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際扶輪 2022-2023墨爾本世界年會中華航空 
 

<墨爾本 9 日> 

 

航空公司 航班 起飛日期 起飛時間 起飛機場 起飛日期 到達時間 到達機場 

中華航空  
C I 057 5/25(四) 23:30 桃園機場 5/26(五) 10:45 墨爾本 

C I 058 6/1 (四) 22:10 墨爾本 6/2 (五) 05:40 桃園機場 

 
●本公司保有最後變動之權力，並以說明會資料為準。 
 

第一天 

5/25(四) 

桃園/墨爾本    

早餐: X                  午餐 : X                          晚餐:機上簡餐 

住宿:機上 

第二天

5/26(五) 

墨爾本(聖派翠克教堂、費茲洛花園、聯邦廣場、維多利亞現代藝術館)  

行程 聖派翠克教堂 

位於墨爾本市區，旁邊就是派翠克公園，堪稱南半球最大最高的天主教堂。教堂於

1897 正式啟用，但上方的三座哥特式尖塔直到 1939 年才完成，以紀念羅馬天主教會

在維多利亞州傳教一百年。教堂由青石築成，外牆立面起伏凹凸，顏色深灰偏黑，莊

重大氣、宏偉醒目，裝潢華麗但不失莊嚴，充分展現了文藝復興的建築風格。 

 
費茲洛花園 

菲茲洛伊花園墨爾本市區 5 大花園之一，位於東墨爾本的惠靈頓大道，綠樹蔥蔥，鳥

語花香，帶著濃厚的英國鄉村浪漫色彩。在空中俯瞰這個花園，會驚奇地發現這個花

園內的林蔭小路是一幅巨大的英國米字國旗的圖案。 

 



 
 

 

 
聯邦廣場 

是維多利亞州最精密、最龐大的建設項目之一，結合了先進前衛建築設計。聯邦廣場

覆蓋了整個內城市區，將中央商業地區與墨爾本中心的河流連接起來，融合藝術、活

動、消閒、觀光和露天場地各種功能。Ian Potter Centre 也在聯邦廣場這里，維多利

亞國家美術館的所在地點，全球第一家以澳大利亞藝術為主題的公共博物館。 

 
維多利亞現代藝術館 

這是一座藍色的岩石一般的建築，周圍環繞著清澈的池水。為了防火，通向街道的一

面，都沒有窗戶，遠看就像一座城樓。藍色的城樓倒映在水中，成為一種別緻的景

色。最具有匠心的是大門，大門是用玻璃鏡製成的屏牆，清水不斷沿玻璃鏡傾瀉而

下，好像形成一掛迷迷濛濛的瀑布。人們穿過這座玻璃門，就好像進入孫悟空的花果

山水簾洞一樣。 

 
早餐: 機上簡餐            午餐 : 港式風味 AUD40        晚餐:澳式海鮮風味餐 AUD70 

住宿:依選擇五星 Sheraton Melbourne Hotel 或 四星 Novotel Melbourne on Collins 

第三天

5/27(六) 

迷宮花園摩林頓半島－酒莊品酒之旅亞拉山莊~~品茗美酒 

行程 ★澳式酒莊-專車前往 Yarra Valley，它是墨爾本頗受人喜愛的旅遊新景點，品嚐澳洲

葡萄酒，您並可於莊園內欣賞到成片山野種植著葡萄的美景，美酒良景就著微風徐徐

的陪伴下讓您度過一個充滿愜意的午間。!! 



 
 

 

《摩寧頓半島 Mornington Peninsula》位於菲利普港灣與西港灣之間，溫潤的氣

候，得天獨厚的峽灣自然美景，使摩寧頓半島有如繫著銀白色腰帶的綠色精靈躍入藍

色的海羊之中，成為墨爾本周邊最熱門的渡假勝地。 

《★雅思迷宮和薰衣草花園 Ashcombe Maze & Lavender Gardens》找啊找！您是

否幫 Mazey Mike 小精靈找到了失散的 9 位朋友呢？記得要將他們的名字逐一記下

喔。讓我們一起來探索澳洲最古老、也是最大的傳統樹籬迷宮，在裡面遊走，四周是

滿滿的綠色帷幕，看誰以最快的速度衝出迷宮。除此之外，更可嚐試探詢世界第一個

由 1,200 株 

顏色香氣各異組成的環型玫瑰迷宮及欣賞薰衣草花園！ 

 
早餐: 飯店內用       午餐 : 酒莊西式午餐 AUD45          晚餐: 中式料理 AUD70 

住宿:依選擇五星 Sheraton Melbourne Hotel 或 四星 Novotel Melbourne on Collins 

第四天

5/28(日) 

