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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CAGO’S FIRST LADY 巡游 • ARCHITECTURECRUISE.COM

前往Chicago Architecture
Center（芝加哥建筑基金会中心）
(111 E. Wacker Dr.) 购票
前往 Riverwalk box office
（Riverwalk 售票处）
(112 E. Wacker Dr.) 购票

4
3

芝加哥滨河步道 密歇根大街与威克大道交叉口(MICHIGAN AVE & WACKER DR.)

访问 Ticketmaster.com/
RiverCruise 或拨打 1-800-9822787 完成预定
通过酒店服务台预订

4 种购票方式

建议提前预订！

建筑

巡

游

东威克大道 111 号 (111 E. WACKER DR.) 提供优惠停车价.

密歇根大街与威克大道交叉口 |东威克大道 112 号 (112 E. WACKER DR.).

出发地点为芝加哥滨河步道
芝加

哥

购买时升级为套票或在 CAC 售票处出示您
的常规巡游船票以购买 CAC 折扣门票。

芝加哥旅行
人气项目

基于
TRIPADVISOR
用户评论

官方

在巡游开始前或结束后参观Chicago
Architecture Center（芝加哥建筑基金会中
心，CAC），获得完整的芝加哥建筑体验。
购买游轮船票即可享受 CAC 门票 5 美
元优惠价（常规价格为 12 美元）！

购买套票更实惠
Chicago Architecture Center | 111 E. Wacker Dr.
architecture.org | @chiarchitecture

CAC 的导赏员是 CAC 游船被认为是“建筑师的选择”和芝加哥唯
一的“官方”建筑游船的一个重要原因。
进行此次精彩的 90 分钟旅程讲解的导赏员，接受了严格的培训，以
扩展和分享他们对芝加哥建筑的知识。
25 年来，搭乘“Chicago’s First Lady”号游轮进行的芝加哥建 筑基金
会中心沿江巡游为数百万游客和芝加哥本地人留下了美好的回 忆。

芝加哥城市故事开始的地方
Chicago Architecture Center（芝加哥建筑基金会中心，CAC）
位于游轮码头的正上方，拥有两层极具吸引力的展品。这个深受欢迎
的新景点集中了世界各地著名摩天大楼的超大型模型， 包含 4200
多座微型建筑的城市模型以及为设计爱好者提供的礼品店等等。

CHICAGO ARCHITECTURE CENTER
（芝加哥建筑基金会中心）
美元+适用税费

价格
美元起

48.18

搭乘 CHICAGO’S FIRST LADY

购买巡游套票，比原价优惠 7 美元

常规巡游
$

常规巡游

包括参观芝加哥建筑中心

+$5 CAC
升级

芝加哥建筑基金会中心

芝加哥建筑基金会中心

常规巡游

搭乘 CHICAGO’S FIRST LADY
建筑师的 不二之选
无论对于外来游客还是芝加哥本地人来 说，搭乘“Chicago’s First Lady”
号游轮进行芝加哥建筑基金会中心沿 江巡游 都不失为“必游”之旅。经过
专业培训的热情讲解员会详细介绍芝加哥的各种建筑风格，以及这座城市的
建造者和设计者的故事。
这将是一次让 您毕生难忘的经历，千万不要选择其他 旅行代替！
• 这是由芝加哥建筑中心组织的唯一巡游项目
• 巡游路线包括芝加哥的全部三条支流
• 游轮上设有温度可控的低层休息室和服务完善的酒吧

建筑巡游

特殊建筑巡游

看看媒体评论怎么说！

价格

暮色巡游

CAC
升级

•价格
•
48.18 美元起
• 3 岁以下儿童：23.62 美
元+适用税费plus tax

持续时间

4 月 17 日-初秋

包括参观芝加哥建筑中心

在日暮时分体验我们的日间巡游。
坐下来，品一杯令人放松的鸡尾酒，
感受这座城市的日夜变幻。

购买巡游套票，比原价优惠 7
美元

90 分钟

晚上游轮之后 5:oopm，请访问
CruiseChicago.com 对于当前的
时间表

出发地点
东威克大道 112 号
(112 E. Wacker Dr.).
从 Michigan Ave. 和 Wacker Dr.
东南角的楼梯进入芝加哥河。.

