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加拿大 14 日路线

【大西洋四省海滨·七彩风光】



行程特色：

※绿山墙的安妮主题公园、王子岛

国家沙滩公园红海滩

※好望角岩石，欣赏全世界最高的

海浪

※饱览大西洋海岸峭壁的奇景，亲

眼目睹三文鱼逆流而上

※赏鲸鱼，观冰山，垂钓鳕鱼，抓

捕龙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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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1
DAY1 沈阳-北京-多伦多-哈利法克斯

搭乘国际航班经多伦多转机，飞往大西洋四省活力海港城市—
—哈利法克斯，抵达后专人接机下榻送酒店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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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桃仙国际机场

Shenyang Taoxian International Airport

沈阳桃仙国际机场是国家一级干线机场，国家八大航空枢纽之一，东

北地区航空运输枢纽。桃仙国际机场位于辽宁省中部，距沈阳市中心

20 公里。同时为辽宁中部沈阳、抚顺、本溪、鞍山、铁岭、辽阳等大

中城市的共用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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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方式

024 8939 2000

地址

辽宁省沈阳市东陵区桃仙镇机场路

主页

http://tx.lnairport.com/

北京首都国际机场

Beijing Capital International Airport

北京首都国际机场（Beijing Capital International Airport，ICAO

机场代码：ZBAA；IATA 机场代码：PEK），简称“首都机场”，位于北京

市朝阳区，是朝阳区位于顺义区的的外飞地，是中国地理位置最重要、

规模最大、设备最齐全、运输生产最繁忙的大型国际航空港，也是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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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共和国的国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共有 3 个航站楼，是中国的空

中门户和对外交流的重要窗口。

地址

北京市顺义区机场西路

多伦多皮尔逊国际机场

Pearson International Airport

皮尔森国际机场(YYZ)在距离市中心西北方约 30 公里处，搭乘机场巴

士到市中心是最便捷的方式了，因为机场巴士每 20～40 分钟发一班

车，沿途会停靠各大旅馆，只需在搭乘前告知司机欲下车旅馆，或出

示乘车券即可，通常车程约 40 分钟，若遇上塞车则要多出一倍以上

时间。费用是单程 11.45 加元，往返 19.70 加元。搭乘计程车到市

区约需 30 分钟，平均 35 加元。而多伦多中心机场则位於湖心岛

Toronto Islands 上，有搭专线巴士连接到市区各地。



D1

联系方式

+1416-247-7678

地址

6301 Silver Dart Dr Mississauga, ON L5P 1B2 加拿大

主页

http://www.torontopearson.com/

Halifax Stanfield International Airport, YHZ
Halifax Stanfield International Airport, YHZ

联系方式

+1 902-873-4422

地址

1 Bell Boulevard Extension, Enfield, NS

到达方式

有地铁直达机场。320 号公交车 6:00-9:00 和 15:00-18:00 每 30 分钟

运行一次（成人 3.50 加元，儿童 2.75 加元） 。同时还有 Airport

Express 到达机场，单程 22 加元。

主页

http://hiaa.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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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2 哈利法克斯

哈利法克斯-水陆两栖观光车-泰坦尼克号纪念博物馆-八角星要

塞 车程单程约 2h 早餐后将带您游览加拿大大西洋四省最大城

市的人文风情，

乘坐码头之星【水陆两栖观光车】游览【哈利法克斯古城

区】，城区完整的保留了维多利亚时期的建筑风格，还有欣赏

这个世界上天然不冻深水港的全景返回【Water Front 海港栈

桥】自由活动，琳琅满目的小店、海

港大西洋落日的美景，定会让您无限领略大西洋活力都市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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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角星要塞！

八角星型要塞是当年英军对抗法军的军事堡垒，城堡建立在一座山丘上，在

这里可以俯瞰哈利法克斯这座城市。 现存的城堡建于 1825 年，是北美最大

的石头要塞之一。里面设有新斯科舍博物馆和兵器军械博物馆。

地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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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光水陆两栖车

