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世界台灣商會聯合總會 
●.會前旅遊 

B 團:2022/3/19-3/24 佛州精華六日遊 

●.會後旅遊 

A 團:2022/3/28-3/30 大霧山國家公園、鴿子谷三日遊 

B 團:2022/3/28-4/01 大霧山國家公園、鴿子谷、加特林堡小鎮、查塔努加五日遊 

C 團:2022/3/28-4/03 華盛頓DC 賞櫻、喬治亞州、田納西州、歷史人文七天深度之旅 

報名須知 
【報名截止日期：2022 年 1 月 10 日】 

承辦旅行社：美加旅遊 

 
A. 參加旅遊團名稱:  出發日期:  

 
B. 參加團員: 
 姓名 (性別)  姓名 (性別) 

1.   4.   

2.   5.   

3.   6.   

 
C. 聯絡地址:  

 

D. 聯絡電話: (手機)  (公司)  (住家)  

  

電子郵件信箱:  

報名方式: 1. service@cholidayusa.com  

           2. Line or WeChat (ID: 650-642-1610) 

           3. Text Message: 1-650-642-1610 

 

E.(團費): $  X (人)數  = (總金額)  

支票抬頭（Check Title ） ：CHOICEST HOLIDAY INC., 

方法一：拍照付款 
1.支票背面請寫上我們公司的 BOA 銀行帳號 ：0001167 13238 和 For Deposit only。 

2. 找暗色的背景，將支票正/反兩面拍照，要求支票的四個角落都在鏡頭內。 

3.支票照片用 email 或 微信或 text 給到公司手機 650-642-1610 即可。 

方法二：郵寄付款 

CHOICEST HOLIDAY INC  

220 South Linden Ave. #201,South San Francisco, CA, 94080。 

方法三：海外付款方式 

(電匯): Routing number 121000358  Acc: 0001167-13238  Swift Code : BOFAUS3N 
方法四：信用卡付款 
使用信用卡付款，需支付額外 3.5%手續費。 

 



 

F.旅客貴賓，要求注意事項 例如:素食，床型 ----- (僅供旅行業者參考) : 

 

 

 

 

主要聯絡人:  日期:  

 

美加旅遊 

●.諮詢顧問: May Ma (馬小姐) 電話：+1-650-589-9000 

E-Mail: mayma@cholidayusa.com 

●.聯絡人：杜兆明 Johnson Tu 電話：+1-650-302-8689 

E-mail : service@cholidayusa.com 

 

取消訂位或改期: 

請以電話及書面方式通知(通過郵寄，電子郵件或傳真方式) ， 並以美加旅遊收到並接

受申請開始計算，隨後我們會發出訂位取消或改期確認單，訂位狀態隨即取消或改期。

若因節假日、網絡或其他問題導致信息延誤，本公司將不負任何法律責任。 

 – 出發前 45 天以上取消，每人扣除 USD$300。 

 – 出發前 31-45 天取消，每人扣除 USD$600。 

 – 出發前 30 天內改期或取消，視同自動放棄，費用概不退還。 

 – 出發前 31 天前修改或是更動，我們將收取手續費$50/人/次。 

 

 

 

 

 

 

 

 

 

 

 

 

 

 

 

 

 



會前旅遊 B. 佛州精華六日遊 
2022 年 3 月 19 日～3 月 24 日 

(會前)六天佛州精華遊 

承辦旅行社：美加旅遊 

Day 1(3/19 週六)   抵達邁阿密- 接機-自由活動- 歡迎晚宴 

全天整點接機，(早上 8:00 ~下午 6:00)。五點後抵達，請自行前往酒店或餐廳。 

 

餐食: 晚餐(五點後抵達，請自行前往酒店或餐廳) 

酒店： DoubleTree by Hilton Miami Airport Convention Center 或 Miami Airport Marriott或同

