異數風格旅行社 2012 美食系列

06/09 蛋白質男孩之紐約芝加哥美食旅行
兩家新昇三星包場自帶酒、美食首都對決熱狗牛排、Charlie 帶團 鐵定只有 16 名額

＜計劃特色＞


2012 年度紐約米其林指南新增兩家三星：布魯
克林第一家三星、僅 18 個座位的 Chef’s Table 超
難訂，但我們獨家包場且可自帶美酒。另外一家
則是貴賓室包場，也可以自帶美酒。



美食首都對決：美洲除了紐約，芝加哥是公認的
美食之都，除了傳奇的 Alinea（只能碰運氣訂訂
看）以外，牛排與熱狗都足以分庭抗禮、甚至有
超越紐約的可能性，我們這次就來證實。



獨門行程：布魯克林百年前義大利移民帶來的拿
坡里披薩，曼哈頓下城新移民帶來的快餐車文化
，都是值得探索的庶民美食；還有芝加哥當代建
築巡禮、賽格威遊密西根湖畔、運河船之旅等。



精選旅館：布魯克林 Marriot 三夜、曼哈頓中城
Waldorf-Astoria 一夜、芝加哥河北 Westin 三夜



絕佳美食：米其林指南三星 x2、一星 x1（Peter
Lugers 牛排終極破解版）
，遍嚐布魯克林披薩老店
名店、康尼島熱狗等等，不勝枚舉。

＜航班＞請洽 02-25361314 訂位：6/9 周六搭乘
18:50 的長榮班機 BR32 飛紐約（15 小時直達無
中停）
，於 21:45 抵達 JFK 機場；非搭乘此班機者請自行前來會合。中段則請訂 6/13 中午
12:00 從 La Guardia 機場(LGA)飛往芝加哥(ORD)的 UA712 班機。行程於 6/16 週六在
芝加哥結束，回程從 ORD 搭機至西岸各航點轉機回國（也可飛回紐約轉回國，但一則是
繞路二則長榮紐約回程班機須中停，耗時較久也較貴）
。

＜團費＞NT$ 120,000，不含機票與稅金


行程內容包含的午晚餐（均包含搭配葡萄酒）
、七夜住宿、交通，包括導遊司機行李小費
，二人一室每位團費為 NT$ 120,000，全程住宿單人房加價 NT$ 35,000。本公司領隊隨團
服務照例不收小費。



不包括：機票，簽證，自由活動與自由覓食時間費用，芝加哥 Alinea 餐費（詳見後文）

＜行程大綱＞BLD 表預算有包含的早午晚餐，c 表中國菜。
Day 1（6/9 週六）抵達，宿布魯克林（三夜）
Day 2（6/10 週日 BLD）布魯克林遊覽與披薩巡禮
Day 3（6/11 週一 BLD）下曼哈頓與世貿中心原址，金融區餐車之旅
Day 4（6/12 週二 BD）洛克斐勒中心展望台，宿曼哈頓中城（一夜）
Day 5（6/13 週三 L）飛芝加哥，賽格威遊湖畔，宿芝加哥（三夜）
Day 6（6/14 週四 BL）當代建築巡禮與遊船
Day 7（6/15 週五 B）芝加哥美術館

＜詳細行程＞
Day 1（6/9 週六宿布魯克林）
長榮班機於同日 21:45 抵達紐約 JFK 機場（以前是 Newark
，現在長榮華航都是飛 JFK）
，專車接機前往布魯克林下城的
Marriott at the Brooklyn Bridge 入住（宿三夜含早餐）
，今晚
無活動，讓大家休息以恢復時差。
Day 2（6/10 BLD 週日宿布魯克林）
我們常常在電影中看到的布魯克林，似乎是黑道
（但不是黑人）聚集的危險街區，此印象來自於
二十世紀初大量的歐洲移民從紐約入境後，大部
分無法負擔曼哈頓生活費用的人落腳在此，特別
是義大利移民。但布魯克林其實擁有紐約僅次於
曼哈頓的歷史建築以及早期豪華別墅群，還有義
大利移民帶來的正宗平民美食：許多人認為是紐
約最好的披薩。今日我們將由當地導遊帶領，從
布魯克林橋到康尼島，造訪許多電影場景以及兩家著名老店品嘗西西里與拿坡里風味披薩。
到已經沒落的康尼島遊樂場當然不是為了乘坐遊樂設施，而是為了體驗那種懷舊氛圍（特別
是熱鬧的周日）
，還有嗑一條 1916 年至今成名垂百年的納森熱狗。下午回到飯店休息，傍晚
前往布魯克林的美食地標：獲得米其林一星的 Peter Lugers 牛排館本店★，吃一客肉食者不可
錯過的紅屋牛排，使用 Charlie 悟出的獨門終極破解版吃法，很可能打遍天下無敵手。

