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英格蘭六天六州（尊享系列） 

出發日期： 9/28/2017, 10/5/2017, 10/12/2017 (週四) 

團號：NY6NE       

價格目錄： 

兩人一房 第三人同房 第四人同房 單人房 

$966/位 $596 $596 $1296 

 

行程特色： 

1. 【VIP】尊享小眾團，一人成團，每車不超過十三位客人。全程賓士高頂、司導分開。資

深導遊全程陪同客人遊覽。 

2. 【體驗】輕鬆遊，每天在豪華酒店享用過熱早餐後再出發。 

3. 【效率】專業行程設計，七天玩遍新英格蘭所有六州，不走回頭路。 

4. 【深度】入內參觀甘迺迪總統博物館，親臨哈佛大學校園和哈佛自然史博物館，入內參觀

麻省理工大學。 

5. 【特別】參觀世界第一大啤酒品牌--百威的製作過程，免費品嘗最新鮮啤酒。新罕布什爾

州免稅購物。 

6. 【美景】美東最高山—“長白山”；全美最上鏡燈塔—波特蘭燈塔，大詩人朗費羅名作《燈

塔》靈感發源地；羅德島新港市鍍金時代美國巨富夏宮豪宅。 

7. 【吃貨】新英格蘭地道美食：生蠔、龍蝦、蛤蜊濃湯、蘋果西打、藍莓松餅、楓漿糖、

Moxie汽水、南瓜派、新英格蘭鱈魚。 

8. 【個性】穿梭於風景小道，無需自駕的“自駕體驗”！ 

暢遊：紐約、康涅狄格州、羅德島州、麻塞諸塞州、新罕布什爾州、緬因州、佛蒙特州  

出發地點 地址 出發時間 

Manhattan, NY 
113 Bowery St, New York, NY 10002 

(曼哈頓-唐人街) 
8:00AM 

Flushing, NY 
133-30 39th Ave, Flushing, NY 11354 

(法拉盛-敦城海鮮酒家門口) 
7:00AM 

Brooklyn, NY 

（*只接不送） 

6102 8th Ave, Brooklyn, NY 11220 

(匯豐銀行 HSBC Bank 門口) 
7:00AM 



 
行程資訊 

*行程時間、順序僅供參考，具體時間將以當日天氣、交通等情況為准。 

第一天  紐約市區遊 

當日行程

亮點 

紐約地標-帝國大廈，美國象徵-自由女神，世界國寶級藝

術博物館-大都會，海上軍事博物館-大無畏號航空母艦，

世界金融中心-華爾街，世界的十字路口-時代廣場。 



上午 

早餐自理 

早上從紐約出發 

8:10 華爾街 (20 mins) 

(5 miles)↓(30 mins) 

 9:00 帝國大廈(自費，60 mins) 

(1.2 miles)↓(15 mins) 

10:30 時代廣場 (30 mins) 

(1 miles)↓(10 mins) 

11:30 自由女神觀光遊船 (自費，50 mins) 

午餐 13:00 美式速食(30 mins) 

下午 13:30 大無畏號航空母艦 (自費，60 mins) 

(3 miles)↓(5 mins) 

15:00 大都會博物館 (自費，120 mins) 

晚餐 18:00 美式速食(30 mins) 

晚上 

20:00 抵達酒店：Sheraton Stamford(Booking.com 評分
8.6)/ Hilton Stamford Hotel&Executive Meeting 

Center(Booking.com 評分 7.8) 

  

 

第二天 康涅狄格州耶魯大學-羅德島州聽濤山莊 

當日行程

亮點 

耶魯大學所在地、憲法之州—康涅狄格州。神秘村小鎮

風情，海洋之州羅德島：富豪別墅--聽濤山莊。 

上午 

酒店享用早餐 

8:30 從酒店出發 

9:30 耶魯大學 (自費，60 mins) 

(55 miles)↓(65 mins) 

11:30 神秘村 (30 mins) 

午餐 11:50 神秘村小鎮特色午餐: 生蠔 (50 mins) 

下午 
(50 miles)↓(65 mins) 

14:30 聽濤山莊 (自費，90 mins) 



(40 miles)↓(60 mins) 

羅德島州首府：普羅旺登斯 

晚餐 17:00 普羅旺登斯美式特色餐 (50 mins) 

晚上 

19:00 抵達酒店：Sheraton Providence Airport(Booking.com 

評分 7.0)/ Holiday Inn Mansfield-Foxboro 

Area(Booking.com 評分 7.7) 

 

第三天 羅德島州普利茅斯-麻薩諸塞州波士頓 

當日行程

亮點 

海灣之州—麻塞諸塞州。普利茅斯移民石、種植園，甘

迺迪總統博物館，波士頓水陸兩栖鴨子船深度探索波士

頓，哈佛大學、麻省理工學院、昆西市場，晚上享用波

士頓龍蝦大餐。 

上午 

酒店享用早餐 

8:00 從酒店出發 

9:00 普利茅斯種植園 (自費，90 mins) 

(3 miles)↓(10 mins) 

10:40 普利茅斯移民石 (15 mins) 

(37 miles)↓(55 mins) 

12:00 甘迺迪總統圖書館(自費，60 mins) 

午餐 13:00 美式速食 (30 mins) 

下午 

(5 miles)↓(30 mins) 

14:15 波士頓鴨子船+基督教科學派第一教會 (自費，90 

mins) 

(3 miles)↓(20 mins) 

16:00 哈佛自然史博物館+哈佛大學校園遊 (自費，90 

mins) 