乘坐的观光水陆两栖车（Harbour Hopper），每辆造价一百多万美元，号

称是最可靠的水陆两栖车。这种车原来是美国为越战而制造的军用水陆两

用车，是为了从运输船运送物品和部队去滩头和丛林用的。美国政府总共

花了九亿多美元建造了 900 辆，其中 500 辆已经被毁了，200 辆

被改造以备今后使用，100 辆被拆除了，还有 100 辆则为私人拥有。

估计我们坐得属于私人公司的吧。此车陆地速度达每小时 28 英里，

水上速度为每小时 10 英里，可载客 40 人外加两个司机。坐在此车

上最震撼的要数由陆地进入水中的那一刻了：

地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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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西洋航海博物馆

The Maritime Museum of The Atlantic

The Maritime Museum of the Atlantic 有很丰富的展览，包括停泊在

岸边的 CSS Acadia 号，以及关于泰坦尼克号的许多展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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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3 哈利法克斯

哈利法克斯-佩姬湾-卢嫩堡世遗古镇-欧文斯海潮公园 车程单

程约 2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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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姬湾 Peggy’s Cove

世界著名旅游景点【佩姬湾 Peggy’s Cove】佩姬湾每年吸引上百万游

客到访，不仅仅是因为她磅礴大气的大西洋景观，更是因为这是加拿大

唯一个兼备邮局功能的灯塔，欣赏佩吉湾宁静安详的渔村美景

地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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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嫩堡古镇

Lunenburg

Lunenburg 作为 Nova Scotia 第一块英国殖民地，卢嫩堡完整的保留了英

国殖民地时期的文化，建筑等，并融合本地风俗，形成了独特的风景，在

卢嫩堡，你可以完整的感受加拿大传统文化的魅力，小镇上的居民极力的

维护着这个历史古镇，尽量保持这个城镇原有的风貌，1995 年，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将卢嫩堡古城作为文化遗产，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此外在这

里还可以看到加拿大著名的双恑帆船“Bluenose II”

门票价格

无

开放时间

无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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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

Lunenburg，Nova Scotia，Canada

到达方式

这里距离 HALIFAX 市区 100 公里远，可以驾车前往。

欧文斯自然公园

Ovens Natural Park

欧文斯自然公园是一个休闲度假的好去处，里面有房车营地，也有野营

地，烧烤台。当然这里最出名的是海潮岩，在大西洋冰冷的海水年复一

年，日复一日的冲刷下，这里形成了很多天然的海潮洞穴，有栈道可以

通往洞穴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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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票价格

8 加元。

开放时间

5 月至 10 月

联系方式

+1-902-766-4621

地址

Ovens Park Rd，Riverport，NS B0J 2W0，Canada

到达方式

距离 HALIFAX 120KM 建议租车或者当地旅行社参加南岸一日游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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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4 新不伦瑞克-蒙克顿

芬迪湾国家公园-阿尔玛渔村-好望角花瓶石-磁力山-巧克力河-

蒙克顿 车程单程约 5.5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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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迪湾(新不伦瑞克省)
Bay of Fundy(New Brunswick)

芬迪湾(The Bay of Fundy，法语 Baie de Fundy)是北美洲位于大西洋

海岸的一个海湾，在加拿大两个海洋省新不伦瑞克和新斯科舍省之间，

在缅因海湾的东北端。这里有世界上涨潮和退潮的最大落差，有超过

16 米。其中位于新不伦瑞克的 Hopewell Rocks 在退潮时会露出来，

岩石被海水打磨成神奇的形状。

地址

Bay of Fundy，New Brunswick，Canada

到达方式

最近的大城市是新不伦瑞克省的 Saint Joh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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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望角岩石

好望角岩石位于加拿大新不伦瑞克省，是一个让时间停止的地方，一个

欣赏壮观潮汐潮落的地方，一个和时间、海浪和海滩慢慢交流的地方。

好望角岩石坐落于新不伦瑞克省的芬迪湾，因怪异的石头和世界上最大

的潮汐而知名。好望角岩石有着全世界最高的海浪，每十二小时可带来

十亿多吨得海潮，大自然的神奇力量让人赞叹不已。

地址

-

芬迪国家公园

Fundy National P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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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迪国家公园--位于加拿大新不伦瑞克省东南的阿尔马镇附近。观赏世

