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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台灣商會聯合總會 
●.會前旅遊 

A團.2022/3/17-3/24「美國亞特蘭大 8日遊」 

報名須知 
【報名截止日期：2022 年 1 月 10 日】 

承辦旅行社：海外台商旅行社 
一、 活動日期： 2022 年 3 月 17 日(星期四)至 3 月 24 日(星期四) 

二、 團費：  

每人團費 說       明 

NT$152,000 

1. 請提供此次行程欲使用的護照影本，俾便辦理住宿和保險使用。 

2. 該價格僅限使用台灣護照，如欲持他國護照，請來電確認團費。 

3. 行程因疫情影響，巴士車齡為 8-10 年，恕無法指定。 

4. 團費為兩人一室，全程入住單人房需付單人房差價NT$43,500。 

5. 行程中特別安排每人高餐標US$100/每餐。 

三、 請於報名同時，按旅遊報名表所列金額，以刷卡【VISA、MASTER、JCB、AE】或匯款方式支

付旅費。海旅將於報名截止後 10 天通知該行程是否成團。若報名者在團體確認成團而於 2022

年 1 月 20 日之後取消者，將酌收團費 30%，2022 年 1 月 28 日以後取消者不予退費。 

四、 團費包含項目： 

1. 當地司機及導遊服務小費。 

2. 全程列表住宿、餐食（旅行社特別安排每人高餐標 US$100/每餐）、景點門票、巴士(車齡為

8-10 年，疫情期間影響恕無法指定車齡年限)以及每日提供礦泉水。 

3. 旅遊期間保險 NT$200 萬履約責任險+NT$20 萬醫療險。 

**溫馨提醒: 

依據台灣交通部觀光局規範，旅行社將為所有參團人員投保 200 萬的意外死亡險和 20 萬的

意外醫療險。其理賠範圍僅限於台灣出發的客人，若您是從境外出發前往旅遊地會合者，

建議您於僑居國自行購買旅遊平安險。 

五、 團費不包含: 

1. 個人國際機票或國內機票。 

2. 新辦護照 NT$ 1,650。 

(請準備身份證正本、半年內白底彩色 2 吋大頭照 2 張) 

3. 非台灣出發者之保險，建議直接於僑居國購買旅遊平安險。 

4. 私人消費、酒水費。 

六、 如採用匯款(匯款完成請傳真或 email 通知)，請匯至：台灣銀行城中分行， 

銀行代號：004，匯款帳號：045-001-003-726，戶名：海外台商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七、 旅遊聯繫窗口 

     海外台商旅行社 Ivy 李/電話 :886-2-3322-4458#38 / E-mail: ivy@otcta.tw 

      傳真:886-2-3322-2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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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台灣商會聯合總會 
會前旅遊 A 團.2022/3/17-24「美國亞特蘭大 8 日遊」 

報名表 
中文姓名  出生年月日 19      年      月      日 

手機  E-MAIL  

眷屬中文姓名  出生年月日 19      年      月      日 

手機  E-MAIL  

僑居地  通訊地址  
行程及報價內容 每人價格 特殊餐食 床型 

美國亞特蘭大 8 日遊 
含行程所提住宿、餐食、景點門票、
巴士、團體保險及司機導遊小費 

雙人房 NT$152,000 

不吃 □牛 □豬 □羊 

 □素食         

 □其他_________   

□一大床 

□兩小床 

報名截止日期：2022年 1月 10日，16位成團。  

以
信
用
卡
支
付
參
團
旅
客
下
述
款
項
。 

*

本
人
因
無
法
親
自
至
海
外
台
商
旅
行
社
付
款
消
費
，
特
立
此
授
權
同
意
書
， 

持卡人姓名：                      

卡別：□Visa  □MasterCard  □JCB  □AE  發卡銀行：                

信用卡號碼：□□□□-□□□□-□□□□-□□□□ 

信用卡有效日期：    月     年；卡片背面後 3碼或 AE正面 4碼：□□□□ 
 

刷卡金額：NT$              x    位=NT$                
 

持卡人簽名(同信用卡簽名) ：                   日    期：         

收據抬頭：                                    統一編號：                         

備註： 

1. 請一併提供出國時欲使用的護照影本，並確認有收到旅行社回覆方完成報名。 

2. 若全程單人住宿，須補單人房差 NT$43,500。 

3. 團體將在報名截止後 10 天(2022 年 1 月 20 日)通知是否成團，方過卡團費。 

4. 該行程確定成團後於 2022 年 1 月 20 日之後取消者，將酌收團費 30%；2022 年 1 月 28 日以後取消者

不予退費，請見諒。 

5. 持卡人同意以上述信用卡之消費金額作為海外台商旅行社辦理之「美國亞特蘭大 8 日遊」費用付款之保

證。 

6. 如採用匯款(匯款單請傳真或 E-mail 通知)，請匯至：台灣銀行城中分行(銀行代號 004)， 

匯款帳號：045-001-003-726，戶名：海外台商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2021.12.10 更新 
★主辦單位：世界台灣商會聯合總會   ★承辦單位：海外台商旅行社   

