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榜怡享】美加之旅：芝加哥接機+底特律+多倫

多+尼亞加拉瀑布+克利夫蘭 6日遊  

    

產品資訊 

團號 APCC6   

出發城市 芝加哥 Chicago -CHI   

目的地城市 芝加哥 Chicago -CHI 途經地點 

多倫多 

、芝加哥、尼亞加拉瀑布

、克利夫蘭、底特律 

行程天數 6 天 5 晚 交通工具 汽車  

接/送機 接機 送機  

    

產品價格 

單人入住：$1339 / 人 

加上團費餘額，所有人總費用 1369 

房間數:1;遊客數:1; 

基礎價格:1 x 1339 = 1339 

【6天】燃油附加費:1 x 30 = 30 

兩人入住：$959 / 人 

加上團費餘額，所有人總費用 1978 

房間數:1;遊客數:2; 

基礎價格:2 x 959 = 1918 

【6天】燃油附加費:2 x 30 = 60 

三人入住：$839 / 人 

加上團費餘額，所有人總費用 2607 

房間數:1;遊客數:3; 

基礎價格:3 x 839 = 2517 

【6天】燃油附加費:3 x 30 = 90 

四人入住：$779 / 人 

加上團費餘額，所有人總費用 3236 

房間數:1;遊客數:4; 

基礎價格:4 x 779 = 3116 

【6天】燃油附加費:4 x 30 = 120 

    

出發班期 

 2023週二、週三出發班期如下：  

5月：05/02、05/03、05/16、05/17  

6月：06/06、06/07、06/20、06/21  

7月：07/04、07/05、07/18、07/19  

8月：08/01、08/02、08/15、08/16、08/29、08/30  



    

產品特色 

【中西部標誌城市芝加哥】在著名的有著“豆子”別稱的雲門前抓拍一張精彩照片吧；乘坐芝加哥建築遊船欣賞

這座城市的天際線；登上360°芝加哥觀景台從空中俯瞰芝加哥城市美景。 

  

  

【底特律的汽車文化】走進作為世界傳統汽車中心的底特律，遊覽福特汽車博物館探尋汽車城往日輝煌，打卡

通用汽車的總部。 

  

  

【魅力多倫多】加拿大國家電視塔定義了多倫多的天際線，是加拿大著名的地標；登打士廣場是多倫多著名的

商業中心和公共廣場。 

  

  

【世界自然奇跡】乘坐號角號遊船從水上視角欣賞尼亞加拉瀑布，登上天龍塔俯瞰空中視角的大瀑布，打卡戰

爭古堡瞭解瀑布的前世今生。 

  

  

【經典的音樂旅程】克利夫蘭的搖滾樂名人堂所展出的關於經典搖滾音樂、流行音樂以及重金屬音樂的相關展

品的深度和廣度都是無與倫比的。 

    

參/離團地點 

參團地點 

參團：自行前往酒店辦理入住； 

酒店入住通常在下午4點之後。 

接機：芝加哥奧黑爾國際機場ORD； 

團體免費機場接機：9: 00 AM - 9:00PM。詳細接機資訊參考第一日行程。 

    

離團地點 

芝加哥：千禧公園遊客中心；詳細地址：201 E Randolph St, Chicago, IL 60601； 

芝加哥奧黑爾國際機場ORD (19:00)； 

請預定 19:00 PM後起飛的航班 

 

    



行程介紹 

Day 1 家園 - 汽車 - 芝加哥（自費夜遊） 

全天   

接機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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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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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遊在機場行李提取處（Baggage Claim）等候，定時班車送往酒店休息。 

O’Hare機場（導遊免費接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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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參加夜遊（自費，150分鐘，1人成行）。 

 

    

晚上   

芝加哥夜遊 Chicago Night T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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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程安排： 

格蘭特公園白金漢噴泉 （20分鐘）→ 密歇根大道壯麗壹英裏（30分鐘）→密歇根湖畔天文臺（20分鐘） 

 

 

 

 

    

晚上   

入住城市：芝加哥 Chicago -CHI 

酒店：Comfort Inn O'Hare-Convention Center 或 同級 

    

    



