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全旅假期**戀戀楓情 

 

6A_金秋_新英格蘭賞楓6A(山頂賞楓)*買 2 送 1* 

價格: 第 1,2人:usd565/人, 第 3人 : free, 第 4人 : usd375 

出发日期:  (賞楓僅 5團) 9/13, 9/20,9/27,10/4,10/11 (周三) 

 

第 1天 波士顿  

由原居地飞往波士顿，4:00pm – 9:00pm (免費接機) 与导游在行李提取处会合，前往酒店

下榻，或者下午 4点半左右，在波士顿中国城(81 Harrison Ave, Boston, MA 02111) 与导游

汇合，前往波士顿酒店。无额外接送费用。 

Standard Hotel: Comfort Inn 或同级 

 

第 2 天 

波士顿 - 金库镇 - 约克 - 波士顿   

早上出发前往缅因州金库镇。我们将在帕金斯湾乘坐龙虾船出海体验捕龙虾游，学习龙虾的相关

知识，并品尝鲜美可口的龙虾大餐，并参观金库镇剧院。随后前往约克，参观纳布尔灯塔，停留

缅因州 Kittery 品牌折扣购物中心购物。 

 金库镇 (Ogunquit, ME) 

金库镇又名鳌金库，来自于本地土著语，它的意思是“依偎着海湾的美丽之地”，这个小镇

始建于 1641 年是第一个拥有内井的村落。我们将在龙虾湾乘坐龙虾船出海亲自体验捉龙

虾的乐趣，学习龙虾的相关知识，并品尝鲜美可口的龙虾大餐。  



  
 

 

帕金斯湾 (Perkins Cove) 

帕金斯湾是奥甘奎特地区的一个小渔村。整个渔村的大街小巷星罗棋布着各式精美的礼品

小店，工艺品店和美味的海鲜餐厅。游客可尽情在此度过休闲的一日。  

捕龙虾游 (Lobster Fishing Trip) 

在这一趟有趣的捕龙虾之旅中，我们将充分享受新英格兰地区的出海龙虾的乐趣。缅因的

波特兰海岸盛产龙虾，龙虾肉质更是鲜美无比，十分美味。 

  

金库镇剧院 (Ogunquit Playhouse) 

缅因金库镇剧院是第一所也是唯一一所海边夏日剧院，其被称赞为海边的百老汇。你是否

曾经想象过美国专业舞台剧场的后台长什么样子？你是否想了解剧场后台故 事？加入我们

一起去参观化妆室及后台。我们专业的导游将与您分享他们丰富的剧场历史故事，并向您

介绍成百上千的曾经登上舞台的明星。  

 约克 (York Beach, ME) 

纳布尔灯塔 (Nubble Light) 

这是座历史悠久的灯塔，因在 1879 年的时候，海角东边的一个小岩石岛第一次被点亮，

白色梦幻般的灯塔屹立在蓝得透彻的天空下，高约 27 米，安静宁和。  

Kittery 品牌折扣购物中心 (Kittery Premium Outlets) 

位处于缅因州的 Kittery 品牌直销工厂店为游客提供了最优惠的折扣价格和宽敞舒适的购物

环境。云集众多名牌有 Polo Ralph Lauren, J. Crew 等等。  



  
 

 

Standard Hotel: Holiday Inn Mansfield-Foxboro Area 或同级 

 

第 3 天 

波士顿 - 普利茅斯 - 新港 - 波士顿  

踏着清晨的阳光，出发直达有着“美国故乡”之称的普利茅斯，参观普利茅斯种植园、普利茅斯岩、

普利茅斯水牛磨坊行程始于普利茅斯海岸巨硕，几十世纪的风蚀水腐铸就了斑驳沧桑的面容，但

它依然屹立，是对 1620 年 102 名英国清教徒乘坐“五月花”号在新英格兰登陆的纪念。离开普利茅

斯，前往美国占地面积最小的州，罗德岛州，以其绚丽的海景闻名于世。前往新港市的国家历史

地标 - 听涛山庄参观。行程结束返回波士顿。 

 普利茅斯 (Plymouth, MA) 

普利茅斯种植园 (Plimoth Plantation) 

位于马萨诸塞州，是一座活生生的博物馆，旨在告诉欧洲人从大洋彼岸远航来此定居和当

地人的生活。时间似乎永远停在了 1627 年。  

门票 (自费): 成人 $28; 儿童 (11岁以下) $16; 老人 (65岁以上) $26; 门票不包括参观

五月花号  

普利茅斯岩 (Plymouth Rock) 

上面刻着“1620”的字样，据传是新移民涉过浅滩,踏上美洲大陆的第一块“石头”，如今有雄 

伟的建筑, 供养在普利茅斯的港边。  



  
 

 

普利茅斯水车磨坊 (Plimoth Grist Mill) 

向游客展示了近 400 年前美国人的生存方式。殖民者们制造了用来碾碎玉米的水车磨粉机，

用水力驱动碾磨取代了之前的手工碾磨，改变了他们加工事物的方式。  

五月花号 (Mayflower II) 

