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莎葡萄岛+鳕鱼湾+普利茅斯 3 日消夏游
参团信息：
团号
出发日期
售价

MV3

週一，週五（5/24-9/2） 週五（9/3-9/30）節日加開：5/25；7/4；8/31
第一二人同房

第三人同房

第四人同房

单人房

$188

$0

$128

$288

行程特色
1. 美國總統們消暑勝地，奧巴馬總統期間每年暑假必去之地—瑪莎葡萄島
2. 獨家去到鱈魚角最熱鬧的小鎮—普羅維斯敦小鎮，更是 1620 年清教徒最先登陸的地點。
3. 獨家鱈魚角乘坐觀鯨船，進入到大西洋鯨魚保護區，100%保證看見鯨魚
4. 乘坐特色環島復古校車，當地美國導遊帶領兩小時完美環島遊：天涯海角，海天一線，懸崖峭壁，
燈塔房
5. 木洞小鎮乘坐特色渡輪，欣賞大西洋沿岸景色
6. 清教徒紀念塔-普羅維斯敦小鎮的地標性建築，俯視整個普羅維斯敦小鎮和鱈魚角
7. 普利茅斯種植園-清教徒第一個安居的地方. 新英格蘭文化村，印第安人文化部落
8. 鸚鵡螺號核潛水艇-世界上第一艘核潛水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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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0AM

Brooklyn，NY

8:30 AM

Flushing，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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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0AM

Manhattan, NY

87 Bowery, New York, NY 10002 (曼哈顿-唐人街)

6:30AM

East Brunswick, NJ

253 NJ-18, East Brunswick, NJ 08816 (Voi Salon & Spa门前)

6102 8th Ave, Brooklyn, NY 11220 (HSBC Bank 门前)
（只接不送）

特殊备注： 接送服務僅限於 5/25 - 9/3/2019 期間，安排如下： 接人安排：接駁巴士 6:30AM 從“253 NJ-18,
East Brunswick , NJ 08816”接客人送至曼哈頓-唐人街參團。 回程安排：行程結束當天，East Brunswick 下車的
客人將先送到曼哈頓-唐人街（87 Bowery , New York )集合，在那裏等待接駁車輛返回 East Brunswick。由於各
行程返程時間有所不同，接駁車出發前往 East Brunswick 的時間需視乎當日所有行程返程情況而定， 請於接駁點
耐心等候。 (備註：由於 East Brunswick 接駁巴士位置有限，East Brunswick 下車只限於該上車點 6:30AM &
7:00AM 時段參團的客人。)

行程介绍
第一天

纽约 - 玛莎葡萄岛
参考酒店：Regency Inn & Suites North Dartmouth 或同级

迎著東升的太陽北上，行駛在東海岸最負盛名的景觀大道，穿過風光旖旎的紐約州、康州、羅德島州，
進入麻州。乘坐特色渡輪來到美國著名的度假勝地——瑪莎葡萄島。在島上漫步於充滿詩情畫意的海
港，領略新英格蘭獨特的漁人碼頭。在島上穿梭 遊覽充滿歐洲風情的六個小鎮，登臨著名景點天涯海
角，親睹天之涯、海之角的瑰麗景色。
行程安排：
瑪莎葡萄島輪渡（自費，45 分鐘）→ 瑪莎葡萄島 → 瑪莎葡萄島環島遊（自費，120 分鐘，含天涯海
角）→ 瑪莎葡萄島自由活動（120 分鐘）
瑪莎葡萄島渡輪 Martha’s Vineyard Island Ferry
乘坐渡輪前往這個著名而歷史悠久的新英格蘭小島社區，一睹獨特的小鎮景致。欣賞著白色籬笆的房子和
坐落在原始的海岸線旁的老漁民的家，享受海邊的寧靜忘我。
瑪莎葡萄島環島遊+天涯海角 Martha’s Vineyard Narrated Tour
乘坐觀光巴士遊覽瑪莎葡萄園島 6 個華麗的城鎮，從愛德格敦 到橡樹崖鎮，從科德角海事博物館到約翰·F·
肯尼迪海恩尼斯博物館，以最快的方式來體驗葡萄園的各處景點。而近年來越來越多名人到此居住或度假，
如：美國前總統克林頓、參議員希拉蕊、喜劇演員和脫口秀主持人大衛·賴特門和音樂家卡莉·西蒙。

