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紐芬蘭島全景之遊 紐芬蘭島全景之遊 7 天 PSTNFL07

* 體驗神秘的紐芬蘭大陸，探索聯合國自然文化遺產格羅斯莫恩國家公園，船遊西布魯克冰蝕峽灣，
     遊覽在中國已經消失的三峽景觀。 
* 觀冰山、觀鯨魚、釣鱈魚、看海鳥，不一般的人生經歷為您量身定製！ 
* 加拿大最東端，北美最古老&最色彩豐富的城市：聖約翰斯
* 萬年冰山水釀製的啤酒，由於產量有限，目前只在紐芬蘭島上出售。 
* 增遊風景秀麗的哈利法克斯漁港
* 線路靈活，遊客可以根據自己的時間選擇最適合自己的旅程，可以選擇遊玩佩吉灣品美味漁夫
   古法燉龍蝦，也可以遊覽布雷頓島國家公園，欣賞壯美的卡波特海天大道。 

第1天：原居地-聖約翰斯-信號山-冰川啤酒廠-斯皮爾燈塔-北美大陸最東端
            Home Town-St. John’s - Iceberg Brewery – Cape Spear Lighthouse – Canada East Point

早晨從原居地飛往聖約翰斯（建議14：00前抵達），抵達後在機場出口處
Tim Hortons集合，由專人舉牌“穿越征服紐芬蘭”接機後前往聖約翰地標景點
- 信號山，這裡過去一直被作為軍事哨所，真正意義上的一夫當關，萬夫莫開，
二戰中為了防止納粹德國的潛艇入侵立下了汗馬功勞，如今這裡是一個旅遊
景點，對遊客免費開放，同時這裡是觀看聖約翰城的絕佳地點，居高臨下一覽
無遺。 後前往聯合國自然保護區威特裡斯灣，乘船出海前往海鸚鵡島，近距離
接觸這種北大西洋特有的可愛鳥類，午餐後將前往冰川啤酒廠，這是一家獨特
的啤酒釀造廠，最著名的啤酒莫過於“Ice berg”，是用純正的2 萬年前的冰山水
釀製而成，此啤酒清爽怡人，卻又後勁十足，另人回味無限！ 此酒據說只在
紐芬蘭聖約翰銷售，除此一處，別無二家，千萬不可錯過哦。 品嘗完冰山啤酒
后將前往斯皮爾燈塔，此燈塔之所以出名，是因為這裡是加拿大的最東端，
準確的說應該是整個北美大陸的最東端了，加拿大政府還在這裡立了一個碑
來確定此點。 中午午餐后遊覽聖約翰城，聖約翰是北美歷史最悠久的城市，
同時也是大西洋地區第二大城市，僅次於哈利法克斯。 
晚宿聖約翰 

第2天：聖約翰城-聖瑪麗鳥島自然保護區-泰瑞諾瓦國家公園-甘德
                St. John’s ‒ Cape St. Mary’s ‒ Terra Nova N.P.- Gander
 
紐芬蘭的最吸引人的四大玩法就是觀奇石、觀鯨魚、觀冰山、冰海鳥，本次旅途
的第一觀「觀海鳥」絕不容錯過，早出發後驅車前往聖瑪麗鳥島自然保護區，
每年的4-8月，會有約24000 只北方塘鵝，20000隻三趾鷗， 20000 只斷崖海鴉
以及2000 厚嘴海鴉在這裡築巢繁育後代，最近的觀景台離懸崖鳥島不足10 米，
是絕佳的觀鳥聖地！ 參觀完聖瑪麗鳥島後驅車途經泰瑞諾瓦國家公園北上，
這裡是紐芬蘭麋鹿出現幾率最高的國家公園之一，也是鯨魚鳥瞰紐芬蘭壯美
海岸線的絕佳地點，傍晚抵達紐芬蘭中部樞紐重鎮甘德。
晚宿甘德

第3天：特威林蓋特觀鯨魚賞冰山-漁民博物館-三文魚洄遊-科納爾布魯克
Twillingate : Iceberg boat/whale watching - Salmon Interpretation Center ‒ Cornor Brook
         
