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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部完美體驗 9 天風情游
出發日期：週二，週三 （4/1/2019-12/31/2019）
加開日期（2019）: 1/1, 1/15, 1/29, 2/12, 2/26, 3/12, 3/26
團號：AP9CS
價格目錄:
兩人一房

第三人同房

第四人同房

單人房

$996/位

$825

$825

$1506

行程特色：
1. 獨家參觀諾亞方舟主題樂園。
2. 貫穿美國中部南北大陸，南北文化深度對比。
3. 完整解讀中部本土地理風情。
4. 首家推出芝加哥大劇院，普渡大學參觀。
5. 新奧爾良法國區盡享法國風情。
6. 名城與美景，音樂與馬術，現代與質樸，美食與購物。
暢遊：芝加哥、春田市、聖路易斯、孟菲斯、伯明翰、印第安納普利斯、肯塔基、新奧爾良、田納西
出發城市：芝加哥
結束城市：芝加哥
出發日期：(接機)

送機備註

結束日期

週二

免費：O’HARE 機場(ORD) 19:00 以後的航班

週三

週三

自費：MIDWAY 機場(MDW) 19:00 以後的航班

週四

1. 芝加哥 ORD 機場團體免費機場接機：9:00AM - 9:00PM，需要在機場等候其他旅客。
2. 芝加哥 MDW 無免費接機。
3. 個人自費接機：24 小時，隨接隨走，第 1、2 人$120 美元，每增加 1 人，加美金 $10 元。

行程介紹
第一天

家園 – 芝加哥市（夜游）
參考酒店：Best Western Plus O’Hare International South Hotel 或同級

第一日行程僅供參考，具體安排以您的航班抵達時間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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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原居地飛往芝加哥，導游在機場行李出口處的等候廳（Baggage Claim）等候，定時班車送往酒店休息。
O’Hare 機場（導游免費接機 9am-9pm，其他時間, 可選擇自行到機場酒店或自費接機，Midway 機場
不接機，客人需自行前往酒店）。3:00pm 之前到達集合點，免費送往 Fashion Outlets 自由購物。5PM
前到達酒店，可以自費$25 參加夜游。夜游 4 人以上成行。
【芝加哥夜游】
從千禧公園的皇冠噴泉開始，下一站是密歇根大道，您可以在此看華麗一英裡的夜色繁華並在芝加哥河邊
漫步欣賞河邊夜景。最後一站前往密歇根湖邊欣賞芝加哥世界級的城市天際線。

第二天

芝加哥市區遊
參考酒店：Best Western Plus O’Hare International South Hotel 或同級

這是全美最佳建築典範城市；這有世界聞名的城市園林— 千禧公園；這有奇偉設計雲之門，巨城之鏡看城
市倩影；這有世界最大的人工噴泉，白金漢噴泉；這有美中遊客最多的湖濱樂園，曾經在五大湖裏的美軍
海軍基地如今變為綜合遊樂場；这里是芝加哥。
行程安排：
千禧公園 &雲門（20 分鐘）→ 格蘭特公園 （10 分鐘）→ 芝加哥大劇院（自費，60 分鐘）→ 芝加哥藝術
博物館（自費，120 分鐘）→ 老水塔（15 分鐘）→ 密歇根大道（30 分鐘）→ 芝加哥建築遊船（自費，
75 分鐘）→ 360 芝加哥（自費，含傾斜玻璃觀景台，75 分鐘）
行程中途經：白金漢噴泉，海军码头，玉米大樓，川普大廈，威利斯塔
備註：芝加哥建築遊船冬季關閉。

