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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速览 City Brief

城市印象1

# 族裔文化 # # 电影朝圣 # # 欢庆之城 #

说起世界上文化最多元的城市，多伦多当仁不让。
无数曾让你心动的电影场景在多伦多街头上演，
来自世界各地的节庆表演昼夜不歇、四季不止，这
些都是这座城市不同文化冲击下欢闹狂热的象征
和感性丰润的灵魂。

# 最多元化的国际城市
来自一百多个国家的移民在多伦多生活工作，无论
是唐人街、韩国城、小意大利、希腊街等不同族裔
社区，还是当地饮食、艺术或建筑的种种特色，都
能体现出多伦多的多元化。

# 最具魅力的文艺之城
多伦多是全球第三大演艺中心，每年在多伦多会上
演近万场演出，这里不仅有百老汇式的豪华演出，
还有深受年轻人喜爱的潮流表演。除此之外，多伦
多也有很多美术馆和艺术馆，艺术气息十足。

目的地情报

目的地 

多伦多

所属大洲 

北美洲 

外文名

Toronto

所属地区  

加拿大

官方语言  

英语 法语

面积 

 3972 平方公里

著名景点

国家电视塔 列岛公园 

圣劳伦斯市场 皇家安大略博

物馆卡萨罗玛古堡

人口 

约 262 万人

特色美食 

枫糖 三文鱼 牛油挞 

豌豆腌肉 冰酒

南航航班信息 

已开通从广州直飞多伦多

的航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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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酿酒厂小酒吧里听演出
看看艺廊和古建筑，在酒吧里点一杯冰酒，听一场演出，品味一段人生。

国家电视台顶端俯瞰城景
找一个晴朗的日子，登上国家电视台观景台，像鸟儿一样和整个城市说早安。

皇家安大略博物馆内看展
从印第安文化到中国的艺术古董，它是城市历史与文化最忠诚的记录者。

肯辛顿市场内品多元文化
踱步在色彩亮丽的维多利亚建筑之间，享受不同文化带来的冲击与震撼。

骑行游玩多伦多列岛公园
骑着自行车，在湖边的咖啡店看着多伦多漂亮的天际线，你可以悠闲地度过一整天！

体味皇后街的混合与独特
在遍布精美艺术品商店的街道上，去附近小酒馆喝杯咖啡，那种氛围独特而文艺。

去圣劳伦斯市场享受美食
这里是美食的天堂，也是街头艺术表演者的爱好之地，充满着都市活力。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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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做的事To Do 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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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vel Calendar

穿衣指南
多伦多是典型的温带大陆气候，四季分明，12 月起天气转冷，
温度在零度上下徘徊，还会下雪，要注意保暖，最好穿上羽绒服。
冬天一定要记得穿雪靴，不然脚趾头会哭泣。

最佳旅行时间
5 月到 10 月均可，最佳时间是 9 和 10 月。因为 9、10 月天气
不冷不热刚刚好，此时还可欣赏枫叶尽染多伦多的美景。

旅游日历

多伦多艺术及文化节 加拿大国庆节 加勒比海狂欢节 多伦多电影节

公历

6 月
公历

7 月
公历 公历

8月 9 月
加大拿和国际各种流派的
艺术家聚集在多伦多展现
风格各异的艺术创作。

市 民 们 聚 集 在 Mel 
Lastman Square 观 看
音 乐、舞 蹈、嘉 宾 表 演
和 璀 璨 的 烟 花 汇 演 来 庆
祝 加 拿 大 的 多 元 文化。

北 美 最 大 的 加 勒比海 狂
欢节，参加游行的人会穿
着各 种 色 彩 艳 丽 的 服 装
在具有浓郁加勒比气氛的
钢 鼓 音 乐 中 狂 欢 起 舞。

多 伦 多 国 际 电 影 节 是
全 球 最 负 盛 名 的 几
大 国 际 电 影 节 之 一。

 6 日至 16 日第 2 个星期 1 日 第 1 个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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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伦多三日文化之旅
# 异域风情 # # 多元族裔文化 #

推荐行程

旅游天数：3 天
行程亮点：体验多伦多别致的多元族裔文化。
适合人群：自由行旅客、背包客、假期充裕的旅客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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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DAY

2
DAY

多伦多唐人街 - 肯辛顿市场 - 小意大利

早上起早去多伦多唐人街用早茶，然后在唐人街体验异域的
华裔风情。逛完唐人街步行去肯辛顿市场赶农产早市。

肯辛顿市场是加拿大最不像市场的地方，它是集合了各家特
色小店为一区，而不是什么特定的建筑物，它并非最有名的，却是
最可爱的一区市场，它聚集了各式来自异国他乡的手工艺饰品或
是衣物，有的店铺充满东南亚风情，有些店铺是南非土著风，甚
至还有西伯利亚和波西米亚风情的家居饰品，让人爱不释手，一
个上午也逛不完。用完午餐可以继续发掘特色小物，悠闲地逛一
个下午异国风情的集市店铺。

下午约三四点搭乘地铁出发去小意大利。走到小意大利，它
的代表性街灯就成了意大利靴形地图的样子，就像尊重不同人种
在这片土地上发展的城市一样，很“多伦多”。小意大利最大的特
色就是穿插在满满的餐厅之中的那些小酒馆，有的空无一人，有
的高朋满座。不一定非要挤破了头进去哪些人海涌动的餐厅或是
酒馆，这里的每一家酒馆都集合了一位老板的人生阅历和梦想，
带有各自的特色。

逛完古董特色店铺，凭眼缘找到你最喜欢的一家餐厅坐下来
用晚餐，晚餐后去酒吧点一杯冰酒，听一场演出，然后搭地铁回
酒店休息。

圣劳伦斯市场 - 纺织博物馆 - 古酿酒厂区

早上起早搭乘地铁前往圣劳伦斯市场，想必圣劳伦斯市场
内琳琅满目的食物和商品会让你眼花缭乱，新奇不已。中午再
去 Buster's Sea Cove 餐厅点一个鲑鱼肉三明治，边吃边走在
热闹的早市里，听街头艺人充满异域风情的演奏，还可以去北楼
看一看古老的圣劳伦斯市政府。用完午餐后徒步走去参观纺织
博物馆，然后沿着安大略湖湖滨散步去古酿酒厂区参观旧厂房
的艺术区。在英国殖民时代，这里曾经是最负盛名的酿酒厂区，
这里的建筑多半是工业歌德式的风格，有一群被保存得非常完
好的维多利亚时代的工业建筑群。它在 2003 年经过改造后，有
数百部电影都曾在这里取景拍摄，其中也包括很多人熟悉的《X
战警》。建筑里有橘红色的地砖通往各色餐厅、特色艺术商铺和
商场，一到黄昏就热闹非凡。