五月花号是一艘十七世纪航海船的复制品。在朝圣者们发现普利茅斯港口前，这艘船搭载

着他们穿过大西洋。五月花号供游客参观游览体验航行开拓新世界。  

五月花号自 2016年 11月 1日起进行修缮，在此期间，公众无法参观。  

 新港 (Newport, RI) 

新港位于美国罗得岛州南部，面积 29.7 平方公里。是新英格兰的避暑胜地，以豪宅著称。

新港 18 世纪的重要港口城市，现在为著名旅游避暑胜地。  

听涛山庄 (Breakers Mansion) 

是船长科尼利尔斯·范德比尔特为其家族建造的避暑山庄，共 70 个房间，山庄背靠大海，

大海拍击崖壁的浪涛声不绝于耳，故此得名，现为美国国家历史景点。有中文语音讲解 

。  

Standard Hotel: Quality Inn Bangor 或同级 

第 4 天 

威尼斯湖 - 炮台山- 白山溪谷   

早晨出发开往北边的新罕布什尔州，我们将到威尼斯湖游船，欣赏湖景风光。接着我们会将搭乘

缆车登上炮台山。游览白山国家森林 



  
 

 

 埃拉科亚州立公园 (Ellacoya State Park, NH) 

温尼珀索基湖游船 (Winnipesaukee Lake Cruise) 

作为新罕布什尔州第一大湖，新英格兰地区第三大湖，威尼斯湖在一个多世纪的时光里备

受旅游度假者的青睐。 威尼斯湖游船将带大家漫游鹰岛海峡和钻石岛。 

 弗肯尼亚州立公园 (Franconia Notch State Park, NH) 

炮台山缆车 (Cannon Mountain Aerial Tramway) 

位于弗肯尼亚州立公园的炮台山是滑雪、攀岩、登山者爱好者的必游之地。一架可供 80

人同时乘坐的缆车会把我们带到炮台山 2000 尺的高空中一览群山美景 

。  

2017-06-02至 2017-10-15  

白山溪谷 (Flume Gorge) 

白山溪谷也称为涓流溪谷 - 位于弗肯尼亚州立公园自由山山脚，大自然的鬼斧神工留下了

这条 800 英尺长的的峡谷。一条条瀑布将山泉倾泻于山涧，一缕缕溪水缠绵起伏在峡谷之

中。  

Standard Hotel: Colonnade Inn, Lynburke Motel 

第 5 天 

白山国家森林 - 华盛顿山 - 百威啤酒厂- 波士顿  

今天我们会从白山国家森林开始，参观华盛顿山。在我们回波士顿的路上，我们将会参观梅里马

克的百威啤酒厂，和新罕布什尔州政府。 



  
 

 

 白山国家森林公园 (White Mountain National Forest, NH) 

 

白山国家森林公园位于美国新罕布什尔州，这里以景色优美著称。秋天可在这里搭乘列车

赏枫赏落叶，感受五彩斑斓的景色；冬天，这里变为有名的滑雪胜地，同样吸引着大量游

客。  

华盛顿山 (Mount Washington) 

海拔 6,288 英尺（1,917 米）的华盛顿山不仅是美东最高的山峰，同时还因其变化无常的

天气闻名遐迩。峰顶吹着世界上最快的风，风速达 231 迈/小时（372 千米/小时）。  

华盛顿山登山铁路 (Mount Washington Cog Railway) 

作为世界上第一架登山齿轨火车，华盛顿登山铁路于 1868 年第一次开通，由环保的生物

柴油发动。它行驶在多达 37％倾斜在陡坡上，现在仍然是世界上第二陡 峭的铁路，。山

顶建有华盛顿山天文台、华盛顿山电视发射台等建筑。在近一小时的火车行驶中，尽可将

美景收入眼底。  

 梅丽马克 (Merrimack, NH) 

百威啤酒厂 (Anheuser-Busch Brewery Tours) 

游览世界知名的百威啤酒厂，近距离体验观察啤酒制作的每一个环节。当然！也少不了品

尝啤酒这个重要环节了！快来和你的朋友家人来把酒言欢吧~  

 康科德 (Concord, NH) 

新罕布什尔州政府 (New Hampshire State House) 

全美国最古老的州政府，自 1819 年建成后一直使用至今  



  
 

 

Standard Hotel: Holiday Inn Mansfield-Foxboro Area 或同级 

第 6 天 

波士顿  

以参观两个世界级的高等学府 – 哈弗大学和麻州理工大学开始我们一天的行程。接下来参观波士

顿著名的遗址：于 1795 至 1797 年间建在碧肯山的州议会大厦，在此可俯瞰波士顿公园。也有机

会自费参加海上巡游，可领略波士顿壮观的地平线与查尔斯河风光。下午参观约翰·F·肯尼迪总统

图书馆，三一教堂，这家图书馆是对国家第 35 届总统和那些通过政治追寻全新而更美好世界人们

的纪念。接下来继续参观波士顿市中心，波士顿公园和昆西市场，也叫法尼维厅市场，它坐落在

波士顿金融区域，是美国最古老的聚会场所之一。之后送往波士顿洛根将军国际机场，旅程结束。 

 波士顿 (Boston, MA) 