千禧公園 Millennium Park
千禧公园是芝加哥的一座大型城市公园，公园的一边是芝加哥最繁华的密歇根大街，另一边则是风景秀丽
的密歇根湖。置身公园中，处处可见后现代建筑风格的印记，因此也有专业人士将此公园视为展现后现代
建筑风格的集中地。其中露天音乐厅、云门和皇冠喷泉则是千禧公园中最具代表的三大后现代建筑。
芝加哥大劇院 Chicago Theater
芝加哥剧院于 1921 年 10 月 26 日开业，曾因宏伟壮丽的建筑风格、优雅的大厅、宏伟的楼梯和美丽的礼
堂被当时的人们称之为“世界奇迹剧院”，由尼利厄斯和乔治拉普设计也是美国第一个大型豪华的电影宫
殿。剧院于 1986 年 9 月 10 日重新开放，主要为西纳特拉的表演。自那时以来，娱乐圈的最亮的恒星阵列
和最伟大的作品开始登上了舞台，包括奥尔曼兄弟乐队、布鲁斯旅行者、埃伦德杰尼勒斯、艾瑞莎、凯茜格里芬、吉普赛国王，靛蓝女孩等等。
芝加哥藝術博物館 The Art Institute of Chic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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芝加哥藝術博物館創建於 1891 年，既是世界上最古老的美術展覽館之一，也是當今美國三大美術館之一。
館內收藏了上下五千年、縱橫五大洲的藝術珍品，簡直可以稱為是萬國博物館。尤其是法國印象派畫家的
代表作享譽世界，雷諾瓦、畢卡索、梵古等一代宗師的巨作價值連城，就連盤踞於大門兩側的青銅獅子塑
像也成了芝城的標誌。
360 芝加哥（含傾斜玻璃觀景台）360 Chicago (incl. Tilt)
約翰漢考克中心位於芝加哥密西根大街一側，又稱“芝加哥 360°”，完工於 1969 年，是當時紐約之外全
世界最高的摩天大樓。站在 94 層放眼望去，視野範圍將達到 128 公里，伊利諾州、印第安那州、密西根
州和威斯康辛州四個州的景色盡收眼底。
芝加哥建築遊船 Chicago Cruise
坐著遊船，欣賞芝加哥的建築森林，絕對是你在芝加哥的必遊項！Shoreline 的沿河觀光，全程大概 75 分
鐘，由專業又風趣的導遊做嚮導。你除了會看到芝加哥那些著名的地標建築，瞭解它們的故事，還能近距
離的感受芝加哥河的美。海軍碼頭（Navy Pier）和密西根街大橋（Michigan Avenue Bridge）每天都有
多個輪渡班次。

第三天

芝加哥 - 春田市 - 聖路易斯
參考酒店：Comfort Inn Festus 或同級

早晨從芝加哥出發開始南下，前往美國歷史上最偉大總統林肯的故鄉——伊州首府春田市，外觀林肯故
居。林肯故居背後，是伊州州政府—美國最高的州政府大樓。下午前往聖路易斯。這裡是美國密蘇裡州東
部最大城市，它坐落在美國母親河密西西比河畔，幾乎處於美國的幾何中心，曾經是世界最繁忙的火車樞
紐的城市，西部大開發的起點。在地理位置上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游覽世界最高紀念碑：西進運動大拱
門，1914 年建的聖路易斯大教堂，至今仍是世界最大的馬賽克組成的藝術圖案之一。
行程安排：
芝加哥 → 伊州首府春田市 → 林肯故居（外觀）→ 伊利諾伊州州政府大樓（外觀）→ 聖路易斯 →西進運
動大拱門（30 分鐘） → 聖路易斯天主大教堂（20 分鐘）

林肯故居 Lincoln Home National Historic Site
作為美國國家歷史遺址的林肯故居，四面都有馬路環繞。美國總統亞伯拉罕·林肯於 1844 年至 1861 期間
居住於此，直到他離開伊利諾伊前往華盛頓入住白宮。林肯故居自 1887 年期對公眾開放，不斷通過修繕
保留了它的原貌。
舊伊利諾伊州政府 Old Illinois State Capit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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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樁具有歷史性意義的建築曾在 1840 年至 1876 年期間作為伊利諾伊州政府大樓被使用。大樓建築為希臘
複興式建築風格。美國總統林肯和奧巴馬都在此宣誓就職。
西進運動大拱門 Gateway Arch
美國向西開發的一個象徵，美國最高的獨自挺立的紀念碑。1967 年 6 月 10 日開放予公眾參觀，成為聖路
易斯舉世聞名的地標性建築。這座閃閃發光的用鋼製成的圓弧造型，拔地而起，有將近 200 米高，跨度也
是將近 200 米。這一次的觀光體驗絕對不會令我們失望。
聖路易聖殿主教座堂 Cathedral Basilica of St. Louis
聖路易聖殿主教座堂位於美國聖路易士，建於 1907-1914 年，是天主教聖路易士總教區的總主教座堂。該
堂的主保聖人是法國國王路易九世。該堂以馬賽克裝飾著稱。它的頂部由七千種不同顏色的馬賽克（共計
4 萬顆）鋪滿，是在俄羅斯以外世界最大的馬賽克組成的藝術圖案。

