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17 年度國際扶輪 3490 地區國際年會 

地區總監團-休士頓紐奧良亞特蘭大芝加哥13天 

 

 

 

 

 

＊長榮航空航班之參考資料 

日期 出發地點 
航空公司 

航 班 
起飛時間 抵達地點 

日期 

抵達時間 

飛行時間 

服務 

2017/06/05 

(一) 

台  北 

(TPE) 

長榮航空 

BR52 
22:00 

休士頓 

(IAH) 

2017/06/05 

23:15 
14 小時 15 分鐘 

2017/06/16 

(五) 

芝加哥 

(ORD) 

長榮航空 

BR55 
00:30 

台  北 

(TPE) 

2017/06/17 

04:30 
15 小時 

※行程重點 

1. 亞特蘭大：歷史悠遠的亞特蘭大城從未停止開創城市未來的腳步。不論您來自何 

             方，這裡依然保留著南方人與生俱來的友好。 

2. 休士頓：擁有世界頂尖的藝術、蓬勃發展的商業、職業的運動賽、誘人的美食 

3. 紐奧良：法國文化，鮮明的異國情調，鼎鼎有名的爵士之都，讓新奧爾良成為一 

           個完美的旅行目的地。 

 



4. 芝加哥：經過一百多年的發展，逐漸成為具有世界影響力的大都市之一。芝加哥 

           常見的別名包括：「風城」。全球第一個扶輪社是由保羅·咍里斯在 1905 

           年 2 月 23 日創立於美國伊利諾州芝加哥。在美國伊利諾州艾文斯頓市 

           的國際扶輪總部大樓更是身為扶輪人的你，一生一定要去一次的地方。 

5. 搭乘二段國內線班機【紐奧良 - 亞特蘭大 和 亞特蘭大 - 芝加哥】，避免各位貴 

   賓舟車勞頓。 

6. 全程飯店皆為當地市區國際五星飯店及酒莊飯店。 

符號表示：★表含門票 ◎表下車參觀 未標示者表行車經過       【所有餐標皆以美金計價】 

第一天 6/5 (一)  台北 Taipei╱休士頓 

懷著興奮的心情，整理好屬於旅遊者的行囊，前往桃園機場搭乘長榮客機飛往【休

士頓】。休士頓是美國第四大城，最大的能源中心，最大的港口之一，休士頓的官

方綽號為「太空城（Space City）」，因為它是約翰遜航空中心 NASA 的所在地，任

務監控中心也設在這裡。休士頓也是一個擁有多重文化的城市，許多外來移民的社

區在此發展。其美術館區是許多文化機構和展覽的天堂，每年吸引將進七百萬的遊

客，在休士頓常能看見活躍的視覺表演藝術。抵達後專車前往飯店休息，好好調適

一下自己的時差，準備開始明天精彩的行程。 

 

 

 

 

 

 

 

 

 

 

 

 

 

早餐： X         午餐： X        晚餐： 機上 

住宿：The Westin Houston Downtown 或同級 

【若降級訂到 Crown Plaza 或同級 4 星，每人每晚退費 USD60*3 晚=USD180】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4%BF%9D%E7%BE%85%C2%B7%E5%92%8D%E9%87%8C%E6%96%AF&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E%8E%E5%9C%8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E%8E%E5%9C%8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A%9D%E5%8A%A0%E5%93%A5


第二天  6/6 (二)   

