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490緬甸WCS幸福團5天
（11/20-11/24）

 領隊：新北市第6分區AG,林口幸福社 CP.ROGER

 手機：0955-980-647

 瀚斯國際交流中心 主辦

 金展旅行社 協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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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
台北
TPE

仰光
RGN

0700 0950 4h20m
華航

CI7915

11/24
仰光
RGN

台北
TPE

1050 1615 3h55m
華航

CI7916



天數 日期 星期 扶輪幸福團行程 住宿

D1 11/20 三

上午5：00桃園機場第一航廈集合，搭乘華航CI7915班機
上午7:00直飛緬甸仰光國際機場(預計9:50抵達)。安排仰
光市區觀光－翁山將軍博物館、翁山市場、聖瑪麗教堂、
市政廳、殖民大樓。入住仰光泛太平洋酒店。稍事休息後
晚餐在泛仰光扶輪社補出席，並舉辦幸福團歡迎餐會

仰光泛太平
洋酒店

早餐:飛機餐 午餐:緬甸風味餐 晚餐:中式桌菜

D2 11/21 四

皇家湖、卡拉威宫、吳丹故居、國家博物館、喬達基臥佛
寺、仰光大金寺 仰光泛太平

洋酒店
早餐:飯店享用 午餐:緬甸風味餐 晚餐: 中式桌菜

D3 11/22 五

上午參訪唐人街、仰光藝術街。下午安排Shopping行程，
傍晚乘坐觀光船遊覽仰光河的美景及欣賞日落 仰光泛太平

洋酒店
早餐: 飯店享用 午餐:緬甸風味餐 晚餐:中式桌菜



天數 日期 星期 扶輪幸福團行程 住宿

D4 11/23 六

上午甘尼小學捐贈儀式。下午參觀水内比度假村
。晚餐前特別安排仰光華緬科學園區說明會,之後就
是慶功宴-總監之夜歡聚

仰光泛太平
洋酒店

早餐:飯店享用 午餐:學校自助餐 晚餐:中式

D5 11/24 日

上午8：00飯店集合退房，前往仰光國際機場搭乘華
航CI7916班機，上午10:50直飛桃園機場(預計下午
4:15抵達第一航廈)。結束5天緬甸仰光WCS旅程 溫暖的家

早餐:飯店享用 午餐:飛機餐 晚餐: x



經濟艙團費：台幣38,000元

費用包含：來回機票、機場稅、簽證、飯店住宿、
三餐、旅途所有行程交通及門票、保險、總監之
夜餐費、WIFI分享器、當地司導小費
費用不含：飯店小費、個人花費

報名時刷卡繳交訂金兩萬元整，並附上護照影本
尾款的部分在9月15日前繳交即可



住宿：PAN PACIFIC HOTEL YANGON
（仰光泛太平洋酒店，五星級 ）



住宿：PAN PACIFIC HOTEL YANGON
（仰光泛太平洋酒店，五星級 ）

如果您想尋找一家交通方便的仰光住宿，那沒有比仰光泛太平洋飯店
更合適的選擇了。離市中心僅0.2KM的路程，能確保旅客快捷地前往
當地的旅遊景點。住宿位置優越讓旅客前往市區內的熱門景點變得方
便快捷。

仰光泛太平洋飯店提供多種多樣的設施，令您在仰光期間的旅程更豐
富。住宿安排了所有房型皆附免費WiFi, 24小時送餐服務, 24小時保全, 
便利商店, 每日客房清潔服務，旨在為客人提供最舒適的體驗。

此外，這裡的所有客房皆配有各種舒適的房內設施。許多房間甚至還
提供了平面電視, 另有浴室, 另有廁所, 浴室話機, 地毯以滿足客人的需
求。住宿的娛樂設施相當齊全，包括瑜珈室, 健身房, 桑拿三溫暖, 室外
游泳池, Spa。入住仰光泛太平洋飯店是來仰光旅遊的明智選擇之一，
飯店氣氛悠閒，遠離喧囂，非常適合放鬆身心。



