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航班參考：(實際搭乘班機需依行前說明會資料為主) 

   

天 數 出發 /抵達時間 起 飛 ／ 抵 達 城 市 航空公司 班機號碼 飛行時間 

第 01 天 23:55/20:55 台北(TPE)洛杉磯(LAX) 長榮航空 BR-016 約 12 小時 00 分 

第 01 天 23:50/07:19+1 洛杉磯(LAX) 克里夫蘭(CLE) 聯合航空 UA-1786 約 04 小時 29 分 

第 18 天 00:30/04:45+1 芝加哥(ORD)台北(TPE) 長榮航空 BR-055 約 15 小時 1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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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門票景點   ＊不(含)需門票景點   UNESCO 指定為世界遺產) 

第 01 天  台北 TAIPEI 洛杉磯克里夫蘭       23:55/20:55 

早餐：X     午餐：機上    晚餐：機上 

住宿：機上 

  今日準備好行李及裝滿希望的行囊，集合於桃園機場，由專人協助辦出境手續後，搭乘豪華客機經洛 

  杉磯轉機，飛往美國：克里芙蘭，航程中經過國際換日線，次日抵達。 

＊克里芙蘭：位於俄亥俄州北端，伊利湖(美國五大湖之一)的南岸，凱霍加河的河口，是俄亥俄州凱霍加 

  郡的首都，面積近 200 平方公里，擁有超過 80 萬人口，也是最大的工業城市和湖港。 

第 02 天  克里夫蘭→庫雅荷加谷國家公園 CUYAHOGA VALLEY NATIONAL PARK→伊利 ERIE 

早餐：美式餐盒或退餐費    午餐：中式自助式   晚餐：中式料理 

住宿：Courtyard by Marriott Erie Bayfront 或同級 http://www.marriott.com/hotels/travel/eridt-courtyard-erie-bayfront 

行程全新體驗：   

告別低頭一族，用您的雙眼來欣賞壯麗的美景，用您的雙手來觸摸大地的變化，再用您的雙腳留下回憶

的痕跡，優美的自然奇景，值得讓您放慢旅行的腳步，身臨其境的感受，這自然和人文和諧相處的奇景，

回歸到對大自然旅遊的初衷，放鬆心情、不疾不徐，由百合旅行社帶您遊賞這迷人的賞楓之旅。 
 
 

豐富的行程內容： 
◎[走訪北美五大湖]： 

   蘇必略湖、休倫湖、密西根湖、伊利湖、安大略湖 

◎[北美名城巡禮]： 

   多倫多、尼加拉瓜、芝加哥、瑟伯利 

◎[前往經典賞楓景點]： 

   阿岡昆省立公園、亞加華峽谷公園、豪豬山州立公園 

◎[著名自然奇景]： 

  塔庫梅隆州立公園、棕梠書州立公園、銀湖州立公園 

◎[特色景觀風景區]： 

   彩岩國家湖濱區、睡熊沙丘國家湖岸風景區 

◎[無遺珠之憾私房秘境]： 

   庫雅荷加谷國家公園、阿勒格尼州立公園、布魯斯半島公園、哈地湖省立公園、法國河省立公園 
 

特別安排體驗： 

◎[尼加拉瓜瀑布後探險] [古老蒸汽船遊湖] [彩岩湖濱遊船] [沙丘吉普車] [芝加哥城市遊船]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C%8A%E5%88%A9%E6%B9%9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7%B1%E9%9C%8D%E5%8A%A0%E6%B2%B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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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日行程安排，上午前往庫雅荷加谷國家公園，位於美國俄亥俄州北部的阿克隆和克里夫蘭之間，公 

  園沿庫雅荷加河而建，致力於保護原生態自然景觀，是州內唯一一座國家公園，在此帶您前往布蘭迪 

  萬瀑布、新娘面紗瀑布等，午後來到公園南側的海狸沼澤步道。 

◎庫雅荷加谷國家公園：公園有瀑布、連綿起伏的山脈、洞穴和蜿蜒崎嶇的河流景觀，也是秋天賞秋紅 

  的最佳地點之一，有時還會有相關藝術展出、戶外音樂會等特殊活動，讓游客充分融入公園生態。 

＊布蘭迪萬瀑布小徑：全程 2.7 公里(環狀)，落差 72 公尺，步道起點即瀑布，木棧道沿著溪谷邊可步行。 

＊伊利小鎮：緊鄰著伊利湖而成的城鎮，雖然小鎮面積不大，但為位於美國賓夕法尼亞州，人口約十萬 

  人，屬於中型城市。於 1753 年，法國人於此建立軍事要塞。1795 年則因美國人建立城堡正式興起。 

  而該市真正起飛是因為 1844 年的運河開通及 1850 年代的鐵路建造。 

  行車距離：克里夫蘭→39 公里(約 40 分)庫雅荷加谷國家公園→184 公里(約 2 小時 10 分)伊利 

  門票安排：庫雅荷加谷國家公園 

  下車參觀：布蘭迪萬瀑布小徑 

 

