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穿越征服纽芬兰全景 7 日游 

绝世美景，只有少数人可以欣赏 

1、线路灵活，游客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选择最适合自己的旅程，可以选择游玩佩吉

湾品美味渔夫古法炖龙虾，也可以游览布雷顿岛国家公园，欣赏壮美的卡波特海天

大道。 

2、体验神秘的纽芬兰大陆，探索联合国自然文化遗产格罗斯莫恩国家公园，同时也

是加拿大第二大国家公园，船游西布鲁克冰蚀峡湾，游览在中国已经消失的三峡景

观。 

3、观冰山、观鲸鱼、钓鳕鱼、看海鸟，不一般的人生经历为您量身定制！ 

4、加拿大最东端，北美最古老&最色彩丰富的城市：圣约翰斯 

5、万年冰山水酿制的啤酒，由于产量有限，目前只在纽芬兰岛上出售。 

6、旅行不去纽芬兰，游遍北美也枉然，纽芬兰独一无二的景色绝不令人失望！ 
 

线路行程安排(HALIFAX 出发) 

第 1天：原居地-哈利法克斯-八角星要塞-佩姬湾-卢嫩堡古镇 

早晨乘飞机从原居地飞往哈利法克斯（专人接机）后开始探索哈利法克斯这座加拿

大历史名城，前往八角星要塞城堡游览，该城堡是哈利法克斯的地标建筑，这座“从

未被攻克的城堡”是英法在北美战争的缩影，其重要的军事防御功能一直到第二次

世界大战都在发挥作用，乃兵家必争之地。将前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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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称为大西洋的“天涯海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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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佩吉湾灯塔也是世界上最上镜的灯塔之一，欣赏完佩吉湾美景后前往印第安纳渔村，

品尝闻名加拿大的“渔夫古法炖龙虾”，选用当天捕捞的新鲜龙虾，高压喷枪和纯净

海水的传统烹饪方式，使“渔夫古法炖龙虾”的美味口感被世人所赞誉为“世界上

独一无二的原味龙虾”，享用完大龙虾后驱车 1 小时前往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小镇

卢嫩堡。作为 Nova Scotia 第一块英国殖民地，1753 年建立的卢嫩堡古镇完整的保

留了英国的建筑文化，并融合本地风俗，形成了独特的文化，国王大街，皇后大道，

王子街这些耳熟能详的街道名就始于这里，后来加拿大很多城市都依照卢嫩堡的城

市规划建设发展而来。在卢嫩堡，你可以完整的感受加拿大传统文化的魅力，还可

以看到加拿大著名的双桅帆船“Bluenose II”（加拿大 10分镍币上的帆船），参观

完古镇后返回哈利法克斯，沿途游览马洪湾小镇，小镇海边屹立着 3座不同风格的

教堂，代表着基督教的三个不同派别分支，却可以和平相处几百年，小镇最初由法

国人建立，虽然与卢嫩堡仅 10公里路程，但在城市布局设计上却有天壤之别。晚宿

哈利法克斯：假日酒店或同级 

 

第 2天：新格拉斯哥-谢迪坎普-布雷顿角岛高地国家公园-天际线天空步道 

早餐后驱车前往世界最美的十个岛之一的布雷顿角岛（Cape Breton Island）,驱车

行驶在美丽的卡波特海天大道上（Cabot Trail）,体验左手大西洋，右手悬崖峭壁

的壮美景色，在阿卡迪亚文化小镇谢迪坎普吃午餐休整后驱车前往布雷顿角岛高地



 

国家公园。公园始建于 1936年，是加拿大大西洋四省最大的国家公园，主要景点：

Skyline Trail 天际线步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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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际线步道的尽头是传说中当地土著居民与神灵通话的

地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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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色彩斑斓的树林宛如油画般的另人陶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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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完天际线步道后，傍晚时分前往北美最适合人类居住的 20个

小镇之一巴德克。巴德克以崎岖的地形，世界上最大的内陆海-布拉多尔湖，以及亚

历山大-贝尔发明的电话机而闻名于世，小小的城镇充斥着苏格兰传统文化，盖尔语

（Gaelic）音乐是这里的一大特色，晚宿悉尼港：假日酒店或同级 

 

