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士頓+鱈魚角+波特蘭+阿卡迪亞國家公園 6 日遊
參團信息：
團號
出發日期
售價

BOAE6
週三（5/15 - 9/18）
第一二人同房

第三人同房

第四人同房

單人房

$828

458

$458

$1,238

行程特色

1. 轻鬆游，精品小众团，每车不超过 14 位客人。
2. 贴心服务，每日行程，每人赠送 1 瓶矿泉水。
3. 波士顿的人文与阿卡迪亚自然的升华之旅。
4. 美东地区度假胜地: 阿卡迪亚国家公园。
5. 与大自然亲密接触-海上观鲸，乘坐龙虾船。
6. 美利坚合众国人文起源 - 鳕鱼角。
7. 名校游览：走进哈佛和麻省理工。

接送機信息：
出發日期：(接機)

送機備註

結束日期

週三（5/15 - 9/18）

波士頓羅根機場 BOS (13:30)(機場)；請預定 13:30 後

週一

起飛的航班
1.
2.
3.

團體免費波士頓接機：9:00AM-10:00PM，可能需要在機場等候其他航班旅客。
個人自費接機：24 小時，隨接隨走。第 1、第 2 人共收美金$120，每增加 1 人，加美金$10。
唐人街上車點（88 Beach St, Boston, MA 02111）：波士頓參團客人需提供上車時間（9am - 10pm 之間），
我司將安排免費接駁。

行程介紹
家園 - 波士頓

第一天

參考酒店： DoubleTree by Hilton Boston North Shore，或 Four Points by Sheraton Wakefield
Boston Hotel，或 Radisson Hotel & Suites Chelmsford-Lowel，或 同級

接機信息：
1.

團體免費波士頓接機：9:00AM-10:00PM，可能需要在機場等候其他航班旅客。

2.

個人自費接機：24 小時，隨接隨走。第 1、第 2 人共收美金$120，每增加 1 人，加美金$10。

3.

唐人街上車點（88 Beach St, Boston, MA 02111）：波士頓參團客人需提供上車時間（9am —

10pm 之間），我司將安排免費接駁。
由原居地飛往波士頓機場(Logan International Airport)，導遊在機場行李出口處（baggage claim）等候，
或在波士頓唐人街上車，然後前往酒店休息。

第二天

羅德島 - 耶魯大學
參考酒店：Holiday Inn Mansfield-Foxboro Area 或 同級

清晨前往羅德島新港市，參觀億萬富豪度假別墅 - 聽濤山莊。隨後我們將前往紐黑文市，在耶魯大學專
業本地導遊帶領下參觀耶魯大學校園。
行程安排：
羅德島 → 聽濤山莊（自費，90 分鐘）→ 紐黑文→ 耶魯大學校園（自費，60 分鐘）
備註：如因耶魯大學考試期間，只能安排導遊帶領參觀耶魯校園公開區域）
聽濤山莊 The Breakers Mansion
聽濤山莊是美國著名鐵路大亨范德比爾特的避暑山莊，山莊背靠大海，大海拍擊崖壁的浪濤聲不絕於耳，
故此得名。在這裡，可以親身感受到美國淘金時期的財富榮耀。不管是整個屋子裡的特色建築，還是那些
仿照文藝復興時期的優秀作品都是在歐洲手工製作成後由船裝運到這裡來的。
耶魯大學校 Yale University
耶魯大學始創於 1701 年，美國著名的私立大學之一，也是全美最具觀賞性校園之一，耶魯大學是憑藉其優
秀的學子創造了一個個政壇奇跡，因此耶魯大學素有“總統搖籃”之稱，如福特和克林頓都畢業於此。我們可
以在這所古老大學校園裡悠然漫步，充滿懷舊情懷的哥德式教學樓，學生的宿舍和日常生活區，舉世聞名
的耶魯圖書館。

第三天

鱈魚角一日
參考酒店：Holiday Inn Hotel & Suites Boston Peabody 或 同級

清晨我們將出發前往擁有不同尋常魅力的小鎮 – 普羅旺斯。小鎮無拘無束的歲月，自由的色彩激發著藝
術家創作的靈感。普羅旺斯是東海岸唯一核實發現海盜沈船的地方。我們將登高朝聖者紀念碑，眺望遠
方。走進海盜博物館，了解海盜的傳奇。也會隨著觀鯨船，徜徉在大西洋上。
行程安排：
波士頓 → 朝聖者紀念碑（自費，30 分鐘）→ 海盜博物館（自費，30 分鐘）→ 自由活動（60 分鐘）→
大西洋觀鯨船（自費，180 分鐘）