晚上去逛一逛商铺，累了就找一间咖啡厅点一杯枫糖拿铁，
夜深就回酒店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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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家安大略博物馆 - 卡萨罗玛古堡 - 加拿大电视塔

早上睡饱用完早餐后搭地铁在 Bathurst 站下，去皇家安大略博物馆参观，如果有时间可以去边上的
巴塔鞋类博物馆参观。

中午用完午餐搭乘地铁在 Dupont 站下，去卡萨罗玛古堡。卡萨罗玛古堡坐落在多伦多的北部，是加
拿大的一位金融家亨利拉特男爵仿造中世纪的风格修建而成的，它结合了罗马、诺曼和歌德风。卡萨罗玛
是音译，在西班牙文中意为“山上的城堡”。亨利拉特男爵一直梦想有一座可以俯瞰多伦多市的中世纪古堡，
只可惜好景不长，他只住不到 10 年，就因为资金周转问题不得已将它卖掉了，几经周转，如今这座古堡的
所有权归多伦多市政府所有，它也成了有名的旅游景点之一。

晚上在电视塔顶的 360 度餐厅用晚餐，在观景台将多伦多整个城市的夜景尽收眼底，完成这三日的
文化之旅。

3
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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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证 Visa

签证办理

旅游签证
签证有效期 

最长十年
入境次数

签证有效期内多次

停留时间 
最多 180 天

申办费用  
 非在线申请 人民币 182.30 元 / 人

         在线申请 167 元 / 人

是否需要面签 
否

建议办理时间 

提前二十天办理

加拿大有临时居民访问签证、学生许可、工作许可和永久居民
旅行证件四类签证，前往多伦多旅行的游客要办理临时居民
访问签证。

1

出行须知3

据加拿大大使馆签证中心官网消息，临时居民访问签证申请
包括在中心递交申请和邮寄递交申请两种：

在中心递交申请步骤：
Step 1

请详细阅读 IRCC 网站上签证和许可的相关规定，并且下载临
时居民访问签证申请表格与清单。

Step 2

填写申请表格 和了解其他相关文件。

Step 3

阅读隐私政 策，并在签证申请提交前填写服务同意书。如
果在签证申请中心递交文件，但是没有递交填写好并签名
完成的服务同意书，加拿大大使馆签证中心将无法为您提
供服务，也必须将您的申请文件退还给您。 此外，如果您
选择了通过网上申请签证，请在中心递交护照和相关文件
的同时提供有效电子邮箱。

Step 4

按照 IRCC 网站的 IRCC 收费列表了解所缴纳的费用。

Step 5

请携带您的护照、照片、完整填写并签名的表格，清单上所
列出的文件以及相应的费用到加拿大签证申请中心 （简称
“CVAC”）提交申请。CVAC 将收取必要的服务费。

Step 6

当您抵达 CVAC 时，请缴纳服务费，完整的申请文件，工作人
员会为您提供收据。收据上的编号用以领取文件以及在线查
询申请进度时使用。请妥善保存。 

如您通过签证申请中心提交申请，中心会确认您的申请材料
是完全按照的加拿大公民及移民处的要求递交，并在下一个
工作日进行审理。使馆签证处将评估你的申请并作出决定，签
证被批准或是被拒签，如拒签会有拒签信说明拒签的理由。
使馆签证处将会安全的返还您的护照给签证申请中心，会通
过递交申请时所提供的相关信息通知您。同时，中心会更新
在线跟踪系统更新您的受理状态，并显示您的护照的返还状
态。届时您可以前往签证申请中心领取或是等待快递邮寄。

邮寄递交申请步骤：
Step 1 

在 IRCC 网站上查询访客签证相关信息，下载适合的申请表格
和清单。请参阅 “签证种类”了解签证和许可的信息。

Step 2 

填写并打印电子申请表格和其他相关文件。我们强烈建议使
用激光打印机打印申请表格，且用白色、质量好、光滑的纸打印。

Step 3 

阅读隐私政策，并在签证申请提交前填写服务同意书。如果
在签证申请中心递交文件，但是没有递交填写好并签名完成
的服务同意书，加拿大大使馆签证中心将无法为您提供服务，
也必须将您的申请文件退还给您。此外，如果您选择了通过
网上申请签证，请在邮寄护照和相关文件的同时提供有效电
子邮箱。

Step 4 

按照 IRCC 网站的 IRCC 收费列表了解所缴纳的费用。

支付签证费用说明 :

http://www.cic.gc.ca/english/information/fees/index.asp

Step 5 

请按照 CVAC 网站上服务费用说明支付 CVAC 服务费 , 和其
他可供选择的服务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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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提示：如收到了您的邮寄申请，但付给 CVAC 的服务费不
正确，加拿大签证申请中心不会受理您的申请，您的申请将
会被退回。此外，请勿选择除网上银行转账或银行柜台存款
以外的方式进行汇款。

服务费用说明 : 请参考《相关服务及收费标准》，并将所应支
付人民币费用汇入下述账户：

北京

银行名称： 中国银行北京使馆区支行

账号： 342 860 268 969

账户名称： 北京双雄对外服务公司签证代理服务中心

 
上海

银行名称： 中信银行上海卢湾支行

账号： 7313510182600039041

账户名称： 上海申慧因私出入境服务有限公司加拿大签证中心

广州

银行名称： 中国工商银行广州第二支行

账号： 3602 0005 1920 0501 304

账户名称： 广东中旅移民签证顾问有限公司

重庆

银行名称： 中行重庆解放碑支行

账号 : 113 013 634 166

账户名称 : 重庆亿通出国咨询有限公司

Step 6 

按照清单准备申请资料 .

