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外旅游目的地百强花落谁家？全球海外华文
传媒协会首次推荐榜单公布

历时一年，由海外华文媒体协会组织的百家媒体推荐的“全球百家

海外旅游目的地”活动，于 11 月 9 日在美国休斯敦召开的“海外

华文媒体协会年会”上，由协会主席项翔先生正式宣布。

这是海外华文媒体第一次对海外旅游目的地的评选活动，它旨在由

分布在世界各地的华文媒体对那些极具潜力及鲜为人知的旅游“目

的地”进行的一次集中推荐。以便使分布对海外的 6OOO 万海外

华人华侨进行旅游推荐，也必将使这些不太知名又充满特色的旅游

目的地提高其知名度和带动其旅游热度的提升。项翔主席在休斯顿

公布“榜单”时告诉记者。记者了解到，这次旅游目的地的推荐名

单，将会有所有参加推荐的海外华文媒体的媒体对外公布，还将由

协会分布全球 88 个城市及 125 中心城市的 300 多家协会媒体会

员进行广泛宣传。同时也将会登上中国“环球网”一带一路文化旅

游网络平台，让更多的海内外华人出国旅游提供更多的参考和选

择。

“这样的推荐，将会每两年进行一次…”，项翔先生告诉记者。

这次年会还对“俄罗斯龙报”“西班牙欧华传媒”“加拿大健康时

报”“毛里求斯华商报”“美南传媒”“澳洲 8tv”等部分参加推

荐并成功推荐景点进入“旅游目的地”百強的华文媒体颁发了证书。

海外华文传媒协会是在海外独立注册的有 13 年历史的有 300 多家

组成的海外民间非盈利的华文媒体组织。目前总部设在澳大利亚。



2019 海外华文传媒协会推荐“世界旅游目的地前 100 名”名录：

1、澳大利亚《哈密尔顿岛》

哈密尔顿岛 Hamilton Island（澳洲昆⼠士兰州 Queensland,

Australia）：沌静的海水孕育了白色海滩，山顶高尔夫果岭星星点点立

在山峰之巅，世界排名第一的悬崖酒店及奇特的落日下海上晚餐及各种

海洋文化令人流连忘返。

2、俄罗斯《索契》
黑海之滨的索契是俄罗斯最知名的疗养度假胜地，由于气候冬暖夏凉，降水
丰沛，索契成为了 2014 年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举办地。也是苏联最高领导人
及俄罗斯总统的避暑盛地。是目前俄罗斯度假村最知名旅游度假胜地。



3、西班牙《红墙》
位于西班牙 Calpe 小镇的红墙，是现实中的乌托邦，让每个喜欢《纪念

碑谷》的朋友都能在现实中亲自 走进奇幻的几何世界。通关阶梯像不

像纪念碑谷里 IDA 的同款？



4、加拿大北美《极光之都》

位于北极圈以南 400 公里的加拿大西北地区的极光之都“黄刀镇”，
一年四季中有 240 天可以欣赏到北极光，这里曾被美国国家宇航局评
为全球最适合欣赏北极光的地方。黄刀镇的最佳极光观赏期是每年 12
月至次年 3 月。一般极光出现在晚上 21 点之后到凌晨。黄刀镇地广
人稀，空旷的环境为欣赏极光提供了绝佳的条件。来到这里可以有机
会在极光村体验帐篷露营，在雪原上静候极光的出现。这是一种原住
民印第安特的极光帐篷，帐篷外是由鹿皮做成，虽然保暖性能性很好，
但是由于黄刀镇夜里比较寒冷，在极光出现的时候，最好还是全幅武
装做好保暖措施。黄刀镇虽因观赏极光而出名，但是这里白天还是有
丰富的雪上活动可以选择。黄刀镇因为寒冷，冬天积雪很难融化，一
望无际的平原银装素裹，宛如童话仙境。你可以体验狗拉雪橇在冰封
的湖面一路飞驰，一边感受极速奔驰的快感，一边欣赏粗放的茫茫雪
景。



5、美国《科罗拉多大峽谷》

去过美国西部的人，无不对科罗拉多大峡谷的壮美赞不绝口。科罗拉多大
峡谷虽不是世界第一大峡谷，却被众多游客视为世界上最瑰丽的大峡
谷之一。
科罗拉多大峡谷不但被列为世界自然遗产名录，而且是世界七大奇迹之
一。大峡谷长 446 公里，最深处 2783 米。在它的峡壁上刻着地球
发展的历史--大约有三分之一地壳变动的历史被深深地记录在石壁
上，谷底的岩石大约经历了二十亿年的岁月变迁，是地球年龄的一半。

6、毛里求斯《海豚湾》

海豚湾位于塔马兰( Tamarin)，塔马兰是毛里求斯西岸的一个小镇，这

里被高山环绕，景色优美。如果在毛里求斯出海的话， 最大的乐趣莫

过于看海豚。毛岛是世界上近距离接触宽吻海豚的绝佳之处。

看海豚一定要乘坐快艇，在发现海豚的第一时间快艇转头或跟上，可

以近距离的看到海豚。



7、新西兰《皇后镇》

皇后镇 Queenstown, （New Zealand South lsland 新西兰南岛）：

蹦极的发源地，巍峨高⼭长年积雪形成独一⽆二的特色长滑雪道，静静

的小城中的平湖驰过拉响古典汽笛声的蒸汽邮船营造的童话世界。



8、埃及《尼罗河》

几千年来，尼罗河每年 6-10 月定期泛滥，8 月河水上涨最高之时，

淹没河边大片田野，10 月洪水消退之后，淹没之地形成了肥沃的土

壤。这片土地上，人们栽培棉花、小麦、水稻、椰枣，干旱的沙漠上

形成绿色走廊，埃及的文明也是发源于此。

坐帆船游尼罗河，是个蛮不错的体验，人民币不到 10 块钱，

就可以在尼罗河上漂荡一小时。选日落时分来最好不过，船在清冽的

河水上行着，看着远处耕牛的少年回家， 看着骑马的人在尘土中飞

奔急停，心情很快就平静下来了。



9、荷兰《泰瑟尔岛》

泰瑟尔岛位于荷兰北部，是瓦登群岛中最大和人口最多的岛屿。岛上除
去荷兰常见的水鸟牛羊，还有有野生生物常来此居住，因此岛上三分之
一的地方皆为自然保护区。夏季去岛上逗逗鸟，吹吹风，坐船出海捕鱼
捕虾，甚至还能远远看见海狮栖息在岸边。夜里，带把吉他篝火露营，
静下心来享受小岛带来的惬意。