聖賈辛多紀念碑、德克薩斯號戰艦紀念館 - 休士頓太空中心 Space 

Center Houston《太空中心NASA‧遊園嘟嘟車》- Kemah 海濱遊樂區 

1836年 4月 21日，德州部隊在此地擊敗墨西哥，德州在成為美國其中一州前，享有

持續 10年的獨立。德州在 1890年代買下這塊歷史悠久的土地，並在獨立戰後 100年

(1936年)開始建造紀念碑。這座龐大的◎聖賈辛多紀念碑是由混凝土和石灰岩打造，

最驕傲的地方是 220 噸、34 英尺(10 米)高的孤星(Lone Star)。2304 平方英尺(214

平方米)的紀念碑基座刻有 1838年革命前後的重要德州事件時間表。◎德克薩斯號戰

艦紀念館(Battleship TEXAS 或 BB-35)於 1914 年至 1948 年間為美國海軍服役，也

是最後一艘現存並曾服役兩次世界大戰的美國海軍艦隻。 
 

前往★休士頓太空中心(Space Center Houston)/NASA休士頓擁有世界上獨一無二的太

空中心，享受一場精彩的知性遊覽!在這裡可以觸摸到月球上採集回來的岩石、走進

太空梭實體模型體驗太空梭操作、觀賞八層樓高螢幕的 iMax 電影了解美國太空計畫

的過去、現在、未來；搭上遊園車，實地走訪登任務管制室、太空人訓練中心、甚至

帶您到美式足球場大小的”火箭公園”與實體阿波羅火箭拍照；許多有趣的活動讓遊

客體驗太空人的生活，而各種設備及巨大無比的火箭則讓人嘆為觀止!更別提在紀念

品商店中，可以實際買到太空食品，試試看”脫水冰淇淋”是甚麼味道？太空人蓋的

被子只有一張紙那麼薄…，太空迷更可以在這裡買到 NASA 工作服、臂章、夾克、帽

子、T恤…一應俱全。 

 

 

 

 

 

傍晚出發前往◎Kemah 海濱遊樂區 (Kemah Boardwalk)凱馬海濱遊樂區天天都提供人

們無限的歡樂!距離太空中心/NASA 亦僅 20 分鐘車程；凱馬海濱步道擁有極棒的海濱

餐廳、有趣的娛樂設施、迷人的商店，天天都有精彩的表演! 

早餐： 旅館早餐    午餐：太空中心西式套餐(US$25)     晚餐：阿甘蝦風味餐(US$30) 

住宿：The Westin Houston Downtown 或同級 

【若降級訂到 Crown Plaza 或同級 4 星，每人每晚退費 USD60*3 晚=USD180】 



第三天  6/7 (三) 休士頓市區觀光【萊斯大學、赫曼公園、水牆、休士頓天際線】 

今日前往市區觀光。休士頓的天際線有三種不同風情，從高聳入雲的高樓大廈到枝

葉茂盛的住宅區組成了鋸齒狀的美麗天際線。 

 

三大代表建築：◎美國銀行中心（Bank of America Center）是一棟坐落於德克薩

斯州休斯頓的摩天大樓，是休斯頓市中心最早的後現代主義建築代表性建築之一。

該建築於 1983 年完工，由建築設計師菲利普·詹森和約翰·伯吉設計建造。◎

Pennzoil Place 是休士頓獲獎最眾的摩天大樓，也是市中心最閃耀的一顆明星。

後現代主義的先驅作品、1975 年時代雜誌的「十年代表建築（Building of the 

Decade）」。◎JP 摩根大通大厦是美國德州最高的大厦，亦是全球設有五面立面的

最高建築物。 

 

然後前往◎萊斯大學【Rice University】，有著『南方哈佛』的美譽，校園雖不甚

大，但濃厚的文化氣息及學園內悠靜的美景仍是讓人不得不來的原因。續前往◎赫

曼公園【Hermann Park】，一走進去，就看到休斯頓創始人之一，山姆·休士頓的雕

像歡迎著大家。他的手指向園區，指引旅客進入公園內感受公園的美麗。◎水牆則

是一座拱形的高牆，瀑布牆高達 20 公尺，站在前面能感受到強大的水氣，也是休

士頓熱門的取景之地。 

 

下午前往◎休士頓廣場 The Galleria 為德州規模最大、全美第 4大購物中心，這

裡有超過 375 家店鋪，也有溜冰場等娛樂設施， 各式雲集的名店，絕對能逛上半

天。 

 

 

 

 

 

 

 

 

 