Step 7 

完整填写并签署邮寄申请审核清单，确保将其连同您的申请
一起邮寄给加拿大签证申请中心。

Step 8 

将填写完整并签名的申请表格，清单和服务同意书，连同您
的护照，两张照片和所有必要的申请资料和签证费、服务费
和快递返还费用（详见第四步的费用说明）的付费证明，放
入密封的信封中，按照下述地址邮寄给加拿大签证申请中心。
( 注意：如您的回邮地址不同于服务同意书上的地址或收件
人不是申请人本人 , 请您随函另附纸注明。)

北京加拿大签证中心

中国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南大街 11 号中汇广场 A 座 12 层 
邮编：100007

热线电话 : 010-84476877

电子邮件 : infopek.cacn@vfshelpline.com

上海加拿大签证中心

中国上海市黄浦区四川中路 213 号久事商务大厦 2 层 

邮编：200002

热线电话 : 021- 51859715 

电子邮件 : infosha.cacn@vfshelpline.com

广州加拿大签证中心

中国广州市天河区体育西路 189 号城建大厦 3 楼 351 室 ,

邮编：510620

热线电话 : 020- 38898475

电子邮件 : infocan.cacn@vfshelpline.com

重庆加拿大签证中心

中国重庆市渝中区民生路 235 号海航保利国际中心 33-D

邮编：400010

热线电话 : 023-63721388

电子邮件 : infockg.cacn@vfshelpline.com

Step 9 

请向您选用的邮寄签证申请的快递公司查询邮寄状态。

Step 10 

CVAC 将会在收到您提交的邮寄申请后，于两个工作日内发给
您一封申请受理邮件，并告知您的申请查询号码。

Step 11 

在加拿大签证官员审理完毕您的申请后，申请资料以邮寄形
式返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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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证延期

申请条件：需在停留期到期前的一个月内申请。

申请步骤：

1. 登陆 CiC（加拿大移民网）网站 http://www.cic.gc.ca/english/visit/extend/visa.asp

2. 点击 Determine your eligibility and apply online，确认申请资格。

3. 详细回答每个窗口的问题。

4. 按要求上传相关资料。

5. 签证中心会邮件和信件通知体检。

2

时差 Time Difference

多伦多位于西五区，比北京时间晚 13 个小时。加拿大实行冬夏时令，夏令时更换时间是在三月的第二个周日，凌晨 2 点
将时钟往后拨快一小时。冬令时更换时间是在十一月的第一个周日，凌晨 0 点将时钟往前拨慢一小时。

当地护照遗失
如护照在多伦多遗失、被盗，请尽快向当地警方报警，并向中国驻多伦多大使馆申办旅行证。

    申请步骤：
Step 1
登陆领事服务网 http://toronto.china-consulate.org/chn/lsfw/ 在线提交申请表及预约到馆办理时间

Step 2
在约定时间内前往大使馆递交材料，材料包括：
1、《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 / 旅行证 / 海员证申请表》
2、书面申请书，说明您申请旅行证的理由
3、护照、身份证和有效签证原件和复印件
4、同版照片电子版（请刻于 CD 光盘，不接受其它形式的电子版照片）

Step 3
缴纳申办费用，然后在约定的取证时间，前往大使馆领取旅行证

    申请地点：

中国驻多伦多大使馆
地址：240 St George st Toronto ON M5R 2N5
联系方式：416-964-7260（周一至周五 9:00-12:00，13:30-17:00，节假日除外）
办公时间：周一至周五 9:00-12:00，13:30-17:00，节假日除外
官方网址： http://toronto.china-consulate.org/chn/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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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 Communication

国家区号与城市区号 

加拿大国家区号 001

多伦多区号 21

1

电话卡2

购买当地电话卡 国内电话卡国际漫游

适用人群
上网比较多的人；

对网速要求较高的人；

旅游期间当地电话比较多的人

出国不想换卡、不想换手机号码的人

优势
拨打当地电话、上网都比较便宜

网络信号较好

无需换卡，比较方便，还可以正常接收国内电话和短

信提示（如银行卡消费短信）

劣势 换卡后，可能会错失国内某些重要的电话或短信
部分通信运营商漫游收费较贵 

网络覆盖信号及速度不太好，部分地方没有 4G 覆盖

资费

加拿大最知名的手机运营商就是 Rogers, 其次是 Telus

和 Bell；

Rogers：推荐 $20.75，包含无限北美和国际短信，无限

照片视频传送，周末无限通话时长 ( 周五 6 p.m. 至周一

7 a.m.)；

Fido：资费比 Rogers 便宜，与 Rogers 使用相同的网络

设施；

Bell：推荐 $25.75 Prepaid：包含 150 分钟通话时长，无

限国际短信，照片和视频传送

（单位：元 / 分钟）

中国移动：拨打中国内地，¥2.99/ 分钟；漫游地接听，

¥2.99/ 分钟；拨漫游地，¥2.99/ 分钟；拨其他国家和

地区 ( 不含特定国家和地区 )，¥3.00/ 分钟；发短信

回中国内地，¥0.99/ 条；发短信至其他国家和地区，

¥1.89/ 条；

中国电信：拨打中国内地，¥2.99/ 分钟；漫游地接听，

¥1.99/ 分钟；拨漫游地，¥2.99/ 分钟；拨其他国家和

地区 ( 不含特定国家和地区 )，¥3.00/ 分钟；发短信

回中国内地，¥0.99/ 条；发短信至其他国家和地区，

¥1.89/ 条

购买途径 机场、当地的酒店、便利店、百货店 各大营业商

注意事项
部分电话卡对手机型号有要求，请向卖家咨询确认；

没进入电话卡的使用区域前，切忌插卡使用，否则将会

产生高额的漫游费用

要记得在出发前，联系你的通信运营商开通国际漫游；

不需要上网的时候，请务必关闭数据网络，节省流量

WiFi 覆盖程度：

大部分餐馆、酒店都有 WiFi 网络，但一般要在商家消费才会
给你密码。机场和城市内的公共场所基本都有 WiFi 网络。 

随身 WiFi 租赁：

最便宜的是淘宝，最方便的是机场的 24 小时柜台。

①租赁地点：在以下城市机场均设有 24 小时柜台，供客人提
取和归还机器：

北京、上海、深圳、成都、重庆、天津、青岛、沈阳、厦门、西安、
长沙、大连、武汉、杭州、南京、福州

②价格：35 元 / 天左右

WiFi 网络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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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与消费 Currency 
and Cost

货币兑换

参考汇率（2017 年 7 月 21 日）

1 加元 =5.372 人民币

1 人民币 =0.186 加元

货币：加拿大元

加拿大纸币面额分为 $5、$10、$20、$50 及 $100。$5 是蓝色，
$10 是紫色，$20 是绿色，$50 是红色，$100 则是啡色。硬币
分为 1 元，2 元和 1、5、10、25、50 分。

