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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部完美體驗 9 天風情游 

 
出發日期：週二 （全年出發） 

團號：AP9CS      

價格目錄：買二送一 

兩人一房 第三人同房 第四人同房 單人房 配房 

$899/位 $0 $640 $1,349 $1,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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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費：MIDWAY 機場(MDW) 19:00 以後的航班 
週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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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程信息 

 

第一天：家園 – 芝加哥市（夜游） 

 

第一日行程僅供參考，具體安排以您的航班抵達時間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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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酒店：Best Western Plus O’Hare International South Hotel 或同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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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芝加哥市區遊 

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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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有美中游客最多的湖濱樂園，曾經在五大湖裡的美軍

海軍基地如今變為綜合游樂場；首家開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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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華麗一英裡之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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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俯瞰著密歇根湖和雄偉的城市天際線，你的視野範圍將達到 128 公裡，

伊利諾伊州、印第安納州、密歇根州和威斯康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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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坐芝加哥建築遊船在蜿蜒的芝加哥河中穿

過這座城，悠閑中欣賞芝加哥的鱗次櫛比與風情萬種。（遊船冬季關閉） 

酒店：Best Western Plus O’Hare International South Hotel 或同級 

 

第三天：芝加哥 - 春田市 - 聖路易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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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位大胡子總統為人類留下的許多精粹名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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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美國大陸本土的中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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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於 1904 年舉辦過第三

屆夏季奧林匹克運動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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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 4 千萬顆馬賽克 7 千種顏色鋪滿教堂的頂部，至今仍是世界最大的馬賽克組成的藝術圖案之一。

傍晚前往酒店。 

酒店：Comfort Inn Festus 或同級 

 

第四天：聖路易斯 - 孟菲斯貓王雅園 

乘車前往孟菲斯(Memphi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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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酒店：Ramada Pearl/Jackson Airport 或同級 

 

第五天：橡樹莊園 - 新奧爾良(夜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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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ak Alley 

Plantatio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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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日奴隸主大

屋中的陳設精致輝煌，建築大氣，和莊園內古拙與粗獷的黑奴小屋形成了強烈對比，莊園裡隨處

可見的參天巨木彷佛無聲地講述著小說《飄》的情節，向世人展示那充滿美國古典南方風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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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amp Tou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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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心留意的話總有

意外的驚喜，不知名的鳥、花、鴨、龜。沼澤探險之旅，充滿了未知，十年前卡特裡娜颶風遺跡

仍依稀可見，長在沼澤地當中的植被，即便泡在水中也不易腐爛毀朽！非常神奇！令人感嘆大自

然竟是如此的美麗。入住酒店後，晚上可以自費夜游新奧爾良（每人$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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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酒店：La Quinta Inn New Orleans Veterans/Metairie 或同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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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天：新奧爾良 - 伯明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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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ole) 文化聞名。早晨在最具口碑之咖啡廳 Cafe Du Monde 可以品嘗到地道法

式咖啡和法式炸甜餅。特色的法國區街道非常狹窄，各家各戶緊密相連。皇家街 (Royal Street) 的

古董商店、波本街 (Bourbon) 的爵士樂吧, 紀念“新奧爾良之戰”的英雄安得魯•傑克森將軍的傑

克森廣場，聖路易斯大教堂，密西西比河蒸汽船皆在步行距離。中午後告別新奧爾良前往阿拉巴

馬州。途經阿拉巴馬州最大城市伯明翰，凱利.英格拉姆公園內沉默的雕塑記述著 60 年代廣大人

權運動人士為當時如火如荼的種族抗爭所付出的血與淚，三 K 黨當年在 16街教堂策劃的極端爆

炸轟鳴聲似乎還縈繞耳邊。 

酒店：Comfort Suites Gadsden 或同級 

 

第七天：査塔努加 - 大霧山加特林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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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的古岩層，郁郁蔥蔥的花園，周圍的 7 個州盡收眼底，

令人激動不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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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地特

色商店，食肆，酒店林立，其間更不乏特產店，自制銷售的糖果和當地月光私釀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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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馬術表演陣容龐大，服裝華麗，表演精

湛，以南北文化主題的比賽，更將節目帶上高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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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酒店：Clarion Inn & Suites West Knoxville 或同級 

 

第八天：肯塔基育馬園 – 路易斯維爾奧特萊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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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餐後前往世界馬都：肯

塔基州萊克星頓，這所占地 1224 英畝的頂級育馬園，不僅是多匹世界賽馬冠軍寶駒的棲身眷所，

也是眾多稀有賽馬的培訓基地。人類與馬的不解之緣也在馬文化博物館內得到了精彩詮譯。中午

我们将前往肯塔基州诺亚方舟主题乐园，是基督教组织“创世纪的答案”花费 1亿美元（约 6.6

亿人民币）建造的“诺亚方舟”傍晚，我们将前往俄亥俄州最古老的 Findley market 享用晚餐，

后前往酒店。 

酒店：Clarion Hotel Conference Center Louisville North 或同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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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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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美國航空航天人才的搖籃。 第一個離開地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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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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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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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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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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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dult 

老人 Senior 

(65+) 

兒童 Children 

(3-12) 

芝加哥 Chicago 
   

芝加哥夜遊 (4 人以上成行) 

 Chicago Night Tour (Minimum 4 Passengers) 
$25.00 $25.00 $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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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芝加哥遊船 (夏季) Chicago Cruise (Summer) $35.00 $32.00 $21.00 

芝加哥藝術館 The Art Institute of Chicago $25.00 $25.00 免費 (14 歲以下) 

芝加哥大劇院深度遊覽 Chicago Theater In-depth Tour $15.00 $15.00 $10.00 

孟菲斯 Memphis    

貓王雅園 Graceland (Elvis Presley Mansion) 
$39.00 $35(62+) 

17.00(7-12)            

Free (6 and Under) 

田納西/新奧爾良 Tennessee/New Orleans    

橡樹莊園 Oak Alley Plantation  
$22.00 $22.00 

$5.00（6-12）
$8.00(13-18) 

新奧爾良夜游 New Orleans Night Tour $25.00 $25.00 $15.00 

沼澤生態游船 Swamp Boat Tour $27.00 $27.00 $16.00 

岩石城景區 Rock City $22.00 $22.00 $13.00 

大型馬術秀餐宴 Dixie Stampede Dinner Show $67.00 $67.00 $41.50 

肯塔基/印第安納普利斯 Kentucky/Indianapolis     

肯塔基育馬園 Kentucky Horse Park $20.00 $20.00 $9.00 

普渡大學Purdue University Campus Tour $10.00 $10.00 $7.00 

诺亚方舟主题乐园Ark Encounter $43.00 $33.00 $30.00 

 *門票價格和景點開放時間會因季節調整，恕不另行通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