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之旅，五大國家公園八日遊(芝加哥出發)
羅斯福國家公園，黃石國家公園，惡地國家公園 ，魔鬼塔國家紀念區，拉什莫爾山國家紀念公園

團號 CY8
出發時間

週四 （7/1/19-8/31/19)
加開日期（2019）：5/23

價格

第一，二人

第三，四人同房

單人房

$882/人

$732/人

$1332

行程特色
•

暢遊三大國家公園 兩大國家紀念地

•

四大美國中西部名城 四大特色歷史小鎮

•

探索密西西比河上游

•

貫穿美國中西部 擁抱美國大中西部萬種自然風情 深度體驗美國中西部拓荒歷史

時間
上車信息

8:00AM

地址
芝加哥唐人街（207 W Cermak Rd. Chicago, IL 60616）

如需芝加哥 O‘Hare 國際機場送機，請預定 7:00PM 以後的航班

行程介紹
第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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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經在五大湖裡的
美軍海軍基地如今變為綜合遊樂場；這裡是芝加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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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密西根大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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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軍碼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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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禧公園是芝加哥的一座大型城市公園，公園的一邊是芝加哥最繁華的密西根大街，另一邊則是風景秀麗
的密西根湖。置身公園中，處處可見後現代建築風格的印記，因此也有專業人士將此公園視為展現後現代
建築風格的集中地。其中露天音樂廳、雲門和皇冠噴泉則是千禧公園中最具代表的三大後現代建築。
芝加哥大劇院 Chicago Theater
芝加哥劇院於 1921 年 10 月 26 日開業，曾因宏偉壯麗的建築風格、優雅的大廳、宏偉的樓梯和美麗的禮
堂被當時的人們稱之為“世界奇跡劇院”，由尼利厄斯和喬治拉普設計也是美國第一個大型豪華的電影宮
殿。劇院於 1986 年 9 月 10 日重新開放，主要為西納特拉的表演。自那時以來，娛樂圈的最亮的恒星陣列
和最偉大的作品開始登上了舞臺，包括奧爾曼兄弟樂隊、布魯斯旅行者、埃倫德傑尼勒斯、艾瑞莎、凱茜格裡芬、吉普賽國王，靛藍女孩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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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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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天

芝加哥—麥迪森—明尼阿波利斯—聖克勞德

參考酒店： American Inn by Wyndham 或同級
我們的風情中部 黃石公園之旅第一天將拜訪威斯康辛州和明尼蘇達州。 兩州都是美國中西部著名的工
業州， 威斯康辛州是全美畜牧乳製品業龍頭， 尤其以生產乾酪和乾酪聞名。 明尼蘇達州曾經是全美麵
粉出產大宗州。 今天的行程將讓您豐富體驗美國中西部兩大工業州的人文歷史及田園風光，晚上將帶
您乘坐密西西比河晚宴郵輪。
具體行程安排：
威斯康辛 → 麥迪森市/ 州政府廣場乾酪名店 /州政府大廈（外觀）→ 明尼蘇達州→ 明尼阿波利斯 → 磨
坊城市博物館（自費，60 分鐘） 密西西比河晚宴遊輪 （自費，120 分鐘）→ 聖克勞德 （酒店）
行程中途經:
威斯康辛大學麥迪森分校 威斯康辛戴爾 明尼蘇達大學
麥迪森市/威斯康辛州州政府廣場/乾酪名店 Fromagination
威斯康辛州號稱有全美規模最大的州政府, 其州政府大廈的建築雄偉氣派，我們將在州政府廣場停留。您將
有機會品嘗到當地著名的乾酪名店，在此享用將各式乾酪納入三明治的美食。您也可坐在街頭欣賞州政府
雄偉的建築，享受悠閒的午餐時光.
磨坊城市博物館
明尼蘇達州是全美有名的麵粉工業州, 曾經是美國最大麵粉製造廠之一 - 金牌麵粉(Gold Medal Flour) 的
工廠所在地。我們將拜訪此具有歷史意義的麵粉工廠在大火過後殘留下來的遺跡，緬懷過去明尼阿波利斯
麵粉工業的輝煌時期。此工廠目前已改成磨坊城市博物館 (Mill City Museum)，我們將登高到此博物館著
名的觀景台, 俯瞰密西西比河上游的河岸風光。您將欣賞到科技工業與自然融合的景色-聖安東尼瀑布(St.
Anthony Falls) 和水閘大壩 (St Anthony Locks and Dam), 您也將欣賞到跨越密西西比河的著名歷史性石
拱橋 (Stone Arch Bridge) 。
密西西比河晚宴遊輪 Mississippi River Dinner Cruise
乘坐著名的密西西比晚餐渡輪，享受密西西比河上游的峽谷及雙子城兩岸城市風光。遊輪將提供各式美食，不論是團體
還是個人都能有很棒的體驗。

