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英格兰六州六日游 
 

出发日期：周四（8/15 – 10/17） 

价格： 

两人一房 第三人同房 第四人同房 单人房 

$966/人 $596 $596 $1296 

 

上车信息： 

时间 地点 地址 

18:00 
Times Square, 

Manhattan, NY 

229 W 43rd St, New York, NY 10036 

 (Yahoo!公司门口) 

备注： 

• 时代广场只接不送，回程可选 JFK/LGA/EWR 机场，或曼哈顿唐人街/法拉盛 

• 如果您是乘飞机从纽约机场（JFK, LGA, EWR）返回家园，请选择 19:00 以后的航班。 

                  

行程特色：           

※ 【VIP】小众团，一人成团，每车不超过十三位客人。 

※ 【体验】轻松游，入住 booking.com 评分 7.0+酒店，享用过热早餐后再出发。 

※ 【效率】专业行程设计，六天玩遍新英格兰所有六州，不走回头路。 

※ 【深度】亲临哈佛大学校园和哈佛自然史博物馆，入内参观麻省理工大学。 

※ 【特别】参观世界第一大啤酒品牌--百威的制作过程，免费品尝最新鲜啤酒。 

※ 【美景】美东最高山—“长白山”；全美最上镜灯塔—波特兰灯塔，大诗人朗费罗名作《灯塔》灵感发源

地；罗得岛新港市镀金时代美国巨富夏宫豪宅。 

※ 【吃货】新英格兰地道美食：生蚝、龙虾、蛤蜊浓汤、苹果西打、蓝莓松饼、枫浆糖、Moxie 汽水、南瓜

派、新英格兰鳕鱼。 

※ 【个性】穿梭于风景小道，无需自驾的“自驾体验”！ 

畅游: 纽约、康涅狄格州、罗得岛州、马萨诸塞州、新罕布什尔州、缅因州、佛蒙特州  

 



 

 
 

 

 

 

 

 

 



 

行程介绍 

第一天 

纽约时代广场上车 – 酒店 

参考酒店：Sheraton Stamford (Booking.com 评分 8.6)/ Hilton Stamford Hotel & Executive 

Meeting Center(Booking.com 评分 7.8) 或同级 

 

请在下午 6PM 在时代广场上车点与导游回合，之后将前往康州酒店入住。 

 

 

第二天 

康涅狄格州耶鲁大学 - 罗得岛州听涛山庄 

参考酒店：Holiday Inn Mansfield-Foxboro Area(Booking.com 评分 8.0) Red Roof Inn Boston - 

Mansfield/Foxboro(Booking.com 评分 7.3) 或同级 

 

行程 

耶鲁大学（自费，60 分钟）→神秘村（30 分钟）→神秘村小镇特色午餐：生蚝（自费，50 分

钟）→ 鹦鹉号潜水艇（自费，60 分钟）→听涛山庄（自费，90 分钟）→罗得岛州首府：普罗旺

登斯 

 

❖ 耶鲁大学 

耶鲁始创于 1701 年，美国著名的私立大学之一，也是全美最具观赏性校园之一，耶鲁大学是凭借其优秀

的学子创造了一个个政坛奇迹，因此耶鲁大学素有“总统摇篮”之称，如福特和克林顿都毕业于此。在耶

鲁大学导游带领下，你可以在这所古老大学校园里悠然漫步 

 

❖ 鹦鹉号潜水艇 

鹦鹉螺号是世界上第一艘实际运作服役的核动力潜艇，也是第一艘实际航行穿越北极的船只。它于 1954

年 1 月 21 日下水，同年 9 月 30 日服役，1980 年 3 月 3 日退役除籍。2002 年改造为潜艇历史博物馆。 

 

❖ 听涛山庄 

位于罗得岛州新港市的听涛山庄面朝大海，临海听涛，故而得名。在这里，我们可以亲身感受到美国淘金

时期的财富荣耀。不管是整个屋子里的特色建筑，还是那些仿照文艺复兴时期的优秀作品都是在欧洲手工

制作成后由船装运到这里来的。 

 

 

第三天 

罗得岛州普利茅斯-麻萨诸塞州波士顿 

参考酒店：Radisson Hotel Nashua(Booking.com 评分 8.3)/ Crowne Plaza Nashua(Booking.com

评分 8.2) 或同级 

 



 

