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卡尔加里动物园 (Calgary Zoo)
加拿大艾伯塔省，卡尔加里 

世界一流的卡尔加里动物园、植物园及仿真史前公
园成立至今已有85余年，这家动物园位于一座小岛
上，离市中心仅五分钟路程，让世界各地游客有机
会体验大自然、与野生动物互动。加拿大西部最大
的官方动物园，每次探访都是一次历险：代表130
个物种的1000只动物、占地6英亩的植物园、史前
仿真公园、会议空间等等，公园精彩纷呈。

漫步加拿大野生动物区的林荫小径，认识加拿大最令
人印象深刻的动物，您会看到棕熊在水池里打水仗，
狼群在白天打盹，老鹰站在高高的树梢上。以加拿大
独有的方式，欣赏魁梧的美洲狮、野牛、大角羊和高
山山羊！

首先我们将认识一下深受大家喜爱的加拿大标志性动
物，享用动物园餐饮团队准备的加国风味美餐。

预订信息：
活动售票处
salesinfo@calgaryzoo.com
403-232-7770

卡尔加里动物园
1300 Zoo Road NE
Calgary, AB  T2E 7V6
www.calgaryzoo.com

@calgaryzoo

thecalgaryzoo

@thecalgaryzoo

加拿大野外探秘
团体游
2019/2020

慈善机构登记编号 11882 4192 RR0001

全年团体游 - 2019/2020 
2019/20 团体票价 
价格包括动物园门票、加拿大风味美餐、小费及向导带领的观光之旅 

旅行社价          55.20加元 

地接旅行社价        51.75加元

价格以加拿大元计， 
须支付联邦消费税(GST)。 
价格可能变化。

票价包括卡尔加里动物园保育讲解员带队游园，接着享用加拿大
风味美餐

如果想要更充分地游览景点，我们欢迎团体在公园内停留更长时
间。 此外，我们还为自由行游客提供地图。 

营业时间：上午 9 点  - 下午 6 点 
注意：仅 12 月 25 日闭园
旅行地点位于户外，请务必按天气穿着适当衣物。



动物园灯光节  
(ZOOLIGHTS)  
11月至次年1月
卡尔加里最 受欢迎的假日传统活动，超过 150 
万盏灯饰和老少咸宜的活动等您体验。
价格 
成人 19.95 加元 儿童 14.95 加元 （八折后的价格）

团体门票包括：

• 卡尔加里动物园门票
• 与保育讲解员见面互动
• 公园地图

价格仅适用于旅行社，以加拿大元标价，且并未包括联邦消费税 
(GST)。价格可能变化，恕不提前通知。

门票指南
• 团体票价基于最少 10 人 ，最多 50 人的团体（可以错 

开为两个团队）
• 定价以单人计算
• 团体需至少提前 10 天预订，方可享受团体价
• 保留预订需支付定金，必须最晚于参观开始前 10 天以

信用卡或电汇形式支付全款
• 旅行社、导游和/或巴士司机可免费入园
• 票价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有效，但可能有变化

卡尔加里动物园是加拿大野生动物保育工作的先驱
如今，世界各地的动物园都在积极参与最大规模的野生动物
保育 运动之一,在拯救濒危物种及吸引公众参与保育活动方
面发挥关 键作用。

卡尔加里动物园重点致力于：
研究放归野外的物种的保育需要及可持续性。

制定、实施并评估造福生物多样性及当地社区的策略。在
一些情况下，我们能作出的最宝贵贡献是派遣专业工作 
人员到当地社区实地开展工作，还有一些情况我们只提供
财政支持。

代表国际自然保护联盟 (IUCN) 物种再引进专家组（北美
及加勒比地区）开展研究、宣传并传播信息。

ZOOLIGHTS  
November - January
Calgary’s favorite holiday tradition with over 1.5 
million lights and activities for all ages.

Dates & Rates 
General (16+):  $19.94/per person

Group Admission Includes:
• Admission into the Calgary Zoo
• Meet and greet by a Conservation Concierge Host
• Park Map

Rates are exclusive to Tour Operators. Prices are in Canadian dollars 
and do not include Goods & Services Tax (GST). Rates are subject to 
change without notice.

Admission Guidelines
• Pricing is per person
• Group admission rates are available to F.I.T.  

(Fully Independent Travel) customers of  
participating tour operators. 

• Groups must book in advance a minimum of 10 days 
prior to arrival date, to receive group rate. 

• Payment must be received by credit card prior to arrival 
date/admission to the zoo

• Tour Operator, tour director and/or bus driver receive 
complimentary admission

• Rates are valid to December 31, 2017 but are subject 
to change

Calgary Zoo is Canada’s Leader in  
Wildlife Conservation
Today, zoos around the world make up one of the largest 
wildlife conservation movements; they play a key role in saving 
endangered species and engaging the public in conservation. 

Areas of focus at the Calgary Zoo:
Studying conservation needs and sustainability of species 
reintroduced back into the wild.

Developing, implementing and evaluating strategies that 
benefit biodiversity and local communities. In some cases 
the expertise of our staff working in the field with local 
communities is the most valuable contribution we can 
make, other times our support is purely financial.

Conducting research, advocating, and disseminating 
information on behalf of the International Union for the 
Conservation of Nature (IUCN) Reintroduction Specialist 
Group, North American and Caribbean Section. Langd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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