早餐： 旅館早餐     午餐： 德式牛排館 【Taste of Texas 或 Vic& Anthony's 

Steakhouse】 (US$65)      晚餐：姚餐廳 (US$40)   

   住宿：The Westin Houston Downtown 或同級 

【若降級訂到 Crown Plaza 或同級 4 星，每人每晚退費 USD60*3 晚=USD180】 

http://www.wikiwand.com/zh-tw/%E5%BE%B7%E5%85%8B%E8%90%A8%E6%96%AF%E5%B7%9E
http://www.wikiwand.com/zh-tw/%E5%BE%B7%E5%85%8B%E8%90%A8%E6%96%AF%E5%B7%9E
http://www.wikiwand.com/zh-tw/%E5%BE%B7%E5%85%8B%E8%90%A8%E6%96%AF%E5%B7%9E
http://www.wikiwand.com/zh-tw/%E6%91%A9%E5%A4%A9%E5%A4%A7%E6%A5%BC
http://www.wikiwand.com/zh-tw/%E5%90%8E%E7%8E%B0%E4%BB%A3%E4%B8%BB%E4%B9%89%E5%BB%BA%E7%AD%91


第四天  6/8 (四)休士頓-巴吞魯日(州議會大廈)-紐奧爾良(法國區) 

今天享用完早餐後，我們將往東邊巴頓魯治市及紐奧良市前進。今天的行程將是一波

高潮，我們將前往路易斯安那州目前的◎《州議會大廈》，位於巴吞魯日(Baton Rouge)

的州議會大廈樓高 34 層，總高度 450 英呎，是阿拉巴馬州石灰石鋪就的摩天大樓，

裝飾藝術的風格屬於 1920年代末期，古建築大大簡化了古典主義的一個代表。 

 

巴吞魯日位於路易斯安那州東南部，密西西比河南岸，是美國路易斯安那州首府、第

二大城市和現時人口最多的城市，為東巴吞魯日縣縣治。該城市為美國南部重要的工

業、石油化工、醫學和科研中心，其巴吞魯日港為美國第九大港口。 

 

午餐後，前往位於美國南部路易西安納州(Louisiana《紐奧良》，建於 1917年，為該

州第一大城也是知名歷史古城，因早期為法國殖民地，後來又因為戰役割讓給了西班

牙，因此紐奧爾良市充滿了濃濃的法國風情與西班牙的建築風格。而這個城市的名字

也是為了紀念奧爾良公爵腓力二世，當時的法國攝政王。 

 

◎紐奧爾良的《法國區(French Quarter)》，全區被列為國家歷史地標， 以傑克遜廣

場為中心，這裡保留著許多早期法國、西班牙式建築，如皇家街(Royal Street)，卡

比利多(Cabildo)為英國殖民地時代的市政廳，普瑞思貝提爾(Presbytere)為英國殖

民地時代教會辦公室和法院、修道院、法國市場(Old French Market)以及古老的公

寓住宅等都是其代表。西班牙式的突出二樓陽台、鐵鑄雕花欄杆被暱稱為「PATIO」，

建築色彩繽紛用色大膽，半開的門縫中流溢的爵士藍調旋律，非常具有異國風情! 位

於◎傑克遜廣場的聖路易大教堂(St. Louis Cathedral) 雄偉壯麗，也是西班牙建築

風格，為美國最古老的教堂之一。  

 

◎《波旁街(Bourbon Street)》為知名的紅燈區與夜店區，也是紐奧良市最古老的街

道之一，街上有酒吧、音樂餐廳、海鮮餐廳以及另人臉紅心跳的特種營業場所招牌。

兩排的建築也是採西班牙式的兩層樓突出鐵欄杆陽台，陽台上的露天酒吧是旅客的最

愛，手拿一瓶啤酒，觀賞著來往的路人也同時被觀賞著。這裡也是美國最大嘉年華會

MARDI GRAS的遊行必經之地，成串數以萬計的珍珠鍊子自兩旁的陽台一擲而下，非常

壯觀! 