第四天

孟菲斯貓王雅園 – 傑克遜
參考酒店：Ramada Pearl/Jackson Airport 或同級

乘車前往孟菲斯，美國田納西州最大城市，人文地理酷似尼羅河畔的古城孟菲斯，兼有埃及開羅特有的炎
炎烈日。因此得名。瀏覽孟菲斯宜人的景色；參觀音樂界搖滾鼻祖巨星：貓王埃爾維斯•普雷斯利的故居
“雅園”。50、60 年代美式懷舊情結伴隨著貓王金曲四處傳來，了解中部音樂之鄉田納西。晚上入住傑克
遜附近酒店休息。
行程安排：
孟菲斯 → 貓王埃爾維斯•普雷斯利的故居“雅園”（自費，120 分鐘）
貓王雅園 Graceland (Elvis Presley Mansion)
每年都有數以萬計遊客到訪貓王的故居——雅園來瞻仰已故的搖滾天王，這段旅程被稱為貓王朝聖之旅。
你可以拜訪貓王最喜歡房間之一叢林之屋，還可以在貓王墓穴前致敬這位母音樂偉人。每年八月，人們會
聚集在孟菲斯舉辦貓王紀念周，緬懷他在音樂上的卓越貢獻。

第五天

橡樹莊園 - 新奧爾良(夜游)
參考酒店：La Quinta Inn New Orleans Veterans/Metairie 或同級

位於新奧爾良西郊的南部最大種植園，被列為美國南方地標的歷史古跡--橡樹莊園，可以說是歷盡滄桑，
南北內戰的創傷隨著橡樹莊園的興衰仍然若隱若現。新奧爾良四面環水的獨特地貌造就了這片特有的南部
沼澤濕地，沼澤生態游船帶您穿梭來回於亞馬遜河流域一般的沼澤地之間，觀賞鱷魚，白頭鷹等自然生
態，入住酒店後，晚上可以自費夜游新奧爾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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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安排：
橡樹莊園（自費，90 分鐘）→ 沼澤生態遊船 （自費，90 分鐘）→ 新奧爾良夜遊（自費，180 分鐘）
新奧爾良夜遊：
這座全美最接近歐洲的古老城市以其獨特的方式，將加勒比海的浪漫色彩和美國南部的熾熱情懷洋溢在每
棟法式，西班牙式聯排小樓之間，狂歡的夜，不眠的心。

橡樹莊園
位於新奧爾西郊的南部最大種植園，被列為美國南部地標的歷史古跡橡樹莊園可以說是歷經滄桑，南北戰
爭的創傷隨著橡樹莊園的興衰仍然若隱若現，昔日奴隸主大屋中的陳設精緻輝煌，建築大氣，和莊園內古
拙與粗礦的黑奴小屋形成鮮明對比，莊園內隨處可見的參天巨木仿佛無聲的講述著小說《飄》的情節，像
世人展示那古典的南方風味。
沼澤生態遊船 Swamp Tour
新奧爾良四面環水的獨特地貌造就了這片特有的南部沼澤濕地，沿著蜿蜒的河道進入到原始叢林，向您揭
示沼澤和濕地的奧秘，宛如深入亞馬遜熱帶雨林。沼澤裡能看到短尾鱷、蛇、龜、白鷺、小浣熊還有從水
中長出的參天大樹。十年前卡特裡娜颶風遺跡依然依稀可見，長在沼澤裡的植被，即便泡在水中也不易腐
爛毀朽，非常神奇。遊船會帶我們經過鱷魚最喜歡出沒的地方，你會驚喜的發現鱷魚最愛吃的居然是棉花
糖。

