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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潜水中心 

"专家潜水教学"

学习基本的潜水技巧，或者从距离温哥华市中心10分钟路程的这个深受好评
的潜水中心学习更先进的教练认证课程。课程提供英文，日文，德文，法文
，韩文和中文。更高级的课程可以让潜水爱好者对安全有更好的理解，比如
技术性的潜水课程，对那些希望提高技能的人来说是理想的选择。提供所有
的装备和设备。可以选择小组或私人课程。国际潜水中心还销售设备，并提
供省内的潜水之旅。

 +1 604 736 2541  www.diveidc.com/  info@diveidc.com  2572 Arbutus Street,
温哥华 BC

 by GoToVan   

杰里科海滩 

"适合家庭野餐"

这是一个大而长的沙质延伸，可欣赏到山脉和市中心的景色。这是一个夏季
烧烤或野餐的家庭的好地方。位于杰里科青年旅舍附近，这个地方很受欢迎
，但从来没有太拥挤。一个着名的帆船，帆板和海上皮划艇的地方，它提供
了很多事情要做。寻找特许摊位，更衣室和淋浴间。这也是一年一度的温哥
华民间艺术节的地点。

 +1 604 873 7000 (Tourist
Information)

 vancouver.ca/parks-recr
eation-culture/jericho-
beach.aspx

 info@vancouver.ca  Point Grey Road, Between
North Ends of Wallace
Street and Discovery
Street, 温哥华 BC

 by BWJinks   

太平洋精神地区公园 

"在城市不受干扰的森林"

传播在温哥华最西端763公顷（1885英亩）的无畏荣耀，郁郁葱葱的太平洋精
神国家公园是由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为界。这个公园以其丰富的步行和徒步
旅行路线而闻名，这个长达54公里（33.5英里）的迷人网络中排列着令人难
以置信的高大的树木和偶尔的阳光斑驳的人行道。其中，38公里（24英里）
的小径网络被分配进行多种活动，包括骑自行车和骑马。在公园的野外，可
以看到土着植物和区域野生动物，肯定了它所拥有的丰富的栖息地。公园的
西部边缘展现了令人惊叹的沉船海滩沙滩，一个7.8公里（4.8英里）长的裸
体主义海滩，在夏季邀请游客。

 +1 604 683 2000 (Tourist
Information)

 www.metrovancouver.org/services/
parks/parks-greenways-reserves/pa
cific-spirit-regional-park/

 5495 Chancellor Boulevard, 温哥华
BC

 by Jester7777   

西班牙银行 

"大型娱乐设施"

可能是这个城市最不拥挤的沙滩，这是一个很好的地方去欣赏大海的奇迹，
安静。这是一个在西点灰色长长的清洁和沙质海滨。这是家庭友好的夏季活
动，如7月下旬的沙堡比赛，8月中旬的沙滩足球比赛和8月下旬的犹太人节日
节。有特许摊位，更衣室，淋浴和草地。一旦你了解最佳的潮汐条件，撇渣
器警告这是撇油登机的理想场所。非常适合游泳和其他冒险的水上运动，如
帆板运动。救生员被分配给游客的安全和停车是免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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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07 North West Marine Drive, 温哥华 BC

 by Arbron   

降低西摩保护区 

"自然权在城市之外"

这个面积达5,668公顷（14,005.9英亩）的密集而美丽的温带雨林位于市中心
北部的外围。徒步旅行，骑自行车，野餐，或参观这个宏伟的和可访问的储
备一整天。西摩下保护区由厚厚的森林，高山草甸，河漫滩，湖泊和大坝组
成，它被用于研究，教育，示范和水资源储备。带着孩子们去散步，或者拿
一瓶酒和一些食物，带上伴侣在树林里浪漫地睡午觉。

 +1 604 432 6200  www.metrovancouver.org/
services/parks/parks-gre
enways-reserves/lower-se
ymour-conservation-
reserve

 lscr@metrovancouver.org  2369 Lillooet Road, North
Vancouver BC

 by roland   

松鸡山Zipline 

"对于肾上腺素瘾君子"

当你在高耸的树木上翱翔时，感受风吹过你的头发，看看山地景观。 Grouse
Mountain Zipline五线电路将带您通过峡谷和高峰进行两个小时的户外探险
。以最独特的方式参观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古老的生长森林。令人惊叹的景色
值得充满蝴蝶的胃！

 +1 604 980 9311  www.grousemountain.com/zipline  6400 Nancy Greene Way, 温哥华 BC

 by jameswhee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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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rcin Cha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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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ep Cove, North Vancouver 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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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Loriane, Zachary, Agnès
& Nicolas   

黄柏山 

"全年无休的游乐场"

这里距离温哥华市区仅30分钟距离。这座美丽而宏伟的山脉就位于黄柏省公
园中。这座山全年都会举办不同的活动，如高山滑雪和跨国滑雪、雪地行走
、雪板、雪上飞碟和滑雪橇等。一天活动下来，不妨到Black Mountain
Lodge或Hollyburn Lodge休息一下。夏天的时候一定要到紫杉湖小道看看。
请致电查询季节性通行证和滑雪卡等信息。这里是2010年冬季奥运会的主要
滑雪与滑雪板比赛场地。

 +1 604 926 5612  www.cypressmountain.com
/

 info@cypressmountain.com  6000 Cypress Bowl Road,
Cypress Provincial Park,
Bowen Island BC

 by keepitsurreal   

怀特悬崖公园 

"野餐的理想首选"

在这座公园中可以欣赏到海浪拍岸与岛屿的美景，所以这里也是摄影师的天
堂。不妨带上野餐篮，放下毛毯，在这里尽情呼吸新鲜空气。这个区域的水
域非常宁静，非常适合浮浅。而这里的鹅卵石海滩也是漫步的理想地，在岩
石悬崖上还有静谧的区域，适合野餐。这里还有多条短距离的步行径，可以
通往各个可以鸟瞰乔治海峡的悬崖点。这里在夏季周末的时候是最繁忙的。
从市区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就可以轻松到达这里。

 +1 604 925 7275  www.greatervancouverparks.com/Wh
ytecliff01.html

 Marine Drive, West Vancouver BC

 by jhm_   

西摩山 

"发现滑雪和单板滑雪"

发现西摩山滑雪和滑雪的乐趣。与大型度假村相比，第一次课程便宜，您可
以从现场店铺租用设备。恩奎斯特雪管公园也有雪橇和雪管。在雪地里和朋
友和家人聚在一起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选择。

 +1 604 986 2261  mtseymour.ca/  snow@mountseymour.com  1700 Mount Seymour Road,
North Vancouver 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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