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卡博特公路：环游哈利法克斯卡博特公路：环游哈利法克斯

14 hrs
驾驶时间

1032 km
总路程

http://www.motorhomerepublic.com/itineraries/zh/canada/halifax-round-trip

Overview

卡波特小道是一条著名的旅行
路线，整个路线环绕布雷顿角
岛（Cape Breton Island）最
北端一圈。这条路线风景异常
优美，游客可以驾车盘旋而
上，然后横穿布雷顿角高地
（Cape Breton
Highlands）。途中极目远眺
可以观赏两旁的高山、海洋和
海岸线。以哈利法克斯为起
点、环绕卡波特小道的房车自
驾行会让您拥有一段美妙的体
验，同时也能让您欣赏到一些
激动人心的时刻---所以请不要
忘了带上您的照相机。

富有开拓精神的游客最好选择顺时针的方向，原因很简单：这个方向可以让您一直沿卡波特小道
的内侧行驶，途中遍布陡峭的斜坡、弯道和陡坡。绕卡波特小道一周需要多长时间？用不到一天
的时间您就可以走完这条长298公里的公路，不过您至少需要两天的时间才能尽兴地游览。再加上
往返哈利法克斯（这也是一条景致不错的旅游线路）所需的时间，您也许最少需要一周的时间。



地点地点 1  哈利法克斯至霍克斯伯里港哈利法克斯至霍克斯伯里港

03:00:00
驾驶时间

274 km
总路程

先让我们来了解一下本次旅程
第一站的新斯科舍省（Nova
Scotia），这里景色秀丽而又
略有些狂野。这段路程从新斯
科舍省的首府哈利法克斯
（Halifax）通往霍克斯伯里
港（Port Hawkesbury），这
个港口所在的小镇有一座桥通
往布雷顿角岛（Cape Breton
Island）。绕过芬迪湾（Bay
of Fundy）上游，您便来到
高地（Highlands）地区。在
这里，最引人注意的是：随处
可见苏格兰人的影响。

哈利法克斯哈利法克斯

哈利法克斯环绕一个天然港湾而建，这个港湾是哈利法克斯的城市命脉，陆续吸引了米克马克人
（ Mi’kmaq people）以及来自法国和英国的欧洲移民前来定居。1996年，哈利法克斯与对面海岸
的达特茅斯港口（Dartmouth）以及另外两个城市合并，最终形成环海湾而建的哈利法克斯自治地
区（Halifax Regional Municipality）。要想了解该地区，游客不妨去闹市区的海滨闲庭信步，或
者登上星形要塞（Citadel Hill）俯瞰这个城市及其港口。

在您提取租来的房车前往下一站之前，哈利法克斯有一些值得一看和一游的旅游项目。位于星形
要塞上方的哈利法克斯城堡（Halifax Citadel）是一处加拿大文化遗产，这里有一家博物馆，每
天都会重复上演古装节目。在海滨的大西洋海洋博物馆（Maritime Museum of the Atlantic）游客
可以看到更多的历史，这个博物馆旁边就是新斯科舍美术馆（Art Gallery of Nova Scotia）。您可
以去哈利法克斯市中心逛一逛，在那里您会看到各种饮食店、商店甚至现场音乐表演。您还可以
乘船游览港口，或者搭乘渡船前往对岸的达特茅斯港口。

一个令人悲伤而又有趣的事实是：哈利法克斯的费尔文草坪墓园（Fairview Lawn Cemetery）埋
葬了121位泰坦尼克号沉船的遇难者，这里下葬的遇难者人数超过全球其他任何地区。由于很多遇
难者的身份无法确认，只有三分之一的墓碑雕刻了去世的日期以及一个编号。