Day 2 芝加哥市區遊 

全天   

坐落於密歇根湖湖畔的芝加哥是美國第三大城市，同时也是全美最佳建築典範城市，許多建築朝聖者慕名前來

的聖地，這裏有許多地標性的展館、建築、公園和美食———世界聞名的城市園林-千禧公園；奇偉設計-

雲之門，巨城之鏡看城市倩影；世界最大的人工噴泉-

白金漢噴泉；还有NBA公牛隊主場、藝術博物館、壯麗壹英裏等美景都是大家心之向往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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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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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節性，遊船關閉則不能參加）→ 

360芝加哥（自費，含傾斜玻璃觀景台，75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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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殊說明： 

因疫情原因，部分景點可能關閉，屆時請您聽從導遊的安排，在導遊的帶領下活動。由此給您帶來的不便，敬

請諒解！ 

 

    

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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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格蘭特公園 Grant Park 

芝加哥著名的格蘭特公園坐落於城市商業中心地帶。1901年為紀念美國總統尤利西斯∙S∙格蘭特更名為格蘭特公

園。園內有眾多景觀，舉辦過多次大型活動，被稱為 “芝加哥的前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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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午   

芝加哥建築遊船 Chicago Architectu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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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線市的沿河觀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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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軍碼頭和密西根街大橋每天都有多個輪渡班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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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上   

入住城市：芝加哥 Chicago -CHI 

酒店：Comfort Inn O'Hare-Convention Center 或 同級 

    

    

Day 3 芝加哥 - 汽車 - 底特律 - 汽車 - 加拿大倫敦市 

全天   

早上前往參觀汽車城底特律，通用汽車總部和福特汽車博物館。內容豐富精采，令您大開眼界。接著去底特律

市中心參觀美國最大汽車公司之一通用汽車總部，我們將有機會在其中欣賞到眾多經典和高檔車款。傍晚過海

關前往加拿大，下榻加拿大倫敦市。   

  

行程安排：  

芝加哥 → 底特律 → 亨利·福特汽車博物館（自費，75 分鐘）→ 通用汽車總部（30 分鐘）→ 

過境前往加拿大倫敦市 

 

    

上午   

亨利·福特博物館 

這家博物館是愛車的人士絕對不能錯過的，裡面展出了各個時期福特生產的不同用途、不同型號和品牌的各種

汽車，可以了解到福特汽車公司的發展及美國運輸業曆史的嬗變。整個博物館主要分為五大展區，汽車、飛機

、美國工業、美國農業和美國生活，值得一提的是博物館內還展示了美國總統的座駕。 

 

活動時間：1小時15分鐘     

    



上午   

通用汽車總部 General Motors Headquarters 

美國最大汽車公司之一通用汽車總部。該建築群坐落在底特律河邊，由7座大樓組成，在20世紀70年代花費5億

美元建造，至今仍展現著底特律當年的繁華。我們將有機會在其中欣賞到眾多經典和高檔車款。 

 

活動時間：30分鐘     

    

晚上   

酒店：Best Western Plus Woodstock Inn & Suites 或 同級 

    

    

Day 4 倫敦市 - 汽車 - 多倫多 

全天   

前往加拿大第一大城及金融中心多倫多市，登上高塔俯瞰市景。乘船遊覽安大略湖，欣賞壯觀的安大略湖，多

倫多市的風景線和麗景灣湖中的小島。然後領略維多利亞式建築的省議會大廈，莊嚴肅穆，以及呈兩個半圓形

設計的市政大廈天眼，造形新穎奇特。最後來到多倫多著名的商業中心和公共廣場—央–登打士廣場。 

  

行程安排：  

多倫多 → 加拿大國家電視塔（自費，60分鐘）→ 安大略湖遊船（自費，60分鐘）→ 

多倫多舊市政廳（60分鐘）→ 安大略省議會大廈（外觀，30分鐘）→ 多央–登打士廣場（2小時） 

 

    

下午   

加拿大國家電視塔 

 