泊车

芝加哥美景
拍摄巡游

东威克大道 111 号 (111 E. Wacker Drive)。需要确认。了
cruisechicago.com/parking

对于行动不便的游客

〝
〝
〝
〝

在晨光中体验我们的人气旅游项目。
游轮会在三个风景如画的地方停泊，
为您提供完美的留影机会！

进入芝加哥河步道，通过 State St. 和 Wacker Dr.的 ADA
行人坡道，或沿着河边步道下坡。
cruisechicago.com/accessibility

全世界七大〝最神奇的河流巡游″之一 ″
- READER’S DIGEST (《读者文摘》)

最机智、最直接的芝加哥探索″
- CONDE-NAST TRAVELER
(康德纳斯旅行者)

这可谓游览芝加哥的最佳方式″
- HUFFINGTON POST
(《赫芬顿邮报》)

了解这座城市的最独特方式″
- FORBES (《福布斯》)

Chicago’s First Lady 船队提 供
私人派对、婚礼和公司活动巡游，
可容纳多达 250 位客人。

了解更多并查看最新信息 在
CruiseChicago.com 上的时间表

10 人以上团队

有关更多信息，请访问
CruiseChicago.com

提供团体优惠价和预订服务 - 10 人以上团体购票，请致电
312-322-1130 或发送电子邮件至 groupsales@architecture.org

了解游轮船队

CHICAGO’S FIRST LADY

CHICAGO’S FAIR LADY

CHICAGO’S LEADING LADY

CHICAGO’S CLASSIC LADY

CHICAGO’S EMERALD LADY

CHICAGO’S FIRST LADY 巡游 • ARCHITECTURECRUISE.COM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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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往Chicago Architecture
Center（芝加哥建筑基金会中心）
(111 E. Wacker Dr.) 购票
前往 Riverwalk box office
（Riverwalk 售票处）
(112 E. Wacker Dr.) 购票

4
3

芝加哥滨河步道 密歇根大街与威克大道交叉口(MICHIGAN AVE & WACKER DR.)

访问 Ticketmaster.com/
RiverCruise 或拨打 1-800-9822787 完成预定
通过酒店服务台预订

4 种购票方式

建议提前预订！

建筑

东威克大道 111 号 (111 E. WACKER DR.) 提供优惠停车价.

密歇根大街与威克大道交叉口 |东威克大道 112 号 (112 E. WACKER DR.).

出发地点为芝加哥滨河步道
芝加
购买时升级为套票或在 CAC 售票处出示您
的常规巡游船票以购买 CAC 折扣门票。

巡

游
哥

芝加哥旅行
人气项目

基于
TRIPADVISOR
用户评论

官方

在巡游开始前或结束后参观Chicago
Architecture Center（芝加哥建筑基金会中
心，CAC），获得完整的芝加哥建筑体验。
购买游轮船票即可享受 CAC 门票 5 美
元优惠价（常规价格为 12 美元）！

购买套票更实惠
Chicago Architecture Center | 111 E. Wacker Dr.
architecture.org | @chiarchitecture

CAC 的导赏员是 CAC 游船被认为是“建筑师的选择”和芝加哥唯
一的“官方”建筑游船的一个重要原因。
进行此次精彩的 90 分钟旅程讲解的导赏员，接受了严格的培训，以
扩展和分享他们对芝加哥建筑的知识。
25 年来，搭乘“Chicago’s First Lady”号游轮进行的芝加哥建 筑基金
会中心沿江巡游为数百万游客和芝加哥本地人留下了美好的回 忆。

芝加哥城市故事开始的地方
Chicago Architecture Center（芝加哥建筑基金会中心，CAC）
位于游轮码头的正上方，拥有两层极具吸引力的展品。这个深受欢迎
的新景点集中了世界各地著名摩天大楼的超大型模型， 包含 4200
多座微型建筑的城市模型以及为设计爱好者提供的礼品店等等。