带着孩子旅行的游客在哈利法克斯会发现很多游览项目。年龄稍大些的孩子会喜欢海洋博物馆



（Maritime Museum）和许多其它博物馆以及传统文化中心，其中许多是免门票的：海鸥航空博
物馆（Shearwater Aviation Museum），斯科特庄园博物馆（Scott Manor House Museum）和科
尔港传统农场（Cole Harbour Heritage Farm）等等。作为一个有相当规模的城市，这里有游乐
场、公共花园和游泳池等众多年纪小点的孩子会喜欢的设施。Murphys on the Water公司专门为小
家伙们准备了Theodore Too游船之旅，这艘游船是仿造著名动画片“Theodore Tugboat”中的同名
游船打造的。

特鲁罗市（特鲁罗市（Truro））

提取您租用的房车后，您便可以从哈利法克斯出发前往特鲁罗市，沿途放眼望去是一片郁郁葱葱
的绿化带。特鲁罗市是一个面积不大的城市，位于新斯科舍省中部，被视为该省的交通中枢。在
这里，游客可以欣赏到著名的芬迪湾（ Bay of Fundy）大潮。调查一下潮汐出现的时间，便可前
往鲑鱼河（Salmon River）河口一睹一波又一波汹涌的潮汐。巨大的潮汐甚至会改变河流的方
向，提高海平面的高度。要想更近距离地体验潮汐，游客可以考虑舒贝纳卡迪河（Shubenacadie
river）潮汐漂流之旅。White Water Adventures等公司提供这种激动人心的旅游项目。

特鲁罗市富有历史气息的市中心也非常值得一去，那里有一些不错的精品商店。如果您是在周六
早晨前往那里，不要错过特鲁罗农贸市场（Truro Farmers Market），那是一个非常有当地特色的
地方。占地400英亩的维多利亚公园（Victoria Park）位于市中心，以自然景观著称，有原始森
林、瀑布、小道等等。

带着孩子的游客会在这个公园找到许多专为儿童准备的设施。这里不仅有一处游乐场，还有露天
游泳池，野炊亭，喷水公园和滑水道。

新格拉斯哥（新格拉斯哥（New Glasgow））

沿途的下一站是新格拉斯哥，因为附近有一条河流入一处天然港湾，类似于欧洲的格拉斯哥而得
名。与欧洲的格拉斯哥相同的是，新格拉斯哥也拥有雄厚的工业历史，现在已成为一个美丽的河
畔小镇。夏日这个小镇会举办许多活动。如果您的时间充裕，想去海滩看看，您不妨前往位于城
外16公里处的梅尔默比海滩省立公园（Melmerby Beach Provincial Park）。周末如果不那么寒
冷，那里会有大批的游客。

安蒂戈尼什（安蒂戈尼什（Antigonish））

这个充满活力的小镇每年七月都会举办高地运动会（Highland Games）。这里也是圣西维尔大学
（St Francis Xavier University）的所在地，这所大学由苏格兰天主教移民创建。这里具有浓厚的
盖尔历史，您可以前往东大街的在安蒂戈尼什遗产博物馆（Antigonish Heritage Museum）了解
更多的详细史实。这个迷人的小镇特别适合徒步旅行爱好者逗留数日，其周边地区遍布小道和海
滩。



哈利法克斯港 哈利法克斯星形要塞 芬迪湾潮汐

地点地点 2  霍克斯伯里港至谢蒂坎普霍克斯伯里港至谢蒂坎普

02:30:00
驾驶时间

143 km
总路程

从安蒂戈尼什出发，沿第104号高速公路（Highway 104）行驶不长的距离，穿过坎索堤道
（Canso Causeway），便来到布雷顿角岛的霍克斯伯里港（Port Hawkesbury）。

地点地点 1 亮点亮点

在这段旅途中，沿着布雷顿角
岛的西海岸向北行驶，你很快
就会抵达卡波特小道。从霍克
斯伯里港返回数公里，然后一
路向北前往同乐会小路
（Ceilidh Trail）。

霍克斯伯里港霍克斯伯里港

这个小镇的原名是希普港
（Ship Harbour），是一个繁
忙的工业小镇，现在是该岛的
服务中心。霍克斯伯里港社区
小道以该小镇为起点，全长10公里，周围是乡村地区，是开启您的布雷顿角岛之旅的理想之地。

