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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渥太华：文化交融

渥太华标志国会山(图片由网友 @wendylala 提供)

渥太华称得上是全球最寒冷的国都之一，其纬度与中国的哈尔滨差不多。但这里依山傍水，风景

秀丽，每年吸引着大量的游客来这里参观游览。这座迷人的大都市会给每一个来过这里的人留下

深刻的印象。渥太华漂亮而完美的国会大厦矗立在市区的核心部位，而三条流经城市奔腾的河流

将城市划分成几个地区，每个地区又都有其特有的风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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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的郁金香(图片由网友 @wendylala 提供)

最佳旅游时间：

其实去渥太华旅游一年四季都合适，各有各的特色。渥太华的冬夏之间各走极端。春天通常于四

月来临，为期短暂。夏天通常阳光普照，热而潮湿，间有雷暴。秋天则多半清凉舒适。每年十一

月底会下第一次雪，雪下至次年四月中为止。二月和五月去渥太华旅游的人最多，二月渥太华举

办北美洲最大型的冬天嘉年华会—冬节Winterlude，还有冰雕和烟花等节目。五月拜访时可邂逅百

万朵郁金香的盛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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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行前准备

   

1、初识渥太华

渥太华位于安大略省东部与魁北克省交界处，渥太华河下游南岸，与魁北克省隔河相望。面积2,0

54平方公里，人口105万(1997年统计数字)，相当于北京市人口的十分之一。渥太华与对岸的赫尔

市(Hull，属于魁北克省)连成一大片城市区域，称为渥太华—荷尔地区，共有居民70多万，在这里

能同时领略魁北克的法国风格和渥太华的英式情调。

市内有渥太华河由西向东湍流而过，将整个城市南北分开。南部居民是英国移民后代，讲英语；

北部居民是法国移民后代，讲法语。里多河自南向北穿城而过，注入城北的渥太华河。渥太华为

加拿大第四大城市，是水、陆、空交通枢纽。水力资源丰富，以轻工业为主，有造纸、木材加工

、食品、机械制造等工业。

同北京和世界许多首都一样，渥太华是加拿大的文化艺术中心。大部分的国立文化机构都坐落于

此。建于1844年的渥太华大学和建于1942年的卡尔顿大学，是世界知名的高等学府。国家艺术中

心堪称加拿大的“文化橱窗”，拥有一个歌剧院和三个剧院，世界上出色的剧团和艺术家纷纷来

此献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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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美术馆前的大蜘蛛(图片由网友 @来自浮云 提供)

渥太华还有6个非常出色的博物馆。加拿大国家博物馆以收集印第安人和爱斯基摩人的文化史料而

著称；国家美术馆是一座名副其实的“艺术殿堂”；渥太华人类博物馆和自然科学博物馆是两座

古堡似的建筑物, 那里可以得到古生物遗址、人类进化过程、天体演化等方面的知识；科学技术博

物馆则堪称渥太华的骄傲，每年观众人数超过50万。此外，战争博物馆和人民战争纪念碑则记述

着加拿大历史上并非刀光剑影军事历史。

   

2、如何办理加拿大签证

1、签证种类

中国公民前往加拿大需要办理加拿大的签证，签证种类主要分为临时居民签证（即访问签证），

学习签证，工作签证和家庭团聚类的移民签证。对于去加拿大旅游的旅游者来说，需要办理的签

证为临时居民签证（即访问签证），这种签证又分为单次入境、多次入境和过境签证。

单次入境签证：可以进入加拿大一次。如果已有有效的美国签证、并且计划在加拿大的合法逗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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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限内前往美国、并且从美国再次入境加拿大仍在加拿大合法逗留期限内，那么从美国再次入境

加拿大则不需要多次入境签证。 

加拿大的签证

多次入境签证：可以在签证有效期之内从别国多次进入加拿大。如果以前从未来过加拿大、或者

不确定是否满足可以获得签证的条件，可以只申请单次入境签证。

过境签证：适用于经停加拿大前往别国且经停时间不超过48小时的旅行者。过境签证不需要费用

，可签发单次或多次入境。在文件中、申请人必须向签证官证明其已有前往最终目的地国的去程

机票以及签证。在入境口岸，移民官员将决定旅行者是否可以被准许进入加拿大。如果旅行者被

拒绝入境，将被送回至来源地。

签证有效期：签证有效期由签证官决定。单次入境签证的有效期通常为六个月，多次入境签证的

有效期会更长。有效日期是指必须进入(而非离开)

加拿大的日期。入境口岸的官员将决定可逗留的时长。

旅人提示：签证有效期的最终决定权在签证官。

2、旅行签证所需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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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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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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签证申请小窍门

1）首先，确保申请过程完整，无遗漏。护照不可过期，各项费用必须齐全，表格填写完整，备齐

相关证明文件。

2）必须强调申请人来加拿大旅游结束后，会如期返回，同时还需相关人员的证明信。如：申请人

所在公司雇主出具证明信，批准假期，并说明申请人在公司工作时间长短、担任职务、薪水多少

，并保证假期结束会如期回国。

3）申请中要表明，游客能够负担起全部旅行费用。不论旅行费用来自个人储蓄，还是外国友人出

资，都必须提供证明。

4）有些签证必须要有对方的邀请函方可办法。出具邀请函的理由很多，如，加拿大亲属婚礼、家

人团聚等等。邀请函中必须注明旅行目的，在加拿大逗留时间，被邀请人姓名、出生日期、联系

方法、与邀请人关系。还要注明，被邀请人来加拿大后下榻地点、生活开支安排。邀请人方面，

必须有加拿大税务局的税务评估通告加以证明。

5）向加拿大移民局提出申请时，最好一步到位，因为留给移民官的第一印象非常关键。

4、签证申请地

加拿大驻华大使馆

电话：86（10）5139-4000

传真：80（10）5136-4449

办公时间：11:00-12:00;15:00-16:00

地址：中国北京市朝阳区东直门外大街19号

电子邮件：beijing -immigration@international.gc.ca

邮编：10060

加拿大驻沪总领事馆

电话：86（21）3279-28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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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真：80（21）3279-2892

办公时间：周一至周四10:45-11:45;15:00-16:00

地址：上海南京西路1376号上海商场西峰604室

电子邮件：shanghai-im-enquiry@international.gc.ca

邮编：200040

加拿大驻广州总领事馆

电话：86（20）8666-0569

传真：80（20）8667-2401

办公时间：周一至周四09:00-17:00;周五09:00-13:00

地址：广州市流花路中国大酒店商业楼801室

电子邮件：ganzug@international.gc.ca

邮编：510015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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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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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所需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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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货币和小费

1）货币

法定的流通货币是加拿大元(C$)。加拿大的货币系统与美国相似，也是以元和分计。1加元(C$)=1

00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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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一分、五分和二角五分的硬币外，加拿大还有一元和两元的硬币，分别称作“loonie”和“to

onie”。纸币有不同的颜色和设计，最常见的是蓝色的五元、紫色的十元、绿色的二十元、红色

的五十元和棕色的一百元。也可能见到老式的红色二元纸币，虽已不再发行但仍然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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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汇率：

人民币RMB￥1=0.15C$

澳大利亚元 A$1=0.93C$

欧元 €1=1.54C$

英镑 UK￡1=2.28C$

美元 US$1=1.16C$

日元 1000JRY=9.86C$

                                               13 / 68



�������

渥太华：文化交融
以上供参考，具体请访问中国银行外汇牌价。

3）银行

主要的信用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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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现金无法兑换成加元。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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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M全部有中文界面，持卡人在插卡后，可进行语言选择。

