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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象行旅美洲篇～ 

飛越夏威夷三島深度體驗七日遊 
◆市場獨家～絕無僅有特殊行程～歐胡島、火山大島、茂宜島三島走透透～◆ 

◆歐胡島：歐胡島是座令人驚豔的美麗島嶼，四周遍佈鋪滿白砂的海灘，更有高聳的火山座落於島上，而

介於火山與海洋之間的則是太帄洋上的人間樂園。遊客到歐胡島都想輕鬆渡個假，而歐胡島也真的到處都

輕鬆休閒，除了椰影婆娑、動感衝浪、美麗海濱之外，這座島嶼也充滿了豐沛的文化遺產。 

◆大島(夏威夷島)：「夏威夷島」之所以稱為 BIG ISLAND「大島」，是因為它確實是夏威夷群島中面積最大

的島，由於它是一座活火山島，至今仍有火山活動，所創造出來的壯闊地形與瑰麗美景令人稱奇。 

◆茂宜島：從天堂般的海灘到風景如畫的自然奇觀，有如魔術一般，從西部舉世聞名的卡那帕利海灘，歷

史悠久的拉海納小鎮到蒼翠的依歐山谷，每過一個景點就讓您嘖嘖稱奇，但是您必頇親眼目睹，才能相信

一切都是真的！ 

 ☆超值旅遊體驗 

【全新企劃】☆以最超值、優惠的價格，給您最優質、悠閒的島嶼渡假選擇，為您訂作一個浪漫的假期。 

【火山公園】☆特別安排島內班機，前往大島，並且深度遊覽火山國家公園。 

【秀谷之島】☆特別安排島內班機，前往茂宜，遊覽著名的古戰場—伊奧山谷，熱帶植物園、拉海納小鎮。 

【歷史洗禮】☆獨家安排登上密蘇里鑑，了解二次大戰戰士們的英勇事跡。 

【牧場探險】☆谷蘭尼牧場為夏威夷著名觀光景點，為您安排遊園車一探好萊塢電影的拍攝場景。 

【歐胡風情】☆安排參觀夏威夷最受歡迎的「玻里尼西亞文化中心」，欣賞玻里尼西亞傳統的舞蹈表演。 

【瘋狂血拚】☆為您安排半天在 Ala Moana 購物中心，您可以悠閒在裡頭購物滿足血拚慾望。 

【夕陽晚餐】☆貼心安排海上夕陽餐，觀賞傳統夏威夷歌舞表演 

【住宿升級】☆特別安排喜來登公主飯店及２家海景飯店，讓您享受在夏威夷的優閒時光。 

◆行程特色介紹◆ 

★夏威夷大島一日遊--Big Island 見證大自然活火山奇蹟!!★ 

夏威夷島是面積最大的島嶼。大島的地層結構最年輕，迄今火山活動頻繁，仍不斷地噴出熔岩，此地面積

仍在繼續增加之中，來此觀光可清楚認識有關火山地形結構和特殊景觀。到夏威夷島觀光，不僅要參觀火

山國家公園最著名的茂納洛亞火山與基拉韋亞火山，參觀 Jaggar 博物館，了解夏威夷火山的動向與傳說，

還要參觀 Lava Tube 熔岩洞、彩虹瀑布、黑海灘、大島餅乾工廠、夏威夷火山豆工廠等有趣又富教育意義

的自然景觀囉！ 

★茂宜島全覽-Maui Island One Day Tour★  

帶您一睹被許多西方雜誌評選為全世界最美麗的島嶼－「秀谷之島」，參觀依阿歐溪谷、熱帶植物園、拉

海納觀光小鎮。 

★玻里尼西亞文化中心-Polynesian Culture Center★ 

**乘船造訪八個不同種族部落，觀賞民族特色舞蹈表演，可參與民俗活動如草裙舞、毛利人戰舞！ 

**享用夏威夷道地風味餐。  

**HA!生命之歌-夏威夷最盛大的歌舞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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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蘭尼牧場-Kualoa Ranch★ 

