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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多伦多 最多元化的城市

(图片由网友 @善了个哉 提供)

多伦多，拥有“最多元化城市”的口碑，永远在不同外来文化的碰撞中光芒四射。

它拥有傲人的城市风景线，包括现代奇观之一的加拿大国家电视塔，美丽迷人的安大略湖，延绵

数里的湖滨走廊，动人心魄的尼亚加拉大瀑布和世界著名的建筑设计师在多伦多留下的大手笔。

当然，多伦多最有特色的要数这里的移民文化，因而这里的文化很有意思，在这里游览一圈下来

，也算是逛了大半个世界。

簇新、洁净、怀旧、精彩、在高度现代化的文明规范中，多伦多渗透着北美大陆特有的自由精神

。来到一直向往的加拿大第一城，你会发现想象力的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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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旅游时机

你可以在一年当中的任何时候去多伦多旅行，但大多数人还是选择夏天来到这里，那时天气清爽

宜人，主要活动集中在户外。然而不同的地区对“夏天”的定义也是不同的，对多伦多而言它的

夏季就是指5月到9月间。

另外，9月到11月天气也出奇的令人惬意，或许气温稍稍降低了些，但你不会想因此而错过多伦多

秋天的景象的，大地穿上了五颜六色的枫叶盛装，旅游的黄金季节才算是真正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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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行前准备

   

1、签证

中国人入境或过境加拿大需申请签证，签证费用约1580元，过境签证（只允许停留48小时）不收

费。加拿大入境口岸不能办理落地签证。主要入境城市：多伦多、温哥华、蒙特利尔、渥太华和

哈利法克斯。

所需材料

1、 有效因私五年护照（有效期半年以上）及复印件一张，护照末页要有本人签名。

2、 两寸免冠彩色照片四张，并用拼音在背面写明出生日期及姓名。

3、 身份证复印件

4、 营业执照或营业执照副本的复印件，加盖公章。

5、 单位介绍（成立时间、性质、规模、产品、效益等、加盖公章）。

6、 公司担保函。

7、 填写赴加拿大报名表及亲属表

8、 请提供5万元（越多越好）以上的存单或存折原件（如存单是夫妻共享，需提供结婚证原件

），房产证复印件、本人名片。

注意事项

1、 需同时详细填写《申请加拿大报名表》。

2、 具备以上资料并不保证游客获得加拿大签证，在办理过程中可能因材料不准确、不清楚、不

真实或其它原因而要求游客补充相关材料。

3、 申请过加拿大移民或非移民签证的游客，无论其申请是否被拒签，都要如实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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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获得签证的游客必须缴纳返回保证金10万元，游客返回后凭护照（由中国入境章）取回押金

。

5、 如果被拒签，将收取800元手续费（含签证费）或收取1200手续费（含签证费，申请多次入

境）。

6、 出行人员中如果父母带小孩请出去亲属关系公证书，如一方带孩子请出具声明书，声明一方

同意另外一方带孩子出国。

7、 一般签证申请审批时间为5~8个工作日，如果通过邮递方式申请，建议提前2~3个月申请。

请以加拿大驻华使领馆签证部门提供的最新信息为准，以上信息仅供参考。

   

2、货币及汇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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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

法定的流通货币是加拿大元（C$）。加拿大的货币系统与美元相似，也是以元和分计。加元有5

、10、20、50、和100元面值的纸币；1、5、10、25分的硬币和1、2加元的硬币同时发行。1加元分

成100分。

除了１分、5分和２角５分的硬币外，加拿大还有１元和２元的硬币，分别称作“loonie”和“too

nie”。之比有不同的颜色和设计，最常见的是蓝色的５元、紫色的10元、绿色的20元、红色的50

元和棕色的100元。也可能见到老式的红色二元纸币，随意不再发行但仍然有效。

                                                 8 / 61



�������

多伦多:多元城市
汇率

人民币  RMB￥1=0.15C$

银行

主要用信用卡VISA、Master Card、Amex、JCB等普及率较高的国际卡。

在出国之前，最好先兑换一些加元以备用。在加拿大境内，人民币现金很不方便兑换成加元。

在柜员机上取现

目前，加拿大共1.2万台ATM可接受银联卡提取加元现金。其中，CIBC加拿大帝国商业银行的3800

多台ATM面部全境，在多伦多、温哥华、卡尔加里、蒙特利尔等主要城市分布集中。CIBC的AT

M全部有中文界面，持卡人在插卡后，可进行语言选择。

   

3、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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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三笑会心 提供)

手机

中国的手机在加拿大可以漫游，适用GSM 900单频，GSM900/1800双频或GSM 900/1800/1900三频手

机。如果没有这样的手机，可以在电器商店里买一个预付话费手机。费用一般不会超过100美元，

而且包括一些已付费的通话时间，以及免费的语音信箱。没有签约和账单的麻烦，也不需要身份

证，但每分钟通话的话费较高。

电话

电话的使用方法以其它国家大同小异。从旅馆房间也可以打电话，不过通话费用较高，还需要支

付手续费。在机场、汽车站、酒店、购物中心、繁忙的路口都设有公用电话。打本地电话只需一

枚二角五分硬币，许多公用电话也可以用电话卡或信用卡。

上网

公共图书馆通常提供限时的免费上网服务，大多数城市都有网吧，一些咖啡店也为顾客提供无线

上网服务。

   

4、电压

加拿大和美国一样，是110v。

加拿大的三孔插头都是这样的：上面一个为圆的，下面两个为平行的扁的，三孔插头要加转换头

，如不支持110v则要加变压器。两孔的插座是扁的，如果你的电器是两头，又写着110——250，

可直接用，否则也要加变压器。

   

