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65岁以上 17岁以下

成人

$

$

哈利法克斯军事要塞城堡，建成于
1856年，是自1749年以来在原址
上的第四次重建，是北美最大的石
头要塞之一。城堡内有新斯科舍博
物馆和兵器军械博物馆。完美设计
的防御壕沟，壁垒，步枪射击廊道
，火药库及发信号桅杆等，足以使
之成为19世纪军事防御工事的完美
典范。虽然，历史上城堡从未被进
攻过，但由于战略位置重要，在
1906年以前英国一直派兵驻扎。在
一战及二战期间，加拿大军队也一
直驻军防守此处要塞。，城堡山东
麓的古钟楼建筑奇特、雄伟。

哈利法克斯军事要塞
Halifax Citadel Hill

大西洋博物馆---因保留着很多泰
坦尼克号的遗迹而闻名世界，同时
也可以了解到人类历史上震惊世界
的哈利法克斯大爆炸真相。100多年
前的4月，泰坦尼克号撞上冰山沉没
在，Halifax是距离出事海域最近的
海港，当时多数救援船只都是从此
出发，并带回一些幸存者，不少遇
难者的遗体也葬在这里。

大西洋博物馆
Martime Museum of Atlantic

9.6

5.3
佩姬湾坐落於新斯科舍省的首府哈
里法克斯，被称为加拿大最上镜头
的渔村。距离哈里法克斯约43千米
，是一个伸入大西洋的小海角，现
在已经成为闻名远洋的小渔村。村
內有40户人家，约100来人，为新
斯科舍省最繁忙的旅游景点，来佩
姬湾游玩的游客分分秒秒都被周围
不同的美丽景色所感动著、陶醉著
，这里就是陶渊明笔下的世外桃源
，就是所谓的人间仙境。

佩吉湾
Peggy’s Cove

貔貅国旅哈利法克斯旅游景点介绍及收费项目明细

8.5

$

21.3
$

11.1

成人 17岁以下

$

9

导游小费

日期 团号总价

成人人数 老人/儿童人数

每天

$

18.6

65岁以上

哈利法克斯景点总价

$

65岁以上 17岁以下

成人

$

11.7

5.810.1
$

免费
Free



20
$

12

爱德华王子岛

中式自助餐

蒙克顿
成人 12岁以下

$

18
$

9
成人 12岁以下

$

那荒芜诡谲的暗红色悬崖，那蔚蓝的海水与天空，如同五颜六
色的调色板，尤其令人久久不能忘怀，更何况那延绵在海水与
陆地之间，一望无际，举世闻名的白色沙滩和沙丘所构成的一
条北美洲大陆东岸最美的沙缎带，除了带给人们赏心悦目的景
色，更提供许多游泳、散步和探险的好去处.

爱德华王子岛国家公园沙滩
Cavendish Beach

《绿山墙的安妮》（Anne of Green Gables，又译为清秀
佳人（台湾）、红发安妮（香港）或绿色屋顶之家的安妮）是
一部由加拿大作家露西•莫德•蒙哥马利（Lucy Maud 
Montgomery）所著的长篇小说。这个故事於1908年首度
发表，其背景是在设定在作者蒙哥马利童年成长的地方——爱
德华王子岛。

安妮小木屋
Anne of Green Gables

每一年，男女老幼都会感觉到“磁力山”的吸引力，那是位于
新不伦瑞克省蒙克顿的一个旅游胜地。该地区的地理特性在上
个世纪30年代被发现，因为有开车的人报告说他们的汽车即
使是在发动机被关闭的情况下，也会不由自主地沿着该市一座
坡度平缓的小山向上爬。

芬迪湾磁力山
Magnetic Hill

芬地湾(Bay of Fundy)是世界上最大潮汐落差的海湾区，平
均潮差： 14.5米，最高16.3米 。海潮最高可达48英尺 (14
公尺) ，约4层楼高, 潮起潮落每天两次，退潮后海滩留下大量
海螺、海贝，潮汛是由太阳和月亮对地球的吸引力造成的，强
劲的浪涛，不仅每十二小时带来十亿吨海水，更以数世纪的时
间雕砌成举世闻名的“花盆岩”景观。你可欣赏世上罕见的逆
流瀑布(Reversing Falls)，当圣约翰河注入芬地海湾(Bay 
of Fundy)时，也正是世界最高潮汐的时候。

