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馬尼拉地帶研習會5天

（11/28-12/2）

⚫幸福團領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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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8
台北
TPE

馬尼拉
MNL

0735 0940 2h05m
中華航空

CI701

12/2
馬尼拉
MNL

台北
TPE

1655 1905 2h10m
中華航空

CI704

由於時間緊迫，如果上述航班客滿，將安排長榮航或是菲航替代



天數 日期 星期 行 程 住宿

D1 11/28 四

早上5:00桃園機場第一航廈集合。搭乘CI701
班機，直飛馬尼拉。車遊馬尼拉市著名景點，
如羅哈斯落日大道(Roxas Boulevard)、椰子
宮（Coconut Palace)及菲律賓文化中心
(Cultural Center)等。下午到Greenbelt Mall
shopping。晚上安排幸福團相見歡晚宴

馬尼拉
康萊德飯店

早餐:飛機餐 午餐:菲律賓風味餐 晚餐: 中式桌菜

D2 11/29 五

上午王城區半日遊：黎剎公園、聖地亞哥堡、
聖奧古斯丁教堂；下午參加地帶研習會開幕
式並與來自各國的扶輪先進聯誼交流；晚上
參加大會歡迎晚宴。

馬尼拉
康萊德飯店

早餐: 飯店享用 午餐:亞洲美食 晚餐: 大會晚餐

地帶研習會幸福團行程



天數 日期 星期 行 程 住宿

D3 11/30 六
大雅台/水牛山莊一日遊。 馬尼拉

康萊德飯店
早餐:飯店 午餐:菲律賓風味餐 晚餐: 中式桌菜

D4 12/1 日

上午參加地帶研習會閉幕式；下午SM亞
洲購物中心shopping; 晚上參加總監之夜
歡聚

馬尼拉
康萊德飯店

早餐:飯店 午餐: 大會午宴 晚餐: 中式桌菜

D5 12/2 一

早餐後辦理退房手續。參觀菲律賓國家博
物館，午餐後前往機場，搭乘CI704班機，
直飛桃園機場，預計傍晚7:05抵達台灣 溫暖的家

早餐: 飯店 午餐:菲律賓風味餐 晚餐: 飛機餐

地帶研習會幸福團行程



經濟艙團費：台幣36,800元

費用包含：來回機票、機場稅、簽證、三餐、旅途所有
行程交通及門票、保險、WIFI分享器、飯店住宿(2人1室)
欲住單人房者，請加台幣12,800元。(總監之夜費用由
DGE Brian全額承擔)

費用不含：研討會報名費、飯店小費、個人花費、當地
司導小費

如有需要幫忙報名研討會，歡迎私賴 Roger (LineID: 
rogertung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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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5日前繳交即可



馬尼拉康萊德飯店 (五星級)

外觀獨特的馬尼拉康萊德酒店，坐落在馬
尼拉灣畔 S Maison 高端零售商業中心的頂
部，是繁華熱鬧的馬卡蒂一處鬧中取靜的
休憩之所；通過 NAIA 高速公路前往機場僅
需 15 分鐘。去各種購物、餐飲、娛樂場所
和當地景點都十分便利。馬尼拉康萊德酒
店榮獲美國綠色建筑委員會 LEED 金牌認
證，2017 年 TripAdvisor 卓越大獎。



馬卡蒂是菲律賓的金
融中心，全國最高密
度的國際企業與本地
企業集散地。主要銀
行、企業與百貨公司
跟外國大使館，都座
落於馬卡蒂。菲律賓
證券交易所也位於交
通繁忙、有菲律賓華
爾街之稱的阿亞拉大
道上。馬卡蒂也以馬
尼拉大都會的文化與
娛樂中心聞名。

馬卡蒂(Makati)市區導覽



菲律賓文化中心位於繁華的羅哈
斯大道上，正對馬尼拉灣，是一
幢造型新穎的現代化綜合建築。
文化中心外形最大的特色是它的
外牆上鑲嵌著五顏六色的貝殼，
夜晚在燈的照射下顯得繽紛奪目，
美輪美奐。旁邊人工湖的噴泉，
水柱高達20多米。
中心主要展示有關菲律賓戲劇的
資料，有兩座劇場，可以演齣戲
劇和放映電影。三樓是圖書館和
美術館，四樓的博物館有西班牙
統治前菲律賓本土藝術的展覽。
其他還有會議室、舞池等設施。
最適合對獨特的菲律賓文化藝術
有興趣的人參觀。