CHICAGO ARCHITECTURE CENTER
（芝加哥建筑基金会中心）
美元+适用税费

价格
美元起

$48.18
常规巡游

搭乘 CHICAGO’S FIRST LADY

购买巡游套票，比原价优惠 7 美元

常规巡游

包括参观芝加哥建筑中心

+$5

CAC
升级

芝加哥建筑基金会中心

芝加哥建筑基金会中心

常规巡游

搭乘 CHICAGO’S FIRST LADY
建筑师的 不二之选
无论对于外来游客还是芝加哥本地人来 说，搭乘“Chicago’s First Lady”
号游轮进行芝加哥建筑基金会中心沿 江巡游 都不失为“必游”之旅。经过
专业培训的热情讲解员会详细介绍芝加哥的各种建筑风格，以及这座城市的
建造者和设计者的故事。
这将是一次让 您毕生难忘的经历，千万不要选择其他 旅行代替！
• 这是由芝加哥建筑中心组织的唯一巡游项目
• 巡游路线包括芝加哥的全部三条支流
• 游轮上设有温度可控的低层休息室和服务完善的酒吧

建筑巡游

特殊建筑巡游

价格
• 3 岁以下儿童：23.62 美
元+适用税费plus tax

持续时间
90 分钟

暮色巡游

CAC
升级

•价格
•
48.18 美元起

看看媒体评论怎么说！

4 月 17 日-初秋

包括参观芝加哥建筑中心

在日暮时分体验我们的日间巡游。
坐下来，品一杯令人放松的鸡尾酒，
感受这座城市的日夜变幻。

购买巡游套票，比原价优惠 7
美元

晚上游轮之后 5:oopm，请访问
CruiseChicago.com 对于当前的
时间表

出发地点
东威克大道 112 号
(112 E. Wacker Dr.).
从 Michigan Ave. 和 Wacker Dr.
东南角的楼梯进入芝加哥河。.

泊车

芝加哥美景
拍摄巡游

东威克大道 111 号 (111 E. Wacker Drive)。需要确认。了
cruisechicago.com/parking

对于行动不便的游客

在晨光中体验我们的人气旅游项目。
游轮会在三个风景如画的地方停泊，
为您提供完美的留影机会！

进入芝加哥河步道，通过 State St. 和 Wacker Dr.的 ADA
行人坡道，或沿着河边步道下坡。
cruisechicago.com/accessibility

了解更多并查看最新信息 在
CruiseChicago.com 上的时间表

10 人以上团队
提供团体优惠价和预订服务 - 10 人以上团体购票，请致电
312-322-1130 或发送电子邮件至 groupsales@architecture.org

〝
〝
〝
〝

全世界七大〝最神奇的河流巡游″之一 ″
- READER’S DIGEST (《读者文摘》)

最机智、最直接的芝加哥探索″
- CONDE-NAST TRAVELER
(康德纳斯旅行者)

这可谓游览芝加哥的最佳方式″
- HUFFINGTON POST
(《赫芬顿邮报》)

了解这座城市的最独特方式″
- FORBES (《福布斯》)

Chicago’s First Lady 船队提 供
私人派对、婚礼和公司活动巡游，
可容纳多达 250 位客人。
有关更多信息，请访问
CruiseChicago.com

了解游轮船队

CHICAGO’S FIRST LADY

CHICAGO’S FAIR LADY

CHICAGO’S LEADING LADY

CHICAGO’S CLASSIC LADY

CHICAGO’S EMERALD LAD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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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CAGO’S FIRST LADY 巡游 • ARCHITECTURECRUISE.COM

前往Chicago Architecture
Center（芝加哥建筑基金会中心）
(111 E. Wacker Dr.) 购票
前往 Riverwalk box office
（Riverwalk 售票处）
(112 E. Wacker Dr.) 购票

4
3

芝加哥滨河步道 密歇根大街与威克大道交叉口(MICHIGAN AVE & WACKER DR.)