布蘭迪萬瀑布小徑 海狸沼澤步道 伊利小鎮 

第 03 天  伊利→阿勒格尼州立公園 ALLEGANY STATE PARK→尼加拉湖濱小鎮 

          →尼加拉瓜瀑布 NIAGARA FALLS 

早餐：飯店內早餐       午餐：中式料理      晚餐：史凱隆塔自助餐 

住宿：Courtyrad Niagara Falls 或同級 https://www.nfcourtyard.com/ 

  今日行程安排，上午專車前往充滿藝術氣息的尼加拉湖濱小鎮，途經阿勒格尼州立公園，抵達小鎮後 

您可以看到街道兩旁，有許多十九世紀留下來的英式建築物，以及各式各樣古意盎然的精巧小商店。 

  隨後前往世界七大自然奇景之一的尼加拉瓜瀑布，位於美加邊境伊利湖的尼加拉瓜河，所形成的全世 

  界水量最大瀑布，此瀑布橫跨美、加兩國邊境，使原本只是一塊荒蕪之地，卻因瀑布的發跡，讓尼加 

  拉瓜成為每家最熱門的觀光地區，首先搭乘尼加拉瓜瀑布遊船，從瀑布正前方通過，那每秒 47 萬加侖 

  的水量自 18 層樓高處宣洩而下，壯觀的盛景將令您永難忘懷，晚上將帶您登上史凱隆高塔。 

＊阿勒格尼州立公園：位於賓州懷爾茲(Pennsylvania Wilds)，風景橫穿在賓州東北面的 MCKEAN 區的 

  闊葉樹林，這裡能夠欣賞到非常動人的落葉景觀，也提供給你機會去欣賞大量色彩斑瀾的自然景觀。 

＊尼加拉湖濱小鎮：保留著濃厚的開拓時代遺風，被公認為北美保存最好的十九世紀小鎮，而小鎮的 

  典雅優美、風情萬種的景緻，也吸引現今的英國女皇「伊莉莎白女王」的新婚之旅，這是一個來過一 

  次就令人永難忘懷的美麗小鎮。 

◎尼加拉瓜瀑布：此瀑布是由馬蹄瀑布、美國瀑布、新娘面紗瀑布所合成，新月狀的馬蹄瀑布是其中 

  最壯觀，寬達 675 公尺，自 52 公尺高的懸崖排山倒海而來，這裡也是賞楓勝地，秋天的尼加拉瓜瀑布，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E%8E%E5%9B%B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E%8E%E5%9B%B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B%BD%E5%AE%B6%E5%85%AC%E5%9B%A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E%8E%E5%9C%8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E%8E%E5%9C%8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3%95%E5%9C%8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E%8E%E5%9C%8B%E4%BA%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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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山間楓紅點綴，為磅薄水勢增添一些柔媚。 

◎尼加拉瓜瀑布遊船：已有數十年歷史的霧中少女號，現改為號角遊船，從瀑布正前方通過，面對澎湃 

  的河水以雷霆萬鈞之氣勢傾瀉而下，水柱奔騰的雄偉景色，令您永難忘懷。 

★登上史凱隆高塔：於高塔觀景餐廳享用西式自助餐，從上而下俯瞰瀑布，欣賞瀑布美景。 

  行車距離：伊利→125 公里(約 1 小時 40 分)阿勒格尼州立公園→165 公里(約 2 小時 15 分)尼加拉湖 

  濱小鎮→26 公里(約 45 分)尼加拉瓜瀑布 

  門票安排：尼加拉瓜瀑布、尼加拉瓜瀑布遊船之旅 

  下車參觀：阿勒格尼州立公園、尼加拉湖濱小鎮 

  特別安排：史凱隆高塔享用西式自助餐 

 

阿勒格尼州立公園 尼加拉湖濱小鎮 史凱隆高塔、尼加拉瓜瀑布 

第 04 天   尼加拉瓜瀑布→多倫多 TORONTO 

早餐：飯店內早餐      午餐：中式自助餐      晚餐：中式海鮮餐廳 

住宿：Courtyard by Marriott Toronto Downtown 或同級 http://www.marriott.com/hotels 

  今日行程安排，特別帶您前往瀑布後探險之旅，感受另一種不同的尼加拉瀑布體驗，午後驅車前往加 

  拿大第一大城多倫多，抵達後前往多倫多的地標西恩塔，搭乘高速的玻璃電梯，僅需 58 秒即能登上全 

  美洲最高塔，在此俯瞰多倫多市區景觀，隨後參觀 1965 年的新市政廳以及 1899 年揭幕的舊市政廳。 

＊多倫多：坐落於安大略湖西北岸，是大多倫多地區的心臟地區，也是安大略省南部人口稠密區，為加 

  拿大安大略省的首府，是加拿大東岸第一大城，亦是北美第五大城市。 

◎瀑布後探險之旅：從瀑布下方的通道進入，沿著隧道前進，深入到河面以下的馬蹄形瀑布，從各個 

  角度感受尼加拉瀑布湍急水勢，飄拂的水霧在陽光投射之下。 

＊多倫多舊市政廳：於 1899~1965 年間，是多倫多市政府的總部所在，隨著多倫多市政府規模日益增 

  長，舊有的市政廳亦不能滿足市府的需求，而再度計劃興建新市政廳，就位於多倫多舊址對面。 

＊多倫多新市政廳：外型有如兩個新月形的大樓，環抱著一個蘑菇形的會議廳，由高空俯瞰猶如一隻 

  睜開的眼睛，象徵城市之眼。這別具一格建築物出至芬蘭設計師，完成時曾引起正負二極的評價。 

◎西恩塔：為加拿大國家電視塔，當您抵達展望台，可以眺望浩瀚無邊的安大略湖，及最完 整的多倫 

  多市景。觀景台上有一塊強化透明地板，讓人一眼可以看到西恩塔的塔底，體驗高空漫步的刺激。 

  行車距離：尼加拉瓜瀑布→130 公里(約 1 小時 40 分)多倫多 

  門票安排：瀑布後探險、西恩塔 

  下車參觀：多倫多新市政廳、多倫多舊市政廳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4%9A%E5%80%AB%E5%A4%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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瀑布後探險之旅 多倫多西恩塔 多倫多新市政廳 多倫多舊市政廳 