5）小费

在加拿大有付小费的习惯，具体如下：

旅馆行李员/每件行李 1加元

客房服务部人员，有事拜托时，如送东西到客房，每次1~2加元

餐厅、咖啡座的服务员、总消费额(不含税)的15%，或至少1加元。以信用卡签帐时，在小费填写

小费金额。

计程车司机/车资的10～15%、至少1加元

机场巴士司机 1～2加元。

地导游司机 2～5加元。

5）销售税

在加拿大，大多数的商品和服务要加收5%的联邦消费税GST。

在纽芬兰省及拉布拉多(Newfoundland & Labrador)、 新斯科舍省(Nova Scotia)和新不伦瑞克省 (New

Brunswick)， 13%的联合销售税HST替代了省销售税PST和消费税GST。

非加拿大居民有权获得某些商品的 GST/HST

消费退税，这只对在加拿大境内购买并原封带出加拿大的商品和短期住宿消费适用。

请保留购物发票，并填写游客退税单(Tax Refund Application for

Visitors)。在海关、多数旅游信息中心、免税店、商场和某些酒店都备有退税单。

   

4、当地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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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

中国的手机在加拿大可以漫游，适用GSM 900单频，GSM 900/18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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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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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手续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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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拔号：

国家代码：001，国际接入码：011

所有加拿大境内的电话 (包括市内的电话)都需要拨打10 位数字的号码:

前3位是区号，后7位是电话号码。

国内长途电话:要打加拿大境内的长途电话，先拨1 然后再拨您要打的10

个数字的号码。如：1+区号+511-1212

国际长途电话: 拨打海外长途电话时，通常需要先拨一个前缀011，之后拨打国家区号。比如说如

果打给中国021-12345678，需要拨打：011-86-21-12345678，区号需要去掉0。

邮政：

邮寄明信片、信件从加拿大邮寄航空邮件大约一周左右。海运较便宜，但需要一～二个月。寄往

美国除外的地区，明信片、信件30g以内的邮资1.49加元。加拿大全国邮政网点有7000多个，很多

就设在药店和购物中心里，你也可以在一些杂货店买到邮票。

邮寄小包裹，2kg以内的小包航空约35.55加元，海运约13.55加元。邮寄时先在邮局索取海关传票

或海关申报书。填好一同交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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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电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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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和美国一样，是110v，加拿大的三孔插头都是：上面一个为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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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电器是两头，又写

着110-240v，可直接用，否则也要加变压器。

   

6、渥太华旅游实用信息

渥太华旅游局（Ottwaw Tourism)

渥太华旅游局的网站提供了关于这个国家首都的全面广泛的资料，可以帮助旅行者编制路线，预

定住宿。斯帕克大街商业区有几家银行和货币兑换站点。

网址：www.ottawatourism.ca

外汇兑换

开展货币兑换，旅行支票以及电子转账(Efts）业务。

电话：613 238 8454

营业时间：周一至周五9:15-17:15

地址：1st Fl,World Exchange Plaza,111 Albert St

书店：

Chapters

渥太华的大型综合类书店，有一个星巴克。

电话：613 241 0073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六9:30-23:00,周日9:30-22:00

地址：47 Rideau St

医院

渥太华综合医院

该医院位于渥太华市中心东南边，在Alta Vista，设有急诊室

电话：613-722-7000

地址：501 Smyth Rd

   

7、主要节日和重大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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渥太华每年有超过60个的节日，其中有国际公认的冬庆节(WINTERLUDE)、加拿大郁金香节(Can

adian Tulip Festival)等。 每年2月渥太华都会举行冬庆节，雪雕如林，乐意融融，每个人都可以用

刀用铲在组委会提供的大冰块上雕刻自己的作品，如果作品十分出众，还可以进行拍买。5月举行

郁金香节，荷兰为了感谢加拿大在战争期间对荷兰皇家的善意，每年都会送来数万朵郁金香，色

彩斑斓的郁金香花团锦簇，美不胜收，将春天化为一场视觉的盛宴。

冬日节（Winterlude)

历时三个连续的周末，庆祝渥太华的冬日，主要聚集在DowsLake湖和运河一带的冰面上，充满了

令人不由心声敬意的冰雕。

电话：613-239-5000

网址：www.canadascapital.gc.ca/winterlude

时间：每年2月

加拿大郁金花节(Canadian Tulip Festival)

渥太华经过漫长的冬季，市区迸发出了色彩—二百多钟郁金花，大部分来自荷兰，覆盖着这座城

市。节庆活动包括游行、赛船比赛、汽车赛、舞蹈表演、音乐会和焰火晚会。

电话：613 567 5757

网址：www.tulipfestival.ca

时间：每年5月

安大略法兰西文化节(Festival Franco-Ontarien)

通过音乐、工艺品和其他内容了解加拿大的法兰西文化。

电话：613 321 0102

网址：www.ffo.ca

时间：每年6月

渥太华布鲁斯音乐节

这是世界上第二大布鲁斯音乐节（芝加哥为第一大），因为值得纪念的音乐会而获得美誉。

电话:613-241-2633

网址：www.ottawabluesfest.ca

时间：每年6月末

加拿大国庆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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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庆祝国庆节最好的地方是国会大厦，在国会大厦上方会燃放琵琶作响的烟火。

电话：613-239-5000

网址：www.canadascapital.gc.ca/canadaday

时间：7月1日 

加拿大国庆节期间到处飘着国旗(图片由网友 @闷声发呆 提供)

同性恋节

渥太华为期1周，喧闹的大游行成为节日的高潮尾声。

电话：613-421-5387

网址：www.prideottaw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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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8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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渥太华：文化交融
  

三、渥太华旅游最棒体验

   

1、在国会大厦观看警卫队交接仪式

国会大厦前额警卫队交接仪式(图片由网友 @wendylala 提供)

如果夏天去渥太华的国会大厦参观，最好赶在上午去，还得10点之前。因为夏天时，每天都会在

国会大厦前面的草坪上举行精彩的警卫队交接仪式。每当时间来到上午10点，伴随着军乐乐队精

彩的演奏，以前的卫兵与新的卫兵进行交接仪式。其实他们的交接仪式类似于北京天安门的升旗

仪式，但是这里的交接仪式远比天安门升旗仪式复杂得多。卫兵们通常戴着漂亮的熊皮帽，穿着

非常潇洒的红色制服，神情凝重着地互敬着军礼，手里还舞弄着刺刀闪光的钢枪，口中喊着令人

震撼的口号。仪式行进中还不时地变幻着队形，那庄严的场面让所有人都肃然起敬，从中也让人

对英国王室多了一种崇敬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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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人提示：这种仪式通常在上午十时开始，持续约45分钟。

   

2、拜伍德集市中寻找各国美食

在渥太华有一项必不可少的夜生活活动，就是逛位于市中心繁华区的拜伍德集市。白天这里全是

一些卖小商品的小店，主要商品包括一些小饰品，蔬菜水果、鲜花之类的东西。小店的布置大多

得很美、很艺术。 

(图片由网友 @闷声发呆 提供)

而一到傍晚这里便会红灯高悬，那香气四溢的美食引得各国食客们如扑灯飞蛾般聚来，在这里游

客几乎可以吃到世界上所有的风味美食：菲律宾的、日式的、泰国的、韩国的、中国的⋯就连五

星级酒店看到这些也不甘寂寞，来到街上摆摊。小小的拜伍德集市一下拥挤了150家餐馆。

旅人提示：除此之外还有当地各种奇形怪状的传统料理和街头艺人们的表演。

   