10、休斯顿太空中心（SPACE CENTER HOUSTON）

休斯顿太空中心是一个为游客设计的旅游服务设施。它是休斯顿地区最吸引游

客的景点。它里面有很多珍贵的实物展品（如返回舱，月球岩 石），有关登

月球的介绍，高科技演示等。在这里游客可以用手触摸月球上采集回来的岩石

块，可以看宇航，登月及星际旅行的电影（三场电影总共 95 分钟），看登月

的火箭。全部游览下来要四到六个小时。如果您时间短，只要在大火箭旁照张

像，就不必去花二十美元去太空中心，直接进宇航中心的火箭公园即可，不要

钱。从火箭公园再往里面走不远就是当年登月后召开新闻发布会的地方。这个

地方在室外，一切按原样布置。



11、澳大利亚墨尔本 Melbourne

曾经多次被评为全世界最适合人类移居的城市，整座城市艺术人文气息浓郁，维

多利亚式建筑随处可见，581 座教堂星罗棋布，多元文化的融合，绿色同样是这

座城市不可或缺的点缀，也正因如此，墨尔本也被称之为南半球的“花园之都”。

植物园至今留着上个世纪的一些建筑和风貌，汇聚了 10000 多种奇花异草！

世界上最小的小企鹅“神仙

菲利普岛以神仙小企鹅闻名于世。近郊的丹顶龙山是 3 亿多年前，火山在这里剧

烈的喷发，成为了墨尔本人休闲娱乐的好去处。更有 19 世纪的小火车带你穿越

历史。这里也是俯视墨尔本的绝佳位置。

提起澳大利亚墨尔本，一定会想到大洋路和十二门徒岩不容错过。这些峻峭的石

灰岩巍然耸立在南冰洋之中，绝对是必赏景点。



12、加拿大《落基山脉》

洛基山脉在卑诗省与阿尔伯塔省交界，山脉有四个风景迷⼈的国家公园，包括⼤
名鼎鼎的

班芙国家公园，、贾斯珀（Jasper）国家公园、库特奈（Kootenay）国家公园

以及约虎

（Yoho）国家公园，游客可以在这⾥远⾜（Hiking）、划⽪艇、滑雪的活动。

宝典特意提

及可以⽕车游这⼏个国家公园。



澳大利亚“世界旅游目的地”

13，Mornington peninsula 莫宁顿半岛（澳洲维多利利亚州， victory

Australia）：位于⼤大洋与海海湾之间，温泉、度假村，⾼高尔夫球场及葡萄园

星罗棋布。

14，Great Alpine 大阿尔俾斯山 （澳洲维多利亚州 victory Australia)：高⼭
山湖泊，滑雪胜地，⾼耸入云盘⼭公路于群峰之间。



15，YarrayVelley 雅诺谷（澳洲维多利亜州 victory Australia）。理由：地毯

式的草坪埔在⼭峦起伏的丘陵地带，澳洲品牌葡庄园在四季如春的⼭⾕⾥生机勃

勃。

16，Blue Mountain 蓝⼭（澳洲新州 NSW Australia）。参天大树和悬崖绝壁

形成独特的屏障及植被彼此结合世外桃源。



17，Kangaroo Island 海海狮岛（南澳州 South Australia），成千只海海狮整

天都是懒洋洋的爬在沙滩上养神，岛名却称为“袋⿏鼠岛”。

18、奔富酒庄 Penfolds Winery（南澳州 South Australia） ：驰名世界的澳

⼤利亚奔富酒庄在这个得天独厚南澳⼭⾕⾥⼤面积葡萄种植波澜起伏选就了产

出世界品牌的奇观。



加拿⼤“世界旅游目的地”

19、尼亚加拉瀑布 Niagara Falls

尼亚加拉河连接伊利湖和安⼤略湖，每秒流量是 2407⽴⽅⽶。瀑布并⼀分为⼆，

形成马蹄瀑布与美国瀑布两个瀑布。其中马蹄瀑布也称加拿⼤瀑布，橫跨美加两

国，占尼亚加拉河約 90%的⽔量，河⽔呈青⾊。瀑布呈半环型，宽 670⽶，落

差 57⽶。



20、草原三省 Canadian Prairies

草原三省（Canadian Prairies），指加拿⼤中部的三个省份：阿尔伯塔省、曼

尼托巴省和萨斯喀彻温省。在草原三省⾃驾游欣赏许多迷⼈的草原风光。

21、多伦多 Toronto

多伦多，独孤星球终于提到加拿⼤第⼀⼤城市多伦多，还特意介绍多伦多美食是

⼀绝，还问：你会去唐⼈街和希腊街吃晚餐吗︖（Will you have dinner in

chinatown or greektown?）。还提到要到 BloorYorkville 的名店街，多伦多是

⼀个时尚城市，不要再说“多村”了，那是因为你没真正了解多伦多。



22、温哥华 Vancouver 温哥华靠山⾯海，⽓候温和，这⾥卓越的⽣活品质令⼈
称叹，帆船、垂钓、远⾜运动颇为盛⾏。城市⾥绿树成荫，冰川覆盖的山脚下是

众 岛点缀的海湾，华灯初上，海港的夜景令⼈痴醉。所以当英国撒切尔夫⼈把

全球宜居城市的桂冠再次戴到温哥华的头上，这座城市会说： 我不是因为幸运，

⽽是我实至名归。 位于温哥华美术馆后⾯的罗伯逊街是⼀条令⼈兴奋的购物街，

延伸半英⾥，商铺林⽴，⾼雅的时装精品店、古⽼的书店和画廊、独特⽽富 有

艺术性的商品、时尚的咖啡厅、轻松⽽雅致的餐厅，100 多年来，吸引着来⾃世

界各地的时尚爱好者蜂拥⽽至。在斯坦利公园的温哥华⽔ 族馆潜入另⼀个世界，

这⾥是 7 万多种令⼈不可思议的⽣物的家。可以在极地加拿⼤区与⼤⽩鲸玩贴⾯
游戏，再到西北太平洋区发现海豚、 海豹等诸多海洋哺乳动物的奥秘。



23、北极光 Aurora Borealis 加拿⼤地处地球北部，很⼤⼀⽚⼟地在北极圈内，

每年很多地⽅都 能欣赏到世⼈难得⼀见的北极光，每年 9⽉至来年 4⽉，北极光

都会 不定期出现，摇曳着绿、黄、紫、橙、红、蓝等各种颜⾊，变幻着 无穷的

形状，极为壮观浪漫。

24、芬迪湾 Bay of Fundy 芬迪湾（Bay of Fundy），位于加拿⼤新不伦瑞克

省，是世界第⼀⾼潮汐， 每⽇海⽔潮汐⾼度是 16.2⽶。除此，还可以出海观鲸，

翻滚的海⽔卷起海床 上的巨量鱼虾，引来各种鲸狼吞虎咽，甚至有罕见的露嵴

鲸。⼀些⽣物学家 也在此观察鲸的⽣活，观鲸种类包括长须鲸、座头鲸、⼩须

鲸、露嵴鲸。 丘吉尔⼩镇 Churchill



新西兰“世界旅游目的地”

25、Canterbury High Country 坎特伯雷高山地区：最典型的新西兰风光地带，

雪山，峡谷，静湖，牧场，星空, 一幅幅醉人的自然风光，让人们洗尽铅华，荡

涤灵魂。

26、Christchurch 基督城：被誉为“上帝的后花园”，“英格兰之外最具有英

伦风情的城市”。大地震后城市建 设日新月异，文化魅力浓厚，蜿蜒曲折的雅

芳河静静地在整个城市流淌，天然绿色氧吧海格里公园一年四季景 色迷人。



27、Fiordland National Park 峡湾国家公园：新西兰最大的国家公园，由 14

条冰川峡谷组成的峡湾，被誉为世界 第八大奇迹，最著名的有米佛峡湾

(MilfordSound)和神奇峡湾(Doubtfbl Sound)-

28、Dunedin 但尼丁：拥有独特的自然风光与灿烂的文化历史。在这里，你可

以尽情体验与各类珍稀野生动物近 距离接触的乐趣，感受当地独有的城市气息。



29、Oamaru 奥马鲁：探索小镇保护完善的石灰石历史建筑,

30、Rotorua 罗托鲁瓦：因沸腾的泥浆池、喷涌的间歇泉和天然温泉以及迷人

的毛利文化而闻名于世。



31、Waikato 怀卡托：大片的草场让这里成为了《指环王》和《霍比特人》系

列电影夏尔郡的取景地。怀托摩萤 灭虫洞(Waitomo Glowworm Caves)成千上

万只神奇的萤火虫带给你惊喜。



科罗拉多州旅游目的地

32、落基山国家公园 Rocky Mountain National Park

纵贯北美大陆的落基山脉在科罗拉多首府丹佛附近达到海拔最高点。落基山国

家公园落基山国家公园以其众多的高峰和高山公路闻名，是登山探险者的乐

园。



33、顶级滑雪场

科罗拉多州是全美著名的滑雪胜地，拥有 30 余家滑雪场。其中范尔滑雪场(Vail)