緬甸國父翁山將軍故居博
物館，館內保留翁山將軍
故居生活的裝潢與格局，
館內除翁山將軍的介紹外，
亦有翁山蘇姬小時候的照
片及嬰兒床展示。另外，
1947年7月19日，在英國
殖民統治下的緬甸獨立前
夕，翁山將軍於部長會議
室遇刺，年僅32歲，後來
這天被訂為緬甸烈士節。

翁山將軍博物館



翁山市場，前稱斯哥特市場，
是緬甸仰光市班貝坦區的一
個大型市場，以其殖民時期
的建築和圓石鋪就的街道而
聞名。該市場是班貝坦區主
要的旅遊目的地，店鋪以古
董、手工藝品、珠寶店以及
藝術畫廊和服裝店為主。該
市場也是一個可以兌換貨幣
的黑市。市場內還有一些消
費群體以本地人為主的銷售
醫藥、食品、服裝和外國商
品的店鋪。

翁山市場



仰光聖瑪麗大教堂始建於
1895年，屬新歌特風格建築，
是仰光地區最大的天主教堂，
曾有多名英國神父先後在此
傳教。教堂的外觀雖然由紅
色磚石築造，加上兩個尖塔，
顯得非常惹眼、非常西式，
但是內里的飛升拱廊和五彩
的裝飾，融合了多種東南亞
元素，結合一起給人一種莊
嚴、典雅的感覺。

聖瑪麗教堂



市政廳
1936年建成的仰光市政廳，是仰
光城市發展委員會的辦公地點。市
政廳位於仰光市中心，附近有許多
如蘇雷金塔，摩訶班都拉園，緬甸
最高法院以及郵政總局等仰光重要
地標。仰光的地方政府大樓，由曾
經設計仰光中央車站的緬甸建築師
烏丁所設計。仰光市政廳的建築風
格，融合了殖民風格的樓體和緬甸
風格的屋頂，屋頂因採用“帕亞塔”
的傳統階層式構造而被認定為緬甸
建築的典範。



殖民大樓
仰光曾經被英國殖
民統治近100年，
但在這屈辱的歷史
中卻留下了大量極
具文化，藝術，歷
史等價值的珍貴建
築，這些維多利亞
風格，巴洛克風格
和英緬混合風格的
殖民時期建築已成
為旅行者們抵達仰
光後的必到之處。



泛仰光扶輪社補出席(歡迎餐會)

• 泛仰光扶輪社目前社友約36人，
平常以中文進行例會。

• 演講主題一：全球扶輪華文社發
展峰會介紹。目前，國際扶輪中
文社在非中文主流的國家如雨後
春筍般的迅速的發展，在中文崛
起及全球趨勢帶動下，國際扶輪
中文社在未來的三五年內即將迎
來一波新的成長。

• 演講主題二：緬甸投資商機介紹
• 與泛仰光扶輪社社友們親切以中

文交流，可協助拓展在地人脈



茵雅湖(YinYa Lake) : 仰光市內最大
的湖泊，位於市區北部。湖面相當
大，湖四周熱帶植物茂盛，風景優
美，是一處讓人流連忘返地方。當
地的華人稱其為燕子湖。茵雅湖基
本保留了其原生形態，放眼望去，
鮮見建築物，只見綠樹環繞，碧波
蕩漾。在遼闊的茵雅湖湖面上，面
向瑞大光塔，有一艘巨大的天鳥狀
皇家遊船複製品，湖的四周是樹林
茂盛的公園。北邊有緬甸獨立領袖
昂山的陵墓。南邊是動物園和國家
歷史博物館。

茵雅湖畔公園



外觀金碧輝煌，裡面裝飾
豪華。每天晚上7點至10
點有緬甸民族歌舞表演，
以自助餐的形式開放。白
天看去金碧輝煌，夜晚則
燈光璀璨，倒影斑斕。

卡拉威宫民族舞蹈和木偶戲



已故前聯合國秘書長吳丹紀念館的開
幕儀式日前在緬甸仰光舉行。為紀念
這位偉大的外交家，位於仰光市卡馬
育鎮潘巴街31號的吳丹故居被改造成
了紀念館。成功協調解決古巴導彈危
機是吳丹外交生涯中濃墨重彩的一筆。
1962年10月，美國拍攝到了前蘇聯在
古巴部署導彈的照片。時任美國總統
約翰·肯尼迪開始對古巴武裝封鎖，核
大戰一觸即發。危機發生後，時任聯
合國代理秘書長吳丹提出以確保古巴
安全換取前蘇聯撤離導彈的大膽建議。
吳丹不知疲倦地奔走調解，為最終避
免核戰爭爆發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吳丹故居



