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ay Trips in Quebec"

创建: Cityseeker

17 位置已标记

 by Joanne Lévesque   

蒙特利尔 

"文化和商业资本"

蒙特利尔沿圣劳伦斯河曲线而建，是魁北克省最大的城市，也是加拿大第二
大城市。考古证据表明，早在4000年前，原住民的土着人就占领了蒙特利尔
，直到法国贵族杰罗姆·勒·罗埃尔·德·多维西耶率领一群殖民者在他的
土地上建立使命。蒙特利尔与法国人的历史幽默已经渗透到了这个城市的脉
络中，并在其文化的各个方面都有所体现。自1832年成立以来，蒙特利尔已
经转型为加拿大的金融和商业中心。这个美丽的城市也被命名为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的设计之城，这个称号表彰了卓越的创造力和多元文化精神。在这个
城市的一些值得注意的景点包括圣母院大教堂，奥林匹克体育场，麦吉尔大
学，钟楼和圣约瑟夫大教堂。

 www.mtl.org/en  Montreal, 蒙特利尔 Q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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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克 - 卡地亚国家公园 

"魁北克的自然避风港"

这个省级国家公园让人想起魁北克壮观的自然风光。虽然魁北克和圣劳伦斯
河是分不开的，但这个国家公园通过雅克 - 卡蒂埃河（Jacques-Cartier
River）提供了这座城市的风景如画的景色。位于Laurentian Moutains的圈
中，公园崎岖的风景和惊人的场景将让您屏息。从冬季的滑雪和雪上运动到
夏天的皮划艇，钓鱼和划独木舟，无论季节如何，公园都有很多事情要做。
优秀的野营设施可用。

 +1 418 848 3169  www.sepaq.com/pq/jac/in
dex.dot

 parc.jacques-
cartier@sepaq.com

 103 Chemin du Parc,
Stoneham-et-Tewkesbury QC

 by Manuel Menal   

La Ronde 

"魁北克最大的游乐园"

La Ronde建于ÉleSte-Hélène的世博会'67，仍然是魁北克最大的娱乐公园。
有40个游乐设施，壮观的摩天轮可以看到整个圣劳伦斯河蒙特利尔本身。 La
Ronde也是世界上最大的SAQ
Mondial烟花大赛的网站。它每年吸引超过120万的游客，全部在四个月内！

 +1 514 397 2000  www.laronde.com/fr/larondefr  22 Chemin Macdonald, Ile Sainte-
Helene, 蒙特利尔 QC

 by Stéphane Duquesne   

蒙特朗布朗 

"迷人的山村"

在蒙特朗布朗你可以做很多事情。南基地迷人的村庄就像一个小巧的欧洲自
给自足的切片，设有别致的餐厅和俱乐部，奢华的酒店和风景如画的狭窄街
道。这是魁北克省最着名的山村之一。山地自行车和水上运动只是许多夏季
选择中的两个，而冬季活动包括在着名的Mont
Tremblant滑雪场进行雪上运动。

 www.mont-tremblant.ca/en  info@villedemont-tremblant.qc.ca  Mont-Tremblant, Mont-Tremblant Q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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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illon国家公园 

"在自然的武器"

魁北克的第一个国家公园之一，佛罗伦国家公园是几种植物，动物和鸟类的
家园。公园跨越200多平方公里（77平方英里），并有不同的栖息地，包括沼
泽和沙丘。横跨茫茫大海的鲸鱼目击事件相当频繁，海豹在海岸上定期出现
。公园的内部是黑熊家庭的安全之家，公园里也有相当数量的驼鹿。许多热
心的徒步旅行者和大自然爱好者探索了公园的曲径通道。除了令人叹为观止
的景观，瀑布和动物景象之外，Forillon国家公园的荒野还有一些破旧的房
屋定居点，这些房屋在1970年以前称为这个地区的家园。

 122 Gaspe Boulevard, Gaspe QC

 by duncan_idaho_2007   

劳伦山脉 

"荒野游乐场"