5、时差

加拿大跨六个时区，多伦多属于东部标准时区。现在多伦多比北京晚13个小时，到夏令时的时候

，比北京晚12个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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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不可错过的Ｎ种体验

   

1、乘坐“雾之女”号去感受“雷神之水”

(图片由网友 @闷声发呆 提供)

尼亚加拉瀑布名字出自印第安语，意为“雷神之水”，无论是对原著民或是今日的观光客而言，

尼亚加拉瀑布都是令人敬畏的大自然雕琢。到了尼亚加拉瀑布，一定要乘坐“雾之女”号游览船

，它是可以离瀑布最近的船只。在这里可以真切的感受到瀑布狂泻直下而产生的巨大水汽和浪花

，水势汹涌有如千军万马，惊心动魄。而游船只要略略靠近瀑布，便被落下的水浪冲击的大幅摆

动，暴风雨般的水珠会劈头盖脸的砸来，此时再好的雨衣也无法抵挡大瀑布的盛情。这与其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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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赏瀑布，不如说是亲身体验瀑布。

   

2、登“天空之盖”，挑战极限

(图片由网友

@三笑会心 提供)

到多伦多，对自己最好的款待首先就是到CN塔360度旋转餐厅用餐，在美食的陪伴下，无需移步

就将多伦多的全景尽收眼底。如果觉得自己的胆量够大，你可以从观景台再上一层到“天空之盖

”，这里高达443米，也就是电视塔中白色的“针”的基座。在这里除了可以眺望多伦多全景，在

天气好的时候，甚至看得到尼亚加拉瀑布和美国纽约州的曼切斯特！不过这里只有在风速不强的

情况下才开放。

   

3、前往尼亚加拉葡萄酒之路，品味美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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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善了个哉 提供)

从多伦多到尼加拉瀑布的路上，可以看到一个名为尼亚加拉的半岛，这个地区因为气候原因，非

常适宜葡萄生长。葡萄多了，自然而然的有了葡萄酒庄，因而在岛上，星罗棋布着约50家酒庄，

成为加拿大的四大葡萄酒业之一，也是全世界最大的冰酒产区。这里的每个酒庄都很有特色，欧

式和现代化的建筑，配上葡萄园的田园风光，好似一个小小的度假区。酒庄内，都设有品酒中心

和酒廊，大型的酒庄还配备精致的餐厅，给人一个完美的体验。

   

4、品尝最具地方特色的早餐“Peameal bac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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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灿烂春天秀 提供)

周六可以选择前往多伦多最受欢迎的市场圣劳伦斯市场，去看看这里的北楼市场。这个市场在周

六开放，主要有农夫出售自产的蔬果鱼肉，非常新鲜，价格也比较实在。此外，这个市场有老多

伦多人最爱的具有地方特色的早餐——Peameal bacon（面包夹豌豆咸肉片）。Peameal bacon是加

拿大人的最爱，它是用豌豆粉包裹的腌瘦肉烤制后，切薄片油煎食用。风味独特，值得一尝。

   

5、骑脚踏车到多伦多群岛的海边转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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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闷声发呆 提供)

多伦多群岛（Toronto)靠近安大略湖，是一个由17个小岛组成的岛屿群。其中渥德岛非常安静，

整个岛就像一个世外桃源，和多伦多的繁华有着天壤之别。到多伦多群岛最好的体验方式是骑脚

踏车在海边转悠，而岛上的树林和静谧的环境都能让人全身心放松。另外赫赫有名的加拿大本土

航空公司Porter也是多伦多到的一大风景，它建在汉兰斯岛上，这里的每一个跑道都建在水岸，所

以看飞机的起飞和降落都很美的体验。

   

6、秋季前往最不可错过的旅程“枫叶走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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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灿烂春天秀 提供)

如果秋天到多伦多旅游，那么枫叶走廊（Maple Route）千万不要错过。枫叶走廊起源于尼亚加拉

瀑布的西端，止于魁北克市的东端，全长800千米，沿圣劳伦斯河曲折蜿蜒。这条路并不是加拿大

的人们可以营造的，它最早由杰克卡尔迪埃所发现，后来，来自于欧洲的冒险家与移民们沿着这

条水路开始拓荒，因此这条水路又叫传承之路。在水路的周围，是千年以来一直生生不息的枫林

，因此风光秀丽，当秋天来临，这片区域都将被枫叶和变叶木染成绚丽的红色，天地间变成了真

正的锦绣山河。

   

7、去古酿酒厂区感受激情和创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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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善了个哉 提供)

工业建筑改造成为艺术休闲区几乎是每个大城市都能见到的，多伦多人改的不是工厂，而是曾经

大英帝国最大的酿酒厂区(DistilleryDistrict)。保存完好的维多利亚时期的工业建筑群，现在随处可

见各种精致的画廊、剧院、艺术家工作室、餐厅和咖啡厅，更随处可见好看的多伦多年轻人。尤

其是夏天，这里简直是城市里最受年轻人欢迎的地方，那些不起眼的小店里藏着伟大设计师们的

经典作品，只有用心也肯花时间的人才能真正感受到这个区域的购物乐趣。这个区域表达了多伦

多的激情和创意。

   

8、在多伦多地下城和当地人一起迷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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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三笑会心 提供)