好萊塢最喜愛的拍攝場景-谷蘭尼牧場，「侏羅紀公園」、「酷斯拉」等著名電影，都曾到谷蘭尼牧場取景拍

攝，還記得侏儸紀公園影片中，主角們為了不讓暴龍襲擊而躲避在那橫躺的『樹幹』嗎?至今仍保留在草

原上，更放上一塊《侏羅紀公園》電影牌，遊客可躲在樹後拍照留念喔！ 

 
★海上夕陽餐-Ali’I Kai★ 

不同於一般豪華郵輪的典雅安靜的氣氛，Alii Kai 愛之船帶您進入一個充滿歡笑熱情的夏威夷派對，在享

用美食的同時，一邊欣賞夏威夷草裙舞與特殊舞蹈表演，夏威夷舞孃溫柔婉約的手勢與婀娜多姿的身體律

動，加上輕快和樂的音樂，搭配晚風輕輕拂拭而過，讓您渡過一個特別的夜晚。 

 

★Pearl Harbor 珍珠港+USS Battleship Missouri Memorial 密蘇里艦★ 

 特別安排讓您登上密蘇里艦，一起探探這英勇善戰的軍艦，如何在二次大戰無情的戰火中存活下來，並

見證了大戰的終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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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01天 台北／夏威夷-檀香山／大島-希羅        參考航班 HA-2808 23:00/14:45+HA-312 18:38/19:30 

經過國際換日線後，抵達嚮往已久的渡假天堂夏威夷。首先，讓我們再檀香山機場做好入境手續後，再從 

檀香山等待轉機至火山島（大島）－希羅夜宿一晚。抵達希羅後，帶領您先前往飯店做 Check-in 的手續， 

卸下行李後，您可在房間休息片刻，也卸下你一整天搭機的勞累。晚餐，帶您想用大島著名的西式簡餐

Café Pesto-精緻的義大利麵，滿足您想嘗詴西式料理的味蕾。今晚，您就在大島希羅入宿一晚，與火山共

眠，養精蓄銳，等著隔天目睹火山的雄偉景象。  

餐食：晚//Café Pesto                                                                

住宿：Hilo Hawaiian 或同級 

  

第 02天 火山國家公園、Lava Tube熔岩洞－火山豆工廠－彩虹瀑布－黑海灘－科納／茂宜島 

                                                                參考航班 HA-645 17:25/18:02 

早晨，享用豐富早餐後，讓我們搭車前往大島的另一個著名特色景點－★【夏威夷火山國家公園】。沿 途

我們首先抵達的是大自然的奇景●【彩虹瀑布】，時而磅礡的瀑布因太陽的折射，彩虹從瀑布水注中 橫跨

而過，就像七彩橋一樣，等著牛郎織女的會合，讓有情人終成眷屬，非常有詵意。隨後，帶著您前 往火

山國家公園，此地為活火山，隨處可見熔岩縫隙中所冒出的熱氣，其中有個蒸氣口，您可再透過火 山的

天然蒸氣做個１０秒鐘的敷臉，皮膚整個煥然一新唷。途中也會帶您參觀火山博物館，了解火山結 構及

火山女神佩拉的愛情故事。再來就是參觀奇特的火山地理景觀，如●【火山口】、●【熔岩洞】等 大自然

奇景。中午享用精緻的中西式自助餐後，帶您參觀◎【夏威夷火山豆農場】，您可參觀火山豆的 製作過程，

也可在此購買不同口味的火山豆，建議可再飲食部品嚐有火山豆的冰淇淋，非常美味可口 喔！蘭花園展

覽的各種不同的蘭花，非常獨特。以及遊覽火山口下的●【黑海灘】，那是長年火山熔岩 流下所形成的奇

觀。隨後，前往機場搭機飛往具有“秀谷之島”美譽的茂宜島， 

餐食：早//飯店內享用  午//Sky Garden 中西式自助餐  晚//中式 China Boat 

住宿：Royal Lahaina Resort 或同級 

 

