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英格兰六州七日游（AP7NE） 
 

出发日期（2019）： 

4/3, 4/17, 5/1, 5/15, 5/29, 6/12, 6/26, 7/3, 7/17, 7/31, 8/14, 8/28, 9/11, 9/25, 10/2, 10/9, 10/16 

价格：  

两人一房 第三人同房 第四人同房 单人房 

$1066/位 $696 $696 $1396 

 

接机信息(JFK/LGA/EWR) 

1. 独家接机至午夜 12 点！每日早上 8:30 到午夜 12 点之间（以航班实际落地时间为准），在纽约三大机场

（JFK, EWR 和 LGA）提供免费接机，并在皇后区法拉盛与曼哈顿唐人街提供集合上车点服务！（法拉盛集

合时间为 9:30AM-5PM，曼哈顿集合时间为 9:30AM-6PM）                

2. 美国国内航班抵达后的程序是：下机→前往航班行李转盘→见到导游→导游安排您与其他团员共乘最近一

班车辆离开机场。 

3. 国际航班抵达后的程序是：下机→护照检查→提取行李→海关检查→见到导游→导游安排您与其他团员共

乘最近一班车辆离开机场。 

4. 参团贵宾如在上述时间外或需要专车接机服务费用为$120 （涵盖第一第二人，第三人起每多一位加多 10

美元）。 

 

送机信息： 

机场名称 送机信息 

纽约肯尼迪机场 JFK 

纽约拉瓜迪亚机场 LGA 

纽约纽瓦克机场 EWR 

请预定 19:00PM 后起飞的航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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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天玩遍新英格兰所有六州与纽约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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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园 – 纽约（自费夜游） 

参考酒店： Ramada Plaza Newark Airport(booking.com 评分 7.6)/ Sheraton Edison Hotel 

Raritan Center (Booking.com 评分 7.7) 或同级 

 

第一日行程仅供参考，具体安排以您的航班抵达时间为准。当日免费接机/接送，未含服务费$10/每人。 

抵达纽约，国内航班在该航班行李提取处等候 （除 JFK 七号航站楼旅客在出口处等待外），国际航班在乘

客出口处等候。 

1. 下午 17:00 前抵达 JFK 和 LGA 的贵宾，将会先被接到车水马龙的法拉盛，这里是纽约第四大商业区，也

是三十多年来在美华人奋力打造出的文化中心。您可以亲眼目睹美国移民政策的成就，体验各方地道美食，

京沪川粤江浙云贵湘鲁东北等风味应有尽有，超市和商店里更是琳琅满目。我们在其中心地带设立了贵宾

接待中心，提供免费行李寄存和 WIFI。我们将根据当日游客数量和航班抵达的时间，适时安排大家回酒店

休息。 

2. 中午 12:00PM 前抵达 EWR 机场的客人，可享受免费前往 Jersey Gardens Outlet Mall 购物。下午

17:00 点后抵达 JFK 或 LGA 的客人以及中午 12 点后抵达 EWR 的客人， 将直接送往酒店。 

3. 如果您第一日无需机场接机，可选择如下参团地点，请在报名时备注： 

- 9:30-17:00 抵达法拉盛：136-51 37th Avenue, 1st Floor, Unit C3, Flushing, NY 11354。 

- 9:30-18:00 抵达曼哈顿中国城： 87 Bowery, Ste 201，New York, NY 10002。 

 

纽约早游： 

• 限于 JFK&LGA 机场在 9:00AM 前拿到行李见到导游客人。就可以选择参加纽约早游。 

• 提前预定可享促销价格，售价（保证有位）：$1/人。（如若因航班延误或个人原因，未能在 9:00AM

前见到导游，将退还促销价$1 美金）接机当日抵达后报名售价（座位有限）：成人$25/人；12 岁以

下儿童$15/人。 

• 行程安排： 布鲁克林 DUMBO 区（20 分钟）→麦迪逊广场&熨斗大厦（外观，20 分钟）→华盛顿广

场&纽约大学（15 分钟） 

 布鲁克林的 DUMBO 区位于纽约东河岸，如今的 DUMBO 是一个充满艺术活力的区。而沿着

河岸的布鲁克林公园，更是拥有观看纽约下城天际线及布鲁克林桥和曼哈顿大桥的绝佳视野，

那些刻意保存的石板路、红砖墙，和网红旋转木马让这里充满韵味。 

 熨斗大厦是曼哈顿最美丽、以及最有趣的大厦之一，其位于第 22 街和第 23 街之间，以及百老

汇和第五大道的交界路口。整座大厦如同一个熨斗般，尖头指向著名的麦迪逊广场。 

 华盛顿广场公园最吸引眼球的便是形似凯旋门的石拱门，这个场景出现在众多美国影视剧中。

公园内的大型喷泉周围经常会有艺术家在此表演或创作，而著名的纽约大学就是围绕着广场。 

 