級 

Day2 (3/20 週日)  西鎖島一日遊 

早餐後前往被譽為「美國天涯海角」的西鎖島。一路上五彩斑斕的海面和湛藍的天空構成獨一無二的美

景，在約 4.5 小時車程中（路況良好情況下），您將途經一條宏偉的「跨海大橋」，它是由長短不一的

42座橋和 32個島嶼串連而起，也是阿諾施瓦辛格的“真實的謊言”的拍攝地：七英里橋，沿途我們會

停靠拍照，中午抵達西鎖島，西鎖島是全美大陸最南端地標 - 外觀海明威故居 - 返程邁阿密 

參觀全美大陸最南端地標，素有“美國的天涯海角”之稱，該地標位於佛羅裡達最南端，亦是全美國大

陸最南端，這裡距離古巴只有 90 英里。今天，它是美國訪問量最大，拍照最多的景點之一。 

隨後前往海明威故居，外觀這座並不大的宅院，海明威曾在此工作和生活超過十年時間，也曾完成了《喪

鐘為誰而鳴》、《永別了，武器》等著名作品。故居四周環繞著鬱鬱蔥蔥的灌木叢和芒果樹。踏進庭院，

滿眼是綠樹繁花，顯得靜謐而安詳。傍晚離開西鎖島，返回邁阿密。(當天行車里程數 320英里) 

餐食: 早餐、午餐、晚餐 

酒店： DoubleTree by Hilton Miami Airport Convention Center 或 Miami Airport Marriott或同

級 

 

 

 



Day3 (3/21 週一)遊覽邁阿密、羅德岱堡和棕櫚灘 

上午行程安排：大沼澤國家公園-大沼澤公園風力船(費用包含) 

我們將會前往位於邁阿密市區西側的大沼澤國家公園遊覽。這裡是美國本土上最大的亞熱帶野生動物保

護地。遼闊的沼澤地、壯觀的松樹林和星羅棋布的紅樹林和無數野生動物一定能令你眼前一亮，坐上氣

墊船出發吧。 

 

下午行程安排：羅德岱堡 - 棕櫚灘 

前往邁阿密以北，有著美國威尼斯之美稱的羅德岱堡，它距邁阿密約一小時車程，有獨一無二的棕櫚海

灘，市中心有水道、湖泊和河流，還有 12 公裏長的白沙灘，沙灘上有棕櫚樹，蔚然的海水來自於溫暖、

乾淨的大西洋。隨後我們將去往棕櫚灘，領略大西洋的美景，海邊的天價別墅不勝枚舉。作為「佛羅裡

達的文化之都」，棕櫚灘早在 100 多年前就成為首個為美國富豪們度身定制的冬日避寒度假勝地，外觀

弗拉格勒豪宅、打卡拍照。(當天行車里程數 125英里) 

 
餐食: 早餐、午餐、晚餐 

酒店：Holiday Inn Express Hotel & Suites Fort Pierce West 或同級 
 

 



Day4 (3/22 週二) 遊覽奧蘭多迪士尼之泉和聖奧古斯丁 

上午行程安排：迪士尼之泉 

迪士尼之泉（英語：Disney Springs），是一座華特迪士尼世界度假區中的戶外購物、飲食和娛樂設施，

位於美國佛羅裡達州布埃納文圖拉湖。主題設計以佛羅裡達州的濱海小鎮為靈感來源。這裡不僅好吃、

好玩、又好逛，是您尋找完美的紀念品或時尚精品的最佳場所！ 

下午行程安排： 

聖奧古斯丁老城區 -佛蘭格勒大學-美國最早監獄 

下午前往聖奧古斯丁，這是建立在美國大陸上最古老的歐洲風格的城市，亦是歷史最悠久的港口城市，

1565 年，西班牙人在這裡定居，所以整個小鎮都彌漫這濃鬱的西班牙建築氣息。白牆紅屋頂是聖奧古斯

丁的標誌，看著這樣的建築讓人忍不住感到平靜和祥和。圓頂教堂，尖頂教堂，馬克噴泉，荒廢的城堡，

石板路，只要隨意在這個小鎮上逛遊都能碰到。這座紅瓦白牆綠樹碧水的老城讓您彷彿置身於歐洲。(當

天行車里程數 100英里) 

 