朝聖者紀念塔 Pilgrim Monument
清教徒紀念塔是為了紀念清教徒于公 1620 年 11 月 21 日首次普羅旺斯鎮。 它一直是北美洲最高的純全花
崗岩建築。基石由美國第 26 任總統希歐多爾-羅斯福在 1907 年 8 月 20 日奠基。清教徒紀念塔於 1910 年
建成，由美國 27 任總統威廉-塔夫特主持落成典禮。清塔高七十七米，頂距水平面一零七米，共 116 級臺
階，60 個轉角坡，頂層景色美麗俯視普羅旺斯鎮、海灣港口全景，海風迎面撲來，令人心曠神怡。
海盜博物館 The Pirate Museum
我們探索神秘的海盜船：維達號。它是世上第一以及唯一被發現的海盜沉船，於 1717 年出海，不幸（或者
有幸）地在同一年沉船。維達號的名頭在當時無人不知，人人畏懼。參觀海盜黑船博物館，帶你尋找珠寶
和寶藏的奧秘以及一探它當年的迷人風華。
大西洋觀鯨船 Atlantic Ocean Whale Watch
乘坐具有數十年領航經驗的 觀鯨船前出海灣進入大西洋，近距離地欣賞巨鯨群自由自在浮游於海上、翻
滾、噴出水柱。極具親人潛質的鯨魚會在觀景船邊表演。不但遠看壯觀，近看更是驚險。

第四天

波特蘭 - 阿卡迪亞國家公園
參考酒店： Fireside Inn & Suites Bangor，或 Best Western White House Inn，或 同級

清晨我們將一路向北，首先抵達波特蘭觀看波特蘭燈塔，燈塔位於威廉姆斯堡公園內，這是當地最古
老，最漂亮，全美攝影最高的波特蘭燈塔，由美國第一位總統喬治華盛頓頒布修建。之後我們前往緬因
州最東北部的阿卡迪亞國家公園，阿卡迪亞公園是 19 世紀美國富豪約翰洛克菲勒家族，卡爾耐基，JP
摩根最主要的渡假勝地。我們登上凱迪拉克山，群山和大西洋就在眼前延伸開来。
行程安排：
波士頓 → 威廉姆斯堡&波特蘭燈塔（自費，30 分鐘）→ 阿卡迪亞國家公園深度遊（自費，含凱迪拉克
山 Cadillac Mountain 山頂）→ 沙灘（20 分鐘）→ 雷聲洞（20 分鐘）→ 酒店

波特蘭燈塔 Portland Head Lighthouse

波特蘭是緬因州最大城市，面積約 52.6 平方哩，波特蘭海景吸引眾多暑期遊客，而遍布城市的步道、海
灘、燈塔和許多文化景點都開放，遊客隨處可見名人雕塑。波特蘭燈塔位於威廉姆斯堡公園內，欣賞當地
最古老，最漂亮，全美攝影最高的波特蘭燈塔，由一個白色的錐形塔和一些有著紅色屋頂和門廊的，不規
則的，可愛的維多利亞式的房屋組成，構成了波特蘭港一道優美靚麗的風景線。這個燈塔是由美國第一位
總統，喬治盛華頓在 1787 年頒布修建的,它面向著大西洋,遊客可以從各個角度拍攝，這個燈塔還一直使用
中。
阿卡地亞國家公園 Acadia National Park
阿卡地亞國家公園是位於美國東北角緬因州大西洋沿岸，公園以白浪拍岸，湖山風景俱全而聞名。阿卡迪
亞國家公園出名甚早，在十九世紀，這附近已經是富豪夏天度假勝地。 其中最出名的應該算是洛克斐勒，
後來洛克斐勒後來把島上屬於他的一萬多畝土地，相當於現在公園四分之一的面積， 連同這些石子馬車道
路與橋，都捐給了國家公園。

第五天

阿卡迪亞國家公園 - 波士頓
參考酒店：Holiday Inn Hotel & Suites Boston Peabody 或 同級

上午我們我們可乘坐當地生態遊船或龍蝦船，瞭解當地野外海洋動物。同時可以瞭解緬因州龍蝦的生活
習性和學習當地漁民捕捉龍蝦過程。然後去到阿卡迪亞當地最古老的巴爾海港(Bar Harbor)，这里是超
過 150 年曆史的老漁村，這裡有緬因州最出名的法式清蒸龍蝦大餐，龍蝦雪糕，藍莓汽水，藍莓雪糕龍
蝦雪糕和藍莓餅。
行程安排：
酒店 → 阿卡迪亞自然生態遊船（自費，120 分鐘）→ 巴爾海港自由活动（150 分鐘，含午餐時間）→
波士頓

