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99起

出发日期：每周一
（5月20日~9月2日）

双飞十日游HPCF10

海洋省 纽芬兰冰山超值欢畅、

独家特色

不走寻常路！独家前往世界冰山最佳观测地-圣安东尼！
揽尽最佳机会，观赏绝美冰山！

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碧海蓝天的美景以及鳞次
栉比的古迹，用景观和文化构成了海洋省的独特风景，
一次出游便可尽收眼底！

赞大陆之广袤，遗世而独立！纽芬兰胜景更是世间罕有，
定会让您不虚此行！

一次畅游海洋四省全景！闲庭信步般揽尽全部美景，
冰山、鸟岛、最美环山公路-Cobat Trail、世遗古镇，
一个都不能少！

赠送
大 全程所至海洋省景点门票

+价值超$200的冰山游船

+哈利法克斯海港景观轮渡！



第一天：原居地-哈利法克斯-佩吉湾-卢嫩堡
Hometown-Hal i fax -Peggyʼs  Cove-Lunenburg

Cape Breton -Skyl ine Trai l  

Sydney-Baddeck -Bel l  His tor ic  S i te -Hal i fax

Hal i fax -Magnet ic  Hi l l -Bay of  Fundy-Shediac -Moncton

Moncton-Confederat ion Br idge-Pr ince Edward Is land

第四天：布雷顿海角国家公园-天际线步道

费用包括: 费用不包括: 备注：
1. 乘坐豪华巴士，或其它交通工具，团体接送观光
2. 住宿豪华酒店，必设有私人浴室及空气调节设备
3. 验丰富的华人领队随团服务
4. 全程所至景点门票

1. 司机及导游的服务费（$15/天/位）
2. 新斯科舍省税项15%
3. 全程膳食
4. 机票、火车票、各种医疗保险、个人
    平安险及行李保险等
5. 提前到达/延住酒店客人接送附加费：
    单程每位$20
6. 升级酒店费用，确认后不可更改，
   取消不作任何退款

夜宿：Cambridge Suites Sydney或同级

夜宿：超值团：Future Inn或同级/豪华团：Hampton Inn或同级

夜宿：超值团：Future Inn或同级/豪华团：Hampton Inn或同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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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宿：Holiday Inn Moncton或同级

第二天：哈利法克斯-磁力山-芬迪湾国家公园-大龙虾雕像-蒙克顿

第三天：蒙克顿-联邦大桥-爱德华王子岛

第五天：悉尼-巴德克小镇-贝尔故居-哈利法克斯

夜宿：Holiday Inn New Glasgow或同级

首先前往哈利法克斯最著名的标志性景点-佩吉湾（小猪湾）渔村，这个坐落于北美大
陆东南岸的渔家村落毗邻大洋、崖石环抱，独具特色的渔民小屋和精心布置的斑斓色彩
，伴随着海风，将带给人一个海边童话。更有伫立在海舌上的灯塔，讲述着百年来的悲
欢离合，成为大西洋省的地标式建筑。离开宁静的佩吉湾，来到了英国殖民地规划的集
大成者，世界文化遗产-卢嫩堡。这里是双桅帆船“蓝鼻子号”的诞生地，战无不胜的
速度使得它成为了加拿大骄傲，被选为10分硬币背面的图案。更有鳞次栉比的各色建筑
和静谧的海湾构成了一幅斑斓的粉彩油画。晚餐后回到大西洋省最大的城市，也是世界
第二大不冻港-哈利法克斯，漫步城市间，可以邂逅浪漫的古老海港，独特的酒吧文化
以及绚烂的街间霓虹。更可尊享独家赠送哈利法克斯海港景观轮渡。

从哈利法克斯出发，前往新不伦瑞克省。首先到达堪称奇观的磁力山，自然构造和重
力将制造一个磁力的幻境。之后前往位于芬迪湾国家公园的好望角石林，世界之最的
涨落潮水水位差和形容各色的海中奇石，令人感叹沧海桑田的变幻无穷和大自然的鬼
斧神工。随后前往被誉为世界龙虾之都的希迪亚克。这里有着世界最大的龙虾雕像，
并可与这一海洋省象征合影留念。晚间进入新不伦瑞克省最大城市蒙克顿，这里不仅
是海洋省和其他地区的交通中枢，更是保存着法式文化的阿卡迪亚人的聚居地。