好望角石林
Hopewell Rocks Bay of Fundy

日期 团号总价 成人人数 老人/儿童人数

貔貅国旅爱德华王子岛旅游景点介绍及收费项目明细

出海捕龙虾（Shediac Bay Cruises）：无论你想在北卡罗
来纳州最温暖的水域放松，还是想更深入了解阿卡迪亚文化或
发掘捕龙虾的奥妙，希迪亚克的海湾邮轮满足你所有需求！我
们以龙虾为主题的邮轮会带你探索加拿大大西洋最秘而不宣的
风景。在希迪亚克海湾的温暖水域上，一个难忘的美食体验等
待着你。首先，请让我们的导游解说激发你的味蕾的兴趣，并
告诉您如何支解和享用美味、新鲜煮熟的龙虾。然后，坐下来
，放松和享受渔夫的盛宴，享用冷饮。我们会让你边欣赏美景
，边体验我们阿卡迪亚人民的热情。晚饭后，一边坐在我们宽
敞的甲板上吹着微风，一边欣赏阿卡迪亚的传统音乐，你会惊
叹于东海岸美景的波澜壮阔。

出海捕龙虾（含新鲜龙虾大餐）
Shediac Bay Cruise

$47

$ 9
导游小费

每天
$ 98.6 $63.9

成人 65岁以上

爱德华王子岛景点总价

12岁以下

$71.3
17岁以下

成人

69$

$7.8 $6.8
65岁以上 17岁以下

成人

9$

FREE
65岁以上 17岁以下

成人

5$

$6.6 $3.9
65岁以上 17岁以下

成人

7.8$

$6.8 $3.9
65岁以上 17岁以下

成人

7.8$

FREE



布雷顿角高地国家公园(Cape Breton High-
lands National Park)位于加拿大新斯科舍省布
雷顿角岛北部。该国家公园成立于1936年，是加
拿大第一个位于大西洋沿岸的国家公园。 国家公
园东临大西洋，西濒圣劳伦斯湾，总面积达949
平方公里，以其壮观的高地和海洋风景而闻名。
布雷顿角高地是布雷顿角北部地区最显著的一部
分，陡峭的悬崖和深河峡谷森林成为了大西洋的
高原边界，三分之一的卡伯特小径贯穿整个高地
国家公园的沿海地区，成为了世界著名的公路风
景区。同时布雷顿角高地国家公园是新斯科舍省
最大的野生自然保护区之一，也是加拿大景观保
护的国家公园体系中最杰出的一个。

布雷顿角高地国家公园
Cape Breton Highlands National Park

贝尔故居博物馆是大西洋省最优秀的国家历史遗
址之一，是为了纪念著名的发明家，工程师，企
业家亚历山大·格雷厄姆·贝尔而建造。贝尔拥
有世界上第一台可用电话机的专利权，他还发明
了了水翼艇，助听器，人工呼吸器，他创建了贝
尔电话公司，也就是AT&T电话公司的前身。该
博物馆收藏了互动展览品，文物，模型和一个美
丽的历史照片电影集。还设有一个儿童区和野餐
设施，可俯瞰布拉多尔湖。

贝尔故居博物馆
 The Alexander Graham Bell Museum

路易斯堡是加拿大东海岸有着300年历史法国的
军事要塞，1713年随着欧洲热对北美大陆的殖民
活动，法国人率先进占该岛，在此修建房屋，教
堂，以及军事，商业建设。至此以后路易斯堡很
快发展成为北美最繁华的港口之一。从1719年开
始，法国人再次修建法语设施，将路易斯堡建成
一座军事要塞，直到1745年被英国人占领之前才
完成。城堡内从按18世纪行为举止训练的身着当
时服饰的工作人员，到完全真实的建筑结构和装
饰，路易斯堡都会给游客留下不可忘却的印象。

路易斯堡
Fortress of Louisbourg

布拉多尔湖（Bras d'Or Lake）位于加拿大新
斯科舍省布雷顿角岛中部，是一个潮汐咸水湖。
面积1098平方公里，长71公里，宽32公里。北
部通过 Boularderie 岛两侧的大、小布拉多尔水
道与大西洋相通。另一个出口是通过南端的圣彼
得运河穿过一条狭窄的地峡与大西洋相连。“布
拉多尔”一名经常被认为是源自法文 Bras d'Or
，意味“金色的海湾”。