访问 Ticketmaster.com/
RiverCruise 或拨打 1-800-9822787 完成预定
通过酒店服务台预订

4 种购票方式

建议提前预订！

建筑

巡

游

东威克大道 111 号 (111 E. WACKER DR.) 提供优惠停车价.

密歇根大街与威克大道交叉口 |东威克大道 112 号 (112 E. WACKER DR.).

出发地点为芝加哥滨河步道
芝加

哥

购买时升级为套票或在 CAC 售票处出示您
的常规巡游船票以购买 CAC 折扣门票。

芝加哥旅行
人气项目

基于
TRIPADVISOR
用户评论

官方

在巡游开始前或结束后参观Chicago
Architecture Center（芝加哥建筑基金会中
心，CAC），获得完整的芝加哥建筑体验。
购买游轮船票即可享受 CAC 门票 5 美
元优惠价（常规价格为 12 美元）！

购买套票更实惠
Chicago Architecture Center | 111 E. Wacker Dr.
architecture.org | @chiarchitecture

CAC 的导赏员是 CAC 游船被认为是“建筑师的选择”和芝加哥唯
一的“官方”建筑游船的一个重要原因。
进行此次精彩的 90 分钟旅程讲解的导赏员，接受了严格的培训，以
扩展和分享他们对芝加哥建筑的知识。
25 年来，搭乘“Chicago’s First Lady”号游轮进行的芝加哥建 筑基金
会中心沿江巡游为数百万游客和芝加哥本地人留下了美好的回 忆。

芝加哥城市故事开始的地方
Chicago Architecture Center（芝加哥建筑基金会中心，CAC）
位于游轮码头的正上方，拥有两层极具吸引力的展品。这个深受欢迎
的新景点集中了世界各地著名摩天大楼的超大型模型， 包含 4200
多座微型建筑的城市模型以及为设计爱好者提供的礼品店等等。

CHICAGO ARCHITECTURE CENTER
（芝加哥建筑基金会中心）
美元+适用税费

价格
美元起

48.18

搭乘 CHICAGO’S FIRST LADY

购买巡游套票，比原价优惠 7 美元

常规巡游
$

常规巡游

包括参观芝加哥建筑中心

+$5 CAC
升级

芝加哥建筑基金会中心

芝加哥建筑基金会中心

常规巡游

搭乘 CHICAGO’S FIRST LADY
建筑师的 不二之选
无论对于外来游客还是芝加哥本地人来 说，搭乘“Chicago’s First Lady”
号游轮进行芝加哥建筑基金会中心沿 江巡游 都不失为“必游”之旅。经过
专业培训的热情讲解员会详细介绍芝加哥的各种建筑风格，以及这座城市的
建造者和设计者的故事。
这将是一次让 您毕生难忘的经历，千万不要选择其他 旅行代替！
• 这是由芝加哥建筑中心组织的唯一巡游项目
• 巡游路线包括芝加哥的全部三条支流
• 游轮上设有温度可控的低层休息室和服务完善的酒吧

建筑巡游

特殊建筑巡游

看看媒体评论怎么说！

价格

暮色巡游

CAC
升级

•价格
•
48.18 美元起
• 3 岁以下儿童：23.62 美
元+适用税费plus tax

持续时间

4 月 17 日-初秋

包括参观芝加哥建筑中心

在日暮时分体验我们的日间巡游。
坐下来，品一杯令人放松的鸡尾酒，
感受这座城市的日夜变幻。

购买巡游套票，比原价优惠 7
美元

90 分钟

晚上游轮之后 5:oopm，请访问
CruiseChicago.com 对于当前的
时间表

出发地点
东威克大道 112 号
(112 E. Wacker Dr.).
从 Michigan Ave. 和 Wacker Dr.
东南角的楼梯进入芝加哥河。.