1

2

在国内

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交
通银行，均开通了外币兑换业务，持身份证至各大银行办理（请
提前致电银行服务热线咨询或预约）

在多伦多

一般来说多伦多机场的汇率是最好的，取完行李出来即可看
到几十个换外汇的柜台。另外，在多伦多大街小巷均有兑换处，
大部分银行和兑换处可以用美元现金或旅行支票兑换，可以
在比较合适的汇率下进行兑换。多伦多有银联标志的 ATM 机
可以直接取人民币，但是有手续费。

银行卡的使用3
银联卡的使用

刷卡消费

虽然在多伦多大商场购物可以刷卡，但一般使用 visa 比较
多，因此建议旅客尽量带足现金。Scotiabank、BMO、CIBC、
DCBank 四家银行的 ATM 机可以使用银联卡取现，但是要注
意，如果卡片同时有银联和 Visa 两种标志，ATM 机默认首选
Visa 线路，Visa 的手续费稍贵。如果想通过银联线路取现，
须使用只有银联标志的借记卡取现。

另外还可使用国际卡组织单标信用卡。近年来，银联、VISA、
万事通等卡组织相继发行单标卡，对自己旗下的信用卡单独
结算。例如我们最常见的人民币卡，就是银联的单标卡。对
于出境的旅客来说，携带一张单标卡会便捷很多。现在很多
银行提供信用卡取现免手续费的服务，但不包括利息。旅客
取现完之后，用手机银行或者支付宝等把刚取现的钱还上即
可免去利息支出。相对而言，在国外消费最安全的方式是刷
EMV 的外卡组织信用卡，可免去磁条卡容易被盗刷的威胁。
目前国内可以办理 EMV 单标芯片卡的银行有工行、中行、建行、
农行、招行、民生、交行旅客可提前关注。

ATM 取现

在多伦多，凡贴有银联标识的 ATM 机均可使用银联卡提取现
金（取款需支付一定手续费，具体请咨询发卡银行。）

消费水平

小费

4

5

多伦多吃的东西比国内便宜，尤其是水果（苹果零售 0.57
加元 /450 克），但住房和交通会比较贵。

加拿大是小费国家，通常在餐厅消费时，小费金额一般在总
金额的 15% 左右，给行李员和客房服务员的小费一般为 1-5
加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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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税6
加拿大从 2007 年开始规定在加拿大旅行购买商品的游客不
得退税。但是参团旅游中的住宿税费可以申请退税。

退税条件：

住宿或露营费用必须包含在合格的旅行套餐费用中；

住宿时长不能超过一个月；

费用要高于每晚 20 加币

退税方式：

在机场处填写退税申请表；

回国后将退税申请表和收据一起寄到表格上的位置——加拿
大国税务局；

约二个月即可收到加国政府的退税支票

注：加拿大的参团住宿费只能回国后才可办理退税

   
插座类型：采用美式三相电源接口 

电压：120 V 

频率：60 Hz

国内用的 220V 电器，插到多伦多 120V 的电源上可能会出现
不能使用或者功率减小情况，部分酒店会提供租赁变压器，
但建议还是提前上网选购变压器为佳。

电源插座  Outlet

紧急报警电话：911

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呼叫中心电话：12308

紧急求助 Emergency 
help

1. 加拿大的商家周一至周六的营业时间一般到 18：00 就结
束了，周日会到 21：00，一些便利店和药店会 24 小时营业。

2. 在加拿大，在规定地点以外饮酒属于违法，可饮酒的地点
会挂有酒牌。

3. 加拿大自来水可以直接饮用，当地人习惯喝冷水，酒店不
习惯提供热水。

4. 加拿大人认为守时是基本素养，约会一定要守时。

5. 在加拿大不要插队，即使没有明显的排队，也要尊重先等
在这里的人。

注意事项 Matters 
Need Att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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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 点4
最热榜单 必去景点1 2

 

 

 

TOP 1 
多伦多列岛公园

TOP 5  
加 拿 大 瑞 普 利

水族馆TOP 4 
 圣劳伦斯市场

TOP 3 
皇家安大略博物馆

TOP 2
加拿大国家电视塔

多伦多列岛公园（ Toronto Island Park）

多伦多列岛公园位于安大略湖的湖心岛上，灯塔、沙滩、野餐区、
步行道和骑车道，小吃餐吧、酒吧、网球场和夏季营业的游乐
场。在阳光明媚的好天气，穿上舒适的鞋、带上自行车或狗狗，
在沙滩上欣赏落日美景，最后在夜幕降临时观赏多伦多市区
的天际线，在公园里可以悠闲地度过一整天。
开放时间：全天
门票价格：免费
景点位置：安大略湖中心的湖心岛上
如何前往：乘 坐 地 铁 黄 线 至 King 站，步 行 至 Jack Layton 
Ferry Terminal，在此购票乘坐渡轮前往多伦多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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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国家电视塔
(CN Tower）

加拿大国家电视塔现为世界上第五高的自
立式建筑物，被认为是多伦多的地标。塔内
拥有将近一千七百多级的金属阶梯，塔高约
等于于一百几十层楼的高度。1995 年，加拿
大国家电视塔被美国土木工程协会收入世
界七大工程奇迹。
开放时间：10:00 - 22:30
门票价格：21.99 加元
景点位置：01 Front St W, Toronto, Ontario 
M5V 2T6, Canada
如何前往：乘坐地铁在 Union 站下，沿 Front
街向西步行十分钟，或沿 SkyWalk 步行五
分钟即到

皇家安大略博物馆
(Royal Ontario Museum）
  
皇家安大略博物馆位于加拿大安大略省
多伦多市中心，是北美洲第 5 大博物馆。
其主要内容是考古学、美术、生物学。馆
内的收藏品从木乃伊到中国陵墓，丰富多
彩。除了历史和文物，馆内还开展自然科学、
动物的生态、艺术及人类学等主题的展览，
新奇好玩。
开放时间：10:00 - 17:30
门票价格：15 加元
景点位置：100 Queen's Park Crescent | At 
Bloor St., 
如何前往：乘坐地铁在 St George Station
站下车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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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劳伦斯市场 (St. Lawrence Market）

