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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哥华 

"玻璃城"

温哥华沿海城市是加拿大第三大都市圈。 1867年，一个小镇在这个地方首先
建立起来，当时一个创业老板在水边建了一个小酒馆。从那以后，高耸入云
的摩天大楼已经成为主导地平线的地方，像闪闪发光的玻璃巅峰，背靠着山
上撒满雪的山峰。温哥华的大范围蔓延集中在市中心的一些塔的微光环境。
从这里展开一个邻里的挂毯，每个都有自己独特的特征。基斯兰奴（Kitsila
no）的海滨地区被其传统的家园和原始的沙滩所定义，盖斯镇（Gastown）拥
有城市的独立文化。无论你走到哪里，你都会遇到一系列的景点来证明温哥
华文化丰富的灵魂。独立的艺术画廊充斥着大量的公共艺术作品，而莎士比
亚展示了与盛开的现场音乐表演混合在一起。还有很多户外活动爱好者，这
是少数几个可以滑雪下山，划皮划艇，在森林里徒步旅行和在沙滩上休息的
地方。最后，还有各式各样的国际餐厅，这里有北美地区最正宗的亚洲美食
，美妙的农家餐桌和惊心动魄的海鲜美食，更不用说广泛的顶尖工艺啤酒厂
名单了。所有这些和更多使得温哥华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皇冠上的宝石。

 +1 604 683 2000 (Tourist
Information)

 vancouver.ca/  info@vancouver.ca  Vancouver, 温哥华 BC

 by Steven Mackaay   

维多利亚 

"有英国人Verve的一个国际都市"

维多利亚最初是作为哈德逊湾公司的堡垒于1843年建立的，曾被誉为北美最
英国的城市。不列颠哥伦比亚省首府的鹅卵石街道依然以马车车厢为背景，
而其遗产依然明显，而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省会则由创新的餐厅，时髦的咖啡
酒吧和专业精品店接管青春的春天尽管如此，仍然有大量的古董店，茶室和
正式的花园散落在其间，以及令人惊叹的正式花园充斥着无数的花朵。主要
景点包括皇家BC博物馆，笔架山公园和克雷格达罗奇城堡，紧随其后的是国
会大厦和小型世界。剧院观众将被宠坏几个顶级场馆的选择，如皇家剧院，
麦克弗森剧院和钟楼剧院等等。城市最好是步行或骑自行车探索，加拿大任
何一个城市的自行车路线最多，等待探索。通过这一切，风景在海滨景观和
山景之间摇摆。对于从城市休息，游客和当地人在户外冒险观鲸，皮划艇和
徒步旅行。维多利亚位于温哥华岛南端，是一日游的热门目的地。

 +1 250 953 2033 (Tourist
Information)

 www.tourismvictoria.com/  Victoria, Victoria BC

 by Rie H   

布查特花园 

"全景花卉园林"

位于布伦特伍德湾（Brentwood Bay）的中心地带，布查特花园（The
Butchart Gardens）由一流的美丽花园组成，每年吸引一百万游客。花园最
初是由珍妮·布查特（Jennie Butchart）创办的，他们将用尽的石灰石采石
场改造成现在宏伟的下沉花园（Sunken
Garden）。从那时起，珍妮·布查特（Jennie
Butchart）和下一代布查家（Butchart family）增加了各种花园和景点。随
着花园全年维持和盛开，数百种花卉每季都会爆发出色彩缤纷。公园的其他
领域包括意大利花园，大玫瑰花园，风景如画的罗斯喷泉和两个图腾柱。花
园里还有许多青铜雕像和玫瑰旋转木马，孩子们可以骑着美丽的野生动物，
如斑马，鸵鸟，公猪和马匹。这个开花的仙境是指定的国家历史遗迹，是一
年中任何时候访问的理想场所。票价是季节性的，所以请检查网站。

 +1 250 652 4422  www.butchartgardens.com
/

 email@butchartgardens.co
m

 800 Benvenuto Avenue,
Victoria 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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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kla4067   

幽鹤国家公园 

"自然的壮丽"

幽鹤国家公园位于加拿大落基山脉的西坡，拥有许多奇妙的动植物种类。像
公园中心的一个测量员站在一起的是伯吉斯山（Mount Burgess），山峰攀登
登山者。到公园的游客也会发现令人叹为观止的Takakkaw和Wapta瀑布，这两
个瀑布都非常漂亮。徒步旅行者和大自然爱好者可以探索公园内许多溪流，
森林和山脉，在维护良好的小径上纵贯国家公园。游客在公园的中心也提供
导游。一个

 +1 250 343 6783  www.pc.gc.ca/eng/pn-
np/bc/yoho/index.aspx

 Canadian Rocky Mountains, Field BC

 by La Citta Vita   

香农瀑布省立公园 

"瀑布的咆哮"