界大潮汐的最理想处。公园风景秀丽。明纳斯湾潮是加拿大一著名景

观，潮水发来后有排山倒海之势，潮差高达 15 米。退潮后海滩留下大

量海螺、海贝，颇吸引游人。园内除观赏大潮汐外，还可游泳、海浴、

垂钓、泛舟，游览森林和野生动物保护区。

芬迪国家公园坐落于新不伦瑞克省的芬迪湾，临近阿尔马小镇，成立

于 1948 年，占地 207 平方千米，向游客展示了让人神往的海岸和内

陆阿卡迪亚丛林的美景，是新不伦瑞克省最后一块纯天然的美景。

芬迪国家公园风景秀丽，除了可以观赏最原始的森林外，还可以去海滩观

看潮汐，是加拿大唯一可以看到海潮的国家公园。这个闻名世界的国家公

园是观赏世界大潮汐的最理想之处，潮水来后有排山倒海之势，潮差高达

15 米，壮观无比，退潮后海滩留下大量海螺、海贝，颇吸引游人。园内还

有大大小小的瀑布几十条，最知名的就是迪克森瀑布（Dickson Falls），

瀑布附近的植保存完整，小溪两边的岩石上布满了

绿色的青苔。放眼观去，万绿丛中一缎白，清澈的瀑布流水，化作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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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一段细细的白丝，冲刷着上下左右的绿，同时发出撞击心灵的声响，

赏心悦目。

除观赏大潮汐外，芬迪国家公园内还可游泳、海浴、垂钓、泛舟，游览

森林和野生动物保护区，每一处的风光都充满了惊喜和刺激，让游客不

虚此行。

门票价格

成人(17-64 岁)7.8 加元，老人(65 岁及以上)6.8 加元，青少年(6-16

岁)3.9 加元。

地址

Fundy National Park，Alma，NB，Canada

到达方式

建议驾车前往，目前没有公共交通直达芬迪国家公园。

主页

http://www.pc.gc.ca/eng/pn-np/nb/fundy/index.aspx

磁力山动物园

Magnetic Hill Z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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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gnetic Hill Zoo 本质上并没有非常特殊之处，但是工作人员很好的

维护着这个动物园，动物们都被悉心照料，整个动物园也维护的不错。

联系方式

506-384

地址

100 Worthington Avenue, Moncton, New Brunswick E1C 9Z3, Cana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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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5 爱德华王子岛-夏洛特敦-爱德华王子岛

蒙克顿-爱德华王子岛 车程单程约 2h



D5

联邦大桥

The Confederation Bridge

联邦大桥是连接爱德华王子岛省与纽不伦绥克省之间的跨海大桥，全长

12.9 公里，是北美最长的跨海大桥。整个桥面在海面 40 米以上，最

高处达 60 米以方便海船通行。全桥总共有 62 个桥墩，其中 44 个主

要桥墩之间的距离为 250 米。桥上路面宽 11 米，双向单车道，中间

无隔离。汽车通行限速为 80 公里/小时。历时三年，花费 13 亿加

元，于 1996 年 11 月完工，1997 年 5 月 31 日正式通车。目前这是

一条单向收费大桥，由 Strait Crossing Bridge Limited 经营，所有

从王子岛出来的车，需缴费 45 加元。2032 年将移交给联邦政府拥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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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铜铸龙虾雕像

龙虾岛观摩世界上最大的青铜铸龙虾雕像，此雕像帮助西迪亚克一举

奠定了在世界龙虾界的霸主地位，

地址

-

Province House National Historic Site
Province House National Historic S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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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是联邦的发源地。同时也是夏洛特顿的标志性建筑。在这里，导

游会给游客介绍立法议会的历史。

门票价格

3.4 加元

开放时间

2014 年营业时间：2013 年 12 月 21 日志 2014 年 3 月 31 日，

周一、周三、周五 13:00-16:00（法定假日休息）。2014 年 4 月 1

日至 6 月 30 日，周一至周五 9:00-17:00。7 月 1 日至 9 月

地址

165 Richmond Sreet,Charlottetown,PE

绿山墙的安妮主题公园

Green Gables Heritage Pl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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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een Gables Heritage Place 是位于加拿大爱德华王子岛的一个世

