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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农及周边的
旅游选择

 艾伦布鲁克斯自然中心  
Allan Brooks Nature Centre）
通过景观、互动信息、动物节目和该地区自然区 

域的展示，让您有机会亲眼目睹并了解欧垦娜 

根（Okanagan）独特而多样的自然遗产。 

该中心地理位置优越，坐落在欧垦娜根山谷和冷 

溪（Coldstream）山谷交汇处的草原小丘上。 

从这里可以看到三个湖泊与五个生态系统。

四月— 十月；联系方式: abnc.ca 

 蜜蜂星球农场（Planet 
Bee）和蜜月蜂蜜酒厂（Honeymoon 
Meadery)为家族拥有，在欧垦娜根经营了近

20年，让游客们有机会探索神奇的蜜蜂世界。

仅限提前预订; 团体人数上限：55人; 免费入场并

有10-15分钟演示，更长的教育演示5加币/人，

品蜂蜜酒3加币/人; 每周7天全年开放; 联系方

式：edwin@planetbee.com 

   历史遗迹欧基夫农庄 
Historic O'Keefe Ranch）是一个50英

亩的西部遗产与历史遗址，提供解说导览，骑马和

四轮马车游以及拜访工艺匠人。

团体人数上限：100人; 起价10加币/人; 5月 -  
9月; 选项：拖拉机/四轮马车游，餐饮/小吃;  

联系方式：events@okeeferanch.ca

   普里达特里奇度假村
Predator Ridge Resort）以此作为您 

的基地，迈出酒店便能探访欧垦娜根的各种丰富 

多彩，包括15公里外著名的Scenic Sip葡萄酒 

之路。租一辆自行车或在Elite Mile聘请我们的 

导游朋友带您一游。我们有13公里长的自行车小

径，以及周三至周日之间运行的欧垦娜根铁路小 

径（Okanagan Rail Trail）班车。从美食到户外

探险，在这里应有尽有。

团体人数上限：170; 起价124加币/人; 维多利亚

日周末 - 劳动节周末; 选项：午餐/晚餐。联系方

式：rdanielsson@predatorridge.ca 

 弗农农夫集市（Vernon 
Farmer's Market）4月至10月每周一和周

四，上午8点至下午1点举行，体验充满活力的农

夫市场，150多家供应商展示本地水果、蔬菜、奶

酪、肉类、工艺品、小吃车以及本地文艺表演。在

冬季，农夫集市搬到室内，于周五上午11点至下午

3点举行。免费入场！

 BX 鲜榨苹果酒厂（BX Press 
Cidery）品尝用第三代家族果园上种植的苹果

精心酿制而成的纯苹果酒。

仅限提前预订; 团体人数上限：30人; 5加币/人; 
联系方式：hello@thebxpress.com 

戴维森果园

开启您的旅程 
弗农，不列颠哥伦比亚省  （VERNON,  BRIT ISH COLUMBIA）

弗农是四季皆宜的探索之地，被美丽

的湖泊和壮丽的山脉环抱，为旅游团

队提供从农业旅游到户外探险等多种

多样的活动。

蜜蜂星球农场

银星滑雪度假村

大型团体（40+）

定制体验

自助游

中型团体（<28）

亲子/儿童教育体验



 戴维森果园（Davison 
Orchards）了解我们种什么，怎么种，了解

戴维森果园的家族农场如何发展成今天的样子。

仅限提前预订; 7加币 /人; 5月1日至10月31日;  
选项：馅饼/午餐; 联系方式： 

office@davisonorchards.ca

 Marten 酿酒吧（Marten 
Brewpub) 被评为BC省十大品酒室之一， 

这家精酿啤酒坊提供品酒和午餐。

全年，每周7天营业; 联系方式： 

Events.MartenBrewpub@gmail.com

 欧垦娜根烈性酒酒厂（Okanagan  
Spirits Craft Distillery）了解精酿蒸馏

制酒的艺术。之后，前往品酒吧品尝各种屡获殊荣

的烈酒。

全年开放; 6人以上团队需提前预订; 品酒5加币/人;
联系方式：vernon@okanaganspirits.com

 在弗农打高尔夫 温暖的早春，炎炎的

夏日以及柔和的秋风，意味着更多享受高尔夫的精

彩时刻！弗农拥有全系列的高尔夫球场，能满足各

种技能水平和预算需求—— 每个球场随其地形而

建，各有千秋。来体验最好的不列颠哥伦比亚省。

• Predator Ridge predatorridge.com
• The Rise therisegolf.ca
• Spallumcheen Golf and Country Club 