香农瀑布是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最陡峭的瀑布之一 - 香农瀑布（Shannon Fall
s），香农瀑布省立公园占地215英亩（87公顷）茂密的绿色林地。这里有野
餐区，徒步旅行和自行车道，以及冬季运动场所等设施，是任何季节出游的
好地方。香农瀑布省立公园靠近Stawamus酋长和Murrin省立公园，是该地区
最漂亮的公园之一。翠绿的森林突然开放，瀑布和蜿蜒的河流。

 +1 604 986 9371  www.env.gov.bc.ca/bcpar
ks/explore/parkpgs/shann
on/

 info@seatoskyparks.com  Sea-to-Sky Highway,
Britannia Beach BC

 by Waqcku at English
Wikipedia   

克雷格达罗奇城堡 

"维多利亚时代的辉煌"

维多利亚历史悠久，富有过去的残余。一个这样的国家历史遗址是宏伟的克
雷格达罗奇城堡，一个苏格兰男爵豪宅，肯定会吸引历史爱好者和游客。拥
有超过39间客房的城堡由富有的Robert Dunsmuir于19世纪末建成。这个结构
是由花岗岩和房屋橡木楼梯，从旧金山进口瓷砖和精美的家具。这座城堡曾
在许多电影中亮相，并且每年都会举办戏剧活动。城堡是维多利亚州最受欢
迎的旅游景点之一，由于装修和维护，游览美丽的豪宅，探索这个令人难以
置信的维多利亚时代的奇迹。检查网站不同的开放日期。

 +1 250 592 5323  thecastle.ca/  info@thecastle.ca  1050 Joan Crescent,
Victoria BC

 by Paul David Doherty
(User:PDD)   

环太平洋国家公园 

"在西海岸的一颗宝石"

跨越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广阔的511平方公里（197平方英里），这个面
向太平洋的广阔自然保护区是加拿大珍贵的宝藏之一。公园包括陆地和海洋
地区，被认为是加拿大第一个也是最古老的国家公园。太平洋沿岸国家公园
保护区由两个不同的区域组成：温哥华岛的陆架海洋区域和太平洋海岸山区
的森林。其崎岖的美丽被隔离到西海岸步道，长滩和断岛群岛，每个岛屿都
具有独特的自然特征。即使在今天，公园的原住民遗产也没有脱离公园的界
限。公园除了是温带雨林和闪闪发光的海岸线之外，也是观赏鲸鱼和观鸟的
天然绿洲。

 +1 250 726 3500  www.pc.gc.ca/pn-np/bc/p
acificrim/index.aspx

 pacrim.info@pc.gc.ca  2040 Pacific Rim Highway,
Ucluelet 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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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Dov Harrington   

惠斯勒奥运村 

"舒适而耐用的奥运村"

从惠斯勒北部的其卡姆斯山谷旁边，奥运村根据LEED金色标准以上来建筑。
这座奥运村在冬季奥运会期间将会有2850名运动员及教练入住，而在冬季奥
运会后的残疾人冬季运动会则会有1200名运动员和教练入住。这个社区就位
于其卡姆斯山谷旁边，并以桥梁连接着。只需要乘车20分钟就可以到达惠斯
勒的各个比赛场地。冬季奥运会之后，这里就会改造成冬季运动与夏季运动
的运动员训练与入住区。而这里的一些单位也会以合理的价格销售。

 www.vancouver2010.com/whistler-olympic-village/  Highway 99, Cheakamus Valley, 威士拿 BC

 by Cbone   

巴克维尔古镇 

"历史的淘金镇"

巴克维尔古镇是1924年宣布的一个国家历史遗址和1958年的省级遗产，是北
美西部最大的生活历史博物馆。该网站的名字是工人阶级英国探矿家William
“Billy”Barker，他于1862年带领不列颠哥伦比亚省进行了数十亿美元的工
业革命。在淘金热期间，加利福尼亚州取得了一些成功，Barker和成千上万
的其他探矿者搬迁到了小里奇菲尔德镇，他们最终击中了黄金。今天，巴克
维尔提醒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丰富起点，并作为世界级的遗产体验。游客
受邀浏览该网站的历史建筑，卫星博物馆，许多餐馆等等。

 +1 888 994 3332  www.barkerville.ca/  barkerville@barkerville.
ca

 14301 Hwy 26 E,,
Barkerville BC

 by D-Stanley   

海湾群岛国家公园保护区 

"丰富的动植物群"