第三天

聖克勞德—法戈—詹姆士城— 俾斯麥— 狄金森
參考酒店：Red Roof Inn & Suites Dickinson 或同級

今天我們將抱著西部拓荒者的精神繼續往西行，前往北達科他州 (North Dakota) 。北達科他州是美國獨立
後西進運動的主要州之一， 有豐富的拓荒歷史。現今北達科他州是全美人口最少的州之一，全州人口只

有七十五萬人。此州是美國最大的農業州之一，位於美國中西部大平原帶(the Great Plain) 。今日的路程
中您將體驗到美國粗放農業， 欣賞到一望無際的大農田 , 藍天 雲彩與大農場連成一線，令人心曠神怡!
路上您也將有機會邂逅美國水牛在一望無際的農田草原間漫步！
具體行程安排：
明尼蘇達州 北達科他州 法戈/邦拿展拓荒者村 (自費，60 分鐘)  美國國家水牛博物館 (自費， 60 分
鐘)/水牛肉漢堡特色午餐 (自費) 俾斯麥/ 北達科達州歷史博物館（60 分鐘） 自助中餐（自費）狄金
森(酒店)
行程中途經:
明尼蘇達州 (也稱作萬湖之州的田園及湖景風光) 北達科他州一望無機的大農場風光
法戈/邦拿展拓荒者村
我們將經過北達科他州最大的城市-法戈(Fargo)，Fargo 是好萊塢著名同名犯罪片 Fargo 的拍攝場景，在
美國只要一提到 Fargo，每個人都會想到這部令人毛骨悚然的電影。 位於法戈西邊的邦拿展拓荒村為美國
西部拓荒時期拓荒者到達北達科他州首先定居下來的區域。 在此重建的村落，您將邦訪法戈的第一間房
子，我們將由當地專業導覽員帶我們體驗一百多年前拓荒者在此打造的村落和當時的邊境生活。
美國國家水牛博物館/水牛肉漢堡特色午餐
抵達詹姆斯城 (Jamestown), 參觀著名的美國國家水牛博物館 (National Buffalo Museum)，瞭解水牛在
美國野生動物史及拓荒歷史中的地位。在博物館的景觀臺上，您可享受北達科他的自然景色，還有機會看
到野生水牛的蹤跡！博物館外有號稱全世界最大的水牛雕塑紀念碑 (The World’s Largest Buffalo
Monument)，在此攝影留念 , 印象深刻！來到此地，您一定不想錯過 當地的 水牛肉漢堡 (Buffalo
Burger) 。
俾斯麥 北達科他州歷史博物館
俾斯麥為北達科他州州政府所在地，這裡有名北達科他州歷史博物館的展覽相當豐富，甚至可追朔到此州
的白堊紀時代！參觀此對博物館將幫助您對於北達科州有更深度的瞭解，而且此歷史博物館完全免費！