墨爾本世界年會開幕式  全日參加會議    總監之夜 

行程 本日參加國際扶輪世界年會 

 House of Friendship 

 Opening General Session 

早餐: 飯店內用             午餐 : 會議敬請自理          晚餐:總監之夜 (USD160/人) 

住宿:依選擇五星 Sheraton Melbourne Hotel 或 四星 Novotel Melbourne on Collins 

第五天

5/29(一) 

漫遊山林間，呼吸夏日香氣，感受知性保育之旅~墨爾本－古董蒸氣火車(1HRS)－菲

利浦島(1.5HRS)－墨爾本(龍蝦風味餐)  

行程 古董蒸氣火車 

位於景色宜人的丹頓農山谷，搭乘澳洲最古老的普芬古董蒸汽火車，經過小溪、湖

濱、葡萄園、農場等景觀，不急不徐的走一趟大自然巡禮。 

 
菲利浦島 



 
 

 

在這裡，你可以看到小巧玲瓏的神仙企鵝和憨態可掬的考拉，還能遠遠眺望海獅互相

嬉戲。菲利普島上有一個菲利普島自然公園，包括企鵝保護區、考拉保育中心、丘吉

爾島傳統農莊、諾比司中心，在這裡可以看到考拉、袋鼠、企鵝、海豹等眾多野生的

動物，是個名副其實的動物天堂，還能欣賞到海灘、濕地和林地的不同風光。 

 
早餐: 飯店內用      午餐 : 中西自助餐 AUD40       晚餐: 龍蝦風味餐+1 杯白酒 AUD70 

住宿:依選擇五星 Sheraton Melbourne Hotel 或 四星 Novotel Melbourne on Collins 

第六天

5/30(二) 

大洋路旅遊 阿德湖峽、十二門徒奇岩、倫敦斷橋 

行程 大洋路旅遊 

大洋路 Great Ocean Road 

全長 273 公里、沿南澳洲海岸蜿蜒而過，是澳洲以至世界聞名的一條公路，沿途可飽

覽大自然壯麗的景色，有世界最美的公路之稱。 

阿德湖峽 Loch Ard Gorge 

阿德湖峽又名沉船海岸，而它的險峻肇因為海浪強烈的侵蝕岩壁的缺口，進入陸地以

後又在陸塊上挖出一個灣，強浪掩飾下的灣口，豈是船隻可親近？漂浮在峽口的船隻

殘骸，再一次的下了「人類有限，大自然無限」的標語！ 

十二門徒奇岩 Twelve Apostles 

十二塊巨石獨自矗立在海面上，任憑物換星移，時光荏苒，他們仍像上帝的忠實信徒

般不曾動搖，令觀者有感官及心靈上的極大震撼。十二門徒岩也被稱為澳洲的地標之

一，也是大洋路內必遊的景點，根據地質學家的估計，十二門徒岩可能有一日會全部

倒塌，回歸大自然，僅存的八座岩石，是種大自然給人類的警惕！ 

倫敦斷橋 London Bridge 

在大海經年累月的的侵蝕下成為了險峻的雙孔橋，卻也因為大自然的力量在 1990 年

的大浪下與陸塊斷隔，大自然的壯闊樂章，叫人不敢領教，留下的單孔橋矗立海邊，

更顯孤獨！。 



 
 

 

 
早餐: 飯店內用      午餐 : 澳式炸魚餐 AUD40         晚餐: 巴西窯烤 AUD70 

住宿:依選擇五星 Sheraton Melbourne Hotel 或 四星 Novotel Melbourne on Collins 

第七天

5/31(三) 