行程 

普利茅斯种植园 (自费，90 mins) → 普利茅斯移民石(15 mins)→昆西市场 (60 mins)→ 波士顿

鸭子船+基督教科学派第一教会 (自费，90 mins) →哈佛自然史博物馆+哈佛大学校园游 (自费，

90 mins) →麻省理工学院(30 mins) → 波士顿龙虾餐 (自费，50 mins) 

 

❖ 普利茅斯种植园 

来一次时空穿越，回到四百年前。参观印第安人原生态部落，由印第安人后裔做田地劳作表演，独特民族

服装，制作特色独木舟，人工编织衣物与织物，烧烤食物。您或与印第安人一起载歌载舞，把过去印地安

人整个生 活场景真实地呈现在大家的眼前。参观完印第安人部落，我们来到首批清教徒在普利茅斯建立的

种植园。完全仿造当年英国清教徒在 欧洲种植园的建筑格局与家具、农具。并有当地人表演中世纪末期的

欧洲种植园生活、劳作场景。参观全手工制作欧式家具表演，光顾纯天然农产品——蜂蜜、糖果、手工艺

品。 

 

❖ 普利茅斯移民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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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昆西市场 

昆西市场是波士顿著名的旅游景点和购物景点。1822 年波士顿的商业活动超出了法纳尔大厅所能负荷的极

限，向外扩张进而形成了如今昆西市场。昆西市场的特色在于其独特的罗马式建筑风格，大型圆柱和标志

性的三角式的屋顶、前后门的经典罗马雕刻大门以及花岗岩建材与现代美式风格的矩形玻璃，成功地将古

典美与现代美合二为一。市场旁边两座建筑分别叫南市和北市，荟萃了各种小商店，在这里绝对可以淘到

各种波士顿小纪念品。 

 

❖ 波士顿鸭子船 

波士顿著名的鸭子船为游客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方式游览波士顿城市。登上鸭子船，游客变开始了这次有趣

又精彩的城市观光。鸭子船是根据二战时水陆两栖车改造的。 

 

❖ 哈佛大学校园游 

坐落在波士顿剑桥镇的哈佛大学是美国历史上最悠久的高等学府，也是一所在世界上最富有影响力的学校

之一。建校至今，哈佛大学已培养出八位美国总统和数十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是全球诺贝尔奖得主最多的

学校。此外，中国近代的作家和学者林语堂、梁思成也毕业于此。届时导游将带领您游览哈佛大学校园，

参观谎言雕像，哈佛大学图书馆，毕业礼堂等重要建筑 

 

❖ 麻省理工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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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略全美顶尖理工院校的魅力。 



 

 

第四天 

新罕布什尔-缅因州波特兰 

参考酒店：Ramada Plaza Portland (Booking.com 评分 7.8)/ Fireside Inn & Suites Portland 

(Booking.com 评分 7.7) 或同级 

 

行程 

百威啤酒厂 (90 mins)→威廉姆斯堡公园&波特兰灯塔（30 分钟）→ 波特兰海港游船（90 分

钟） →波特兰市区 

备注：百威啤酒厂品酒需满 21 岁 

 

 

❖ 百威啤酒厂 

是世界上最具规模的啤酒制造商之一。啤酒公司提供工厂参观并有免费的啤酒试饮。从精选优质，天然的

原料，到完成酿造，您都将 亲身体验到百威啤酒的生产过程。在啤酒之旅结束之时，只要年满 21 岁的您

都有机会品尝到新鲜出产的啤酒，品尝之时需要出示 ID。我们同时也有提供非酒精饮料以及小食给小孩，

老人。 

 

❖ 波特兰威廉姆斯堡公园&波特兰灯塔                                    

波特兰是缅因州最大城市，面积约 52.6 平方哩，波特兰海景吸引众多暑期游客，而遍布城市的步道、海滩、

灯塔和许多文化景点都免费开放，游客随处可见名人雕塑。波特兰灯塔位于威廉姆斯堡公园内，由一个白

色的锥形塔和一些有着红色屋顶和门廊的，不规则的，可爱的维多利亚式的房屋组成，构成了波特兰港一

道优美靓丽的风景线。 

 

❖ 波特兰海港游船 

从海上欣赏这座美丽城市，这个独特的集会让人么可以体验波特兰港的标志性灯塔和景点，和被称为钻航

道的独特水路，游船首先探索繁华的内港，以近距离了解内战时的防御工事以及将海员引导至海港一个多

世纪的灯塔。 

 

 

 