3、在世界上最长的溜冰场玩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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渥太华：文化交融

在渥太华，秀丽的里多河横贯全城，为首都平添了几分秀色。它也是首都重要的旅游资源，春、

夏、秋三季可乘船观光、荡舟、垂钓、或者在两岸的园林游玩休闲；冬季，冰上健儿可以在此一

展身姿。

每年2月中旬渥太华都会在城市东边的运河附近举办热闹非凡的冬季狂欢节。冬季狂欢节的所有活

动都围绕冰雪题材展开，它的特色除了有冰雕展、雪橇活动、破冰船之旅外，还有冰上曲棍球赛

、雪鞋竞走以及冰上驾马比赛等精彩活动。这个节日已经成为渥太华一个重要的标志，同时也是

整个北美地区最吸引人的冬季旅游活动之一。 

(图片由网友 @闷声发呆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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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世界最长的溜冰场—里多运河上滑冰则是节日活动中最具有特色的项目，在这段时间里，不

管是渥太华本地的居民还是来自世界各地的旅游者都会在这世界最长的溜冰场里尝试行走或者滑

冰，这俨然已成为世界上很多旅游爱好者最希望体验的一项活动之一。

   

4、租一个小船，远离市区的喧嚣

安大略东部有一个被称作”千岛群岛“的地方，这里距离首都渥太华很近，也是首都人民度假首

选之地。“千岛群岛”沿着圣特劳伦斯河，集合了超过1800个崎岖的小岛，从金斯顿一直到布罗

克维尔。苍翠繁茂的群岛烟雾笼罩，大批白紫花瓣，晃动的潮塘，以及无数建于19世纪的避暑公

寓，公寓的塔尖穿透了薄雾。 

(图片由网友 @wendylala 提供)

狭窄、缓缓铺设的千岛群岛园林大道就建在Hwy 401公路以南的加纳诺克和伊丽莎白敦，沿河岸绵

延35公里，最后再次接入公路。旁边景色优美的田园地带，为旅游者带来了如画般的完美景色。

周末时游人可以在这里的码头搭乘游艇，从1800个小岛里找到一个另自己满意的，住上两天，真

正的忘记城市中的烦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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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五月郁金花香飘，不是荷兰胜过荷兰

众所周知，荷兰是郁金香之国，但在远隔千山万水的渥太华每年都举办北美最大的郁金香花卉节

，而这中间的原因，还有一段传奇的感人故事。 

(图片由网友 @三笑会心 提供)

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荷兰被德国占领。荷兰王室朱莉安娜公主一家来到加拿大的首都渥太华避难

。1943年1月，朱莉安娜公主怀胎十月，即将临产。根据荷兰王位继承法规定，新生的皇子或公主

必须诞生于荷兰国土，才能被承认为皇族的一员。不过以当时的情况，朱莉安娜公主根本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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渥太华：文化交融
回到荷兰分娩。而加拿法律规定，凡出生在加拿大境内的人生下来自动成为加拿大的落地公民。

一时间，两国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难题。

加拿大最后终於破例通过了一项紧急法案，把渥太华市民医院的一间产房临时赠予荷兰。加拿大

以他们的机智解决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国际难题，也播下了加荷人民特殊友谊的种子。1943年1月19

日，朱莉安娜公主在“自己的领土”上顺利生下了第三个女儿玛格丽特。战争结束后，，荷兰以1

0万株郁金香赠送加拿大，以表感激之情。 

(图片由网友 @wendylala 提供)

从1953年开始渥太华每年举行一届郁金香节，荷兰皇室都会向渥太华赠送一万株郁金香。位于国

会山旁边的梅杰尔公园正是举行郁金香节（每年的5月）所在地。色彩斑斓的郁金香花团锦簇，美

不胜收，将春天化为一场视觉的盛宴。运河两旁也都开满了荷兰王室赠送的郁金香、蕃红花，姹

紫嫣红，看得人满心欢喜。

   

6、城市中漫步，感受两种文化的交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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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世界很多国家和城市都号称自己是一个多元化多民族的城市，但很少有像渥太华这样把多元化

进行的这么彻底，一条河流把城市分为了两个完全不同的社区，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化氛围。

这条由西向东湍流的渥太华河，将整个城市南北分开。南部居民是英国移民后代，讲英文；北部

则是法国移民后代，讲法语。从语言到文化，从饮食到娱乐，从人种到建筑无不现实出了渥太华

的多元化。每当游人从渥太华南城来到北城，都会有种一步从英国来到了法国的感觉。这真是一

种奇妙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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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博物馆巡礼

   

1、加拿大国立美术馆(The National Gallery of Canada)

加拿大国立美术馆位于渥太华市中心，馆内收藏有加拿大及欧洲最宝贵的艺术品。国立美术馆是

加拿大艺术文化的珍藏库，文艺复兴时期的著名艺术家和世界上一流艺术家的作品都曾在此展出

和珍藏。美术馆中展出的加拿大艺术品的数量在全球属第一，而欧洲及美洲艺术品的数量在加拿

大则属首位。 

(图片由网友 @闷声发呆 提供)

该馆建于公元1988年正式成立，迄今已有近二十年历史。在这段期间，馆内展览的画或艺术品数

以千计，而其中举世闻名的画家或艺术家也不胜枚举，例如毕加索等。美术馆内除了静态画及艺

术品，还有动态的表演，例如钢琴演奏、管弦乐器的表演、声乐家的歌唱表演等等，这些也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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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的表现形式。此外，美术馆内还设有图书室，以便观光人士查阅一些有关艺术收藏品的资料

。总之，加拿大国家美术博物馆蕴藏着包罗万象的设备、收藏品和惊喜，可以让游人在参观完之

后，有着意犹未尽，流连忘返的深刻印象。

电话：613-990-1985

门票：成人/青年/老人和学生/家庭  6/3/5/12加元

开放时间：5月1日至10月9日10:00-18:00；10月11日至4月30日周一，二休息，周三-周日10:00-17:00

，周四到20:00

地址：380 Sussex Dr

网址：www.gallery.ca

   

2、加拿大自然博物馆（Canadian Museum of Nature）

加拿大自然博物馆在国会山庄南方约一公里处，展示内容以加拿大的自然生态环境，从已消失的

恐龙世界到现代鸟类、哺乳动物及植物的发展过程；展示方式有大形的模型、观众手动区，也有

活生生的动植物。由亚伯达省运来的恐龙化石最受欢迎；较小的孩子们可以穿着打扮如一只蝴蝶

，进而了解蝴蝶身体的各部分；较大的孩子可以由父母陪同，利用显微镜观察昆虫的翅翼、触须

和其他部分，也更详细的研究那些令人讨厌的咬人虫类、各种大小蛋类的功能等，使孩子们从真

实的接触、了解，对大自然产生浓厚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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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来自浮云 提供)

矿物展场的设计最具特色，访客必须戴着头盔、搭乘矿场使用的电梯直下矿区，这里收集了世界

各地的矿物，并在室内仿制地质地形，颇具震撼力。另外，馆前草地上规划为烤肉区，还有两个

和实物一样大的长毛象和巨角野牛的模型。

电话：613-566-4700

门票：10加元，周六上午免费

开放时间：5月到8月9:00-18:00,周三和周四工作到20:00,9月到次年4月周二至周日9:00-17:00,周四至2

0:00

地址：240 Mcleod St

   

3、加拿大科学和技术博物馆(Canda Science & Technology Muse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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渥太华：文化交融
这座可以动手体验的博物馆在市中心东南约6公里处，是一个很棒的博物馆，当旅行者小心翼翼地