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劳伦山脉（Laurentian Mountain）一直是着名的户外
探险目的地，那里曾是北美第一家滑雪缆车。这个范围的鸟瞰图解释了它作
为一个荒野游乐场的声誉，揭示了一个充满活力的景观，在高耸的山峰，连
绵起伏的丘陵和水晶般清澈的湖泊之间移动。这个山脉最着名的山峰是Mount
Tremblant山峰，这是任何想要体验以劳伦山脉闻名于世的山坡的人必看的地
方。虽然冬季运动的最佳时间是12月至3月，但令人叹为观止的范围是全年提
供的。春季，夏季和秋季的游客可以享受骑自行车，徒步旅行，露营和文化
观光等活动。

 +1 450 224 7007  www.laurentides.com/fr  info-
tourisme@laurentides.com

 Laurentian Mountains,
Laurentian Mountains QC

 by Aurusdorus   

魁北克市 

"旧世界的欧洲魅力"

魁北克市是北美最古老的城市之一，其骄傲的遗产，天际线的辉煌城堡Front
enac，一个文艺复兴时期的城堡从一个童话故事的页面拉下来，并在这个省
会城市的心脏下降。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遗产的老城区是1608年第
一座城市扎根的地方，也是墨西哥城外唯一一座幸存的北美城市。辉煌的城
堡是魁北克市的王冠，也是历史悠久的城墙的亮点，从高耸的鲈鱼上观看老
城的鹅卵石街道，教堂和17世纪的房屋迷宫。魁北克国家美术博物馆和文明
博物馆等文化机构遍布着各式各样的餐馆，购物场所和夜生活场所。亚伯拉
罕平原标志着1759年英法之间的重大战斗场地，这是国家历史上的一个关键
事件，将继续塑造未来。今天，这个国家公园被保存下来，是一个受欢迎的
娱乐前哨，它的风景也被人们所尊敬。至于节日，全年有很多，但最重要的
是一年一度的冬季节日，紧接着是夏季的庆祝活动和秋天的树叶的惊人的颜
色。魁北克市自塞缪尔·德·尚普兰（Samuel de Champlain）手中建立以来
，至今仍保持着对法国文化遗产的牢固掌控，街道上洋溢着古老的欧洲风情
。

 www.quebec-cite.com/en/  info@quebec-cite.com  Quebec City, 魁北克 QC

 by Ravi Sarma   

Saguenay峡湾国家公园 

"天然避风港"

Saguenay峡湾国家公园横跨Saguenay-Lac-Saint-Jean，Charlevoix，Côte-N
ord和Bas-Saint-Laurent地区，以其风景如画的峡湾而闻名，绵延约105公里
。跳上游览船，探索这个自然入口的原始水域。包括泰达沙克海湾在内的丰
富多彩的自然奇观点，可以提供该地区丰富多彩的海洋生物的美景。那些热
衷于探索公园的人们可以租用露营地和避难所。公园内还可以进行海上皮划
艇和远足等活动。

 +1 418 272 1556  www.sepaq.com/pq/sag/  parc.saguenay@sepaq.com  91 Rue Notre Dame, Rivière-
Éternité, Saguenay Q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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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abdallahh   

VAL-大卫 

"山艺术社区"

Val-David村位于劳伦山脉，深受80公里（50英里）外的蒙特利尔游客和游客
的欢迎。该村以其艺术界和折衷主义特色而闻名。多年来，许多着名的艺术
家和音乐家都住在缬草。除了艺术的吸引力之外，它也是户外运动爱好者的
热门目的地，特别是在Val-David's Parc Dufresne

 Val-David, Val-David QC

 by microbe   

马格达伦群岛 

"历史的海岛"

马德林岛（LesÎles-de-la-Madeleine）由八个主要岛屿组成，在魁北克海岸
圣劳伦斯湾和新不伦瑞克省形成一个小群岛。米克马克人在季节性迁徙中使
用这些岛屿，在岛上发现了不少考古遗址。雅克·卡蒂埃（Jacques Cartier
）是16世纪发现该岛的第一个欧洲人。今天，许多居民是在岛上遇难的人的
后代。今天，这些岛屿是游客和一日游的热门目的地，他们来享受美丽的海
滩，骑自行车，风帆冲浪，皮艇和其他海洋活动，并在冬天看到新生的海豹
。