餐食: 早餐、午餐、晚餐 

酒店：Holiday Inn St. Augustine – Historic 或同級 

 

Day5 (3/23 週三) 遊覽歷史老城薩凡納 

上午行程安排： 

清晨離開酒店前往著名的歷史古城薩凡納，這裡曾是喬治亞州的州府所在地也是北美最早的規劃設計的

城市歷經歲月保留下來了全美國最大的國家歷史地標區。 

下午行程安排： 

我們將會深度遊覽薩凡納這座美麗的老城探索這背後的故事：河邊街、老議會大廈、老棉花交易所、網

紅薩凡納糖果店、阿甘正傳拍攝地、粉紅房子、強森廣場、奧古斯菲公園、聖約翰教堂。(當天行車里

程數 180 英里) 



 
餐食: 早餐、午餐、晚餐 

酒店: Hampton Inn & Suites Savannah 或同級 

 

Day6 (3/24 週四) 薩凡納-亞特蘭大 

上午行程安排： 

上午繼續探索遊覽薩凡納老城區：麥迪遜廣場、拉法葉廣場。 

 

下午行程安排： 

午飯後驅車前往亞特蘭大，下午 4點左右抵達亞特蘭大 OMNI HOTEL。 

(當天行車里程數 250英里) 

餐食: 早餐、午餐 
酒店：請自行聯絡 Omni Hotel訂房 

 

房型 兩人一房 三人一房 單人房 

費用 USD$1699/人 USD$1499/人 USD$2399/人 

 

價錢包括: 

行程中交通費用 

行程中住宿 

司機導遊服務費 

一日三餐接機當天:午、晚餐安排，視航班抵達時間來安排 

第六天 (不包括晚餐)價錢不包括: 

出發地至參團地的往返機票。 

酒店房間內私人費用（洗衣費，電話費等）;一切除費用包含外的私人消費 

 

 

 



會後旅遊 A 團:大霧山國家公園、鴿子穀三日遊 
2022 年 3 月 28 日～3 月 30 日 

大霧山國家公園+鴿子穀 三天兩夜 

承辦旅行社：美加旅遊 

Day 1(3/28週一)  亞特蘭大-大霧山 

上午行程安排：行車前往大霧山，我們從亞特蘭大出發前往位於美國田納西州大霧山國家公園，沿途停

車欣賞山區美景。 

下午行程安排：大霧山國家公園—加特林堡小鎮 

大霧山深度遊大霧山大約是在一萬年前的冰期末形成的。每年有大約一千萬遊客，是美國遊客訪問量最

多的國家公園。森林蒸騰出的水蒸氣形成濃霧，環繞於群山之間、峽穀之中。公園各處的標語都建議遊

客去一睹這個“容顏未改的世界”。加特林堡小鎮自由活動。 

晚上行程安排：南方盛宴馬術表演（費用包含） 

欣賞大型馬術歌舞表演，體會南北軍隊馬術競賽精彩節目及載歌載舞，感受美國西部風情，老少盡情觀

看盡收眼底，可口的晚餐外加美味的甜點，令人垂涎，流連忘返。(當天行車里程數 248英里) 

 

 

餐食: 早餐、午餐、晚餐 

酒店：Holiday Inn Express Pigeon Forge 或同級 

 

Day2 (3/29週二)  鴿子穀-大霧山國家公園-亞特蘭大酒店 

行程安排：大霧山 Cades Cove 

該區域地處四面環山的山谷，早起的印第安部落居住地，後來換成了歐洲殖民者，保留了很多歷史古蹟。

也是觀賞野生動物的上佳地點。下午前往位於亞特蘭大的酒店。(當天行車里程數 248 英里) 

 



 

餐食: 早餐、午餐、晚餐 

酒店： Hampton Inn & Suites Atlanta Airport或同級 

 

Day3 (3/30週三) 早餐後自由活動 – 返回溫暖的家 

行程安排：客人自行搭乘酒店 shuttle去機場 

 

 

 

房型 兩人一房 三人一房 單人房 

費用 USD$699/人 USD$599/人 USD$999/人 

 

價錢包括 

行程中交通費用 

行程中住宿 

司機導遊服務費; 