打开把手，按下按钮，周围的声音传入空中，随之而来的刺激着人们的感官。

这里精心布置的展览教给大家统治这个世界的基本科学规律。这里永久的藏品探索着错觉、物理

学和以“T”开头的时间。游人需要穿过Crazy Kitchen，这个厨房有着10度左右的倾斜，然后爬上

围栏。在博物馆的后面，游人可爬上重型的火车，去学习煤炭汽机的科学原理。

太空科技展示集合了加拿大太空古物。临近的天文学部分则展出了令人兴奋的太空电影。在晴朗

的夜晚，游人可以预定望远镜，通过大的折射望远镜去仔细观察星空。

电话：613-991-3044

价格：成人/儿童/老人/家庭 6/3/5/14加元

开放时间：5月到9月9:00-17:00,10月到次年4月周二至周日9:00-17:00

地址：1867 St Laurent Blvd

网址：www.sciencetech.technomouses.ca

   

4、加拿大战争博物馆（Canadian War Museum)

2005年刚刚开放的加拿大战争博物馆是加拿大最大的一个收藏有关战争物品和资料的博物馆，是

世界上三个最重要的战争艺术收藏场馆之一。展示当今最前卫的武器声光设备，及从印第安人早

期防御战的武器到第一、二世界大战的武器、军服，和海陆空三军战备实物展出，也有各型战机

、坦克、子弹、针头甚至战区急救医疗用具，用声音和图像使其展示的内容生动、多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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渥太华：文化交融

(图片由网友 @三笑会心 提供)

博物馆建筑风格独具特色，整体建筑向东部渐渐走高而成舰头之状，酷似一艘威武东行的战舰，

馆内8个厅中主要的有4个展厅，其中最抢眼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展厅。两幅大银幕放映着二

战期间欧洲战场和亚太战场一些真实场面。展厅的墙上挂着一些图片史料，其中一幅是一个日本

兵高高举起战刀砍向一个跪在地上，被蒙着双眼绑着双手的战俘；另一幅图是一群日本兵手持上

了刺刀的长枪在刺杀着手无寸铁的战俘。

电话：800-555-5621

价格：成人/儿童/家庭 10/6/25加元

开放时间：9:30—17:00(周四到20:00)10月9日—4月30日闭馆。

地址：1 Vimy Place

网址：www.warmuseum.ca

   

5、加拿大航空博物馆(Canada Aviation Museum)

这座航空博物馆几乎感觉比现在的渥太华机场还有大，在三角形飞机库中放置着差不多120架飞机

。当游人漫步于巨大的仓库、试试飞机模拟器，与飞机来一个亲密接触。这里拥有各个年代的飞

机，甚至可以找到自1909年银镖机型到第一家涡轮喷气式子爵客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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渥太华：文化交融
去这里参观前可以先事先电话咨询，因为开放时间会根据全年参观人数的不同，进行时间调整。

如果是在闭馆前1小时到达，很可能不用买票就可以进入。博物馆位于市中心北边大约5公里处，

靠近加拿大军事基地，可以从市区搭乘129路公共汽车。

电话：613-993-2010 

门票：成人/儿童/家庭  6/3/14加元

开放时间：5月到9月初9:00-17:00,9月到次年5月时间不定

地址：11 Aviation Pkwy

网址：www.aviation.technomuses.ca

   

6、渥太华船闸和拜汤博物馆

一系列台阶式船闸，处于劳尔里城堡和国会大厦之间，标志着200公里长的里多运河的北端口，里

多河一路向南通向金斯敦。科隆尼尔.拜是这条运河的规划者，1826年他在这里设立了工程总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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渥太华：文化交融

渥太华的船闸(图片由网友 @来自浮云 提供)

从惠灵顿大街向南，爬楼梯来到拜汤博物馆就坐落在最后一个船闸处，随后这条人工运河冲入渥

太华河湍急的水流中。在这座城市最古老的石头建筑大楼中，展出了有关渥太华过去作为殖民地

的历史文物和文献。

电话：613-234-4570

门票：成人/儿童 5/2加元

开放时间：5月中到10月中10:00-17:00,10月中到11月和4月到5月中10:00-14:00

网址：www.bytownmuseu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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渥太华：文化交融
7、加拿大当代摄影博物馆

加拿大当代摄影博物馆位于劳瑞尔堡和运河之间的一段翻新铁路中央，这里拥有这个国家最大的

摄影档案，提供了有活力的流动展品。展品包括了过去艺术家回顾、监视录像、纪录片和许多其

他有些令人费解的主题。参观之前请打电话咨询，因为该博物馆经常因为特别展览期间闭关。

电话：613-990-8257

门票：参观免费

开放时间：5月到10月中 周五至周三10:00-18:00，周四到20:00；10月中到次年5月

周三和周五至周日10:00-17:00,周四到20:00

地址：1 Rideau Canal

网址：http://cmcp.gallery.ca

   

8、渥太华加拿大文明博物馆

加拿大文明博物馆馆内有全球最大的室内图腾展、土著居民第一民族大礼堂和立体宽银幕(IMAX)电影院。这里

记载、收藏了横越千年的北美人文历史，亦大手笔地重建当时的传统建筑，可以了解加拿大逾千年的历史，是

加拿大游客最多的博物馆。

此外，就在这座大博物馆裡，还有两座小博物馆：加拿大邮政博物馆、加拿大儿童博物馆，其中加拿大儿童博

物馆有许多可爱的收藏。在博物馆的后方，可以远眺国会大楼及圣罗伦斯河，风景非常优美。

电话：819776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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渥太华：文化交融
  

五、其他值得一去的景点

   

1、加拿大国会大厦（Parliament hill)

俯瞰渥太华河的一系列铜顶石砌哥德式建筑物，便是国会大厦，前面著名的钟楼上飘扬着加拿大

国旗。夏日的清晨，凉风习习，在国会大厦前可以观看到皇家禁卫军的换岗操练仪式。夜晚，国

会大厦前的广场上，彻夜不灭的篝火伴随着优美的音乐，给参观者及乘凉者以极大的享受。 

(图片由网友 @闷声发呆 提供)

主要景点：和平塔92米高，以此纪念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被杀害的近67,000名加拿大人。和平塔的

钟楼收藏总重53,424公斤(60吨)的53座大钟。

电话：613-992-4793

票价：免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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渥太华：文化交融
开放时间：6月到8月9:00—20:30，9到5月9:00—16:30，周末 9:00—17:30

   

2、里多运河（Rideau Canal）

(图片由网友 @三笑会心 提供)

里多运河全长202公里，由渥太华延伸至京士顿，竣工于1832年的里多运河包括47个石建水闸和53

个水坝，是19世纪工程技术的奇迹之一，由英国皇家工程师、海军陆战队中校约翰�拜设计。秀

丽的里多河横贯全城，为首都平添了几分秀色。它也是首都重要的旅游资源，春、夏、秋三季可

乘船游览观光，冬季，冰上健儿可以在此一展身姿。每年深冬，著名的冬季狂欢节(Winter Carniva

l)就在结冰的里多河上举行。冰面上，各色的滑冰服穿梭来去，形成五彩人流。里多河边几处公

园中，屹立着严冬赐予人们的各式艺术品——除了独具匠心、玲珑剔透的冰雕外，还有巨大的、

憨厚雄浑的雪雕。

如何到达：1至7、14、16、18路市内公共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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渥太华：文化交融
3、加蒂诺公园（Gatineau Park）