 

 

 

 

 

 

 



◎紐奧良爵士樂國家公園 (New Orleans Jazz Park)為美國唯一專為爵士樂而設立的

國家公園，廣場上人潮聚集，還有賣著熱狗的小販、街頭藝人表演，更添熱鬧氣氛。 

 

法國區內有著名的◎ Cofee De Monde 咖啡店, 如您是咖啡愛好者, 可別錯過品嚐一

杯招牌法式牛奶咖啡 (Cafe au Lait)及沾滿細糖粉的法式甜甜圈。該咖啡店於 1862

年成立, 每天 24小時營業。  

 

早餐： 旅館早餐     午餐： Juban's Creole Restaurant& Caterer (US$40) 

晚餐：小龍蝦澆飯（Crawfish Etouffee）(US$50) 

住宿： Hilton New Orleans Riverside  

 

第五天   6/9(五) 紐奧良 

早餐過後，前往最著名◎阿姆斯壯紀念公園(Louis Armstrong Park)，路易斯阿姆斯

壯( Louis Armstrong)左手提著小號、右手握著白手巾的經典銅像及爵士樂的第一把

薩克斯風教皇西德尼貝切特(Sidney Bechet)的大頭銅像，值得樂迷留連瞻仰。當法

國或西班牙人還沒來殖民前，這裡可是印地安人慶豐年的地方，而在十八世紀歐洲人

來了後，則成了黑人每週末跳舞唱歌的聚會場所，所以這裡原來叫做剛果廣場(Congo 

Square)，各種音樂文化在此交會融合，時間累積下來就成爵士樂的起源地。我們還

會◎參觀好萊塢巨星布萊彼特主導的希望家園 (Make it Right). 

 

然後，我們將參觀★「橡樹莊園 oak alley」，其特色是莊園門前有兩大排十分壯觀的

老橡樹，總共 28 棵；據稱比建築物本身還要老上一百年（早在莊園成立之前，一個

法國人種植的）。這條橡樹大道長達四分之一英哩，大部分橡樹的樹根早已盤踞出一

大片堅固基底，漫步在樹蔭之間感覺很棒！ 

 

 

 

 

 

 

 

稍後將搭乘古老的★《蒸氣船遊覽密西西比河 Steamboat NATCHEZ》密西西比河是美國

最大的水系也是世界第四大長的河流，因為它支流眾多，美國人又尊稱為「老人河」。

密西西比河運價值很大，運輸量曾經在 2億噸以上。美國最著名的小說家馬克吐溫，

特別喜歡以密西西比河當做他許多作品的背景，最知名的就是家喻戶曉的”湯姆歷險



記”。搭乘古老的蒸氣船遊密西西比可遙想當年兩岸的盛景，為時兩小時的船程，船

上也會廣播介紹馬克吐溫的歷史故事。 

 

早餐： 旅館早餐    午餐：CAJUN 南方海鮮特色餐( $40)   

晚餐： Oyster House 生蠔餐  ($60) 

住宿： Hilton New Orleans Riverside  

 

第六天   6/10(六) 紐奧良/亞特蘭大 

 

早餐過後，前往機場搭機前往國際年會所在地-亞特蘭大。 

 

此航班為暫定，依實際訂到航班為準 

日期 出發地點 
航空公司 

航 班 
起飛時間 抵達地點 

日期 

抵達時間 

飛行時間 

服務 

2017/06/10 

(六) 
紐奧良 

達美航空

DL1452 
10:15 亞特蘭大 

2017/06/10 

12:41 
1 小時 26 分鐘 

 

離開機場後，用完午餐後，先前往年會註冊現場辦理報到手續。【依實際狀況而定】 

 

◎參觀奧林匹克百年公園（centennial olympic park）是位於美國喬治亞州亞特蘭

大市中心的一個公園，面積 21 英畝（85,000 平方公尺）。奧林匹克百年公園創建於

1996年。現在奧林匹克百年公園在夏季舉辦流行音樂會，並在每年獨立日舉辦音樂會

和焰火表演等活動。 

 

 

 

 

 

 

 