界闻名的景点，是 Lucy Maud Montgomery 著名小说《绿山墙的安

妮》的原型，在 2004 年被设计建造。L. M. Montgomery 的国家历史

遗产包括了她卡文迪什的故居和这座 Green Gables Heritage

Place。

开放时间

周一至周日 9:00-17:00。

联系方式

+1-902-9637874

地址

8619 Cavendish Road，Cavendish，PE，Cana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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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子岛国家沙滩公园红海滩 Cavendish Beech

-

地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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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6 新斯科舍省

爱德华王子岛-布雷顿角高地国家-悉尼 车程单程约 3h+船

程 1h

早餐后早从坐轮渡前往加拿大新格拉斯哥港，之后驱车前往世界最美的十

个岛之一的【布雷顿角岛 Cape Breton Island】,乘车行驶在美丽的【卡

波特小径上 Cabot Trail】体验左手大西洋，右手悬崖峭壁的壮美景色。

傍晚时分前往北部【港口城市-悉尼 Sydney】此悉尼非彼悉尼，是加拿大

工业革命的发源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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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雷顿角高地国家公园！

布雷顿角高地国家公园建于 1936 年，是加拿大最引人注目的公园之

一。公园内有不少适合观景的步道和车道，适合自驾和徒步，也有一

些游客会选择在此骑行。在公园的入口处可拿一份地图，上面清楚地

标明了每条道路的情况。这里不仅有山脉、河流和村庄，在最著名的

卡伯特小路（Cabot Trail）沿途，还能观赏大西洋海岸峭壁的奇美景

色，美得难以言喻。

地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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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kyline Trail 天际步道

【Skyline Trail 天际步道】，这是一条传说中通往天空的步行栈道，

更被誉为世界上最美丽的徒步小路之一，天际线步道的尽头。由于受海

洋性气候的影响，这里的植被垂直分布广泛，针叶阔叶交杂生存，金秋

时分，色彩斑斓的树林宛如油画般的另人陶醉，全天在公园内游览，享

受阳光，大海，森林，大山的原始壮丽之美。国家公园内野生动物种类

繁多，是大西洋省份看 Moose(加拿大麋鹿)的好地方。

地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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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7 悉尼(加拿大)

北悉尼港-钱纳尔-巴斯克港-科纳尔布鲁克

车程单程约 2h+船程约 6h

早餐后参观悉尼港 后前往北悉尼港乘坐早上 11:45 的【巨型

轮渡】前往钱纳尔-巴斯克港（Port aux Basques, NL）

下午到达登岸后驱车前往纽芬兰第二大城市【科纳尔布鲁克

Corner Brook, NL】纽芬兰独特的风景将逐步呈现在我们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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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最大的钢制小提琴

【世界最大的钢制小提琴】，重达 10 吨，据当地人说它仍可演奏。

地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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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8 纽芬兰岛

科纳尔布鲁克-鹿湖-格罗斯莫恩国家公园-西布鲁克冰蚀峡湾

车程单程约 2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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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罗斯莫讷国家公园

Gros Morne National Park

Gros Morne 国家公园是世界自然遗产，被称为地质学的教科书。世界

遗产官网这样介绍这座国家公园：格罗斯莫讷公园位于纽芬兰岛西海

岸，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大陆漂移的珍稀标本，这里的深海地壳和大陆地

幔的岩石都暴露在外面。最近的冰川运动产生了许多令人惊叹的景观，

包括海岸低地、高山高原、海湾、冰川峡谷、悬崖峭壁、瀑布以及许多

纯净的湖泊。”除此之外，这里尽管不在北极圈，却能看到很多北极地区

才有的动植物。

【格罗斯莫恩国家公园 Gros Morne National Park】，又译高岗国家

公园，是加拿大为数不多的被联合国自然文化遗产名录收录的山川之

一，相比加拿大西部著名的自然遗产的洛基山脉，这里并不为人熟悉。

格罗斯莫恩（GorsMorne）为法语，字面意为“非常孤独”，在这里表示

“孤
独站立的大山”。格罗斯莫恩国家公园是大陆漂移的稀少例证，这里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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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着深海地面以及地幔的岩石。最美好的行程将在船上度过，Western

