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 夏威夷世界年會幸福團
6/6-6/14,(9天)

領隊：林口幸福社 CP.Roger

手機：0955-980-647

瀚斯國際交流中心 主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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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
台北
TSA

上海
PVG(T1)

1240 1455 2h15m
中國東方航空

FM802

6/6
上海
PVG(T1)

檀香山
HNL(T2)

1655 0840 9h45m
中國東方航空

MU571

6/11
檀香山
HNL(T2)

上海
PVG(T1)

1040
1535
+1

10h55m
中國東方航空

MU572

6/14
上海
PVG(T1)

台北
TSA

0925 1105 1h40m
中國東方航空

FM801



天數 日期 行 程

第1天
6月6日
(六)

早上10點鐘台北松山機場集合.搭乘中國東方
航空FM802航班經上海浦東機場,轉MU571航
班飛往夏威夷檀香山－安排大環島遊+市區觀
光(鳳梨園/哈雷瓦衝浪小鎮/海龜海灘/夕陽海
灘/大風口/皇宮/國王銅像/州議會),晚餐後入
住酒店

第2天
6月7日
(日)

整天在年會現場：參加年會開幕式、參觀友誼
之家及台灣館開幕慶祝。晚上參加總監之夜

第3天
6月8日
(一)

全日旅遊行程：古蘭尼牧場、玻里尼西亞文化
中心

第4天
6月9日
(二)

上午安排(打高爾夫球/進會場聽演講/市區逛
街)，下午安排半日遊:珍珠港、密蘇里號戰列
艦，晚上安排欣賞大會主辦的音樂會



天數 日期 行 程

第5天
6月10日
(三)

上午安排半日遊:小環島(鑽石頭山,恐龍灣,
噴泉口)、下午參加世界年會閉幕式

第6天
6月11日
(四)

早餐後前往機場辦理登機，搭乘中國東方
航空MU572班機飛往上海

第7天
6月12日
(五)

抵達上海浦東機場，參觀上海和平飯店、
晚餐後逛逛上海外灘。之後入住五星酒店

第8天
6月13日
(六)

上海市區一日遊：豫園、城隍廟、上海新
天地、田子坊、東方明珠塔(上塔)

第9天
6月14日
(日)

前往機場搭乘中國東方航空FM801班機飛
往台灣，預計上午11:30抵達松山機場，結
束夏威夷9日世界年會之旅



經濟艙團費：台幣105,000元

費用包含：來回機票、機場稅、飯店住宿兩人一
室、三餐(自理除外)、旅途所有行程交通及門票
、保險、WIFI分享器、講解機租用
費用不含：飯店小費、個人花費、簽證護照台胞
證、當地司導小費、租車超時費、總監之夜餐費
報名時匯款繳交訂金3萬元整，並附上護照影本。
報名截止後開始簽單刷機票，尾款在2月底前繳
交即可。
升等豪經艙/單人房/打球的團員，價格另外計算



1. 強調在地深度旅遊，在當地堅持不換飯店，讓您
充分享受類似自由行的旅行樂趣

2. 開幕式、社員大會及閉幕式進行期間，除了大會
有提供中文翻譯機，Roger也提供講解機協助中
文翻譯，讓與會社友更了解年會的內容及議題

3. 僱用當地導遊來安排全部的旅遊行程，並且適時
提供中文翻譯，讓大家更了解當地的歷史與文化。
總監之夜全體團員都參加，一起嗨翻天！

4. 想要打高爾夫球的社友們有機會上場彼此切磋球
技，也有機會讓不打球的社友進入年會現場了解
國際扶輪在全世界的服務貢獻

世界年會幸福團行程四大特色



三餐安排
日期 早餐 午餐 (餐標25美金) 晚餐 (餐標35美金)

6/6 機上餐 夏威夷特色餐 中式桌菜(8菜1湯)

6/7 飯店內 送便當到會場內 總監之夜

6/8 飯店內 夏威夷特色餐 中式桌菜(8菜1湯)

6/9 飯店內 自理 夏威夷特色餐

6/10 飯店內 夏威夷特色餐 中式桌菜(8菜1湯)

6/11 飯店內 機上餐 機上餐

6/12 機上餐 機上餐 中式桌菜(8菜1湯)