第 3天：悉尼市-纽芬兰皇家海军跨海轮渡-巴斯克港-角溪镇 

早餐后参观悉尼港边世界最大的小提琴，新斯科舍省悉尼市居住了很多爱尔兰人以

及苏格兰凯尔特人的后裔，除了盖尔语音乐，凯尔特人的音乐文化在这里十分流行，

该小提琴专门为了一年一度的凯尔特人节而建，据说在起重机的协调下依然可以演

奏，中午搭乘大西洋皇家海军渡轮横跨圣劳伦斯海峡前往纽芬兰岛，是体验北大西

洋风光的绝佳机会，皇家海军号渡轮虽然从事的是客运服务，但里面的设施环境和

很多度假豪华游轮差不多，上下一共分为 9层，除了底层的泊车仓外，还有旅客休

息仓，电影院，豪华休息室，餐厅，酒吧娱乐场所等公共休息区域，下午抵达纽芬

兰巴斯克港，雄伟的长断山脉将一路随行，晚宿角溪镇：优选酒店或同级 

 

第 4天：角溪镇 -鹿湖-格罗斯莫恩国家公园-西川湖冰蚀峡湾 

早餐后驱车 1小时前往格罗斯莫恩国家公园（Gros Morne National Park），又译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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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rs 

Morn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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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没有去过长江三峡，那么这将是您少有的在

加拿大体验三峡风光的绝佳机会，下午继续前往游览格罗斯莫恩国家公园景区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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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长的地壳运动将这里的地幔挤出了地面，这里一片赭石色，寸草不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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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宿角溪镇：优选酒店

或同级 

 

第 5天：大西洋三文鱼洄游-特威林盖特观鲸鱼赏冰山-甘德 

早出发前往当地著名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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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午前往特威林盖特，这里是纽芬兰著名的看鲸鱼和冰山的胜地，如果是

鱼季，游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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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鲸鱼也会来觅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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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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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宿甘德：信天翁酒店或同级 

 

第 6天：甘德-泰瑞诺瓦国家公园-圣玛丽鸟岛-圣约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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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出发后途经泰瑞

诺瓦国家公园南下，驱车约 4 小时前往圣玛丽鸟岛自然保护区，每年的 4-8 月，会

有约 24000 只北方塘鹅，20000 只三趾鸥，20000 只断崖海鸦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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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北美海鸟之都美称。参观完圣玛丽鸟岛后驱车前往纽芬兰省会圣约翰，晚宿圣约

翰：假日酒店或同级 

 

第 7天：信号山-冰川啤酒厂-海鹦鹉岛-圣约翰城-斯皮尔灯塔-加拿大最东端 

早餐后前往圣约翰地标景点-信号山，这里过去一直被作为军事哨所，真正意义上的

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二战中为了防止纳粹德国的潜艇入侵立下了汗马功劳，如今

这里是一个旅游景点，对游客免费开放，同时这里是观看圣约翰城的绝佳地点，居

高临下一览无遗。后前往联合国自然保护区威特里斯湾，乘船出海前往海鹦鹉岛，

近距离接触这种北大西洋特有的可爱鸟类，午餐后前往冰川啤酒厂，这是一家独特

的啤酒酿造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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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人回味无限！此酒据说只在纽芬兰圣

约翰销售，除此一处，别无二家，千万不可错过哦。品尝完冰山啤酒后将前往斯皮

尔灯塔，此灯塔之所以出名，是因为这里是加拿大的最东端，准确的说应该是整个

北美大陆的最东端了，加拿大政府还在这里立了一个碑来确定此点。中午午餐后游

览圣约翰城，圣约翰是北美历史最悠久的城市，同时也是大西洋地区第二大城市，

仅次于哈利法克斯。游览完圣约翰城后搭乘下午的航班返回原居地。（请客人或旅行

社统一订购 6:00PM 或以后离开 ST. JOHN'S 的航班，否则有可能无法参加上午的

行程，同时也需要自行前往机场。） 

 

线路行程安排(ST JOHN’S 出发) 

第 1天：圣约翰斯-信号山-冰川啤酒厂-斯皮尔灯塔-海鹦鹉岛-北美大陆最东端 

早搭航班飞往圣约翰城，专人接机后前往圣约翰地标景点-信号山，这里过去一直被

作为军事哨所，真正意义上的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二战中为了防止纳粹德国的潜

艇入侵立下了汗马功劳，如今这里是一个旅游景点，对游客免费开放，同时这里是

观看圣约翰城的绝佳地点，居高临下一览无遗。后前往联合国自然保护区威特里斯

湾，乘船出海前往海鹦鹉岛，近距离接触这种北大西洋特有的可爱鸟类，午餐后将

前往冰川啤酒厂，这是一家独特的啤酒酿造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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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人回