spallumcheengolf.com
• Vernon Golf & Country Club  

vernongolf.com

• Hillview Golf Course hillviewgolf.ca

 苏芬湖北欧两项中心 

 Sovereign Lake Nordic Centre） 
在银星省立公园的冬季仙境中，体验令人惊叹的 

滑雪和雪鞋行走小径。提供定制行程与产品。

团体人数上限：40-50人，需提前一周通知;  
11月至4月 ; 选项：午餐/晚餐; 联系方式： 

1-877-768-5253

   Camelot Haven 
Alpaca 在这个羊驼牧场和乡村小店观赏并了解

这些可爱的动物。

仅限提前预订; 起价20加币/人; 5月中旬至9月中

旬; 联系方式：info@camelothaven.com 

   银星滑雪度假村 
 SilverStar Mountain Resort）香槟

粉雪和多样的地形吸引着各类滑雪者来到这个BC
省第三大滑雪场，其可滑雪地形超过3282英亩。

色彩缤纷的半山度假村提供真正的直接滑进滑出体

验。加拿大首个全包缆车票为游客们提供实惠的亲

子滑雪欢乐。

全年开放；联系方式：SkiSilverstar.com

   Elements 探险公司 
 Elements Adventure Company） 

享受寻觅野生蘑菇的一天，或在鲑鱼洄游季，在 

舒斯瓦普河（Shuswap River）上享受一次秋季

独木舟之旅。

仅限提前预订; 成人75加币/人，儿童20加币/人（蘑 

菇之旅）或35加币/儿童（鲑鱼之旅 - 必须至少 

10岁），有团体折扣; 2018年9月30日至11月3日;  
联系方式：info@elementsadventure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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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力之旅（Power Trips）电动

豪车租赁。体验特斯拉Model S的强大性能。

仅限提前预订; powertrips.ca联系方式： 

ryan@powertrips.ca

 Farmstrong 苹果酒公司  
 Farmstrong Cider Company）是欧

垦娜根山谷的一家家族企业，在一个1896年创立

的遗产农场上制作小批量精酿苹果酒。佐着木烤披

萨，品尝苹果酒。

五月到十月; 选项：午餐/晚餐; 联系方式： 

info@farmstrongcider.com

 Gray Monk 酒庄（Gray 
Monk Winery）我们的葡萄酒精品店和世界

一流的餐厅位于欧垦娜根湖上方，呈现山脉、葡萄

园和湖泊的壮丽全景。

团体人数上限：20人; 起价5加币/人; 全年开放;  
联系方式：wineshop@graymonk.com

   欧垦娜根热气球 
 Okanagan Balloning）即使是旅行达人

也会被这里的湖泊、山脉和葡萄酒庄深深震撼到。

这个家族公司已经在欧垦娜根山谷经营了近20年，

他们经营着一个名为Aurora (极光)的六人热气球

飞行项目。

全年开放；预约行程；团体人数上限： 

6人; 起价300加币/人; 联系方式： 

info@okballooning.com 

 Oyama 高空冒险乐园 
 Oyama Zipline Adventure）团建活

动。高空团队的乐趣。多层空中乐园。数十条高空

滑索，绳索桥和树顶障碍，难易随意。清新的空

气。一览无遗的湖景。

团体人数上限：40; 起价15加币/人; 春天 — 秋天; 
选项：午餐/晚餐; 联系方式：1-888-947-2869 

 Scenic Sip 位于基洛纳和弗农之间

的Scenic Sip葡萄酒之路途经一些欧垦娜根最好

的酒庄。scenicsip.ca

• 50th Parallel 50thparallel.com
• Ancient Hill ancienthillwinery.com
• Arrowleaf Cellars arrowleafcellars.com
• Blind Tiger blindtigervineyards.ca
• Ex Nihilo exnihilovineyards.com
• Gray Monk www.graymonk.com
• Intrigue Wines intriguewines.com
• The Chase thechasewines.com

MARTEN 酿酒吧

普里达特里奇高尔夫度假村

艾伦布鲁克斯自然中心

卡拉马尔加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