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芝加哥五天精華遊 

 

團號：AP5CH 

出發日期： 逢週一，二，四（7/15/17—12/31/17） 

 

價格目錄： 

第 1、2人同房 第 3人同房 第 4人同房 單人房 配房 

$466 $236 $236 $696 $581 

 

接送機信息： 

出發日期: (接機) 送機備註 結束日期 

逢週一，二，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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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週五，六，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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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嘗試射擊體驗 

3. 哈雷摩托車基地，米勒啤酒廠 

4. 深入芝加哥另一面---黑手黨 

5. 論壇莊園,海明威故居 

6. 度假聖地，日內瓦湖 

7, 黑手黨聚會特色餐 

 

第 1天：家園 —芝加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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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酒店：BEST WESTERN O’HARE或同級 

 

 

第 2天：美國 66號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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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晨我們將首先前去芝加哥市中心密西根街和亞當街交會的地方，這裡就是 66 號

公路的起點。我們將沿著 66號公路一路向西瞭解這條母親之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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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餐後前往小鎮喬利埃特（Joliet），參觀老喬利埃特監獄

公園，這裡可是著名美劇《越獄》的拍攝地 。之後前往 66號公路的地標城市皮蒂

亞克（Pontiac）。我們將在本地政府工作人員的帶領下漫步小鎮，欣賞關於 66 號

公路的多幅壁畫；參觀 66號公路名人堂，這裡有伊利諾州關於 66號公路最豐富的

藏品；參觀皮蒂亞克汽車博物館，這裡有世界上最昂貴的關於皮蒂亞克汽車的收藏；

參觀金飾博物館，您知道早年 66 號公路旁的店招多為金箔裝飾嗎？這裡您還能學

到如何製作金箔。下午我們將乘坐城市遊覽車到當地市長的莊園，體會美國中部的

農場生活，並能自己拿槍，嘗試射擊，新鮮刺激的體驗不容錯過。 

酒店：BEST WESTERN O’HARE或同級 

 

  

第 3天：芝加哥市區遊 

這裡是全美最佳建築典範城市，玉米大樓，川普大廈，威利斯塔，享譽世界；這裡

有世界聞名的城市園林—千禧公園，是雕塑、音樂高科技完美結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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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家

參觀全國著名歷史地標芝加哥大劇院，百老匯《芝加哥》歌劇的起源，法國宮廷式

的奢華富麗穿越時空完美再現；這有全球最頂級商業街之一的密西根大道，一流品

牌名店林立，富豪購物天堂，有華麗一英里之稱。還有芝加哥藝術博物館、格蘭特

公園、老水塔和密西根大道。要飽覽這世界名城，一定要登上芝加哥 360°(360 

Chicago) 的觀景台， 一千英尺以上的高度，可俯瞰著密西根湖和雄偉的城市天際

線，你的視野範圍將達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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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開放 304 米高透明傾斜觀景台，對於極限愛好

者將是又一個挑戰。芝加哥以建築出名，芝加哥建築河遊船帶您在蜿蜒的芝加哥河

穿過城市，悠閒中欣賞芝加哥的鱗次櫛比，風情萬種。 

酒店：BEST WESTERN O’HARE或同級 

 

第 4天：哈雷基地，日內瓦湖一日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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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裡收藏了哈雷各個時期的 450輛摩托車，包含了最早的哈雷車款。每一輛手

工打造的機車都在傳達 哈雷的精神：熱情、自由、勇敢和個性。  

我們接著會去參觀威州的另一驕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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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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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內瓦湖最早被原住民昵稱為“大腳印”，後來因為鐵路的修建，這裡在 19 

世紀中為各界商業大佬所青睞。原木、畜牧、石油、鋼材、水泥、製造業等各業商 

業巨擘都在此建立了壯觀而奢華的度假別墅。我們將有機會在湖邊漫步並搭乘本地 

很受歡迎的遊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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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酒店：BEST WESTERN O’HARE或同級 

 

第 5天：芝加哥黑手黨，論壇莊園 

早上前往芝加哥有名巴士團，路途上參觀在曾經 20世紀 20年代暴徒時代有名的黑手黨教父 

阿爾.卡彭黑手黨所統領的芝加哥地帶，他手下的黑手黨徒風衣裡都藏著衝鋒槍，火拼時用 

手榴彈開路，強硬殘忍的作風令其他黑幫膽寒。瞭解 20年代禁酒運動的根源以及其引領的 

禁酒時期和後果，同時回溯到 19世紀 20年代，深入參觀曾經阿爾.卡彭黑幫聚集的地方。

然後前往橡樹園，海明威故居。 下午我們將參觀芝加哥論壇時報原出版人 Robert R. 

McCormick的莊園。Robert R.McCormick來自赫赫有名的芝加哥 McCormick家族，該家族以

發明割草機起家，在積累了巨 款財富後，做了很多慈善事業。芝加哥會展中心，藝術博物

花園等多地都得到其捐贈並以 其命名。《芝加哥論壇報》是芝加哥和五大湖地區最受歡迎的

報紙。參觀其莊園在領略這 裡優美風景時，也可瞭解這位芝加哥歷史上的風雲人物和其對

芝加哥帶來的影響。  

 

提醒： 

 如果出發日期為週二，週四行程順序略有調整： 

週二出發的行程為  週四出發的行程為 

第一天 家園 —芝加哥 第一天 家園 —芝加哥 

第二天 芝加哥市區遊 第二天 芝加哥黑手黨，論壇莊園 

第三天 哈雷基地，日內瓦湖一日遊 第三天 美國 66號公路 

第四天 芝加哥黑手黨，論壇莊園 第四天 芝加哥市區遊 

第五天 美國 66號公路  第五天 哈雷基地，日內瓦湖一日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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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私人性質費用（如酒店電話費，洗衣費等） 

 

2017 門票費用    Adult Senior(62+) Children (3-12) 

360芝加哥(含Tilt) 360 Chicago (incl. Tilt) $25.00 $25.00 $18.00 



芝加哥遊船 Chicago Cruise $35.00 $32.00 $21.00 

芝加哥藝術館The Art Institute of Chicago $25.00 $25.00 Free (Under 14) 

芝加哥大劇院Chicago Theater $15.00 $15.00 $10.00 

哈雷博物館Harley-Davidson Museum $20.00  $10.00  $14.00(65+) 

66名人堂Route 66 Association Hall of Fame $25.00 $25.00 $25.00 

射擊體驗Farm Shooting experience $20.00  $20.00  $20.00  

日內瓦湖遊船Lake Geneva Cruise $30.00 $28.00 $14.00 

McCormick莊園  McCormick Estate $20.00 $20.00 $20.00 

芝加哥黑手黨 Mafia Tours $35.00 $35.00 $35.00 

黑手黨聚會特色餐 Exchequer Restaurant & Pub $35.00 $35.00 $15.00 

Service Fee Per Day Per Person $8.00 $8.00 $8.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