冬天的时候，多伦多一下子就变成一个地面上看不到什么人的城市，但其实这里的人们生活和工

作依旧保持他们原有的样子，这就是因为这个城市有着一个庞大而神奇的地下城，只要你看到有

“PATH”标志的地方，就是这个地下城的入口或者出口。多伦多地下城的最初工程早在1900年就

开始了，它全长约有28公里，成网状展开，连接了多伦多城中主要的各大写字楼和百货公司以及

地铁站，再加上这里有多元化的商铺和超市，所以形成了另一个小型城市。缺点只有一个，就是

你一定要分清方向，随时看路标和参考地图，否则就算是当地人也帮不了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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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景点实用信息

   

1、加拿大国家电视塔（CN Tower）

(图片由网友 @闷声发呆 提供)

加拿大国家电视塔是多伦多的标志，也是游客到多伦多市必看的景点。电视塔高553.33米，自上

而下由基座、观景台、“天空之盖”和天线塔4部分组成。其中最有名的是距离地面351米的360°

旋转餐厅观景台，这个餐厅旋转一周需时72分钟，用餐的顾客无须移步便可将多伦多360°全景尽

收眼底。电视塔最独特之处是在观景台所建的玻璃地面，这块呈扇形的玻璃地面有342米高，几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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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每个尝试踏月这块地面的游客都是战战兢兢，如果再俯视玻璃下面如蚂蚁般微小的地面景物，

更是惊心动魄。不过，还是有不少“冒险”者走上去一偿心愿。

地址：301 Front St.W

电话：（416）868-6937

交通：乘坐地铁在联邦车站下车，然后穿过专门的观光隧道Skywalk，步行约8分钟即可。

门票：

室内及室外观景台，玻璃地面观景台，成人21.5加元，老人19.5加元，儿童14.5加元；如果还想登

上塔顶观景台，每人都需要添加4.5加元左右的费用。

开放时间：5~9月，周日~周四9:00~22:00；周五周六10:00~22:00；10~次年4月，每天10:00~22:00

网址：www.cntower.ca

   

2、安大略省皇家博物馆（Royal Ontario Museum）

(图片由网友 @善了个哉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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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大略省皇家博物馆是整个加拿大藏品最多的博物馆，藏品涉及自然科学、动物生态、艺术及人

类学等各个领域，样式特别多，就连木乃伊、中国陵墓都有。博物馆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就是收

有很多中国的艺术品及古董，是加拿大收集中国国收藏品的大本营。除了中国外，还有希腊、埃

及、罗马等其他国家的珍贵收藏品。当然，也有最受欢迎的恐龙化石与一窟仿造的蝙蝠穴。

地址：100 Queen's Park

电话：（416）586-8000

交通：乘坐地铁，在Museum站下车即到

门票：成人10加元，学生7加元，5~14岁儿童6加元，4岁以下儿童免费

开放时间：

周一~周四10:00~18:00；周五10:00~21:30；周六10:00~18:00；周日11:00~18:00,1月1日和12月25日不

开放

网址：www.rom.om.ca

   

3、卡萨罗马城堡（Casa Lo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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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三笑会心 提供)

卡萨罗马城堡建于1911年，是加拿大最早的古堡，由富有的金融家亨利拉特男爵修建，古堡内约

有90多间装饰华丽的房间，神秘的塔楼，长达270米的幽深隧道，规模庞大的马厩，还有隐藏的暗

道，典雅的温室花房，和一个面积达20234万平方米、依山而建的神秘花园。走廊两侧的中世纪盔

甲，以及古堡内嘎嘎作响的木地板，令人有种时光交错的感觉，仿佛身处百余年的豪门巨宅之中

。

地址：1 Austin Terrace

电话：（416）923-1171

交通：乘坐地铁在Dupont下，然后向北2 blocksnorth，或者乘Davenport

127路公共汽车在Davenport街和Spadina街的街口下车。

门票：

成人12加元，高中学生和初中学生14~7岁的7.5加元，儿童4~13岁6.75加元，3元以下儿童免费

开放时间：每天9:30~17:00，最后的进入时间16:00，12月25日除外

网站：www.casa loma.org

   

                                               22 / 61

http://talk.lvren.com/home.php?mod=space&uid=443429&do=album&picid=42465
http://www.casa


�������

多伦多:多元城市
4、巴塔鞋类博物馆（The Bata Shoe Museum Collection）

(图片由网友 @善了个哉 提供)

巴塔鞋类博物馆是加拿大第一家收集鞋子的博物馆，里面收藏的鞋子超过1万双，款式各式各样，

看得人眼花缭乱，例如靴子和凉鞋等等，还有一些名人穿的鞋子。有些鞋子代表的是一段历史，

例如那些超过4500年历史的鞋子，有的代表的可能是一些有名的人士，有的代表的是一个不同的

文化背景，有的代表的是一个年代⋯⋯总之，每一双鞋子就代表着一个故事。

地址：327 Bloor St.W

电话：（416）979-7799

交通：乘地铁在圣乔治（ST.GEORGE)站下车，出了地铁大门过街就是

门票：成人8加元，老人学生6加元，儿童4加元

开放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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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8月周一~周三、五、六10:00~17:00，周四10:00~20:00，周日12:00~17:00；9月~次年5月周二、

三、五、六10:00~17:00，周四10:00~20:00，周日12:00~17:00

   

5、尼亚加拉大瀑布(Niagara Falls)

(图片由网友 @灿烂春天秀 提供)