6/13 飯店內 上海特色餐廳 上海特色餐廳

6/14 飯店內 機上餐 回家自理



6/6-6/11住宿飯店:The Surfjack & 

Swim Club Hotel 

412 Lewers Street, 

Honolulu, HI, 96815, 

TEL： +1 808 923-8882



6/6-6/11住宿飯店:The Surfjack & 

Swim Club Hotel
• 酒店位於威基基，設有室外游泳池，提供房內咖啡和雞尾酒服務
的複古風格的簡易別墅和套房。

• 所有客房均配有手工製造的家具、定制的瓷磚浴室地板和不拘一
格的藝術品以及私人陽台，亦配有平板電視、冰箱和咖啡機。獨
立浴室提供吹風機和免費洗浴用品。

• 游泳俱樂部提供池畔娛樂、文化活動和節目。
• Mahina & Sun's餐廳提供以供應早餐、午餐和晚餐的當地農夫採購
的有機食材烹製的菜餚，以精心調製的雞尾酒以及專為酒店烘焙
的咖啡為特色。

• 酒店距離威基基海灘有5分鐘車程，距離鑽石岬國家紀念碑有15
分鐘車程，距離皇家夏威夷中心（Royal Hawaiian Center）的購物
和餐飲場所有5分鐘步行路程，距離國際市場（International 
Market Place）則有8分鐘步行路程



6/12-6/14住宿飯店:

上海金茂君悅大酒店(五星級)



6/12-6/14住宿飯店:

上海金茂君悅大酒店(五星級)

作為世界上最高的酒店之一，金茂君悅大酒店地處於上海浦東
新區，是一家可提供餐飲、觀光和娛樂等多種服務的信譽度極
高的酒店。該酒店距離浦東國際機場40公里，距虹橋機場僅25

公里。入住該酒店的客人可以方便地前往這座充滿活力城市中
的許多值得遊覽的景點，如外灘、豫園、人民廣場、新天地和
銚韓百貨，以及其它許多引人矚目的歷史遺跡。酒店擁有寬敞
典雅的客房和套房，且景觀迷人。11間大小不同且設計各異的
多功能廳使得該酒店成為舉辦各類型國際會議的熱門場所。同
時，酒店大宴會廳的寬敞空間非常適合舉辦各種私人聚會和活
動。酒店內擁有著名當代風格的餐廳和酒吧，可以為客人提供
舒適和輕鬆的休閒就餐氛圍。金茂君悅大酒店高標準的住宿環
境可以滿足到所有類型客人的多方位需求。



皇宮、國王銅像、州議會
Iolani Palace 夏威夷皇宮位於檀香山市中心，
是國家歷史地標，也是1882年至1893年期
間夏威夷王國最後兩位君主的皇室官邸
（美國唯一的皇室官邸)，美哈美哈國王
是夏威夷歷史上第一個統一夏威夷群島的
國王，在美國五十個州裡，只有夏威夷州
有過國王統治。所以，卡美哈美哈國王銅
像成為來夏威夷的遊客們必去的景點之一

夏威夷州政府大廈在夏威夷王宮的背後,從1898

年正式成為美國的第50個州開始,這裡就是夏威
夷州政府辦公的地方,這裡樹木參天,百花爭豔,

環境優美,如茵的草園宛如神話世界。該大樓
的設計匠心獨運,象徵著夏威夷州是在海洋和
火山中形成的。正面的八根園柱呈棕櫚樹狀,

同時象徵夏威夷群島的八個大島



來到夏威夷旅遊一定不能錯過這個以
海龜睡午覺聞名的拉尼亞克雅海灘
（Laniakea Beach ），不僅海灘漂亮是
戲水與衝浪天堂外，光是可以看到海
龜就超值得票價的啦！

哈雷瓦衝浪小鎮/海龜海灘

位於歐胡島的北海岸的區域，HALEIWA

是北海岸的觀光重鎮。它的魅力在於保
留了夏威夷原始的面貌。在充滿古色古
香的城鎮中，即使沒有目的地，漫步此
中就足夠讓人心神暢快。哈雷瓦是南北
長約2.5公里的小城市，卻充滿不少的迷
人風景。



