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加拿大西海岸 9 日 7 晚路线

【童话世界·大熊雨林】



行程特色：

※入住复古风格酒店

※走进鲑鱼的故乡，体验鲑鱼王国的宁

静

※游船出海探奇，跟随 BBC寻找野生灰

熊踪迹

※饱览西部风格迥异的园林精致

※太平洋购物中心让你满载而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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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1 沈阳-温哥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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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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哥华国际机场

Vancouver International Airport

温哥华国际机场（Vancouver International Airport）是位于加拿大

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列治文市海岛（Sea Island）的一个民用国际机场，

是加拿大第二繁忙的国际机场。该机场向大温哥华区域局提供服务，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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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航空（Air Canada）以及加拿大越洋航空（Air Transit）的枢

纽机场。机场拥有前往亚洲、欧洲、大洋洲、美国和加拿大其他主要

机场的直飞航班。2012 年，运输旅客数达到 1760 万人次，班次达到

4,142,022。货邮吞吐量达到 227,929 吨。

联系方式

+1 604-207-7077

地址

温哥华国际机场 3211 Grant McConachie Way Richmond, BC V7B 0A4

加拿大

到达方式

公共交通

主页

http://www.yvr.ca/

飞跃加拿大 4D 电影

Flyover Canada



D1

作为温哥华最新出现的旅游项目，坐落在加拿大广场主建筑里的剧院上映

的 4D 立体电影 Flyover Canada 没让游客失望。也许你在加拿大只有几

天的时间？也许你只会拜访这个庞大国度的几个城市？不用担心，不出温

哥华就可以有机会坐在“飞机”上一览加拿大东西两岸壮美的风光。三个部分

总共约 20 分钟的过程中，在特殊视觉效果的作用下，你将“横跨”加拿大

6000 公里国土，饱览这个国家自然和人文风光。它将带你冲过山巅、扎进

山谷，在奔涌的河流上空飞过，跨越广阔的黑土地，感受草原之风拂过面

颊，从冰川边飞过，流连于仿佛能触及到天的雪山，抑或沉醉于繁华大都

市的喧嚣中，体验加拿大的壮美。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此项目要求观众最

低身高必须在 102 厘米(40'')。

小贴士：

全年每天 10:00am-9:00pm(7/8 月的周五和周六会延迟到 10:00pm)，每

15 分钟就有一场，每一场持续大约 30 分钟。常规价格：成人 19.95

加拿大元/位，学生和老人 17.95 加拿大元/位，儿童 14.95 加拿大

元/位。网上购票价格：成人 18.95 加拿大元/位，学生和老人 17.05

加拿大元/位，儿童 14.19 加拿大元/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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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方式

001-604-620-84

地址

999 Canada Place，Vancouver

到达方式

可选择搭乘地铁 Canada Line 至 Waterfront Station 站，出站后向西

至 West Cordova Street，而后右转至 HoweStreet，步行大约 5 分钟

即可到达。

主页

http://www.flyovercanada.com

斯坦利公园

Stanley P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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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坦利公园（Stanley Park）也称为史丹利公园，坐落在温哥华繁华

的街区中，离温哥华市区只有十五分钟步行路程，因为城市与自然完

美的融合而被评为是世界最佳城市公园之一。公园中有遮天蔽日的浓

密的森林，宽阔而平静的湖泊，成群结队的各种家禽、鸟类与人类和

谐的相处，行走在 Seawall 临海大道上还可以听见太平洋的呼唤。斯

坦利公园是一个慢跑、骑车、滑旱冰或散步的绝佳地点，这条邻水的

人行道有 22 公里长，是世界上最长的人行道。如果愿意徒步则可以

登上这里的小山眺望北岸(The North Shore)的风光。除此之外，公园

里也不乏各种各样的花园，每年三月樱花盛开之时，整个公园春意盎

然，背后的雪山作为衬托，美的无以言表。

加拿大的原住民文化也非常有特点，在斯坦利公园里就有原住民们的图

腾柱还有其它形态各异的雕塑可供参观。这里大片的草地非常适合全家

来野餐，也是个拍婚纱照的胜地，天气晴好的时候非常适合游玩拍照。

斯坦利公园的小火车不可错过，这段长约两公里的小铁路穿越了斯坦利

公园大片的森林。小火车仿制了加拿大太平洋铁路上的老式火车，非常

具有历史气息。沿途风景优美，同时也是小孩子们非常喜欢的项目。如

果正好处在加拿大的节日期间如万圣节圣诞节复活节等，小火车也被装

饰以不同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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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贴士：