Hal i fax -St .  Johnʼs -Cape Saint  Maryʼs  Park Reserve
第六天：哈利法克斯-圣约翰斯-鸟岛

夜宿：Holiday Inn Deer Lake或同级

夜宿：Haven Inn或同级

 S t .  Johnʼs -Deer Lake
第七天：圣约翰斯-鹿湖

早上前往信号山国家历史遗迹——圣约翰斯最富盛名的旅游名胜。凭借优越的战略地
理位置，从十八世纪到二战结束，信号山一直是加拿大东岸最重要的前哨阵地。信号
山亲身经历了两个改变世界的重大历史事件：英法两军浴血奋战的“信号山战役”和
接收到世界上首个跨大西洋的无线信号。北美战场最后一战的著名“信号山战役”使
英军最终奠定在北美的统治地位；而无线信号开辟了一个崭新的科技时代。从信号山
离开后前往参观北美最东端——斯皮尔角。在斯皮尔角国家历史遗迹可以看到整饬一
新的1853年灯塔和二战中1941年位保卫港口而建的重机枪炮和弹药库。此处海岸风
景非常壮丽，惊涛拍岸，波涛汹涌在这里时时可见。之后驱车鹿湖，一路峰峦叠翠，
密林与峻岭在路边纵横交错，更有机会看到加拿大野生动物的象征——麋鹿Moose。

Deer Lake-  Iceberg Explore -St .  Anthony
第八天：鹿湖-冰川探险-圣安东尼

早餐后前往圣安东尼小镇，这里是北极圈外世界上最合适观看冰山的地方。大
家将有机会乘坐北地游船出海游船观看冰山和鲸鱼。冰山成型于数万年前的远
古冰河时期，自格陵兰岛漂流南下，通常要花2-3年的时间才能漂到这里。每年
会有大约40,000个中型到大型的冰山从格陵兰岛的冰川脱落，在海洋中漂浮。
当然，冰山的数量每年变化很大，而海冰减少了冰山受到的海浪的冲击，从而
可以使冰山在漂流中维持更长的时间，因此纽芬兰岛的圣安东尼也成为了世界
上最适合观看冰川的地点。不仅如此，还有种类繁多的鲸鱼徜徉在水中，为海
面增添了一抹生机。近距离接触洁白巍峨的冰川与生机勃勃的鲸群，此为在他
处难得一见的奇景，让人在酷日炎炎的夏季感受到一抹难得的清凉。

夜宿：Holiday Inn Deer Lake或同级

St. Anthony-LʼAnse aux Meadows National Historic Site-
Gros Morne National Park-Deer Lake

第九天：圣安东尼-维京海盗群落遗址-格罗莫纳国家公园-鹿湖

在圣安东尼亦可感受上上个世纪的维京文明。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前的五百年，维京人就
曾到达纽芬兰并探索了部份北美地区。前往1978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的北美洲最早的欧洲殖民考古遗址，参观了当时在这里生活的维京人的房屋，船只，精致的
古代手工艺等等。这个遗迹是上世纪60年代发现的，后来被重建并成为世界遗产。您可以
坐在他们的房间里，围坐在熊熊的篝火四周，聆听千年前在这片同样的星空下，那些坚韧的
男女是如何向禁海扬帆进发、寻找新大陆的古老传奇故事。独特的手工艺和神秘而古老的文
明定能让大家在历史的涡轮中感同身受。参观完维京人聚集旧址，将前往大西洋第二大的格
罗莫纳国家公园。Gros Morne在法语中的意思为孤独的大山。位于纽芬兰和拉布拉多省的
格罗莫纳国家公园,以其独特的地理风光跻身联合国科教文组织世界遗产之列。整个国家公
园自然景观优美奇异,大部分的海岸线是悬崖峭壁。公园里有蜿蜒曲折的河流，富有养分的
湿地，湖沼以及岩岸、冰渍， 动物种类更是丰富多彩，光可见到的海鸟就有200多种。接
下来要游览来自大自然五亿年的精妙制作—格罗莫纳高地。这片奇特的土地曾经是一片深不
见底的海洋世界，经过五亿年两块古老大陆的碰撞—原本藏在海底的地幔逐渐现身变成了大
山的脊背—以十分罕见的方式淋漓尽致的体现了来自地球内在的灵魂与自然的呼喊。橄榄岩
的独特颜色更让人仿佛置身火星中。客人可以在这里踏入世界的最底部，却又踩在地幔之上
，感受世界沧海桑田变化生生不息的气 息。而这奇特的景观，也让这不仅仅成为整座国家
公园的神来之笔，更成为了地质等领域的科学研究宠儿。晚间到达鹿湖。