第 05 天   多倫多→布魯斯半島公園 BRUCE PENINSULA NP→歐文灣 OWEN SOUND 

早餐：飯店內早餐      午餐：退餐費      晚餐：美式料理 

住宿：Best Western Inn On The Bay 或同級 https://www.bestwestern.com/en_US.html 

  今日行程安排，前往位在休倫湖旁的布魯斯半島公園，這裡聚集了濕地、原始森林、懸崖、溶洞、沙 

  灘等自然景觀，為自然風景及步行愛好者的天堂，在此安排適合的喬治亞灣步道，來到國家公園中著 

  名的景點，石窟、印地安酋長拱門及遠眺清澈碧水藍天的喬治亞灣。 

◎布魯斯半島公園：國家公園內擁有安大略西南地區最大的一片原始森林，保持著完全自然的面貌， 

  而在 1990 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評為世界生物物種保護區，因為位在尼亞加拉的斷層上，在海水的 

  長期侵蝕下，產生出獨特地貌的景致，行程許多奇形怪狀的石頭跟地形，又因喬治亞灣的三層色湖水 

  而讓此聞名。 

＊喬治亞灣步道：全長 3.4 公里(環狀)，落差約 95 公尺，步道路線為簡單，這裡保持著完全自然原始 

  的面貌並可遠眺喬治亞灣，絕美的景色會讓你流連忘返。 

＊歐文灣：為於加拿大安大略省西南部一座城市，鄰近喬治亞灣旁的歐文內灣，此帶為歐及布威族原住 

  民的傳統聚落。1815 年，英國皇家海軍威廉·費茨威廉·歐文在此勘探，並將此喬治亞灣內灣以其兄長 

  皇家海軍上將愛德華·歐文命名為歐文灣。 

  行車距離：多倫多→274 公里(約 3 小時 50 分)布魯斯半島公園→85 公里(約 1 小時)歐文灣 

  門票安排：布魯斯半島公園 

  下車參觀：喬治亞灣步道 

 

布魯斯半島公園─喬治亞灣步道 

第 06 天   歐文灣→哈地湖省立公園 HARDY LAKE PP→格雷文赫斯特 GRAVENHURST 

→亨茨維爾 HUNTSVILLE 

早餐：飯店內早餐      午餐：中式料理      晚餐：中式料理 

住宿：Holiday Inn Express & Suites Huntsville – Muskoka 或同級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A%A0%E6%8B%BF%E5%A4%A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A%A0%E6%8B%BF%E5%A4%A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D%97%E5%AE%89%E5%A4%A7%E7%95%A5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6%AC%E6%B2%BB%E4%BA%9E%E7%81%A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AC%A7%E5%8F%8A%E5%B8%83%E5%A8%81%E6%97%8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B%B1%E5%9C%8B%E7%9A%87%E5%AE%B6%E6%B5%B7%E8%BB%8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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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日行程安排，驅車前往慕斯科卡自治特區，在此參觀哈地湖省立公園，安排適合的哈地湖短徑步道， 

  沿著湖畔散步欣賞楓葉壯麗美景。隨後來到慕斯科卡的小鎮格雷文赫斯特，湖邊旁無不是私人的高級 

  住宅，在此特別安排搭乘古老蒸汽船遊慕斯科卡湖，欣賞這湖光閃耀的百年的賞楓渡假勝地。  

◎哈地湖省立公園：位於慕斯科卡自治特區，這區域當中擁有大約 1,600 座湖泊，而在 2011 年時，被 

  美國國家地理旅行者雜誌評選為世界十大避暑勝地。 

＊哈地湖短徑步道：全長 3 公里(環狀)，落差約 100 公尺，步道路線為簡單，享受森林湖景。 

★古老蒸汽船遊湖：搭乘北美最古老的燃煤蒸汽船，在燃煤發動機推動下向，行經過湖岸彎曲多變， 

  遍布眾多的大小島嶼，及號稱百萬富翁大街的世界級避暑山莊。 

＊亨茨維爾：是加拿大安大略省中部馬斯科卡區域自治市一個鎮，歐洲人於 1860 年開始在亨茨維爾一帶 

  定居，而英國軍人喬治·亨特於 1869 年抵達這一帶後便大興土木。而亨特則成為首任郵政總長，該帶 

  亦以他命名為亨茨維爾，現在則成為前往著名賞楓景點─阿岡昆省立公園的前哨站。 

  行車距離：歐文灣→200 公里(約 2 小時 45 分)哈地湖省立公園→17 公里(約 20 分)格雷文赫斯特 

            格雷文赫斯特→53 公里(約 36 分)亨茨維爾 

  門票安排：哈地湖省立公園 

  下車參觀：哈地湖短徑步道 

  特別安排：古老蒸汽船遊湖 

 