一日三餐（接送機兩天，三餐安排視具體航班來定）。 

 

價錢不包括: 

出發地至參團地的往返機票; 自費項目; 

酒店房間內私人費用（洗衣費，電話費等）; 

一切除費用包含外的私人性質費用。 

 

 



會後旅遊 B 團: 大霧山國家公園、鴿子穀、 
                 加特林堡小鎮、查塔努加五日遊

2022 年 3 月 28 日～4 月 1 日 

大霧山國家公園+鴿子穀+加特林堡小鎮+查塔努加 五天四夜 

承辦旅行社：美加旅遊 

Day 1(3/28週一)  亞特蘭大-阿什維爾 

上午行程安排： 

行車前往阿什維爾，抵達位於北卡羅來那州西部藍嶺山脈腳下的山城阿什維爾，它以充滿活力的藝術氛

圍和歷史建築而聞名。 

下午行程安排：比特摩爾莊園（費用包含） 

比特摩爾莊園坐落於北卡羅來納州，其規模和奢華堪稱美國私宅之最，是美國最大的私人莊園。它的主

人是美國曾經的首富範德比爾特家族。這裡為人們展現了 19世紀“鍍金時代”的奢華。比特摩爾莊園

帶有濃鬱的法國文藝復興時期的建築特色，現在已經開放為旅遊勝地，一般人只要付費就能夠近距離欣

賞莊園的秀麗和奢華。莊園內來自 13個國家的珍貴的藝術品、傢俱等一直保存至今。(當天行車里程數

248英里) 

 

 

餐食: 早餐、午餐、晚餐 

酒店：Hampton Inn & Suites Asheville 或同級 

 

Day2 (3/29週二)  阿什維爾-大霧山國家公園 

上午行程安排：上午我們將參觀阿什維爾老城區。 

下午行程安排：大霧山深度遊 

大霧山大約是在一萬年前的冰期末形成的。每年有大約一千萬遊客，是美國遊客訪問量最多的國家公

園。森林蒸騰出的水蒸氣形成濃霧，環繞於群山之間、峽穀之中。公園各處的標語都建議遊客去一睹這

個“容顏未改的世界”。 



 

晚上行程安排：南方盛宴馬術表演 

欣賞大型馬術歌舞表演，體會南北軍隊馬術競賽精彩節目及載歌載舞，感受美國西部風情，老少盡情觀

看盡收眼底，可口的晚餐外加美味的甜點，令人垂涎，流連忘返。(當天行車里程數 120英里) 

 

餐食: 早餐、午餐、晚餐 
酒店： Holiday Inn Express Pigeon Forge 或同級 

 

 

 



Day3 (3/30週三) 鴿子穀-加特林堡小鎮-大霧山國家公園-查塔努加 

行程安排：加特林堡小鎮-大霧山 Cades Cove 

上午在加特林堡小鎮自由活動，結束後前往 Cade cove區域 該區域地處四面環山的山谷，早起的印第

安部落居住地，後來換成了歐洲殖民者，保留了很多歷史古蹟。也是觀賞野生動物的上佳地點。下午前

往查塔努加。(當天行車里程數 170 英里) 

餐食: 早餐、午餐、晚餐 

酒店：Holiday Inn Express Hotel & Suites Chattanooga 或同級 
 

Day4 (3/31週四) 查塔努加-亞特蘭大 

行程安排：岩石城-查塔阿努加老城 

岩石城不是一座城，而是在一片岩石群山頂形成的獨特花園，有著絕佳的美景。後來一對叫卡特的田納

西商人夫婦在這裡修了石階吊橋，種花種草，還在許多小山洞裡按照歐洲童話傳說營造了“仙境”。石

頭城最特別的景點就是“七州奇觀”，站在山頂極目四望，可以同時看到美國七個州。結束後前往查塔

阿努加老城區遊覽。下午返回亞特蘭大 (當天行車里程數 180英里) 

 
餐食: 早餐、午餐、晚餐 

酒店：Hampton Inn & Suites Atlanta Airport或同級 

 