这是北美最大的城市公园,来到这里，你就知道为何温哥华被评为全球

最宜居城市了。天气好的时候去真的是很美很安静，有专门的骑行道和

步道。 可以随意四处走走晃晃。几个可去之处：水族馆，图腾柱群，

小火车 （Miniature Railway, 但有时会因为天气等原因关闭）

门票价格

进入公园免费；小火车根据季节和主题，18-64 岁成人每人 5-10 加

拿大元；3-17 岁青少年以及 65 岁以上老人每人 5-7 加拿大元；3

岁以下儿童免费。

开放时间

8:00－21:00

联系方式

+1 604-681-6728

地址

Stanley Park, Vancouver, BC V6G 1Z4

到达方式

公交：乘坐 019 路、135 路、35 路公交（方向 Stanley Park），在终

点站下车即可。公交运营大概为 10－20 分钟一班间隔。周末出行，可以

选择 52 路公交（方向 Around the Park），巴士会围着公园绕行，绕一

圈约 30 分钟。请大家注意，公交车内是不可以喝饮料、吃东西。

主页

http://vancouver.ca/parks/parks/stanley/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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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哥华水族馆

Vancouver Aquarium

温哥华水族馆是全加拿大最大的水族馆，它坐落在美丽的斯坦利公园

中，是公园里不可错过的景观之一。这里有超过 5 万种奇妙的生物，参

观由不同主题的展览和各种实践活动及演出组成，包括北极圈生物、热

带生物、太平洋沿岸生物、不同种类的青蛙、多元的大不列颠哥伦比亚

省等。水族馆特地将各个水池设计成落地和延伸的，给了游客近距离观

看海洋生物的机会。水族馆提供了适合各个年龄段的活动，从幼儿的海

洋生物角色扮演到为亲子设计的水族馆幕后工作探访，还有适合全家齐

上阵的水族馆寻宝游戏，甚至还可以在水族馆过夜等。这里还有一个 4D

影院可以体验海洋世界的奥妙。

小贴士：

开放时间:6 月-9 月，9:00-19:00。10 月-5 月，10:00-17:30。圣诞

节、元旦，12:00-17:00 价格:17.5 加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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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票价格

成人 34 加拿大元；65 岁以上老人、学生以及 13-18 岁青少年 25 加拿大

元；4-12 岁儿童 20 加拿大元；3 岁以下(含 3 岁)儿童免费。可以在

网上预购票。如果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前往，买票时出示所用车票或公

交天票，门票可享受减少 2 加拿大元的优惠。

开放时间

9:30-18:00。

联系方式

+1 604-659-3474

地址

Avison Way Vancouver, BC V6G 3E2, Canada

到达方式

公交：乘坐 019 路、135 路、35 路公交（方向 Stanley Park），在终

点站下车即可。公交运营大概为 10－20 分钟一班间隔。周末出行，可以

选择 52 路公交（方向 Around the Park），巴士会围着公园绕行，绕一

圈约 30 分钟。请大家注意，公交车内是不可以喝饮料、吃东西。

主页

http://www.vanaqua.org

温哥华贶尔蒙酒店

The Fairmont Hotel Vancou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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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加拿大温哥华市中心的费尔蒙酒店是费尔蒙连锁旗下的豪华酒店

之一，地处于温哥华最热闹繁忙的街口，拥有复古的欧式风格。从装

修到家居到气氛都透着典雅的气息，繁复的花纹和厚重的家居搭配的

恰到好处，营造出一种奢华舒适的感觉。服务员都训练有素，热情周

到，致力于为住客提供所有所需要的服务。商务、蜜月或休闲游，来

这里住上几晚都是不错的选择。

联系方式

+1-604-6843131

地址

900 West Georgia Street，Vancouver，BC，Canada

到达方式

天车 burrard station。

主页

http://www.fairmont.com/hotel-vancou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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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2 坎贝尔里弗

