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罕布什尔+长白山+华盛顿山 3 日游
团号
出发日期
售价

CM3
每周五 （5/31-10/4, 除 7/5 和 8/30）
节日加开： 5/25, 7/4, 8/31，10/12
第一二人同房

第三人同房

第四人同房

单人房

$188/person

$0

$108

$288

行程特色
1.

前往冰河时期形成的极地洞穴探险，体验冰山岩洞的壮丽，还有机会买到枫叶糖浆哦！

2.

温尼珀索基湖游船晚宴，享用内容丰富的美食，同时欣赏湖泊美景。

4.

溪涧峡谷沿途美丽风光，感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5.

齿轮铁路登上华盛顿山，景色壮观，仿佛将整个世界尽收眼底。

上车地点和时间：请提前 15 分钟抵达上车地点以便与工作人员登记。
出发时间

出发地点

地址

8:30AM

Flushing，NY

133-30 39th Ave, Flushing, NY 11354 (敦城海鲜酒家门前)

7:00AM

Brooklyn，NY

8:00AM

Chinatown, NY

6:30AM

East Brunswick, NJ

6102 8th Ave, Brooklyn, NY 11220 (HSBC Bank 门前)
（只接不送）
87 Bowery, New York, NY 10002 (曼哈顿-唐人街)
253 NJ-18, East Brunswick, NJ 08816 (Voi Salon & Spa门前)
接送服务仅限于 5/25 - 9/3/2019 期间

安排如下： 接人安排：接驳巴士 6:30AM 从“253 NJ-18, East Brunswick , NJ 08816”接客人送至曼哈
顿-唐人街参团。 回程安排：行程结束当天，East Brunswick 下车的客人将先送到曼哈顿-唐人街（87
Bowery , New York )集合，在那里等待接驳车辆返回 East Brunswick。由于各行程返程时间有所不同，
接驳车出发前往 East Brunswick 的时间需视乎当日所有行程返程情况而定， 请于接驳点耐心等候。 (备
注：由于 East Brunswick 接驳巴士位置有限，East Brunswick 下车只限于该上车点 6:30AM & 7:00AM
时段参团的客人。)

行程介绍
第一天

纽约 - 极地洞穴 -温尼珀索基湖
参考酒店：Days Inn by Wyndham Campton/ Woodwards Resort 或 同级

新罕布什尔州在地图上看起来或许很小，但她多样化的地区风貌展现出了千变万化的魅力，从历史悠久
的河谷到东北部气势磅礴的山峰，无不令人为之痴迷。两旁堆砌石墙的道路将引领您前往典型新英格兰
风格的村庄，壮阔的森林和公园，引人入胜的湖泊，优美如画的乡村景观，并让您体验到丰富的户外休
闲生活。
行程安排：
纽约 → 隐蔽农场（自费，60 分钟，仅在时间允许情况下参观）→ 极地洞穴（自费，60 分钟）→ 温尼
珀索基湖晚餐游船（自费，180 分钟）

隐蔽农场 Retreat Farm
领略地道美国生活。制作奶酪，领羊到牧场，收集鸡蛋，采摘草药，并参观小动物！ 通过我们的学习中心，
9 英里的步行街道，特殊活动和现场食品小车。隐蔽农场每天都能给您充实的体验。
极地洞穴 Polar Cave Park
这是在 5 万多年前的冰河时期长白山上形成的第三阶段内陆冰川，如今这里成为了一系列冰山岩洞。公园
是由天然冰川洞穴，动物园，和一个植物园构成。游客在这里可以漫步在弯曲的山间小路之上，体验大自
然的悠然乐趣，还有机会购买到当地的枫叶糖浆作为伴手礼。极地洞穴公园也非常友好，允许小孩子给一
些动物喂食，比如如鹿等，还为成人和儿童提供寻宝游戏。
威尼斯湖晚餐游船 Winnipesaukee Lake Dinner Cruise
温尼珀索基湖游船将带大家漫游鹰岛海峡和钻石岛。荡漾在美丽清澈的湖泊之上饱览这里的景色，轻松自
在。船上晚餐丰富多样：海鲜，烧烤，牛排，色拉，应有尽有。伴着夕阳，和着音乐，跳着舞蹈，在浪漫
迷人的夜色里沉醉。