圣劳伦斯市场位于多伦多老城区的中心，由三座老楼组成，北楼里有圣劳伦斯市政府，而南楼市场里聚集了货真价实的食品，
艺术品，街头艺人演奏的音乐更令市场充满活力。周六还有农夫市场，摆上新鲜好看的蔬果农品，热闹非凡。
开放时间： 

加拿大瑞普利水族馆（Ripley's Aquarium of Canada）

瑞普利水族馆位于国家电视塔旁，展出一万六千多条海洋及淡水动物。这里有全北美最长的观鲨鱼隧道、全世界最大的水母营地，
每天还有潜水表演， 绝对不会让你失望。
开放时间：09:00-23:00
门票价格：80 加元
景点位置：288 Bremner Boulevard, Toronto, ON M5V 3L9, CANADA
如何前往：乘坐地铁黄线至 Union Station，沿 SkyWalk 廊式步行道步行 10 分钟。

农贸市场 南部市场 古玩市场

周六 05:00-15:00

周二至周四 08:00-18:00；

周五 08:00-19:00；

周六 05:00-17:00

周日 05:00-17:00

门票价格：免费
景点位置：93 Front St E, Toronto, ON M5E 1C3
如何前往：有轨电车 304 线 King St East at Jarvis St下车



16Toronto           多伦多

卡萨罗玛古堡（Casa Loma Castle）
 
卡萨罗玛城堡是著名金融家 Henry Pellatt 爵士的私人豪宅。这座中世纪风格的古堡耗资 350 万美金、耗时 3 年时间打造，由
装饰华美的套房、800 英尺的隧道、古塔、马厩和 5 英亩的花园构成。
开放时间：09:30—17:00，16:30 停止进场
门票价格：20 加元
景点位置：1 Austin Terrace, Toronto, ON M5R 1X8
如何前往：乘坐地铁黄线至 Dupont 站，步行约 15 分钟

古酿酒厂区（Distillery District）

古酿酒厂区是由旧厂房改造的艺术区，维多利亚时代的工业建筑中随处可见画廊、艺术工作室、咖啡馆、酒吧和设计师小店，
作为多伦多文化艺术的地标，复古的红砖墙成为当地拍摄婚纱照的热门地点，不少电影都曾在这里取景。
开放时间：

周一至周三 周四至周五 周六 周日

11:00-19:00 11:00-20:00 10:00-20:00 11:00-18:00

门票价格：免费
景点位置：The Distillery District, Toronto, ON M5A
如何前往：乘坐 172 路公交车至 Mill St at Trinity St 或 Mill St at Cherry St 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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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岗昆省立公园（Algonquin Provincial Park）

阿岗昆省立公园是加拿大安大略省最古老的国家公园，共有 2500 多个湖泊和广阔的森林，适合划船、垂钓、徒步、骑行等多项
户外运动。运气好的话，还可以看见驼鹿、黑熊和各种鸟类。每年秋天，漫山遍野被火红的枫叶尽染，红黄绿三色交织，倒映在
清澈的河流湖泊中，让人难忘。
开放时间：全天开放
门票价格：至 2017 年 3 月 31 日车辆通行证每天 17 加元 / 辆
巴士许可证每天 125 加元 / 辆
景点位置：Algonquin Provincial Park, Ontario 60, Ontario 
如何前往：可从多伦多自驾前往，单程约 3 小时，60 号公路横穿园内

加拿大纺织博物馆（Textile Museum of Canada）

加拿大纺织博物馆收集、展览和记录了加拿大的纺织行业，展出了超过 12000 件来自全球的纺织品，涵盖了两千年的纺织业
历史，展品有面料、仪式用布、服装、地毯、被子和相关文物。
开放时间：11:00 -17:00
门票价格：15 加元
景点位置：55 Centre Ave, Toronto, Ontario M5G 2H5, Canada
如何前往：乘坐地铁黄线至 Dupont 站，步行约 5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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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后公园（Queen's Park）

皇后公园内矗立着雄伟的安大略省议会大厦，安大略省皇家博物馆、多伦多大学也位于附近。公园绿树成荫，环境优美，是休
闲放松的好去处。
开放时间：全天开放
门票价格：免费
景点位置：College St. & University Ave, Toronto, ON
如何前往：乘坐地铁黄线至 Queen's Park 站

肯辛顿市场（Kensington Market）

肯辛顿市场 kensington market 是一个充满多元文化气息的地方，它彷佛搜集了来自世界各地不同的颜色。这里不仅有卖瓜
果蔬菜的小摊，贩卖二手货物、怀旧收藏的店铺，还有色彩斑斓的维多利亚式建筑，同时，这里还是发掘古董、二手服饰、军用
品和品尝异国美食的宝地！在迷宫般的巷弄间踱步，像是走一趟知性的环游世界之旅。
开放时间：全天开放
门票价格：免费
景点位置：Kensington Market, Toronto, ON, Canada
如何前往：轻轨电车站 Dundas St West at Denison Ave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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弥敦菲腊广场
(Nathan Phillips Square）

用自己的照片带上多伦多的图标作为明信
片，在夏天欣赏这里的喷泉，边吃边逛小吃
街，冬天在这边的溜冰场滑冰，徜徉在这个
充满阳光和欢笑的地方。
开放时间：周二 - 周日 10:00-08:00
门票价格：免费
景点位置：100 Queen St W, Toronto, Ontario 
M5H 2N1, Canada
如何前往：乘坐地铁黄线至 St Patrick 站，
步行约 5 分钟

多伦多唐人街
(Toronto Chinatown）

多伦多唐人街汇集了多家中国餐厅、
商店、蔬果市场、推拿中心等，建筑
的装饰和风格颇具中国特色。每年
春节是唐人街最热闹的时候，特色
的舞龙游行在喧天锣鼓的伴奏下进
行，热闹非凡。
开放时间：全天开放
门票价格：免费
景点位置：Chinatown, Toronto, ON
如何前往：乘坐地铁黄线至 St Patrick
站，步行约 15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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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伦多动物园（Toronto Zoo）

多伦多动物园拥有 460 多个物种和 5000 多只动物。园内分为室内和室外多个园区，包括熊猫馆、企鹅园、温室雨林馆、非洲
园区和美洲野外园等。最受欢迎的是大熊猫大毛和二顺，另外，还有美洲的黑熊、南极的小企鹅、非洲的长颈鹿以及随处可
见的加拿大鹅。
开放时间：周二 - 周日 09:00-19:00，闭馆前一小时停止入场
门票价格：冬季 23 加元，夏季 28 加元
景点位置：2000 Meadowvale Rd, Toronto, Ontario M1B 5K7, Canada
如何前往：乘坐地铁蓝线至 Kennedy 站，换乘 86A 路公交车至动物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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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众景点3