是美国规模最大的雪场， 宽度达 11 公里， 有 25 条缆车接送游客。这里的设施

面对各级别的滑雪者， 是“美国人的最爱”。娱乐设施丰富，除了各类雪上活动，

还有画廊和博物馆。范尔长期被评为顶级滑雪胜地，并享有全美最佳和最大单

板滑雪胜地的世界美誉。范尔雪场由三部分组成，山前地势长且平滑，宽阔的

后山坳(Back Bowls)在地平线上不断拉伸直到无限。蓝天盆地(Blue Sky Basin)

的丛林引诱着那些富有探险精神的灵魂。滑雪场面积超过 5300 英亩，雪场拥有

193 条雪道，有超过 120 个指定滑道，让喜欢滑雪的你度过激情难忘的滑雪夜。

滑雪高手可以在这里尝试各种极具挑战性的地形，滑雪场也有为中级滑雪者准备

的 cruising runs，还设有不少初级道和特别的家庭滑雪区。



34、落基山脚下的温泉

科罗拉多州的温泉种类繁多。

天然露天温泉：硫磺矿物温泉(Hot Sulphur Springs),修建于深山中的户外温

泉，温泉池是天然的岩石洞，泡在温泉中，抬头便是碧蓝天空，夜晚仰望满天

繁星，冬日雪景环绕， 很具风情。

豪华室内温泉：格伦伍德温泉(Glenwood Springs)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天然温泉

游泳池，地下涌出的泉水流速为 143 公升/秒。您可以泡在 40 ℃左右的富含盐

类矿物的治疗池中舒缓工作的疲惫，或在水温为 36 ℃游泳池中畅游一番，都

会有不错的感受。



35、科州首府丹佛市区景点丹佛铸币厂

全美一共有费城、丹佛、旧金山、纽约四个铸币厂。

丹佛铸币厂建立于 1862 年，主要负责铸造流通的硬币盒部分纪念币。游客可参

观铸币的全过程，还可以买到美国不同时期发行的纪念币。



36、第16 街商业步行街

丹佛第 16 街商业步行街是位于丹佛市中心的一条繁华商业步行街，街中有免费

巴士穿行。

2006 年，美国建筑师学会曾授予第 16 大街 AIA25 年奖。

商 业 街 全 长 大 约 两 公 里 , 东 南 的 尽 头 一 直 去 到 州 府 大 厦 前 的 百 老 汇 街

(Broadway),西北的尽头则是联合车站(Union Station).一路逛去,街道两侧既

有古色古香的酒吧、餐厅,也有现代化的高楼大厦、商店、品牌专卖店和琳琅

满目的购物广场.

街道中央是一条绿树成荫的步行道,摆设着彩色花盆,种着许多鲜艳的花草,点缀

着一些艺术雕塑、长凳、钢琴和一座座雪糕屋、咖啡吧,两侧还有专供游客免费

搭乘的电车.漫步街头,悠闲惬意,还不时可以看见一些街头艺人或弹唱、或装扮成

雕塑、机器人的古怪表演, 十分有趣。



37、丹佛周边景点 红石露天剧场

红石露天剧场位于丹佛以西 20 公里，因此处有巨大的红砂岩石而得名。

“红石”演出场是世界唯一利用山峰沟壑的天然山体修建而成的露天摇

滚乐演出场。演出场建在两座巨大的红色山崖之间，看台大约呈 40 度

倾斜，而下方正中的舞台后面，也是一座巨大的、被称为“舞台岩”的

红砂岩。整个演出场被这三座天然的红砂岩所环抱，气势恢弘，最多可

容纳 9846 名观众。世界很多知名乐队曾在此举办演唱会。剧场游客中

心陈列着在这里演出过的许多著名的乐队和歌手。



38、Coors 啤酒厂

“Coors”啤酒是全美仅次于百威和米勒的第三大啤酒品牌。由于它

不像百威在中国有生产厂，而是全部由美国原装进口，Coors 啤酒在

中国卖得很贵。中文翻译成“银子弹”。Coors 啤酒被誉为是“世界

上最轻爽的啤酒”（The world’s most Refreshing Beer）。

世界上最大的啤酒厂─ Coors Brewery 坐落在科罗拉多 Golden 小

镇。在 Coors 啤酒厂可以参观啤酒制造全过程，并可免费尝试未装瓶前

各种口味的 Coors 啤酒。



埃及旅游目的地

39 、 开 罗 ： 金 字 塔 + 太 阳 船 博 物 馆

胡夫、哈佛拉、门卡乌拉，祖孙三代的金字塔在开罗郊外依次展开，周

围围绕着的小金字塔是他们的妻子.

胡夫金字塔旁有一座太阳船博物馆，关于太阳船的说法有两种：

一是古埃及人相信人死后可以复活，太阳船就是载着胡夫去往彼岸的；

二是太阳船是胡夫的殡葬船，船舱的大小跟埃及博物挂里面法老棺木的

大小目测刚好合适。这两种说法，你会更相信哪种呢？



40、 开罗：埃及国家博物馆

整座博物馆最吸睛的要属木乃伊展和图坦卡蒙展， 然而， 这两

处最精彩的都不能拍照……古埃及人坚信人死后灵魂不会消亡，

仍会依附在尸体或雕像上，所以法老死后会用防腐的香料 殓藏

尸。

木 乃 伊 展 室 中 陈 列 了 十 几 具 木 乃 伊 ， 有 历 代 王 朝 最 高 的 法 老

（185cm），有英年早逝的法老，有活到耄耋之年的法老，还有少见

的女性木乃伊。很感谢这样高超的防腐技术，让我们在斗转星移那么

多年后，仍能看到古人的模样。

图坦卡蒙，这个 19 岁的人气少年，因为陵墓保存最完整，代表了埃

及考古工作的顶峰，一举成名。陵墓中最著名的宝藏当属图坦卡蒙的

黄金面具，金箔制成，嵌有宝石和彩色玻璃，前额部分有鹰神和眼镜

蛇神做装饰，下颚垂着胡须，象征冥神奥西里斯。因为制作过于精良，

这座面具还跻身成为世界十大宝藏。



41、 法 尤 姆 ： 鲸 鱼 谷
距离开罗 88 公里的法尤姆省，有一座很漂亮的沙漠绿洲，里面最有名
的是鲸鱼谷，
一个很容易见证沧海桑田的地方一望无际的沙漠里，能够找到古鲸鱼