加拿大海湾岛国家公园保护区创建于2003年，是该国的第40个公园。传播33
平方公里（13平方英里），这个地方是一个自然之美的宝库。这个公园的气
候，夏季温暖，冬天凉爽，一年四季相当宜人。大自然爱好者会发现香脂冷
杉，花旗松，加里橡木和红雪松森林，以及各种动物。加拿大海湾群岛国家
公园保护区是原住民社区的所在地;游客可以参加活动，让他们了解社区的传
统文化。游客还可以享受户外活动，如潜水，徒步旅行和皮划艇。一定要留
意鲸类的鲸鱼！

 +1 250 654 4000  www.pc.gc.ca/eng/pn-
np/bc/gulf/index.aspx

 gulf.islands@pc.gc.ca  2220 Harbour Road, Saturna
Island, Sidney BC

 by Phobophile   

哈里森温泉 

"世界着名度假村"

在这个小小的度假小镇有很多事情要做，你可能需要制定一个时间表来管理
你的住宿。世界着名的度假胜地，以湖泊南端的大型矿泉温泉而闻名，是休
闲放松的好地方。哈里森温泉自19世纪末期以来一直吸引着大量寻求休闲的
游客，当时泉水周围的小镇开始转变为度假胜地。今天，该地区的游客将可
以找到博物馆，主题公园，酒店，水疗中心，商店，节日，餐馆，海滩，国
际沙堡比赛，风帆冲浪，帆船，滑水，独木舟等等。在湖的东边可以找到露
营地。

 +1 604 796 2171  www.harrisonhotsprings.
ca/

 info@harrisonhotsprings.
ca

 Esplanade Avenue, Fraser
Valley, Harrison Hot
Springs BC

 by Shawn   

纳尔逊 

"一个可爱的城市"

在塞尔柯克山脉高耸的山峰上，坐落在库特尼湖岸边，这个地区的游客很难
找到一个比纳尔逊更加田园诗般的地方。这个迷人的小镇，拥有350座令人惊
叹的文物建筑，最初于1867年定居，当时在该地区发现了金银。今天，游客
可以漫步在风景如画的街道上，乘坐历史悠久的街头小汽车游览镇上众多的
艺术画廊。其他受欢迎的活动包括大自然散步和文物旅游，同时提供无穷无
尽的餐饮选择。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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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50 352 3433 (Tourist
Information)

 www.nelson.ca/  Nelson, Nelson BC

 by The original uploader
was Yetiwriter at English
Wikipedia.   

库特尼国家公园 

库特尼国家公园挤满了代表生态系统独特组合的自然景观。它是冰川河流，
风景如画的瀑布，翠绿的草原和温泉，就像必游的镭温泉一样。库特尼国家
公园（Kootenay National Park）是加拿大落基山脉的四座山地公园之一，
拥有大约一万年前最早居民的丰富历史。该公园的许多文化展品集中在当地K
tunaxa原住民的故事和传统。 Kootenay国家公园非常值得一看，是一个很棒
的一日游目的地，也是一个更好的露营场所。镭温泉区的游客应该留意公园
最珍贵的物种之一，橡胶蟒蛇或“双头蛇”。

 +1 250 347 9505  www.pc.gc.ca/eng/pn-np/
bc/kootenay/index.aspx

 kootenay.info@pc.gc.ca  Kootenay National Park,
Golden BC

 by Grizzly01en at English
Wikipedia   

瓜地哈纳斯国家公园保护区和海达遗

址 

"探索户外"

在Gaii Haanas国家公园保护区和海达遗产景点不乏景点。该公园是一个拥有
138个岛屿的自然保护区，拥有令人惊叹的古老森林，宁静的海湾，高山草甸
以及迷人的文化历史。这个美丽而充满野性的土地已经是海达人世世代代的
家园，而这个地区的人类生活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2，500年前。游客可以探索
历史悠久的海达定居点，他们的墓地和海达威夷守望者密切关注的房屋。享
受皮划艇或远足一天，一定要保持你的眼睛去皮的鲸鱼，熊和其他动物。公
园可以通过船或飞机到达，并可以很容易地访问与旅游团访问该地区。

 +1 250 559 8818  www.pc.gc.ca/eng/pn-np/
bc/gwaiihaanas/visit/vis
it7/Visit7A.aspx

 gwaii.haanas@pc.gc.ca  Second Beach Road, Queen
Charlotte BC

 by Sesivany/Jiri Eischmann
   

冰川国家公园 

"加拿大第二古老的国家公园"

加拿大太平洋铁路建成仅一年，成立于1886年，冰川国家公园是加拿大第二
古老的国家公园。罗杰斯山口（Rogers
Pass）是美国测量学家艾伯特·鲍曼·罗杰斯（Albert Bowman Rogers）命
名的国家历史遗址的所在地，他发现了这个通行证，并在其建设中发挥了重
要的作用。尽管几乎没有证据表明在加拿大太平洋铁路建设之前在该地区存
在任何永久的第一民族定居点，但据信至少有四个土着群体曾经利用该地区
的资源。公园的户外活动包括野外滑雪和远足，游客不应该错过公园六公里
（3.7英里）的石灰石Nakimu石窟系统。