 

波士顿，是美国马萨诸塞州的首府和最大城市，也是新英格兰地区的最大城市。它的经济

基础是科研、金融与技术，特别是生物工程，并被认为是一个全球性城市和国际化大都市。  

麻省理工学院 (MIT) 

 

位于波士顿的一所综合性私立大学，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全世界都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力，是

全球高科技和高等研究的先驱领导大学。  

哈佛大学 (Harvard University) 

 

位于波士顿剑桥城的私立大学，常春藤盟校成员之一。在世界上享有顶尖大学声誉、财富

和影响力的学校，被誉为美国政府的思想库，经常名列全球大学第一位。  



  
 

 

波士顿港游船 (Boston Harbor Cruise) 

从水上游览波士顿，见证这里的历史，人物，遗址，故事 以及其他的许许多多——波士顿

拥有着这一切。波士顿港游船向您展现了这样一个迷人的城市。  

昆西市场 (Quincy Market) 

 

波士顿著名的购物场所，市场的中央建筑内有许多的美食摊位，相邻的 2 栋是时装、装饰

品、珠宝与礼品店，也有很多具有历史价值的建筑物，游览购物两不误。  

马萨诸塞州议会大厦 (Massachusetts State House) 

 

建于 1798 年，别具一格的州议会大厦的金色圆顶长期以来一直是波士顿市的标志。它被

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描述为“太阳系中心”。  

肯尼迪总统图书馆博物馆 (John F. Kennedy Presidential Library and 

Museum) 

是美国第 35 任总统约翰·肯尼迪的总统图书馆，坐落于波士顿近郊多尔切斯特的哥伦比亚

角。是肯尼迪政府原始资料和函件的官方存放地点，包括各种特殊资料。  

三一教堂 (Trinity Church) 

 

高达 26 公尺的尖塔是最显着的特征，玫瑰色砂岩的外观与铜雕大门让它风风光光。三一

教堂于 1885 年被选为美国十大建筑，一百年后再次评为全美十大建筑。  



  
 

 

波士顿公园 (Boston Common) 

 

位于波士顿市中心，面积 59 英亩。是波士顿城最为核心的地方，也自由行迹（Freedom 

Trail）的起始点和美国年代最久的公园。  

o 请提供美国本地直接联系电话，如果因未提供美国本地直接联系电话而误了接机时

间，客人应当自己承担相应损失。  

 客人也可选择在下列时间地点等候被送往酒店： 

o 4:30 PM at 81 Harrison Ave, Boston, MA  
o 5PM at 88 Beach Street, Boston, MA  

 回程航班安排：最后一天还有活动，请预定 6:00pm 以后在波士顿机场起飞的航班。 

 自费项目：  

目的地 成人 儿童 老人 

波士顿 
   

波士顿港游船 (自费) $23 $19 (11 岁以下) $21 (65 岁以上) 

埃拉科亚州立公园 
   

温尼珀索基湖游船 (自费) $32 $16 (11 岁以下) $32 (65 岁以上) 

弗肯尼亚州立公园 
   

炮台山缆车 (自费) $17 $14 (12 岁以下) $17 (65 岁以上) 

白山溪谷 (自费) $16 $13 (11 岁以下) $16 (65 岁以上) 

梅丽马克 
   

百威啤酒厂 (自费) $7 / $7 



  
 

 

目的地 成人 儿童 老人 

新港 
   

听涛山庄 (自费) $24 $8 (17 岁以下) $24 (65 岁以上) 

金库镇 
   

捕龙虾游 (自费) $30 $20 (12 岁以下) $30 

金库镇剧院 (自费) $10 $10 $10 

普利茅斯 
   

五月花号 (自费) $12 $8 (3-11 岁) $11 (65 岁以上) 

普利茅斯水车磨坊 (自费) $7 $5 (5-12 岁) $6 (65 岁以上) 

普利茅斯种植园 (自费) $28 $16 (11 岁以下) $26 (65 岁以上) 

普利茅斯种植园与五月花号套票 (自费) $31 $20 (12 岁以下) $28 (65 岁以上) 

白山国家森林公园 
   

华盛顿山 (自费) 免费 免费 (11岁以下) 免费 (62岁以上) 

华盛顿山登山铁路 (自费) $69 $39 (12 岁以下) $65 (65 岁以上) 

o 价格时常波动；不再另行通知。 

o 门票付现金，可以由导游统一购买。 

 机票 

 膳食，酒水不包含在团费里（导游只负责安排）。 

 小费（建议每人每天需支付$9）。 

 酒店内私人性质费用，如洗衣费、电话费等。 

 任何私人性质费用。 



  
 

 

 城市通卡： 本团恕不接受城市通卡，请见谅。景点门票需向导游购买，若您从其他途经购

买门票，我们将不提供交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