的化石—4000 万年前，这里曾是一片深海啊。但现在这里留下的，

只有沙漠与暴晒。

人类已知文明的 5，6 千年，在 4000 万年面前显得几乎微不足道。

绿洲还有很漂亮的精品酒店，设计师精心还原了贝都因式建筑，砖混

建筑，穹顶为圆形，有小孔便于通风，圆圆润润的边角，显得尤为可

爱，超适合拍照凹造型～

进入神秘的撒哈拉，进行一次精彩的沙漠探险，聆听每一块化石、每

一粒沙讲述它们的故事。

20 世纪 80 年代，艺术家波雷从瑞士移居到此，为这个埃及小村庄

带来了制陶技艺。工作之余，他建立学校，教村里的孩子们学习陶艺。

许多当年从那里诞生的艺术家， 如今又回到学校将技艺传承下去。艺

术无国界，在这里孩子们可以与当地小朋友一起学习怎么做陶艺，留

下别样的难忘记忆。



42、 卢 克 索 ： 卢 克 索 神 庙 + 哈布城 + 卡 纳 克 神 庙

卢克索的神庙特别多，我们选了其中最有代表的三个：卢克索神庙、

哈布城，以及卡纳克神庙。卢克索神殿，唯一能够夜间参观的神庙。

周围的广场成了当地人晚上散步纳凉的地方，公元前 2000 年和公园

后 2000 年，就这样毫无痕迹的对话在了一起。这里是古埃及第十八

王朝的第十九个法老艾米诺菲斯三世，为了祭奉太阳神阿蒙、他的妃

子及儿子月亮神而修建的。神庙长 262 米，宽 56 米，由塔门、庭

院、柱厅和诸神殿构成。 走入塔门的这一刻开始，就能感到自己的渺

小了——两边矗立着的六尊拉美西斯二世的巨石雕像，足足有 14 米

高。把这里作为在卢克索看神庙的第一站， 夜色中会格外多一些神秘

和壮观。



43、 卢 克 索 ： 帝 王 谷

古埃及的帝王陵墓大概经历了几个时期：公元前 31 世纪-前 27 世

纪， 地下挖坑，砖石砌筑墓室，最后封上土堆，叫做“马斯塔巴”；公

元前 2686 年后， 金字塔雏形出现，从阶梯金字塔到完美的三角形

金字塔，沿用了 1000 多年；至公元前 1570 年前后， 当时的图特

摩斯一世决定将其陵墓放置在深山半山腰的洞中，帝王谷应运而生，

贯穿了整个新王朝，64 个帝王都在这里安葬。然而，做了那么多防

盗措施，还是挡不住盗墓的兴盛发展，64 个陵墓，63 个被盗，只有

图坦卡蒙幸免于难 。



44、 红 海 ： 沙 姆 沙 伊赫

红海是世界有名的潜水点，来这的游客大多都去了赫尔格达， 但是潜
水， 还是要去沙姆沙伊赫。这里是世界自由潜大赛的重要举办地， 有
穆罕默德角国家海洋公园这样的保护区， 也有 ABD 岛这样的世界著
名潜点。



休斯顿旅游目的地

45、德克萨斯医疗中心 (TEXAS MEDICAL CENTER，TMC)

德克萨斯医疗中心拥有 54 个与医学有关的机构，包括 21 家医院和 8 个专业机

构，8 个学术和研究机构，4 所医学院，7 所护理学校，3 个公共卫生组织，2 所药

学院和 1 所牙科学校。所有 54 家医疗机构均为非营利组织。附属医学院包括休斯

敦的德克萨斯大学健康科学中心，贝勒医学院，加尔维斯顿的德克萨斯大学医学

分校和德克萨斯 A＆M 医学院。一些会员机构位于休斯顿市郊。

德州医学中心设有世界上最大的癌症医院-MD 安德森癌症中心（MD

ANDERSON CANCER CENTER）和世界上最大的儿童医院-德克萨斯州儿童

医院（TEXAS CHILDREN’S HOSPITAL）。

该中心平均每天接待 3300 名患者，每年接待超过 800 万名患者，其中包括18000

多名国际患者。每年，TMC 拥有超过 750,000 名ER 访问者。2011 年，该中心雇用

了超过 12 万名员工，其中包括 20,000 多名生命科学领域的医师，科学家，研究

人员和其他高级学位专业人士。TMC 每天有超过 160,000 位访客。



46、休斯顿牛仔节 （RODEO HOUSTON）

休斯顿牛仔节是一场关于 德州 牛仔 Rodeo 的盛宴，每年为期 3 周时间的

世界最大牛仔节活动在 休斯顿 举行，预计 300 万人次进场，今年我也在其

中，感受了一次难忘的 休斯顿 牛仔节。

牛仔节始于 1932 年，每年举办一次，今年是第 87 届 ， 在 休斯顿 NRG

Center 体育中心举行，最早以前的牛仔们聚在一起是为了牲口、农贸产品等交易

买卖，现在不仅有畜牧交易买卖，还有和牛仔相关的市集、互 动区、美食美酒、

嘉年华乐园，和最值得一看的传统牛仔竞技比赛、大型演 唱会。可以说是一个

大型的综合性嘉年华活动。

http://www.mafengwo.cn/travel-scenic-spot/mafengwo/10915.html
http://www.mafengwo.cn/travel-scenic-spot/mafengwo/10915.html
http://www.mafengwo.cn/travel-scenic-spot/mafengwo/11936.html
http://www.mafengwo.cn/travel-scenic-spot/mafengwo/10915.html
http://www.mafengwo.cn/travel-scenic-spot/mafengwo/10915.html
http://www.mafengwo.cn/travel-scenic-spot/mafengwo/10915.html
http://www.mafengwo.cn/travel-scenic-spot/mafengwo/10915.html


47、莱斯大学 (RICE UNIVERSITY)

莱斯大学位于美国德克萨斯州休斯顿市，素有南方哈佛之称。以其精英的本 科

学部著称，小而精致，同时有着优秀的应用科学和工程学研究生项目，是 美国

最著名的大学之一，莱斯大学在材料科学、纳米科学、人工心脏研究、 以及太

空科學等领域占有世界领先的地位。



48、丰田中心球馆 (HOUSTON TOYOTA CENTER)

