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 年國際扶輪年會，韓國高陽市 KINTEX 會議中心
參加節目指南（第一版）
第 107 屆國際扶輪年會比之前的年會都提供更多有意義且多樣化的節目。這可讓已經註冊的扶輪
社員，以及即將在第二個註冊截止期限（3 月 31 日，375 美元）之前註冊的扶輪社員，瞭解年會不容
錯過值得注意的要點。
5 月 28 日（星期六）
在 5 月 28 日 2016 年國際扶輪年會開幕這一天，你從一大早到深夜都行程滿檔。因此，別擔
心要做什麼，你只要跟著以下的行程走就可以。
★早上 8:30，3 公里和平健走 3K Walk for Peace（地主籌備委員會免費活動）
由 3650 地區及地主籌備委員會共同舉辦的和平健走活動會從首爾廣場 (Seoul Plaza) 走到光華門
廣場 (Gwanghwamun Square)。同時，扶輪社員身為「締造和平、維持和平、企求和平」的人士，這
一百多年來為了世界和平與共存義務奉獻，已經有了豐碩成果。我們準備以這場年會領導下一個世
代，鼓勵更多人參與締造一個和平的世界。在這場年會中，我們期待吸引許多首爾市民，因為與會者
將穿著各國傳統服飾來呈現世界的團結。
∥ 祕訣！這是場免費活動。活動從早上 8 時半開始。讓我們穿著傳統服飾，在 8 時以前集合。
在光華門廣場，將舉行慶祝扶輪成就的「扶輪之路」(Rotary Way) 攝影展。不要錯過這場活
動的紀念品。
∥ 時間：8:30，地點：首爾市政府廣場 Seoul City Hall Plaza（地址為 Taepyung Ro 1, Jung-gu,
Seoul）