第六天

新奧爾良 - 伯明翰
參考酒店：Comfort Suites Gadsden 或同級

著名旅游城市新奧爾良是美國南方歷史古城，建於 1718 年，美國的主要港口之一。以爵士樂發源地和法
國克裡奧文化聞名。法國區充滿異國特色，著名的皇家街古董商場，波旁街，安德魯傑克孫廣場和聖路易
斯教堂。午後前往阿拉巴馬州，途徑最大城市伯明翰。
行程安排：
新奧爾良 → 法國區 → 著名咖啡館 Cafe Du Monde 品嘗地道法式咖啡和法式甜甜圈（自費）→ 皇家街
→ 波旁街 → 傑克森廣場 → 新奧爾良聖路易大教堂 → 伯明翰 → 凱利.英格拉姆 公園
法國區 French Quarter
法國移民早期留下的法國街區，這裡有歐洲傳統的狹窄街道，酒吧和咖啡館有非常棒的音樂人和樂隊。你
還可以看到街頭舞蹈，即興的銅管樂隊表演等。這裡保留著許多早期法國、西班牙式建築，如皇家街，卡
比利多為英國殖民地時代的市政廳，普瑞思貝提爾為英國殖民地時代教會辦公室和法院、修道院、法國市
場以及古老的公寓住宅等都是其代表。西班牙式的突出二樓陽臺、鐵鑄雕花欄杆被昵稱為「PATIO」，建
築色彩繽紛用色大膽，半開的門縫中流溢的爵士藍調旋律，非常具有異國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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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旁街 Bourbon Street
波旁街位於新奧爾良法國區，開闢於 1718 年，是一條著名的古老街道。波旁街已成為全美國聞名的酒吧
街，除此之外也有新奧爾良市有名的餐廳聚集於此。在最近的吸血鬼电视剧集中，有很多场景是以 Burbon
Street 为背景编写的。
傑克遜廣場 Jackson Square
傑克遜廣場為美國國家歷史地標，广场位于法国区和河岸的交汇处，面积并不大，但它是半个世纪来街头
艺术家们聚集的地方，尤其到了晚上，这里非常热闹，有不少街头乐队在表演。。广场以之后成为美国第
七任总统的安德鲁杰克逊将军的名字命名，他的塑像就一直屹立在广场的中央。近两百年前，杰克逊将军
率领军队在新奥尔良保卫战中以少胜多战胜了当时强大的英军，而近两百年后，新奥尔良的军民却没能抵
挡得住卡特里娜飓风所带来的洪水的袭击。
聖路易士大教堂 Cathedral-Basilica of Saint Louis, King of France
聖路易士大教堂是天主教新奧爾良總教區的主教座堂。它是美國最古老的連續開放的主教座堂。這個地點
的第一座教堂建於 1718 年，第三座建於 1789 年，1793 年升為主教座堂。1850 年進行了大幅改建，
1789 年餘下的結構很少。

第七天

査塔努加 - 大霧山加特林堡
參考酒店：Clarion Inn & Suites West Knoxville 或同級

清晨前往田納西州査塔努加市，游覽眾多自然奇跡和人文景觀。 乘車穿過雄偉的盧考特山，站在石頭城登
高遠望自然景觀奇特秀美，繼續驅車穿越大霧山，棲息於此的動物種類繁多，不可勝數。到達加特林堡，
沉醉於大霧山腳下的醉人美景之余，此小鎮更是體驗田納西中部質樸美麗人文的絕好去處。隨後當地最著
名的大型馬術歌舞表演餐宴將田納西之旅推向高潮。一邊品嘗南方豐盛美食，一邊欣賞精彩表演，實為視
覺與味覺的盛宴。
行程安排：
査塔努加 → 乘車穿越盧考特山 → 巖石城（自費，75 分鐘）→ 加特林堡（100 分鐘） → 鴿子谷 → “南
方盛宴”大型馬術晚宴秀（自費，120 分鐘）
岩石城 Rock City
岩石城不是一座城，而是一片岩石群在山頂形成的獨特花園，有著天造的美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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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田納西州、肯塔基州、維
吉尼亞州、北卡羅萊納州、南卡羅萊納州、喬治亞州及阿拉巴馬州，站在這裡，放眼一望無際的綠色，點
綴紅葉及藍天，感受天地蒼茫，不由得深感人的渺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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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盛宴 Dixie Stampe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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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天