Day5 (4/1週五) 早餐後自由活動 – 返回溫暖的家 

行程安排：客人自行搭乘酒店 shuttle 去機場 

房型 兩人一房 三人一房 單人房 

費用 USD$1699/人 USD$1499/人 USD$1899/人 

價錢包括 

行程中交通費用 

行程中住宿 

司機導遊服務費; 

一日三餐（接送機兩天，三餐安排視具體航班來定）。價錢不包括: 

出發地至參團地的往返機票; 自費項目; 

酒店房間內私人費用（洗衣費，電話費等）; 

一切除費用包含外的私人性質費用。 

 



會後旅遊 C 團: 華盛頓 DC 賞櫻、喬治亞州、 
               田納西州、歷史人文七天深度之旅 

2022 年 3 月 28 日～4 月 3 日 

華盛頓 D C 賞櫻、喬治亞州、田納西州歷史人文七天深度之旅 

承辦旅行社：美加旅遊 

Day 1(3/28週一)   亞特蘭大-查塔努加-鴿子穀 

 

上午行程安排：行車前往查塔努加 

我們從亞特蘭大出發前往位於美國田納西州的査塔努加市，遊覽各種自然奇蹟和人文景觀。 

下午行程安排：岩石城（費用包含） 

岩石城不是一座城，而是在一片岩石群山頂形成的獨特花園，有著絕佳的美景。後來一對叫卡特的田納

西商人夫婦在這裡修了石階吊橋，種花種草，還在許多小山洞裡按照歐洲童話傳說營造了“仙境”。石

頭城最特別的景點就是“七州奇觀”，站在山頂極目四望，可以同時看到美國七個州。 

晚上行程安排：南方盛宴馬術表演（費用包含） 

欣賞大型馬術歌舞表演，體會南北軍隊馬術競賽精彩節目及載歌載舞，感受美國西部風情，老少盡情觀

看盡收眼底，可口的晚餐外加美味的甜點，令人垂涎，流連忘返。(當天行車里程數 248英里) 

 

餐食: 早餐、午餐、晚餐 

酒店：Holiday Inn Express Pigeon Forge 或同級 

 

Day2 (3/29週二)  鴿子穀-大霧山國家公園-弗吉尼亞酒店 

行程安排：加特林堡小鎮、大霧山深度遊 

大霧山大約是在一萬年前的冰期末形成的。每年有大約一千萬遊客，是美國遊客訪問量最多的國家公

園。森林蒸騰出的水蒸氣形成濃霧，環繞於群山之間、峽穀之中。公園各處的標語都建議遊客去一睹這

個“容顏未改的世界”。 下午前往位於弗吉尼亞州的酒店。(當天行車里程數 248 英里) 



 

餐食: 早餐、午餐、晚餐 
酒店： Hampton Inn Roanoke Hollins 或同級 

Day3 (3/30週三) 弗吉尼亞-華盛頓特區看櫻花 

上午行程安排：早上離開酒店前往首都華盛頓，中午抵達華盛頓特區。 

下午行程安排：林肯紀念堂、越戰紀念碑、朝鮮戰爭紀念碑、傑弗遜紀念堂看櫻花 

名的集會地，馬丁·路德·金就在這裡發表了演說《我有一個夢想》。於越戰和朝鮮戰爭紀念碑前緬懷逝

去的先烈；由林瓔設計的越戰紀念碑上刻著烈士的名字，簡單而感人，朝鮮戰爭紀念碑上則描繪了戰爭

的緊張和壯烈。傑弗遜紀念堂位於華盛頓潮汐湖邊，是為了紀念美國第三任總統湯瑪斯·傑弗遜而建的，

並按照傑弗遜最喜愛的古羅馬神殿式圓頂建築風格設計，與華盛頓紀念碑隔湖相望。每年三四月，湖畔

的櫻花盛開，繁花似錦，環繞通體潔白的紀念堂，美不勝收。 

 