您可以驾车沿着该岛的西南海岸穿过海岸平原和一些很小的村落 - 克雷格尼什（Creignish）、龙
角（Long Point）和朱迪克（Judique）。朱迪克有凯尔特人音乐中心，胡德港（Port Hood）和
马布（Mabou）（有一座美丽的天主教堂）等等。海岸线上有多处海滩，如果您在夏季前来旅
游，您可以在这里游泳嬉戏。您可以尽情地在加拿大的这个安静角落享受悠闲的生活节奏。

爱好骑自行车或徒步旅行的人可能会有兴趣了解凯尔特海岸沿海小道（Celtic Shores Coastal
Trail），这条小道绵延92公里，从海斯汀斯（Hastings）一直延伸到因弗内斯（Inverness）。这



沿海地区的村落 因弗内斯海滩 卡波特小道的起点

地点地点 3  谢蒂坎普至伯戴克谢蒂坎普至伯戴克

03:30:00
驾驶时间

208 km
总路程

条小道受到了良好的维护，适合徒步，骑自行车，骑马，骑四人自行车，甚至在冬季滑雪。您可
以选择全程游或者选择部分路段游览。沿途有三十多处小道起点，著名景点有沿海的风景和荒
野，美丽的河流，海滩，鱼港和村庄以及马布的红鞋酒吧。

因弗内斯因弗内斯

因弗内斯是这段旅游路线上较大的城镇之一，是停车欣赏风景的理想之地，这里有多个参观和咖
啡馆。如果您希望在该地区待上更长的时间，您可以去因弗内斯海滩度假村（Inverness Beach
Village）的露营地停车过夜。这里有安斯利湖（Lake Ainslie），是新斯科舍最大的天然淡水湖。

继续沿着海岸向前，越过玛格丽河（Margaree River），您便正式来到卡波特小道。通往谢蒂坎
普的第一段路程完全不同于其他路段，这段公路的路面平坦多沙，前方的高山隐约出现。

地点地点 2 亮点亮点

这部分的旅行路线是卡波特小
道的主要景观区，因此，虽然
您可以用3-4个小时走完全
程，我们还是建议您至少安排
两天的时间来细细品味这里的
美景。比起一边开车一边欣赏
窗外的风景，沿着蜿蜒的公路
缓慢行驶，沿途停车欣赏风景
也是个不错的选择。

谢蒂坎普谢蒂坎普



谢蒂坎普繁忙的渔村具有独特的魅力，这种魅力大部分源于其阿卡迪亚传统。阿卡迪亚是17世纪
晚期和18世纪早期法国在加拿大建立的一个殖民地，其中包含许多土著的瓦巴纳基联盟成员。在
谢蒂坎普能感受到阿卡迪亚独特风俗的强烈影响，可以从当地一些居民所讲的阿卡迪亚法语乃至
当地的美食中窥见一斑。

钩针编织地毯（Hooked rugs）是当地的一种特产，您可以前往弗罗拉的纪念品商店挑选购买，那
里也出售纪念品和冰淇淋。在Grand Ètang城外有一个叫做密·卡雷姆中心（Mi-Carême Centre）
的小博物馆。博物馆里展示着密·卡雷姆节的传统。密·卡雷姆节是一种传统的大斋期狂欢节，是阿
卡迪亚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这里游客们可以参观和参加展览、面具制作作坊、派对等
等。如果您想去水面上看看，您可以登上从这个村庄出发的Love Boat Whale Cruises游船。

当您开车到达这里后，您一眼就能看见圣彼得教堂（St Peter’s Church）。这座教堂建于1893
年，高高地矗立着，在谢蒂坎普的各个地方以及周边地区都能远远看见。这里一般都向公众开
放。如果运气好的话，还会有人带您到周围看看，同时向您讲述这个地区的历史。

如果想在谢蒂坎普住宿，海滨圣皮埃尔露营地（Plage St Pierre campground）是个不错的选择。
这里距离市中心不远并且靠近所有的景点。在河对面您还可以找到一个名为谢蒂坎普露营地
（Cheticamp Campground）的国家公园露营地。