★旅遊報名表發送及聯繫窗口- 

 海外台商旅行社 Ivy 李/ 電話:886-2-3322-4458#38/ E-mail: ivy@otcta.tw/ 傳真:886-2-3322-2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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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前旅遊 A.美國亞特蘭大 8日遊 
2022 年 3 月 17 日～3 月 24 日 

行程特色 

亞特蘭大是美國喬治亞州首府及最大城市，於西元 1897 年建城，

是美國喬治亞洲最大的城市，也是美國南方重要的交通樞紐，全世

界佔有重要及繁忙的機場就是哈茨菲德爾-傑克遜亞特蘭大國際機

場。在西元 1996 年時，夏季奧林匹克運動會也在亞特蘭大舉辦。

旅遊資源更是豐富，接下來就由我們帶您感受亞特蘭大的美好吧！ 

行程簡表 <行程可能會因季節、交通或疫情等狀況而調整順序，請見諒。> 

天數 日期 行程地點 早餐 午餐 晚餐 住宿 

1 
3/17 

(四) 

亞特蘭大→哥倫布(GA)→莫比爾(AL)  

可口可樂太空中心 (Coca-Cola Space 

Science Center)  

敬請 

自理 

當地 

風味餐 

當地 

風味餐 

The Battle House 

Renaissance 或同級 

2 
3/18 

(五) 

莫比爾→紐澳良  

阿拉巴馬號戰艦(USS Alabama) →朗夫

花 園  (Longue Vue House and 

Gardens) 

飯店內 

享用 

當地 

風味餐 

當地 

風味餐 

The Meridien New 

Orleans 或同級 

3 
3/19 

(六) 

紐澳良 

橡樹道農莊(Oak alley Plantation)→密

西西比河爵士遊船晚宴 

飯店內 

享用 

當地 

風味餐 
遊船晚宴 

The Meridien New 

Orleans 或同級 

4 
3/20 

(日) 

紐澳良→傑克遜 

沼澤欣賞鱷魚之旅(Swamp & Airboat 

Tours) → 國 家 二 戰 博 物 館 (The 

National WWII Museume) 

飯店內 

享用 

當地 

風味餐 

當地 

風味餐 

Sheraton Flowood The 

Refuge 或同級 

5 
3/21 

(一) 

傑克遜(MS) → 伯明罕(AL)  

密西西比自然生態博物館  (Mississippi 

Museum of Natural Science) →密西西

比運動名人堂(Mississippi Sports Hall 

of Fame & Museum) 

輕食 

餐盒 

當地 

風味餐 

當地 

風味餐 

Hilton Birmingham at 

UAB 或同級 

6 
3/22 

(二) 

伯明罕(AL) → 查塔努加 (TN) 

理髮師復古賽車博物館(Barber Vintage 

Motorsports Museum) →岩石城(Rock 

city gardens) →垂直軌道鐵路體驗

(Lookout Mountain Incline Railway) 

飯店內 

享用 

當地 

風味餐 

當地 

風味餐 

The Westin 

Chattanooga 或同級 

7 
3/23 

(三) 

查塔努加(TN)→亞特蘭大 

海倫小鎮德國村(Helen Town) → 伯拉

斯頓山觀景台(Brasstown Bald) 

飯店內 

享用 

當地 

風味餐 

當地 

風味餐 

Omni Atlanta 

Downtown 或同級 

8 
3/24 

(四) 

亞特蘭大 

葡萄酒莊品酒  (Frogtown Winery) → 

德洛內加金礦淘金之旅 (Dahlonega 

Consolidated Gold Mine) 

飯店內 

享用 

當地 

風味餐 

當地 

風味餐 

Omni Atlanta 

Downtown 或同級 

9 
3/25 

(五) 

亞特蘭大 

會議期間 

飯店內 

享用 

敬請 

自理 

敬請 

自理 
敬請自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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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行程  

