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op Things To Do in Vancouver"
Also known as Lotusland, Vancouver is where mountains, ocean, rain forest and modern city life converge. With international shopping

and culinary delights, this cosmopolitan paradise is a hip destination with one of the most appealing urban settings in the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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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皮拉诺吊桥 

"自然，历史和刺激"

虽然很安全，但当你踏上卡皮拉诺吊桥吱吱作响的木板时，你就会想抓住绳
子。从这座桥上你可以看到壮丽的卡皮拉诺河从230英尺(70米)的高度奔腾而
下。这个位于同名公园的热门景点不推荐给恐高的人。从市中心只需要十分
钟车程，景点包括一个餐厅，邮局和礼品店，并提供导游服务。所有公园景
点费用都包含在门票内。

 +1 604 985 7474  www.capbridge.com/explo
re/suspension-bridge/

 info@capbridge.com  3735 Capilano Road,
Capilano Suspension Bridge
Park, North Vancouver BC

 by Ice-Babe   

葛劳士山 

"全年的高山乐趣"

高达1250米(4100英尺)的葛劳士山空灵的山峰见证了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未遭
破坏的美丽。这座高耸的景点是北温哥华北岸山脉的一部分，以栖息在该省
阿尔卑斯地区的本地黑松鸡命名。这座山一年四季都可以去，意味着繁华的
生活也逃不过这个伟大的自然地标。在葛劳士山公园，除了可以居高临下、
一眼望穿温哥华市区全景之外，公园中还有一个号称全加拿大最大屏幕的空
中剧院，扫视这个地区惊心动魄的景色。这里还有一个野生动物保护区和滑
雪场，位于这座山的山坡。

 +1 604 980 9311  www.grousemountain.com/  info@grousemountain.com  6400 Nancy Greene Way,
North Vancouver BC

 by Zhatt   

格兰维尔岛 

"热门的旅游景点"

充满了令人愉快的活力，格兰维尔岛是一个集购物、娱乐和文化的购物天堂
，离温哥华市中心只有几分钟的路程。黎明时分，可以看到水上的士载着当
地的货物和水果箱穿过福斯河，准备在市场出售。岛上的色彩、热情和欢快
的个性，让每一个居住在这里的300个商贩和商店都能感受到岛上的魅力。无
论是在当地商店和画廊出售的各式各样的手工艺品、土著艺术和当地策划的
纪念品，还是在表演艺术场所展示的文化魅力，格兰维尔岛为每个人都保留
了一些东西。在众多的地标建筑中，值得注意的是艾米丽卡尔艺术与设计大
学，是温哥华戏剧联赛和格兰维尔岛酿酒公司。

 +1 604 669 3649  granvilleisland.com/  info@granvilleisland.com  Granville Island, 温哥华
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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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Stan Shebs   

温哥华水族馆 

"加拿大最大的水族馆"

温哥华水族位于史丹利公园，大规模的占地面积，展示了迷人的海洋生物以
及对保护海洋动物的强烈要求，向人们提供了平常看不见的海洋王国美景。
这个水族馆被正式命名为温哥华水族馆海洋科学中心，分为不停的展览馆，
馆里畜养以北极到亚马逊的水生野生动物为特色。 大约有 58,000 种海洋生
物栖息在这片广阔的海洋中心，物种从嬉戏而北海狮到优雅的海豚俯冲在空
中，从到虎鲸到非洲企鹅。这里有一个触摸池，让游客探索了解灵活的牛鼻
鱼和南方黄貂鱼。水族馆还充当各种海洋生物的十字军，这可以从海洋智慧
计划中有迹可循。水族馆不仅聘请了专业的海洋博学家了解动物的行为，馆
里还设有一个栩栩如生的展览，展示了乔治亚海峡海洋生物面临的问题。

 +1 604 659 3400  www.vanaqua.org/  visitorexperience@vanaqu
a.org

 845 Avison Way, Stanley
Park, 温哥华 BC

 by Differense   

泰勒斯科学世界 

"科学爱好者的目的地"

这座科学中心被亲切地称为“高尔夫球”，因为其建筑上有一个闪闪发光的
网格状圆顶。如今，它是一个顶级的家庭旅游景点，提供教育、娱乐和互动
展览。设有三个主要的画廊探索生物学、物理学和音乐领域。一场3D激光秀
展示了有趣的图像。最吸引人的是全向剧院，在世界上最大的圆顶屏幕上放
映科学和自然电影。