早出發前往特威林蓋特，這裡是紐芬蘭著名的看鯨魚和冰山的勝地，如果是
漁季，遊客還可以親自體驗垂釣鱈魚以及抓捕龍蝦的樂趣，每年開春后，上千
塊從格林蘭島南下的冰山途徑這裡，大量的鯨魚也會來此覓食，因此，在這裡
經常可以同時看見鯨魚和冰山，也能拍下鯨魚躍出水面，後面就是漂浮冰山

第4天：科納爾布魯克-格羅斯莫恩國家公園-西川湖冰蝕峽灣-桌面山地幔岩
                Cornor Brook ‒ Gros Morne N.P. ‒ Western Brook Pond ‒ The Table Lands

早晨驅車前往格羅斯莫恩國家公園（Gros Morne National Park），又譯峨崗
國家公園，是加拿大為數不多的被聯合國自然文化遺產名錄收錄的山川之一，
相比加拿大西部著名的自然遺產的洛基山脈，這裡更為神秘美麗。 
格羅斯莫恩（Gors Morne）為法語，字面意為“非常孤獨”，在這裡表示
“孤獨站立的大山”。 格羅斯莫恩國家公園是大陸漂移的稀少例證，這裡裸露著
深海地面以及地幔的岩石。 當天最精彩的行程將在西川湖峽灣遊船上度過，
Western Brook Pond是一個冰蝕高峽湖，以其兩岸高達數百米的懸崖峭壁
以及飛流而下的泉水瀑布而
聞名，湖水相當的純凈，由於缺乏必要的物質，這裡的水竟然不導電！ 如果您
沒有去過長江三峽，那麼這將是您少有的在加拿大體驗三峽風光的絕佳機會，
下午繼續前往遊覽格羅斯莫恩國家公園景區另一著名景點：The Table Lands
火星岩地，這裡是世界上為數不多的可以看見地幔的地方，漫長的地殼運動

感受完美時刻

的絕佳照片。 這裡還有一個著名的紐芬蘭漁夫博物館，裡面有一副完整的
駝背鯨骨架，還可以在這裡體驗學習到紐芬蘭漁夫的生活方式， 下午前往
格蘭德瀑布遊覽當地著名的三文魚洄遊保護中心，瞭解大西洋三文魚的生活
習性以及洄遊特點，這裡是一個人工建成的保育中心，為了方便大西洋三文魚
的洄遊，這裡有人工修建的梯道以及水閘休息區， 遊客們可以親眼目睹大西洋
三文魚逆流而上的獨特風景，傍晚時分抵達紐芬蘭西部最大城市角溪鎮。
晚宿角溪鎮

2022年出發日期：7月9日、7月23日、8月6日、8月20日、9月3日

   紐芬蘭跨海渡輪船票及行程中所列景點門票 贈送：

起 二十人以上，華籍領隊隨團出發$1199

www.jadetours.com



第5天：巴斯克港-大西洋海軍渡輪-悉尼港-巴德克
                Port Aux Basques ‒ Marine Atlantic Ferry ‒ Sydney - Baddeck
 
早餐後前往巴斯克港，搭乘大西洋皇家海軍號渡輪前往紐芬蘭，是體驗北
大西洋風光的絕佳機會，皇家海軍號渡輪雖然從事的是客運服務，但裡面的
設施環境和很多度假豪華游輪差不多，上下一共分為9 層，除了底層的泊車
倉外，還有旅客休息倉，電影院，豪華休息室，餐廳，娛樂場所等公共休息區，
下午抵達北悉尼港後開始布雷頓島之旅，首先前往電話發明人貝爾的故居
小鎮巴德克，也是著名的北美人居小鎮，這裡可以欣賞到布拉多爾湖的風光。
晚宿悉尼港

第6天：布雷頓高地國家公園-天際線天空佈道-卡波特海天大道-哈利法克斯
                 Cape Breton Highlands N.P. ‒ Cabot Skyline Trail - Halifax