味无限！此酒据说只在纽芬兰圣约翰销售，除此一处，别无二家，千万不可错过哦。

品尝完冰山啤酒后将前往斯皮尔灯塔，此灯塔之所以出名，是因为这里是加拿大的

最东端，准确的说应该是整个北美大陆的最东端了，加拿大政府还在这里立了一个

碑来确定此点。中午午餐后游览圣约翰城，圣约翰是北美历史最悠久的城市，同时

也是大西洋地区第二大城市，仅次于哈利法克斯。晚宿圣约翰：假日酒店或同级 

 

第 2天：圣约翰城-圣玛丽鸟岛自然保护区-泰瑞诺瓦国家公园-甘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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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旅途的

第一观“观海鸟”绝不容错过，早出发后驱车前往圣玛丽鸟岛自然保护区，每年的

4-8月，会有约 24000 只北方塘鹅，20000 只三趾鸥，20000 只断崖海鸦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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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观完圣玛丽鸟岛后驱车途经泰瑞诺瓦国家公园北上，这里是纽芬兰麋鹿

出现几率最高的国家公园之一，也是鲸鱼鸟瞰纽芬兰壮美海岸线的绝佳地点，傍晚

抵达纽芬兰中部枢纽重镇甘德，晚宿甘德：信天翁酒店或同级 

 

第 3天：特威林盖特观鲸鱼赏冰山-渔民博物馆-三文鱼洄游-科纳尔布鲁克 

早出发前往特威林盖特，这里是纽芬兰著名的看鲸鱼和冰山的胜地，如果是渔季，

游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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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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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午前往格兰德瀑布游览当地著名的三文鱼洄游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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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傍晚时分抵达纽芬兰西部最

大城市角溪镇，晚宿角溪镇：优选酒店或同级 

 

第 4天：科纳尔布鲁克-格罗斯莫恩国家公园-西川湖冰蚀峡湾-桌面山地幔岩 

早晨驱车前往格罗斯莫恩国家公园（Gros Morne National Park），又译峨岗国家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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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更为神秘美丽。格罗斯莫恩（Gors Mor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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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最精彩的

行程将在西川湖峡湾游船上度过，Western Brook Po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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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没有去过长江三峡，那么这将是您

少有的在加拿大体验三峡风光的绝佳机会，下午继续前往游览格罗斯莫恩国家公园

景区另一著名景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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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长的地壳运动将这里的地幔挤出了地面，这里一片赭石色，寸草

不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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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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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宿角溪镇：优选酒店或同级 

 

第 5天：巴斯克港-大西洋海军渡轮-悉尼港-巴德克 

早餐后前往巴斯克港，搭乘大西洋皇家海军号渡轮前往纽芬兰，是体验北大西洋风

光的绝佳机会，皇家海军号渡轮虽然从事的是客运服务，但里面的设施环境和很多

度假豪华游轮差不多，上下一共分为 9层，除了底层的泊车仓外，还有旅客休息仓，

电影院，豪华休息室，餐厅，酒吧娱乐场所等公共休息区域，下午抵达北悉尼港后

开始布雷顿岛之旅，首先前往电话发明人贝尔的故居小镇巴德克，同时也是著名的

北美人居小镇，这里可以欣赏到布拉多尔湖的风光，晚宿悉尼港：假日酒店或同级 

 

第 6天：布雷顿高地国家公园-天际线天空布道-卡波特海天大道-哈利法克斯 

早餐后驱车前往世界最美的十个岛之一的布雷顿角岛（CapeBreton Island）,乘车

行驶在美丽的卡波特小径上（CabotTrail）,体验左手大西洋，右手悬崖峭壁的壮美

景色，在阿卡迪亚文化小镇谢迪坎普休整后驱车前往布雷顿角岛高地国家公园。上

午将体验公园最具盛名的景点之一：SkylineTrai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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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际线步道的尽头更如壮美的画

卷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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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公园内野生动物种类繁多，是大西洋省份看 Moose(加拿大驼鹿)的好地方，走