 

纽约夜游： 

• 无论您抵达哪个机场，只要在下午 16:30 前拿到行李见到导游，就可以选择参加物超所值的曼哈顿夜

游。 

• 成人售价$25/人，12 岁以下小童$15/人。 

• 行程安排： 前往洛克菲勒中心（15 分钟）→ 时代广场（30 分钟）→ 新泽西观景点（15 分钟） 

 洛克菲勒中心是洛克菲勒中心是全世界最大的私人拥有的建筑群，也是标志着装饰艺术风格建筑

的地标物，其意义的重大，早就超过建筑本身了。 

 时代广场的夜晚依旧车水马龙，广场两侧的霓虹灯与大楼的灯交织着，置身其中才能真正的领略

到不夜城的无限魅力。 

 新泽西观景点为我们解决了“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小小遗憾，这里是一个绝佳

的欣赏曼哈顿天际线观赏点，领略北美第一大都市夜晚的缤纷多彩。 

 

第二天 

纽约市区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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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紐約許多區域和地標為人們所熟知，一天內遊覽整個紐約市似乎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然而我們專門為

您精心設計的行程：在導遊的帶領與簡介下，通過參觀多個著名的地標建築，讓您瞭解更多關於這座城市

獨特的歷史和文化！ 

 

行程安排： 

紐約三一教堂（外觀）→ 華爾街（25 分鐘）→ 華爾街銅牛（拍照留念）→ 世貿大廈（自費，70 分鐘）→ 

自由女神環島遊船（自費，90 分鐘）→ 無畏號航空母艦 （自費，60 分鐘）→ 時代廣場（20 分鐘）→ 大

都會博物館（自費，120 分鐘）  

行程中途經：第五大道，洛克菲勒中心，世貿遺址等 

 

 華爾街（Wall Street） 

紐約華爾街是紐約市曼哈頓區南部一條大街的名字，長不超過一英里，寬僅 11 米。它是美國一些主要

金融機構的所在地。兩旁是陳舊的摩天大樓，這條街上集中了紐約證券交易所、聯邦儲備銀行等金融機

構。開國元勳華盛頓是在華爾街上紐約股票交易所對面的聯邦大廳宣誓就職的。 

 

 華爾街銅牛（Charging Bull） 

華爾街銅牛是美國華爾街的標誌，是一座長 5 米，重 6.3 噸的銅牛塑像。華爾街銅牛是“力量和勇氣”

的象徵，喻義著只要銅牛在，股市就能永保“牛”市。 

 世貿中心觀景台（One World Observatory） 



 

新世貿大廈中心一號樓，又名“自由塔”，坐落於 911 襲擊事件中倒塌的原世界貿易中心的舊址。

1776 英尺的高度讓新世貿成為美國最高、世界第三高的建築物。此高度是為紀念 1776 年簽署的《美

國獨立宣言》而定的。賓客抵達時，大型視訊板會依序播放各種語言的歡迎致詞，賓客的家鄉也會被特

別標記在動態產生的世界地圖上。體驗名為「心聲」的活動，聆聽建造世界貿易中心一號大樓工作人員

敘述各自背後的故事。接著「地基」活動將讓賓客近距離觀察建築物所屹立的岩床。從全球歡迎中心，

到讓人有身臨其境虛擬延時體驗的賓客電梯，再到震撼人心的視頻展示，最後 360 度全方位觀景的發

現層。每一個細節都是參觀此處的加分項。 

 

 自由女神環島遊船（Liberty Cruise） 

自由女神高舉火炬，將光明帶給七大洲、四大洋，象徵著美國人民爭取自由的崇高理想和對美好生活的

嚮往與追求。乘坐自由女神觀光遊船，與自由女神合影，同時欣賞哈德遜河兩岸的風光與曼哈頓下城區

天際線。 

 時代廣場（Times Square） 

時代廣場是美國紐約市曼哈頓的一塊繁華街區，被稱為“世界的十字路口”。廣場附近聚集了各類商場

和劇院，是繁盛的娛樂及購物中心。大量耀眼的霓虹燈、以及電視式的電子廣告螢幕，已經成為象徵紐

約的標誌。走近時報廣場，體會這裡你的喧囂與繁華。 

 無畏號航空母艦（USS Intrepid） 

無畏號海、空暨太空博物館展出包括無畏號航空母艦、USS Growler 號潛水艇以及各種軍用戰鬥機、

武裝直升機、海岸保衛救援直升機、高射炮和魚雷。巨大的航母停靠在岸邊，成為哈德遜河邊的一道亮

麗風景。 

 