 

 

早餐： 旅館早餐      午餐： 西式三道 in Thrive Restaurant Atlanta($40) 

晚餐： The Sun Dial 景觀餐廳 ($90) 

住宿： Loews Midtown Atlanta Hotel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E%8E%E5%9C%8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E%8E%E5%9C%8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A%9E%E7%89%B9%E8%98%AD%E5%A4%A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A%9E%E7%89%B9%E8%98%AD%E5%A4%A7
https://plus.google.com/photos/photo/102551166794087731773/6193380914140416722


第七天   6/11(日)   

亞特蘭大年會：世界年會、友誼之家【台灣館】- CNN 總部- 夜宿亞特蘭

大近郊酒莊 

全世界 120 萬扶輪社社員的共同慶典，秉承扶輪社百年的傳統，2017 年『國

際扶輪年會』將在美國.亞特蘭大舉辦。一年一次在各個成員國輪流舉辦的

國際扶輪年會傳承扶輪社的價值理念，通過在地球村的超我服務，彰顯友

情，通過世界各國人士的演講及表演共同交流，弘揚扶輪社的精神。  

 

下午參觀完台灣館後，參觀★ CNN Studio Tours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是美國最

受歡迎的新聞網站。CNN 集團可稱得上是世界上最大的、最有效益的電子新

聞和信息公司之一。CNN 總部設在亞特蘭大，紅色的 CNN 標誌，在陽光下熠

熠生輝，昭示着它的勃勃生機。 

 

晚餐為總監中式晚宴，讓同為 3490 地區的扶輪社友一起度過美好的夜晚。 

 
總監之夜後，入住鳳凰旅行社特別安排來到亞特蘭大近郊的葡萄酒鄉，在此

當然要試飲一下此地著名的葡萄酒，今晚我們也將下榻此酒鄉新式旅館，享

受一下鄉野的寧靜。 

  

 

 

 

 

 

 

 

 

 

 

早餐：旅館早餐  午餐：自理發餐金每人(US $25) 晚餐：中式餐總監之夜 (US$ 80) 

住宿： Hampton Inn & Suites Braselton By Hilton 

http://hamptoninn3.hilton.com/en/hotels/georgia/hampton-inn-and-suites-braselton-AHNGCHX/index.html


第八天  6/12(一) 大煙山國家公園 - 酒莊品茗 

早餐過後，我們將前往大煙山國家公園。大煙山國家公園（Great Smoky Mountains 

National Park），又名大霧山國家公園，是位於美國東部，跨越田納西州和北卡羅來

納州的一座國家公園。由小羅斯福總統於 1940 年 9 月 2 日在公園內的紐芳隘口宣布

成立。大煙山國家公園號稱是美東最後一片廣大的原始林。占地 2100 平方公里。大

煙山國家公園以其豐富的物種而聞名。由於大煙山國家公園內的海拔高度變化劇烈，

加之降雨量充沛，因而使大煙山公園極富生物多樣性。另一方面大煙山國家公園也是

切羅基人的世居地。由於 441號公路橫貫大煙山公園，使得大煙山公園成為美國最多

人遊覽的國家公園之一。 

 

午餐過後，下午於酒莊內享受設施以及美景，在此葡萄酒度假旅館，擁有一

片私人的土地，整個區域中規畫了完善的道路，您也可自行向旅館租借自行

車，在這私人的區域中自由的享受清風徐徐，在沒有車輛汙染的環境中自在

的騎著單車，兩旁葡萄樹與您相伴。 

 

 

 

 

 

 

 

 

 

 

早餐： 旅館早餐       午餐：西式三道 (US$35)    晚餐： 酒莊內晚餐(US$60) 

住宿： Hampton Inn & Suites Braselton By Hilton  

 

第九天  6/13(二) 亞特蘭大(市區觀光-可口可樂總部) / 芝加哥 

◎可口可樂總部位於美國亞特蘭大，它起源於一八八六年美國佐治亞州亞特

蘭大城一家藥品店。這裡有可口可樂的成長歷史、回憶，配合着高科技的

4D 影音展示，提供每年上百萬人次的參觀景像。在這裡可口可樂所生產的

各種類飲料，完全提供免費飲用。  

 