海上自然生態遊船 Acadia Nature Cruise
在美麗的阿卡迪亞國家公園和沙漠山島的島嶼和海岸線之間進行壯觀的自然遊覽。我們將游覽新英格蘭一
些最令人嘆為觀止的風景。從 Great Head 的花崗岩懸崖到光滑的岩石海灘，您將看到由冰川蝕刻並受海風
吹襲的崎嶇海洋景觀。這趟旅程可以看到海豹，海豚等野生動物。

第六天

波士頓 – 家園

劍橋市是世界知名學府哈佛大學和耶魯大學所在地，留影於聞名世界的謊言雕像－哈佛雕像和麻省理工
學院主教學樓。而與之接讓的波士頓是美國馬薩諸塞州的首府和最大城市，也是新英格蘭地區的最大城

市。乘坐觀港船，從水上瀏覽不一樣的波士頓港。並在昆西市場感受波士頓古老的文化遺產，購買紀念
品與品嘗地道美食。當日不能錯過著名的波士頓蛤蜊濃湯。
行程安排：
劍橋市 → 哈佛大學校園遊覽（50 分鐘）→ 麻省理工學院（外觀，15 分鐘）→ 波士頓市區觀光 → 波
士頓觀港船（自費，60 分鐘）→ 昆西市場（50 分鐘）→ 送機
行程中途經：波士頓三一大教堂，漢考克摩天大樓，波士頓公園，天鵝湖公園，普天壽大樓，波士頓圖
書館，遠眺金色圓頂的州議會大樓

哈佛大學校園 Harvard Campus
坐落在波士頓劍橋鎮的哈佛大學是美國歷史上最悠久的高等學府，也是一所在世界上最富有影響力的學校
之一。建校至今，哈佛大學已培養出八位美國總統和數十位諾貝爾獎獲得者，是全球諾貝爾獎得主最多的
學校。此外，中國近代的作家和學者林語堂、梁思成也畢業於此。
麻省理工學院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MIT)
麻省理工學院位於劍橋市的一所綜合性私立大學，無論是在美國還是全世界都有非常重要的影響力，是全
球高科技和高等研究的先驅領導大學。領略全美頂尖理工院校的魅力。
波士頓觀港船 Boston Harbor Cruise
從水上遊覽波士頓，見證這裡的歷史，人物，遺址，故事以及其他的許許多多 - 波士頓擁有著這一切。波
士顿港是西半球最古老的不断活跃的海港。在欧洲人到达四千年之前，土著人民将马萨诸塞州湾作为繁忙
的交易区域。欧洲马萨诸塞湾殖民地建成后，海港成为主要的商业中心。波士頓港郵船向乘客展現了這樣
一個迷人的城市。徜徉于平靜的港灣, 極目遠眺，城市的建築物在天空的映襯下挺拔壯闊。
波士頓昆西市場 Quincy Market
昆西市場是波士頓著名的旅遊景點和購物景點。1822 年波士頓的商業活動超出了法納爾大廳所能負荷的極
限，向外擴張進而形成了如今昆西市場。昆西市場的特色在於其獨特的羅馬式建築風格，大型圓柱和標誌
性的三角式的屋頂、前後門的經典羅馬雕刻大門以及花崗岩建材與現代美式風格的矩形玻璃，成功地將古
典美與現代美合二為一。市場旁邊兩座建築分別叫南市和北市，薈萃了各種小商店，在這裡絕對可以淘到
各種波士頓小紀念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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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團客人需跟團上導遊買門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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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費用說明：
1. 費用包含行程中巴士費用以及住宿;
2. 費用不含餐費，景點門票費，服務費 ($10 每人每天)，私人性質費用（如酒店電話費，洗衣費等）。
巴士團自費項目一覽表
景點

成人

老人

兒童

（65 歲+）

（3-12 歲）

波士頓觀港船 Boston Harbor Cruise

$22.00

$20.00

$17.00(3-11)

哈佛大學校園遊 Harvard Campus Tour

$12.00

$12.00

$12.00

自然生態遊船或捕龍蝦 Nature Cruise
OR Lobster Steal Cruise

$32.00

$32.00

$18.00

阿卡地亞國家公園遊覽 Acadia
National Park Tour

$20.00

$20.00

$20.00

威廉姆斯公園&波特蘭燈塔 Fort
Williams Park Head Lighthouse

$5.00

$5.00

$5.00

大西洋觀鯨 Atlantic Ocean Whale
Watch

$52.00

$50.00

$31(5-12)

海盜博物館 The Pirate Museum

$10.00

$10.00

$8(5-17)

朝聖者紀念塔 Pilgrim Monument

$12.00

$12.00

$7.00

耶魯大學校園遊 Yale University InDepth Campus Tour

$11.00

$11.00

$7.00

聽濤山莊 The Breakers Mansion

$24.00

$24.00

$8.00 (6-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