丰田中心球馆是一座位于美国德克萨斯州休斯顿市中心的室内体育馆，由日

本丰田汽车公司冠名赞助。体育馆现为国家篮球协会（NBA）休斯顿火箭队、

女子国家篮球协会（WNBA）休斯敦彗星、以及全美冰上曲棍球联 盟（AHL）

休斯顿航空队（Houston Aeros）的主场。

49、休斯敦自然科学博物馆（Houston Museum of Natural Science）

自然科学博物馆是休斯顿最大的博物馆。它座落在赫曼公园的东北角，紧临

Sam Houston 的铜像及 Main 街与Montrose 相交处的喷水泉。它里面包含固

定展区，特别展区，星际馆，IMAX 电影院，及蝴蝶馆。



50、休斯顿美术馆（Museum of Fine Arts Houston）

休斯顿美术馆座落于德州休士顿的博物馆区，是美国最大的美术馆之一 。该

馆的永久馆藏涵盖了 6,000 年以上的历史，总数量在 64,000 个以上。 除了丰富

的馆藏以外，休士顿美术馆还提供多元的活动、出版品、工作坊以及数位馆藏，

为大休士顿地区增添了浓厚的艺文气息。每年造访该馆 的人次超过 125 万人。



51、德州文艺复兴节（Texas Renaissance Festival）

每年 10 月8 日到11 月27 日的每个周六周日，以及感恩节的周五德

州文艺复兴节是美国规模最大最著名的文艺复兴节，每年都会吸引超过 50

至 100 万的游客参与其中！

节日将在距离休斯顿约 1 小时车程的 Todd Mission 进行，在这里， 你将看到一个

仿造 16 世纪的欧洲建筑风格建造而成的小镇，可爱迷人，往来的人群中四处可见

穿着中世纪欧洲服装的，盛装巡游的国王和皇后以及环 绕他们的贵族们，路边卖

艺的杂技艺人，舞姿婀娜的舞蹈家，引得大家伙围 观连连称奇的魔术师，分分钟

带你穿梭时空，来到文艺复兴年底的欧洲！

这里同样也是拥有魔法元素的世界，有美丽的精灵和仙女。



52、芝加哥旅游目的地 推荐媒体：（芝加哥神州时报）

芝加哥位于密歇根湖沿岸，湖成海景、金色的沙滩每年吸引着全球超过

五千四百万的游客。有着纽约的繁华，少了脏乱，不乏 LA 的自由，却

少了交通不便，与曼哈顿过度拥挤的天际线不同，芝加哥错落有致。盛

产经济学诺贝尔奖的芝加哥大学，印象派精品繁多的艺术馆，美国最古

老的剧院…



53、威利斯大厦（Willis Tower）

Willis Tower 一共有442.3 米高，共地上 108 层，地下3 层。芝加哥第一高楼，

也是最最最著名的必打卡地标景点之一！登上观光电梯，每上升一层都会显示目前

所在的楼层、高度以及与这个高度相同的世界著名建筑。抵达 25 层，这个高度等

同于纽约自由女神像，86 层与巴黎埃菲尔铁塔同高，102 层比肩纽约

帝国大厦。最有名的就是位于大厦 103 层的全透明玻璃悬窗了。距离地面

412 米，踩上的那一刻真的有种站上云端的感觉。向下望去，仿佛身悬

半空，即使没有恐高症也可能会被吓到腿软。



54、海军码头（Navy Pier）

海军码头位于芝加哥近北区的密歇根湖湖畔，是芝加哥的标志性 景点，

具有百年历史军港的码头，娱乐设施一应俱全。此外，还 有多种多样的

密歇根水上娱乐项目。世界上第一座摩天轮便坐落 于此，乘坐摩天轮能

一览海军码头的美景。码头还有芝加哥儿童 博物馆、芝加哥莎翁剧院。



55、芝加哥艺术博物馆

到了芝加哥，如果没到芝加哥艺术博物馆

(The Art Institute of Chicago)，那绝对是遗憾。博物馆很大，收

集展品极为丰富，可以称之为万国博物馆，里面的藏品时间跨度由公元前

3000 年古埃及的古陶乃至当代的波普艺术。印象派在这里的作品绝对是灿

若繁星，在这里你能遇见梵高遇见莫奈，里面有较全的莫奈草垛系列，

以及除了卢浮宫外最多的睡莲系列，大师的名作亲眼一睹才能深觉震

撼。



56、芝加哥运河巡游 (Chicago River Cruise)

众所周知，芝加哥最有特色的就是它的城市建筑了！强烈推荐参 加一场

游船巡游，一两个小时就能带着你转遍整个城市的建筑， 同时还可以聆

听导游讲解它们背后的故事。

建议选择在日落的时候乘坐，看着整个城市的天际线从白昼入夜 的壮观

景色。再顺着运河慢慢前行，细数芝加哥风格迥异的摩天 建筑群们，川

普大楼、玉米楼、箭牌大厦……每一段的芝加哥运 河都是一幅迷人的风

景。



57、林肯公园（Lincoln Park）

林肯公园，南望卢普区的高楼大厦，在公园内可以眺望 downtown 天

际线；东与密歇根湖相连，有一片金黄色的沙滩（北部大道沙滩）；西

邻芝加哥老城，如果有时间随便走走，可以领略百年前芝加哥的风貌。

林肯公园内最为知名的莫过于林肯公园动物园和温室植物园，在动物园

你能看到网红火烈鸟本尊，温室植物园在冬天也是春意盎然。每年秋天，

林肯公园还会有灯光节。



58、巴哈伊灵曦堂(Baha'i House of Worship)

即使在以建筑闻名的芝加哥，巴哈伊灵曦堂都是一处不可不看的 景观。

每个大洲只有一座，北美的这座便坐落在芝加哥，九边形 的的殿宇，殿

身花纹精雕细琢美轮美奂，穹顶气势雄伟，教堂外 面还有花园环绕。教

堂附近还是芝加哥富人居住区，一栋栋别墅 绿树掩映，精巧漂亮。



59、66 号公路的起点

芝加哥市中心密歇根街和亚当街交会的地方，这里就是 66 号公路

的起点。我们将沿着 66 号公路一路向西了解这条母亲之路。美国

66 号公路是美国最早的高速公路之一，从芝加哥一路横贯到加州圣莫尼卡，

被美国人亲切地唤作“母亲之路”。对于美利坚民族来说，建于 1926 年

的66 号公路好比一面明镜，它象征着伟大的美国人民一路走来的艰辛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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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旅游目的地

60、风车小镇孔苏埃格拉(Consuegra )

孔苏埃格拉(Consuegra)是托雷多省(Toledo)的一个小城镇，这里的风车

山据说是《唐吉诃德》的著 名取景地，每个风车都有它自己的名字。蔚

蓝的天空、古堡、田野构成一幅天然的油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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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瓦伦西亚艺术科学城(Ciudad de Arte y Ciencia)

如果你想拍另类的城市风光，却不愿意被熙攘人群淹没，那么瓦伦西亚的

艺术科学城可能是个好去处， 这个建筑群灵感源自自然，如鲸鱼骨架、

睡莲等，可以说是自带艺术天赋，酷感十足！如果拍照无聊 了，这里的

歌剧院、水族馆、科技馆、科学博物馆和艺术员廊都值得好好逛逛哦



62、巴塞罗那瞭望台(Bunkers de Carmel)

在巴塞罗那，值得拍的可不只是圣家堂。奎尔公园，这个高迪的作品中，

有一处成为了 Ins 上新的打卡 热点，那就是瞭望台。奎尔公园地理位置

较高，在瞭望台上，可以轻松俯瞰大半个巴塞城市，领略星罗 棋布的巴

塞街道之美。



63、ABC 博物馆(ABC Museo )

喜欢建筑和艺术的朋友，一定不能错过深藏在马德里的这座博物馆！这里

有 6 层 3800 多平米的展区, 你不但能看到 20 世纪的绘画与图片资料，更

能在建筑前顺手拍到适合当头像的精彩硬照！



64、薰衣草田野(Campo de lavanda )

这片紫色天堂可不在普罗旺斯，而是在距离马德里 97 公里的 Brihuegao

这里每年 7 月会举办薰衣草节, 吸引了许多游客和网红博主慕名前来。连

小镇上的街道氛围都是薰衣草味道的！实属蜜月必备 Mark 了！



65、水晶宫(Palacio de Cristal)

伦敦的水晶宫令很多人向往，西班牙马德里的丽池公园也有这么晶莹剔透

的一座水晶宫！这里仿佛是所 有公主的梦想，喷水池前甚至会有天鹅悠

然游过！处处梦幻色彩，四季景色也各不相同，大饱眼福的同 时，随手

一拍都像是走秀照！



66、丰卡连特盐滩(Salines de Fuencaliente )

加那利群岛像是一个宝藏海岛！除了数不清的美景外，就连一个盐滩也像

是上帝的偏爱之地。当走在盐 滩漫步时，感觉就像走在一个巨大的巧克

力棋盘上，每个角度的阳光都是惊喜！

如果你疯狂迷恋圣家堂的琉璃窗，那么萨拉曼卡的李斯之家可千万别错

过。缤纷彩色玻璃幕墙最适合穿 着波西米亚风格的小裙子拍照！在这里

你可以看到神话主题，青铜器，精美饰品，还有各种瓷娃娃等， 小心别

被栩栩如生的娃娃们吓到哦。



美国“世界旅游目的地”

