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際扶輪 3490 地區夏威夷世界年會 6/5 華航直飛 7 天 

特價 96,500 元 含稅 含領隊小費(10/18 前確認) 

參考航班 

天數 出發日期  抵達日期-時間 起飛-抵達城市 中華航空 

第 1 天 2020/06/05(五) 21:10-12:55 桃園-檀香山 CI 002 

第 6 天 2020/06/10(三) 15:15-19:30+1天 (06/11四抵達) 檀香山-桃園 CI 001 

【行程】 

06/05(五)第一天：桃園機場 / 檀香山 CI002 21:10-12: 55 飯店 check in    

 早：敬請自理 午：機上簡餐 晚餐： HARDROCK 美式套餐 USD35 

 宿：Hilton Garden Inn 或 Holiday inn(一大床房型)或 ohana East Waikiki 或同級 

 

今日搭乘豪華客機前往度假勝地—夏威夷檀香山機場，在此享受夏威夷的陽光與熱情。 

 

06/06(六)第二天：大會報到處領取報到證-市區觀光(州政府、皇宮、國王銅像、中國城)-

珍珠港-小環島(鑽石頭山、卡哈拉KAHALA高級住宅區、俯瞰恐龍灣(自然保護區和著名

的浮潛地點) 、噴泉口、白沙灣(海灘遊俠李麥克拍片場景之一)、大風口 

 早餐： 飯店內享用 午餐：阿甘蝦 USD45 晚餐：TONY ROMAS 美式套餐 USD45 

 宿：同上  

 

【州政府】夏威夷近代政治權力的象徵 

【皇宮】伊歐拉尼皇宮，位於檀香山市中心，是夏威夷群島最具歷史地標的人文景點之一。 

【國王銅像】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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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城】唐人街位於檀香山金融區西面，古老的建築容納著各種商店、寺廟、酒吧和餐館。白天，逛

一逛唐人街喧鬧繁忙的市場。在這裡，仿佛把您帶回到古代的日本和中國。 



 

 

 

【鑽石頭山】位於歐胡島的東南角的一座死火山，據說原本是佩拉

火山女神的家。在 1825 年，英國庫克船長帶領水手來到夏威夷，

遠眺山上因為爆發出的火山結晶體閃閃發光的石英，誤以為山上有

鑽石，於是取名為鑽石頭

山。是夏威夷最著名的地

標之一。 

 

 

 

【高級住宅區】位於檀香山市的 Kahala 卡哈拉區是夏威夷地價

最高的地方，也是當地首屈一指的高級住宅區。許多好萊塢明星

都爭相搶購這裡的住宅與房地產，隨著美國樓市近年

來的狂漲，它們的總價格已升到 2 億美元左右 

 

 

【恐龍灣】恐龍灣是受海水侵蝕的死火山口，現在生

長了許多珊瑚礁並聚集了許多熱帶魚類，吸引許多生

態愛好者前來，1961 年因貓王在此拍攝"藍色夏威夷

"電影而聲名大噪，現今已成為重要的自然保護區和島上最受

歡迎的浮潛目的地 

 

 

【噴泉口】 

由火山熔岩形成的海岸洞穴，又有"黑石噴泉"之稱，因長期

海蝕，只要一有海水湧入，便會向空中噴出 15 米高的水柱

浪花，並伴隨著隆隆響聲，非常具有震撼力。 

 

 

【白沙灣】 

白沙灣海灘是以貝殼砂為主構成的海灘，砂質柔軟淨白、海

水清澈碧藍，在沙灘上不時還可以看見魚群，來到白沙你會

發現其實大海是有生命的。沿岸海攤往往人滿為患，水上活

動興盛，多少對海域造成污染，久而久之改變原始生態樣貌，

但是白沙在較低的開發下，相對保留了最豐富的自然原貌，這

就是白沙灣充滿魅力的地方。 

 

