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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大湖芝加哥底特律 5 天遊 

出發日期：週三 (5/2/2018 – 10/31/2018)  

團號：CD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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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5/位 $0 $330 $683 $585 

 

行程特色： 

1. 暢游芝加哥，獨家推出芝加哥大劇院 

2. 獨家四天暢游世界五大湖之三大湖絕美風景 

3. 畫壁國家湖濱公園，世外桃源麥基諾島 

4. 底特律汽車城與哈雷摩托車基地 

5. 追蹤直擊花旗參原產地 

暢遊： 芝加哥、威斯康辛州、蘇聖瑪麗市、麥基諾島、底特律 

上、下車地點： 

出發地點 地址 出發時間 

Chicago, IL 
207 W Cermak Rd. Chicago, IL 60616  

(芝加哥-唐人街) 
8:00AM 

*行程結束，可選擇送往芝加哥唐人街或芝加哥 ORD 機場 7PM 后的航班。 

行程信息 

 

第一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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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俯瞰著密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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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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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密爾沃基—花旗參廠 

早上前往威斯康辛州的第一大城市工業重地密爾沃基，這裡是著名摩托車哈雷的生產基地。參觀

哈雷摩托車博物館，通過 450 多件館藏品回顧從 1903 年哈雷的第一部摩托車至今輝煌的發展史，

體味哈雷機車的雄風。館藏裡的每一台機車都被打造成一件酷炫精品，令人眼花繚亂的眾多精美

收藏處處體現美國的人激情、自由、勇敢和個性。美國北部威斯康辛州是名譽全球的花旗參原產

地，午餐後來到威斯康辛州森林區的花旗參農場參觀，體驗淳樸的田園風光之余，團友可在原產

地隨意選購最地道正宗的一手花旗參。傍晚前往酒店。 

酒店：La Quinta Inn Wausau/Quality Inn 或同級 

 

第三天：蘇比利爾湖—蘇聖瑪麗 

穿過北部廣袤森林來到世界表面積最大的淡水湖 - 蘇必利爾湖。浩瀚無際透明湖水裏的遠山近巖，

把煙波浩渺的湖藍與藍天切割出了一條奪目的分界彩線。沿著森林中的湖邊公路，我們來到湖邊

壁畫巖的標誌性景點-- 礦工城堡（Miner's Castle),欣賞紋路各異的五彩巖石，壯觀的懸崖，還有顏

色不同層次分明的湖水。不由得贊嘆大自然的鬼斧神工。然後來到礦工沙灘（Miner's Beach), 欣

賞號稱水上大峽穀的畫巖湖濱（Picture Rocks National Lakeshore)，與湖水近距離親密接觸，從不

同的角度欣賞蘇必利爾湖。  

畫巖湖濱景區有好多瀑布，沿著湖濱公路一直向東，我們會來到景區的又一個標誌性景點-- 

Taquahmenon Falls 和 Lower Falls, 這兩個瀑布被譽為琥珀雙瀑（自費深度 

遊項目），讓人驚異的瀑布顏色，像錦緞一樣，在陽光下燦燦發光。  

午飯後繼續沿著湖濱公路一路向東，到達蘇必利爾湖最東邊的美加兩國口岸城市蘇聖瑪麗市。是

連接蘇必利爾湖與休倫湖的咽喉要道。這裏有世界上最早修建的巨大水閘，我們會乘坐蘇運河遊

船欣賞美加兩國的景色，遠觀修建在因兩湖落差而產生的天然瀑布急流上的巨大水閘和為了方便

通航而開辟的運河。體驗與超級巨輪一起進出水閘的感覺。晚餐後前往酒店。  

酒店：Soo Locks Lodge/ Days Inn Sault Ste. Marie 或同級 

 

第四天：蘇聖瑪麗—麥基諾島—德國鎮 

界鄰美加邊境，連接蘇比利爾湖與休倫湖的蘇聖瑪麗市，是大湖航道蘇水閘的所在地，每年上萬

艘船只穿過，其繁忙程度堪比巴拿馬運河。繼後乘坐觀景快艇前往麥基諾島(Mackinac Island)，途

中更可欣賞接連著密歇根州上下半島的一條長達五英裡的吊橋——麥基諾吊橋，雄偉壯觀。該島

被美國政府列為受保護旅遊區，很早就禁止機動車輛通行的島上交通工具只限單車、馬車及騎馬，

故現今仍保留十九世紀城鎮風貌。乘坐富有特色的馬車參觀島上的國家公園、城堡、小石教堂、

馬車博物館及古典高雅的格蘭酒店。該酒店建於 1887 年，以曾經拍攝全球賣座電影「時光倒流七

十年」而聞名於世。下午前往德國鎮，不出美國也能領略異國風情，傍晚可在當地知名的啤酒屋

用餐，品嘗德國香腸。 

酒店：Comfort Inn Flint 或同級 

 

第五天：底特律—芝加哥/家園 

乘車前往參觀汽車城底特律，感受老牌工業巨都底特律的歷史興衰。參觀雄偉的通用汽車總部。

福特汽車博物館。美國俗話說世界上有汽車行駛的地方就有福特。作為美國三大汽車巨頭制造商

之一的福特，興建了占地 9 英畝的汽車文化博物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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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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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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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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icago/Detro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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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雷博物館 Harley Davidson Museum  
$20.00   $14.00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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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地點 Other 
   

蘇運河遊船 Soo Lock Sightseeing Cruise $29.00  $29.00  $12.00 (5-12)  

琥珀雙瀑 Amber Twin Waterfalls  $18.00  $18.00  $12.00  

德國鎮風情晚餐 German Style Dinner  
$32.00  $32.00  $21.00  

麥基諾島渡輪&馬車 Mackinac Island Ferry&Carriage $53.00 $53.00 $24.00 

 *門票價格和景點開放時間會因季節調整，恕不另行通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