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紐黑文-羅德島-波士頓兩日遊 
 

參團信息： 

團號 BO2 

出發日期 

1. 週一，週三，週六 （3/1-10/31/2019） 

2. 週六 （1/1-2/28/2019; 11/1-12/31/2019） 

3. 2019 節日加開：5/26；9/1；10/13 

售價 第一二人同房  第三人同房 第四人同房 單人房 

 $108/人 $0 $76 $158 

行程特色： 

1. 遊覽三大美國名校：哈佛、耶魯和麻省理工大學 

2. 哈佛&耶魯官方校園 Tour：哈佛&耶魯本科生親自帶領深度遊覽 

3. 體驗美國第一家水陸兩棲戰艦：波士頓鴨子船 

4. 羅德島 19 世紀億萬別墅—聽濤山莊 

5. 美味佳餚：波士頓龍蝦晚餐&昆西市場特色美食一條街 

 

出發信息：請提前 15 分鐘抵達上車地點以便与工作人员登記。 

出發時間/Time 出發地點/Location 地址/Address 

7:00AM 
Brooklyn 

(只接不送) 

6102 8th Ave, Brooklyn, NY 11220 

(HSBC BANK 門前) 

8:00AM Manhattan 
99 Bowery St, New York, NY 10002 

(曼哈頓-唐人街) 

8:30AM Flushing 
133-30 39th Ave, Flushing, NY 11354 

(法拉盛-敦城海鮮酒家門前) 

6:30AM *East Brunswick, NJ 
253 NJ- 18, East Brunswick, NJ 08816  

 (*接/送；只限 5/25~9/3 期間*） 

 

*East Brunswick, NJ 上車點 (5/25-9/3 期間 接/送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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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程介紹 
 

第一天 
紐黑文 – 新港市 – 波士頓 

參考酒店：Red Roof Inn Woburn/ DAYS INN-Middleboro 或同級 

 

今天我們首先會抵達紐黑文市，參觀耶魯大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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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傍晚時分到達波士頓，將有幸品嘗波士頓最著名出口產品 - 龍蝦。 然後回到酒店休息。 

 

行程安排： 

紐黑文 → 耶魯大學校園遊（自費，60 分鐘）→ 新港市 → 聽濤山莊（自費，90 分鐘）→ 波士頓龍蝦餐

（自費，60 分鐘） 

 

❖ 耶魯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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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聽濤山莊 The Break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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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天 
劍橋 – 波士頓 – 紐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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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陸兩棲鴨子船，從陸地和水上瀏覽不一樣的波士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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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哈佛大學校園深度遊（自費，60 分鐘） → 麻省理工學院（外觀，15 分鐘）→ 波士頓 → 波

士頓水陸兩棲鴨子船（自費，75 分鐘）→ 昆西市場（60 分鐘）→ 紐約 

備註： 

如遇鴨子船關閉，將改為搭乘波士頓觀港船（自費，60 分鐘） 

 

❖ 哈佛大學 Harvard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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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T 

位於波士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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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波士頓水陸兩棲鴨子船 Boston Duck Tour 

波士頓著名的鴨子船為遊客提供了一個獨特的方式遊覽波士頓城市。登上鴨子船，遊客變開始了這次有

趣又精彩的城市觀光。鴨子船是根據二戰時水陸兩棲車改造的，絕對是您認識波士頓的最好機會。來波

士頓搭乘鴨子車，跟隨鴨子之旅認識波士頓悠久的歷史吧。您將遊覽所有讓波士頓成為自由發祥地和美

國第一城的地標，從金色的圓頂州議會大廈到波士頓公共公園，從歷史悠久的波士頓北部到時尚現代的

紐伯裡街，從昆西市場到保誠大廈等等。當您覺得旅途似乎快要結束時，就是“導鴨”將鴨子車駛入查

理斯河的時候了。您將看到波士頓和劍橋天際線的壯麗景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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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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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西市場的特色在於其獨特的羅馬式建築風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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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十家

餐廳供美食，是一個遊客必去的好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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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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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mission Tickets List  

項目 Attraction 大人 Adult 
老人 Senior 

（65+） 

兒童 Child 

(3-12yrs.) 



耶魯大學校園遊  

Yale University In-Depth Campus Tour 
$11.00  $11.00  $7.00  

羅德島-聽濤山莊              

The Breakers Mansion 
$24.00  $24.00  $8.00 (6-17) 

波士頓龍蝦餐  

Boston Lobster Dinner 
$32.00  $32.00  $32.00  

波士頓觀港船 Boston Harbor Cruise $22.00  $20.00  $17.00(3-11) 

波士頓水陸兩棲鴨子船 

Boston Duck Tour 
$47.14  $47.14 

(3-11)  $32.44 

(0-3)  $10.5 

哈佛大學校園遊  

Harvard Campus Tour 
$12.00  $12.00  $12.00  

 

***上例門票價錢只供參考, 門票價錢會因季節而作出變動, 並不另行通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