67、好莱坞环球影城

美国一共有两个环球影城，一个在奥兰多，另一个在洛杉矶。奥兰多环球影城面
积是最大的，设施也比较新。不过要论经典，还是要属洛杉矶环球影城。



68、羚羊彩穴(Antelope Canyon)

羚羊彩穴是一个色彩和光线组成的迷幻世界，位于美国亚利桑那州北部。
这里风景秀美，自然景观丰富，周边分布著多个国家公园和国家保护区。羚
羊彩穴的全名是羚羊峡谷纳瓦荷原住民部落公园（Antelope Canyon
Navajo Tribal Park），不难看出这里是印第安人的祖居地。这里曾经羚
羊成群，也曾经是纳瓦荷人与神明沟通的灵地。羚羊彩穴属于狭缝型峡谷，
是柔软的砂岩经过百万年的各种侵蚀力所形成的，其中主要是暴洪和风蚀。
暴洪的垂直侵蚀力形成了羚羊彩穴的地形，以及光滑如流水般的边缘。参差不齐
的峡谷边缘加上不同颜色的砂岩， 阳光透进来呈现迷人的景致，不同角度不
同的形状与色彩，加上穿插其中的光柱，让人很容易沉浸在变幻莫测的光
影之中，如同身处另一个星球般迷离，又如同扭曲翻腾的抽象画作， 引人
无限遐想。住民部落公园（Antelope Canyon Navajo Tribal Park），不
难看出这里是印第安人的祖居地。这里曾经羚羊成群，也曾经是纳瓦荷
人与神明沟通的灵地。羚羊彩穴属于狭缝型峡谷，是柔软的砂岩经过百万
年的各种侵蚀力所形成的，其中主要是暴洪和风蚀。暴洪的垂直侵蚀力形成
了羚羊彩穴的地形，以及光滑如流水般的边缘。参差不齐的峡谷边缘加上不同颜
色的砂岩， 阳光透进来呈现迷人的景致，不同角度不同的形状与色彩，加
上穿插其中的光柱，让人很容易沉浸在变幻莫测的光影之中，如同身处另
一个星球般迷离，又如同扭曲翻腾的抽象画作， 引人无限遐想。



69、黄石国家公园

黄石公园位于美国中西部怀俄明州的西北角，是世界上第一座国家公园，
是美国国家公园里景观组合最丰富的国家公园，这片地区原本是印地安人
的圣地，但因美国探险家路易斯与克拉克的发掘而成为世界上最早的国家
公园，并在 1978 年被列为世界自然遗产。在公园中， 可看成群的野
生动物、奇妙的的风光、险峻的大峡谷和化石森林，让人着迷，让人
流连。



70、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博物馆建于 1870 年，位于环境优美的中央公园旁，与大英博物馆、卢
浮宫并称世界三大博
物馆。博物馆共分为四层，馆藏多达 330 万件，涵盖埃及、希腊、罗马、
欧洲等地的各类珍
贵文物和艺术品。位于美国纽约第五大道的 82 号大街，与著名的
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和纽约海登天文馆遥遥相对。博物馆主要回顾了
人类自身的文明史的发展，意义深刻。



委内瑞拉旅游景点

71、世界第一高瀑布安赫尔瀑布

安赫尔瀑布，西班牙语为 Salto Angel，亦称丘伦梅鲁瀑布(Salto

Churun Meru)。 委内瑞拉玻利瓦尔(Bolivar)州圭亚那高原卡罗尼

(Caroni)河支流丘伦河(Rio Churun)上的瀑布。 当地的印第安人满怀

崇敬地叫它“出龙”。这也确实像一条出海的银龙，灵活夭娇，盘桓

在高 ft 峭壁之间，凌空垂下，激起满 ft 谷珠玉四溅，水雾氤霭，下

坠之势如追风逐电，势不可挡， 隆隆轰鸣之声，如飞龙清啸，在整

个 ft 谷间回响。光的照射下，时常可见一道绚烂的彩虹在水雾之上，

柔媚如月笼轻 纱，似是谁抛出的彩练，与这条飞奔的银龙嬉戏玩耍。

瀑布两旁古树参天，ft 石嶙峋，藤葛缠绕纠结，在壮丽中又添 肃穆

之美。



72、委内瑞拉《赤若妮》海滩

赤若妮海滩位于委内瑞拉中北部阿拉瓜州，紧邻赤若妮小镇（village

of Choroní），并因此命名。从本州省会城市马拉凯开车出发，沿途经

过浓郁的森林以及亨利•比特国家公园（Henri Pittier National Park），

仅有两个小时的车程便可以到达。赤若妮海水凉爽清澈，沙滩上阳光

灿烂，片片棕榈树叶伴着微风沙沙作响，笑迎八方游客；这里的水上

运动设施完备，不论你是想悠闲的享受安静还是希望尽情的娱乐，一

定能满足您的要求。海滩附近的赤若妮小镇于 1616 年建镇，至今仍

然保留着很多殖民时期的建筑。这里古老、宁静、优美，也是委内瑞

拉海岸沿线最著名的小镇之一，这里民风淳朴，居民热情好客。它以

高质量的可可闻名世界，而且在早期殖民统治时期，西班牙殖民者从

非洲贩来许多奴隶，就形成了这里融合加勒比音乐、西班牙音乐以及

非洲音乐相结合的独特音乐。到赤若妮旅游，您可以享受秀美风光，

欣赏优美音乐和欢乐的舞蹈，感受这里的民族风情，一定能让您满意

而归。



73、加勒比明珠―委内瑞拉 LOS ROQUES

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往北约 150 千米的加勒比海域上有一片珊瑚

礁 形 成的 群 岛 ， 由 300 多 座 大小 不 一 的 岛 屿组 成 ， 统 称 Los

Roques，这里被誉为加勒比海的明珠，每年都吸引着世界各地成千上

万的游客前来观光度假。群岛东西绵延 36 千米、南北绵延 27 千米，

将水位较浅的珊瑚礁内海环抱起来。



74、“世界上闪电最多的地方”