 (2 miles)↓(15 mins) 

17:45 麻省理工學院(30 mins) 

(2 miles)↓(20 mins) 

18:45 昆西市場 (20 mins) 

(1 miles)↓(10 mins) 

晚餐 19:30 波士頓龍蝦餐 (50 mins) 

晚上 (50 miles)↓(60 mins) 



21:30 抵達酒店：Radisson Hotel Nashua(Booking.com 評分

8.3)/ Crowne Plaza Nashua(Booking.com 評分 8.2) 

 

第四天 新罕布夏-緬因州波特蘭 

當日行程

亮點 

參觀百威啤酒廠，免費品酒，花崗岩州--新罕布夏奧特萊

斯免稅血拼。松樹之州—緬因州造訪波特蘭燈塔、波特

蘭市區領略藝術風情。 

上午 

酒店享用早餐 

9:45 從酒店出發 

(10 miles)↓(15 mins) 

10:00 百威啤酒廠 (90 mins) 

(3 miles)↓(8 mins) 

午餐 11:30 美式速食 (30 mins) 

下午 

12:00 Merrimack 奧特萊斯免稅血拼 (180 mins) 

(110 miles)↓(120 mins) 

17:30 波特蘭燈塔 (30 mins) 

(5 miles)↓(20 mins) 

18:00 波特蘭市區藝術街 (30 mins) 

晚餐 18:30 任選波特蘭市區餐廳 (50 mins) 

晚上 

20:30 抵達酒店：Ramada Plaza Portland(Booking.com 評分

7.8)/ Hilton Garden Inn Portland Airport(Booking.com 評分
8.5) 

 

第五天 白山國家森林公園 

當日行程

亮點 

112 號公路欣賞白山國家森林，乘坐齒輪鐵路登頂美國東

北最高峰，更有溪澗峽谷、登山纜車飽覽群山美景。 

上午 

酒店享用早餐 

8:00 從酒店出發 

(100 miles)↓(150 mins) 

10:30 溪澗峽谷 (自費，60 mins) 

午餐 11:40 美式速食 (30 mins) 

下午 

(5.5 miles)↓(10 mins) 

12:20 炮臺山纜車 (自費，60 mins) 
*由於纜車關閉，10/11/2017 出發的團將改為前往溫尼珀索基湖遊船，蕩漾在

美麗清澈的湖泊之上飽覽這裡的景色，輕鬆自在。 



(23 miles)↓(35 mins) 

14:00 華盛頓山登山鐵路 (自費，180 mins) 

(100 miles)↓(120 mins) 

晚餐 19:30 美式速食 (30 mins) 

晚上 
20:20 抵達酒店：Baymont Inn&Suites West 

Lebanon(Booking.com 評分 7.4) 

 

第六天 佛蒙特州-康涅狄格州-紐約送機 

當日行程

亮點 

綠山之州—佛蒙特州。100 號風景公路欣賞沿途美景，造

訪大文豪馬克吐溫之家。 

上午 

酒店享用早餐 

8:00 從酒店出發 

經過佛蒙特一零零號風景公路 

(180 miles)↓(210 mins) 

康州哈特福德 

午餐 12:00 美式午餐 (30 mins) 

下午 12:40 馬克吐溫之家&博物館 (自費，60 mins) 

 (140 miles)↓(180 mins) 

送機 可送至紐約三大機場：JFK，LGA，EWR（請選擇 19 點

以後的航班），或法拉盛、曼哈頓唐人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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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紐約 New York  
   

帝國大廈 Empire State Building  $34.00 $31.00(62+) $27.00(5-12) 

自由女神遊船 Statue of Liberty Cruise $29.00 $24.00 $17.00 

大都會博物館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25.00 $17.00 
免費(Free 

under 12) 

大無畏號航空母艦 USS Intrepid $33.00 $31.00 $24.00(5-12) 

康州&羅德島州 Connecticut & Rhode Island    

耶魯大學深度遊 Yale University Tour $11.00 $11.00 $7.00 

馬克吐溫之家&故居 Mark Twain House $20.00 $18.00 $12.00(6-16) 

聽濤山莊 The Breakers Mansion $24.00 $24.00 $8.00(6-17) 

麻塞諸塞州 Massachusetts    

普利茅斯種植園 Plimoth Plantation  $28.00 $26.00 $16.00 

甘迺迪總統圖書館  JFK  Presidential Library $14.00 $12.00(62+) 
免費(Free 

under 12) 

波士頓水陸兩栖鴨子船 Boston Duck Tour $43.00 $36.65(62+) 
$30.35(3-11)/ 

$10.50(0-2) 

哈佛自然史博物館  Harvard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12.00 $10.00 $8.00(3-18) 

波士頓龍蝦餐 Boston Lobster Dinner $32.00 $32.00 $32.00 

緬因州&新罕布什爾州&佛蒙特 Maine&New 

Hampshire&Vermont 
   

溪澗峽谷 Flume Gorge $16.00 $16.00 $14.00(6-12) 

華盛頓山齒軌鐵路 Mt. Washington Cog Railway $75.00 $69.00 $39.00(4-12) 

炮臺峰登山纜車 Cannon Mountain Aerial Tramway $18.00 $18.00 $16.00(6-12) 

*溫尼珀索基湖 Lake Winnipesaukee $32.00 $32.00 $16.00(5-12) 

服務費每天每位元 Service Fee Per Day Per Person $10.00 $10.00 $10.00 

 *門票價格和景點開放時間會因季節調整，恕不另行通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