加拿大國家電視塔位於安大略湖畔，乘坐全透明觀光電梯抵達觀景台，僅需不到1分鐘的時間。透過寬大的玻璃

窗，多倫多市全景和美麗的安大略湖盡收眼底。在觀光層還特別設置了一處透明的玻璃地板，站在上面一望到

底十分刺激。加拿大國家電視塔設有餐廳、紀念品商店、小電影院和兒童樂園，塔外有花園和水池環繞，到了

夜晚，不斷變化的彩色燈光更成為多倫多一道亮麗的風景線。  

 

活動時間：1小時     

    

下午   

安大略湖遊輪 Mariposa Toronto Harbour Cruise 

多倫多的沿湖地帶視野開闊、景致迷人，沿著湖邊修建了步行道和休息場所，你可以乘坐遊船遊覽，感受多倫

多島的公共綠地和水路碼頭，皇后碼頭，多倫多島機場，海中心，CN塔，羅傑斯中心，HTO公園，糖海灘，羅

傑斯中心，及傳說中的直布羅陀點燈塔。 



 

活動時間：1小時     

    

下午   

老市政廳 

舊市政廳在1899年至1965年間作為多倫多市政府總部，是第三代市政廳，由設計了卡薩羅馬城堡的Edward Jame

s Lennox所設計，複古的建築物與相鄰的新市政廳形成鮮明的對比。 

 

活動時間：1小時     

    

下午   

安大略省議會大廈 

安大略省議會大廈位於多倫多市中心的皇后公園內，開闊的草坪間佇立著一棟宏偉複古的歐式建築，這裡是安

大略省政府的辦公場所，你可以報名參加免費導覽團，參觀內部設施、觀看真實的開會場面。 

 

活動時間：30分鐘     

    

下午   

央-登打士廣場 

央-

登打士廣場是多倫多著名的商業中心和公共廣場，經常舉辦很多公共活動、表演和展出，是多倫多非常著名的

地標，也是遊客來多倫多必去的場所。在這個由22個燈光噴泉點綴的都市廣場上，人們可以欣賞到各種免費的

表演，或者可以靜靜地享受他們各自溫馨美好的時光。 

 

活動時間：2小時     

    

晚上   

酒店：Quality Inn & Suites Oakville 或 同級 

    

    

Day 5 尼亞加拉瀑布 

全天   

早上酒店出發前往尼亞加拉瀑布，遊覽瀑布國家公園，眺望「美國瀑布」，「馬蹄瀑布」及「新娘面紗瀑布」

。水勢一瀉千裏，雷霆萬鈞，乘坐號角號遊船親身體驗那份磅礡的氣勢，尤如萬馬奔騰。  

  

行程安排：  

加境號角號觀瀑船（自費，30分鐘）→ 天龍塔觀瀑&午餐（自費，90分鐘）→ 



尼亞加拉戰爭古堡（自費，60分鐘）→ 夜幕降臨時前往酒店  

 

    

上午   

尼亞加拉大瀑布遊船號角者號 

“號角者”遊船（Hornblower）是一項令人激動，全新體驗尼加拉瀑布的玩樂項目。穿上薄薄的紅色雨衣，乘坐可

承載700位乘客雙層遊輪，經過美國瀑布，新娘面紗瀑布，駛入馬蹄形瀑布的心臟地帶，在遊輪的360度無阻礙

無水觀賞區與瀑布親密接觸，感受瀑布充沛的水量、振聾發聵的轟鳴聲，這種驚險與刺激會令你畢生難忘。全

程約30分鐘，白天每隔15分鐘一班，另外，遊輪提供付費的中文全新語音導覽機。 

#夜遊體驗# 

白天看瀑布壯麗宏大，到夜間乘船遊覽更叫人驚豔，包括日落雞尾酒遊輪和瀑布燈景煙花遊輪。在日落，瀑布

照明和絢爛的煙花下，瀑布的景象比白天更加多姿多彩，再加上渡輪上的美食美酒和音樂，40分鐘的美好體驗

，讓人深深沉醉其中。 

 

活動時間：30分鐘     

    

上午   

史凱隆塔 

摩天塔高約236米，分為室內外兩處觀景台，作為尼亞加拉瀑布城中最高的建築物，這裡是從高處俯瞰大瀑布的

絕佳地點。塔身外的黃色載客電梯僅需52秒即可到達塔頂，頂部的旋轉餐廳視野極佳，供應精緻的西餐。摩天

塔的底層還設有遊樂區、紀念品商店和4D電影院。 

 