第一天 3/17(四) 
亞特蘭大→哥倫布 (GA)→ 莫比爾 (AL)  

可口可樂太空中心 (Coca-Cola Space Science Center)  

歡迎各位貴賓參加世界台灣商會聯合總會所主辦的會前「美國亞特蘭大八日遊」。 

可口可樂太空中心(Coca-Cola Space Science Center) 

這裡展出了價值超過 1,700 萬美元的 NASA 航天飛機項目文物，其中包括一個航天

飛機主發動機噴嘴，它已執行 9 次 NASA 任務飛入太空。這些物品代表了最廣泛的

航天飛機文物收藏。該畫廊還包括四個飛行模擬器和眾多互動顯示器，所有內容均直

接來自州和國家科學標準。 

 

餐食：（早餐）敬請自理（午餐）當地風味餐（晚餐）當地風味餐  

住宿：The Battle House Renaissance 或同級 

 

第二天 3/18(五) 

莫比爾→紐澳良   

阿拉巴馬號戰艦 (USS Alabama) →朗夫花園  (Longue Vue 

House and Gardens)  

阿拉巴馬號戰艦(USS Alabama)  

阿拉巴馬南部大城 Mobile 是一個海港，大部分的景點都是圍繞著海邊，

海港有 USS Alabama 號軍艦停泊 ，USS Alabama 號曾經在二戰當中服

役，現在是個博物館。在船內體驗到當時海軍士兵的起居，以及了解內部

戰艦的設備，可說是特別經驗哦! 

朗夫花園 (Longue Vue House and Gardens) 

朗夫花園是一座極具古典文藝復興風格的英式花園，立於其間的優雅英式建築收藏了眾多歐洲和美國的典雅裝

飾品及藏品，經常隨季節更換展品。這座花園於 1934 年由美國的知名花園設計師席普曼（Ellen Biddle 

Shipman）女士所設計，她設計這座花園時，將之視為一座裝飾藝術館，希望能讓遊客體會到，家應該是一個

讓人享受自己興趣的地方，她在 1968 年開放這座花園提供遊客參觀。 

 

餐食：（早餐）飯店內享用（午餐）當地風味餐（晚餐）當地風味餐  

住宿：The Meridien New Orleans 或同級 

 

第三天 3/19(六) 

紐澳良  

橡樹道農莊 (Oak alley Plantation)→密西西比河爵士遊船

晚宴  

橡樹道農莊(Oak alley Plantation) 

莊園內有個兩層半的莊園主小樓，不是很大，但卻是整個莊園的主樓，樓

前正中的大道分別共種植了 28 棵橡樹，而且每一棵大樹都有著悠久的歷

史，可追溯到 1700 年前。古老的歷史文藝氣息每年都會吸引很多的遊客

前來參觀遊玩，感受歲月的滄桑變化。另外在小屋中，有著非常精巧的裝

飾，裏面設計大器，傢俱擺設古樸，在歷史的變遷中經歷了很多的主人，

也迎接著一代又一代前來瞻仰歷史痕跡的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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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西西比河爵士遊船晚宴 

密西西比河是美國最大的水系，也是世界第四大長的河流，因為它支流眾

多，美國人又尊稱為「老人河」。密西西比河運價值很大，運輸量曾經在 2

億噸以上。美國最著名的小說家馬克吐溫，特別喜歡以密西西比河當做他

許多作品的背景，最知名的就是家喻戶曉的”湯姆歷險記”。搭乘古老的

蒸氣船遊密西西比可遙想當年兩岸的盛景，為時兩小時的船程，船上也會

廣播介紹馬克吐溫的歷史故事。 

餐食：（早餐）飯店內享用（午餐）當地風味餐（晚餐）遊船晚宴 

住宿：The Meridien New Orleans 或同級 

第四天 3/20(日) 

紐澳良→傑克遜  

沼澤欣賞鱷魚之旅 (Swamp & Airboat Tours) → 國家二戰

博物館 (The National WWII Museume)  

沼澤欣賞鱷魚之旅(Swamp & Airboat Tours) 

特別安排搭乘電動船由專業的導遊帶領開進路易斯安納州特有的沼澤

地。進入河道之後兩旁茂密的叢林仿佛進入雅馬遜雨林冒險，不時就會看

到鱷魚浮於水中，或是在岸邊的樹枝上曬太陽做日光浴。沿途有機會看到

許多野生的鳥類，甚至還能看到可愛的浣熊家族出來覓食，真實野趣帶給

旅遊不同的感受。船行到一半時，船長會拿出預先準備好的雞肉，在船邊

表演一段餵食鱷魚的秀，鱷魚一躍而出水面瞬間張口一咬，非常的驚心動

魄帶給旅客不同的感受。 

國家二戰博物館(The National WWII Museume) 