位于加拿大安大略省和美国纽约州交界处的尼亚加拉瀑布，是北美东北部尼亚加拉河上的大瀑布

，也是美洲大陆最著名的奇景之一，有“世界七大奇迹”之称。这个瀑布丰沛的水量来自伊利湖

，到了这里突然垂直跌落51米，巨大的水流以银河倾倒之势冲下断崖，声及数里之外，场面震人

心魄，形成了气势磅礴的大瀑布。正因为尼亚加拉瀑布的雄壮景色，吸引了很多人到这里度蜜月

，走钢索横越瀑布或者做木桶漂游瀑布，加上美丽独特的自然景观也丝毫不逊色，因而吸引越来

越多的人到此观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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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5515 Stanley Ave

电话：（950）356-6061

网址：www.discoverniagara.com

   

6、安大略美术馆（Art Gallery of Ontario）

(图片由网友 @闷声发呆 提供)

这座出自世界建筑大师弗兰�盖瑞之手的艺术殿堂，珍藏着建筑和文化复兴的所有瑰宝。它因收

藏英国雕刻家亨利�摩尔的作品而在世界享有盛誉。美术馆藏品超过4万件，其中包括从14世纪至

现代的艺术创作、绘画等，还有梵高、毕加索等人的作品，较现代的有野兽派艺术家马蒂斯、普

普艺术家安迪沃荷等的作品。

地址：317 Qundas St.West

电话：（416）9281-3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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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乘地铁到St.Patrick站下

门票：成人7.5加元，老人学生4加元（17:00以后免费）

开放时间：每天10:00~17:30（周三到22:00）

网址：www.ago.net

   

7、安大略省游乐宫（Ontario Place）

(图片由网友 @善了个哉 提供)

安大略省游乐宫建在三个钢架支起的人工岛上，这里有个圆顶型的场馆，全年上映最新的电影和7

0毫米的IMAX电影。游乐宫内还有一组五亭水榭、一个名为“ 讲坛” 的露天剧场、一座小艇码头

和一个游乐园；此外还有手划浆船和多家餐厅。在岛对岸的博览会场，每年5~10月都有盛会。

地址：位于Lakeshore Vivd的人工小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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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416）314-9900

门票：全天通票，成人22加元

开放时间：5月中旬~9月中旬，周一~周六10:00~次日1:00

   

8、千岛湖（Thousand Island）

(图片由网友 @三笑会心 提供)

北美洲安大略湖的湖水流出注入圣劳伦斯河后，忽高忽低的地势造就了这里大小天然岛屿1865个

，人工岛屿1个，因而被称作千岛湖，又叫圣劳伦斯群岛国家公园。这个地方湖水深邃、碧蓝、广

阔又非常宁静，风景优美，湖中还不乏名岛。而这里的大多数岛屿都被绿树掩映，不同风格的别

墅时隐时现，成为了富人们避暑的天堂。每年夏天，特别是节假日，千岛湖热闹非凡，碧蓝的湖

水与天际相接，湖里千舟竞发，白帆点点。私人快艇、水上摩托、豪华客轮、家庭游船驰骋在宽

广的千岛湖上，船尾留下白色的浪花一片，给人留下了无数的遐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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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位于圣劳伦斯河与安大略湖交汇处，美加边境。

电话：（613）382-3250

   

9、安大略省议会大厦（The Ontario Parliament)

(图片由网友 @善了个哉 提供)

安大略省议会大厦整个建筑古老庄严、雄伟壮观、气势宏大，茶色的外表同周围的绿色景观有机

的融为一体。大厦其东西两翼建筑风格各异。东翼是欧式建筑风格，西翼的意大利云石和石柱上

的恐龙化石更加引人注目。大厦内部装饰得古香古色，各种富有特色的雕刻和壁画展现了大厦的

无穷魅力。大厦里还陈列有许多历史文物与历史文献，可供游人参观。

地址：1 Quee's Park

电话：（416）325-7500

交通：乘坐College 506可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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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票：免费

开放时间：5月下旬~9月上旬8:30~17:00；9月上旬~次年5月下旬，周一~周五8:30~17:00

   

10、阿尔贡金省立公园（Algonquin Provincial Park）

(图片由网友 @灿烂春天秀 提供)

阿尔贡金省立公园是加拿大的第二大省立公园，园内有1500多个美丽的湖泊，1200千米长的河流

：此外还有高耸的悬崖、湖滨、预计数不清的大小池塘和水洼。当然更重要的是有茂密的森林、

而枫林又占其中的很大比重，还有种类繁多的野生动、植物。在这个公园内，可以骑自行车游览

，可以划船、垂钓在湖泊或者溪流之间，还可以漫步在古老的松林，尽赏无数个瀑布的美丽，因

而说这个地方是人间天堂也丝毫不过分。

地址：安大略省东南部，多伦多市东北

电话：（705）633-55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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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票：15加元

网址：www.algonquinpark.on.ca

                                               30 / 61

http://www.algonquinpark.on.ca


�������

多伦多:多元城市
  

五、各具特色的移民区

多伦多市内的很多人口是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因而形成了大大小小近80个民族区。行走其间，

随着脚步在不同的民族区移动，就仿佛在众多个国家之间游览了一遍。现在，就挑几个人气最旺

的移民区挨个介绍。

   

1、唐人街

(图片由网友 @闷声发呆 提供)

走在唐人街，仿佛到了家，因为这儿很有中国的感觉。街上的餐馆、商店等一直挤到大街上，而

街上走的，大部分都是华人，看着就亲切。来这儿游览，最大的乐趣就是吃饭，这里餐馆林立，

但绝少提供北美改良版的菜式，而是正宗的中国菜。有川、湘、粤、甚至北方风味菜肴。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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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美食价格公道，如果到多伦多旅游，又长了一个中国胃的人，那可真是解决“后顾之忧”

了。

地址：在University Ave.和Spadina Ave.之间

交通：乘505公交车可到

   

2、韩国城

(图片由网友 @三笑会心 提供)

沿着布鲁尔大街逛阿纳克斯区的时候，就会发现身边店铺的招牌全部都变成韩文。显然，你已经

进入了多伦多韩国人聚集的地区。这里的韩国料理店数量很多，而且价格公道，如果喜欢吃泡菜

，这里也能找到不少正宗的，价格比超级市场的都要优惠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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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Bloor St.W.