夏威夷世界年會

6/7上午場開幕式 10:30-12:30

6/7下午場開幕式 15:30-17:30

6/8大會演講 10:00-12:00

6/8分組討論 13:00-16:00

6/9大會演講 10:00-12:00

6/9分組討論 13:00-16:00

6/10 分組討論 8:30-11:30

6/10 下午場開幕式 14:00-16:00

6/7-6/10友誼之家開放時間
09:00-18:00



古蘭尼牧場
古蘭尼(Kualoa)成立於1850年，
是一個占地4000英畝的養牛
牧場，坐落在夏威夷的歐胡
島 (Oahu) 東北面的下方，距
離檀香山(Honolulu) 45分鐘車
程,。牧場地貌多樣，從陡峭
的山崖蔓延到波光粼粼的大
海，從茂密的熱帶雨林到開
闊的山谷，從美麗的白色沙
灘到翠綠的懸崖面,應有盡有。
這確實是一個戶外休閒的天
堂，有許多偏僻地方只能騎
馬，乘坐四輪摩托車(ATV)，
或步行進入。



玻里尼西亞文化中心

玻里尼西亞文化中心算是歐
胡島上非常受歡迎旅遊景點，
這裡就類似我們台灣的九族
文化村（再厲害十倍），文
化村裡保留寶貴的玻里尼西
亞文化，你可以在這裡面體
驗到七個太平洋不同種族的
文化、歷史及熱情！
體驗各個村落重演每個民族
具有代表性的舞蹈及技藝，
感受這份稀有文化激發您內
心的震撼，讓您對另一起少
數民族的文化心生讚嘆、欽
佩與敬意。



6/9 上午高爾夫球
皇家夏威夷人高爾夫俱樂部

Royal Hawaiian高爾夫俱樂
部前稱為Luana Hills鄉村俱
樂部，地勢傾斜，深處熱
帶雨林，鳥群紛飛，爭相
鳴唱，古樹成蔭，高達百
尺，讓球手產生了漸入仙
境一般的感覺。
高山環繞，巍然不動，

Royal Hawaiian高爾夫俱樂
部的原始、野性之美常常
讓高爾夫球手分神，甚至
“無心戀戰”。

擊球費 160美金
球具租金 65美金



珍珠港
珍珠港位於夏威夷瓦胡島的西南部，是
夏威夷最大的天然海港，三面環山，一
面臨海。然而，讓珍珠港真正聞名遐邇
的還是二戰期間，日本海軍對美國太平
洋艦隊的一次著名的偷襲戰——珍珠港
事件。而這裡最著名的兩處景點便是福
特島邊的亞利桑那戰列艦紀念館和密蘇
里號戰艦紀念館。
如今美國政府把珍珠港定為愛國主義教
育基地，景區內的導遊都是義務的志願
者，還有免費的地圖，有中文的。進入
珍珠港區先參觀歷史陳列館，館內圖文
並茂客觀的寫明發生在1941年12月7 日震
驚世界的珍珠港事件，有美日雙方參戰
的艦艇、飛機、人員及傷亡情況的資料。



密蘇里號戰列艦

密蘇里號戰艦是一艘隸屬於
美國海軍的戰艦，為愛荷華
級戰艦的三號艦。她是美軍
第三艘以密蘇里州為名的軍
艦，亦是美國海軍最後一艘
建成的戰艦。是美國二戰最
後一艘退役的戰艦，也因於
二戰結束時被指派為受降艦
而聞名於世。



小環島(鑽石頭山,恐龍灣,噴泉口)



世界年會閉幕式

當個熱情的主人！
邀請國際扶輪社友來台灣參
加2021世界年會在台北！
6月12日– 6月16日, 2021



上海和平飯店
和平飯店是位於上海南京東路
與外灘路口的一家飯店，這間
採裝飾藝術風格的豪華飯店建
於 1929 年，位在高檔商家林立
的南京路上，附近黃浦江邊的
上海外灘有多家餐廳，步行 7 

分鐘可達南京東路地鐵站。

其有南樓和北樓兩棟歷史建築
組成。飯店在1956年開業，
1991年到1994年，和平飯店連
續4個年度被評為「世界最著名
飯店」，並至今仍是中國唯一
一家被評為世界著名飯店的酒
店.