【大風口】 

帕裏大風口(Pali Lookout)的夏威夷名字意為"懸崖"。顧名思

義，大風口以其終年強勁的大風而聞名，而且這裏還是一處視

域開闊的懸崖觀景台。站在觀景台可眺望翠綠色歐胡島東北平原優美的風景，在貫穿瓦胡島的強風吹拂

中感受自然之美。 



 

 

 

06/07(日)第三天：搭乘大會安排接駁車早上09:00-15:00參加大會開幕式 

 早餐： 飯店內享用 午餐：大會內敬請自理 晚餐：暫定總監之夜 

 宿：同上   

 

06/08(一)第四天：領隊服務前往購物天堂 Ala Moana Outlets 或自由活動或參加自費活

動自費高爾夫球 

 早餐： 飯店內享用 午餐：敬請自理 晚餐：領隊協助預定當地特色餐餐費 

 宿：同上   

 

06/09(二)第五天：鳳梨園(小火車)-Haleiwa 小鎮-PCC 玻里尼西亞文化中心 

 早餐：飯店內享用 
午餐：烤雞 or 漢堡套餐

USD20 
晚餐：PCC 自助餐 

 宿：同上   
 
【鳳梨園(小火車)】搭乘小火車一趟約要 20 多分鐘，經過的就
是一望無際的鳳梨田，超大、超大，完全不知道盡頭在哪裡，一
整路幾乎都是看到像這樣的農田。 

 

【暢遊玻里尼西亞文化中心】 

歐胡島上這個佔地達 42 英畝

的玻里尼西亞文化中心，包含

夏威夷 HAWAII 、大溪地

TAHITI、東加 TONGA、斐濟

FIJI、薩摩亞 SAMOA、紐西蘭

毛利 AOTEAROA 及瑪貴斯

MARQUESAS 七個太平洋上

不同種族的島國文化，各種活潑、具有民族代表性的舞蹈和技藝表演，通通可以在這裡一次實際走訪和

體驗，是來到歐胡島不可錯過的必遊景點。 

 

 

06/10(三)第六天：早上酒店內享受設施 檀香山 CI 001 15:15/19:30+1 

 早餐：飯店內享用 午餐：機場代金 USD20 晚餐：機上簡餐 

 宿：夜宿機上 

06/11(四)第七天 19:30 抵達桃園機場 

 早餐：機上簡餐 午餐：機上簡餐 晚餐：溫暖的家 

 宿：溫暖的家 



 

 

 

國際扶輪 3490 地區夏威夷世界年會 6/5 華航直飛 
出發日 2020 年 06 月 05 日 (五)  出發  

報價人數 30 人以上 +1 服務領隊   

費用報價 
每人團費 : NTD 96,500 元 

機位即將額滿 敬請提早報名付訂 

費用包含 

1.機票：全程來回機票,含機場稅,燃料稅。 

2.住宿：如行程表所列,2 人一室,單人房另加價 NTD 32,000 元 

3.餐食：酒店內早餐；午、晚餐如行程表所示。 

4.交通：行程表內所需各種交通運輸之費用。 

5.保險：團體旅遊責任險 500 萬及 20 萬意外醫療險。 

6.小費：司機、導遊、領隊服務費。 

費用不含 

1. 不含於行程中的額外項目如：自費行程、房間服務、飲料、酒水、 

行李小費、床頭小費電話費等個人支出。 

2. 商務艙加價~依英文姓名訂位確認報價。 

備註 

訂金  每位 30,000 元。 
服務窗口:山富國際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李慶良(TOUR)       專線(02)-7734-9628 

陳靜儀              專線(02)-7734-9779 

鄭美佳              專線(02)-7734-9814 

      傳真(02)-6608-5070 

flora2007@richmond.com.tw  /  maymay735@richmond.com.tw  

mailto:maymay735@richmond.com.tw


 