哈地湖省立公園 哈地湖短徑步道 古老蒸汽船遊湖 

第 07 天   亨茨維爾→阿岡昆省立公園 ALGONQUIN PP→亨茨維爾 

早餐：飯店內早餐      午餐：退餐費      晚餐：中式自助餐 

住宿：Holiday Inn Express & Suites Huntsville – Muskoka 或同級 

 今日行程安排，整日參觀加拿大最大、最古老的自然公園─阿岡昆省立公園，九月底到十月中旬是楓紅 

 季節，在這漫山遍野針葉林落葉林，放眼望去，四周都被楓葉山脈給包圍，在此前往旅客中心、獨木 

 舟湖、瞭望台小徑步道等等。 

◎阿岡昆省立公園：在這擁有 7725 平方公里面積當中，富有超過一千個天然湖泊、一百多種鳥類、 

 一千多種植物及野生動物生態，而在秋季時，更是一年當中最美麗的季節，大地風貌充滿了各式各樣 

 的色彩，一層層的覆蓋染遍在阿岡昆公園每一方寸的土地及湖畔中。 

＊瞭望台小徑步道：全長 2 公里(環狀)，落差約 106 公尺，步道路線為簡單，屬於園區中高人氣的步 

  道之一，距離不遠即可到達最好的視野，暸望繽紛的山谷。 

＊喙湖小徑步道：全長 2.1 公里(環狀) ，落差約 85 公尺，步道路線為適中，這是一條有較多的階梯，沿 

  著湖邊繞行，可以在這看到清澈水面倒影。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A%A0%E6%8B%BF%E5%A4%A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A%A0%E6%8B%BF%E5%A4%A7
https://en.wikipedia.org/wiki/Central_Ontario
https://en.wikipedia.org/wiki/Central_Ontario
https://en.wikipedia.org/wiki/Captain_George_Hu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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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車距離：亨茨維爾→72 公里(約 1 小時 10 分)阿岡昆省立公園→72 公里(約 1 小時 10 分)亨茨維爾 

  門票安排：阿岡昆省立公園 

  下車參觀：瞭望台小徑步道、喙湖小徑步道 

 

阿岡昆省立公園 瞭望台小徑步道 喙湖小徑步道 

第 08 天   亨茨維爾→法國河省立公園 FRENCH RIVER PROVINCIAL PARK→瑟伯利 SUDBURY 

早餐：飯店內早餐      午餐：中式料理(或退餐費)      晚餐：美式料理 

住宿：Travelway Inn Sudbury 或同級 http://travelwayinnsudbury.com/ 

 今日行程安排，上午前往加拿大政府，指定的第一個河流遺產保護區法國河省立公園，在此帶您走訪 

 瑞克利瀑布小徑步道，欣賞山林溪水之美。下午前往安大略省北部重鎮瑟伯利，並前往參觀位在地質 

  科學中心外，象徵著瑟伯利的巨大 5 分錢鎳幣。 

◎法國河省立公園：全長 110 公里的法國河，連接尼皮辛湖和休倫湖，最後注入在美麗的喬治亞灣中， 

 早先年前是皮毛貿易的重要航道，也因而被列為加拿大歷史遺跡，途中在法國探險家香普蘭的形容之 

  下，而成為一個不具吸引力的不毛之地，但在作家筆下及作品中，反而成為趨之若鶩的美麗景點。 

＊瑞克利瀑布小徑：全長 2.2 公里(單向)，落差約 86 公尺，步道路線為適中，適合休閒放鬆的好去處。 

＊瑟伯利：這個城鎮是以鎳產量為全球第一而享譽世界，雖然身為採礦城市，但因為環保意識的抬頭， 

 瑟伯利反而擁有著安大略省空氣最好的城市之一，這裡作為加拿大第一大礦業城市，而座立著北方科 

  學館及地質科學中心，這兩座是當地特色的博物館。 

 行車距離：亨茨維爾→166 公里(約 1 小時 55 分)法國河省立公園→71 公里(約 50 分)瑟伯利 

  門票安排：法國河省立公園、北方科學館、地質科學中心 

  下車參觀：瑞克利瀑布小徑 

 

法國河省立公園 地質科學中心 北方科學館 

第 09 天   瑟伯利→蘇聖瑪莉 SAULT STE. MARIE 

早餐：飯店內早餐      午餐：中式料理      晚餐：中式料理 

住宿：Holiday Inn Express Sault Ste Marie 或同級 https://www.ih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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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日行程安排，上午沿著湖濱公路，前往喬治亞灣盡頭的美麗山城，也是達蘇必略湖最東邊的美加兩 

  國口岸城市蘇聖瑪麗市，當地著名的是位在美加兩國交界處的聖瑪麗河，是連接蘇必略與休倫湖的咽 

  喉要道。這裡有世界上最早修建的巨大水閘，我們將搭乘聖瑪莉河遊船觀賞河岸風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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闢的運河。隨後來到當地著名的歷 