前往加拿大面积最小的省份-爱德华王子岛。途中将经过世界上最长的穿越冰层覆盖水
域的跨海大桥。全场13公里的路途将体会到人类战胜自然的勇气和魄力。进入爱德华
王子岛，浩瀚无垠的海洋，乘风翱翔的海鸥，独一无二的赤色土壤，随风摇曳的青青
禾苗，闲庭信步的黑白乳牛以及一碧如洗的浩渺天空，构成了真实的世外桃源。位于
卡文迪许国家公园内的“Anne of Green Cable House”是游客必到之处。在此可重
拾传世佳作《秀丽佳人》的故事，体会百年前小岛渔村的生活点滴。之后前往著名的
红沙滩，漫步海边，尽情享受阳光海滩带来的浪漫。随后到达省府夏洛特敦，这里是
加拿大联邦的诞生地，亦步亦趋，仿佛回到过去。之后乘轮渡回到新斯科舍省住地。

前往新斯科舍省北部的布雷顿海角国家公园，它被权威杂志评选为“北美最美丽岛屿
”，环绕其中的Cabot Trail更是世界十大环山景观公路之一。行至其中，峰峦叠翠，
海天相接，亦可体会“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所言非虚，更可在天际线
步道中漫步留影，体味人与自然的相容相合。同时，还有机会与各类珍稀动物不期而遇
，可能不经意处，便与加东最有代表性的动物MOOSE-驼鹿不期而遇。

前往世界上最大的钢制小提琴雕塑。作为曾经大西洋省的矿业中心，悉尼汇聚了众多
来自爱尔兰的矿工。小提琴是他们工作后慰藉身心，怀念故乡的最佳选择。为了纪念
矿工铸造的小提琴雕塑，伴随着轻柔的音乐，仿佛跨越大洋，置身英伦。随后前往巴
德克小镇，参观世界著名发明家、工程师、企业家亚历山大·贝尔故居暨博物馆。贝
尔拥有世界上第一部电话机的专利权，他同时还是水翼艇、助听器、人工呼吸器等的
发明者。他创建了贝尔电话公司，也就是AT&T电话公司前身。同时还可漫步于巴德克
小镇，位于加东第一大咸水湖布拉多尔湖湖畔的小城，依山傍水，风景如画。愉快地
行程结束行程后返回哈利法克斯。

1. 酒店以双床房为标准，第三/四位与前两位共享一个房间；儿童12岁以下（不单独             
   占床位）享儿童价格；婴儿（2岁以下）须占座位，费用按儿童团费收取。
2. 因交通阻延，罢工，恶劣天气，航班取消或更改等超出本公司控制范围所致行程            
   延误，本公司将不负上法律责任。
3. 本公司保留改变行程权力，以利团体进行。
4. 退改政策：客人如因个人原因取消或更改定位，费用按以下方法计算：
   a)出发前31天及以上，取消收取$150/位，更改团期收取$50/位；
   b)出发前30天-15天，取消收取$200/位，更改团期收取$100/位；
   c)出发前14天及以内，不可做取消或更改。

ADD: Unit 188, 3255 Highway 7 East, Markham, L3R 3P9 (First Markham Place)

  

TOLL FREE: 1-855-415-8999 TEL: 905-415-8999 FAX : 905-415-9666  
 ADD:  5949 College St. Halifax, NS.  B3H 1X6

TOLL FREE: 1-855-854-0835 TEL : 902-463-8888 (3 Lines) 
FAX : 902-463-0588  

Toronto Office: Halifax Office:

*请预定中午11点前到达哈利法克斯的航班，提取行李后，请于出口处星巴克集合

夜宿：Holiday Inn St. John’s或同级

*请预定下午2点前到达圣约翰斯（机场代码YYT）的航班。*本日早上有专人送至

首先驱车前往圣玛丽鸟岛。这里是北美大陆上，人类可以最近距离观察的鸟栖山岩
。在这里，成千上万只的各种珍稀鸟类栖息繁衍，翱翔天际。在这里，便可真切感
受“落霞于孤鹜齐飞”的美景。这里更是摄影爱好者的天堂，万鹭齐飞，海天相接
；映于相纸上，便是独一无二的作品。在圣玛丽鸟岛，更有机会于憨态可掬的海鹦
鹉不期而遇，与这位来自北极的精灵邂逅。游览后返回圣约翰斯。

Deer Lake-Hometown
第十天：鹿湖-原住地

带着美好而又独一无二的旅行记忆，踏上回家的旅途。预定中午12点前起飞的客人，
将享专人送机服务。

哈利法克斯机场。到达圣约翰斯，取到行李后请于机场内Tim Horton咖啡厅集合

团费每位
(CAD)

超值团

豪华团

$899$1099$1299 $1599$1999
$979$1199$1459 $1799$2299

四人房

$699
$859

儿童（2-12岁）三人房双人房 单人房 单人拼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