二戰博物館之所以會建在紐奧良，是因為一位名為 Andrew Higgins 的老

闆，原本在紐奧良經營一家船廠，二戰開打後轉為生產登陸艇，諾曼第登

陸所使用的登陸艇便是這家船廠生產的。4 年之後在美國國會的支持下，

這個博物館成為國家博物館，並且挹注更多資金，搜集更多展覽品。 

另外為了吸引年輕人對二戰的關注，這個博物館一改靜態的展覽，而使用

大量的影音，利用口述與影片讓世人對這段戰爭的細節有更多的瞭解，並

佈置許多身歷其境的森林、城牆等裝置讓觀眾身歷其境，參觀時不用看一大堆文字，是一個很新穎的博物館。 

餐食：（早餐）飯店內享用（午餐）當地風味餐（晚餐）當地風味餐  

住宿：Sheraton Flowood The Refuge 或同級 

第五天 3/21(一) 

傑克遜 (MS) → 伯明罕 (AL)  

密西西比自然生態博物館  (Mississippi Museum of 

Natural Science) →密西西比運動名人堂 (Mississippi 

Sports Hall of Fame & Museum) 

密西西比自然生態博物館 (Mississippi Museum of Natural Science) 

坐落於密西西比州中部的傑克遜，成立於 1932 年，為密西西比最大的博物館，主要介紹了密西西比州動植物的

發展歷史和相關文化，擁有本州最全面的動植物體系展覽。 

這個豐富多彩的博物館既是一個研究中心，也是一個教育中心，旨在通過收集、研究、教育和展示來介紹密西

西比生物多樣性，進而增強人們尊重自然，保護自然的意識。博物館分為室內和室外兩個總展區，室內展出了

100 萬種魚類、爬行動物、兩棲動物、鳥類、哺乳動物、無脊椎動物、植物的樣本和化石，其中最全的莫過於

淡水魚和軟體動物。室外展區的設計和展覽給遊客提供一個在真實環境中學習活生生植物的機會，同時也是一

次自然散步和拍照的機遇。室外展區就像是迷宮一樣，通過蜿蜒的小徑將遊客帶領到不同的區域學習觀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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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西西比運動名人堂(Mississippi Sports Hall of Fame & Museum) 

密西西比運動名人堂和博物館慶祝木蘭州培養世界級運動員和團隊的豐

富歷史。密西西比運動名人堂和博物館的使命是為今世後代保存、保護和

促進密西西比州豐富的體育遺產。 

餐食：（早餐）輕食餐盒<疫情影響此飯店不開放餐廳，請見諒> 

     （午餐）當地風味餐（晚餐）當地風味餐  

住宿：Hilton Birmingham at UAB 或同級  

第六天 3/22(二) 

伯明罕 (AL) → 查塔努加  (TN) 

理髮師復古賽車博物館 (Barber Vintage Motorsports 

Museum) →岩石城 (Rock city gardens) →垂直軌道鐵路體

驗 (Lookout Mountain Incline Railway)  

理髮師復古賽車博物館(Barber Vintage Motorsports Museum) 

喬治·巴伯 (George Barber) 對摩托車的熱愛強大。博物館擁有世界上最

廣泛的蓮花系列，以蓮花 21 為基礎。博物館還展示了稀有賽車，包括 

1964 年的法拉利 F-158，約翰·蘇蒂斯在 1964 年贏得了一級方程式車

手世界冠軍。隨著藏品的不斷增加，博物館的故事也在繼續。Barber 

Vintage Motorsports 博物館致力於保護賽車運動的歷史，對未來充滿期

待。巴伯說他想“將博物館作為一種工具，幫助更多的人來到伯明

翰。” Barber Vintage Motorsports Museum 致力於解釋和展示摩托車

和老式汽車，是一個真正令人驚嘆的目的地。 

岩石城(Rock City Gardens) 