第 03天茂宜島／歐胡島-檀香山小環島(鑽石頭山、恐龍灣、高級住宅區)-浪漫愛之船 

參考航班 HA-235 13:07/13:448 

早晨享用飯店早餐後，遊覽著名的古戰場—伊奧山谷，隨 後參觀熱帶植物園、濱海公路、卡帕魯亞灣別

墅區。最後前往仍保有古典夏威夷氣息的十八世紀捕鯨港— 拉海納鎮—漁港風景宜人，建築別有一番風

格，加上百年的榕樹，讓您體驗鎮上的藝術氣息。午餐後，帶您搭飛往夏威夷的著名觀光勝地，歐胡島檀

香山。抵達之後，帶您往東海岸走，讓您認識夏威夷的人文風情。【恐龍灣】凝視著東部檀香山，東南端

環形的恐龍灣海岸，實在難以想像這美麗的海灣居然曾經是個火 山口。如今，這座被海浪不斷侵蝕的火

山口，已成為重要的自然保護區和島上最受歡迎的浮潛目的地。【鑽石角】鑽石角州立紀念碑的標誌性輪

廓與檀香山的天際線相連，正好映襯在威基基海灘之上。這座 760 英呎（232 公尺）高的火山口，是夏威

夷最著名的地標之一。★特別安排：【浪漫愛之船】傍晚時分安排各位貴賓來趟黃昏巡航之旅，當樂隊吹

奏起浪漫的旋律時，您可以翩翩起舞，或站在船 邊 觀景甲板上，凝視著岸上建築物閃爍的燈光，而此時

夕陽餘暉、輕風吹拂臉龐，洋溢著羅曼蒂克的 情調，在音樂的伴奏聲中，享受著豐盛美味的美食，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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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搭配一杯道地的夏威夷雞尾酒，這份甜蜜幸 福的滋味真是無可言喻。緊接著壓軸好戲，則是觀賞動感

十足的美式歌舞表演秀，充滿輕鬆愉快的旋 律，讓人不禁也想讓四肢隨著舞動起來，而船方特別帶動現

場氣氛的團體康康舞，更博得全場來賓的參 與和歡笑聲，愛之船「散播歡樂散播愛」的魅力確實無窮！ 

餐食：早//飯店內享用  午//熱帶植物園西式套餐  晚//海上夕陽餐 

住宿：Sheraton Princess Kaiulani (SPK)或同級  

 

第 04天珍珠港＋USS 密蘇里艦紀念館－叮噹車-Ala Moana 購物中心 

  

 【珍珠港】珍珠港是因美國太帄洋艦隊基地港口而聞名，也是二次大戰日本偷襲美國，重創美國軍力的 港

口。羅斯福總統聲稱 12 月 8 號珍珠港事件的發生是美國「活在恥辱中的一天」，後來成為了該國的紀 念

日。在此我們停留一些時間，讓貴賓能了解珍珠港事件的照片與歷史。接著讓我們跟著歷史的腳步， 坐

上密蘇里艦巴士前往★【Battleship Missouri Memorial 密蘇里戰艦紀念館】，見證這座經歷二戰多 次戰役

仍屹立不搖的戰艦。跟著經驗豐富的中文導遊，詳述講解密蘇里艦的構造與各砲台的作用。您可 看見口

徑 16 英吋的後膛裝彈式炮艦高聳矗立在您眼前，還有各種不同作用的高射砲，防空機砲，一般只 能在軍

戰片裡看的武器，這次都可讓您一次看個夠。密蘇里艦也是"見證"二次終結的軍艦。1945年 9 月 2 日，

停泊在日本東京灣的密蘇里艦為日本簽屬無條件投降書的地點，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劃上句點。跟著 導遊

的解說，來到投降甲板上，想像當時歷史性的一刻，整個世界終止了無情的戰爭與傷亡。再來，繼 續帶

您參觀當時海軍裡的生活：船長客艙，駕駛市，餐廳，廚房等，讓我們了解一般無法去體驗的海軍 生活。

經過這樣的歷史洗禮，是否對珍珠港事件又多了解了一點呢？造訪雄偉的密蘇里鑑之後，帶您輕鬆一下，

前往全世界最大的露天購物中心－【Ala Moana 購物中心】，也是夏威夷最大的購物地點和餐飲娛樂場所，

聚集了眾多高級美國品牌商店、各種各樣的國際名 牌商店，總共有２９０多家商店，四大百貨如 Macy's

梅西百貨,Sears 西爾斯百貨等，眾多著名商品讓您 購物血拚買不完。另外，Ala Moana 也聚集了各種異國

風味餐廳，如「阿甘正傳」電影裡所提到的 Bubba Gump 餐廳、The Pineapple Room 為著名主廚 Alan Wang

所經營的夏威夷特色餐廳等，您可一整天都泡在 Ala Moana 購物中 心，不管是吃的用的都應有盡有，讓

您瘋狂購物買不完！讓您可以好好享受一下血拼的樂趣。回程為了 讓您體驗夏威夷觀光巴士－叮噹車，

我們會發放車資$2 美金乘坐叮噹車回飯店，您可自由安排在 Ala Moana 的時間，盡情購物，享受美食。 

餐食：早//飯店內享用  午//阿甘蝦西式海鮮餐  晚//敬請自理 

住宿：Sheraton Princess Kaiulani (SPK)或同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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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05天  谷蘭尼牧場遊園車－波里尼西亞文化村－夏威夷-檀香山機場  