肯塔基育馬園 -诺亚方舟主題樂園
參考酒店 Clarion Hotel Conference Center Louisville North 或同級

早上從酒店出發，途經肯塔基州民間藝術中心，那裡布滿了琳琅滿目的中部手工民族藝術制品，喜歡精美
獨特手工藝術品的朋友可以有機會挑選幾件獨一無二的收藏。隨後前往肯塔基州著名的育馬園。最後前往
肯塔基州诺亚方舟主题乐园。傍晚，我们将前往俄亥俄州最古老的 Findley Market 享用晚餐。
行程安排：
肯塔基州民間藝術中心（30 分鐘）→ 肯塔基育馬園（自費，75 分鐘）→ 諾亞方舟主題樂園（自費，210
分鐘）
肯塔基育馬園 Kentucky Horse Park
肯塔基育馬園位於美國肯塔基州列剋星頓的肯塔基馬園是一定要去的好地方，這裡有多種純種馬供您參觀。
這裡是一處運營中的馬場和教育主題公園。我們將在此體驗賽馬的歷史與文化。
諾亞方舟主題樂園 Ark Encounter
主題公園裡有一艘接近原來尺寸的諾亞方舟，長 155 米、深 26 米、高 16 米，符合“長寬比為 6:1 ”的記
錄，被宣傳為“目前最大的全木結構建築”。在占地 800 英畝的主題公園內，還有高空索道、Ararat
Ridge Zoo 動物園等娛樂設施。

第九天

普渡大學 - 芝加哥

早晨出發後來到印第安納州首府印第安納普利斯，外觀雄偉州府議會大樓。午餐後到達拉斐逸市，參觀被
美譽為公立常春藤的普渡大學。行程結束，顧客可選擇送往芝加哥唐人街或芝加哥 ORD 機場 7PM 后的航
班。
行程安排：
印第安納波利斯 → 印第安納州州議會大樓（外觀） → 西拉法葉 → 普渡大學（自費，90 分鐘，包括午餐
時間）→ 芝加哥
普渡大學 Purdue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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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所建校於 1869 年，擁有 4 萬學生的高等院校規模堪比小型城市，是印地安那州最大的大学，同时也是
美国国际学生最多的大学之一。作為美國航空航太人才的搖籃，第一個踏上月球的人阿姆斯壯及其他 23 位
先後被選中的太空人均畢業於此大學。

參團說明
景點說明:
（1）

行程中所列景點，參訪的先後順序或因實際情況進行調整；

（2）

如遇景點、節假日休息（關門）
，導遊會根據實際情況調整行程；

（3）

需跟團上導遊購買門票，不可自行帶票或使用 City Pass。

退費說明:
（1）

如遇天氣、戰爭、罷工等人力不可抗拒因素無法遊覽，本公司將有權更改行程，團費不退；

（2）

遊客因個人原因臨時自願放棄遊覽，酒店住宿、交通等費用均不退還。

費用不含: 餐費，景點門票費，服務費（每人每天$10），私人性質費用（如酒店電話費，洗衣費等）

門票列表
門票項目 Attraction Admission List

成人

老人 Senior

兒童 Children

Adult

(65+)

(3-12)

$25.00

$25.00

$15.00

$28.00

$28.00

$21.00

$39.00

$35.00

$18.00

$25.00

$25.00

FREE (under 14)

$15.00

$15.00

$10.00

$40.00

$36 (62+)

$19.00 (7-12)

芝加哥 Chicago
芝加哥夜遊 (4 人以上成行)
Chicago Night Tour (Minimum 4 Passengers)
360 芝加哥（含傾斜玻璃觀景台）
360 Chicago (incl. Tilt)
芝加哥建築遊船
Chicago Cruise
芝加哥藝術博物館
The Art Institute of Chicago
芝加哥大劇院
Chicago Theater
孟菲斯 Memphis
貓王雅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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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celand (Elvis Presley Mansion)

免費 (6 歲以下)

田納西/新奧爾良 Tennessee/New Orleans
橡樹莊園
Oak Alley Plantation
新奧爾良夜游
New Orleans Night Tour
沼澤生態游船
Swamp Boat Tour
岩石城景區 Rock City
南方盛宴
Dolly Parton’s Stampede

$7 (6-12)

$25.00

$23.00

$25.00

$25.00

$15.00

$27.00

$27.00

$16.00

$22.00

$22.00

$13.00

$66.84

$66.84

$39.25（4-11）

$20.00

$20.00

$9.00 (6-12)

$10.00

$10.00

$7.00

$48.00

$38.00

$10 (13-18)

肯塔基/印第安納普利斯 Kentucky/Indianapolis
肯塔基育馬園
Kentucky Horse Park
普渡大學
Purdue University Campus Tour
诺亚方舟主题乐园
Ark Encounter
*門票價格和景點開放時間會因季節調整，恕不另行通知。

$25 (13-17)
$15 (5-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