   

3、卷心菜区

(图片由网友 @善了个哉 提供)

这里是爱尔兰移民居住区，因所有人家都种植卷心菜而得名。由于这里有很多知识分子及艺术家

，因而可以见到很多维多利亚式的露台建筑和乔治亚样式的潇洒住宅。但是此区域不乏低收入者

，因而在漂亮的建筑外可以看到一些比较残败的建筑。不过，正因为如此，这里并不给人高高在

上的感觉，更有生活的气息。

地址：市中心区Yonge St.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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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乘506公交，在Carlton St.XParliament St.下车即到。

   

4、小意大利

(图片由网友 @灿烂春天秀 提供)

这个充满活力的社区是多伦多的意大利和葡萄牙人居住区。当然，很多人到这里是为了品尝地道

的意大利美食，由于多伦多的意大利人比较多，因而这个地区集中一大批比较高级的意大利餐馆

，也可以尝到代表意大利不同区域的菜式以及最新的烹饪手法，每逢夏季的周末，这里的露天餐

厅和咖啡厅永远座无虚席。

地址：Euclid Ave.和Grace St.之间的College St.周边

交通：乘坐506公交车可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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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乌克兰布卢尔西村

(图片由网友 @善了个哉 提供)

是东欧移民聚集地区，在此可以看到乌克兰语的报纸以及复活节的彩蛋等，尤其是在兰尼米德车

站的乌克兰移民城镇更是如此。此外，那里有很多出售波兰香肠和卷心菜的店铺及面包店，乌克

兰气氛非常浓烈。

地址：Jane&Runnymade车站周边

交通：乘坐地铁在Jane或是Runnymade车站下即到

   

6、希腊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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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三笑会心 提供)

是希腊移民聚集区，也是北美规模最大的希腊人聚集区。街道两旁商店十分密集，延伸很远，而

且多有漂亮的庭院及小餐厅。非常有特色的是所有店铺一律用希腊文字而不通用英语，希腊气息

十分浓厚。如果想吃正宗的土耳其烤羊肉串，你就找对地方了。

地址：Danfoth St.

交通：从Chester就是Page车站下车即到。

   

7、犹太人居住区

是犹太教正统派教徒的聚集地，大部分犹太人住在楼上，把一楼化身为店铺来做生意。居住在这

里的犹太人每到周六都会穿着黑衣服去教堂，据说这里居住着13万犹太人，因而这里不乏供应犹

太菜肴的餐馆。

地址：多伦多市内北部Bathurst和Laurence Ave.附近

交通：乘坐地铁在Lawrence West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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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精品购物推荐地

   

1、购物街区

Bloor St.（布鲁尔街）

在Yorkville Ave.以南，Bay St.街以西至Avenue

Road这一段的Bloor街，是全多伦多最多名店的集中地。世界顶级时装设计师如Gianni

Versace、Thierry Hermes、Prada、Complice、Moschino、 Byblos、Paloma Picasso、Romeo

Gigli、Jeen Paul Gaultier、Chanel等人的大作都可在这儿找到。这里有多伦多连卡佛之称的Holt

Renfrew也是售卖顶级物品。

Yorkville（约克维尔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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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咪咪小K 提供)

全多伦多唯一一间五星级酒店Four Seasons Hotel的所在地，也是多伦多最有特色的街道。每年夏

天，有很多人在街上卖艺，直至夜晚，有夏日不夜城之称。如PWD酒吧是最多明星聚集的酒吧，

Movenpick餐厅是香港人和留学生常到的瑞士餐厅，除此还有不少特色精品店和名牌专门店。

Queen St W（皇后西街）

这是一条充满朝气的街道，每到夜晚，街上的酒吧就聚满了年轻人，就是时装店所出售的衣服、

鞋袜，都十分青春前卫，无论日常便服，以至晚宴衣饰，设计都十分出位。这里的货品，虽不是

名牌，但也有很多走在时代前列的青年时装，是讲潮流人士必走的街道。

Queen's Quay（皇后码头）

多伦多艺术家集中营，无论是York Quay Terminal还是Queen's Quay Terminal，都有很多本地设计师

的艺术作品出售，例如花瓶、水晶玻璃、家具、雕塑等，都可在这儿找到。游客还有机会在York

Quay Terminal亲睹陶瓷或水晶玻璃的制作过程。而各店内许多精品也是本地艺术家的心血结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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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nge St & Dundas St（央街及登打士街）

这儿的店铺有点像香港的女人街，尤其夏天，有很多流动小贩在这儿兜售卖廉价T－Shirt、手工艺

品等，还有很多街头卖艺者售卖少数民族歌曲或纯音乐录音带。

Main St（缅因街）

16街以南，Hwy 7以北一段的Main St，是喜欢收购怀旧物品人士必去的地方。这儿的店铺和餐厅

都很有乡村风味，出售的手工艺品或家俱也十分精致和复古。每逢夏天，这儿还有很多Garage

Sale和露天茶座。

Orfus Rd（奥富斯路）

位于北约克Dufferin以西，401以南，Caledonia以东，Lawrence以北的Orfus

Rd.，有多伦多加连威老道之称，这儿有很多工厂直销店，产品都是以低于市价来售卖。Ralph

Lauren 的Polo T恤、Armani的冷衫 、Gap 的绒衣、Timberland 的帆船鞋和加拿大特产Roots的衣物

、手袋等，其他如意大利皮鞋、家具、食品等也可以这里找到。

   