泊车

芝加哥美景
拍摄巡游

东威克大道 111 号 (111 E. Wacker Drive)。需要确认。了
cruisechicago.com/parking

对于行动不便的游客

〝
〝
〝
〝

在晨光中体验我们的人气旅游项目。
游轮会在三个风景如画的地方停泊，
为您提供完美的留影机会！

进入芝加哥河步道，通过 State St. 和 Wacker Dr.的 ADA
行人坡道，或沿着河边步道下坡。
cruisechicago.com/accessibility

全世界七大〝最神奇的河流巡游″之一 ″
- READER’S DIGEST (《读者文摘》)

最机智、最直接的芝加哥探索″
- CONDE-NAST TRAVELER
(康德纳斯旅行者)

这可谓游览芝加哥的最佳方式″
- HUFFINGTON POST
(《赫芬顿邮报》)

了解这座城市的最独特方式″
- FORBES (《福布斯》)

Chicago’s First Lady 船队提 供
私人派对、婚礼和公司活动巡游，
可容纳多达 250 位客人。

了解更多并查看最新信息 在
CruiseChicago.com 上的时间表

10 人以上团队

有关更多信息，请访问
CruiseChicago.com

提供团体优惠价和预订服务 - 10 人以上团体购票，请致电
312-322-1130 或发送电子邮件至 groupsales@architecture.org

了解游轮船队

CHICAGO’S FIRST LADY

CHICAGO’S FAIR LADY

CHICAGO’S LEADING LADY

CHICAGO’S CLASSIC LADY

CHICAGO’S EMERALD LADY

2
1

CHICAGO’S FIRST LADY 巡游 • ARCHITECTURECRUISE.COM

前往Chicago Architecture
Center（芝加哥建筑基金会中心）
(111 E. Wacker Dr.) 购票
前往 Riverwalk box office
（Riverwalk 售票处）
(112 E. Wacker Dr.) 购票

4
3

芝加哥滨河步道 密歇根大街与威克大道交叉口(MICHIGAN AVE & WACKER DR.)

访问 Ticketmaster.com/
RiverCruise 或拨打 1-800-9822787 完成预定
通过酒店服务台预订

4 种购票方式

建议提前预订！

建筑

巡

游

东威克大道 111 号 (111 E. WACKER DR.) 提供优惠停车价.

密歇根大街与威克大道交叉口 |东威克大道 112 号 (112 E. WACKER DR.).

出发地点为芝加哥滨河步道
芝加

哥

购买时升级为套票或在 CAC 售票处出示您
的常规巡游船票以购买 CAC 折扣门票。

芝加哥旅行
人气项目

基于
TRIPADVISOR
用户评论

官方

在巡游开始前或结束后参观Chicago
Architecture Center（芝加哥建筑基金会中
心，CAC），获得完整的芝加哥建筑体验。
购买游轮船票即可享受 CAC 门票 5 美
元优惠价（常规价格为 12 美元）！

购买套票更实惠
Chicago Architecture Center | 111 E. Wacker Dr.
architecture.org | @chiarchitecture

CAC 的导赏员是 CAC 游船被认为是“建筑师的选择”和芝加哥唯
一的“官方”建筑游船的一个重要原因。
进行此次精彩的 90 分钟旅程讲解的导赏员，接受了严格的培训，以
扩展和分享他们对芝加哥建筑的知识。
25 年来，搭乘“Chicago’s First Lady”号游轮进行的芝加哥建 筑基金
会中心沿江巡游为数百万游客和芝加哥本地人留下了美好的回 忆。

芝加哥城市故事开始的地方
Chicago Architecture Center（芝加哥建筑基金会中心，CAC）
位于游轮码头的正上方，拥有两层极具吸引力的展品。这个深受欢迎
的新景点集中了世界各地著名摩天大楼的超大型模型， 包含 4200
多座微型建筑的城市模型以及为设计爱好者提供的礼品店等等。