本日參加世界年會閉幕式-下午自由市區購物時光(Royal Arcade皇家拱廊、St 

Collins lane柯林精品街 

行程  House of Friendship 

 Closing General Session 

St Collins lane-與世界級設計師零距離接觸- 

來到柯林街上，你會看到一棟看上去特別氣派的購物中心叫做 St Collins Lane，大門

口的隔壁有個超大間的 Coach 旗艦店， 

柯林斯街在墨爾本幾乎可以和時尚劃上等號，既然購物中心掛上了 St Collins Lane 這

個名號，當然就要集結眾多國際知名品牌才能不負眾望， 

所以 St Collins Lane除了 Coach 旗艦店之外，還有 Sandro、Maje、Adolfo 

Dominguez 和 Zadig & Voltaire，跟墨爾本唯一的萊卡(Leica)相機專賣店兼畫廊。 

Royal Arcade-邊逛街，邊穿梭於時空迴廊之中- 

Royal Arcade 翻成中文是皇家拱廊，其實在很多歐美國家都有這種弧形拱頂的復古商

店街，而我們位於墨爾本市區內的皇家拱廊是由一位英格蘭建築師 Charles Webb 所

設計的，它融合了 19 世紀義大利、法國和英國的文藝復興風格，從拱頂、立柱到天

窗，一切都遵循著嚴謹的秩序和規律的比例。 

像皇家拱廊這種富有年代感的歷史建築勢必要列入國家遺產名錄當中，值得慶幸的

是，在澳洲重要歷史建築大部分都被保存得非常良好，所以現在我們看到的還是 1870

年皇家拱廊對大眾開放當時最初的樣貌！說來確實是不簡單，也因為有了歷史的加

持，皇家拱廊除了是個購物中心之外，也是墨爾本市區必去景點當中的一大亮點。 

撇除觀光性質，在皇家拱廊你可以逛逛古典精美的禮品店、珠寶首飾店，另外還有不

少療癒系的甜品店等著大家來挖掘。 



 
 

 

 
早餐: 飯店內用     午餐 : 方便逛街，敬請自理        晚餐: 賭場內西式自助餐 AUD70 

住宿:依選擇五星 Sheraton Melbourne Hotel 或 四星 Novotel Melbourne on Collins 

第八天

6/1(四) 

濱海彩虹小屋~OUTLET 購物中心-尤利卡天台 88 墨爾本/ 桃園機場 

行程 濱海彩虹小屋 

海岸線上一排排的船屋，色彩繽紛，如夢似幻，私密景點絕對是拍照的一大亮點。 

DFO OUTLETS 購物 

是許多人出國旅遊的主要動力之一，南半球最大的 Shopping Centre 就位於墨爾本

South Wharf 畔旁，DFO是 Direct Factory Outlet 的縮寫，也就是各大品牌工廠直

銷暢貨中心，讓你以平價的價格，享受購買名牌的樂趣，高貴不貴，瘋狂"刷"拚，如

果逛累了還可以戶外休憩，吃點東西、看看 Yarra River 的風景，絕對不虛此行! 

尤利卡天台 88 

是世界上最高的住宅大樓，我們將帶領您登上快速電梯抵達 88 層樓的觀景台，俯瞰整

個墨爾本市區；當然您可另外自費在這天台中進入一個媲美美國大峽谷的天空步道--

「懸崖箱」，從這個全世界獨一無二的市區天空步道中，體驗刺激的快感。。 

 
早餐: X                 午餐 : 方便逛街，敬請自理          晚餐: 日式料理 AUD70 

住宿:機上 

第九天

6/02(五) 

桃園國際機場  

行程 今日飛抵台灣，歡樂賦歸返回溫暖的家。 

早餐: 機上簡餐           午餐 : X                晚餐: X 

住宿:溫暖的家 



 
 

 

國際扶輪 3490 地區國際年會報名連結:  https://richmond.surveycake.biz/s/8R0Ql 

墨爾本世界年會中華航空 9日團費 
出發日 2023 年 5 月 25 (四)出發  

報價人數 每車 25位+1位台灣全程服務領隊 

團費報價 

住宿五星-Sheraton Melbourne Hotel (限量 35 間) 
優惠團費:143,900元/人 單人房差:32,000/間 
住宿四星-Novotel Melbourne on Collins(限量 20間) 
優惠團費:132,000元/人  單人房差:20,000/間 

團費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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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一房。 如需單人房團費需補單人房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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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旅行社為 200 萬
及 3萬意外醫療險)、1億 1仟 6佰萬元履約責任險。 
6.小費：司機、導遊、領隊服務費。 
7.澳洲電子簽證。 
8.總監之夜費用(USD160/人) 

團費不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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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程商務艙加價 請提供英文姓名訂位報價。 
3. 大會註冊費。 

備註 

訂金 每位 40,000 元。 
服務窗口:山富國際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三重扶輪社: Travel 陳麒引 
大會期間 機位&房間 需求旺盛 敬請提早確認預定 謝謝  

 

https://richmond.surveycake.biz/s/8R0Q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