菲律賓文化中心



Greenbelt Mall 

【Greenbelt Mall】坐落在馬
尼拉的馬卡蒂區(Makati)內的
Greenbelt 是馬尼拉最大的商
場之一，集中了多個世界知名
品牌的商店，也有不少本土知
名設計師開設的時裝店，是馬
尼拉的購物熱點。您可在此暢
享地道美食，盡情購物。



黎剎公園是菲律賓首都馬尼拉
的一個公園，位於羅哈斯大道
旁，鄰近馬尼拉灣。該公園
是為了紀念菲律賓民族英雄黎
剎於1896年為爭取菲律賓脫
離西班牙殖民統治時就義的事
件；黎剎處決後被埋葬在此處。

黎剎公園



聖地亞哥堡，亦稱聖地亞
哥古堡或聖地牙哥古堡，
位於菲律賓馬尼拉馬尼拉
大都會區的盧娜將軍街。
最初於1571年由本地人建
成，曾是木頭圍成的城寨，
作為防禦工事。16世紀西
班牙人侵佔菲律賓後，將
其改造成石城，作為基地
使用。後來它又成了囚禁
和處決重要政治犯之地。
二戰時，又被日軍佔領，
從而遭到美軍炮轟。

聖地亞哥堡



聖奧古斯丁教堂位於馬
尼拉王城區的古城牆內，
是1607年落成的羅馬天
主教奧斯定會教堂，教
堂建築本身是菲律賓最
古老的建築物。 1976年，
聖奧斯定堂被菲律賓政
府命名為國家歷史名勝。
1993年，聖奧斯定堂等
西班牙殖民時期修建的
四座菲律賓教堂被列為
世界遺產，稱為「菲律
賓的巴洛克教堂」。

聖奧古斯丁教堂



大雅台/水牛山莊一日遊
【大雅臺火山】是世界上最小的活火山
（車程約 2 小時），此處年平均溫度在攝
氏26 度上下,氣候宜人舒爽，為菲律賓人
的度假勝地.抵達環山公路後可眺望大雅
臺火山湖的奇景。我們將坐船和騎馬前往
火山口，首先乘車到山下渡船碼頭,隨即
換登上很有特色的小船前往大雅臺火山島
遊覽,船行湖上時碧波萬傾,輕風吹拂,上岸
後安排騎馬前往火山口。大雅臺火山長年
煙霧迷漫,景致迷人,因火山口內常久未爆
發的關係而積成了一個天然的特殊火山口
湖,這就是山中有山,湖中有湖的大雅臺火
山。靜謐祥和的環境加上清新的山間空氣，
使大雅臺成為了健康中心，療養院的完美
之地，而且其他地形也是進行徒步、慢跑
和高山自行車等運動的理想之所。若想體
驗更多的驚險刺激，那就試試沿著塔爾湖
邊一路徒步而下吧，一定會讓您有一次難
忘的經歷。



SM亞洲購物中心(SM 

Mall of Asia)號稱亞洲
最大購物中心，齊聚
各式美食餐飲、國際
品牌與展示中心等，
週末假日成為馬尼拉
在地居民購物消費所
在。大型海濱購物中
心，設有遊樂園、劇
院、餐廳和會議中心。

SM亞洲購物中心



菲律賓國家博物館是菲律賓
物質和文化遺產的見證者和
守護人。作為最重要的國家
文化機構之一，它通過科學、
教育和文化活動，肩負著傳
播國家文化和樹立民族自豪
感的重任。
菲律賓國家博物館成立於
1901年，是菲律賓的自然史
和民族志博物館。該建築群
毗鄰黎剎公園，靠近馬尼拉
的王城區。館內藏有胡安·盧
那的名畫Spoliarium

菲律賓國家博物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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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天(0603-0612,計畫執行中)

歷年幸福團出團紀錄



ROGER帶團三大特色
1. 全程歡樂 結束後大家

都變成好朋友
2. 喜歡多多了解當地文

化及歷史典故
3. 喜歡安排到當地扶輪

社補出席增進交流，
並且學習外國扶輪社
的運作方式

Roger Line I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