第五天 
新罕不什尔白山国家森林公园 

参考酒店：Baymont Inn & Suites West Lebanon (Booking.com 评分 7.4) 或同级 

 

行程 

溪涧峡谷 (自费，60 mins) →炮台山缆车 (自费，60 mins) → 华盛顿山登山铁路 (自费，

180 mins) 

备注：在炮台山缆车关闭时，将前往温尼珀索基湖搭乘游船（自费），荡漾在美丽清澈的

湖泊之上饱览这里的景色，轻松自在。 



 

 

❖ 溪涧峡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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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炮台山缆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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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华盛顿山登山铁路 

是世界上第一架登山齿轨铁路，于 1868 年第一次开通。丁丁当当的齿轮火车已经为新罕布什尔州服务了

近 140 多年了。它现在仍然是世界上第二陡峭的铁路，多达 37％倾斜在陡坡上。它的山顶面积不大，但是

景色确尤为壮观，游客可以远眺到北部的加拿大以及东部的大西洋，仿佛世界尽在眼底。每到深秋时节，

漫山遍野火红的枫叶宛如一堆堆燃烧的篝火，漂亮至极。 

 

 

第六天 
佛蒙特州-康涅狄格州-纽约送机 

 

 

行程 经过佛蒙特一零零号风景公路 →康州哈特福德 →马克吐温之家&博物馆 (自费，60 mins) 

 

❖ 马克吐温之家 

哈特福德马克吐温故居博物馆是塞缪尔·兰霍恩克莱门斯（Samuel Langhorne Clemens），即马克·吐温

（Mark Twain）从 1874 年至 1891 年间在美国康州的居所。1874 年之前，马克吐温曾居住在密苏里州

的汉尼拔。这个由 19 间房子组成的故居为维多利亚哥特式（Victorian Gothic）建筑风格。 

 

 

 

 

 

 



 

参团说明 
 

 

景点说明： 

1. 行程中所列景点，参访的先后顺序或因实际情况进行调整； 

2. 如遇景点、节假日休息（关门），导游会根据实际情况调整行程; 

3. 参团客人需跟团上导游买门票，不可自行带票或使用 City Pass。 

退费说明： 

1. 如遇天气、战争、罢工等人力不可抗拒因素无法游览，本公司将有权更改行程，团费不退； 

2. 游客因个人原因临时自愿放弃游览，酒店住宿、交通等费用均不退还。 

费用说明： 

1. 费用包含行程中巴士费用以及住宿 

2. 费用不含餐费，景点门票费，服务费 ($10 每人每天)，私人性质费用（如酒店电话费，洗衣费等） 

 

自费项目参考价格表（以当日售价为准） 

景点 成人 
老人 

（65 岁+） 

儿童 

（3-12 岁） 

康州&罗得岛州 Connecticut & Rhode Island 

耶鲁大学深度游 Yale University Tour $11.00 $11.00 $7.00 

马克吐温之家&故居 Mark Twain House $20.00 $18.00 $12.00(6-16) 

听涛山庄 The Breakers Mansion $24.00 $24.00 $8.00(6-17) 

马萨诸塞州 Massachusetts 

普利茅斯种植园 Plimoth Plantation  $28.00 $26.00 $16.00 

波士顿水陆两栖鸭子船 Boston Duck Tour $43.00 $36.65(62+) 
$30.35(3-11)/ 

$10.50(0-2) 

哈佛自然史博物馆  Harvard Museum of Natu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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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波士顿龙虾餐 Boston Lobster Dinner $32.00 $32.00 $32.00 

缅因州&新罕布什尔州&佛蒙特 Maine & New Hampshire & Vermont 

威廉姆斯堡&波特兰灯塔                                   

Fort William Park & Portland Head light house 
$5.00 $5.00 $5.00 



 

波特兰海港游船 

Harbor Lights and Sights Cruise 
$28.00 $28.00 $19.00 

溪涧峡 谷 Flume Gorge $16.00 $16.00 $14.00(6-12) 

华盛顿山齿轨铁路 Mt. Washington Cog Railway $72.00 $68.00 $41.00(4-12) 

炮台峰登山缆车 Cannon Mountain Aerial 

Tramway 
$18.00 $18.00 $16.00(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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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务费每天每位 Service Fee Per Day Per Person $10.00 $10.00 $10.00 

                                *上例门票价钱只供参考，门票价钱会因季节而作出变动，并不另行通知。 

 

联系我们 

www.fengniaotravel.com 

 
 

www.fengniaotrave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