第二天

鱈魚灣 - 普羅旺斯鎮
参考酒店：Regency Inn & Suites North Dartmouth 或同级

徜徉在美國東海岸大西洋的起點，第一個迎接太陽的海岸小鎮——普羅旺斯，極富變化而擁有不同尋常
的魅力——暖風和煦，海風狂野。小鎮無拘無束的歲月，自由的色彩蠱惑著藝術家創作的靈感。她與法
國的普羅旺斯同名，這個海邊小城充滿浪漫的色彩，吸引了無數美國的藝術家們遠離城市的繁華，來到
這裡繼續他們的夢，展開藝術生命的新階段。隨後登高朝聖者紀念碑，登高望遠。還可以開始一次海上
生態之旅——海上觀鯨。
行程安排：
鱈魚灣 → 普羅旺斯鎮 → 朝聖者紀念碑（自費，75 分鐘）→“維達號”海盜博物館（自費，30 分鐘）
→ 大西洋觀鯨船（自費，180 分鐘） → 普羅旺斯自由活動（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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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天

普利茅斯 - 紐約

來一次時空穿越，回到四百年前。參觀印第安人原生態部落，來到首批清教徒在普利茅斯建立的種植
園。下午我們將入內參觀位於康州新倫敦的鸚鵡螺號潛水艇， 這裡的新倫敦潛艇基地是美國海軍歷史上
第一個潛艇基地，被譽為“潛艇部隊之家”。
行程安排：
普利茅斯 → 普利茅斯種植園與印第安部落（自費，90 分鐘）→ 鸚鵡螺號潛水艇 （自費，60 分鐘）→
紐約
普利茅斯種植園與原住民部落 Plimoth Plantation
來一次時空穿越，回到四百年前。參觀印第安人原生態部落，由印第安人後裔做田地勞作表演，獨特民族
服裝，製作特色獨木舟，人工編織衣物與織物，燒烤食物。您或與印第安人一起載歌載舞，把過去印地安
人整個生 活場景真實地呈現在大家的眼前。參觀完印第安人部落，我們來到首批清教徒在普利茅斯建立的
種植園。完全仿造當年英國清教徒在 歐洲種植園的建築格局與傢俱、農具。並有當地人表演中世紀末期的
歐洲種植園生活、勞作場景。參觀全手工製作歐式傢俱表演，光顧純天然農產品——蜂蜜、糖果、手工藝
品。
鸚鵡螺號潛水艇 USS Nautilus

鸚鵡螺號是世界上第一艘實際運作服役的核動力潛艇，也是第一艘實際航行穿越北極的船隻。它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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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改造為潛艇歷史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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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盜博物館 The Pirate
Museum
普利茅斯種植園與原住民部落
Plymouth Plantation
鸚鵡螺號潛水艇 USS Nautilus
朝聖者紀念塔 Pilgrim
Monument
大西洋觀鯨 Atlantic Ocean
Whale Watch

老人

儿童

（65 岁+）

（3-12 岁）

$10.00

$10.00

$8(5-17)

$28.00

$26.00

$16.00

$10.00

$10.00

$8.00

$12.00

$12.00

$7.00

$52.00

$50.00

$31(5-12)

$33.00

$33.00

$22.00

$22.00

$22.00

$12.00(2-12)

成人

瑪莎葡萄島環島遊&天涯海角
Martha's Vineyard Narrated
Tour (Island Tour)
瑪莎葡萄島渡輪 Martha's
Vineyard Island Ferr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