第二天

炮台峰 -溪涧峡谷-华盛顿山
参考酒店：Days Inn by Wyndham Campton/ Woodwards Resort 或 同级

长白山位于新罕不什尔北部和缅因州西部。山区大部分处在长白山国家森林境内。这里更是夏季避暑，
秋季赏枫的不二选择。白山中的主要山峰以历届总统命名，有总统峰群之称。而其中华盛顿山也是美国
东北部最高山峰，可搭乘登山火车至山顶眺望群山美景。

行程安排：
酒店 → 炮台峰登山缆车&炮台峰山顶徒步（自费，100 分钟）→ 溪涧峡谷（自费，75 分钟）→ 华盛顿
山登山齿轮火车&山顶自由活动（自费，180 分钟）→ 酒店
炮台峰 Cannon Mountain
炮台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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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80 英尺的高空中一览群山美景。山顶有徒步步道和供观赏风景的观景台，
此处视野开阔，让人神清气爽。
溪涧峡谷 Flume Gorge
溪涧峡谷是一个天然峡谷，在自由山山脚下延伸 800 英尺。 峡谷之旅始于游客中心。客人可以选择步行穿
过峡谷或进行两英里的徒步。步行包括上坡步行和许多楼梯。木板路让您可以仔细观察这里发现的花卉，
蕨类植物和苔藓的生长情况。
华盛顿山齿轨登山铁路 Washington Mountain Cog Railway
齿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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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天

迷失河谷 - 纽约

清晨从酒店出发前往迷失河谷，这里的小径，树屋，吊桥，岩壁，洞穴和瀑布，交织在一起组成了新罕
布什尔州最伟大的自然奇观之一。随后我们将返程纽约，在途中停留月光蜜酒庄。
行程安排：
酒店 → 迷失河谷（自费，100 分钟）→ 月光蜜酒庄&品酒（自费，80 分钟，品酒需 21 岁以上）→ 纽
约
迷失河谷 Lost River Gorge
探索迷失河谷新的巨型鸟巢观景平台和最近的新增内容，包括森林探险小径，俯瞰鸟笼，树屋和吊桥。沿
着迷失河谷的河流探索锯齿状的岩壁，冰川洞穴，巨大的巨石和层迭的瀑布。了解为什么迷失河谷是新罕
布什尔州最伟大的自然奇观之一。
月光蜜酒庄 Moonlight Meadery

月光蜜酒庄是来自新罕布什尔州伦敦德里的世界级酒庄，始于 1995 年，当时创始人兼蜂蜜酒酿酒师迈克尔
首次尝试了一种 cyser（苹果和蜂蜜），便决定这会是世界瑰宝级珍酿。他们专注于蜂蜜酒，世界上最古老
的蜂蜜和苹果酒精饮料。 产品的多样性经常让人咂舌，而口味让他们一次又一次地连续三年以来，让他们
评选为新英格兰最好的蜂蜜酒制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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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士团自费项目一览表
景点
白山溪涧峡谷
Flume Gorge
炮台峰登山缆车
Cannon Mountain Aerial Tramway
华盛顿山齿轨登山铁路
Washington Mountain Cog Railway
威尼斯湖晚餐游船
Winnipesaukee Lake Dinner Cruise
极地洞穴
Polar Cave Park
隐蔽农场
Retreat Farm
迷失河谷
Lost River Gorge
月光蜜酒庄 Moonlight Meadery

老人

儿童

（65 岁+）

（3-12 岁）

$16.00

$16.00

$14 (6-12)

$18.00

$18.00

$16.00 (6-12 )

$72.00

$68.00

$41 (4-12)

$57.00

$57.00

$47.00

$19.50

$19.50

$14.50 (4-12 yrs.)

$8.00

$6.00

$6.00

$21.00

$21.00

$17(4-12)

$15.00

$15.00

0

成人

Price and schedule are subject to seasonal change without prior noti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