2、购物商场

Bayview Village

地点：Bayview Ave/Sheppard Ave .E

店铺数目：约120

特色：Bayview Village像是Uptown的置地广场

Dixie value Mall

地点：1250 South Service Rd., Mississaug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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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铺数目：120

特色：标榜自己是全加拿大最大的平价商场

Eaton Centre

(图片由网友 @闷声发呆 提供)

地点：Yonge St/Queen St

店铺数目：350

特色：处于市区心脏，铺位货源品种充足。

Fairview Mall

地点：1800 Sheppard Ave E 夹 Hwy 404

店铺数目：约265

特色：有二十五年历史，曾在88年再度扩充，现占地46英亩，有四千多个车位。此外，邻近还有

一个藏书丰富的公立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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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zetton Lane

地点：Avenue Rd./Yorkville St.

店铺数目：120

特色：Hazelton Lane 是公认的靓Mall，名店集于一身包括了衣、食、住、行。

Markville Shopping Centre

地点：500 Highway 7/Markham

店铺数目：220

特色：位于华人聚居地区有大部分人熟悉的商店都此找到。

Queen's Quay

地点：207 Queen's Quay W.

店铺数目：约70

特色：Queen's Quay除了是游客必到的购物商场外，也适合一些有艺术细胞的半艺术家朋友，因

为里面会找到一些手制及有风格的作品。

Scarborough Town Centre

地点：401 E./McCowan, 300 Borough Dr.

店铺：约220

特色：邻近政府大楼，是多种公共交通工具的交汇点，交通方便，中心内还设有托儿服务。

Sherway Gardens

地点：The Queensway/427

商铺数目：约240

特色：整体布置比一般商场设计讲究，但又不是高不可攀。

Square One

地点：100 City Centre Drive, Mississaug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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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铺数目：350间

特色：应该是全安省最大的购物商场，分十二条街。

Woodbine Centre

地点：427/Rexdale Blvd.

店铺数目：200

特色：Woodbine Centre 有个室内游乐场Fantasy Fair

Yorkdale Mall

地点：Dufferin St/401

商场数目 250

特色：Yorkdale 是多伦多历史悠久的商场，商场最大的好处是行人通道宽敞

旅人提示：

多伦多多数商店在周日都不营业，如果需要逛街的话，千万不要选择这一天来逛，不然会败兴而

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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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力荐的住宿地

多伦多的酒店多集中在联邦车站，巴斯迪蓬周边以及布鲁尔区、约克维尔区、不论多街、国王街

、杰比斯街等市中心地区，高档酒店约400~600加元，中档酒店约在100~300加元之间。普通旅馆

住宿1天，2人合住一间双人房，平均每人的费用30加元。

一些比较高档的大酒店大多在地铁入口附近，交通便利，价格不便宜，但服务好，设施好，可谓

是物有所值。如果在多伦多要逗留一段时间，建议租带厨房的公寓式旅馆，不仅省钱，而且能自

己烹饪，在Bloor

St.附近还有带厨房和家具的公寓旅馆。虽然在市中心周围也有B&B旅馆，但并不便宜。

多伦多的酒店一般夏季较贵，但9月中旬就实行旅游淡季价格，可便宜两三成。另外，周末还进场

实行优惠房价，会有很多的惊喜。秋天，由于开会和培训需要使用旅馆，有时会很拥挤，最好提

前预约。

高档住宿 

(图片由网友 @三笑会心 提供)

Sheraton Centre Toronto

地址123 Queen St.W.

电话(416)361-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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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加元起

Hilton Toronto

地址145 Richmond St.W.

电话(416)689-3456

200加元起

Cosmopolitan

地址Toronto 8 Colbome St.

电话(416)945-5458

200加元起

中档住宿

The Strathconal Hotel

地址60 York St.

电话(416)363-3321

130加元起

Delta Chelsea Hotel

地址33 Gerrard St.W.

电话(416)595-1975

140加元起

经济住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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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咪咪小K 提供)

Hostelling International Toronto

地址76 Church St.

电话(416)971-4440

30加元起

Les Amis B&B

地址31 Granby St.

电话(416)928-1348

80加元起

Sweettheart B&B

地址72 Henry St.

电话（416）597-9897

35加元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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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饕餮一族发现地

(图片由网友 @善了个哉 提供)

意大利美食

多伦多有口味纯正的意大利餐馆，你可以尝到意大利不同区域的菜式以及最新的烹饪手法，厨师

们的手艺也绝对一流，保证让你大快朵颐！当然吃意大利美食最好的去处就是意大利人聚集的小

意大利（Little Italy),这里具有独特情调的露天餐厅和咖啡馆，令人恍若置身于地中海的度假胜地。

希腊美食

希腊城可以凭尝到正宗的希腊美食，而这里许多餐厅都设有开放式厨房，你可以亲眼目睹餐点的

制作过程。

中国美食

在多伦多唐人街的中餐馆自然是数量众多且品位正宗，集合川、湘、粤甚至北方风味菜肴。除了

唐人街外，北面的士嘉堡（Scarborough),里士满山（Richmond

Hill),万锦市（Markham)和西区的米西索加（Mississauga)都有中国美食。

印度美食

聚集在印度街上，除了吃纯正的美食，还可以到杰拉德印度广场去逛逛。这里的杰拉德印度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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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rrard India Bazaar)，是北美最大规模的印度服饰、生活用品和美食的集中地。

推荐餐厅

(图片由网友 @三笑会心 提供)

Hashimoto KaisekiYu-zenHashimoto

这家店是多伦多最为精美的餐厅之一，经营纯正的日本怀石料理。店内散发着浓郁的日本风情，

走进去是日式拉门，身着和服的侍者会随时为你提供周到的服务，更重要的是，这里很多原料都

是从东京空运过来的，因而能保证食物的原汁原味。

地址：6435 DixieRd.