加蒂诺公园景色优美，有大量的动植物、湖泊等自然景观。白尾鹿、松鼠、豪猪、兔子、狐狸、

浣熊、土拨鼠都可以在这里找到踪迹。除了观赏野生动物，还可以参加骑车、长途步行、野营、

游泳、探密拉斯克洞、越野滑雪、穿雪鞋雪中行进和山坡滑雪等户外活动。

三个照相的绝佳景点：粉红色湖以绝世美景和特殊生态著称、钱伯林了望台可以观赏渥太华河谷

全景、麦金斯金故居内有浪漫花园和如画般石柱栏。

   

4、加拿大总督府

(图片由网友 @wendylala 提供)

总督府既是嘉奖加拿大优秀公民和接待世界各国领导人的荣誉之处，又是各地游客的旅游胜地。

自1867年，总督府是历任加拿大总督工作和居住的地方。占地79英亩、绿草茵茵、花红柳绿、美

轮美奂、四季开放，前任总督伍冰枝(阿瑞安�克拉克森)是第一个入住总督府的华裔加拿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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渥太华：文化交融
5、渥太华奥米加公园

渥太华附近有多个自然保护区和野生动物园，在奥米加公园，你会在自然的生物圈内发现许多种

类的野生动物并与千百种野生动植物近距离接触。这是一个巨大公园，由湖泊、草甸、小山谷、

森林和岩石小山等各种各样的风景，形成了一个10 公里旅游路线。

开放时间：全年开放

   

6、加拿大最高法院（Supreme Court of Canada)

这座让人敬畏的建筑实现了现代钢筋混凝土外壳与传统铜顶建筑之间的有趣平衡。旅行者可以漫

步于漂亮的附近地区、拱状的大厅和黑像木板的法庭审判室。夏季会组织团队游活动，由来自渥

太华大学法律系的学生导游讲解，每30分钟一趟。一年中其他时间、旅行团参观需预约。 

加拿大最高法院(图片由网友 @wendylala 提供)

电话：613-995-5361

                                               38 / 68

http://talk.lvren.com/home.php?mod=space&uid=443387&do=album&picid=43417


�������

渥太华：文化交融
门票：免费

开放时间：5月到8月周一至周日9:00-17:00

地址：301 wellington St

网址：www.scc-csc.gc.ca

   

7、加拿大皇家铸币厂(Royal Canadian Mint)

加拿大皇家造币厂造币厂的总部占据着渥太华市中心的一处历史性建筑，于1908年建立。加拿大

皇家铸币厂是负责生产和销售加拿大流通币的国有公司。加拿大皇家铸币厂一向被公认为是世界

上最大和最多样化的造币厂家，为全球客户提供各种各样的专业化优质铸币产品和有关服务。

电话：613-993-8990

价格：成人/儿童 5/3欧元

开放时间：5月末到9月初周一至周五9:00-19:00,周六和周日到17:30,9月初到次年5月末9:00-17:00

地址：320 Sussex Dr

网址：www.mint.ca

   

8、巴西利卡圣母大教堂(Notre Dame Cathedral-Basilica)

该大教堂建于1841年，这座醒目的锡顶教堂，是渥太华最古老的教堂，也是这座城市中天主教的场所，在入口

处那份小册子，它概述了教堂许多特殊特点，包括精细的木雕和耀眼的紫蓝色天花板，点缀着微弱的曙光。大

教堂位于玻璃屋顶的国家美术馆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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渥太华：文化交融

巴西利卡圣母大教堂(图片由网友 @来自浮云 提供)

门票：免费

开放时间：7:00-18:00

地址：Sussex Dr

   

9、原住村庄(Aboriginal Experi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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渥太华：文化交融
当地政府仿造建造了一个迷人的原住村庄，这里为游客提供了了解渥太华和该地区原住居民生活

状况的机会。在这个原住营地中用一下午的时间欣赏充满活力的舞蹈表演，尝尝地道的菜肴，学

习传统的工艺品制作。特托岛离市中心不远，步行可到。

电话：613-564-9494,877-811-3233

地址：34 Merton St

网址：www.aboriginalexperiences.com

   

10、加拿大皇家骑警骑马中心(Rcmp Musical Ride Centre)

光听名字听起来就像是迪士尼最新大片中穿红色服装的警察角色，这家配乐骑马中心实际上是一

个舞台，在这儿加拿大骑警们熟练地完成着他们的演出。游人来到这里可以前往观摩彩排和各式

各样的骑技表演。夏季，可以参观骑马观光，时间为上午8点30分到11点和下午1点30分到3点30分

，游客中心全年办公。 

(图片由网友 @wendylala 提供)

电话：613-998-8199

门票：免费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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渥太华：文化交融
开放时间：场地5月到9月9:00-15:30,10月到次年4月10:00-16:00

地址：1 Sandridge 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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渥太华：文化交融
  

六、在渥太华品尝美食

   

1、当地特色美食

枫糖

到富顿薄煎饼屋(Fulton's Pancake House and Sugar Bush)尝试可口美食枫糖产品。虽然枫糖产品一年

四季都能买到，但枫糖制作农场只在春天的枫树糖浆季节对外开发。(2月的最后一周至4月的第三

周)。选购枫叶之国最具特色的旅游礼品。您还可以与当地的农民家庭交谈,了解加拿大的风土人

情。

枫糖煎三文鱼

做法：三文鱼洗净，以玉桂粉和胡椒腌制后煎烤，装盘时放入土豆泥和蔬菜后，用枫糖淋在上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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渥太华：文化交融

特点：鱼肉的鲜美加上枫糖特有的甜香，即美味又有营养。

漏斗蛋糕

制法：将面粉、牛奶、蛋黄等混合，加入糖、盐等佐料搅拌成糊，倒入放在油锅上的容器中，面

糊通过容器中的漏斗状开口落入油中，炸熟后配上果酱等即可。

   

2、精彩美食地推荐

如果想在渥太华就餐，这个选择真的很广。近些年，世界各地充满生命力的不同风味美食涌入这

个地区，更不用说还有那些不断发展的原著菜肴了。这里还经常会出现一些极好的法式菜系。

繁华的拜伍得集市拥有150家餐馆，挤在紧凑的娱乐区。在暖和的月份里，各大餐馆都把餐厅搬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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渥太华：文化交融
了街上，这就营造出了迷人的鹅卵石走廊。沿着Bank

St街往南，来到多彩的Glebe区，在一街和五街有很多旅行者较少的酒吧、餐馆和咖啡馆。

晚上沿着Preston St街散步，这里被称作渥太华的小意大利城，在聚集于街上的许多美食参观中挑

选一家用餐。渥太华虽然不大，但一定要去充满活力的唐人街一游，这里的亚洲美食很值得一试

。

经济

如果游人自己游览，可以发现渥太华到处都是木屑客货车。有兴趣的人可以尝尝这里名为Poutine

食品，这是一种酥奶酪汁炸薯条，是魁北克地区最流行的小吃。

Boulanger Francais

这是一家面包店，新鲜烘培出来的面包散发出的香味，会让节食者也忘掉自己的决心。据说这家

店的面包秘方是从法国本土著名面包店淘到的。

(图片由网友 @闷声发呆 提供)

电话：613-789-7941

价格：面点2-9欧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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渥太华：文化交融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五7:00-18:30，周六和周日7:00-17:30

地址：119 Murry St

Pho Bo Ga餐馆

在这喧闹的面条屋中，满是闲聊的当地人，这些人急切地吃着细面条。旅游者如果来到这里用餐

，从30多种不同的牛肉汤中进行选择可谓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但当尝到这美味的面条时又会感到