 大都會博物館（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大都會藝術博物館坐落於環境優美的中央公園旁，與大英博物館、法國盧浮宮並稱世界三大博物館。這

裡凝聚了世界五千年的絢爛文明，匯集了人類最精華的藝術瑰寶。龐大的面積為展覽提供足夠大的想像

空間，造就了大都會博物館的一個特色——重現。它不僅僅是將展品一件件擺在櫥窗裡讓人遠觀，而

是將它們集中在一起，重塑成原貌的神廟、廳堂、臥室，參觀者身在其中，身臨其境，這種臨場感猶如

時空倒轉，令人印象深刻。館內珍藏來自世界各國的藝術珍品逾二百萬件。 

 

 紐約三一教堂（NYC Trinity Church） 

紐約三一教堂是聖公會紐約教區的一座古老的堂區教堂，矗立于高樓林立的華爾街，曾在十九世紀作為

歡迎船隻進入紐約港的燈塔。這座哥特式風格的教堂在摩天大樓的環繞下顯得格外醒目，教堂裡的一小

片墓園靜謐安詳。 

 

第三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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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們首先會抵達紐黑文市，參觀耶魯大學。在参观完神秘村用过午餐后，接著前往位於羅德島的新港，

這裡是新英格蘭地區避暑勝地，以豪宅著稱。最后傍晚时分抵达罗德岛州首府普罗旺登斯。 

 

行程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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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鹦鹉螺号潜水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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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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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利茅斯種植園向人們顯示了 17 世界殖民地的故事，以及乘坐五月花號而來的清教徒和當地土著人民的

共同歷史。波士頓是英格蘭地區最大城市，乘坐鴨子船用水陸兩種方式感受這座城市。并跟隨導遊瀏覽世

界頂級學府。  

 

行程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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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天 

新罕布什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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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晨出发前往世界最具规模的啤酒制造厂之一的啤酒厂，在百威啤酒厂了解啤酒生产的过程。随后驱车向

北缅因州最大城市波特兰，波特兰海景吸引众多暑期游客。 

 

行程安排： 

百威啤酒厂 (90 mins)→威廉姆斯堡公园&波特兰灯塔（自费，40 分钟）→ 波特兰海港游船（自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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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賞當地最古

老，最漂亮，全美攝影最高的波特蘭燈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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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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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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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天 
新罕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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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山是阿巴拉契亚山脉的一部分，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北部和缅因州西部。以历届总统命名，有 “总统峰

群”之称。最高峰华盛顿山是美国东北部最高。山区大部分处在长白山国家森林境内。这裡是新英格兰

地区不可错过的绝佳去处，山与水为伴总会让人神往。溪涧峡谷是大自然千百年来留下的神作，而登顶

华盛顿山更可感受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此地区因被高山森林环绕，有 1,600 多公里天然小径和众

多的野营地，是夏季避暑最理想的去处，而到了九月底和十月初，这裡更有得天独厚的风景：爱慕深山

赏晚秋，枫叶妖柔似火红。 



 

 
行程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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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天 
佛蒙特州-康涅狄格州-纽约 

 

 

今天我们经过佛蒙特 100 号风景高速，由南至北。風景優美的 100 號公路擁有四季美景，這條路線擁有連

綿起伏的丘陵，蜿蜒的河流，清澈的湖泊和池塘，山脈和山谷的美景，未受污染的森林和典型的佛蒙特城

鎮。最后参观马克吐温之家和博物馆。最后回到纽约/家园 

 

行程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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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纽约 New York  

纽约夜游 New York Night Tour $25.00 $25.00 $15.00 

紐約早遊 New York Morning Tour $25.00  $25.00  $15.00  

世貿中心 One World Observatory $37.00  $35.00  
$30.50 (6-12) 

Free (5&Under) 

自由女神游船 Statue of Liberty Cruise $29.00 $24.00 $17.00 

大都会博物馆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25.00 $17.00 免费(Free under 12) 

大无畏号航空母舰 USS Intrepid $33.00 $31.00 $24.00(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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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鹦鹉螺号潜水艇 USS Nautilus $10.00 $10.00 $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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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14 $47.14(62+) 
$32.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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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威廉姆斯堡公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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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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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