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亞特蘭大世界年會幸福團 
6/9-6/20, 2017 (12天) 

領隊：林口幸福社CP. Roger 
瀚斯國際交流中心 規劃 

元富旅行社 協辦 



1.深度旅遊亞特蘭大及芝加哥，在當地不
換飯店，避免重複整理行李及機場侯機
等時間浪費 

2.參加國際扶輪歡迎晚宴、年會開幕式(中
文翻譯)、總監之夜慶功宴、拜訪國際扶
輪總部、保羅哈理斯故居，及安排到天
下第一社-芝加哥扶輪社補出席，讓您的
扶輪功力迅速增加一甲子！ 

3.旅途中您對美國歷史及文化的了解將大
幅進步，讓您一次了解美國！ 

幸福團行程三大特色 



2017美國亞特蘭大世界年會行程概覽 
天數 日期 行程 

第1天 6月9日(五) 台北飛亞特蘭大,抵達亞特蘭大 

第2天 6月10日(六) 
喬治亞水族館、可口可樂博物館、
CNN導覽、RI歡迎晚宴 

第3天 6月11日(日) 參加世界年會、總監之夜慶功宴 

第4天 6月12日(一) 

馬丁路德金恩國家歷史園區、 民權
與人權中心博物館、大學橄欖球名人
堂 

第5天 6月13日(二) 
亞特蘭大飛芝加哥；天下第一社-芝
加哥社補出席、觀光遊船 

<  最後行程，以行前說明會資料為準！ > 



2017美國亞特蘭大世界年會行程概覽 
天數 日期 行程 

第6天 6月14日(三) 
麥當勞博物館、西北大學、參觀RI總
部、保羅哈里斯故居、中國城 

第7天 6月15日(四) 
芝加哥文化中心、千禧公園、芝加哥
藝術博物館、籃球天王喬丹牛排館 

第8天 6月16日(五) 科學與工業博物館、Outlet購物 

第9天 6月17日(六) 
雪德水族館、芝加哥威利斯大廈觀景
台、菲爾德自然歷史博物館、 

第10天 6月18日(日) 日內瓦小鎮一日遊、Outlet購物 

第11天 6月19日(一) 芝加哥搭機回台灣 

第12天 6月20日(二) 抵達台灣溫暖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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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型 

6/9 台北 舊金山 0950 0635 11h45m UA872 B747 

6/9 舊金山 亞特蘭大 0905 1642 4h37m UA1720 B737 

6/13 亞特蘭大 芝加哥 1000 1057 1h57m UA241 A319 

6/19 芝加哥 舊金山 1040 1322 4h42m UA499 B737 

6/19 舊金山 台北 1425 1830+1 13h5m UA871 B747 



 

每人團費 <機票可刷卡+2%> 

•6/20抵台,經濟艙,台幣108,000 
•6/20抵台,舒適經濟艙,台幣121,000 



舒適經濟艙 

• 舒適經濟艙(Economic Plus), 提供台北往返舊
金山的來回座位，空間加大15公分，其餘
條件皆與經濟艙相同。 

• 所增加的費用為台幣13,000 

• 若要停留舊金山多玩四天， 6/24才返抵台
灣，票價要多台幣5,000 



報名請洽C.P. Roger  0955-980-647 
LINE: rogertung88  
 
費用包含： 
來回機票、機場稅、飯店住宿含早餐、旅途所有
行程交通及門票、簽證、保險。 
 
費用不含： 
世界年會報名費、RI歡迎晚餐註冊費、總監之夜
餐費、飯店小費、當地司機導遊小費、午晚餐 
(免驚！Roger不會讓您么巴肚！)。 
 



關於午晚餐的安排，建議如下： 
 

• 行前說明會時(大約5月下旬)，會提供每天的用
餐建議給團員參考，一經採納，立即幫忙預定 

• 建議午餐餐標約15元美金；晚餐餐標約20元美
金 (總餐費約合台幣9000元上下) 

• 大家要吃好一點，就每餐加菜囉！以符合使用
者付費為原則 

• 所有團員推選負責財務的人，大家繳交公基金
給他來負責每餐的結帳 

• 團員們可以輪流刷卡，累積紅利點數，如此就
不用帶太多現金在身上 



亞特蘭大行程 (6/9-6/13) 



亞特蘭大住宿 Marriott Courtyard(萬豪酒店) 



喬治亞水族館 (Georgia Aquarium)  



可口可樂博物館 (World of Coca-Cola) 



ＣＮＮ導覽行程 



馬丁路德金恩國家歷史園區 
（Martin Luther King Jr 
National Historic site） 

馬丁·路德·金恩是一位美國牧師、社會運動者、人權主
義者和非裔美國人民權運動領袖，也是1964年諾貝爾
和平獎得主。他主張以非暴力的公民抗命方法爭取非
裔美國人的基本權利，而成為美國漸進主義的象徵。 



世界年會歡迎晚宴(和各國友人博感情) 



亞特蘭大世界年會參加開幕式(有中文翻譯) 



6/11不參加開幕式？也有安排行程喔！ 

參加人員需支付旅遊分攤費用 



世界年會 總監之夜 (和3490博感情) 



民權與人權中心博物館（Center for Civil and Human Rights） 

民權與人權中心博物館將向遊客講述美國民權運動歷史及全球
人權運動進程， 館內還收藏莫爾豪斯學院擁有的馬丁路德金的
文獻資料。 



大學橄欖球名人堂 College Football Hall of Fame 

在令人印象深刻的頭盔牆 (Helmet 
Wall) 上找出您最喜歡球隊的頭盔、
炫耀您的球技、探索橄榄球的傳統
和曆史，以及在幕後了解比賽日。
重現大學橄榄球比賽的劇烈、激情
與樂趣！ 



芝加哥行程 (6/13-6/19) 



芝加哥住宿 Hyatt Regency(凱悅飯店) 



天下第一社-芝加哥扶輪社補出席 



國際扶輪世界總部 

保羅哈里斯故居 



西北大學 

美國西北大學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是美國著名的高等學府之一，
這所私人學府位於伊利諾州
的埃文斯頓市，臨近芝加哥。
西北大學于1851年創立，是
十大聯盟高校之一。在2012
年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的美
國大學排名上位列第12位，
泰晤士全球聲譽大學排行第
35。在美國，西北大學是人
人皆知的名牌大學。 



芝加哥中國城 



芝加哥河觀光遊船（River Cruise） 



菲爾德自然歷史博物館（Field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科學與工業博物館（Museum of Science & Industry） 



芝加哥文化中心（Chicago Culture Center） 

芝加哥藝術博物館（Art Institute of Chicago） 



千禧公園（Millanium Park） 

籃球天王喬丹牛排館（Michael Jordan‘s Steakhouse） 



雪德水族館（Shedd Aquarium） 



芝加哥威利斯大廈（Wills Tower）觀景台 



Lake Geneva(日內瓦小鎮)一日遊 



Tooling社長參觀白廟 

與清邁扶輪社聯誼補出席 

到泰北
美斯樂
做社區
服務 

Roger帶世界年會團經驗豐富 
2012 泰國曼谷 



DVS 
Alpha  
美國首府
英雄紀念
碑前金雞
獨立！ 

巴西美麗女導遊！ 

Roger帶世界年會團經驗豐富 
2015巴西聖保羅 



AG Handsome伉儷曬恩愛 

Roger+叮咚練武功 

Roger帶世界年會團經驗豐富 
2016 韓國首爾 



Roger帶團四大原則 

一、一切是否安全？ 
二、一切是否好玩？ 
三、是否兼顧彼此利益？ 
四、是否促進彼此友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