很欣慰。

电话：613-230-2931

价格：主菜5.75-8.5加元

开放时间：周日至周四10:00-22:00，周五和周六10:00-16:00

地址：784 Somerset

中档

Chez Lucien

这里有外露的酒红色砖墙，免费的自动点唱机上播放着斯廷的音乐，还有涂有黄油的蜗牛，这一

切造就了这家店美妙的氛围。这家餐馆是渥太华最受欢迎且别具匠心的餐馆之一。

电话：613-241-3533

价格：主菜6-14加元

开放时间：11:00-第二天凌晨2点

地址：137 Murray St

Horn Of Africa

这是一家非洲风味的餐馆，同时也是一家看似比较破旧的，但却得到当地享受派们的推崇。游人

可以在这里尝尝精酿的外国酒品和佳肴，在来一个Injera，这是一种非洲烙饼式的秒包。如果享用

套餐可以品尝这里的香辣鸡和多汁的素食菜。

电话：613-789-0025

价格：主菜7-13加元

开放时间：11:00-23:00

地址：364 Rideau St

高级

Beck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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渥太华：文化交融
这家极好的高档餐馆在原始的厨房烹饪方法上独辟蹊径。受灵感启发的五道菜品是厨师和调酒师

的集体创作结晶。

电话：613-238-7063

价格：主菜27-35加元

开放时间：5:30-22:00

地址：226 Nepean 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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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在渥太华酣然入睡

渥太华拥有各类价位的酒店住宿。市区到处都是高楼，除了提供通常的住宿（连锁旅馆一类）外

，还有独特的高档酒店。夏天因为是旺季建议预定，另外由于2月和5月举办很多受欢迎的节日活

动，这个时间段旅馆也很繁忙。

渥太华两大B&B中心都位于城市东侧。桑迪山社区，这是一个时髦的袖珍区集中了老屋旧舍，提

供了几处建筑瑰宝；另外一个社区是拜伍得集市区域，这里也有很多好的选择。不管住在哪个区

域，都可以步行到渥太华的主要景点。

渥太华这个城市有许多经济型住宿外，还包括从城市边界10公里处开始的宿营地，加蒂诺公园中

也有一些，就在魁北克河对面。

如果这些都没有位了，渥太华周围还有许多便宜的汽车旅店。在Carling

Ave大道上有很多私人经营的汽车旅馆，就在皇后路的下面。

经济

Camp Hiter Hills 宿营地

这是一个帐篷和娱乐车营地，一列老铁皮蒸汽列车欢迎着来此宿营的人们，他们逃离城市的喧嚣

，想在乡村度过一个轻松休闲的夜晚。在市区以南10公里处，温馨的田园环境是离渥太华最近的

宿营地。仅收现金。

电话：613-822-0509

价格：22-33加元

营业时间：5月到10月中

地址：5227 Bank St ，Hwy 31

邮箱：terrym@bserve.com

Ottawa Backpackers Inn

这家悠闲的旅社最近刚刚装修完毕，很吸引人，由19世纪的一幢老房子改建，拥有崭新的浴室、

阳光普照的宿舍、床边随手的电源出口。主人马丁很热情，从许多坚强的背包客中脱颖而出；他

的父母在桑德贝湾经营者一家受欢迎的旅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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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wendylala 提供)

电话：613-241-3402  888-394-0334

价格：宿/单 24/60加元

地址：203 York St

Hostelling International Ottawa Jail

如果想体验大富翁中的监狱时间，那么这家古怪的旅店正合胃口，可以在这里可以睡在石头教养

所铁牢中的老囚犯室。友好的工作人员经常组织有益的徒步活动，包括监狱里可怕的《罪与罚》

之游，这儿被认为是镇里闹鬼最凶的建筑之一。查看现场的绞刑架，在这里无数的犯罪者因为他

们的罪行而被绞死。

电话：613 235 2595,800-663-5777

价格：宿/单 26.25/52.5加元，洗衣房2加元

地址：75 Nicholas St

网址：www.hihostels.ca/ottawa

渥太华大学公寓（university of Ottawa Residence)

每年5月到8月的时间，大学为了缓解旺季带给城市住宿的压力，把空余的高耸的居住场所租给学

生和旅游者。这幢公寓在走廊中有浴室，不值得大书特书，但价钱比较低，宽阔的校园处在交通

比较便捷的市区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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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613-564-5400，888-564-4545

价格：当/双 40/60加元

地址:90 University St

邮箱：reserve@uottawa.ca

中档

南极光客栈

是渥太华“最环保”的住宿处，提供100%纯棉被单，可循环使用的餐巾纸，全天然清洁用品以及

节水马桶洗手间。

电话：613-235-8461

价格：89-105加元

地址：89 Goulburn Ave

网址：www.australisguesthouse.com

拜伍得蓝色旅店

这家店的名字说明了一切：天蓝色露台延续着在拜伍得的集市的上空。硬木地板的整洁房间有小

阳台，适合吸烟者。

电话：613-241-2695

价格：79-149加元

地址：157 Clarence St

网址：www.bywardblueinn.com

Business Notte

有魅力的小珍宝，曾经是亚历山大.坎贝尔的家，坎贝尔是加拿大建国期间一位卓越的政客。晚上

这里有主人弹奏的钢琴曲，主人是专业音乐家。这里的主人以大份早餐而自傲。

电话：613-565-0497,866-562-3569

价格：含早餐108-149加元

地址：108 Daly Ave

网址：www.bellanottebb.com

McGee's Inn

这座庞大的维多利亚建筑有着各种时代的装饰品，从镶边藤椅到毛绒绒的大眼泰迪熊。John McG

ee房间仍旧拥有一些老家具，包括一张樱桃木书桌和雪橇。在古紫色布谷鸟的叫声中享受着美味

的早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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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三笑会心 提供)

电话：613-262-4337

价格：118-184加元

地址：185 Daly Ave

网址：www.mcgessinn.com

高档

Arc酒店

这是一家善解人意的酒店，而且够时尚，酒店拥有112间虽小却雅致的客房，可以说很低调，柔和

并且相当恬静。成熟的成年人氛围继续延伸到安静的酒吧和时髦的餐厅。

电话：613-238-2888，800-699-2516

价格：159-425加元

地址：140 Slater St

网址：www.arcthelhotel.com

Lord Elgin Hotel

这是一座庄重的旧建筑，建于1941年，1991年全面检修。在最近的10年里，来过这里的名

流很多，酒店因此常常上各大媒体。酒店的地理位置非常理想，周围有众多的餐馆和咖啡厅，

步行可以到城中任何的著名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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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613-235-3333，800-267-4298

价格：185加元起

地址：100 Elgin St

网址：www.lordelginhotel.ca

Marriott 万豪酒店

酒店位于渥太华市中心，附近景点包括加拿大国会大厦、丽都运河(Rideau

Canal)、渥太华会议中心和加拿大国家艺廊，所有景点均步行可至。

地址：100 KENT STREET OTTAWA, ON K1P 5R7

电话：1-613-2381122

传真：1-613-7834238

价格：约RMB 1075

WESTIN威斯汀酒店

酒店位于市中心，可从市内通道方便地来到里多中心(Rideau Centre) 购物大厦，这里有200

多家商店和会议中心。

地址：11 COLONEL BY DRIVE OTTAWA, ON K1N 9H4

电话：1-613-5607000

传真：1-613-2345396

价格：约RMB 1068

CHIMO 季莫酒店

酒店位于Queensway， 417高速公路，在圣劳伦大道(St. Lauret Blvd)，

距离渥太华市中心和议会大厦只有五分钟路程， 就在令人神往的圣劳伦购物中心的正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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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1199 JOSEPH CYR. STREET OTTAWA, ON K1J 7T4