委内瑞拉卡塔通博河（Catatumbo River）注入马拉卡波胡（Lake

Maracaibo）的地段因经常发生闪电而闻名。这里一年 365 天有 260

天都在电闪雷鸣，每年会发生 120 万次雷击，平均每分钟就有 28 道

闪电划过天空。

科学家认为，这里闪电频繁的原因与当地独特的地理环境与风向变化

有关。有些人称是因为来自加勒比的温暖海风在这里与附近安第斯 ft

脉上吹来的冷风相遇，由于这里被附近的 ft 脉围住形成谷地，风势

便爬升冷凝从而引发闪电。还有人认为雷击是因为附近的沼泽产生的

甲烷。



75、大草原 La Gran Sabana

委内瑞拉大草原名叫大萨瓦纳，西班牙文为 La Gran Sabana，是委内

瑞拉著名的风景区，位于委内瑞拉南部，与巴西接壤，属于卡耐玛国

家公园 the Canaima National Park。卡耐玛国家公园为委内瑞拉最

大的国家公园，世界第三大，也是佩蒙印第安人（Pemon）的保留地，

卡耐玛国家公园的西部就是大名鼎鼎的天使瀑布（Angel Fall）的所

在地。



76、梅里达热带雪 ft

梅里达热带雪 ft 位于委内瑞拉马拉开波湖南边，它像绿树-中的一颗

明珠，镶嵌在高 ft 峡谷中。那里有泛着白色浪花的溪水在奔流，在溪

畔有甘蔗园和咖啡园，还有一望无际的热带雨林。在梅里达，有五座

高峰，终年被白雪覆盖，那白色的雪冠就像落在 ft 尖上的白色雄鹰，

人们把这 5 座ft 峰称作 5 只鹰。5 座ft 峰中玉柱峰顶高 5000 米，是

全国最高点。为纪念玻利瓦尔，玉柱峰被命名为玻利瓦尔峰。



77、奥塔纳 ft AUTANA

在委内瑞拉西部的亚马逊地区，骄傲孤僻的奥塔纳 ft 耸立于云雾之

中，奥塔纳 ft 脉矗立于委内瑞拉西部，奇丽壮观，是一座石英岩砂

岩为主的的高原 ft 脉。在当地印第安人的心目中，它就是生命之根，

万事万物皆由此衍生。



78、玛格丽塔岛

是委内瑞拉东北部的岛屿。在加勒比海上，南距阿拉亚半岛 19 公里。岛长 68 公里，

宽 5-35 公里，面积 1，072 平方公里。是委内瑞拉最大的岛屿。岛上的主要景点是

美丽柔软的沙滩，受到外国人和委内瑞拉人的欢迎。许多包机从各种国际目的地直接

飞往玛格丽塔岛，但也可以从大陆的拉克鲁斯港乘坐渡轮前往岛上。



79、委内瑞拉沙漠 Medanos de Coro

Medanos de Coro 国家公园位于 FALCON 省，是世界上最美丽的沙丘之一，也是

委内瑞拉唯一的沙漠地区。这座公园中有大量的沼泽和沙丘。沙丘的高度可以达到 40

米，成为滑沙运动的理想地点。滑沙运动起源于非洲，惊险刺激但绝对安全，玩起来

需要很大的勇气和胆量。乘坐特制的滑沙板由沙 ft 倏然滑下，但觉两耳生风，感觉惬

意， 瞬间直抵沙 ft 脚下，空中还可作出腾跃和空翻的高难度动作。



毛里求斯旅游目的地

80、蔻丹广场

蔻丹广场 Caudan Waterfront 是路易港的购物中心，集中了各式各样的商铺，在这可

以买到服饰、护肤品以及当地特色的纪念品。这里有一家欧舒丹专卖店，价格相对便

宜，但最实惠的是明信 片，写完之后附近还有邮寄处，很方便。

广场中心有一片用五颜六色的雨伞搭起来的区域，是这里著名的景点，很多游客都会

在这儿拍照。
在这里可以买一些工艺品留作纪念，但一定要往死里砍价。



81、毛里求斯鹿岛

鹿岛 Île aux Cerfs 在毛里求斯的东部海岸，是毛里求斯最著名的度假地之一。鹿岛是

水上运动的天堂，拥有毛里求斯最美丽的海滩， 这个小岛优雅的静卧在海洋上，是毛

里求斯风景中一个闪亮的珍 珠，是毛里求斯旅游的必到之处。鹿岛有最适合日光浴的

纯白的细沙、有泻湖有平静无波的水面、有全世界最清澈的海水，这些适合从事潜伏等

水上活动，是欧洲贵族最爱的潜水地。此外，这里有 18 个洞的高尔夫球场，还有两家

餐厅，可以让游客放慢脚步，慵懒的享受长时间的午餐。



82、红顶教堂

红顶教堂位于毛里求斯的最北端的 Cap Malheureux 镇上，是毛里求斯最著名的人文

景观。因香港明星陈小春和应采儿的一场婚礼，红顶教堂成了情侣们必到的浪漫之地。

不少新人们都会选择在这里举行度蜜月和举行婚礼，因此也成为了最著名的婚礼教堂。

这座由法国人建成的红色屋顶的教堂，其木工非常精致，仿造巨大蚌壳打造的圣水盆，

也非常值得欣赏。教堂临海，放眼一望蓝天白云，碧海银沙，绿草红瓦，美丽的海岸线

吸引游人到此流连。



荷兰“世界旅游目的地”

83、风车村

荷兰有两个极负盛名的风车村：桑斯安斯风车村和小孩堤坝风车村。
前者靠近阿姆斯特丹，不仅可欣赏风车村的田园风光，还有木鞋工作坊可供参
观，同时还能现场观看木鞋的制作流程。
后者位于鹿特丹东南部，保存着 19 架建于 1740 年代的风车，已被列入世界
遗产名录。每架可供参观的风车都有着详细的结构介绍和工作原理。适合租一
辆自行车骑行在堤坝间欣赏风景。



84、库肯霍夫公园、郁金香旷野花田

荷兰的郁金香享誉全球。每年春天，花开时节，库肯霍夫成为郁金香的海洋。
这里每年约有八百多种郁金香品种，超过七百万株花卉在春天盛开。缤纷亮丽
的色彩，丰富多样的造型， 让人目不暇接。库肯霍夫公园中古木参天，花丛娇
艳欲滴，相映成趣。公园外是大片连绵的花田，在旷野花田间骑行，感受自然
气息。这里是春季最好的花卉观赏地。
库肯霍夫公园仅在每年三月下旬至五月上旬花开季节对外开放。



85、羊角村

来荷兰，不能不去羊角村。“荷兰的威尼斯”、“童话小镇”、“世外桃源”，
这些都是近年来大家赋予这个村落的美名。游船其间，穿过一座座木桥，欣赏两
岸精致而又有特点的小屋；船边水鸭嬉戏，湖中天鹅展翅。放缓身心，感受这个
小村带来的静谧和安逸。
羊角村的美名副其实。



86、兰斯塔德地区 （Randstad）

兰斯塔德地区包括荷兰西部的四大城市：阿姆斯特丹、鹿特丹、海牙以及乌特
勒支。是一个以四大核心城市及众多小城市组成的多中心都市群。多用于城市
规划概念中。

这片区域包含了最让世人所熟知，最能代表荷兰的人文景点：
阿姆斯特丹市中心的水系记录着曾经繁荣的历史；鹿特丹鳞次栉比的现代建筑
展示着这里的大胆与宽容；海牙的和平宫和各国驻地昭示着这个国家平等和公
正；乌特勒支连接起整个国家的四面八方，找到每个人埋藏已久的童心 ...



科特迪瓦共和国旅游目的地

87、亚穆苏克罗和平圣母大教堂

坐落在亚穆苏克罗的和平圣母大教堂是世界上最大的基督教堂之一，是科特迪瓦乃

至整个西非最重要的旅游景点。兴建于 1985－1989 年，耗资 3 亿美元，面积 30000

平方米，长 195 米，高 158 米，其面积是圣彼得教堂的 4 倍大，即使是论高度，

和平圣母大教堂凭借着 158 米的高度，也是排名世界第二，仅比最高的位于德国的

哥特式新教教堂乌尔姆大教堂矮 3.5 米。亚穆苏克罗和平圣母大教堂圆顶和环形广

场的设计就是受到了梵蒂冈的圣伯多禄大殿的启示，不过并非完全模仿，圆顶略低

于圣伯多禄大殿，而顶部的十字架更大一些。建造这座大殿，从意大利进口的大理

石，从法国进口 7000 平方米的花窗玻璃。堂内大量的圆柱风格并不一致，较小者

用于建筑结构，较大者用于装饰、容纳电梯以及排泄屋顶的雨水。大堂内有 7000

个座位，站立室内另可容纳 11000 人，即总共可容纳 18000 名信徒同时礼拜。



俄罗斯的旅游目的地
88、克里米亚岛
是黑海北部海岸的一个美丽半岛，毗邻远东地区两大洲的咽喉，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克里米亚半岛
上河流短促少水。分布地中海型植被。景色优美，气候宜人，原为乌克兰最大的疗养、旅游胜地。