到緬甸仰光旅遊，若想了
解緬甸歷史文化，可走訪
緬甸國家博物館認識緬甸
歷史文化，博物館內除了
介紹緬甸史前文化到近代
歷史外，歷代緬甸國王宮
廷寶物、佛像雕刻、法器、
繪畫及具歷史意義的手工
藝品亦有展示，特別是緬
甸少數民族服飾特色介紹，
能親眼欣賞緬甸民族傳統
服飾也讓人大開眼界。。

緬甸國家博物館



喬達基臥佛是緬甸最大的室內臥
佛，長約20公尺，高約5.4公尺。
1907年始建，一直到1960年才成
為現在的模樣。臥佛是以緬甸玉
打造而成，並以玻璃鑲嵌在其眼
珠之處，面容慈祥而豁達，那雙
清澈的眼神關注著芸芸眾生，像
是可以參透我心裡所想
在臥佛的腳底有108個佛足的圖案，
代表人的108次輪迴。其中59個是
人的世界，21個是動物的世界，
28個則為神的世界，而加總正好
為108個，表示佛祖已無須在這些
層次中輪迴

喬達基臥佛寺



仰光大金寺又稱仰光大金
塔或雪德宮大金塔、瑞德
宮，是一座位於緬甸仰光
的窣堵坡。其高度為98米，
表面則鋪上了一層金，再
加上它是位於皇家圓林西
的聖山Singuttara之上，所
以這座塔也就在仰光市天
際線中獨佔鰲頭了。。

仰光大金寺



在這當地人的購物中心，從
鞋類到電子產品逐個打開序
幕，準備開售。甚至食品雜
貨，蔬菜，甚至古董，都能
讓你眼花繚亂！走在人聲鼎
沸，熙熙攘攘的唐人街，在
這購物中心，隨心所欲的漫
步，走走停停，收穫不一樣
的美食體驗，而且品嚐完當
地美食，還可以挑選心儀的
小禮物送予朋友哦！。

唐人街



Yangon Walls是由Del
phone de Lorme領導
的仰光小巷的一個持
續項目，標誌著與當
地藝術家社區合作，
將Yangon的街道轉變
為藝術品的創意中心.

仰光藝術街Yangon 
Walls



觀光船夕陽晚餐趴
乘坐觀光船遊覽仰光河的美景
及欣賞日落。旅遊景點：在日
落遊船上探索仰光河沿岸壯麗
的風景和豐富的歷史和文化景
觀。在日落的最後幾小時體驗
仰光的美麗，同時品嚐通過安
達曼海的Martaban海灣帶來的
清新的微風。觀察著名的
Twante運河燈塔。從不同的角
度見證大金塔。當太陽輕輕地
沉入地平線以下時，沿著河岸
欣賞令人驚嘆的燈光。



甘尼小學捐贈

“WCS 計劃每分區認捐一間敎室給
勃固甘尼希望小學、每間教室66萬
元分33個單位，每單位2萬元、鼓
勵各社社友踴躍認捐，這樣全體社
友才有參與感、6月14日～6月17日
已經前往緬甸履勘完畢、11月23日
上午10點將舉行驗收啓用儀式。晚
上舉辦總監之夜慶功。總監目標要
帶300名社友前往。報告完畢!”

WCS主委PP Rich這樣說……



水内比度假村

Shwe Pyi Resort水
內比度假村開幕於
2008，距離勃固市
區繁華地段僅有11.
5 km的路程。



仰光華緬科學園區說明會



仰光華緬科學園區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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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0-1124,計畫執行中)
•2019 馬尼拉地帶研習會(1128-1202,計畫執行中）
•2020 美國夏威夷世界年會(0603-0612,計畫執行中)

歷年扶輪幸福團出團紀錄



ROGER帶團三大特色
1. 全程歡樂 結束後都
變成好朋友

2. 喜歡了解當地文化
及歷史典故

3. 喜歡安排當地補出
席，學習別人怎麼
經營扶輪社

Roger Line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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