江南街頭嘉年華會

★中午 12 時 - 下午 7 時，江南街頭嘉年華 Gangnam Street Festival（3640 地區的活動，免費）
在 3 公里和平健走之後，請移駕到江南區。你一定會喜愛 3640 地區在 Coex 前面廣場舉辦的江南
街頭嘉年華活動。因為韓國歌手 Psy 的名曲「Gangnam Style」而成為觀光熱門地點的江南有各種好玩
的事物，你一定會喜歡。
∥ 祕訣！午餐時你可以在活動廳享用國際美食。穿著傳統服飾的參加者可獲得一份紀念品。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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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你還可以欣賞許多精彩節目，例如「Gangham Style」尬舞、韓國流行樂表演、啤酒和
韓國傳統酒品酒會、跆拳道表演、扶輪成就影片放映。
∥ 時間：12:00-19:00，地點：Coex 會議暨展覽中心前廣場（地址：513, Yeongdong-daero,
Gangnam-gu, Seoul）
★下午 8-10 時，歡迎大會 Welcome Festival（地主籌備委員會售票活動）
在江南街頭嘉年華之後，將在蠶室室內體育館 (Jamsil Indoor Stadium) 舉辦歡迎大會─宣佈國
際扶輪年會正式開始的晚間音樂會。顧名思義，這個 5 月 28 日最後一場活動的歡迎大會，目的在歡
迎出席年會的世界各地的扶輪社員，因此會有許多不同風格的表演，讓扶輪社員、青年領袖高峰會
(Young Leaders Summit) 的參加者、以及其他市民都能夠享受這項活動，沒有世代和藝術類型的限制。
∥ 祕訣！你可以欣賞一流韓國流行歌手、古典音樂家、韓國古典音樂家、管絃樂團、合唱團、
舞蹈團帶來的各式精彩表演。
∥ 時間：20:00-22:00，地點：蠶室室內體育館 Jamsil Indoor Stadium（地址：250, Olympic-ro,
Songpa-gu, Seoul）
∥ 票價：Royal 票 20 美元，Special 票 30 美元 B 等票 5 美元（限扶輪少年服務團團員、扶輪
青年服務團團員、扶輪青少年領袖獎參加者）
售票地點：地主籌備委員會網站 (www.riconvention2016.org)
其它推薦節目和活動
• 整天：註冊（因為 5 月 29 日人潮較多，強烈建議您事先領取名牌）
• 中午 12 時：友誼之家盛大開幕（Kintex 第 2 棟，7-8 廳）
• 下午：初次參加年會者的入門介紹
• 下午 2-5 時：青年領袖高峰會的義工訓練
5 月 29 日（星期日）
今天只要選擇參加上午或下午的開幕會議可能讓你覺得行程很簡單，可是你可以在兩場開幕
會議之間到友誼之家看各種表演及展覽，也可參加地主籌備委員會的活動 (HOC events) 或是
地主招待之夜 (Host Hospitality Night)。
★整天，註冊
所有已報名的扶輪社員都需要一個註冊名牌才能進入年會場地。團體註冊者須由團體代表在事先
告知的指定領件時間前往領取。團體代表將能夠一次領取該團所有扶輪社員註冊者（包括來賓）的資
料（註冊名牌、節目手冊、扶輪袋等）。
此外，在註冊廳前，你可以看到由地主籌備委員會負責的「世界兒童圖書室之兒童繪本捐獻站」
(Children’s Picture Books Donation for World Children’s Library)。在您去註冊櫃台報到前先去捐繪本。
如果你忘記帶書來，也可以捐現金。書本彙整後會擺在慶祝 2016 年國際扶輪年會的世界兒童圖書室
的書架上。
∥ 時間：整天，地點；Kintex 會議中心第 1 棟，第 5 廳
★開幕會議一（上午）10:15-12:30 開幕會議二（下午）15:30-17:45
扶輪社員在知道 2016 年國際扶輪開幕會議的內容後，應該都會很期待出席，因為會中扶輪社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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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享受全像素表演 (Hologram show)、無人機表演 (Drone show)、以及其它你可能在之前的國際扶輪
年會中從未體驗過、運用高科技的活動。
∥ 祕訣！請早點到場，因為座位分配方式是先到先入座。
∥ 時間：上午場 10:15-12:30（以英文進行），下午場 15:30-17:45；地點：Kintex 會議中心第 1
棟，1-4 廳。
★整天，友誼之家
扶輪社員在開幕會議前後可以參加的各種表演與活動，會讓你投入到忘了時間。尤其是在年會期
間你可以欣賞扶輪家庭才藝表演 Rotary Family Talent Show，看看你地區的參演名單，到場為你的扶輪
社友加油。
扶輪社員的配偶與子女在年會期間，可以到國際扶輪地主籌備委員會規劃的 600 個展覽攤位，享
受各式各樣的內容。此外，你可以嘗試美食廣場的各種國際美食，大快朵頤一番。你也可以享受其它
有趣的事物，例如休息區的藝術展 (Art Fair)。
∥ 祕訣！友誼之家的節目行程稍後將公告在地主籌備委員會的網站。
∥ 時間：早上 09:00 - 下午 18:00，地點：Kintex 會議中心第 2 棟，7-8 廳。

韓國交響之夜

★晚上 20:00-21:30，韓國交響樂之夜 Korea Symphony Night（地主籌備委員會售票活動）
就像你在開幕會議所體驗過的，你在地主活動中一定能渡過一段美好時光。節目包括最偉大的音
樂家貝多芬的作品，尤其是第九號交響曲《合唱》特別適合國際扶輪年會，因為它代表貝多芬所希望
的世界和平與和諧。
這場活動將與 KBS 管絃樂團及世界級的樂手合作，在韓國藝術重點地「首爾藝術中心」(Seoul
Arts Center) 演出。在台灣指揮大師呂紹嘉的指揮下，2007 年國際柴可夫斯基大賽金牌得主日本小提
琴家神尾真由子、高陽民間合唱團、以及首爾大都會合唱團將生動呈現世界和平與和諧的訊息。
∥ 祕訣！因為日本 2520 地區和岩守大學合唱團將參與演出，日本女性扶輪社員將共襄盛舉。
∥ 時間：晚上 20:00-21:30，地點：首爾藝術中心（地址：Nambusunhwanro 2406, Seocho-gu,
Seoul）
∥ 售票：Royal 票 80 美元，Special 票 60 美元，A 等票 40 美元，B 等票 20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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