89、维堡
圣彼得堡辖区的一个靠近芬兰的边陲小城，俄国、瑞典、芬兰、德国分别占领过它并留下深刻印
记，这里能够感受到不同国家及时代交错的痕迹，及俄国沙皇与红色苏维埃冲撞穿越的历史。
瑞典人建造的“维堡”矗立在海湾要塞之中，成为芬兰人和圣彼得堡人周末旅游度
假的首选。

90、贝尓加湖
位于俄罗斯靠近蒙古的世界上水容量最大的淡水湖，为北亚地区不不少部族的世居领地，例如布里亚
特人居住在湖泊东侧地区，于该地豢养山羊、骆驼、牛只及绵羊。另外，贝加尔湖有“⻄伯利亚明珠”
之称。



91、库班
连俄罗斯人都不太知晓的库班，却在 2017 年俄罗斯旅游目的地评选中名列第一，它位于黑海
之滨的高加索地区，高加索战争中，著名的库班哥萨克骑兵在高加索战争中的英勇善战的
表现成为苏俄时期的战争文学作品中重要题材。今天其浓烈的山海湖谷的奇特景观及温柔气
候及近代掘起的历史战争遗迹吸引了大量俄罗斯当人前往旅游的兴趣热朝。

92、加里宁格勒市
是濒临波罗的海的海港城市，俄罗斯加里宁格勒州的首府。也是俄罗斯唯一一个不接壤的领土（又称
外飞地），2009 年俄罗斯把加里宁格勒定为俄罗斯四个赌博合法化的地方之一，到时当地
将会有赌场区，区内将有 3 万多个酒店房间，令这里变成为“波罗的海的拉斯维加斯”。
为了了进一步推动旅游业，俄罗斯当局还计划，重建加里宁格勒的历史风貌以吸引更多世界
各地的游客。它也是全球最大的琥珀产地。



迪拜的旅游目的地

93、IMG+冒险乐园

5 个史诗级的主题
1 个史诗级的乐园
漫威卡通“和ˇ artoon Network＂有史以来第一次携手合作，和我们的原创
主题”失
落山谷＂IMG 大道＂一起坐落在 IMG 乐园的穹顶之下。



加拿大旅游目的地
94、不列颠哥伦比亚省会维多利亚-Victoria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British Columbia，Canada）的省会维多利亚市位
于加拿大西南的温哥华岛的南端.维多利亚唐人街，
是加拿大历史最悠久的唐人街。其中的 fan tan 小路是 19 世纪买卖鸦片的地
方。宝翠花园原来是 robert pim butchart 的采石场，他
生产美国波特兰水泥。1904 年，robert pim butchart 爱好园艺的太太 jenny
butchart 开始在这片采石场废墟上种植花木。从最初
的几丛豌豆花和玫瑰，之后就慢慢扩充迷人的罗斯喷泉、玫瑰园、日本庭园
与意大利花园等，最后终于建成了加拿大最著名的花园
，每年令来自世界各地的上百万游客为之倾倒。帝后饭店（empress hotel）
属于加拿大 cp hotel 系列著名饭店之一，建于 1908 年
，建筑费超过 160 万元。反光硬木地板、丝绒家俬、雕琢而成的窗框横梁，
堡垒式的大楼帝王气派一如往昔。 海特利古堡（Hatley
Castle）是前卑诗省督詹姆斯（James Dunsmuir）在 1908 年建成。它典雅
的建筑外型、奢华的室内装潢和精美的花园，吸引了
不少游客前来探究 20 世纪初维多利亚富豪的生活。詹姆斯的父亲是维多利亚
的煤矿大亨罗勃特（Robert Dunsmuir）。



95、无与伦比的卡伯特公路——Cabot Trail

卡伯特公路(Cabot Trail)是加拿大最著名的公路之一。185 英里的公路沿布雷
顿角(Cape Breton，被《漫旅 Travel + Leisure
》杂志评为全球必去岛屿之一)海岸，通往岛上最热门的景点，沿途风光无与
伦比。当然，卡伯特公路可不仅仅是一条公路这么简
单，它还连接了布雷顿角岛上的许多极致体验项目。沿途您可以享受无数历
史和文化体验。在布雷顿角同乐会(Cape Breton Ce ilidh)伴着活泼的盖尔
音乐跳吉格舞，或者在圣安妮斯(St. Ann)的凯尔特艺术和设计工艺店盖尔学
院(Gaelic College of Celtic
Arts and Designs’ Craft Shop)淘一份艺术品带回家。可别错过一年一度的
凯尔特色彩国际庆典(Celtic Colours International
Festival)，每年 10 月，来自布雷顿角和世界各地数以百计的凯尔特音乐家汇
聚于此。想要了解新斯科舍省传统的法裔阿卡迪亚文化参观始建于 18 世纪的
谢蒂坎普(Cheticamp)渔村，细细品味从最初就吸引人们来到此地的复杂手工
艺品。



96、冬奥会主滑雪场威斯勒山——Whistler

温哥华冬奥会的举办地，北美知名滑雪胜地，也是山地自行车爱好者们的天
堂！惠斯勒坐落于壮丽的海岸山脉中，距离温哥华
以北仅两小时车程，是加拿大首屈一指的全年旅游目的地。惠斯勒山和黑梳
山环抱着一个拥有 6500 多间各式客房的度假村、北美
最大的滑雪场、锦标赛高尔夫球场、世界级购物、餐厅和酒吧、以及丰富多
彩的四季户外活动。冬季来惠斯勒自然是要滑雪的，
同时也不要错过其他冰雪活动哦！夏秋之际来惠斯勒，观光、骑行、划船、
溜索…….让您上天入水，欢乐无穷。春季万物复苏，
上山可滑春雪，下山可见初春风景。



97、努纳武特地区观赏野生动物——Nunavut

无可否认，努纳武特地区没有最为舒适的天气环境。寒冷的气温、冰冻的水
域和漫长的冬季有时会让生活充满挑战。尽管面临
这些挑战，又或许正是因为这些挑战，该地区拥有一些全世界最大、最强和
最奇特的动物。这些是您在书籍或电影中听说过的神
兽，但您可以在努纳武特地区之旅中亲眼看见。当温度升高，海冰开始融化
时，努纳武特地区成为了一些野生动物的全球最佳观
赏地。以下是您可能会看到的一些动物，以及如何安排您的行程,才能看到它
们。



美国明尼苏达州旅游目的地

98、杜鲁斯市

杜鲁斯市（Duluth）是一座位于美国明尼苏达州的港口，是苏必利尔湖畔重要

的港口之一，也是圣路易斯县的县治。杜鲁斯市（Duluth)与临近位于威斯康辛

州的苏必利尔市（Superior City, Wisconsin)并称双子港(Twin Ports)



99、明尼哈哈瀑布

明尼哈哈瀑布（Minnehaha Falls）位于美国明尼苏达州东部，明尼亚波利市明

尼哈哈公园内。由自明尼通卡(Minnetonka)湖流入密西西比河的明尼哈哈溪形

成，落差 15 公尺(50 呎)多

100、卡爾洪湖

卡爾洪湖是一條位於明尼阿波利斯，明尼蘇達州，美國的步道，他的長度為

5.1km (大約 7,000 步) ，爬升高度為 10。 每次去都看到不少人在绕湖跑步或

骑车，不少人在水中划船，不少人在湖边的公园烧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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