布拉多尔湖私人游艇包船
Fortress of Louisbourg

貔貅国旅布雷顿岛旅游景点介绍及收费项目明细

$

63.2
$

34.6

成人 17岁以下

$

9

导游小费

日期 团号总价

成人人数 老人/儿童人数

每天

$

46.6

65岁以上

布雷顿景点总价

15
$

8.8
65岁以上 17岁以下

成人

$17.6
$

18
$

18
65岁以上 17岁以下

成人

$ 30
$

6.8
$

3.9
65岁以上 17岁以下

成人

$ 7.8
$

6.8
$

3.9
65岁以上 17岁以下

成人

$ 7.8
$



貔貅国旅纽芬兰旅游景点介绍及收费项目明细
格罗莫讷国家公园位于加拿大东部纽芬兰州的纽
芬兰岛。格罗莫讷国家公园坐落在纽芬兰岛的西
北部。它东起长岭山脉的支脉，西到圣劳伦斯湾
，面积1805平方千米。1987年，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将格罗莫讷国家公园作为自然遗产，列入《
世界遗产名录》。这里的大部分海岸线是悬崖峭
壁,蜿蜒的河流,富含养分的湿地、湖沼、岩岸，
以及冰渍等，形成独特的景观。 格罗斯莫讷国家
公园始建于1970年。位于纽芬兰州的纽芬兰岛
的西北部，面积1805平方千米。它西起圣劳伦
斯湾，东至长岭山脉的支脉。整个国家公园自然
景观优美奇异。这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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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碛。 格罗莫讷国家公园与巴
黎处于同一纬度，即北纬49～50度，属于亚寒
带气候，植物风貌绝无仅有。生长着胶枞、黑云
杉、落叶松、石南杜鹃、针叶树等亚热带植物。
动物种类也丰富多彩，哺乳类有驯鹿、雪兔、加
拿大山猫、海豹、小须鲸、圆头鲸、长须鲸等，
鸟类有雷鸟和200多种海鸟。

格罗莫纳国家公园
Gros Morne National Park

$

10.8
$

6

65岁以上 17岁以下

成人

$

12

Western Brook Pond 号称是世界上最干净的
峡湾湖泊，是由冰川切割摩擦山谷而形成的，没
有任何污染。湖泊最深处175米，平均深度72米
，两岸是600米高的悬崖峭壁，最高的悬崖大
717米。由于两岸全是岩石，土壤很少，湖底沉
积物不多，加上两岸峭壁挡住了阳光，湖底能见
度底，生物极少，是世界上营养午最少的湖泊之
一。从地图上看，western brook Pond非常
像一只蝌蚪，如果你想象力足够丰富，也能看出
一个躺养着的睡美人模样。行船置身其中，更能
凝神静气，直教人感叹大自然的玄妙。

西布鲁克湖游船
Western Brook Pond Tour

62.1
$

35
65岁以上 17岁以下

成人

$ 69
$

冰山游船：探索冰山巷与纽芬兰的获奖乘船游览
之旅！你会领略 12000岁的冰山从格陵兰岛漂移
到纽芬兰史诗般的旅程，还会看到雄伟的座头鲸
，因为它们会在Twillingate的近海觅食，并观
看优雅的海鸟在沿海岸线与我们嬉闹。在纽芬兰
阳光下，你会听到冰裂纹的声音，并看到他们的
裂缝发着微光。我们友好的工作人员会自豪地向
你介绍外港的生命，热情好客的纽芬兰人吸引了
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你还会在咖啡湾码头上品
尝到由主厨尼克制作的新鲜的汤，沙拉和三明治
，一次性满足您的味蕾与观看纽芬兰巧克力公司
的巧克力工匠现场制作巧克力的过程。我们两个
小时的解说与巡回演唱会为您提供寻找一个真实
的纽芬兰文化与探险冰山和鲸鱼的航行。

冰山游船
Northland Display Boat

60.3
$

36
65岁以上 17岁以下

成人

$

67
$

信号山国家历史遗产因为军事战争和交通史中扮
演的角色成为国家历史遗址。永远耸立守卫着圣
约翰斯湾的是城市的著名标志：信号山的陡峭山
崖。仅此壮丽景色就值得一游。这里有一个小型
的博物馆，展出体现景点历史的特色展品。此外
，还有皇后炮台、兵营、卡伯特塔城堡等景致，
可以看到一些大炮和18世纪英国炮兵连的遗迹。
仲夏还可看到19世纪纽芬兰皇家连的士兵身着服
装进行军操表演。

信号山

4.5
$

3
65岁以上 17岁以下

成人
$5

Signal Hill

$

$

153
$

80

成人 17岁以下

$

9

导游小费

日期 团号总价

成人人数 老人/儿童人数

每天

$

137.7

65岁以上

纽芬兰景点总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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