上海外灘
外灘是上海市中心的一個區域，
由一段沿黃浦江的馬路和沿路
的建築和設施構成，為上海重
要的地標之一。全長1.5公里，
南起延安東路，北至蘇州河上
的外白渡橋，東面即黃浦江，
西面是舊上海金融、外貿機構
的集中地。外灘沿路坐擁二十
多幢風格各異的歷史建築，有
折衷主義的，也有文藝復興式
的，還有早期現代式的，故而
被譽為「萬國建築博覽群」。
自上海開埠後，外灘就開始成
為了上海乃至中國的金融及貿
易中心，也被稱為東方華爾街



豫園
豫園座落於中國上海市黃浦區，
原上海老城廂東北部，北靠福佑
路，東臨安仁街，西南有城隍廟、
豫園商城，是建於明朝時期的古
典園林。豫園建於1559年，最初
是四川布政使潘允端的私人園林，
他建造此園林的目的是「愉悅老
親」，而「愉」和「豫」意思相
通，故而得名豫園。之後，豫園
輾轉於多人之手並經受多次戰火
的摧殘。如今，其是典型的江南
園林代表並已經成為上海著名的
遊覽勝地。園內有江南三大名石
的玉玲瓏和原小刀會起義的指揮
所——點春堂。



城隍廟 上海城隍廟是上海最主要的道
教正一派道觀，也是上海市文
物保護單位與著名景點，毗連
豫園。上海城隍廟始建於明永
樂元年（1403年），由原霍光
行祠改建而成。此後歷經多次
擴建，於清朝道光初年達到鼎
盛。民國13年（1924年）中元
節，「三巡會」舉辦過程中發
生火災而被毀。民國15年
（1926年）重建，採用鋼筋混
凝土，並於次年落成。1966年4

月起，城隍廟開始停止宗教活
動，廟產一度改做商場。1994

年11月，上海城隍廟歸還予上
海道教協會，並於次年恢復宗
教活動至今。



上海新天地
上海新天地於2001年建成，是香港
瑞安集團在上海投資建設的一個現
代化餐飲、休閒、娛樂和購物的時
尚地標。靠近淮海路商業街，周圍
有多家高級寫字樓。1990年代末，
上海市經濟起飛，多個舊社區都被
遷拆重建。重建這個社區時，設計
師將這種富有上海建築特色的元素，
一方面予以保留，另一方面融入新
的建築主題意念。占地3萬平方米。
經過精心的裝潢、設計和社區整體
規劃下，吸引到明星、藝術家和企
業家在這裡開設精品店、高檔次飲
食消閒餐廳等。



上海田子坊

田子坊是上海的一處弄堂，位於黃浦區
泰康路210弄，為國家3A級景區。田子
坊本名志成坊，建於1930年，畫家汪亞
雲一家曾入駐其中的隱雲樓，創辦了
「力社」。2001年街坊改造，黃永玉將
其改為今名，與《史記》所載中國最年
長畫家田子方諧音。2005年，田子坊得
以躋身上海十大創意產業聚集區。



東方明珠塔

東方明珠廣播電視塔，位於上
海市浦東陸家嘴的未來主義建
築，與外灘隔黃浦江相望，原
名上海廣播電視塔，上海市民
也常簡稱其為東方明珠。東方
明珠由當時華東建築設計研究
院設計，1991年動工，1994年落
成，總高468米。在1994年至
2007年間，是中國大陸地區的
最高建築，2007年被上海環球
金融中心超越。東方明珠自落
成以後便成為上海天際線的組
成部分之一，是上海的地標性
建築，同時也是中國國家5A級
旅遊景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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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天(1120-1124,計畫執行中)
• 2019 馬尼拉地帶研習會5天(1128-1202,計畫執行中）
• 2020 美國夏威夷世界年會9天(0606-0614,計畫執行中)

歷年幸福團出團紀錄



ROGER帶團三大特色:
全程歡樂.結束後所
有團員都變成好朋友
喜歡了解當地文化及
歷史典故
喜歡安排當地補出席，
學習各國扶輪社運作
情形及結交國際友人

Roger Line I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