第四天

狄金森-羅斯福國家公園-壁林斯
參考酒店：Super 8 by Wyndham Billings 或同級

今天的旅途將帶領我們由美國中西部，進入美國西部! 我們也將拜訪此行程第一個國家公園 羅斯福國家公
園 (Theodore Roosevelt National Park), 以惡地地型 (badlands) 聞名。隨後，進入蒙大那州
(Montana)，擁抱美國西部地區開放及多采多姿的自然地形！傍晚抵達 壁林斯 (Billings), 是蒙大那州最大
的城市、也是此州唯一的工業城，沿途我們將停留景觀台，欣賞美國西部地區開放及多采多姿的自然地
形。入住酒店。

具體行程安排：
狄金森->畫壁峽谷（３０分鐘）羅斯福國家公園（必付國家公園套票，三小時）懷俄明州觀景台
（30 分鐘）壁林斯
行程中途經:
蒙大拿州風光
畫壁峽谷
畫壁峽谷 (Painted Canyon)為羅斯福國家公園的前哨站，我們將在景觀台欣賞壯麗廣闊的惡地地形。崎嶇
的惡地加上層層色彩的岩壁，讓人驚豔！
羅斯福國家公園
羅斯福國家公園 (Theodore Roosevelt National Park), 位於北達科他州西南角,此國家公園是是為了紀念
美國第 26 仼的總統希歐多爾羅斯福 (Theodore Roosevelt) 而設立。羅斯福總統在當選總統之前曾在此地
區獨居兩年, 他曾經說他在北達科他州的生活造就了他的總統之路。我們將拜訪羅斯福總統在此國家公園山
腳下的故居, 瞭解這位傳奇性總統與北達科他州的關係。 我們也將沿著此公園的景觀道路更進距離的欣賞
壯麗的惡地地形。

第五天

壁林斯-黃石國家公園-壁林斯
參考酒店：Super 8 by Wyndham Billings 或同級

今天我將有一整天的時間拜訪位於美國西部懷俄明州的黃石國家公園。黃石公園活耀的火山及峽谷地形，
孕育出各式各樣歎為觀止的景色，包括間歇泉，溫泉池，熱階地，大峽谷，瀑布，高山湖等等。您也有機
會邂逅美洲大角鹿和美國水牛在此棲息。我們將在一天各個時刻裡欣賞到黃石的萬種風情！傍晚, 結束一天
豐富的黃石之旅，回到壁林斯的酒店。
具體行程安排：
壁林斯 黃石國家公園（必付國家公園套票，一天）壁林斯
黃石遊覽景點包括：猛獁溫泉，上瀑布，大棱鏡溫泉，老忠實間歇泉，西拇指等。
猛獁溫泉

猛獁象溫泉是世界上已探明的最大的碳酸鹽沉積溫泉，景觀以石灰石臺階為主。很多藻類生活在溫泉
中，使得溫泉的顏色呈現出棕色、橙色、紅色和綠色。奔流不息的溫泉隨著階地奔騰而下，且顏色各
異，形成了一個七彩的大臺階，景象非常恢宏壯觀。

上瀑布
上瀑布位於較大的黃石大瀑布上游 400 米處。瀑布延著 33 米落差的火山峭壁垂直而下。瀑布下方原本凹凸的火山岩已
被瀑布幾百年的沖刷侵蝕的非常平滑。

大棱鏡溫泉
又稱七彩池，是美國第一、世界第三大溫泉，寬度 75-91 米，深達 49 米，每分鐘會湧出大約 2000 升 71 度的熱水。
大棱鏡溫泉的令人驚歎之處在於湖面的顏色會隨季節而改變。春天的時候湖面從翠綠色變為金燦燦的橙紅色，這是由於
富含礦物質的水體中生活著的藻類和含色素的細菌等微生物。盛夏時節，葉綠素含量相對較低，因此湖水呈現出絢爛的
橙色、紅色或黃色。但到了數九寒冬，由於缺乏光照，這些微生物就會產生更多的葉綠素來抑制類胡蘿蔔素的顏色，於
是就看到水體呈現深邃的墨綠色。