  史古蹟點易洛魁燈塔，在此可沿著木頭步道，直達湖畔。 

＊蘇聖瑪莉：安省北邊第三大城市，位於聖瑪麗河北岸，這是一座乾淨平和的小城，四周圍繞著森林及 

 峽谷，夏季滿山翠綠的楓樹林也是休閒度假的好地點，秋季時更是觀賞美麗楓紅的絕佳景點，向南望 

 去是美國密西根州的同名城市，和多倫多這個大都市相比，這裡給人的感覺是時間過的非常慢，在藍 

 天白雲下生活的居民過的一定很閒適。 

＊點易洛魁燈塔：這座燈塔自 1857 年就佇立於蘇必略湖畔邊，為往來於五大湖的船隻指引方向，小巧 

 可愛的模樣，紅屋白瓦的造型，就像張風景明信片。 

◎聖瑪莉河遊船：行駛在位於美加兩國交界的聖瑪莉河上，運河的功能也是為了方便兩國運輸，特別 

 的是位於此地的『閘口運河 soo lock」，是聖勞倫斯河水路 16 階的最後一層。然而這交界地帶有高低 

 落差，，因而在此造了一條小運河調節，運用水往低處流的原理，建造的閘口運河 soo lock，讓往來 

 的船隻可以不用卸貨，就直接穿越兩個大湖。 

 行車距離：瑟伯利→306 公里(約 3 小時 40 分)蘇聖瑪莉 

  門票安排：聖瑪莉河遊船 

  下車參觀：點易洛魁燈塔 

 

蘇聖瑪莉 聖瑪莉河遊船 點易洛魁燈塔 

第 10 天   蘇聖瑪莉→亞加華峽谷公園 AGAWA CANYON PARK→蘇聖瑪莉 

早餐：飯店內早餐 (或餐盒)     午餐：退餐費      晚餐： 中式料理 

住宿：Holiday Inn Express Sault Ste Marie 或同級 https://www.ihg.com/ 

 今日行程安排，搭乘世界聞名賞楓的觀景火車，由蘇聖瑪麗緩緩地開進亞加華大峽谷公園，沿途經過 

  黑熊煉鋼廠，進入全加拿大最大、最漂亮楓林區。沿途楓林密佈，穿梭在山水之間，七彩繽紛，令人 

  心曠神怡賞心悅目，彷彿置身於楓海中。午餐在火車上使用，抵達後，火車在峽谷底部停車 2 小時， 

  乘客可下車遊覽，可以選擇放鬆漫步遠眺整個亞加華峽谷，也可以斟酌自己的體力，前往新娘瀑布及 

  黑海狸瀑布，這裡的楓海波濤充滿濃濃秋意，彷彿帶您進入浪漫迷人的童話世界。 

◎亞加華峽谷公園：這是一日旅遊線路線，鐵路線長 180 公里，都是由早上八點鐘出發，來回大約要 

  八小時，包含在終點站停留約兩小時，因此需要花上一整天時間。火車所經的路線都是令人屏息的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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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途經『令您有如置身世外桃源，在早晨山谷的霧氣未散，層層白霧，相對照紅葉，像是天上人間。 

  到了午後，在陽光照耀下，藍天紅葉，更是耀眼。 

＊新娘瀑布：位於亞加華大峽谷公園內，是當地最富盛名的瀑布之一。瀑布的頂端最高處，距亞加華河 

  的河面約 70 公尺落差，步行在底下步道，看起來非常壯觀。 

＊黑海狸瀑布：在亞加華都峽谷中，匯入亞加華河的瀑布非常多，其中又以黑海狸瀑布，瀑布落差為 53 

  公尺，而坐落在亞加華都峽谷公園的核心，是在公園當中最為方便前往的景點。 

 行車距離：火車前往亞加華峽谷公園 

  門票安排：亞加華峽谷公園 

  下車參觀：新娘瀑布、黑海狸瀑布 

 

亞加華峽谷公園 賞楓觀景火車 黑海狸瀑布 

第 11 天   蘇聖瑪莉→塔庫梅隆州立公園 TAHQUAMENON FALLS STATE PARK 

          →彩岩國家湖濱區 PICTURED ROCKS NATIONAL LAKESHOREN 

          →繆尼辛 MUNISING 

早餐：飯店內早餐      午餐：美式料理      晚餐：美式料理 

住宿：Holiday Inn Express Munising-Lakeview 或同級 

 今日行程安排，將通過美加邊境交界，驅車前往位在美國密西根州的塔庫梅隆州立公園，在此參觀塔 

  庫梅隆瀑布群，隨後穿過北部廣袤森林來到世界表面積最大的淡水湖-蘇必略湖，在這帶您參觀彩岩國

家湖濱區，沿著森林中的湖邊公路，我們來到湖邊壁畫岩的標誌性景點，礦工沙灘及美景岩石，  

◎塔庫梅隆瀑布群：這是密西西比河以東的最大瀑布之一，分為上瀑布落差將近 14 公尺，寬度超過 60 

  公尺，及下游 6 公里處的下瀑布，這兩座瀑布因流水的顏色，也被譽為琥珀雙瀑。  

＊礦工瀑布小徑：全長 2 公里(單向)，落差 55 公尺，步道路線為中等，沿途綠林茂密路線平緩，在步道 

  的末端為下坡的木棧道，盡頭處可以遠眺礦工瀑布。 

＊繆尼辛：位在蘇必略湖畔的小鎮，也是當地著名的景點─彩繪岩國家湖濱風景區的門戶小城。 

  行車距離：蘇聖瑪莉→123 公里(約 1 小時 30 分)塔庫梅隆州立公園 

            塔庫梅隆州立公園→140 公里(約 1 小時 40 分)彩岩國家湖濱區→18 公里(約 20 分)繆尼辛 

  門票安排：塔庫梅隆瀑布群、彩岩國家湖濱區 

  下車參觀：礦工瀑布小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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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庫梅隆瀑布群 彩岩國家湖濱區 礦工瀑布小徑 