完天际线步道后，途径卡波特海天大道欣赏大西洋海岸线风光，傍晚时分返回哈利

法克斯，晚宿哈利法克斯或特鲁罗：假日酒店或同级 

 

第 7天：哈利法克斯-佩姬湾-卢嫩堡世遗古镇-市区观光游览 

早餐后开始探索哈利法克斯这座加拿大历史名城，前往八角星要塞城堡游览，该城

堡是哈利法克斯的地标建筑，这座“从未被攻克的城堡”是英法在北美战争的缩影，

其重要的军事防御功能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都在发挥作用，乃兵家必争之地。稍

作休息后将前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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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称为大西洋的“天涯海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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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赏完佩姬湾美景后驾车 1 小

时前往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小镇卢嫩堡。作为 Nova Scotia 第一块英国殖民地，卢

嫩堡完整的保留了英国的文化，建筑等，并融合本地风俗，形成了独特的文化。在

卢嫩堡，你可以完整的感受加拿大传统文化的魅力，还可以看到加拿大著名的双桅

帆船“Bluenose II”，傍晚时分搭乘航班返回原居地。 

 

 

 

 

 

 

 

 



 

出发日期：每周六（6月-9 月）双城同发 

Halifax（每周六）Halifax 出发的旅客-请于首日 12:00 之前抵达 Halifax 机场，

机场代码 YHZ,第 7天请订下午 18:00之后的航班离开 St John's 机场返回原居地，

机场代码 YYT 

 

St John's（每周六）St John's 出发的旅客-请于首日 14:00之前抵达 St John's

机场，机场代码 YYT,第 7天请订下午 18:00之后的航班离开 Halifax机场返回原居

地，机场代码 YHZ 

 

参团价格:以下价格货币单位为(加拿大元 CAD) 

精品小团（10-20 人）） 

 四人房 三人房 双人房 单人房 

经济团 $799.00/人 $899.00/人 $999.00/人 $1259.00/人 

豪华团 $889.00/人 $999.00/人 $1179.00/人 $1599.00/人 

团费不含 NS 15%的 GST/HST 消费税 

注 1：酒店不保证 100%含早餐 

注 2：豪华团哈利法克斯/悉尼/甘德/圣约翰斯可升级至四星酒店住宿 

注 3：客人提前一天或延后一天离开酒店价格为经济团：$155.00/晚（税后含早）

豪华团：$185.00/晚（税后无早） 

 

私人定制 VIP 包车小团（7/8 座豪华商务车） 

$5999.00 CAD （1-4 人参团，1 车 1 客房） 

$6999.00 CAD （4-6 人参团，1 车 2 客房） 

$7999.00 CAD （4-6 人参团，1 车 3 客房） 

 

私人定制 VIP 包车小团（12-15 座高顶客车） 

$9999.00 CAD （7-14 人参团，1 车 3 客房） 

$10999.00 CAD （4-6 人参团，1 车 4 客房） 

$11999.00 CAD （4-6 人参团，1 车 5 客房） 

 

 

退团说明： 45 天以上取消退全款，45 天内取消退一半团款，15 天内取消扣全款 

 

 

 

 

 

 

 

 

 



 

费用包含 

>全程豪华高档空调客车 

>全程矿泉水 

>全程住宿费用  

>华人司机&导游讲解以及旅游协助服务 

 

费用不包含 

>行程中全部的膳食&餐费 

>司机&导游服务费 $10.00CAD/人/天 

>国家公园景点门票&自费活动 

>旅客个人的旅游保险 

>因旅途产生的过路费、过桥费、轮渡费用 

>旅客因为个人原因产生的额外费用 

>离团后的一切费用 

必付费用列表 成人 儿童（2-12） 

城堡山/八角星要塞 10 0 

布雷顿岛高地国家公园 8 0 

纽芬兰跨海渡轮（旅客部分） 46 30 

格罗斯莫恩国家公园 10 0 

三文鱼洄游保育中心 8 4 

总计 $82.00 $34.00 

 

 

可选门票&自费列表 成人 儿童（2-12） 

水陆两栖船 45 30 

卢嫩堡观光马车 35 25 

西川湖峡湾游船 70 45 

冰山巷看冰山或钓鳕鱼 80 50 

威特里斯湾船游海鹦鹉岛 70 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