阿卡迪亚小道位于谢蒂坎普河（Cheticamp River）的上方，是一个长8公里的环状小道。在这里
您可以选择以更冒险的方式探索该地区，沿途可以欣赏海洋和高山的风光。走完全程大约需要四
个小时，有些路段十分陡峭，有时还需要跨越小溪。请注意：在布雷顿角高地国家公园露营或徒
步旅行都需要通行证。

天际线小道天际线小道

当您沿着蜿蜒的公路在卡波特小道的后一段行驶，穿过布雷顿角高地国家公园（Cape Breton
Highlands National Park）的西部时，一路都是雄伟的山脉。如果您想要下车活动下腿脚或者想
要步行体验沿途美妙的风景，天际线小道是您理想的选择。

当公路转向内陆后不久，您就会发现天际线小道的起点，距离谢蒂坎普大约半个小时的车程。这
是一条长7公里的环状小道，适合各种身体状况的游客。路面用木板铺成，设有台阶以及方便游客
徒步旅行的小道。行走在这条小道上不仅可以欣赏到壮美的海洋和高山，还可以居高临下俯瞰卡
波特小道，途中时而还会有野生动物出没。

欢乐湾（欢乐湾（Pleasant Bay））

在您驱车前往欢乐湾（Pleasant Bay）的途中，公路会变得越来越陡峭，并有大量的弯道和盘山
路。这个小镇被称为布雷顿角的赏鲸之都（Whale Watching Capital of Cape Breton），同时也是



一个仍在作业的渔村。您可以在这里的餐馆，例如Mid-Trail餐馆，品尝海鲜。这家餐馆专门经营
当地海鲜。

如果您想出海观赏神奇的远洋哺乳动物---鲸鱼，这里有多家赏鲸运营商供您选择。其中包括
Guaranteed Whales公司，马克船长鲸鱼和海豹游轮公司（Captain Mark’s Whale and Seal
Cruise）以及地狱湾赏鲸旅游公司（Limbo Cove Whale Excursions）。这些公司都会让您在出海
时有很高的几率看到鲸鱼。

丁沃尔（丁沃尔（Dingwall））

从欢乐湾（Pleasant Bay）出发，您可以经由卡波特小道暂时返回内陆。然后开车穿过高地驶向
丁沃尔和其周边地区。要想游览坐落于丁沃尔港的这个小镇，您必须要驶离主干道并稍微绕点
道。在途中，我们强烈推荐您参观规模不大的圣保罗岛博物馆（St Paul Island museum）和灯
塔，当地志愿者会让您的游览在获取知识的同时又能富有趣味。

英戈尼什（英戈尼什（Ingonish））

卡波特小道沿布雷顿角高地国家公园（Cape Breton Highland National Park）的东海岸这一侧相
对没有那么多的高山，不过在您驱车向南驶往伯戴克的途中，仍然可以看到众多怪石嶙峋的风
光。您的下一个目的地是英戈尼什和英戈尼什海滩（Ingonish Beach），在那里您可以中途休息
并在该地区的某个餐馆停车用餐或者去布罗德湾露营地（Broad Cove Campground）或英戈尼什
露营地（Ingonish Campground）住宿一夜。徒步旅行和友好的当地接待中心是这里的主要旅游
项目和去处。另外，从英戈尼什开车很快便能抵达美丽的玛丽·安瀑布（Mary Ann Falls）。

斯莫基角省立公园（Cape Smokey Provincial Park）位于英戈尼什以南不远的斯莫基山
（Smokey Mountain）上，很多游客喜欢将此作为瞭望和歇脚之处。

圣安湾（圣安湾（St Anns Bay））

您可以继续向南沿着公路行驶，然后花7美元搭乘汽车轮渡横过圣安湾入海口至英吉利敦
（Englishtown），或者驱车向右沿着官方旅游路线环绕海湾行驶。孩子们可能会喜欢轮渡，年纪
较大的游客则可能希望长途驱车绕过圣安大道（St Ann’s Loop）前去参观位于海湾岬角的盖尔艺
术与工艺学院（Gaelic College of Arts and Crafts）。盖尔艺术与工艺学院致力于保护盖尔文化和
艺术，学校涵盖苏格兰风笛、宝思兰鼓（bodhran）（爱尔兰的一种山羊皮鼓）、纺织以及语言等
十个学科。