第 12 天   繆尼辛→豪豬山州立公園 PORCUPINE MOUNTAINS WILDERNESS STATE PARK 

          →艾恩伍德 IRONWOOD 

早餐：飯店內早餐      午餐：美式料理      晚餐：美式料理 

住宿：Americas Best Value Inn Ironwood 或同級 https://www.redlion.com/ironwood 

  今日行程安排，上午特別帶您於繆尼辛上船，搭乘彩岩湖濱遊船，以湖上角度欣賞號稱水上大峽谷的 

  彩岩國家湖濱區，觀看紋路各異的五彩岩石及壯觀的懸崖。下午驅車前往坐落於密歇根州，臨近於蘇 

  必利爾湖旁的豪豬山州立公園，這裡也是美國秋景最美麗的地方之一，是欣賞秋風的最佳去處，在此 

  安排雲山湖小徑步道，讓您能遠眺寧靜如畫的雲山湖。 

★彩岩湖濱遊船：在這大約兩個小時的航程中，讓您從不同的角度欣賞壯麗的蘇必略爾湖，搭配上湖岸 

  邊長年受侵蝕風化形成的岩石、瀑布，以及不同元素雕刻而成色彩飽滿而鮮明的砂岩。 

◎豪豬山州立公園：豪豬山的名字由奧吉布瓦部落命名，因為山脈的輪廓和豪豬有些相似。這裡擁有多 

  種樹木的積聚之地，這些茂密的森林始終處於原始狀態，紅樺、糖楓、美洲椴木是最常見的樹木。這 

  些樹木在秋季的時候，就會變得色彩艷麗，紅色、橙色和綠色交織在一起，組成了最美麗的秋景。 

＊雲山湖小徑步道：全長 2.3 公里(單向)，落差約 145 公尺，於至高的景觀台上可步行遠眺雲山湖。 

＊艾恩伍德：為美國密歇根州西部的一座城市，坐落於蘇必利爾湖的南部，為該州最西部的城市，起初 

  這裡是一座鐵礦開採業盛行的小城，現在則因此地滑雪盛行而漸漸聞名。 

  行車距離：繆尼辛→290 公里（約 3 小時 20 分）豪豬山公園 →96 公里(約 1 小時 28 分)艾恩伍德 

  門票安排：彩岩湖濱遊船、豪豬山州立公園 

  下車參觀：雲山湖小徑步道 

 

彩岩湖濱遊船 豪豬山州立公園 

第 13 天  艾恩伍德→邦德瀑布 BOND FALLS→棕櫚書州立公園 PALMS BOOK STATE PARK 

         →聖伊尼亞斯 ST IGN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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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餐：飯店內早餐      午餐：美式料理     晚餐：美式燒烤餐 

住宿：Best Western Harbour Pointe Lakefront 或同級 https://www.bestwestern.com/en_US.html 

  今日行程安排，上午專車前往布魯斯克羅辛旁的邦德瀑布，隨後來到棕櫚書州立公園，這裡帶您參觀 

  這裡最大特色，也是最有名的翡翠冷泉池，這裡的水溫長年維持在攝氏 7 度，換句話說即使在嚴酷的 

  冬日，冷泉池中的泉水也不會結冰，而在任何季節前來，貴賓都可以觀賞到這座冷泉池的碧綠泉水， 

  接續前往為在麥基諾島旁的聖伊尼亞斯，在此可以遠眺著名的麥基諾大橋。 

＊邦德瀑布步道：全長 1.5 公里(環狀)，落差約 46 公尺，步道路線為簡單，橫跨整個瀑布底部的河流， 

  這個角度可以完美的欣賞邦德瀑布，瀑布的特色由階梯狀的石頭，將水流逐層切割再匯聚，兩岸紅葉 

  映襯便是流淌著變幻秋色的盛景。 

◎翡翠冷泉池：是密歇根州最大的淡水泉，按照印第安人的說法翻譯為天堂鏡冷泉，它的外觀為直徑 91 

  公尺的呈橢圓形，水深約為 12 公尺，地下水以每分鐘 37,000 公升的速度，從池底的石灰岩的縫隙中 

  湧出，但目前尚未知道，它的地下水源來自何處。而池底快速流動的泥層帶動著泉水，使水面顯示出 

  獨特的萬花筒效果，呈現碧綠的顏色。 

＊麥基諾大橋：這座西半球最長的懸索橋長達 2.6 公里，連接上半島的聖伊格納斯與下半島的麥基諾市。 

＊聖伊尼亞斯：位在密西根州北部，交界於密西根湖及休倫湖畔，也是前往麥基諾島搭乘遊船的城市。 

  行車距離：艾恩伍德→104 公里(約 1 小時 30 分)邦德瀑布→287 公里(約 3 小時 40 分)棕梠書國家公 

            園→160 公里(約 2 小時 10 分)聖伊尼亞斯 

  門票安排：翡翠冷泉池 

  下車參觀：邦德瀑布步道、麥基諾大橋 

 