活動時間：1小時30分鐘     

    

下午   

尼亞加拉古要塞 

 

尼亞加拉古要塞（OldFortNiagara）位於美國和加拿大的邊境，安大略湖邊上的一塊峭壁上，毗鄰尼亞加拉州立

公園，是法國人PierrePouchot於1726年為了防止印第安人襲擊而建的防禦性堡壘，內設法國式造型的博物館，

館內陳列有18、19世紀的軍事建築和防禦工事。該要塞自1726年開始就控制着尼亞加拉河流的入口。關於尼亞

加拉古要塞的傳奇故事卻比這更早，並且這些故事一直延續到今天。  

 

活動時間：1小時     

    

晚上   

酒店：Best Western Plus Erie Inn & Suites 或 同級 

    



    

Day 6 克利夫蘭 - 汽車 - 芝加哥 

全天   

早上前往經過世界搖滾之都克利夫蘭，也是俄亥俄州伊利湖邊最大的城市。參觀全美知名的搖滾樂名人堂博物

館，這也是全球第一個搖滾音樂的博物館，也是全球樂迷朝聖的搖滾樂殿堂。隨後我們將前往芝加哥。 

 

 

行程安排：  

克利夫蘭 → 搖滾名人堂（自費，60分鐘）→ 芝加哥 

 

 

    

上午   

搖滾名人堂 

名人堂，是一個搖滾樂博物館，位於伊利湖邊，這裡有著名的“Free”印章，對於那些搖滾發燒友來說，這是一個

必去的絕好地方。名人堂的地下一層是免費的，你可以先逛逛地下一層，再決定是否需要購票。 

名人堂的建築是當地的代表性建築，是有著名設計師貝聿銘設計的，裡面有很多著名搖滾人和樂隊的紀念品，

有當年創作的手稿、溜冰鞋等，在名人堂的入口層，有紀念品中心，可以購買到很多經典的搖滾唱片。 

 

活動時間：1小時     

    

    

  

  

費用說明 

費用包含 

1. 行程中交通費用（使用車輛類型根據當日具體參團人數決定，7座商務，14人座高頂/中巴，或55-

61座巴士）； 

  

  

2. 行程中住宿（住宿晚數等於行程天數減一）； 

  

  

3. 中英文服務人員（司機+導遊/司兼導）； 

  



  

4. 酒店內早餐。 

 

 

費用不含 

1. 午餐和晚餐（導遊將提供建議）； 

  

  

2. 行程中需要的機票，渡輪，部分景區/國家公園內的遊覽交通費用； 

  

  

3. 景點門票費用（門票價格時常波動，不再另行通知。門票需在導遊處統一購買）； 

  

  

4. 服務費（每人每天最低支付US$12，兒童及占座嬰兒均按成人標準支付）； 

  

  

5. 酒店房間內私人費用（洗衣費，電話費等）； 

  

  

6. 一切除費用包含外的私人性質費用。 

 

  

自費專案 

項目名稱 價格說明 描述 

芝加哥夜遊 Chicago Night Tour 

成人：$25.00； 

老人(65+歲)：$25.00； 

兒童 (3-12歲)：$15.00； 

 1人成團  

芝加哥建築遊船 Chicago 

Architectural Cruise 

成人：$40.00； 

老人(65+歲)：$40.00； 

兒童 (3-12歲)：$19.00； 

 

芝加哥藝術博物館 The Art 

Institute of Chicago 

成人：$25.00； 

老人(65歲以上)：$19.00； 

兒童（14歲以下）：$0.00； 

 



360 

芝加哥（含傾斜玻璃觀景台） 

360 Chicago (incl. Tilt) 

成人：$35.00； 

老人(65+歲)：$35.00； 

兒童 (3-11歲)：$25.00； 

 

亨利福特博物館 The Henry 

Ford Museum 

成人：$27.00； 

老人（62+歲）：$24.25； 

兒童（5-11歲）：$20.25； 

 

安大略湖遊船 Mariposa 

Toronto Harbour Cruise 

成人：$32.66； 

老人(65+歲)：$32.66； 

兒童 (4-12歲)：$24.75； 

 