午餐過後，搭機前往國際扶輪總部所在地-芝加哥。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E%8E%E5%9C%8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94%B0%E7%B4%8D%E8%A5%BF%E5%B7%9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C%97%E5%8D%A1%E7%BE%85%E4%BE%86%E7%B4%8D%E5%B7%9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C%97%E5%8D%A1%E7%BE%85%E4%BE%86%E7%B4%8D%E5%B7%9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C%8B%E5%AE%B6%E5%85%AC%E5%9C%9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F%8C%E8%98%AD%E5%85%8B%E6%9E%97%C2%B7%E5%BE%B7%E6%8B%89%E8%AB%BE%C2%B7%E7%BE%85%E6%96%AF%E7%A6%8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E%8E%E6%9D%B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8%87%E7%BE%85%E5%9F%BA%E4%BA%BA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441%E8%99%9F%E5%85%AC%E8%B7%AF&action=edit&redlink=1


 

 

 

 

 

 

 

 

此航班為暫定，依實際訂到航班為準。離開機場後，享用完晚餐。【依實際狀況而定】 

日期 出發地點 
航空公司 

航 班 
起飛時間 抵達地點 

日期 

抵達時間 

飛行時間 

服務 

2017/06/13 

(二) 
亞特蘭大 

聯合航空

UA5921 
17:00 芝加哥 

2017/06/13 

18:09 
2 小時 09 分鐘 

 

早餐： 旅館早餐   午餐：中式七菜一湯 (US$20) 晚餐： 中式總監團晚宴 (US$50) 

住宿： The Drake Hotel 
 

第十天  6/14(三)  芝加哥 - 國際扶輪總部、Chicago Premium Outlet 

上午我們要先帶領大家前往國際扶輪總部所在地-  Evanston。 任何扶輪社

員來到芝加哥若沒有去參觀國際扶輪世界總部第一扶輪中心大樓（ One 

Rotary Center）旅程就不算完整。今日扶輪秘書處雇用600人為國際扶輪與

扶輪基金會工作，其中 500 人在伊文斯敦的總部， 100人分別在 7個地區國

際辦事處。 
 

用完午餐後，我們玩樂不忘購物，前往Chicago Premium Outlet位置非常便

捷，在芝加哥市區以西40公裏的Aurora，開車僅需45分鍾時間，擁有120多

家知名品牌折扣店，包括Salvatore Ferragamo，Polo Ralph Lauren，Ann 

Taylor，Armani，Banana Republic，Calvin Klein，Coach，Cole Haan，

Kate Spade，Gap Outlet，Lacoste，J.Crew，Lacoste，Nike，Sony，Theory，

Vera Bradley等品牌。 
 

 

早餐： 旅館早餐  午餐：芝加哥深盤披薩(US$25)  晚餐：方便逛街，發餐金(US$25) 

住宿： The Drake Hotel 



第十一天  6/15(四)  芝加哥：芝加哥遊河&密西根遊湖、千禧公園、威利

斯大樓  

吃完早餐後，將帶大家搭乘★船隻在芝加哥河上觀賞兩岸的特色建築，芝加

哥建築是本市最大的特色，也是最令人津津樂道之處，等閘門打開，我們要

邁向密西根湖。之後，前往格蘭特公園（Grant Park）是芝加哥市中心內的

主要大型公園，亦是芝加哥市區內主要的四大公園，與林肯公園  (芝加哥)、

千禧公園、華盛頓公園並列，格蘭特公園將芝加哥市中心與密西根湖連成一

氣，提昇了芝加哥的天際線與城市景觀，同時為繁忙的芝加哥提昇了休閒功

能。著名的◎白金漢噴泉即在格蘭特公園內。 

 