小意大利（Little Italy）

小意大利区充满了浓郁的意式风情，满街都是意大利风味的餐厅和酒吧，各种小店和古董店随处可见，还可参观华丽的教堂，
另外它还是不少影视作品的取景地。
开放时间：全天
门票价格：免费
景点位置：College St, Toronto, Ontario M6G 1B6, Canada
如何前往：乘坐 306/506 路公交车至 College St at Grace St 站

心灵港湾画廊（Medicine Pouch）

心灵港湾就像是一个喧嚣的艺术中心，这里有许多土著艺术会让人想起西海岸的图腾。如果你喜欢寻找一些独特的东西，你绝
对不能错过这里。
门票价格：免费
开放时间：全天开放
景点位置：156 Front St. W., Toronto, Ontario M5J2L6, Canada
如何前往：轻轨坐到 Wellington St West at York St下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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炼糖博物馆（Redpath Sugar Museum）

炼糖博物馆是多伦多一处比较有特色的博物馆，这里的糖指
的是加拿大的特色枫糖，枫糖是由枫树木质部位的汁液制成
的糖浆，在加拿大十分盛行，加拿大人会在烤面包时加入枫糖，
也会加在咖啡和红茶里，了解其制作过程，品尝枫糖制成的甜
品，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五 10:00-12:00 ;13:00-15:30
门票价格：免费
景点位置：95 Queens Quay East, Toronto, Ontario M5E 1A3, 
Canada
如何前往：地铁 1 号线 King Station 站下，步行 20 分钟。

皇家亚历山大剧院 (Royal Alexandra Theatre Exterior）

皇家亚历山大剧院位于多伦多市中心的国王大街，它的外观就像是多伦多街头一家十分不起眼的小剧院，却演出过很多百老汇
知名音乐剧剧目。可以上它的官网查询近期的演出节目单：https://www.mirvish.com
门票价格：根据演出而定
开放时间：根据演出而定
景点位置：260 King St W, Toronto, ON
如何前往：乘坐地铁 Yonge-University Line 到 St Andrew 站

吉布森老宅博物馆（David Gibson）

吉布森老宅博物馆由戴维吉布森建于 1851 年，是照旧时农庄
家庭的的风格进行装修的，将北美全胜时期的农庄风光展现
得非常好，是午餐和消磨下午时光的好去处。
门票价格：免费
开放时间：全天开放
景点位置：5172 Yonge Street, Toronto, Ontario M2N 5P6
如何前往：乘坐地铁至 North York Centre 站步行 5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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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塔鞋类博物馆（Bata Shoe Museum）

巴塔鞋类博物馆由超级鞋品爱好者索尼亚 • 巴塔夫人创建，建筑外观就像一个精致的鞋盒，馆内收藏了一万多双不同年代、地域、
质地和功能的鞋子，包括中国的花盆底、日式木屐、原始草鞋、名人穿过的鞋子等。
开放时间：

周一至周三、周五至周六 周四 周日

10:00-17:00 10:00-20:00 12:00-17:00

门票价格：14 加元起
景点位置：327 Bloor Street West, Toronto, ON M5S 1W7
如何前往：地铁 1 号线 St George Station 站下，步行 10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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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食5

最热榜单 当地特色美食1 2

 

 

 

TOP 1 
肉汁奶酪薯条

TOP 2 
象拔蚌

TOP 4
冰酒

TOP 5
枫糖拿铁

TOP 3 
枫糖煎三文鱼

肉汁奶酪薯条

来加拿大一定要尝尝加拿大特色 Poutine( 肉汁奶酪薯条 )。 
这种原产自魁北克省的食物现在已经成为加拿大的代表菜。
炸薯条上放上奶酪后浇上刚做出的肉汁，奶酪保持一种暖暖
的又不化掉的状态，保留了 Poutine 独特的口感。
推荐餐厅：Osgoode Hall
推荐理由：如果你住在多伦多市区，午餐时间只有一小时，那
么就去 OsgoodeHall 吧。这里的午餐为顾客提供三道菜，其
质量口味绝对物超所值。
地址：130 QUEEN ST W，Toronto, Ontario, 加拿大
价格水平：12.59 加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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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拔蚌

象拔蚌原产于美国和加拿大北太平洋沿海。
其食法较多，既可熟食，也可生吃，酒楼食肆
大多以烹制风味独特的“象拔蚌刺身”菜式
吸引顾客，售价虽昂贵，但仍颇受消费者欢迎。
推荐餐厅：Diana's Oyster Bar & Grill
推荐理由：Diana's Oyster Bar & Grill 是最能
代表多伦多海鲜的一家餐厅，很多游客和当
地人都把这里作为吃海鲜的首选，各种海鱼、
龙虾、生蚝通通都是最新鲜的。 推荐龙虾
俱乐部三明治、蛤杂烩汤、烤鲑鱼、鱿鱼，以
及最有名的新鲜牡蛎。
地址：2105 Lawrence Ave. East, Toronto
价格水平：70 加元

枫糖煎三文鱼 

枫糖煎三文鱼将用胡椒、玉桂粉腌制的三
文魚，香煎配上绵密的薯泥和蔬菜，淋上
加拿大特有的枫糖。鱼肉本身自带的鲜美
再配上枫糖的甜腻，使它成了来多伦多不
可不尝的一道美食。
推荐餐厅：Weatcafe
推荐理由：Weatcafe 选用当季最新鲜的
三文鱼，恰到好处的香料没有掩盖它的鲜
味，配以加拿大特有的枫糖，香甜可口。
地 址：7 Charles Street West, Toronto, 
Ontario M4Y 1R4
价格水平：120 加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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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酒

冰酒是冬天献给葡萄酒迷的礼物，也
是加拿大独特而稀有的特产，这种被
誉为「液体黄金」的酒，绝对不能错过！
推荐餐厅：Auberge du Pommier
推 荐 理 由：要说 喝酒，当然 要配 情
调，而论多 伦多 最有情 调 的餐厅，
Auberge du Pommier 当之无愧！
地址：4150 Yonge St, Toronto
价格水平：100 加元