 +1 250 837 7500  www.pc.gc.ca/eng/pn-
np/bc/glacier/index.aspx

 Columbia-Shuswap A, Revelstoke BC

 by Sam Beebe, Ecotrust   

Kitlope遗产保护区 

"沿海温带雨林"

Kitlope Heritage Conservancy从加德纳运河延伸到特洛伊德河沿岸的特威
兹缪尔省立公园，保护着世界上最大的不受干扰的沿海温带雨林带。大熊雨
林也是第一个被保存的重要地区，以拥有超过800年历史的老树而闻名。这个
公园是Kermode的家，也就是一只黑熊，它经常产生出生时带有一个隐性基因
的幼崽，使他们有一件白色的外套，使它们在森林的昏暗的灯光下看起来幽
灵般的。原本占领风景如画的领土的海斯拉人把这个地点命名为Huchsduwach
sdu Nuyem Jees，意思是“乳白色的水源”，保护只能靠船只进入。鼓励游
客在7月和8月来临时，天气和海洋状况最好。

 +1 250 632 3308  www.env.gov.bc.ca/bcpar
ks/explore/cnsrvncy/kitl
ope/

 fireservices@haisla.ca  Kitlope Heritage
Conservancy Protected Area,
Kitlope Heritage
Conservancy Protected Area
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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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Peregrine981   

苍凉的声音海洋省立公园 

"探索海岸线"

位于Homfray海峡与Malaspina入口相连的海湾省立公园以其平静的水域和田
园诗般的景观而闻名。爱好水上活动的客人可以在公园内享受无尽的活动，
包括皮划艇，独木舟，摩托艇和潜水。海湾温暖的海水也使这个地方成为游
泳爱好者的绝佳去处。公园的海岸线，岛屿和海湾都可以探索，而小径则通
向远离野营的美丽孤岛。公园还为那些想了解公园的历史，植物和动物的人
提供带导游的皮划艇之旅。

 +1 604 485 4701  www.env.gov.bc.ca/bcpar
ks/explore/parkpgs/desol
ation/

 ParkInfo@Victoria1.gov.b
c.ca

 Sunshine Coast, Powell
River 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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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海湾 

"古雅的海滨小镇"

搭乘公共汽车或汽车轻松前往北温哥华古朴的Deep
Cove村庄。这个地区最初是由数千年前定居在这个地区的Squamish Salish国
家居住的。在19世纪，英语和西班牙语使用该地区作为一个渔村和捕鲸湾。
虽然距离市中心只有20分钟的路程，但深湾的游客会觉得他们远离城市生活
的喧嚣。四面环山，俯瞰宁静的海湾，这个镇是一个壮观的设置，花一天的
时间。游客可以享受各种各样的活动，包括皮划艇，徒步旅行，骑自行车，
购物，品尝一流的餐厅，或者只是在镇上的一家户外咖啡店放松身心。

 +1 604 985 7761 (Tourist
Information)

 www.deepcovebc.com/  Deep Cove, North Vancouver BC

 by Public Domain   

本拿比乡村博物馆 

"露天博物馆"

建于1958年以纪念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成立一百周年，这座占地四公顷/十亩
的露天博物馆是二十世纪初期的社区游乐中心。在这里的30座建筑与户外场
地中有一座学校、铁匠店、牙医诊所和仍提供服务的剧院。这里还有一个冰
淇淋店，而最吸引人的就是一座1912年的旋转木马。假期的时候，这里还会
布置出以前圣诞的氛围。

 +1 604 297 4565  www.burnabyvillagemuseu
m.ca/

 bvm@burnaby.ca  6501 Deer Lake Avenue,
Burnaby 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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堡垒斯蒂尔遗产镇 

"在过去的乐趣"

堡垒斯蒂尔遗产镇是位于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克兰布鲁克附近的一个古镇。随
着黄金热潮的兴起，1864年成立，这个小镇早些时候被称为“加尔布雷斯的
渡口”。现在是一个传统的小镇，这个地方已成为该地区的主要旅游景点，
有马拉车，冰淇淋制作，淘金，复古糖果店和经常出现戏剧的野马剧场等景
点。游客也可以乘坐三个正宗蒸汽机车中的任何一个。在这个历史悠久的城
镇里，每个人都有一些乐趣。

 +1 250 417 6000  fortsteele.ca/  9851 Highway 93/95, Cranbrook 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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