Brook Pond-这是一个冰蚀高峡湖，以其两岸高达数百米的悬崖峭壁以

及飞流而下的泉水瀑布而闻名，湖水相当的纯净，由于缺乏必要的物

质，这里的水竟然不导电

地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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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9 纽芬兰岛

格罗斯莫恩国家公园-火星岩地-格兰德瀑布

车程单程约 1h

早出发后继续前往游览格罗斯莫恩国家公园景区，中午到达另

一著名景点【The Table Lands 火星岩地】，这里是世界上为

数不多的可以看见地幔的地方，是地球上唯一的与火星地貌一

样的地区，美国的 NASA 在这里也有自己的研究室，将这里作

为模拟火星的场所。通常需要花费 2-3 小时体验火星岩地的奇

特地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指引，了解这一区域以及到达最

好的观光台下午游览完火星岩地后驱车约 2 小时前往【格兰德

瀑布 Grand Falls，抵达温莎小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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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罗斯莫讷国家公园

Gros Morne National Park

Gros Morne 国家公园是世界自然遗产，被称为地质学的教科书。世界

遗产官网这样介绍这座国家公园：格罗斯莫讷公园位于纽芬兰岛西海

岸，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大陆漂移的珍稀标本，这里的深海地壳和大陆地

幔的岩石都暴露在外面。最近的冰川运动产生了许多令人惊叹的景观，

包括海岸低地、高山高原、海湾、冰川峡谷、悬崖峭壁、瀑布以及许多

纯净的湖泊。”除此之外，这里尽管不在北极圈，却能看到很多北极地

区才有的动植物。

【格罗斯莫恩国家公园 Gros Morne National Park】，又译高岗国家

公园，是加拿大为数不多的被联合国自然文化遗产名录收录的山川之

一，相比加拿大西部著名的自然遗产的洛基山脉，这里并不为人熟悉。

格罗斯莫恩（GorsMorne）为法语，字面意为“非常孤独”，在这里表示

“孤独站立的大山”。格罗斯莫恩国家公园是大陆漂移的稀少例证，这里

裸露着深海地面以及地幔的岩石。最美好的行程将在船上度过，

Western Brook Pond-这是一个冰蚀高峡湖，以其两岸高达数百米的悬

崖峭壁以及飞流而下的泉水瀑布而闻名，湖水相当的纯净，由于缺乏必

要的物质，这里的水竟然不导电

地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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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10 纽芬兰岛

大西洋三文鱼洄游-特威林盖特观鲸鱼赏冰山-甘德

车程单程约 2h

提示：冰山观赏季根据当地每年实际情况基本截止到 7 月底-8

月初（即：7 月底后团期，很可能无法欣赏冰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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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文鱼洄游保护中心

三文鱼洄游保护中心 了解大西洋三文鱼的生活习性以及洄游特点，这

里是一个人工建成的保育中心，为了方便大西洋三文鱼的洄游，这里

有人工修建的梯道以及水闸休息区，游客们可以亲眼目睹大西洋三文

鱼逆流而上的独特风景

地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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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鲸鱼和观冰山

【特威林盖特】这里是纽芬兰著名的【赏鲸鱼和观冰山】的胜地，游客

们还可以亲自体验【垂钓鳕鱼以及抓捕龙虾】的乐趣，每年开春后，上

千块从格林兰岛南下的冰山途径这里，大量的鲸鱼也会来此觅食，因

此，在这里经常可以同时看见鲸鱼和冰山，也能拍下鲸鱼跃出水面，后

面就是漂浮冰山的绝佳照片（观鲸赏冰山约 3 小时）这里还有一个著

名的【纽芬兰渔夫博物馆】，里面有一副完整的驼背鲸骨架，还可以在

这里体验学习到纽芬兰渔夫的生活方式

地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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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11 纽芬兰岛-圣约翰斯

甘德-泰瑞诺瓦国家公园-圣玛丽鸟岛-圣约翰斯

车程单程约 4h

纽芬兰的最吸引人的四大玩法就是观奇石、观鲸鱼、观冰山、

冰海鸟，在经历了前面的“三观”后，本次旅途的最后一观“观海

鸟”绝不容错过下午参观完圣玛丽鸟岛后驱车前往纽芬兰省会-

圣约翰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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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玛丽鸟岛自然保护区