卡波特小道的正式终点位于圣安，在这里您可以向右驶入横跨加拿大的第105号高速公路前往伯戴
克。



谢蒂坎普圣彼得教堂 天际线小道 赏鲸

地点地点 4  伯戴克至哈利法克斯伯戴克至哈利法克斯

05:00:00
驾驶时间

394 km
总路程

地点地点 3 亮点亮点

虽然这段返回的旅程已不再属
于卡波特小道的一部分，沿着
怪石嶙峋的海岸线您仍然可以
欣赏到一些美不胜收的新斯科
舍风景以及东海岸地区的众多
小岛。如果时间很紧张的话，
您可以从容地在一天之内开完
全程，全程只需5个小时。如
果时间不紧张，您就可以慢慢
欣赏沿途的风景。

伯戴克伯戴克

对于那些计划在一天之内开完全程的游客来说，这个小镇算是卡波特小道的交通枢纽。伯戴克坐
落于浩瀚的布拉多尔湖之滨，这里景色优美，您不妨在此住上一两晚，慢慢享受您的旅程。

伯戴克的许多旅游景点都分布在湖的周围，您可以登上双桅的“变形虫”号游船欣赏湖周围的风景，
或者租一艘水上摩托艇巡弋至伯德岛（Bird Island）观赏野生动植物，或者租一艘皮艇自己划船游
览。如果您想选择室内游览项目，您可以参观亚历山大·格雷厄姆·贝尔故居（Alexander Graham
Bell Historic Site），这里有美丽的广场以及一个博物馆，从这里可以俯瞰对岸。您可以看到目前
已成为私人物业的贝尔夏季别墅。

东海岸（东海岸（Eastern Shore））

如果您准备好继续前进，您可以从伯戴克出发，沿着横跨加拿大的第105号高速公路途经霍克斯伯
里港和安蒂戈尼什，然后下高速公路驶入新斯科舍7号干线前往东海岸，在那里的嶙峋怪石中分布



布拉多尔湖 舍布鲁克村 马提尼克岛海滩

着一个接一个的小镇。您可以漫步于位于利斯科姆（Liscomb）的利斯科姆河小道（Liscomb
River Trails）上，您也可以租上一条游船欣赏周围的美景，或者去某个海湾或背风的港湾游泳，
或者去舍布鲁克村体验那里鲜活的历史。

东海岸沿岸附近的无数个岛屿等待着游客们前来探险。那些想要近距离亲密接触该地区的游客可
以选择在导游的陪伴下乘坐皮艇开启为期一天或半天的美妙海岸之旅。如果您对自己的能力有信
心，您也可以租一艘皮艇自己独立前去游览。在丹吉尔（Tangier）就有许多这样的岛屿。从那里
出发您可以前往参观丹吉尔大湖自然保护区（Tangier Grand Lake Wilderness Area）。

返回哈利法克斯前，您会经过马斯科多比特港（Musquodoboit Harbour），这里是一个乡下的居
住区。这里有一个引人入胜的铁路博物馆，在其中的复原车站中，新斯科舍铁路的故事展示在游
客面前。您也可以从这里前往马提尼克岛海滩省立公园（Martinique Beach Provincial Park）。
这里有新斯科舍最长的沙滩，深受冲浪者和其他游客的欢迎。在您返回喧嚣的都市生活前，这里
是您结束自驾行的理想之地。

回到哈利法克斯后，您可以归还您租用的房车或者继续您的自驾之旅前往游览这个以半岛著称的
省份。新斯科舍会让您念念不忘，这里空旷的原野和荒野的海岸线会让您的心灵得到释放。请尽
情享受新斯科舍之旅吧！

地点地点 4 亮点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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