温哥华-坎贝尔河 “走进鲑鱼的故乡”搭乘轮渡前往温哥华岛第二大城市纳

奈莫。之后乘车前往“鲑鱼之都”坎贝尔河，在这里开启 4 天 3 晚的生态

之旅。

抵达后小镇游览，参观☆日本牌坊、☆栈桥和灯塔和拥有众多印第安原住民

图腾柱的☆坎贝尔河博物馆，了解当地的原住民文化交融及发展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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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鲑鱼王国：坎贝尔河

坎贝尔里河是 BC 省的海岸城市，也是世界当之无愧的鲑鱼之都。在 6

月至 11 月的洄游季期间，会有大量鲑鱼涌进，涌来这里的鲑鱼数目

要远远超过当地人口，比例高达 20 比 1，但这座城市里并不只有鲑

鱼。这座宁静的小城曾经是一座默默无闻的纸浆和造纸工业城，如今

则配备了各种城市便利设施：精雅的餐饮场所、遍布的公园等。

地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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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3 坎贝尔里弗

坎贝尔河 “游船出海探奇，跟随 BBC 寻找野生动物踪迹”【灰熊小百科】

*生活属性：母灰熊生活领域通常在 50-300 平方公里，而公灰熊通常在

200-500 平方公里。灰熊无地域区分，通常几只灰熊会生活在同一片地

区。

*饮食习惯：灰熊大多都是食素的，但是一天仍然要消耗掉 90 磅的食

物。

*宽度：3-3.5 英尺；身高：6-7 英尺；重量：成年雄性 300-850 英镑，

成年雌性 200-450 英镑

*生命周期：20-25 年

【景点】具体参观时间以实际开放时间为准，若遇关门则会前后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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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船出海探奇

★搭乘游船出海探寻野生动物，见证生命的奇迹（春夏季行程：适用

于 4 月 1 日-8 月 19 日期间出行客人）

发现岛及其周围的岛屿拥有世界上著名的陆地海岸生存环境，也是世界

珍稀物种和野生动物的家园。跟随专业向导一起探索这片未经破坏的原

始生态环境，寻找岛上的多样生物及历史变迁的痕迹。 在整个 6 个多

小时的过程中，您将有机会邂逅：黑熊、海狮、太平洋白海豚、江豚、

座头鲸、逆戟鲸、秃头鹰，甚至在春季，您也将有机会邂逅到灰熊等众

多野生动物的身影。

★一生铭记：跟随英国 BBC 的脚步，追寻镜头下的野生灰熊足迹（夏

秋季限定：适用于 8 月 20 日-10 月 15 日期间出行客人）

搭乘舒适、现代化游船经风景胜地前往图巴峡湾，跟随英国 BBC 摄制团队

的脚步，由当地专业的原住民向导带领，开启一生难忘的灰熊观赏之旅。途

中，您将有机会看到一条条欢快的鲸鱼身影自由穿梭在海中。峡湾附近和奥

福特河西海岸有众多观赏灰熊的地点，7 小时的旅途中，向导将带您深入谷

地，探寻灰熊的栖息地、拜访他们的生存家园。带好您的相机，登上我们特

别设置的观赏平台，用镜头捕捉一只只流动的身影，拍出最完美的照片。

（备注：参加此活动儿童年龄需在 12 周岁及以上）

地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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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4 坎贝尔里弗

今日，逃离繁华都市的喧嚣，静静享受一天户外自然休闲之旅。您将在

★原始大自然体验徒步；另外还可以从以下活动中任选一项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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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趣游乐，拥抱纯净大自然”