邦德瀑布步道 翡翠冷泉池 麥基諾大橋 

第 14 天  聖伊尼亞斯→麥基諾島 MACKINAC ISLAND→沙勒沃伊 CHARLEVOIX 

早餐：飯店內早餐     午餐：美式料理     晚餐： 美式料理 

住宿：Weathervane Terrace Inn & Suites 或同級 http://weathervane-chx.com/ 

  今日行程安排，整日麥基諾島之旅，上午搭乘渡輪來到位在休倫湖上的麥基諾島，島上風光旖旎，在 

  歷史上曾經被英國人佔領，至今還保留著豐富的殖民時代的建築，在此安排馬車遊覽(約 1.5 小時)，接 

續前往當地著名的拱門岩，在空閒時間，慢慢欣賞這被譽為全美前十座最美最受歡迎的島嶼。 

＊拱門岩： 據說整個麥基諾島，原先都是沉在休倫湖底，所以到處可以看到珊瑚礁岩，而這一個岩壁剛 

  好形成了一個拱形門，又有另一個說法，這是經年累月，被湖水沖刷出來的一個岩洞。 

◎麥基諾島：位於美國密西根州，每段時間來都有它特色的魅力，更在夏季時是著名避暑旅遊勝地。密 

  西根州的上州與下州，被麥基諾水道所分割，其中麥基諾島就在水道東側的休倫湖中。在這面積約為 

https://www.mafengwo.cn/travel-scenic-spot/mafengwo/26088.html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F%86%E6%AD%87%E6%A0%B9%E5%B7%9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C%91%E4%BC%A6%E6%B9%96
http://www.mafengwo.cn/travel-scenic-spot/mafengwo/10062.html
http://www.mafengwo.cn/travel-scenic-spot/mafengwo/139974.html
http://www.mafengwo.cn/travel-scenic-spot/mafengwo/6569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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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平方公里中，沒有機動車輛，僅有馬車與腳踏車做為當地的交通工具，這樣慢節奏的步調生活，承 

  襲了十九世紀以來的傳統風貌，是一座適合優閒度假的小島。 

◎馬車遊覽：乘坐馬車遊覽是大多數遊客的首要選擇，這也是穿越歷史的絕好途徑。隨著馬蹄作響，遊 

  客能夠在約 1.5 小時的旅程中，欣賞到麥基諾海峽，高聳的燈塔和華麗的維多利亞式建築群，讓您有種 

  回到了 19 世紀黃金年代的感覺。 

  行車距離：聖伊尼亞斯→(搭船)麥基諾島→98 公里(約 1 小時 20 分)沙勒沃伊 

  門票安排：麥基諾島、馬車遊覽 

  下車參觀：拱門岩 

 

麥基諾島 拱門岩 馬車遊覽 

第 15 天   沙勒沃伊→睡熊沙丘國家湖岸風景區 SLEEPING BEAR DUNES NATIOANL LAKESHORE 

           →靈感點 INSPIRATION POINT→銀湖州立公園 SILVER LAKE STATE PARK 

早餐：飯店內早餐      午餐：退餐費      晚餐：美式料理 

住宿：Dunes Waterfront Resort 或同級 http://www.duneswaterfrontresort.com/contact_us-8/ 

  今日行程安排，上午前往世界第四大流動沙丘的睡熊沙丘國家湖岸風景區，全區共有十三條步道路線， 

  在此將帶您走訪最有名的沙丘登山步道，讓你體驗這特殊的沙丘地形。隨後沿著長達 13 公里原始沙丘 

  海岸線，來到靈感點可以遠眺整個密西根湖，午後來到銀湖州立公園，特別安排銀湖沙丘吉普車，穿 

  梭在這延綿整個公園的沙丘中，這一望無際的開闊景象令人為之興奮。 

◎睡熊沙丘國家公園：位在密西根州的睡熊沙丘國家湖岸風景區，這裡的範圍包括約 60 公里的密歇根湖 

 的東部海岸線延展，以及南北曼尼群島。睡熊沙丘的獨特的自然特徵，包括森林、湖灘、沙丘和古冰川 

 而聞名，還包含許多文化遊覽特性，包括 1871 年的燈塔，三座前救生與海岸警衛站等等。 

＊沙丘登山步道：全長 6 公里(單向)，落差約 265 公尺，步道路線為困難，在於沙丘坡度約為 30-40 度 

  之間，步行向上需要點體力，請視自己的體力，再選擇步行的距離。 

＊靈感點：做為密西根湖州西邊的最高點，擁有一個望遠的觀景平台，讓您遠眺密西根湖。 

◎銀湖州立公園：公園內起伏地勢，擁有大片沙丘以及闊葉樹林，這裡是密西西比河以東唯一可以在沙 

  丘上使用機動車輛的州立公園，此名是位在銀湖的北岸邊而得名。 

★沙丘吉普車：搭乘 Mac Wood’s 四輪傳動之旅，能深入壯闊美景，非常值得一遊，但由於地勢崎嶇， 

搭乘四輪傳動容易顛坡不穩，具有脊椎、腰骨等相關宿疾者請特別評估自身健康狀況，若貴賓選擇不 

參加，一律需於台灣報名時辦理費用扣減，現場恕不退費，請見諒！ 

  行車距離：沙勒沃伊→125 公里(約 1 小時 36 分)睡熊沙丘公園→57 公里(約 50 分) 靈感點 

            →67 公里(約 1 小時)→銀湖州立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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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門票安排：睡熊沙丘國家公園、銀湖州立公園 

  下車參觀：沙丘登山步道、靈感點 

  特別安排：沙丘吉普車 

 

睡熊沙丘國家公園 靈感點 銀湖州立公園─沙丘吉普車 

第 16 天   銀湖州立公園→荷蘭村 HOLLAND→芝加哥 CHICAGO 

早餐：飯店內早餐     午餐：美式料理      晚餐：中式料理 

住宿：Hyatt Centric Chicago Magnificent Mile 或同級 https://chicagomagnificentmile.hyatt.com 