电话：905-670-5559

价位：150加元起

OsgoodeHall

午餐只提供3道菜，但口味绝对好，而且环境也非常优雅，更重要的是价格不贵。

地址：130 Queen St.W.二楼

电话：416-947-3361

价位：13加元起

TuttiMat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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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家典型的意大利餐厅，这里的面包，野猪肉香肠，意大利通心粉都是现场制作，味道绝对会

令食客们满意。

地址：364AdelaideSt.W.

电话：416-597-8839

Coffeemill

是一家匈牙利餐馆，在这里最多花上6加元，就可以享受一满碗美味的菜炖牛肉，不会涂有牛油的

黑麦面包，而且摩卡咖啡只需要4.5加元。

地址：99YorkvillAve.

电话：416-920-2108

价位：10加元左右

旅人提示：

在多伦多吃东西，如果你对餐厅的服务满意，一般做法是按税前的账单金额付15%的小费。不过

，有些餐厅会将小费自动计入账单内，所以在付费时务必看清楚，以免重复付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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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自助游交通指南

飞机 

(图片由网友 @善了个哉 提供)

多伦多有两个机场，分别是皮尔逊国际机场（Pearson International

Airport,YYZ)及多伦多中心机场（Toronto City Centre Airport,YTZ)。

多伦多中心机场则位于湖心岛上，皮尔逊国际机场在距离市中心西北方向约30千米处，问询电话

（416）247-7678，而从我国出发的航班多到皮尔逊国际机场。

机场大巴

西太平洋公司的机场巴士连接皮尔逊国际机场与市中心各个大楼与酒店，沿途会经过The Westin

Harbour Castle、The Fairmont Royal York、Sheraton Centre

Toronto等饭店和公共汽车站，终点站在Delta Chelsea Hotel。此车的车票在1号航空大楼购买，另

外，也可以在中心大楼出口处的巴士停车站的售货亭购买。

机场大巴每20~40分钟发一班车，只需在搭乘前告知司机需要下车的地方，或出示乘车证即可，通

常车程约40分钟，若遇上塞车则要多出一倍以上的时间。费用单程是11.45加元，往返是19.70加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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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交车

从机场乘坐前往市区也是比较快捷的方式。你可以到先乘坐地铁吉普林Kipling地铁站乘坐192路公

交到市区，或者到地铁Yonge-University-Spadina线的西劳伦斯站乘坐58A路公交到市区。晚上，这

里也有公交，如乔治地铁站与Bloor、Yonge地铁站有深夜巴士300路可以乘坐。此外，在1号航空

大楼地下2、3号到达层有公交。只是在晚上，地铁停运，这点需要注意。

如果乘坐GO运输公司的巴士，可以在机场乘坐地铁Yonge-University-Spedina线到Yorkdale站或者Y

orkkmils站，再换它们的巴士到达市区。

出租车

乘出租车从机场到市区约需30分钟，费用是分区的，平均约40加元。出租车最多可乘4人。

提示：如果时间比较紧张，或者人比较多，可以乘坐机场的高级交通车，这种车可以载7个人，还

可以拉很多的行李，比较划算。

火车

多伦多的主要火车站即联合车站，位于市中心的弗朗特街，这里有到达加拿大其他城市的VIA火

车，以及到达安大略其他城市及多伦多周边的GO火车。

GO火车从多伦多市中心的Union车站发车，票价按乘坐路程计算。12~64岁的乘客购买成人票，65

岁以上老人和5岁以上11岁以下儿童票价为成人的一半，由成人陪伴的1~4岁幼儿童免票1张，一个

以上幼儿即使有成人陪伴仍需购儿童票，1岁以下免票。不过，GO火车的单程票不可提前购买，

单程票所乘列车中间不停站。往返票可提前购买，中间不停站。1日票可在市区购买，当天无限次

乘坐特定两地之间的列车，不可提前购买车票。10次票可乘坐特定两地间的列车10次，无日期限

制，可提前购买，中间不停站，2人以上可共同使用10次票乘车。

 

长途汽车

多伦多的长途汽车主要是GO公司的运输汽车，在多伦多市中心的联合车站发车，可到达安大略其

他城市及多伦多周边地区，车票与GO火车通用。

GO火车及公交24小时电话（416）869-3200,1-888-438-6646

市内公交

多伦多市内的公交主要有公交、地铁与电车这3种，可以使用同一种车票，车票可以在车上或者地

铁入口处买，还有专用硬币、代币票Token以及套票Tickets等，还有周一~周五的9:30~次日5:30，

周六周日始发到第二天早上5:30可以任意乘车的一日通行票，周日还有家庭通行票或者集体通行

票，大人可以由2个人使用，如果是小孩，则可以6人使用一张票。而多伦多的公交车票购买很方

便，可以在地铁的售票口以及贴有“TTC”的便利店购买。

地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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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灿烂春天秀 提供)

多伦多有2条主要的地铁线路，运行时间周一~周六6:00~次日1:30，周日9:00~次日1:30费用大约是2.