晚上行程安排：華盛頓夜遊 

華燈初上的夜晚，少了一份都市的喧囂，多了一份文化之都的寧靜。前往為紀念在二戰期間服役的 1600

萬美國軍人而建的二戰紀念碑，觀賞夜晚的美麗景色同時可以眺望夜色中的林肯紀念堂和華盛頓紀念

碑。最後到達國會大廈倒影池，感受夜幕下莊嚴肅穆的國會山莊。(當天行車里程數 230英里) 

餐食: 早餐、午餐、晚餐 

酒店：SpringHill Suites Gaithersburg 或同級 
 



Day4 (3/31週四) 遊覽華盛頓特區 

上午行程安排：入內國會大廈，外觀國會圖書館和最高法院，外觀白宮 

華盛頓作為美國的政治中心，華盛頓擁有著眾多標誌性的政治文化景觀，如國會大廈，美國聯邦最高法

院等。國會由參議院和眾議院組成，是民有、民治、民享政權的最高象徵。而白宮是一幢白色的新古典

風格砂岩建築物，由主樓和東、西兩翼三部分組成。白宮是歷任美國總統的辦公和居住之地，也是美國

政府的代名詞。 

 

下午行程安排：自由遊覽國家博物館區：推薦自費遊覽航空航太博物館、自然歷史博物館、國家美術館 

來到華盛頓，可不能只去欣賞各種國家標誌，史密斯國家博物館群是你在華盛頓不可錯過的精彩一筆。

這是由英國人詹姆斯·史密森投資建立的一片區域，他立志要為世界修造一個“能夠增長知識和融匯知

識”的地方。起初他只是修建了一座史密森斯學院大樓，漸漸的，周圍的各種博物館“響應號召”挨個

成立起來。於是，這片優美的區域內匯聚了大名鼎鼎的國家自然歷史博物館等 15座之多的博物館和美

術館， 因此我們可以說，史密斯博物館區域是全世界較大的博物館群，在這裡的參觀，相信你會受益

匪淺：世界，就在你的眼前。(當天行車里程數 180 英里) 

餐食: 早餐、午餐、晚餐 

酒店：Hampton Inn Harrisonburg South或同級 

 

Day5 (4/1週五) 弗吉尼亞-阿什維爾 

行程安排： 

上午我們將驅車一路南下。下午抵達位於北卡羅來那州西部藍嶺山脈腳下的山城阿什維爾，它以充滿活

力的藝術氛圍和歷史建築而聞名。我們將參觀阿什維爾老城區。 

(當天行車里程數 450英里) 

餐食: 早餐、午餐、晚餐 

酒店: Hampton Inn & Suites Asheville 或同級 

 



Day6 (4/2週六) 阿什維爾-亞特蘭大 

上午行程安排：比特摩爾莊園（費用包含） 

比特摩爾莊園坐落於北卡羅來納州，其規模和奢華堪稱美國私宅之最，是美國最大的私人莊園。它的主

人是美國曾經的首富範德比爾特家族。這裡為人們展現了 19世紀“鍍金時代”的奢華。比特摩爾莊園

帶有濃鬱的法國文藝復興時期的建築特色，現在已經開放為旅遊勝地，一般人只要付費就能夠近距離欣

賞莊園的秀麗和奢華。莊園內來自 13個國家的珍貴的藝術品、傢俱等一直保存至今。 

 

下午行程安排：行車返回亞特蘭大，抵達亞特蘭大機場酒店，行程結束。(當天行車里程數 190英里) 

餐食: 早餐、午餐，晚餐 

酒店：Hampton Inn & Suites Atlanta Airport或同級 

 

Day7 (4/3週日) 早餐後自由活動 – 返回溫暖的家 

行程安排：客人自行搭乘酒店 shuttle 去機場 

房型 兩人一房 三人一房 單人房 

費用 USD$1799/人 USD$1599/人 USD$2699/人 

 

價錢包括 

行程中交通費用 

行程中住宿 

司機導遊服務費; 

一日三餐（接送機兩天，三餐安排視具體航班來定）。 

 

價錢不包括: 

出發地至參團地的往返機票; 自費項目; 

酒店房間內私人費用（洗衣費，電話費等）; 

一切除費用包含外的私人性質費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