  今日行程安排，上午前往位於密西根州的荷蘭村，是荷蘭人後裔生活的主要城市，其中以一座龐大石 

  磨風車，是這裡著名地標，隨後來到美國僅次於紐約和洛杉磯的第三大都會區芝加哥，這裡被譽為全 

  球十大最富裕城市，它的天際線更是全球十大天際線之一，如今的芝加哥是美國非常受歡迎的旅遊城 

  市。在此帶您前往著名景點海軍碼頭，並特別安排搭乘城市遊船，穿梭在這摩天森林之中。 

◎荷蘭村：這座城市由於是由基督教友建立，因此教堂遍布，現在則擁有將近 170 座左右的教堂，因此 

  也有「教堂之城」的名號。而其中古色古香的荷蘭旋轉木馬和一個道地的街頭風琴，以及整齊的荷蘭 

  式花園，都是這裡最吸引人的亮點。 

＊芝加哥：芝加哥地處北美大陸的中心地帶，是美國第二大商業中心區，被評為美國發展最均衡的經濟 

  體，是著名國際金融中心之一，也是全美人口第三大城市。除此之外，芝加哥擁有美國最高的十座摩 

  天大樓中的 4 座和曾經是世界第一高樓威利斯大廈，而有了摩天大樓故鄉的美譽。 

＊海軍碼頭：是芝加哥最熱門的景點之一，建於 1916 年，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碼頭，現在是多功能娛樂 

  中心，有餐飲店商店，遊樂場和兒童博物館，大人小孩很適合的場所。 

★芝加哥城市遊船：讓您以不同的角度，認識芝加哥，從密西根湖觀賞芝加哥的摩天大樓群的天際線， 

  遊船緩緩向前行，聽著遊船導遊敘說芝加哥的過去及未來，整座城市的建築就像畫布般展開。 

  行車距離：銀湖州立公園→184 公里(約 1 小時 37 分)荷蘭村→251 公里(約 2 小時 38 分)芝加哥 

  門票安排：荷蘭村 

  下車參觀：海軍碼頭 

  特別安排：芝加哥城市遊船 

 

荷蘭村 芝加哥城市遊船 海軍碼頭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BE%8E%E5%9B%BD/12548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87%91%E8%9E%8D%E4%B8%AD%E5%BF%83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8%81%E5%88%A9%E6%96%AF%E5%A4%A7%E5%8E%A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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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7 天   芝加哥 CHICAGO台北 TAIPEI 

早餐：飯店內早餐      午餐：厚切披薩風味      晚餐：中式海鮮餐 

住宿：機上 

  今日行程安排，上午開始芝加哥市區觀光，帶您走訪世界聞名的城市園林千禧公園、貝殼狀的普立茲 

  音樂廳，及聳立在公園正中央的雲門，是城市公共藝術的集大成。接續參觀世界最大噴泉之一白金漢 

  噴泉，及前往這城市當中，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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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華麗一英里之稱，並帶您登上威里斯大廈觀景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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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餐後告別美麗的城市，專車前往機場，由領隊為您辦好登機手續，搭機飛返 

  台北，因長途飛行以及時差之故，夜宿機上。 

＊千禧公園：在芝加哥眾多公園當中，是非常值得一看的美麗公園，裡面分散著許多著名建築師所設計 

  的藝術品和野外藝廊、劇院等等，其中又以小丑噴泉、雲門、露天音樂廳最為出名。 

＊普立茲音樂廳：整個建築的頂棚猶如泛起的片片浪花，能容納 7000 人的大型室外露天劇場，由纖細交 

  錯的鋼構，在大草坪上搭起網架天穹，營造了極具視覺衝擊力的公共空間，這與芝加哥早前中規中矩 

  的建築風格形成鮮明的對比，讓人耳目一新。 

＊白金漢噴泉：芝加哥的地標之一，位於格蘭特公園中心，建於 1927 年，此噴泉象徵密西根湖，造型採 

 用洛可可婚禮蛋糕樣式，靈感來自凡爾賽宮的勒托噴泉。 

＊華麗一英里：位在芝加哥河岸北側的密西根大道上，從河畔到橡樹街之間的大道，又稱為華麗一英里， 

  是芝加哥知名的購物大街，街上有名牌商店、百貨公司、購物中心等等。 

◎威里斯大廈觀景台：高約 443 公尺，曾經是世界最高的大樓，目前也是全美的最高大廈，最大特色在 

  於只要花費一分鐘的時間，搭乘快速電梯就可以直達 103 樓的展望台，展望台上以 360 度的超廣角角 

  度可以俯瞰整個芝加哥市區風貌，你也可以挑戰 Skydeck Ledge，在這透明的壓克力景觀台，可以清 

  楚看到下方的道路和車子。 

  門票安排：威里斯大廈觀景台 

  下車參觀：千禧公園、普立茲音樂廳、白金漢噴泉、華麗一英里 

 

千禧公園 白金漢噴泉 威里斯大廈觀景台 普立茲音樂廳 

第 18 天 +第 19 天  台北 TAIPEI 

早餐：機上    午餐：溫暖的家     晚餐：溫暖的家 

住宿：機上 

  返抵闊別多日的家門，想起旅途之中的種種，就讓我們互道珍重再見，將這趟難忘北美五大湖深度賞 

  楓之旅畫下句點，百合旅行社期待下次與您再相會，祝您健康、順心。 

【本行程之各項景點內容，會因現場天氣、車程等因素而有順序上之變動，百合旅行社保留修改之權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