CHICAGO ARCHITECTURE CENTER
（芝加哥建筑基金会中心）
美元+适用税费

价格
美元起

48.18

搭乘 CHICAGO’S FIRST LADY

购买巡游套票，比原价优惠 7 美元

常规巡游
$

常规巡游

包括参观芝加哥建筑中心

+$5 CAC
升级

芝加哥建筑基金会中心

芝加哥建筑基金会中心

常规巡游

搭乘 CHICAGO’S FIRST LADY
建筑师的 不二之选
无论对于外来游客还是芝加哥本地人来 说，搭乘“Chicago’s First Lady”
号游轮进行芝加哥建筑基金会中心沿 江巡游 都不失为“必游”之旅。经过
专业培训的热情讲解员会详细介绍芝加哥的各种建筑风格，以及这座城市的
建造者和设计者的故事。
这将是一次让 您毕生难忘的经历，千万不要选择其他 旅行代替！
• 这是由芝加哥建筑中心组织的唯一巡游项目
• 巡游路线包括芝加哥的全部三条支流
• 游轮上设有温度可控的低层休息室和服务完善的酒吧

建筑巡游

特殊建筑巡游

看看媒体评论怎么说！

价格

暮色巡游

CAC
升级

•价格
•
48.18 美元起
• 3 岁以下儿童：23.62 美
元+适用税费plus tax

持续时间

4 月 17 日-初秋

包括参观芝加哥建筑中心

在日暮时分体验我们的日间巡游。
坐下来，品一杯令人放松的鸡尾酒，
感受这座城市的日夜变幻。

购买巡游套票，比原价优惠 7
美元

90 分钟

晚上游轮之后 5:oopm，请访问
CruiseChicago.com 对于当前的
时间表

出发地点
东威克大道 112 号
(112 E. Wacker Dr.).
从 Michigan Ave. 和 Wacker Dr.
东南角的楼梯进入芝加哥河。.

泊车

芝加哥美景
拍摄巡游

东威克大道 111 号 (111 E. Wacker Drive)。需要确认。了
cruisechicago.com/parking

对于行动不便的游客

〝
〝
〝
〝

在晨光中体验我们的人气旅游项目。
游轮会在三个风景如画的地方停泊，
为您提供完美的留影机会！

进入芝加哥河步道，通过 State St. 和 Wacker Dr.的 ADA
行人坡道，或沿着河边步道下坡。
cruisechicago.com/accessibility

全世界七大〝最神奇的河流巡游″之一 ″
- READER’S DIGEST (《读者文摘》)

最机智、最直接的芝加哥探索″
- CONDE-NAST TRAVELER
(康德纳斯旅行者)

这可谓游览芝加哥的最佳方式″
- HUFFINGTON POST
(《赫芬顿邮报》)

了解这座城市的最独特方式″
- FORBES (《福布斯》)

Chicago’s First Lady 船队提 供
私人派对、婚礼和公司活动巡游，
可容纳多达 250 位客人。

了解更多并查看最新信息 在
CruiseChicago.com 上的时间表

10 人以上团队

有关更多信息，请访问
CruiseChicago.com

提供团体优惠价和预订服务 - 10 人以上团体购票，请致电
312-322-1130 或发送电子邮件至 groupsales@architecture.org

了解游轮船队

CHICAGO’S FIRST LADY

CHICAGO’S FAIR LADY

CHICAGO’S LEADING LADY

CHICAGO’S CLASSIC LADY

CHICAGO’S EMERALD LADY

建筑师的 不二之选

芝加哥建筑基金会中心

常规巡游

芝加哥官方建筑巡游

搭乘 CHICAGO’S FIRST LADY

我 们 备 受 赞 誉 的 巡 游 中 将 观 赏 到 5 0 多 个 重 要 景 点 ， 以 下是其中的几个亮点

WRIGLEY
BUILDING
竣工时间：1924 年

HISTORIC MONTGOMERY WARD
COMPLEX

高度：121 米
建筑设计师：Graham,
Anderson, Probst & White

竣工时间：1908 年

箭牌大厦是模仿西班牙塞
维利亚主教堂的吉拉达钟
楼建造的。它坐落在密
歇根大街与芝加哥河的
交接处，是进入“华丽
一英里”（Magnificent
Mile）的第一座亦或是最
宏伟的建筑。