☆其他推荐活动一、红海潜水：探寻神秘的海底世界雅克·库斯托协

会评价说：在探索航道中潜水仅次于在红海中潜水。在

这里，您不仅可以在纯净的海水中畅游，同时还能欣赏到多种多样丰富的

海洋生物资源。另外，潜水者还将能够探索长 110 米的退役海军舰艇

---哥伦比亚号，它于到 1996 年沉到此处、如今变成了著名的潜水胜地。

**特别提示：参加此活动需要具备一定的潜水经验。

☆其他推荐活动二、大自然探奇 发现地下之旅温哥华岛有成千上万个

洞穴，其中很多都靠近坎贝尔河。地下之旅将带

您沿着海边向南，发觉霍恩湖洞穴。或向北行进，探索 Artlish 湖洞

穴或者小赫森洞穴。又或向西，来到靠近黄金河的 Upana 洞穴。更西

的诺特卡湾，这里有不止 50 个洞穴，许多都有几英里深。

☆其他推荐活动三、世界独有探险机遇：与鲑鱼一同浮潜（限定 7 月初

-10 月中旬参加）

坎贝尔河独特的探险活动之一便是目前火热的“与鲑鱼浮潜”项目。浮

潜公司将会提供专业的潜水装备，跟随专业向导一起，您将潜入海中，

与季节性迁徙至此的成千上万条鲑鱼面对面来一次亲密接触，亲眼见证

到这一大自然的生命奇观。世界上再无其他地方能够有此探险机会。

地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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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5 维多利亚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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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根山公园

维多利亚是维多利亚最古老的公园，有整理完善的花圃，池塘和野鸟

保护区以及散步道，美丽的散步步道可以穿越花园，在湖畔有天鹅和

野雁驻足。

地址

加拿大维多利亚

布查特花园

The Butchart Garde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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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查特花园座落于加拿大温哥华岛上的主要城市维多利亚。公园始建

于 1904 年，是珍妮布查特夫人在丈夫枯竭的石灰石采矿场的基础上

改造的一座缤纷梦幻的花园。

1904 年，珍妮布查特夫人的丈夫 Robert Pim Butchart，放弃采伐殆

尽的矿场。布查德夫人随后开始以花卉美化用尽的石灰石采石场，后来

成为布查德花园。到了 2004 年，工作人员执行了一系列的花园重整。

五十个专职或兼职人员，培养超过百万花坛植物在某些 700 不同品

种，以确保每年三月到十月不间断盛开。在 1905 年，布查德夫妇请了

一个日本景观设计师建造了日本庭园。在 1929 年，布查德夫妇建造了

一个意大利花园和玫瑰园。

联系方式

+1 250-652-5256

地址

位于温哥华岛上的维多利亚市区北边二十一公里(十四英里)，温哥

华-维多利亚渡轮施沃茨 海湾(Swartz Bay) 码头南边二十公里(十二

点五英里)。

主页

http://www.butchartgardens.com/index.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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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查特花园下午茶

漫步上帝的后花园：布查特花园 品尝贵族英式下午茶世界绝美花园之

一的布查特花园是座超过一百年历史的家族花园，也是

世界著名的第二大花园，它使维多利亚市四季飘香，鲜花不断，真正

成为了“上帝的后花园”。这里是布查特夫人耗尽一生的传奇，用罕见的

决心和想象力，让这布满了岩石块和死水滩的采石场变成了她心中美

轮美奂的宝藏。

地址

-

贶尔蒙特帝后大酒店

Fairmont Empress Hotel



D5

地处维多利亚中心位置

这家历史悠久的豪华酒店俯瞰维多利亚（Victoria）美丽的内港（Inner

Harbour），提供各种 spa 理疗服务以及位于酒店内的精选餐厅，距离皇

家不列颠哥伦比亚博物馆（Royal British Columbia Museum）有 5 分

钟的步行路程。

Fairmont Empress Hotel 酒店装饰典雅的客房设有一个舒适的休息区

和可打开的窗户。每间客房均配有有线电视和室内咖啡机。

Empress 酒店在享有海港景致的特别的大堂提供传统的下午茶。

Bengal Lounge 休息室供应咖喱自助餐。Empress Room 餐厅提供精美

的国际美食。

客人可以欣赏维多利亚式的建筑和大堂里的彩色玻璃天花板，或在室内泳

池里游泳。Willow Stream Spa 设有桑拿浴室、热水浴池和健身中心。

Empress Fairmont Hotel 酒店距离皇家伦敦蜡像馆（Royal London

Wax Museum）有 4 分钟的步行路程，距离不列颠哥伦比亚海事博物馆

（Maritime Museum of BC）有不到 1 公里。

酒店设施：

ATM(ATM):有

暖气(Heating):有

携带宠物(Pets):允许

儿童加床(Extra Beds for Children):<H>允许 1 名 2 岁以下的儿

童，加 1 张婴儿床，免费。</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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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身中心(Fitness Center):有