 +1 604 443 7440  www.scienceworld.ca/  info@scienceworld.ca  1455 Quebec Street, 温哥华
BC

 by Nagyman   

史丹利公园 

"大型城市公园"

一边是英伦湾，另一边是温哥华港，这块令人惊艳的土地在1886年被宣布为
市内第一个公共公园。与大多数城市公园不同的是，史丹利公园并不是由景
观设计师设计的，而是经过多年的自由生长而形成的公园。雨林构成了史丹
利公园的中心，公园内的树木高达76米(249英尺)，树龄近100年，而海堤则
将公园的水岸围起来。公园內散佈着纪念碑、和公共艺术，还有生动的花卉
展览和图腾柱的花园；园內由小径连接组成起來，是一个充满原生野生动物
的生态环境。公园内还有微型铁路、马尔金碗和温哥华水族馆等景点。

 +1 604 873 7000 (City Park
Council)

 vancouver.ca/parks-recreation-
culture/stanley-park.aspx

 Stanley Park Causeway, 温哥华 BC

 by Magnus Larsson   

温哥华观景塔 

"360度俯瞰城市"

位于海港中心的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最高的建筑之一，从这里可以360度俯瞰温
哥华及其周边地区。观景台上可以一览无余地看到城市、伯拉德湾、北岸山
脉、伯纳比山、西温哥华和鲍文岛。到达的路程本身就是一种有趣的经历;玻
璃电梯可以让你在40秒内迅速上升168米(553英尺)。观景台上给游客设有多
语言信息指南册。

 +1 604 689 0421  www.vancouverlookout.co
m/

 info@vancouverlookout.co
m

 555 West Hastings Street,
Harbour Centre, 温哥华 BC

 by Xicotencatl   

温哥华人类学博物馆 

"丰富的原住民藏品"

这座屡获殊荣的玻璃混凝土制的建筑物拥有世界上最广泛的西北海岸第一民
族族民的作品。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博物馆是一个一定要游览的地方。历史
、文化和艺术在宁静和明亮的氛围中展示。在这里可以看到印第安图腾柱、
独木舟和银、金、木制雕刻。如果你想给家人或朋友买些纪念品，这里还有
一家礼品店。

 +1 604 822 5087  www.moa.ubc.ca/  info@moa.ubc.ca  6393 North West Marine
Drive, University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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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itish Columbia, 温哥华 BC

 by Nagyman   

伊丽莎白皇后公园 

"沉淀的花园，美丽的全景"

温哥华的伊丽莎白女王公园是无数令人尊敬的景点之一。这座绿意盎然的度
假胜地是温哥华城市景观的一颗明珠，坐落在城市的最高点上，俯瞰北岸山
脉和城市街景。此公园是一个丰富多彩的公园，每一处景色都令人心旷神怡
。这里的采石场公园，以前是荒地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郁郁葱葱的花园，有
潺潺的小溪和瀑布，而玫瑰园则有五彩缤纷的花卉展示。在附近，植物园里
还有一批本地和外来树木，中间点缀着亨利·摩尔等人的雕塑和公共艺术品
。舞蹈喷泉是另一个受欢迎的景点，还有画家角，在那里可以看到当地艺术
家在风景如画的地方画画，其中他们的原始艺术作品正在展览中。对于喜欢
运动的人，公园设有网球场、迷你高尔夫和草地保龄球等运动设施供他们享
用。

 +1 604 257 8584  vancouver.ca/parks-recreation-cu
lture/queen-elizabeth-park.aspx

 4600 Cambie Street, 温哥华 BC

 by bobanny   

海墙步道 

"漫步于海景中"

史丹利公园的海堤布道是温哥华最著名的户外活动场所之一。这条5.5英里(8
.8公里)长的混凝土线路环绕公园周边，可以看到太平洋和山脉全景。咸咸的
海风将铁杉和雪松、广阔的空间和周围环境融合在一起，即使是最忙碌的工
作狂也能重新焕发活力。父母推着婴儿车、慢跑者、步行者、骑自行车者和
溜冰者在人行道上穿梭。沿路都有长凳供人们休息。靠墙边的沙滩是野餐和
打盹的理想之地。

 +1 604 683 2000 (Tourist
Information)

 info@vancouver.ca  Stanley Park Causeway Road, Stanley
Park, 温哥华 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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