【圣玛丽鸟岛自然保护区】，每年的 4 月-8 月，会有约 24000 只北方塘

鹅，20000 只三趾鸥，20000 只崖海鸦以及 2000 厚嘴海鸦在这里筑巢繁

育后代，最近的观景台离悬崖鸟岛不足 10 米，是绝佳的观鸟圣地！

地址

-

Quidi Vidi 冰山啤酒厂参观

Quidi Vidi Brewery Beer Tastings and Tou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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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有一家独特的啤酒酿造厂——Quidi Vidi Brewery，最著名的啤

酒莫过于“Ice berg”，是用纯正的 2 万年前的冰山水酿制而成，此啤酒

清爽怡人，却又后劲十足。这家酿酒厂提供参观和品尝啤酒的活动。

门票价格

品酒活动每人 10 加元。参观活动每人 10 加元。

开放时间

品酒活动周一至周五 12:00，13:00，15:00，16:00。酒厂参观周一至

周五 14:00，周六和周日 12:00-16:00(每小时一次)。

联系方式

+1-709-7384040

地址

35 Barrows Rd，St John''s，NL A1A 1G8，Canada

主页

http://www.quidividibrewery.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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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12 圣约翰斯-多伦多

信号山-冰川啤酒厂-圣约翰城-西皮尔灯塔-多伦多 车程单程约

2h 随后游览【圣约翰城】-北美历史最悠久的城市，同时也是

大西

洋地区第二大城市 傍晚晚前往机场，乘境内航班航班飞往多伦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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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约翰斯海港

St.John's Harbour

海港可以停靠大型客轮及货轮。时常看到欧洲来的大型轮船。这里夏

天可以看到小海豹，小海豹门可以偷偷在港口离岸很近的地方露头。

地址

Harbour Dr，St.John''s，NL，Canada

信号山

Signal H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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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约翰的信号山位于整个城市的制高点，当年马可尼在这里第一次接

收到穿越大西洋的电报信号，此山由此而得名。山上有一座 Cabot

Tower，则是为了纪念欧洲著名的旅行家 John Cabot。

斯必尔角

Cape Sp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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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pe Spear 位于纽芬兰岛的最东端，常常被认为是美洲大陆的最东

端。这里有一座建于 1836 年的灯塔，是纽芬兰最古老的灯塔。很多游

客到这里来感受天涯海角的感觉。

多伦多皮尔逊国际机场

Pearson International Airport

皮尔森国际机场(YYZ)在距离市中心西北方约 30 公里处，搭乘机场巴

士到市中心是最便捷的方式了，因为机场巴士每 20～40 分钟发一班

车，沿途会停靠各大旅馆，只需在搭乘前告知司机欲下车旅馆，或出

示乘车券即可，通常车程约 40 分钟，若遇上塞车则要多出一倍以上

时间。费用是单程 11.45 加元，往返 19.70 加元。搭乘计程车到市

区约需 30 分钟，平均 35 加元。而多伦多中心机场则位於湖心岛

Toronto Islands 上，有搭专线巴士连接到市区各地。

联系方式

+1416-247-7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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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

6301 Silver Dart Dr Mississauga, ON L5P 1B2 加拿大

主页

http://www.torontopearso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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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13 多伦多-北京

今日半天多伦多市区游览，下午乘机返回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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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伦多唐人街

Toronto Chinatown

19 世纪末期开始初具规模，如今是北美最大的唐人街。这一地区是来

自香港、新加坡、台湾、越南等地华侨的聚居地，也是品尝东方美食如

点心的最佳去处。区内满是充满亚洲特色的店铺以及蔬果市场，颇具亚

洲气息。

地址

Spadina 和 Dundas 街交汇处

到达方式

位于 Spadina 和 Dundas 街交汇处；St. Patrick 地铁站出来后转乘

西向街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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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伦多旧市政厅

Toronto Old City Hall

1899 年至 1965 年间是多伦多市政府的总部所在，也是多伦多的第三

代市政厅，大楼竣工时是北美最大的市政建筑。市政厅呈文艺复兴风

格，现与新市政厅对望。

联系方式

(416) 338-0338

地址

60 Queen St W, Toronto, ON M5H 2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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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页

http://www1.toronto.ca/wps/portal/contentonly?vgnextoid=6a6f

7be335023410VgnVCM10000071d60f89RCRD&vgnextchannel=4284ba2ae

多伦多老城区

Old Town

该区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纪初，是本地艺术，文化和古迹中心，

聚集了安省最密集的维多利亚式建筑。

地址

Old Town, Toronto,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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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伦多皮尔逊国际机场