10加元。详尽的线路、各车站名称、转乘规定、与其他交通运输系统的连接等等均包含一张TTC

出版的Ridethe

Rocker地图中，而这份地图你可以在各车站入口、出口的售票厅向售票员索取，完全免费。

进地铁站，需要把与车票等价的硬币或者代币投进检票机，然后推开栏杆就可以进入。如果没有

与车票相符的零钱，可以到检票机旁边的窗口向工作人员购买代币票。

公交

多伦多公交系统非常发达，可以到达市内任何一个地方。乘车时，从前面上车，把与车票相符的

硬币或者是其他车票放入司机旁边的小盒子里面。因为公交不设找零，因而要事先准备好零钱或

者购买代币票。下车，可以拉一下车窗上方的黄色细绳通知司机，下车没有规定，可以从前后门

下车。

在多伦多，还有深夜巴士，在地铁停开以后，这种车每隔30分钟就有一班，比较方便。深夜巴士

在标志牌上写着“24hr”，停靠的站点有“Blue Night Transit”的标志。

出租车

多伦多市内的出租车比渥太华多很多，随便在哪里都可以见到，出租车起步价是2.7加元，每193

米0.25加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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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光车

多伦多市内有一种称之为“灰线旅游”巴士与“多伦多蔷薇果之旅”的巴士。

灰线旅游巴士是一种双层观光巴士，主要在市区的主要景点参观。如果你想到那个地方下就到那

个地方下，而且车票在2日内有效。就是说，在2日内，你可以任意乘坐会灰线旅游巴士；蔷薇果

之旅巴士是一种黄色的观光车，车子比较可爱，上面有河马图案。这种车是水陆两用车，参观完

市内的多伦多电视塔后就会转向安大略湖，比较有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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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特色节日

像圣诞节、元旦、国庆节（7月1日）、感恩节（10月的第二个星期一，跟美国不同）和万圣节这

些传统节日在这里就不详说了，推荐下面多伦多特有的非传统节日，很值得一看。

非传统节日 

(图片由网友 @闷声发呆 提供)

同性恋大游行（Pride Parade）：每年6月底在市中心Church St.和Younge

St.一段，全年最精彩的花车游行之一。男女老少皆可免费观看，性取向不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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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善了个哉 提供)

加勒比游行（Caribana Parade）：以加勒比沿海拉丁文化为主题的游行，时间不定，一般在7月底8

月初，是同一系列主题活动的高潮，可以看到热情的拉丁人为此精心准备的花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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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三笑会心 提供)

圣诞老人游行（Santa Claus

Parade）：超过百年历史的花车游行，以圣诞节做主题。一般在每年的11月下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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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行程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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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两日游

第一天，先去体验多伦多人不借助翅膀的力量就能到达的最高处——加拿大国家电视塔，之后再

信步来到圣劳伦斯集市享受午餐，然后前往约克维尔街购买商品。在唐人街享受一顿节俭的晚餐

。

第二天，仔细游览迷人的安大略皇家博物馆或者安大略美术馆，接着在贝尔德温村用午餐。然后

乘坐渡船登上多伦多群岛，租用一辆自行车，享受整个下午的骑车旅行。最后回来，在希腊城细

细品味美妙的晚餐。

   

2、一周游

前两天可以选择上面的两日游路线安排，接下来的几天，在肯新顿市场闲逛并在小意大利区就餐

。然后建议搭乘有轨电车向东游览湖滨地区，在酿酒厂区享用晚餐及酒水。

沿着皇后西街闲逛，如果还是觉得无聊，可以在罗杰斯中心观看一场棒球比赛或者在加拿大航空

中心观看一场冰球表演。晚上，在娱乐区随意逛逛酒吧。

一周的时间可以考虑探索市区之外的一些著名景点，比如斯卡堡悬崖或者尼亚加拉大瀑布以及葡

萄酒之乡，都是十分值得一去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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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旅人提示

(图片由网友 @咪咪小K 提供)

1、Top into TO!为市政府发起的项目，由多伦多的志愿者免费带你参观市区，体验当地人的生活

。提供各种语言服务，但需要尽早在网上预约。

2、只要是正规的商店和餐厅，大部分消费都要加13%的税。这13%不包含在标价上。未经加工的

食品和肉类、水果等没有税。有些华人商店的标价是已经含税的，购买之前最好问清楚。

3、紧急事件情况下，你可以用任何电话拨打911，接通警察局、消防队和救护中心。

4、12月底至3月初经常有暴风雪。一件厚重防风保暖的外套、手套、围巾、帽子和雪靴都是必需

的。除了外套，里面的衣服不适宜过厚，所有室内都有暖气。

5、携带肉制品、水果和蔬菜等入境如被海关发现会被没收和罚款。

6、官方旅游局中文网站：www.torontotourismuch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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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反馈

感谢您的使用：）

欢迎将您的意见反馈给我们，以便更好地完善本攻略，为您的出行提供更贴心帮助 >>

热门旅游攻略推荐

丽江：柔软时光 峨眉山：养生修佛 杭州：人间天堂

北京：祖国的心脏 香港购物2011 魅力宝岛自由行

尼泊尔：千佛之国 马尔代夫：花环群岛 瑞士：瑞不可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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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d.lvren.cn/gonglue/xiangganggouw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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