◎千禧公園開始芝加哥探索之旅，欣賞這裡聞名的公共藝術、建築和景觀，

一定不要錯過【雲門】雕塑，這像極了豆子的作品是由英國術家安尼施．卡

普設計，光滑如鏡般的表面反照周圍環境的影像，尤其映出芝加哥的大樓天

際線，另一個由西班牙藝術家所設計的【市民之臉噴泉】，在瀑水流動的磚

面上，射出芝加哥的市民臉孔，不時的配合畫面還有水柱從嘴巴中噴出。  

 

◎66 號公路有「母親之路」的別稱。1926 年開始修建鋪路、1985 年被從公

路系統中刪除；從芝加哥到洛杉磯、經過八個州、三個時區；全長 2448 英

里（約 4000 公里）。66 號公路全程之旅的開始，把車開到寫有「起點」(Begin)

字樣的路牌下再出發，似乎是必須的儀式。這個路牌從 1926 年以來，隨着

芝加哥城市的發展有過兩三次小的變遷，如今位於亞當街 (Adams Street)

東端，芝加哥美術館的街對面。在這塊路牌能被伸手夠得着的高度以下，貼

滿了全世界各地旅客帶來的粘紙。這裡地處芝加哥的商業圈大環線 (Loop)，

四周高樓林立，是遊人必到的地方。 

 

來到高樓林立的城市，自然不能錯過★威利斯大樓，他曾經是世界第一高樓，

除了 360 度的高樓視野外，這裡還有著凸設於瞭望台、以強化玻璃建成的透

明觀景台而來，如果您想試試離地  412 公尺的感覺，就勇敢的走上透明觀

景平台。 

 

    
 

早餐： 旅館早餐    午餐：西式三道 (US$40)    晚餐： 緬因州大龍蝦(US$70) 

住宿： 機上 

http://www.theskydeck.com/
http://www.theskydeck.com/
javascript:;
javascript:;
javascript:;
javascript:;
javascript:;
javascri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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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vascript:;
http://www.theskydeck.com/


第十二天  6/16(五)  芝加哥 / 台北 

享用完晚餐後，休息片刻後，就前往機場。 

您可在機上享受服務員的熱情款待，或是觀賞精采的電影節目，班機將於凌晨起飛前

往溫暖的家！ 

 

 

 

 

 

 

 

 

 

 

早餐： X         午餐：機上       晚餐： 機上 

住宿：機上 

 

 

第十三天  6/17(六)  台北 

今日抵達桃園國際機場回到您溫暖的家。別忘了將此次旅行的收穫與您的好友分享

喔！ 

早餐： 機上套餐       午餐： X        晚餐： X 

住宿： 甜蜜的家 

 

 

 

 

 

 

 

 

 



 包 團 報 價 單      報價日期：105/11/03 

主辦單位 
國際扶輪 3490 地區 

亞特蘭大國際年會 13 天 

聯絡人: 楊宜純 小姐 (Kelly) 