上午讓您輕鬆的享用早餐，享受在夏威夷的早晨後，帶您搭上牧場的專車，一起與跟著世界各國的人到 著

名的夏威夷景點◎【Kualoa Ranch 谷蘭尼牧場】一起尋找好萊塢電影拍攝場景的蹤跡。由當地的工 作人

員隨車講解谷蘭尼歷史與沿途的特色景點後，抵達了充滿神秘色彩的谷蘭尼牧場。一下車便會看見 高聳

的蜿蜒山壁矗立在眼前，非常壯觀，一上階梯後，往後一看，一望無際的太帄洋海域便可盡收眼 底，這

樣的風景只有在這裡才能擁有。隨後，讓我們搭上遊園車，一起去參觀「酷斯拉的腳印」、「侏 儸紀公園

電影裡的樹幹」、「CSI 犯罪現場」、「地心冒險」等著名電視劇與電影場景都會一一為您介 紹，帶您一探究

竟。中午，安排您在牧場內享用【BBQ 豬肋排自助餐】，一邊欣賞海景，一邊享用美食。下午，特別安排

◎【波里尼西亞文化村】佔地 42 英畝的玻里尼西亞文化中心是聞名世界最具規模的文化 中心，首先由在

文化村內擔任導遊的現場工作人員，引領著參觀遊客搭乘「獨木舟」輕鬆漫遊各個村 落，體驗村內薩摩

亞、斐濟、馬貴斯、東加、大溪地、紐西蘭、夏威夷等七大原住民的生活風貌；其中 獨木舟水上舞蹈動

感的演出，以及不同特色的服裝造型，更讓現場觀眾回味無窮。在每一個村落裡，例 如薩摩亞村的摘椰

子、擠椰奶、鑽木取火的逗趣表演，常讓來自各國的遊客盡情開懷大笑；夏威夷村的 呼拉舞表演，讓來

賓學習如何擺動身軀，藉由呼拉舞肢體的輕柔舞動和搖擺，進一步瞭解玻里尼西亞人 民對於上天的崇敬；

而運用椰葉，以靈活的手工技巧製作籃筐、草帽或傳統工藝品，也讓每一個來到夏 威夷的旅客，都可輕

易感受原住民對於大地萬物的珍惜！ **貼心提醒:由於園區內的各項活動都有場次 安排，需依照當場實

際狀況遊覽，並非每個活動都可參與，敬請見諒。在晚餐品嚐豐盛美味的「夏威夷 式風味自助餐」後，

前往「太帄洋劇場」欣賞籌備三年、耗資三百萬美金，夏威夷最壯觀的夜晚秀【Ｈ Ａ～生命之歌】，此為

夏威夷玻里尼西亞文化中心注入新的活力泉源，並結合了高科技及華麗的舞台效 果，將帶給所有觀眾一

場感官及心靈深處的震撼！結束這精彩的原住民歌舞秀後，我們搭乘凌晨的班機前返台北，在夏威夷女郎

熱情的搖擺中，揮別了這 趟充滿歡熱的夏威夷８天之旅，期待您再次與彩虹島相遇。 

餐食：早//飯店內享用  午//牧場 BBQ 豬肋排餐  晚//夏威夷風味餐                    夜宿:機上 

 

第 06天 夏威夷／台北                                       參考航班 HA-2801  01:15/06:00+1 

您可於回程的航機上享受殷勤的餐食服務與空中娛樂服務，航機越過國際換日線於次日上午抵達國門。  

 

第 07天 台北 

 

 

 

本行程:每週三出發 

 

 

本行程交通、住宿、觀光點絕對以最順暢之遊程作為安排， 

若遇特殊狀況如交通阻塞、觀光點休假、住宿飯店調整及其他不可抗拒之因素， 

或因飛機起降的時間、轉機點、進出點調整，行程因此可能會有所更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