知性扶輪社會議、加勒比海之旅。 

 

早餐：XXX   午餐：XXX    晚餐：XXX 

飯店：溫暖的家 

 

團費暫報: 166,000 元 (20 人以上)、162,000 元(30 人以上)、現金價優惠 3500 元 

團費包含: 含稅、嘉年華郵輪六天五夜.二人一室陽台艙、贈送美國 ESTA 簽證、岸上觀光、船上小費、 

          領隊.導遊.司機小費、美國國內段託運行李一件、加保 500 萬旅遊平安責任險+20 萬醫療 

團費不含: 美國國內線託運第二件行李、飛機艙等升等加價(依實際 OK 機票差價計算) 

          高雄/桃園高鐵接駁費用、年會註冊費(本公司可代辦年會註冊) 

團費有效期限: 2016 年 12 月 15 日以前，以後將稍作調整 

  
 

 

金鶴(綜合)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TEL : 07-311-3916  FAX : 07-311-4028         

 80757高雄市三民區博愛一路 28號 13樓 

吳芳美 (拾穗社 P.P.Emily) 0933-38677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