电话：1-613-7441060

传真：1-613-7447845

价格：约RMB 7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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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当地购物地推荐

拜城市场(Byward Market)有各式的咖啡店、手工艺店、农夫市场和夜总会。若想发觉有个性的商

品，不妨至市场内的威廉街(William

St.)寻宝。市场里也可品尝到当地的风味小吃，包括独特的加拿大海狸尾，一种略带甜味的面食。

(图片由网友 @wendylala 提供)

若要购买高级的名牌，则需到渥太华规模最大的商场-里多中心(Rideau Centre)，此中心提供银行

、外汇兑换、药局、巴士的回数票等服务。有2家百货公司和230家专门店与贝伊百货公司有连络

桥相连结，很方便。电话：(613)236-6565。

加拿大最早的路边市场就是位于国会山旁的火花街市场(Sparks Street Mall)。街道两旁的商店多是

由本地的个体户经营，其中有不少移民加拿大的外国人。精挑细选，必定会找到独特的称心如意

的纪念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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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渥太华还可以玩什么

渥太华有许多出版物提供该城市各种最新消息的独家报道。《邮报》(Express)是城市免费的娱乐

周刊，而《首都特刊》也是类似的周刊，但主要面向男、女同性恋读者。两种周刊在市内咖啡馆

、餐馆、酒吧和书店都提供。游人可以登录www.upfrontootawa.com和www.ottawaentertainment.ca

了解更多信息，也可以查阅周四的《渥太华公民报》（Ottawaw

Ciziten)，全面了解新的俱乐部和娱乐活动动态。

夜生活地点主要集中在三个区域：拜伍得集市，Glebe附近的Bank St街，以及沿着Elgin

St街向南，在QSW和国会大厦之间的半道上。

现场音乐

Zaphod Beeblebrox

“Zaphod Beeblebrox”这是一种难以辨认的外国音，意思指“强大的现场音乐活动场地”。喝杯G

argleblaster鸡尾酒，让梦幻的节奏（从新生代音乐到节奏感强烈的非洲音乐）带着前往这个世界的

边缘。

电话：613-562-1010

地址：27 York St

(图片由网友 @来自浮云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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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x酒吧

在这家地下室式的酒吧里，等待来访者的是一个舒适的天鹅绒海洋。尽管大部分人都是冲着铜桌

上各种加拿大微酿啤酒来的，但周末推出的周末民间音乐表演也是一场很盛大的演出。

电话：613-241-5123

地址：76 Murrary St

夜总会

Helsinki

在这个很酷的地方可以选择舞厅里热热身或喝点鸡尾酒。

电话：613-241-2868

地址：15 George St

网址：www.helsinki.ca

Privilega

适合跳舞的挤走在夜间飞扬，只有烟雾和镜子。

电话：613-237-9635

地址：380 Elgin St

(图片由网友 @wendylala 提供)

戏剧

国家艺术中心

这处首都的最主要艺术建筑群里上演歌剧、戏剧和交响乐团演出。这个现代场所坐落在运河河岸

的联邦广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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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613-755-1111

地址：53 Elgin St

网址：www.nac-cna.ca

体育

渥太华是一个对冰球痴迷的城市，即使不打台球也值得买长票看场比赛—疯狂的球迷会展示自己

的冰球水平。NHL的参议员们在Scotia Bank Place练习打球，位于城市西端。

电话：613-599-0100

门票：请拨打800-444-7367

地址：Palladium Dr

网址：www.senators.com

                                               57 / 68

http://www.nac-cna.ca
http://www.senators.com


�������

渥太华：文化交融
  

十、渥太华的交通

   

1、如何到达

航空

渥太华国际机场位于渥太华市中心南10公里处，有连通加拿大各地和国外的频繁往返的各趟航线

。从多伦多出发约一小时。从早7点到晚21点，1小时1～2趟班机。此外，从蒙特利尔出发30分钟

，魁北克出发1小时，从温哥华出发有5小时20分的距离。

渥太华机场交通

从渥太华国际机场到达市区可乘坐机场大巴，连接城内主要宾馆，从早5:00至最后航班每隔30分

钟运行一次。到市内约需20分钟，单程车票为9加元，往返车票为14加元。机场外有47路公共汽车

前往市区，2元3角加元。还可乘坐出租车到达目的地，不过价格较贵，并需要付小费。

铁路

连通蒙特利尔、魁北克和多伦多等地。从蒙特利尔至渥太华每日平均3～4趟班车运行，所需时间

为2小时10分。从多伦多至渥太华每日平均2～4趟班车运行，所需时间为4小时20分。

如果旅行较多城市，可考虑加拿大VIA铁路推出的国家铁路卡(CANRAILPASS)，持卡人可在有效

期内无限次乘坐加拿大VIA铁路各线列车的经济车。 

                                               58 / 68



�������

渥太华：文化交融

(图片由网友 @来自浮云 提供)

票价：旺季时间(6月1日到10月15日)成人每张616加元；持ISIC卡的学生、24岁以下或60岁以上乘

客每张545加元。淡季时间成人每张390加元；持

ISIC卡的学生、24岁以下或60岁以上乘客每张355加元，延长期每天30加元。

如果旅行目的地在渥太华、多伦多、京士顿、温莎、蒙特利尔、魁北克市、伦敦、Kitchener、Stra

tford、Sarnia这些加拿大东部城市之间，可使用加东铁路卡(CORRIDORPASS)在连续10天之内无限

次乘坐。

票价：加东铁路卡分为普通车(Economy)和头等车(VIA1)两种。普通车成人每张卡205加元，2-11

岁儿童每张卡103加元，持ISIC卡的学生或60岁以上老人每张卡185加元；头等车成人每张卡514加

元，2-11岁儿童每张卡257加元，持ISIC卡的学生或60岁以上老人每张卡463加元。

VIA Ottawa 电话(613)244-8289

   

2、市内交通

公路

Voyageur Colonial Bus运行于多伦多、蒙特利尔、金斯敦和渥太华之间。多伦多出发约每日10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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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需时间为4小时30分。从早6点～23点与蒙特利尔之间的班车一小时大约发1次，所需时间2小时3

0分。

渥太华电话(613)238-5900 赫尔电话(819)771-2442

出租车

渥太华公交系统发达，私人轿车普遍，因些出租车不多，通常在大型购物中心、机场、火车站、

长途车站和酒店等地较为常见。出租车费较贵，超过4人搭乘或等候时还需加付10%左右的车费，

并需付车费15%左右的小费。 

公交车

(图片由网友 @闷声发呆 提供)

根据车行路线不同，公共汽车牌也以不同颜色区分。

请记住：绿色代表开往卡纳塔市和格洛斯特市等地的郊线公共汽车，市内线公共汽车为车身上横

画一道蓝线；而往赫尔的公共汽车则是一道红线。

车票一般为1到2加元，投币后记得拿取转车票，可凭票在有效时间内无限次换乘同方向的公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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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车站和商店等地提前购买数张车票较为划算，还可使用日票或月票，普通转车票限时1个半小

时左右使用，日票转车票不限时。

普通票一般7元5角加币/10张，日票：每张5加元，可在一日内无限次使用

旅人提示：

乘坐公交到站前可拉车窗旁的铃表示下车，否则司机可能不停车，也尽量不要在车上吃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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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旅人行程推荐