老忠實間歇泉
老忠實間歇泉因其始終如一的有規律地噴發而得名。目前大約每隔 60 至 110 分鐘噴發一次，每次噴發持續四至五分
鐘，水柱高達 40 多米，蔚為壯觀，而且從不間斷。老忠實遊客中心會提前擺出噴發時間表，可以先看好噴發時間，再
放心去遊覽。
泥火山
位於黃石公園東部黃石湖北部不遠。這裡的噴泉噴出的大都不是水，而是泥漿，每次噴發時地動山搖。在泥火山旁，長
滿色彩豔麗的草，這些草看上去柔嫩至極、絢麗非凡。

第六天

壁林斯-魔鬼塔-總統山-納皮特城
參考酒店：Baymont by Wyndham Rapid City 或同級

今天我們將拜訪美國西部兩大國家紀念地，首先位於懷俄明州 (Wyoming)東北角的魔鬼塔國家紀念區
( Devil’s Tower National Monument) 。魔鬼塔與黃石國家公園分別並列為美國史上第一個國家紀念區
(National Monument)及國家公園 (National Park)，有趣得是，都由希歐多爾羅斯福總統設立。 隨後，
抵達南達科他州 (South Dakota)，拜訪位於此州聞名世界的總統山國家紀念地 (Mt. Rushmore National
Monument)。傍晚，我們將前往總統山山下著名的礦城 基石鎮(Keystone) 享用晚餐， 晚餐後前往那皮
特城 （Rapid city)的酒店。
具體行程安排：
壁林斯魔鬼塔 （必付國家公園套票，120 分鐘）南達科他州總統山（必付國家公園套票，90 分鐘）
基石鎮晚餐 （自費）納皮特城
魔鬼塔( Devil’s Tower National Monument)
魔鬼塔被視為當地美國原住民的聖地。遠看讓人不由得起敬畏之心，近看讓人不禁為大自然的巧奪天空驚
歎！巨大的火山岩柱令從古到今的地質學家匪夷所思，具體形成原因至今沒有定論。我們將沿著環塔步道,

近距離欣賞這矗立在峽谷間詭異的巨大石柱，途中您將有機會看到來自世界各地的攀岩好手，在此挑戰魔
鬼塔。
總統山 (Mt. Rushmore National Monument)
總統山位於南達科他州著名的黑森林區域 (Black Hill), 此區域以高聳的石山及採礦歷史著名。總統山於
1925 年完工，有美國四大總統，包括 喬治・華盛頓，湯瑪士 杰克遜，西奧多 羅斯福和亞伯拉罕林肯的雕
像，工程浩大。 我們將沿著樹蔭林密的環山步道 以不同的角度欣賞總統山, 緬懷美國史上這四大偉大的總
統。
基石鎮(Keystone)
黑森林山區內著名的歷史採礦城。您可選擇在此享用晚餐, 體驗當地的採礦歷史風情。

