芝加哥，66 號公路，哈雷，日內瓦湖四天精華遊
團號：AP4CH
出發日期： 週五，六，一 (1/1/2019—12/31/2019)
價格目錄：
第 1、2 人同房

第 3 人同房

第 4 人同房

單人房

$442/位

$322

$322

$662

接送機信息：
出發日期: (接機)
逢週五，六，一

送機備註
芝加哥機場(O’HARE)19:00 以後的航班
自費：MIDWAY 機場 19:00 以後的航班

結束日期
週一， 二，四

(團體免費接機：9:00AM-9:00PM，需要在機場等候其他航班旅客)
(個人自費接機：24 小時，隨接隨走，第 1，2 人收美金 $120，每增加 1 人，加美金 $10)
備註：行程的順序會根據出發日期的不同而不同
行程特色：
1. 歷史名城芝加哥
2. 母親之路 66 號公路
3. 哈雷摩托車基地，米勒啤酒廠
4. 度假聖地，日內瓦湖

行程介紹
第一天

家園 —芝加哥
參考酒店：Holiday Inn Express Chicago-Schaumbu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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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
由原居地飛往芝加哥，國內航班在該航班行李提取處等侯，國際航班在乘客出口處等候，與導遊會合後，帶
到集合點。3:00pm 之前到達集合點，免費送往 Fashion Outlets 自由購物。

第二天

探索 66 號公路
參考酒店：Holiday Inn Express Chicago-Schaumburg 或同級

美國 66 號公路，是美國最早的高速公路之一，從芝加哥一路橫貫到加州聖塔莫尼卡，被美國人親切地喚
作“母親之路”。建於 1926 年的 66 號公路之於美利堅民族，好比一面明鏡，它象徵著偉大的美國人民

一路走來的艱辛歷程。首先前往 Lou Mitchell's 餐館享用早餐。這家餐館離 66 號公路起點最近，被昵稱
為 66 號公路第一站。餐館裡的裝飾保持了 1949 年建成時的原樣，讓我們仍能體會當年 66 號公路鼎盛
時時美國的繁榮風貌。前往小鎮喬利埃特和庞蒂克。
行程安排：
芝加哥市中心 → 密歇根大道和亞當街交會的地方（15 分鐘） → Lou Mitchell's 餐館（自費，45 分鐘）
→ 喬利埃特 → 著名美劇《越獄》的拍攝地：老喬利埃特監獄公園 （30 分鐘）→ 龐蒂亞克→ 我們將
在本地政府工作人員的帶領下漫步小鎮 → 66 號公路名人堂（自費，60 分鐘）→ 龐蒂亞克汽車博物館
（45 分鐘）→ 金飾博物館（45 分鐘）→ 【4 月 1 日起，增加：舊朱麗葉監獄（自費，75 分鐘）】
66 名人堂 Route 66 Association Hall of Fame
66 號公路名人堂博物館，位於芝加哥城外約 100 英里，館內珍藏著數以千計的與 66 號公路相關的史
料與紀念品，記錄著這條”母親之路“的光輝歷史。在這裡，你可以瞭解 66 號公路的歷史，觀賞珍貴
的歷史照片，聆聽這條公路上曾發生過的故事（包括當 66 號公路還是美國最為重要的公路時，公路上
發生的故事）！當然，千萬別忘了和博物館門口那張最大的 66 號公路盾標來張合影！
庞蒂亚克汽车博物馆
這裡有世界上最昂貴的關於皮蒂亞克汽車的收藏，庞蒂亚克是国内开车的人不太熟悉的一个美国品牌，
庞蒂亚克公司是美国通用汽车公司的几个子公司中比较小的一个，从 1950 年代以来，汽车设计经历了
上十种不同的方向，2009 年 4 月 29 日，通用正式宣布砍掉庞蒂亚克这个品牌，历史悠久的庞蒂品牌
亚克从此消失。
舊朱麗葉監獄 Old Joliet Prison
舊朱麗葉監獄因預算問題在 2002 年關閉，但它的老建築卻是眾多電影導演們發現的最佳拍攝地，適合
拍攝多部電影和電視劇。例如，第一季越獄是在這裏拍攝的，還有喜劇片我們去監獄吧還有電視連續
劇“MindHunter”，Netflix 的熱播。