渥太华是一座花园城市，每年有200万左右游客到此观光游览。渥太华市中心区有里多运河通过。

里多运河以西为上城，这里围绕着国会山，集中了不少政府机关。坐落在渥太华河畔国会山麓的

国会大厦是一片意大利哥特式建筑群，中央有陈设着加拿大各省标志的大厅和一个高88.7米的和

平塔。塔的左右分别是众议院和参议院，其后是规模宏大的国会图书馆。国会山正南沿着里多运

河的联邦广 场中央耸立着国内战争纪念碑。在国会大厦对面的威灵顿大街上云集着联邦政府大厦

、司法大楼、最高法院、中央银行等重要建筑。里多运河以东为下城区，这里是讲法语的居民集

中的地方，这里有很多重要建筑物，市政厅、国家档案馆、加拿大造币厂以及渥太华历史博物馆

和法国罗马天主教的圣母玛丽亚大教堂等建筑；还有联邦火车站及具有法国建筑风格的铁路旅馆

－劳利大楼。

1）两日渥太华精华游

D1: 国会大厦—拜沃德市场

D2: 加拿大文明博物馆—里多运河—加拿大国家美术博物馆

线路指导

第1天：

首先参观国会大厦，看加拿大联邦国会议员决定政策的地方，然后参加当地两小时的旅游团，尽

览首都的历史建筑。中午在拜沃德市场品尝风味美食，下午乘坐古老蒸汽火车到风景如画的威克

菲尔德村，晚上到雷米娱乐场狂欢。

第2天：

首先参观加拿大文明博物馆，见识世界珍藏，然后在里多运河(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

或渥太华河上泛舟，或可搭乘游艇观光，之后到里多购物中心尽情购物，最后在加拿大国家美术

博物馆欣赏艺术表演。

2）渥太华3天深度游

D1加拿大最高法院—渥太华国会山

D2劳里尔故居国家历史遗址—加拿大世界展台—巴西利卡圣母大教堂

D3落克里夫村庄—特托岛土著村庄

线路特色： 渥太华给人的印象就是美，整齐，干净，同时很安静。从加拿大官员的办公场所到文

化艺术中心,不管是历史遗迹公园还是远郊的土著村庄，处处体现的都是加拿大国家的美丽和神奇

。 

3）渥太华博物馆之旅

D1加拿大农业博物馆—加拿大文明博物馆—加拿大滑雪博物馆

D2劳里尔故居国家历史遗址—加拿大国家档案馆—拜汤博物馆

D3加拿大战争博物馆和维米库房—渥太华国家美术馆—加拿大科技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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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4加拿大当代摄影博物馆—渥太华货币博物馆—加拿大航空博物馆

线路特色： 博物馆是一个城市的文化展现，是一个城市修养的体现。渥太华是这样的一个城市，

林立的博物馆讲述着她的历史和现代，城市的地标，城市的文化之心。在首都渥太华，干净宁静

的和谐小城，花两天时间，细细的品味关于渥太华和加拿大这个美丽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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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旅人特别提示

1）在加拿大需要注意的礼仪

仪态礼仪

加拿大人在社交场合介绍朋友时，手的姿势是胳膊往外微伸，手掌向上，手指并拢，不用手指来

指人。加拿大人喜欢用手指比画“V”字形或“OK”字样，在公共场合，加拿大人厌恶那种抢着

插嘴、边说话边用手顶人的人，他们不喜欢别人老盯着自己。加拿大人从不在人前抠头发、清理

手指甲缝里的污垢。

餐饮礼仪

加拿大人爱吃烤制食品，尤其喜欢烤牛排，特别是八成熟的嫩牛排。他们习惯在用餐后喝咖啡和

吃水果。加拿大人偏爱甜食，喜欢白兰地、香槟酒等，忌食虾酱、鱼露、腐乳以及怪味、腥味的

食物和动物内脏。在加拿大，赴宴时最好到花店买一束鲜花送给主人，以表达自己的谢意。在餐

桌上，男女主宾一般分别坐在男女主人的右手边。饭前先用餐巾印一印嘴唇，以保持杯口干净。

进餐时不要当众用牙签剔牙，切忌把自己的餐具摆到他人的位置上。

商务礼仪

在加拿大从事商务活动，首次见面一般要先作自我介绍，在口头介绍的同时递上名片。在商务活

动中赠送礼品，最好赠送具有民族特色的、比较精致的工艺美术品。在正式谈判场合，衣着要整

齐庄重。如有会议或活动，加拿大人会在事前通知你参加的时间，不宜过早到达，如你有事稍为

晚到几分钟，他们一般不会计较。

服饰礼仪

在教堂，男性着深色西装，打领结，女士则穿样式庄重的衣裙。在参加婚礼时，男子或穿着西装

，或穿着便装，穿便装时不打领带。妇女则不宜打扮得过份耀眼，以免喧宾夺主，更不宜穿白色

或米色系列的服装，因为象征纯洁的白色是属于新娘的。

2）在餐馆里小费一般行情为合计金额的10~15%。但如果饭费中已包含有服务费时就没有支付的

必要，要给的话给些零钱即可。此外，极少情况下有的餐馆会将小费数额也加进账单之中，游客

需仔细确认，以免重复支付。

3）出租汽车小费费用为实际消费的15~20%。即便车费不高，最低也需50￠，常识上讲在人数或

行李较多情况下应多支付一些。

4）加拿大的机场、车站、办公楼等公共场所大都要求禁烟，违反最高会被处以$2000的罚金。国

内线航班全部禁烟，国际线除JC以外也是全部禁烟。为照顾不吸烟人的利益，餐厅设有无烟席，

宾馆则有无烟楼层或房间。

5）加拿大一般商店为星期一—星期六10：00-18：00，星期日一般休息。超市或商场根据星期几

的不同营业至20点或21点。星期日营业大多为12—17点。餐馆从7点到22点，夜间俱乐部一般是19

—2点左右。银行则在星期一—星期四9点—15点、星期五到18：00、星期六日休息。但还需注意

的是即便是规定平时没有休假，一旦到了节日，还是有许多地方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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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游人在买酒先看VQA标志：VQA是VintnersQualityAlliance的缩写，加拿大的VQA标准严格，内

容要求必须有85%的制酒葡萄为本地产，85%葡萄成份必须为同品种葡萄，而且，85%的葡萄生产

年份必须相同，以确保加拿大生产的葡萄酒质量，而举凡经过标准程序采摘、酿造的加拿大葡萄

酒，方可在瓶罐贴上VQA标签，旅客只要看到VQA标志即可放心购买。

7）加拿大即使在夏季早晚也很凉，所以必须准备好长袖衬衫和毛衣或者风衣等。此外，对室外活

动者而言，上下分身的雨衣和风雪大衣也是必携之物。而那些只游览大城市的人雨具类只带一把

折叠伞就足够了。

8）加拿大电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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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240v，可直接用，否则也要加变压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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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渥太华旅行关键词

书籍：

《渥太华:里多运河上的一片枫叶》

渥太华称得上是全球最寒冷的国都之一，其纬度与中国的哈尔滨差不多。1月份平均气温达零下11

℃，年均气温6℃。作为“绿色首都”的渥太华是一个风景优美的城市，全市有20余处公园，市中

心还有一个实验农场。这个位于渥太华西南部的中央实验农场是500公顷中央政府所属的进行农业

研究的场所。市区四周由1万7千公顷（4万2千英亩）的绿化带所环绕，这条由“国家首都委员会

”管理的用于环境保护及市民休闲的绿化带主要由森林和湿地所组成。60多种节日活动（郁金香

节、爵士乐节以及冬季狂欢节等）贯穿全年，使得整个城市显得生机勃勃、风景如画。 

这本书基本囊括了渥太华的基本信息，如果有想去渥太华旅游的人可以先找来这本书，做好该做

的功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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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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