e-mail：info@rid3490.org.tw   

電話：2967-9591；2967-8764 

傳真：2967-2104 

出發日期 106 年 06 月 05 日 (一)  至 06 月 17 日 (六)  , 共計 13 天 

最低出團人數 
25 人【已按照合約取得商務艙-16 位；菁英艙-16 位；數量有限，已先繳訂

者為優先】 

航空公司 長榮航空公司 【參考航班已於行程表中】 

飯店等級 

全程 90%飯店皆已經確認，所有飯店資訊皆已清楚備註於行程表 

D1~3 晚【休士頓】：The Westin Houston Downtown 或同級 

【休士頓若降級訂到 Crown Plaza 或同級 4 星，每人每晚退費 USD60*3 晚=USD180】 

D4~5 晚【紐奧良】： Hilton New Orleans Riverside 

D6   晚【亞特蘭大】：Loews Midtown Atlanta Hotel 

D7~8 晚【亞特蘭大酒莊】：Hampton Inn & Suites Braselton By Hilton 

D9~10 晚【芝加哥】：The Drake Hotel 

報  價 

價格說明 :  每人訂金 50,000 / 尾款於說明會時繳清【可刷卡或付現】 

每團 25 - 29 人   : NTD$208,900  / 每人 

每團 30 - 34 人   : NTD$204,900  / 每人 

每團 35 人以上(含) : NTD$201,900  / 每人 

全程單人房加價      ：NTD$55,000   / 每人 

來回菁英艙(T 艙) 加價：NTD$26,000   / 每人 

來回商務艙(D 艙) 加價：NTD$113,000  / 每人 

※如對應艙等不同(此報價為 T 和 D 艙)，加價金額不同，需於報名後提供有

效護照，訂位確認後回覆正確即時加價金額。 

費用包括 

1..機票：豪華噴射客機依行程所示，經濟艙團體來回機票【團去團回】 

2..餐膳：早、午、晚餐依行程表分別於機上、旅館或當地餐廳。 

3..住宿：國際觀光五星級旅館，兩人使用一室為原則。 

4..遊覽：行程所列之交通、遊覽、門票、導遊之費用。 

5..行李：托運之大件行李每人一件（重量以２0 公斤為主） 

6..保險：履約責任險一億八千萬元整，契約責任險人投保新台幣 200 萬內 

        含 20 萬元意外醫療險。（70 歲以上最高保額 200 萬） 

7..稅捐：各地機場稅。 

8..小費：全程領隊+導遊+司機小費。 

9..簽證：美國電子系統簽證（ESTA = USD14）※要新版晶片護照才能申請 

mailto:info@rid3490.org.tw
http://hamptoninn3.hilton.com/en/hotels/georgia/hampton-inn-and-suites-braselton-AHNGCHX/index.html
http://www.cbp.gov/xp/cgov/travel/id_visa/esta/


特別安排 

1. 二台遊覽車新北市區各 3 處定點至桃園機場來回接送 

2. 每房一台國際漫遊 WiFi 分享器 

3. 每人每日二瓶礦泉水 

4. 1000 萬意外保險/100 萬意外醫療/100 萬突發疾病/旅遊不便 13 日 

5. 扶輪社國際年會專用行李綁帶及吊牌 

6. 國際年會同步口譯機，每人一台 

費用不含 

1.護照費申辦優惠價以正常件 5 個工作日計算。 

  費用：大人 NT1,400 。 (證照費用一律為現金價) 

2.行程表尚未表明之各項開支，如自費活動等。 

3.私人消費：如行李超重費、飲料、酒類、洗衣、電話等。 

所需證件 
中華民國【晶片護照】及美國電子系統簽證（ESTA = USD14） 

※ESTA 一定要新版晶片護照才能申請 

出發前取消 

取消金額計算 

※請詳讀 

出發前旅客任意解除契約 

1. 通知於旅遊活動開始前第三十一日以前到達者，賠償旅遊費用百分之十。 

2. 通知於旅遊活動開始前第二十一日至第三十日以內到達者，賠償旅遊費 

   用百分之二十。  

3. 通知於旅遊活動開始前第二日至第二十日以內到達者，賠償旅遊費用百 

   分之三十。  

4. 通知於旅遊活動開始前一日到達者，賠償旅遊費用百分之五十。  

5. 通知於旅遊活動開始日或開始後到達或未通知不參加者，賠償旅遊費用 

   百分之一百。 

前項規定作為損害賠償計算基準之旅遊費用，應先扣除簽證費後計算之。 

鳳凰旅行社如能證明其所受損害超過 第一項之標準者，得就其實際損害請

求賠償。 

※ 繳交訂金後，如取消請務必知悉。適逢會展期間，飯店一經確認後如有

遇取消將有取消費用產生；二段美國國內航班，經開票後無任何退票價值，

敬請知悉。 

聯絡窗口 

王盈浩   副理 02-2537-8240 / 0913-573-021 

林孜璟   專員 02-2537-8210 / 0913-573-121 

蘇禹仲   專員 02-2537-8261 / 0913-573-810 

 

http://www.cbp.gov/xp/cgov/travel/id_visa/est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