岩石城並非城堡，而是坐落於岩石上的花園。原本只是大自然的傑作。那

是深山中綠葉簇擁的懸崖、瀑布和清泉，景色充滿奇異的魅力。二十世紀

初，這片山林屬於噶奈.喀特和他的妻子弗麗達。喀特先生以男人的雄心忙

於自己的創業，他的妻子弗麗達懷著女人天然對美的敏感，一心一意營造

一個真正的人間仙境-岩石城。弗麗達在其中修建步道，細心收集了幾百

種南方野花裝點園林，1933 年弗麗達為南方人贏來了第一個美國園林俱

樂部的傑出作品銅質獎。喀特先生也熱衷於參與妻子的創作，1932 年 5

月 21 日決定「石頭城」作為旅遊點正式對外開放。 

垂直軌道鐵路體驗(Lookout Mountain Incline Railway) 

 Incline railway 的軌道是美國境內坡度最陡的，約 72 度，幾近垂直 90

度了。上坡時，坐在火車裡也有一直往後仰的感覺哦！ 

 

餐食：（早餐）飯店內享用（午餐）當地風味餐（晚餐）當地風味餐  

住宿：The Westin Chattanooga 或同級  

 

第七天 3/23(三) 

查塔努加 (TN)→亞特蘭大  

海倫小鎮德國村 (Helen Town) → 伯拉斯頓山觀景台

(Brasstown Bald) 

海倫小鎮德國村(Helen Town) 

我們前往海倫鎮，以葡萄園和巴伐利亞風格的建築而聞名。海倫鎮起初是伐木小鎮，後來商人及居民齊心將小

鎮上的建築以中世紀德國巴伐利亞風格重建，搖身一變成為以德國村為主題的旅遊小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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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拉斯頓山觀景台(Brasstown Bald) 

布拉斯頓山海拔 4784 英尺，是喬治亞州最高的山峰。山頂建有 360 度全

景觀景台，鳥瞰連綿的山巒，包括喬治亞州、田納西州、北卡羅來納州和

南卡羅來納州的部分地區，收穫的美景非常值得。 

餐食：（早餐）飯店內享用（午餐）當地風味餐（晚餐）當地風味餐  

住宿：Omni Atlanta Downtown 或同級  

 

第八天 3/24(四) 

亞特蘭大  

葡萄酒莊品酒  (Frogtown Winery) → 德洛內加金礦淘金

之旅 (Dahlonega Consolidated Gold Mine)  

葡萄酒莊品酒（Frogtown Winery） 

帶您來到位於山頂上並且有 55 英畝的葡萄園，一邊欣賞遼闊美景一邊品

嚐葡萄酒，深入了解葡萄的品種、收成方式、釀造過程…等關於葡萄酒的

許多淵博知識。 

 

德洛內加金礦淘金之旅(Dahlonega Consolidated Gold Mine) 

德洛內加是全美淘金熱的發源地，淘金歷史要追溯到 1828 年，比加州還

要早 20 年呢！一位名叫 Benjamin Parks 在獵鹿時無意間發現了黃金。在

這裡您可以了解採礦和淘金歷史，還可親自體驗古老的淘金方法哦！ 

旅遊即將結束，返回飯店準備隔日開始的世總會議。希望這趟旅程帶給您

滿滿回憶，我們期待下次再相見! 

 

餐食：（早餐）飯店內享用（午餐）當地風味餐（晚餐）當地風味餐  

住宿：Omni Atlanta Downtown 或同級  

 

第九天 3/25(五) 
亞特蘭大  

會議期間  

會前旅遊結束，今日開始為世界台灣商會聯合總會會議期間。 

 

餐食：（早餐）飯店內享用（午餐）敬請自理（晚餐）敬請自理  

住宿：敬請自理 

 

注意事項： 

1. 若疫情期間，所有景點須於出發前再次確認開放時間&規定(若因疫情未開放，更改其他適合景點，將依現場

跟旅客溝通為準。若超出用車範圍或時間，費用另計)。 

2. 行程中旅行社特別安排每人高餐標USD100/每餐。用餐方式會隨著當地疫情的情況做滾動式調整，請見諒。 

3. 3 月份尚未開春，積雪或結冰的狀況多，若因氣候因素未開放無法前往，請見諒。  

4. 以上行程內容以行前說明資料為主。 

5. 觀光行程、餐食如遇氣候、疫情影響或預約狀況不同，本公司保有變更權利，感謝您的諒解。 

6. 如離隊放棄參觀行程，恕不退費；另外若因離隊其所衍生之交通費用需自費處理。 

7. 若有特殊餐食者，最少請於出發前三天(不含假日)告知承辨人員為您處理。  

8. 門票已按團體優惠價核算，故年長者及孩童價差不另退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