加拿大國家電視塔 CN Tower 

成人（14-64歲）：$48.59； 

老人（65+歲）：$33.90； 

青年（6-13歲）：$33.90； 

兒童（3-5歲）：$15.82； 

 

號角號觀瀑船+公園許可證 

Hornblower Niagara Cruise 

成人：$35.32； 

老人(65+歲)：$35.32； 

兒童 (5-12歲)：$24.02； 

 

天龍塔旋轉餐廳（登塔+午餐

） Skylon Tower+Lunch 

成人：$48.00； 

老人（65+歲）：$48.00； 

兒童 （3-12歲）：$39.00； 

 

尼亞加拉古堡州立公園深度遊 

Old Fort Niagara State Park In-

Depth Tour 

成人：$15.00； 

老人（65+歲）：$15.00； 

兒童（6-12歲）：$10.00； 

 

搖滾樂名人堂 Rock N Roll Hall 

Of Fame 

成人：$35.00； 

老人（65+歲）：$35.00； 

兒童（6-12歲）：$25.00； 

 

 

 

出行提示 

週三出發的班期，行程順序將有所調整，芝加哥市區遊將調整到最後一天。 

第一天：芝加哥接機 

第二天：芝加哥 - 底特律 - 加拿大 

第三天：多倫多 

第四天：尼亞加拉瀑布 

第五天：克利夫蘭 - 芝加哥 



第六天：芝加哥市區遊 

 

預訂須知 

1. 各景點及國家公園的開放時間及流量控制會因疫情不時變化，如影響行程屬不可抗力因素，敬請諒解。 

2. 18歲以下未成年人需要至少一名家長或成年旅客全程陪同。 

3.在行程實際出行中，導遊可能會根據天氣、交通等情況，對您的行程進行適當調整（如景點遊覽順序等），

以確保行程順利進行。如給您帶來不便，敬請諒解！ 

4.如遇景點臨時關門、節假日休息。導致該景點無法參觀，導遊會根據實際情況調整為外觀或以其他景點代替

以保證行程的豐富性。如給您帶來不便，敬請諒解！ 

5.參團客人需跟團上導遊買門票，不可自行帶票或使用CityPass。如您堅持使用自帶門票，我司將不再提供旅行

當日全天交通、導遊等服務，需您自行安排。 

6. 如因特別情形(如天氣、修路、罷工、封山、旅遊車特殊狀況)造成車輛晚點，敬請見諒。 

7.此行程需要與其他遊客同乘車輛，為保證團上遊客權益，出發時請提前到達上車地點候車，景點遊覽與集合

時間請配合工作人員安排，避免出現超時而需個人額外支付費用的情況發生。 

8. 團體需一起活動，途中若需離隊，請務必征得導遊同意，以免發生意外。 

9.參團客人需自備入境或旅行途中跨境時所需要的相關證明和材料，如若遊客被拒絕入境，我司將不提供免費

送客服務。 

10. 非免費接機時間段可提供付費接機（具體信息參考行程第一日）。 

11.如您參加的團包含接機，免費/付費接機皆不含接機服務費；如您參加的是當地出發的Local團，請忽略此注

意事項。 

12. 客人抵達機場後，國內航班乘客在行李提取處等候；國際航班乘客在航班出口處等候。 

13.如您實際出行過程中乘坐車輛為7座商務/高頂/平頂（使用車輛類型根據當日具體參團人數決定），8歲以下

兒童參團需乘坐安全座椅，提供租借服務，租金$10.00/人/天，請務必在預定行程時提前備註告知，以便我們提

前準備兒童座椅，如因客人未提前告知所造成的違規和罰金由客人自行承擔，敬請理解。 

14. 緊急聯係電話：(美國免費電話) +1(866)585-8747 或 +1(212)334-4222。 

15. 酒店安排會因季節有所改變， 如需要團上酒店資訊，請在團上與導遊確認。 

16.為普及旅遊安全知識及旅遊文明公約，使您的旅程順利圓滿完成，特制定《遊客參團須知》（點擊藍色字體

查看），請您認真閱讀並切實遵守。 

  

  

http://uvbookings.info/upload/terms/s.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