枫糖拿铁

糖枫是一种高大落叶乔木。其树汁熬制
成的糖叫枫糖或槭糖。枫糖的热量比蔗
糖、果糖、玉米糖等都低，但是它所含的
钙、镁和有机酸成分却比其它糖类高很
多，能补充营养不均衡的虚弱体质。加拿
大是全世界最大的枫糖浆产地，淋上枫
糖浆的烤三文鱼、松饼、布丁口感极佳，
将枫糖加入拿铁也是绝配！ 
推荐餐厅：NEO COFFEE BAR
推荐理由：多伦多最好的咖啡馆之一，拿
铁的拉花是随机的，和枫糖拿铁绝配的
还有金桔味的巧克力蛋糕。
地 址：161 Frederick St., Toronto, ON 
M5A 4P1
价格水平 : 20 加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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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油挞 Butter Tart

牛油挞是地道的加拿大传统小吃，将黄油、鸡蛋、坚果和枫糖填充进酥皮里烘烤出炉，甜香酥脆，非常受人欢迎。
推荐餐厅：Parts and Labour
推荐理由：Parts and Labour 是帕克戴尔区有名的工人主题餐厅，在这里你可以看到大量工厂装潢元素，食物也是参照工人喜
欢的口味设计，还有不定期的表演和时装秀！
地址：1566 Queen St W, Toronto, ON M6R 1A6
价格水平 : 60-80 加元

漏斗蛋糕

漏斗蛋糕是将面粉、蛋黄和牛奶混合，加入作料搅拌，在锅中煎炸再佐以果酱的加拿大特色风味小吃，酥软的口感配上甜腻的
果酱别有一番风味。
推荐餐厅：Odin Café Bar
推荐理由：是家咖啡馆，也是个小酒吧，漏斗蛋糕不管是配上咖啡还是冰酒都是绝配，可以和朋友一起去。
价格水平：80 加元
地址：多伦多国王街东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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烤三文鱼

三文鱼用烤的方式烹饪，肉质外酥里嫩，保留了鲑鱼本身的新鲜口感。加拿大的特产鲑鱼可在土产店的鱼品柜买到，例如多伦
多的金山等超市 , 冬天是淡季。三文鱼有各式的熏制方法，自用的话可买半条，送人的话可买包装好的三文鱼切片。
推荐餐厅：The Chase Fish & Oyster
推荐理由：The Chase Fish & Oyster 是多伦多的一家高端餐厅，生意红火，提前一周订位都不一定能一睹芳容，以鱼和海鲜类为主，
在这里可以吃到最正宗的加拿大料理。
地址：10 Temperance St, Toronto, ON M5H 1Y4
价格水平 : 90-120 加元

豌豆腌肉  （Peameal Bacon）

这种腌肉是在上世纪初，向腌肉短缺的英国出口时成名的，但现在已经不用豌豆水腌制了，而是精选瘦里脊肉在玉米面盐水中
腌制而成。
推荐餐厅：Carousel Bakery
推荐理由：来加拿大一定要尝一尝 Carousel Bakery 的豌豆咸肉三明治，据说它每天的销售量是 2600 个！
地址：93 Front St. E., Unit 42 Toronto, ON M5E 1C3
价格水平：10 加元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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觅食地图3
如果你问多伦多有什么地方适合不同年轻人，那可多了去，不论是有着浓郁美洲气息的 Dundas 区，奢华高端的 Bloor 区，还
是多伦多最繁华的 King West 区，食材包罗万象，准能满足你的味蕾！

Dundas 区
这里有地地道道的西式汉堡美食，要提
前三天才能订到位置，服务也是一级棒！
地址：1 Richmond St W, Toronto, ON M5H 
3W4
人均价格：50-100 加元

King West 区
处于市中心地带，有很多特色迥异的西
餐馆，服务员热情有礼，在这里你可以
享受到最纯正的多伦多西式美食，大力
推荐烤羊排，上乘无二之选。
地址：1 King St W, Toronto, ON M5H 1A1
加拿大
人均价格：20 加元

Bloor 区
全球排名前二十的李泉居就坐落在这个
区域，在这里有许多早茶餐厅，而多伦多
的大厨最擅长将中西方料理相结合，制
作出风味独特的美食。
地址：Bloor 上 Bay 地铁站旁边
人均价格：10 加元



30Toronto           多伦多

购    物6
最热榜单1

TOP 2  龙虾油

加拿大有着优越的自然条件，因而盛产味道鲜美、营养丰富
的龙虾，当地的龙虾油质量也很上乘，可以带回家烹调各种
美味，可以随时感受到龙虾美味，还有补养身体、益寿延年
的功效。
售价：25-29 加元
推荐购买地点：伊顿购物中心
地址：Toronto Eaton Centre Gallery 220 Yonge St Suite 110, 
Toronto, Ontario M5B 2H1, Canada

TOP 1  冰酒

加拿大安大略省是冰酒的最佳产地。冰酒对制作的工艺要求很
高：冰葡萄酒是在低温下将葡萄冻成固体，而浓缩的葡萄汁也
比不上正常的产量，因为很多水分在压榨过程中都以冰晶的形
式析出，所以倍显珍贵。冰酒不仅美味而且营养价值也很高，是
葡葡萄酒中的极品。
售价：20 加元
推荐购买地点：国王东街
地址：King Street East, Toronto, ON, Cana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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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P 4  花旗参

花旗参是一味药物，营养价值极高，而加拿大是花旗参的主要产地。所以论起价值与口感，在这里买会更正宗。花旗参的药用
价值极高，可以提高体力和脑力劳动的能力，调节中枢神经系统。另外，它还可以抗衰老、降脂、增强免疫、保护心血管系统等
等功效，带回来送身体较虚弱的亲朋，或自己吃都非常不错。
售价：约 100 加元
推荐购买地点：大山行花旗蔘 GREAT MOUNTAIN
地址：China Town Unit 141, 246 Spadina Ave

TOP 3  三文鱼制品

加拿大首趋一指、闻名全球的水产品就是三文鱼 salmon，也叫鲑鱼。加拿大人喜欢生吃烟熏或腌制的鲑鱼，熏制的方法很多，
有的用盐和黑砂糖腌制而成，有的熏成鱼干，有的熏后煮熟……自用的话可买半条，送人的话可买包装好的鲑鱼切片。鲑鱼原
有的水分在烟熏过程中慢慢风干、凝聚在鱼肉中，香味非常浓郁。可以长时间保存享用，不易腐坏。
售价：35-38 加元
推荐购买地点：圣劳伦斯市场
地址：93 Front St E, Toronto, ON M5E 1C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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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货地点