 夏威夷自費活動售價表(併車操作)（單位: 美元） 

項目 時間 售價 
1.歐胡島大環島之旅 (6 人以上成行) 1pm-6pm $125 

(1)前往參觀張學良墓地，斗笠島公園，途經海龜沙灘和日落沙灘，杜爾鳳梨園，哈雷瓦小鎮，欣賞夏威
夷北海岸壯麗的景色，並可品嘗當地人的新寵”蝦餐美食”(含導遊小費)。 

(2)您可以選擇順路入内参觀 3 小時波利尼西亞文化中心精選景點 10Am-6Pm $165 
(3)除了入内参觀 3 小時波利尼西亞文化中心精選景點外，行程结束後，帶
您前往奥特莱斯購物中心，大肆血拼 2 小時。 

10Am-8Pm $190 

2.摇滚呼啦晚餐秀 Legend Luau Dinner Show 6Pm-930Pm $109 

(1)您在享用精緻的夏威夷 Luau 豐富的當地特色美食晚餐後，绮麗的燈光，精彩的呼啦舞，火炬舞，摇
滚樂團现場搭配猫王，麥克傑克森，席琳狄翁等人的精彩演出，仿佛置身在一场音樂盛會中令人讚嘆。 

2-1 摇滚呼啦秀 Legend Cocktail Show(含飲料)  730Pm-930Pm $60 

绮麗的燈光，精彩的呼啦舞，火炬舞，摇滚樂團現場搭配猫王，麥克傑克森，席琳狄翁等人的精彩演出，
彷彿置身在一場音樂盛會中，令人讚嘆。 

3.玻里尼西亞幻象魔術秀 Magic of Polynesian Cocktail Show 645Pm-815Pm $63 

觀賞令人驚歎的魔術表演，風格神秘，高闊壯觀的舞臺，神出鬼沒，穿插華麗的玻里尼西亞秀，緊湊精
彩，令您大開眼界。 **步行前往** 

4.古蘭尼牧場 Kualoa Ranch (全天套裝) 
(1)前往占地 4000 英畝的古蘭尼牧場，参加骑馬+Movie Site Tour(電影場
景直擊)+Tropical Garden Tour(古代熱帶塘花園)或 ATV tour+Jungle 
Expedition(叢林探險)+Ocean Voyage(海洋巡遊-星期日和國定假日不開) 
(Movie Site Tour on Sundays and Federal Holidays-星期日和國定假日改
電影場景直擊)，中午享受美味的自助午餐。(骑馬孩童年齡 10-12 歲，未滿
16 歲孩童不可以参加 ATV) 

7Am-2Pm $188 

(2)前往占地 4000 英畝的古蘭尼牧場，體驗套餐-電影場+花園之旅+叢林探
險，中午享受美味的自助午餐。 

7Am-2Pm $147 

5.玻里尼西亞文化中心 Polynesian Cultural Center(星期日公休) 
(1)聞名世界最具規模的文化中心，有系統介紹波利尼西亞文化中心七大種
族：斐濟，夏威夷，紐西蘭，大溪地，薩摩亞，東加，瑪基色斯的文物，建
築，搭乘獨木舟遊園，觀賞 3D 立體電影，晚間享用豐盛的自助晚餐並觀賞
世界上最盛大，壯觀的玻裡尼西亞歌舞劇。 
英文團每日出發;中文團 6 人以上成行。 
遊園夜晚秀套裝行程-含島嶼風情自助晚餐(Gateway Package) 

1Pm-10Pm $108 

(2)阿里魯奧套裝行程-含阿里魯奧自助晚餐(Alii Luau Package) 1Pm-10Pm $124 
(3)大使套装行程-含大使级牛排海鲜自助餐 (Ambassador Package) 1Pm-10Pm $158 