早餐后驅車前往世界最美的十個島之一的布雷頓角島（CapeBretonIsland），
乘車行駛在美麗的卡波特小徑上（CabotTrail），體驗左手大西洋，右手懸崖
峭壁的壯美景色， 在阿卡迪亞文化小鎮謝迪坎普休整后前往布雷頓角島
高地國家公園。上午將體驗公園最具盛名的景點之一：SkylineTrail，這是
一條傳說中通往天空的步行棧道，更被譽為世界上最美麗的徒步小路之一，
天際線步道的盡頭更如壯美的畫卷般。 由於受海洋性氣候的影響，這裡的
植被垂直分佈廣泛，針葉闊葉交雜生存，國家公園內野生動物種類繁多，是
大西洋省份看Moose（加拿大駝鹿）的好地方，走完天際線步道后，途徑
卡波特海天大道欣賞大西洋海岸線風光，傍晚時分返回哈利法克斯。 
晚宿哈利法克斯或特魯羅

第7天：哈利法克斯自由活動-專人送機-原居地
Halifax ‒ Optional tour to: Halifax Citadel N.P , City Tour, Peggys Cove ‒ Home Town 
 
早晨可以選擇自由活動（無車導服務），亦可選擇“哈利法克斯風情半日遊”
自費行程，下午專人送機至機場，返回原居地 (請客人統一訂購 4：00PM 
或以後離開的航班，否則有可能無法參加上午的行程，同時也需要自行
前往機場）
 
自費行程（成人：$80.00/人，兒童：$60.00/人）景點行程如下：
1. 八角星城堡山要塞歷史遺跡 
2. 哈利法克斯市區觀光 
3. 佩姬灣漁村燈塔觀光

超值團酒店參考標準：3星級酒店集團旗下連鎖酒店如Comfort Inn、
      Quality Inn、 Days Inn或同級酒店

豪華團酒店參考標準：3.5-4.0星級洲際酒店集團旗下品牌如Holiday Inn、
      希爾頓酒店集團旗下品牌如Hampton Inn & 
       Homewood Suites、萬豪酒店集團旗下品牌如 
        Fairfield Inn& Courtyard或同級酒店

* 如人數不足以成團，本公司有權調整行程以類似行程替代，或
   出發前14天取消並退還所繳費用並不作進一步賠償。     
 
* 本公司保留改變行程權利，以利團體進行。行程中如發生意外
    而引至傷 傷亡或其他損失（包括行李及財物遺失），當根據航空
   公司、酒店、餐廳、巴士、火車、郵輪等營運機構所訂之條例，作為
   解決依據，概與本公司無涉。部分旅遊車可能提供保險帶。若因
   天氣，路面，機械等狀況而導至行程延誤，本公司將不負上法律
   責任。
 
* 建議購買旅遊保險，多一份出行保障。 

* 團費已於原價扣除4%，須以現金繳付，如用其他付款方法則以
   原價繳付。

團費不含 15%的GST/HST 消費稅

選擇自費清單（價格含稅）                           成人            兒童（2-12）

西川湖峽灣遊船（180分鐘）                             $80                   $50
冰山巷看冰山或釣鱈魚（60-120分鐘）           $80                   $50
威特裡斯灣船遊海鸚鵡島（90-120分鐘）          $75                   $50

團費包括
> 全程豪華高檔空調客車
> 行程中所列景點門票
> 紐芬蘭跨海輪渡費用
> 全程酒店住宿

團費不包括
> 往返機票 
>15% 加拿大GST/HST
> 行程中全部的膳食&餐費
> 司機&導遊服務費$15.00CAD/人/天
> 除所列景點門票外的自費活動
> 旅客個人的旅遊保險
> 旅客因為個人原因產生的額外費用
> 離團后的一切費用
> 旅客因提前一天到達或延後一天離開產生的酒店住宿費用

 $1199  $1299     $1499 $1999
$1299  $1399        $1599        $2199

團費每位
經濟團
豪華團

四人房 三人房 單人房雙人房

退團細則： 
於出發日期前60天以上扣除每位團費CAD$50。
於出發日期前31-59天扣除每位團費百分之六十。
於出發日期前30天内取消或更改定位，作自動放棄所有權利， 所繳之
費用一概恕不退還。

將這裡的地幔擠出了地面，這裡一片赭石色，寸草不生，是地球上唯一的與
火星地貌一樣的地區，美國的 NASA在這裡開設研究室，將這裡作為類比
火星的場所，有專門的工作人員指引，瞭解這區域以及到達最好的觀光台。
晚宿角溪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