唤醒(Wake-up Service ):有

浴缸(Bathtub):有

入住时间(Check-in):从 16:00 时

复印传真(Fax/Photocopying):有

房间网络(收费)(Wired Internet (surcharge)):住宿方于客房提供有

线网络，收费标准：每 24 小时 cad 15 。

自行车(Bicycle Rental):有

按摩(Massage):有

吸烟区(Smoking Area):有

儿童和附加床(Children and Extra Beds):<H>最多可容纳 2 名 18

岁以下的儿童，使用现有床铺不收费。

所有额外入住的年龄较大的儿童或者成人，使用现有床铺的收费是每

人每晚 CAD30。</H> <H>允许 1 名 2 岁以下的儿童，加 1 张婴儿

床，免费。</H>

<H>允许 1 名年龄较大的儿童或者成人，一张加床免费。</H>不同类

型的客房允许儿童入住和加床政策可能不同，请注意查看客房详细信

息。

所提出的任何加床或婴儿床的要求均需获得酒店的确认。附

加费用不会自动计算在总价中，您需在入住时另行支付。

房间 WiFi(收费)(WiFi (surcharge)):住宿方于各处提供 wifi，收费

标准：每 24 小时 cad 15 。

SPA(SPA):有

儿童看护(Babysitting/Child Services):有

礼品店(Gift Shop):有

24 小时接待(24-Hour Front Desk):有

室内游泳池(Indoor Pool):有退房

时间(Check-out):11:00 时之前空

调(Air Conditioning):有酒吧

(Bar):有

外币兑换(Currency Exchange):有

餐厅(Restaurant):有

花园(Garden):有

电视(TV):有

按摩浴缸(Massagetub):有

无烟客房(Non-smoking Rooms):有

洗衣间(Laundry):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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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车(Car Rental):有

收费停车场(Parking (surcharge)):有

客房早餐(Breakfast in the Room):有

单点餐厅(Restaurant with Dining Menu):有

会议设施(Meeting/Banquet Facilities):有

平板电视(Flat-screen TV):有

残疾人设施(Facilities for Disabled Guests):有

地址

721 Government Street , V8W 1W5 维多利亚, 加拿大 721

Government Street , V8W 1W5 Victoria, Cana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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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6 温哥华-惠斯勒

维多利亚-惠斯勒“海天缆车观山海奇景、欣赏原住民独特文化”
上午，搭乘★水上飞机返回温哥华。

随后，乘车前往 2010 年冬奥会所在地—惠斯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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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天公路

Sea To Sky Highway

从 Stanley Park 沿着 BC-99 北行, 先走一段 Highway BC-1, 然后沿着

BC-99 的指示继续北上. 从 Horseshoe Bay, BC 到 Squamish, BC 之间的

美景非常震撼. BC-99 公路夹在峡湾和高山之间, 风景好得惊人.

沿途还有许多 Café, 可以停车入内喝一杯.

此路线非常适合摩托车自驾. 在温哥华和 Victoria, BC 的 Cycle BC

都有很多大排量的摩托车供出租. 请确保你持有合法的摩托车驾照,

并且遵守一切规章制度, 尤其是限速. 在路上, 你会碰到很多和你一

样的摩托车骑手, 大家都会友好地打招呼的. 若你看到对向的骑手对

你伸出左手并上下摆动的时候, 是在提醒你说你的前方会有警察, 请

注意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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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贴士：

海天相接，无敌美景。如果有兴趣，沿途可以停靠的推荐景点有：West

coast railway heritage park (一个户外铁路博物馆，可以看到皇家

蒸汽火车）Shannon falls provincial park (BC 省最大的瀑布）

门票价格

免费

开放时间

24 小时

地址

Highway 99, Vancouver, British Columbia, Canada

黑梳山缆车

Alpine Sightsee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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缆车观景（Alpine Sightseeing）是游览惠斯勒的一个特色项目之一，