6.天堂灣民俗村 Paradise Cove Luau 4Pm-10Pm $108 

歡迎加入夏威夷傳統宴會，體會玻里尼西亞的節慶氣氛，捕魚，烤豬，編花，紋身及各種遊戲活動，並
有各式各樣的歡迎雞尾酒及豐盛自助餐。夜間歌舞表演場面熱鬧氣氛溫馨，令人流連忘返。 

7.迷你小環島精華遊 Small Circle Island Tour 1Pm-4Pm $30 

8.歐胡島（檀香山）直升機遊 Blue Hawaiian 6 人直升機 45 分鐘 $255 

從 Waikiki Beach 開始展開歐胡島空中之旅，在這個令人驚奇的旅程中，您將看到美麗的風光，熱帶雨
林，歷史古跡，空中俯瞰鑽石頭山火山口，恐龍灣，白沙灘，斗笠島，卡尼歐和海灣，珍珠港，亞利桑

納號和密蘇里戰艦等。 

01。以上售價僅供參考，以當地實際價格為准，不另行通知 

02。以上活動均為拼車方式，如需包車費用另計 

 



 

山富國際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台 北 市 10407 中 山 區 南 京 東 路 二 段 85 號 4 樓 
RICHMOND INTERNATIONAL TRAVEL & TOURS CO.,LTD. 

TEL:886-2-25518866(總機)              886-2-25612999(旅客客服專線) 

                                3490 地區夏威夷團 6/5 華航直飛 

信用卡傳真刷卡單  
[本人因無法親自至山富國際旅行社刷卡消費，特立此授權同意書，以信用卡支付下述款項] 

信用卡類別 

Kind of Credit Card 

□VISA □MASTER □JCB □聯合信用卡□美國運通卡 

發卡銀行：       授權日期：    年   月  日 

持卡人中文姓名 
Name of Card Holder(Chinese) 

 
身分證字號 

ID NO. 
          

聯絡電話 
Telephone Number 

 
出生日期: 

Birth Date 
   年   月   日 

手機號碼 
Cell Phone Number 

 
刷卡分期 

   Credit card staging 

□一次付清   □分期:       期數 

未勾選或重複勾選者則視為一次付清 

信用卡號碼 
Credit Card Number. 

                

有效日期 Validity 
_________月 Month_________年 Year 

金額：NT＄                       識別碼(卡片背面後 3碼) Verify：__________  

消費金額 Amount 新台幣   拾   萬   仟   佰   拾   元整 (請填大寫) 

消費明細 Details □機票  □訂房費  □機票+酒店  □旅行團  □其他________(請勾選一樣) 

持卡人簽名 Signature Of Card Holder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請與信用卡上之簽名相同) 
‧持卡人同意依照信用卡使用法則之約定，一經簽名視同自願支付上述全額予發卡中心。 
‧只限購買旅遊產品之旅客使用本身信用卡支付其本人或同行之直系血親之旅費。 
‧如出國旅客與持卡者非同一人，特以此證明持卡人_________________願意提供信用卡代前述出國 
  旅客______________支付山富國際旅行社團費，絕無異議。（出國旅客與持卡人關係為_____________）  
  持卡人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請與信用卡上之簽名相同) 
‧簽名前請確認大寫金額是否正確，並請自行留存正本以便對帳 
‧信用卡銀行禁止持卡人以信用卡交易換取現金，如辦理退款，只能以信用卡辦理退款。 
‧有關訂金退返相關事項，依交通部觀光局所訂「旅遊定型化契約」規範辦理。 

信用卡正面影本 信用卡背面影本 

如要開立代收轉付收據，請填寫以下詳細資料： 

公司抬頭  統一編號  

郵寄地址  

商店名稱:山富國際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授權號碼 Approved Code：            (由本公司處理) 

‧接洽業務： 陳靜儀  聯絡電話： (02)7734-9779 或 (02)2561-2999#5215              

‧資料填寫完畢後請回傳至: (02)6608-5070   LINE ID : florachen2009      

(請與信用卡上之簽名相同) 

(請與信用卡上之簽名相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