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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芝加哥多倫多 6 天遊 
出發日期：週二 (6/1/2018 – 9/30/2018)  

團號：AP6CC    

價格目錄： 

兩人一房 第三人同房 第四人同房 單人房 配房 

$610/位 $450 $450 $915 $773 

 

行程特色： 

1. 芝加哥夜遊，陶醉於華麗一英里的夜景。 

2. 美加两国欣赏瀑布全景，登上天龍塔，乘坐觀瀑船。 

3. 多倫多市登上加拿大國家電視塔，俯瞰多倫多與安大略湖。 

4. 遊覽芝加哥千禧公園，欣賞奇偉設計雲之門。 

5. 遊覽福特汽車博物館，探尋汽車城往日輝煌。 

6. 朝聖克里夫蘭搖滾樂名人堂博物館。 

 

暢遊：芝加哥、多倫多、尼亞加拉大瀑布、底特律、克利夫蘭 

出發日期：(接機) 送機備註 結束日期 

週二 芝加哥 ORD 機場 19:00以後航班  週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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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航班在該航班行李提取處等候，國際航班在乘客出口處等候，與導遊會合

后，帶到集合點。3:00pm 之前到達集合點，免費送往 Fashion Outlets 自由購物；Midway 機場無免

費接機無購物。5:00pm 前到達的航班，可以自費$25 參加夜遊。夜遊 4 人以上成行。 

【芝加哥夜游】 

从千禧公园的皇冠喷泉开始，下一站是密歇根大道，您可以在此看华丽一英里的夜色繁华并在芝加哥

河边漫步欣赏河边夜景。最后一站前往密歇根湖边欣赏芝加哥世界级的城市天际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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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天：芝加哥市區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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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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有美中遊客最多的湖濱樂園，曾經在五大湖裏的美軍海軍基地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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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華麗一英裏之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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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觀景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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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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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米高透明傾斜觀景臺 Til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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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閑中欣賞

芝加哥的鱗次櫛比，風情萬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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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天：芝加哥－底特律－倫敦市（加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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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特是美國第二大汽車制造商，美國

俗話說世界上有汽車奔馳的地方就有福特。其博物館占地 9 英畝，展品反映福特汽車對美國運輸史的

影響，包含福特車廠最早期的古董老爺車 - 肯尼迪總統座駕、美國工業發明家愛迪生等人的作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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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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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傍晚過海關前往加拿大，下榻加拿

大倫敦市。 

酒店：Comfort Inn And Suites Ingersoll 或同級 

第四天：倫敦市－多倫多 

前往加拿大第一大城及金融中心多倫多市，參觀 CN 塔，登上高塔俯瞰市景及一望無際的安大略湖，

這是多倫多市最公認的陸標和加拿大最高的建築也是我們此行的必經之處。站在塔頂，穿過巨大透明

的玻璃地板欣賞全景，我們可以由此得知這建築近來命名當代七大奇跡之一的緣由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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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傍晚，前往多伦多唐

人街享用传统中式晚餐。 

酒店：Crowne Plaza Toronto Airport 或同級 

第五天：尼亞加拉大瀑布 

早上酒店出發前往尼亞加拉瀑布，觀看 IMAX 電影，投資一千五百萬的電影向您描述了尼亞加拉

瀑布多姿多彩的傳奇故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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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身體驗那份磅礡的氣勢，尤如萬馬奔騰。搭乘著名的“霧

中少女”號遊船，穿梭於波濤起伏的瀑布間，水花迎面撲來，緊張刺激，更添加一份震撼力。中

午，我們將登上瀑布塔頂（Skylon Tower）用餐同時高空欣賞瀑布全景。接下來我們可以選擇: A.

繼續遊覽尼亞加拉市，並在瀑布公園自由活動。B.自費深度遊（$25/人）, 參觀澎湃的漩渦公園，

尼亞加拉軍事要塞古堡（費用已含$13 古堡門票）以及美麗的安大略湖。 

(深度遊簡介）尼亞加拉瀑布深度遊－這個既壯觀又有歷史價值的升級行程包括了兩個景點：澎湃

的漩渦公園和美國的歷史地標－戰爭古堡。尼亞加拉漩渦深 125 英尺，它在 4200 年前被水侵蝕而

形成的，在公園的角度看下去是非常的壯觀；戰爭古堡是一個富有歷史價值的景點，在美國獨立

以前已經存在於瀑布旁邊，因為它是在五指湖的湖口，所以它在當時的印第安和法國的戰爭，美

國獨立戰爭，和英美戰爭中擔當了一個很重要的角色，它的背後就是一望無際的美國五大湖之一

－安大略湖。夜幕降臨時前往酒店。 

酒店：Days Inn Erie, Comfort Inn Erie 或同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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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天：克利夫蘭－芝加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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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ck and Roll Hall of Fame and Museum)，博物館由著名建築設計師貝聿銘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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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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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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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特律 /克利夫蘭 Chicago/Detroit/Cleve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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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icago Cru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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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特博物館 Henry Ford Museum $22.00   $20.00   $16.50   

搖滾樂名人堂 Rock N Roll Hall of Fame $23.50  $21.25 $13.75(6-12) 

加拿大 Canada 
   

安大略湖遊船 Mariposa Toronto Harbor Cruise $25.00  $22.00  $17.00  

加拿大国家电视塔 CN Tower  $40.00  $35.00 $29.00  

加境觀瀑船 Hornblower Niagara Cruise $29.32 $29.32 
$18.02 
(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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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瀑塔旋轉餐廳午餐 （含登塔 費用）Skylon Tower 

Lunch 
$45.00 $45.00 $39.00 

瀑布深度遊 Niagara In-depth Tour  $25.00  $22.00  $15.00  

加境瀑布電影 IMAX Movie (Canada Side) $15.00 $15.00 
$11.00 
(6-12)  

多伦多唐人街传统中餐 Toronto Chinatown Chinese 

Traditional Dinner  
$26.00   $26.00   $15.00   

 *門票價格和景點開放時間會因季節調整，恕不另行通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