第三天

芝加哥市區遊
參考酒店：Holiday Inn Express Chicago-Schaumbu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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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月 1 日起，增加：直
升機體驗（自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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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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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升機體驗 Helicopter Experience Tour
直升機體驗提供芝加哥終極旅遊，可以看到舉世聞名的建築物的天空視圖、標誌性的天際線和美麗的密
歇根湖。沿著這些標誌性建築的足跡去了解芝加哥這個魅力之城的歷史和名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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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天

哈雷基地，日內瓦湖

我們首先來到威斯康辛最大的城市密爾沃基。這裡您能感受到真正的美國精神。密爾沃基作為哈雷摩托
車的誕生地，來到這裡，我們當然要去哈雷的博物館感受一下。接著會去參觀威州的另一驕傲米勒啤酒

廠。午餐後，我們將前往日內瓦湖市，這裡可是芝加哥和威斯康辛的居民最愛的度假聖地之一。將有機
會在湖邊漫步並搭乘本地 很受歡迎的遊船（冬天關閉），欣賞下湖邊綿延分佈的眾多形態各異、風情萬
種的度假大屋。一邊聽故事，一邊看美景。
行程安排：
密爾沃基 → 哈雷博物館（自費，75 分鐘）→米勒啤酒廠（75 分鐘）→ 日內瓦湖市 → 日內瓦湖遊船
（自費，60 分鐘）
備註：
日內瓦湖遊船冬季（一般為每年 11 月 1 日至次年 4 月 30 日期間）關閉。
哈雷博物館 Harley Davidson Museum
哈雷機車博物館，建築占地面積達 12000 平方米，共有三棟建築構成。博物館位於 Menomonee 河河
岸邊，這裡收錄了超過了 450 輛包括最早款的哈雷各個時期的摩托車和 Harley-Davidson 公司所做的
上千件哈雷零件，可謂是哈雷摩托車的大本營，每一輛手工打造的機車都在傳達這哈雷的精神：熱情、
自由、勇敢和個性，每年都吸引著超過 300000 位遊客來此參觀。
米勒啤酒廠
可能您已經試過很多次米勒啤酒廠的啤酒，這次您將親眼看到啤酒的生產過程。我們將參觀米勒超過 155
年曆史的酒廠，專業的導遊將帶您參觀其中的古跡並介紹酒廠的歷史和奇聞逸事。看完後您再喝米勒啤
酒，一定更有滋味。讓人期待的是，參觀結束後，您還可以免 費品嘗米勒啤酒。在巴伐利亞風格的酒屋
或是花園中品味美味的啤酒，不失為一種享受。
日內瓦湖遊船 Lake Geneva Cruise
日內瓦湖是世界第一大高山堰塞湖，也是阿爾卑斯湖群中最大的一個，橫跨瑞士和法國兩個國家，在瑞
士日內瓦占較大面積。由羅納冰川形成的日內瓦湖，在瑞士人心目中，是雪山和冰川賜予他們的禮物。
它水準如鏡，湛藍無暇，終年不凍，恬靜大方的形象也化作了眾多文豪筆下溫柔浪漫的詞句。
提醒：


如果出發日期為週六行程順序略有調整：
週六出發的行程為

第一天

家園 —芝加哥

第二天

芝加哥市區遊

第三天

哈雷基地，日內瓦湖一日遊

第四天

美國 66 號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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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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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費（每人每天$10）
，私人性質費用（如酒店電話費，洗衣費等）

門票費用(Optional Attraction 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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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雷博物館
Harley Davidson Museum
66 名人堂
Route 66 Association Hall of Fame
日內瓦湖遊船
Lake Geneva Cruise
直升機體驗（两人成行）
Helicopter Experience Tour (two people minimum)
舊朱麗葉監獄
Old Joliet Prison

*門票價格和景點開放時間會因季節調整，恕不另行通知
**因监狱为特殊场所，故此项目仅限 10 岁以上儿童

Adult

Senior

Children

(65+)

(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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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

$14.00

$10.00 (5-17)

$25.00

$25.00

$25.00

$30.00

$28.00

$16.00

$89.00

$89.00

$89.00

$20.00

$20.00

N/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