 Magdalen Islands, Magdalen Islands QC

 by Fralambert   

Parc National de Lac-
Témiscouata 

"室外欢欣"

魁北克的这个国家公园因其大湖LacTémiscouata而得名。美丽的自然公园是
一个户外爱好者的梦想，从远足到骑自行车，皮划艇，游泳和雪鞋行走等各
种活动，所有的游客都可以在清新的空气和令人难以置信的风景中感到高兴
。该公园还有一个发现和游客中心，在那里游客可以了解公园的历史，还有
一家小吃店和纪念品商店。

 +1 418 855 5508  www.sepaq.com/pq/tem/index.dot  Parc National de Lac-Témiscouata,
Parc National de Lac-Témiscouata QC

 by Neumeier   

米瓜沙国家公园 

"化石丰富"

Miguasha国家公园位于魁北克省的Nouvelle附近。该公园成立于1985年，199
9年被列为世界遗产。化石丰富的公园对古生物和进化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公
园的自然历史博物馆拥有大量的化石。

 +1 418 794 2475  www.sepaq.com/pq/mig/  parc.miguasha@sepaq.com  231 Route de Miguasha
Ouest, Nouvelle QC

 by Artur Staszewski from
Montreal, Canada   

圣索沃尔 

"冬天天堂"

位于蒙特利尔以北60公里（37英里）处，是一个令人愉快的冬季绿洲。圣索
沃尔是一个风景秀丽的小镇，因其滑雪度假村的收藏而闻名，因此也是一个
受欢迎的度假胜地。在夏天，圣索弗尔吸引高尔夫球手，骑自行车者和池畔
躺椅。迷人的街道两旁遍布着艺术画廊，餐馆，酒吧和咖啡馆，是享受美妙
山景的好地方。

 Saint-Sauveur, Saint-Sauveur Q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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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LHOON   

萨格奈 - 圣。劳伦斯海洋公园 

"海洋公园"

Saguenay-St。劳伦斯海洋公园位于萨格奈河和圣劳伦斯河的交汇处。这个国
家公园由魁北克航空公司（Sépaq）和加拿大公园共同维护。这个公园是游客
想要体验一些特殊的赏鲸的热门目的地，因为鲸鱼被该地区丰富多样的食物
供应吸引。

 +1 418 235 4703  www.pc.gc.ca/en/amnc-
nmca/qc/saguenay

 info.parcmarin@pc.gc.ca  182 Rue de l'Église,
Tadoussac QC

 by Jean-David & Anne-Laure
   

大雅园国家公园 

"北极动植物"

Grands-Jardins国家公园位于魁北克热门的Charlevoix旅游区。这个地区和
公园特别受欢迎，因为所有的钓鱼场所都很有名气，而且人们也会在这个北
极环境中利用露营和徒步旅行的机会。在公园攀岩可以欣赏到这个美丽的自
然空间的壮观景色。

 +1 418 439 1227  www.sepaq.com/pq/grj/index.dot  Parc national des Grands-Jardins,
Le-Pied-des-Monts QC

 by Veilleux79   

拜圣保罗 

"风景秀丽的河滨城市"

这座迷人的Baie-Saint-Paul市建于350多年前，位于圣劳伦斯河的岸边。这
个城市可能是世界着名的太阳马戏团的出生地而闻名，但也有一些有趣的景
点，包括当代艺术博物馆，受欢迎的滑雪场等。此外，拜圣保罗是一个风景
优美的城市，里面有很多精品店，画廊，餐厅和旅馆。

 www.baiesaintpaul.com/  Baie-Saint-Paul, Baie-Saint-Paul QC

 by Jacques@Barabao   

加斯佩西国家公园 

"山区公园"

加斯佩西国家公园位于魁北克，是登山者的天堂。该公园包含几个不同的山
脉，以及蒙特雅克 - 卡地亚，这是该省阿巴拉契亚山脉的最高点。该公园是
驯鹿的人口，经常遇到寒冷，潮湿和雪的条件。

 +1 418 763 7494  www.sepaq.com/pq/gas/index.dot?l
anguage_id=1

 Gaspésie National Park, Sainte-Anne-
des-Monts Q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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