第七天

納皮特城—惡地國家公園—米切爾鎮—蘇瀑城—藍地城
參考酒店：American Inn by Wyndham, Blue Earth 或同級

這天的行程將在南達科他州著名的國家公園惡地國家公園 (Badland National Park) 展開，遠看惡地 ,令人
毛骨悚然 , 深入這詭異崎嶇的惡地形，有如進入月球表面！隨後繼續往東, 返回美國中西部的大平原帶
，途中停留農業小鎮 米切爾鎮 (Mitchelｌ)，此鎮以玉米生產歷史著名， 我們將參觀老少鹹宜的玉米皇宮
(Corn Palace), 隨後繼續東行 , 抵達南達科他州 最大的城市 蘇瀑城 (Sioux Falls), 此城由美國原住名 蘇族
(Sioux) 命名, 有豐富的美國原住民歷史。 大蘇河 (Big Sioux River) 及其分支貫穿此城, 在此形成一連串的
瀑布, 我們將傍晚到達明尼蘇達的藍地城 (Blue Earth), 是美國歷史悠久的食品加工業大王綠巨人 (Green
Giant)的所在地, 晚上入住此鎮酒店.
具體行程安排：納皮特城惡地國家公園（必付國家公園套票，180 分鐘）米切爾鎮玉米皇宮 （60 分
鐘）蘇瀑城（120 分鐘）明尼蘇達州藍地城
惡地國家公園 (Badlands National Parks)
我們將沿著國家公園裡蜿蜒曲折的景觀道路探訪這詭異的地域。途中我們將停留您將有機會爬上惡地, 親身
體驗惡地地形。
米切爾鎮／玉米皇宮 (Corn Palace)
玉米皇宮 (Corn Palace) 是全世界唯一以玉米為主題的農業建築, 在此, 您可以參觀以美國中西部農業歷史
為主題的展覽 , 與玉米構成的巨大壁畫拍照留念, 也可以購買以玉米為食材的小點心, 老少鹹宜。
蘇瀑城／瀑布公園 (Falls Park)
拜訪瀑布公園 (Fall Parks), 欣賞蘇瀑河上的連瀑 及座落于河邊的 蜂后磨坊 (Queen Bee Mills)遺跡, 景色
相當美麗。

藍池城—奧斯丁/午餐肉博物館—芝加哥

第八天

最後一天我們將拜訪外銷全世界的午餐肉發明地、位於明尼蘇達州的奧斯丁小鎮(Austin) 參觀午餐肉博物
館 (SPAM Museum)！奧斯丁是美國著名食品加工公司 Hormel Food Corporations 的所在地

其出產的

火腿及各式各樣三明治肉，在全美各地的各大賣場皆可買到，其中最有名的午餐肉（SPAM）更是行銷全世
界。您也將有機會在奧斯丁小鎮品嘗由午餐肉入菜的特色三明治。
午餐後，帶著滿滿的回憶，返回芝加哥甜蜜的家園。
具體行程安排：
藍池城奧斯丁/午餐肉博物館芝加哥
奧斯丁/午餐肉博物館 (SPAM MUSEUM)
午餐肉博物館是個活潑 很有創意的博物館，參觀此博物館讓您更加瞭解跟您生活習習先關的午餐肉發明
史末及製造和行銷過程。此博物館完全免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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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團客人需跟團上導遊買門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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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費用說明：
1. 費用包含行程中巴士費用以及住宿
2. 費用不含餐費，景點門票費，服務費 ($10 每人每天)，私人性質費用（如酒店電話費，洗衣費等）
巴士團自費項目一覽表
景點
磨坊城市博物館
Mill City Museum

成人
$12.00

老人

兒童

（65 歲+）

（3-12 歲）

$10.00

$6.00 (5-17)

探索密西西比河晚餐郵輪 (必付)
西部拓荒者村深度遊
Bonanzaville Pioneer Village Tour
國家水牛博物館
National Buffalo Museum

$65.00

$65.00

$45.00

$12.00

$10.00

$6.00 (6-16)

$8.00

$6.00

$6.00 (5-14)

$135.00

$135.00

$13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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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00

$89.00

$89.00

國家公園進山費套票 （必付）
包含 including 1) 羅斯福國家公園
Theodore Roosevelt National Park, 2)
黃石國家公園 Yellowstone National
Park, 3) 惡地國家公園 Badlands
National Park, 4 )魔鬼塔 Devil’s Tower
National Monument, 5)總統山 Mt
Rushmore National Monu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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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升機體驗（两人成行）
Helicopter Experience Tour (two
people minimum)

*上例門票價錢只供參考，門票價錢會因季節而作出變動，並不另行通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