Pearson International Airport

皮尔森国际机场(YYZ)在距离市中心西北方约 30 公里处，搭乘机场巴

士到市中心是最便捷的方式了，因为机场巴士每 20～40 分钟发一班

车，沿途会停靠各大旅馆，只需在搭乘前告知司机欲下车旅馆，或出

示乘车券即可，通常车程约 40 分钟，若遇上塞车则要多出一倍以上

时间。费用是单程 11.45 加元，往返 19.70 加元。搭乘计程车到市

区约需 30 分钟，平均 35 加元。而多伦多中心机场则位於湖心岛

Toronto Islands 上，有搭专线巴士连接到市区各地。

联系方式

+1416-247-7678

地址

6301 Silver Dart Dr Mississauga, ON L5P 1B2 加拿大

主页

http://www.torontopearson.com/

北京首都国际机场

Beijing Capital International Airport

北京首都国际机场（Beijing Capital International Airport，ICAO

机场代码：ZBAA；IATA 机场代码：PEK），简称“首都机场”，位于北京

市朝阳区，是朝阳区位于顺义区的的外飞地，是中国地理位置最重要、

规模最大、设备最齐全、运输生产最繁忙的大型国际航空港，也是中华

人民共和国的国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共有 3 个航站楼，是中国的空

中门户和对外交流的重要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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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

北京市顺义区机场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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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14 北京-沈阳

抵达北京，转机返回沈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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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首都国际机场

Beijing Capital International Airport

北京首都国际机场（Beijing Capital International Airport，ICAO

机场代码：ZBAA；IATA 机场代码：PEK），简称“首都机场”，位于北京

市朝阳区，是朝阳区位于顺义区的的外飞地，是中国地理位置最重要、

规模最大、设备最齐全、运输生产最繁忙的大型国际航空港，也是中华

人民共和国的国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共有 3 个航站楼，是中国的空

中门户和对外交流的重要窗口。

地址

北京市顺义区机场西路

沈阳桃仙国际机场

Shenyang Taoxian International Airport

沈阳桃仙国际机场是国家一级干线机场，国家八大航空枢纽之一，东北

地区航空运输枢纽。桃仙国际机场位于辽宁省中部，距沈阳市中心 20

公里。同时为辽宁中部沈阳、抚顺、本溪、鞍山、铁岭、辽阳等大中城

市的共用机场。

联系方式

024 8939 2000

地址

辽宁省沈阳市东陵区桃仙镇机场路

主页

http://tx.lnairport.com/



出国行李准备表

行前事项 皮夹 
购买旅游保险  贴身腰包 

换钱、准备双币银行卡  拉杆箱 

确认护照尾页的签名  洗护用品

拔掉家用电器插头  洗发水 

锁好贵重物品  梳子 

倒掉垃圾  沐浴露 

把行程表给家人  牙膏牙刷 

妥善安置号宠物和植物  剃须刀/女性去毛刀 

结算必要的账单  脏衣服袋 

关好门窗  密封袋 

设置电子邮件自动回复  雨伞/雨衣 

文件资料 墨镜/备用眼镜 
护照及其首页复印件或电子档  充气枕/耳塞眼镜 

驾照公证及翻译件（国际驾照）  干/湿纸巾 

2 寸护照照片两张  指甲刀 

身份证  水壶 

现金/银联卡  医疗健康

信用卡  感冒药 

紧急联系信息  止泻药 

衣物箱包 维生素 
裤子  消炎药 

上衣  创可贴 

长袖衬衫  棉签 

T 恤衫  防晒霜/晒后修复 

外套  润唇膏 

休闲鞋  避孕套 

拖鞋  眼药水 

遮阳帽  其他个人特殊药品 

袜子  电子设备

内衣裤  手机 

泳装  电源转接器 

双肩背包  各类充电器 

小配包  手提电脑/平板电脑/软件 APP 



扫描查看电子路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