游客可搭乘往惠斯勒山或黑梳山的快速缆车，体会居高临下的感受，随

着缆车一路攀升，可以看见山下美景。山上的小径是散步的好地方，选

择在山上野餐，则别有一番风味。 1988 年，惠斯勒山启用了 10 人高

速缆车，运载逐年增加的滑雪人潮；1994 年，黑梳山安装了可让 8 人

乘坐的快带缆车以便利游客快速至山上两个不同的滑雪场；1996 年惠

斯勒山另设了一条能供 6 人乘会的高速缆车载运上山路线。

地址

Alpine Sightsee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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贶尔蒙惠斯勒城堡酒店

Fairmont Chateau Whistler

在 Fairmont Chateau Whistler，您可以体验户外探险的逍遥惬意。

坐落于北美顶级滑雪度假村和夏季目的地黑梳山脚下的 Fairmont

Chateau Whistler 完美地诠释了无可挑剔的服务、世界一流的美食以

及舒适住宿的真正内涵。

联系方式

+1 604-938-8000

地址

Fairmont Chateau Whistler 4599 Chateau Blvd Whistler, BC V0N 1B4

加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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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7 温哥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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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皮拉诺吊桥公园

Capilano Suspension Bridge

卡皮拉诺吊桥坐落于北温哥华，长 140 米，高约 70 米，跨越了卡皮拉诺

河和大片茂密的森林，建于 1889 年。当时，来自苏格兰的工程师兼地产

商麦凯（George Grant Mackay）购置了北温卡皮拉诺河两岸的六千亩土

地，并在当地的原住民 August Jack 以及 Willie Khahtsahlano

帮助下，用麻绞索和厚木板兴建了这座吊桥，沟通了河谷两岸。

该桥当年被原住民称为“笑桥” (laughing bridge)，因为当风掠过山谷，

吊桥在风中摇摆的声音，颇似人的笑声。吊桥的下方桥底遍布激流崖

石，深山急流，吊桥两边是满山遍野高大笔直的各种松树和杉树，景

色自然原始。还有很多体验性的活动，比如树梢探险 (treetop

adventure)等等。

在这个吊桥公园，除了走吊桥在高空观景这个必去项目外，公园本身

也非常值得探索。公园里有徒步的小道可供喜欢冒险的人进行回归自

然之旅，还有许多关于原住民文化的项目，比如看原住民表演、赏原

住民图腾柱、观看原住民文化展览等，是一个文化与自然结合相融的

地方。这里还可以参加沿悬崖行走冒险之旅(Cliff walk)，在环绕岩

石的观景台上看山谷的壮美，非常适合喜欢户外运动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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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贴士：

公园每个月的开放时间都不太固定，基本是在早上 9 点至下午 5 点左

右。详情可以在官网查到具体时间

http://www.capbridge.com/hoursrates.php -贴士

传统的温哥华必去景点。这里推荐晚上过来。圣诞临近，这里每天傍晚

（4pm-9pm)开始会有圣诞主题的亮灯, 这个 canyon light 活动把吊桥公

园变成另一种风情的童话世界！非常值得一去。具体可以上 Capilano

Suspension Bridge Park 的官网查看。 他们也会提供免费的巴士接送在

downtown 的游客，具体 shuttle 时间表也在官网上可以查看到

门票价格

31.95 加币/成人。29.95 加币/老人。25.95 加币/学生。19.95 加币/

青少年。12 加币/儿童。6 岁以下免费。

开放时间

公园每个月的开放时间都不太固定，基本是在早上 9 点至下午 5 点左

右

联系方式

+1 604-985-7474

地址

3735 Capilano Rd，North Vancouve，B.C. V7R

到达方式

在 Waterfront Station 搭乘 246 号巴士，到 Lonsdale Quay 下，再转乘

236 号巴士前往 Capilano Suspension Bridge 即到。全程 30-40 分

钟左右。或者，你也可以搭乘公园的免费接驳巴士，巴士分别停靠在

Canada Place,Melville St.entrance of Hyatt Regency,Blue

Horizon Hotel 和 Westin Bayshore 四个站。详情可以在其官网查

询时刻表： http://www.capbridge.com/plan.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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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页