Day 3（6/11 週一 BLD 宿布魯克林）
早上由專業導遊帶領，搭乘地鐵跨海到下曼哈頓
進行世貿遺址之旅。這是現代重要的世界歷史場
景，令世人傷痛的遺址今已規劃成 911 紀念碑及
博物館，紀念碑由兩座巨大的瀑布水牆和水池組
成，坐落在原雙子星塔的舊址，廣場上種植了超
過四百棵樹，為喧鬧的曼哈頓創造了寧靜沉思的
空間，也象徵新生和希望，我們將特別預訂入場
參觀。中午則是特別的金融區快餐車文化巡禮（我知道有些人會想，這真是司馬昭之心、路
人皆知）
：當地老饕帶領造訪精選的幾處快餐車，嚐嚐牙買加、越南、埃及、墨西哥、希臘等
國移民的平民美食當作午餐，並與各色人種街頭廚師互動。下午再回到布魯克林的飯店，我
們還得多住一夜的原因是，距離飯店 400m、布魯克林最新的美食地標，今年新昇三星、也是
這裡第一次有餐廳獲得米其林三星的 Chef’s Table at Brooklyn
Fare★★★：只有 18 個座位必須同一時間入席、每天只做一輪，
是紐約最難訂的餐廳之一。我們好不容易獲得同意包場獨享主
廚的獨門料理，必須在週一晚間，雖然價錢較貴但可以自己帶
酒：我當然會保握機會從紐約的酒商選些好酒來喝。
Day 4（6/12 週二 BD 宿曼哈頓中城）
旅館早餐後，乘車前往中城的老字號五星級飯
店 Waldorf-Astoria（宿一夜不含早餐）
，寄放行
李後徒步 600m 至洛克斐勒中心，登上 69 樓的
展望台眺望曼哈頓南北的風景。隨後自由活
動，午餐自由覓食（另有執行長選擇：魚子醬
品嚐）
：我們住宿的飯店位於公園大道與東 50
街口，距離麥迪遜大道與第五大道等名店街僅咫尺之遙。晚間前往也是今年新升三星的 Eleven
Madison Park Restaurant★★★，包下貴賓室享用晚餐：我們也會帶自選美酒來佐餐。
Day 5（6/13 週三 L 宿芝加哥）
由於旅館週間沒有自助早餐，今早不
在旅館吃，而是在機場自由覓食。退
房後前往距市區最近的 LaGuardia 機
場（15km/0.5hr）
，搭乘 12:00 班機飛
往芝加哥(ORD)，當地時間 13:29 抵達
後接往市區（30km/0.5hr）
，途中順路
造訪著名熱狗專賣店，各種獨特口味
的香腸令人目不暇給，特別推薦鴨肝慕斯梭甸酒鴨肉熱狗（這個沒聽過吧）
。下午抵達市中

中心河畔五星級 Westin River North
（宿三夜含早餐）稍事休息後，騎上
賽格威探索市中心與密西根湖畔的
千禧公園：賽格威是一種新式自動平
衡電動雙輪車，經過簡短訓練後大家
便可以享受御風遨遊的樂趣。芝加哥
（也是全美）最熱門的美食餐廳是傳
奇年輕主廚 Achatz 的 Alinea，甫於去年獲米其林三星，由於實在沒把握一定訂得到，所以保
留這三夜空檔希望能盡量讓大家如願。兩個月前幫大家碰碰運氣訂訂看，訂到的話也須分批
自行前往（沒訂到的人我們會建議其他餐廳）
，因此餐費未包括在團費中、請各自付錢。
Day 6（6/14 週四 BL 宿芝加哥）
芝加哥素有「活的建築博物館」
之稱，除了摩天大樓群以外，更
不可錯過的是過去百年建築史上
極具影響力的幾個大師在此百花
齊放。旅館自助早餐後，參加芝
加哥建築學會特別安排的現代建築之旅，包括德國現代主義大師密斯凡德羅（提出 The less is
more 的概念）
、重尚草原風格的美國建築師萊特等人的作品。除了熱狗以外，芝加哥號稱有
全美國最好的牛排：巴菲特最愛的那家其實吃起來不怎麼樣（因為你不是巴菲特）
，但是旅館
附近知名牛排館的「帶骨菲力」口感獨特，也就是今天的午餐。餐後前往附近碼頭搭乘遊船，
從水上欣賞資本家和建築師們聯手打造的獨特天際線。
Day 7（6/15 週五 B 宿芝加哥）
早上前往著名的芝加哥美術館，由專人帶領精華導覽，特別是印象
派畫作的收藏，隨後自由參觀。今日其他時間為自由活動，午晚餐
均為自由覓食。下午 13:30 在美術館對面的音樂廳，有音樂總監慕
提指揮芝加哥交響樂團演出貝多芬第五號交響曲《命運》
，但是所
謂”Beyond the Score”結合解說、影片、演員演出的特殊型態，由於
需要英文聽力，所以未排入行程中，有興趣者可通知我們代為購票
前往欣賞（第一級票約 U$90）
。
Day 8（6/16 週六 B）
今日請依照班機時間各自前往機場（計程車約 U$50）
，搭乘下午(LAX)或晚間(SFO)飛往轉機
點的班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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