建筑设计师：Richard E. Schmidt, Garden
& Martin
美国历史最悠久的邮购公司蒙哥马利沃德
（Montgomery Ward）的前国家总部。它
在建成时是全世界最大的钢筋混凝土建筑，可
处理数百万份目录订单。

MERCHANDISE
MART

MARINA CITY（马利纳城）

竣工时间：1930 年

建筑设计师：Bertrand Goldberg

高度：103.6 米

这些被设计为“城中之城”的住宅混合建筑是一项城市实验，旨在让芝
加哥人历经十年郊区迁移后回到城市。Goldberg 认为，既然自然界中
不存在直角，那么建筑中也不应该存在直角。因此，每套公寓的外观都
呈馅饼弯曲状。

竣工时间：1967 年

建筑设计师：Graham,
Anderson, Probst & White
商品市场面积大，曾经拥有
专属的邮政编码。开业时是
世界上最大的建筑，建筑面
积 37.2 万平方米。

高度：179.22 米

在芝加哥河
河口掉头

333 WEST WACKER
（西瓦克大道 333 号）
150 NORTH RIVERSIDE
(北河滨大道 150 号)

竣工时间： 1983 年

高度： 149 米

建筑设计师：Kohn Pedersen Fox
这栋大厦一直是芝加哥人最喜欢的建筑之
一。大厦外墙的弧度与河流走向呼应，蓝
绿色玻璃墙面倒映出蓝天和绿色河流，与
周围环境相得益彰。

竣工时间：2017 年
高度：221 米
建筑设计师：Goettsch
Partners
这座 54 层的建筑不畏重
力，以异常狭窄的底座和
宽阔的顶部创造了工程奇
迹。建筑的上层载有 16
万加仑的水以消减建筑的
摇晃。

ST. REGIS CHICAGO
(芝加哥圣瑞吉斯)
竣工时间：2020 年

LYRIC OPERA HOUSE (芝加哥歌剧院)
竣工时间：1929 年

高度：162.2 米

建筑设计师：Graham, Anderson, Probst & White
歌剧院形似一座巨大的宝座，其规划和建造仅耗时 22
个月。它是全美仅次于纽约的第二大歌剧院，有 3563
个座位，一座 45 层的办公楼和两座 22 层的翼楼。

高度：365 米
建筑设计师：Jeanne Gang
受大自然的启发，芝加哥
最引人注目的最新天际线
扩建工程竣工，将成为
杰出的建造里程碑。芝加
哥圣瑞吉斯目前是芝加哥
第三高的建筑，其独特的
外墙上覆盖有六种不同形
状的玻璃。

WILLIS TOWER (威利斯大厦)
竣工时间：1974 年

高度：443 米

建筑设计师：Skidmore, Owings and Merrill
威利斯大厦，又称西尔斯大厦，在建成后的近
25 年里，一直保持着全世界最高建筑的称号。
该建筑高达 110 层，采用管束系统的创新结构
设计，为今日的超高层建筑奠定了基础。

在 River City
调头

旅游指南
座位与小窍门

船票与抵达时间
提前购买，船票经常会售空！

•

保证舱外有座

•

无纸化手机购票

•

无需对号入座 (未指定座位)

•

在我们的码头售票处领取“Will Call”票

•

设有温度可控的舱内休息室

•

出发前 30 分钟抵达

•

带上防晒霜（如果忘记带，可以在酒吧购买！）

•

所有游客（包括所有年龄段的儿童）都必须购票

•

带上太阳镜、面罩或帽子，因为阳光可能会影响您欣赏建筑物

•

巡游不会因为天气原因而取消；概不退票或换票

•

每个美国海岸警卫队和部门需要的口罩运输法规

•

芝加哥旅行第一站！
请提前订座，以免错过参观芝加哥河全部三条支流的巡游 之旅。

马上访问 TICKETMASTER.COM/RIVERCRUISE 或致电 1-800-982-2787 购票

享受我们的
全方位服务

酒吧

整个巡游过程中，可随意购买零
食、啤酒、葡萄酒、鸡尾酒、柠
檬水和软饮料。

@ CFLcruises
@ chiarchitecture
# CAFCcruis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