http://www.capbridge.com

伊丽莎白女皇公园

Queen Elizabeth Park

这座占地 52 公顷的绿地是加拿大第一座植物展示园，也是温哥华最

大的城市花园。四季常青的绿植和花海使这里成为温哥华最受欢迎的

结婚照户外拍摄场所。著名的四季餐厅建于园内突出的峭壁上，拥有

绝佳夜景视野，推荐夜晚时分前来享用晚餐。

1. Bloedel 温室

位于公园的峰顶，室外建有一个平坦宽阔的广场和中央喷泉。温室内

有数百种热带植物，锦鲤和自由飞翔的热带鸟类自由穿梭，将大自然

的奇珍异宝展现在你眼前。

2. 观景平台

广场上有一座观景平台，海拔 150 余米，是温哥华市区的最高点，可以

360 度眺望市区全景，向北望去还可以看到英吉利海湾和北部的皑皑

雪山。每到天气晴好的日子，街头艺人多会聚集于此，可以邀请他们

画一幅画像或是尽情陶醉在现场的音乐表演。

3. 日本庭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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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室西面有一座日式木质拱桥，横越于花园的瀑布上方，可俯瞰整个公

园。过桥后可以看到日式石灯和日本松树，浓浓的东瀛风情仿佛带你穿

越到了真正的日本庭院。四月更是可以欣赏到各式日本樱花，东京樱、

冠型樱、垂花樱争相怒放，形成一片灿烂花海。

小贴士：

1. Bloedel 植物园的开放时间与公园不同，详见官网。

2. 植物园的参观收取门票，成人普通票为 6.75 加元，65 岁以上老人以

及 13-18 岁青少年 4.5 加元，3-12 岁儿童 3.25 加元，3 岁以下儿童免

费，家庭或团体另有优惠票价，有任何问题均可咨询+1-604-257-8584。

门票价格

免费进入

开放时间

全天开放

游玩时长

2-3 小时

联系方式

+1-604-8737000

地址

W 33rd Ave & Cambie St

到达方式

可搭乘 Skytrain 的 Canada 线至 King Edward 站或 Oakridge

41st Avenue 站下车，步行即可到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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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页

http://vancouver.ca/parks-recreation-culture/queen-elizabeth

-park

太平洋购物中心

Pacific Centre Mall

这是一家可以让你满载而归的大型购物中心，200 多家商铺驻扎于此，3

层楼被分为 2 个大区，和海湾百货相连，占地辽阔。

每个楼层都有指示牌，你可以便捷的找到熟悉的品牌专卖店。建议从

乔治亚街入口而进，你可以直接看到拥有爱玛仕、普拉达等品牌的高

级百货公司 Holt Lenfelue。

此外，本土品牌 Roots,Club Monaco 也有设立店铺在此，无需担心买

不到加拿大特产哦。购物中心的地下一层是大型的美食城，汇集了各

国风味料理，给你添加血拼的动力。

小贴士：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三 9:00-17:30；周四 9:00-21:00；周五、六 9:00-

17:30；周日 10:00-16:00(其中部分商家营业时间略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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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方式

+1 604-688-7235

地址

701 West Georgia Street Vancouver, BC V7Y 1K8, Canada

主页

http://www.pacificfair.com.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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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8 温哥华-沈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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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哥华国际机场

Vancouver International Airport

温哥华国际机场（Vancouver International Airport）是位于加拿大

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列治文市海岛（Sea Island）的一个民用国际机场，

是加拿大第二繁忙的国际机场。该机场向大温哥华区域局提供服务，是

加拿大航空（Air Canada）以及加拿大越洋航空（Air Transit）的枢

纽机场。机场拥有前往亚洲、欧洲、大洋洲、美国和加拿大其他主要机

场的直飞航班。2012 年，运输旅客数达到 1760 万人次，班次达到

4,142,022。货邮吞吐量达到 227,929 吨。

联系方式

+1 604-207-7077

地址

温哥华国际机场 3211 Grant McConachie Way Richmond, BC V7B 0A4

加拿大

到达方式

公共交通

主页

http://www.yvr.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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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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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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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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9 沈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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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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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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