最佳购物时间

3 

2 

约克威尔街 (Yorkville)

约克威尔街 Yorkville 是多伦多的高档购物区，在这个专营
设计师品牌的区域，可享受贵宾服务，私人至尊购物和雅诗
兰黛 Estée Lauder 水疗服务！
必败好物：花旗参
地址：Yorkville Avenue, Toronto, ON, Canada 
如何前往：搭乘地铁在 bay 站下车，步行十分钟可达
价格水平：视品牌而定

皇后西街 Queen Street West

皇后街是多伦多市内一条主要的东西向大街，央街以西的皇
后西街以商业为主，分布着众多潮流店铺、餐厅、咖啡馆和酒
吧，是深受年轻人喜爱的时尚潮流聚集地。
必败好物：冰酒
地址：Queen Street West, Toronto, ON, Canada
如何前往：乘坐地铁在 Osgoode 站出来后向西行
价格水平：视具体消费种类而定

在加拿大，每年圣诞节各大商场都有很大的优惠打折。



33Toronto           多伦多

圣劳伦斯市场

圣劳伦斯市场有着 200 多年的历史，
在 这 座 古 朴 的 红 砖 大 仓 库 里 你 可以
买到 新 鲜 蔬 果、海 鲜、家 庭自制 食品
等 美味，不少艺术家也在 此出售独特
的 艺 术 品 和 古董。每当集市开放，这
里便热闹非凡。
必败好物：三文鱼制品
地址：93 Front St E, Toronto, ON M5E 
1C3
如何前往：乘坐地铁至 Union 站下车，
再沿 Front 街向东步行 10 分钟 
价格水平：60 人民币左右

伊顿购物中心

伊 顿 中 心 是 多 伦 多 市 中 心 最 知 名 的
购 物 中 心，有 着 华 丽 的 装 修 风 格，
汇 集 了 300 多 家 精 品 店 铺 和 餐 厅，
C l u b  M o n a c o 、R o o t s 、B a n a n a 
Republic 等 北 美 品 牌 都入 驻于此。 
地下一层 的 美食广 场更 是 有 超 过 50
家不同风味的餐厅。
必败好物：龙虾油
地址：Toronto Eaton Centre Gallery 220 
Yonge St Suite 110, Toronto, Ontario 
M5B 2H1, Canada
如何前往：乘坐地铁在 Queen 站下车
价格水平：人均消费 50 元人民币左右

国王东街 King Street East

国 王 东 街 King Street East 上 的 老
城 区 Old town，有 很 多 家 居 饰 品 店
铺，以 及 雅 致 的 画 廊，设 计 师 作 品专
营店，温馨的餐馆和享誉 全 球 且有两
百年历史的圣劳伦斯市场。
必败好物：冰酒
地址：King Street East, Toronto, ON, Canada
如何前往：乘坐 Link 轻轨或公交 255、
578 等路线至 5th Ave at Jefferson St 站
下车，步行
价格水平：视具体消费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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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    宿7
皇后街
35% 旅客的选择

安大略湖
30% 旅客的选择

周边玩乐 圣劳伦斯市场、安大略博物馆、多伦多华人区 列岛公园

交通 有红、绿、蓝、棕四条地铁线经过，交通便利 红、绿、蓝三条地铁线经过，交通便利，湖畔有渡轮可以去列岛公园

均价 200-500 元人民币 500-1000 元人民币

优点
景点环绕，交通便利

附近很多市集餐厅，方便觅食

远离街区，安静

风景秀美，适合放松

缺点 夜晚较为吵闹
周围景点较少

酒店价格较贵

适合谁
想结识驴友的背包客

旅行预算较少的人 

预算较多的出差人士

对住宿环境要求较高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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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    通8
外部交通1

飞机

多伦多有两个机场：皮尔森国际机场及多伦多中心机场。皮尔森国际机场位于距离市中心西北方约 30 公里处，多伦多中心
机场则位于湖心岛 Toronto Islands 上，有搭专线巴士连接到市区各地。南航已开通从广州直飞多伦多的航班，具体航班信息
如下：

火车

GO Train 从多伦多市中心的 Union 车站发车， 到达安大略其他城市及多伦多周边的 GO Train。GO Train 单程票不可提前购买，
往返票可提前购买。1 日票可在购买当天无限次乘坐特定两地之间的列车，不可提前购买。

* 以上航班信息仅供参考，请以实际查询为准。

航线 航班 起飞 到达 班期

广州 - 多伦多  CZ311 15:30 18:30 每周 13567

多伦多 - 广州   CZ312 01：30 次日 05:00 每周 12467

从机场到市区：
机场巴士

搭乘机场巴士到市中心是最便捷的方式。机场巴士约每 60 分钟发一班车，沿途会停靠各大旅馆，只需在搭乘前告知司机欲下
车或出示乘车券即可，通常车程约 40 分钟，若遇上堵车则要多出一倍以上时间。

出租车

从机场搭乘出租车到市区约需 30-40 分钟，平均价格为 40-50 加元。

汽车
 
多伦多 GO Bus 到达安大略其他城市及多伦多周边地区，在多伦多市中心的 Union 车站发车，车票与 GO Train 通用。灰狗
巴士通往加拿大温哥华和美国纽约、洛杉矶等各个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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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内交通2

多伦多的大众运输系统（The Toronto Transit Commission）统称为 TTC：包含地铁、公交车和街车 (street car) 三种。搭地铁
可能是游览多伦多市内大部份的景点的最便利方法，在各个地铁售票处都可以拿到详细的免费地图。 
TTC 采均一价系统，无论去多远都是同样的价钱，中间也可以无限次的换乘，换乘车票是免费的 ( 可向公交车司机或自动换乘
车票发票机拿取 )，可是要在接连的单程路线上使用。
单程：3.00 加元 
日票：10.75 加元               
周票：38.50 加元      
月票：142.00 加元

地铁

多伦多的地铁有四条线路，以黄绿蓝紫四种颜色区分。购票在专门的窗口，没有电子售票。
运营时间：周一至周六 06:00-1:30；周日 09:00-1:30

出租车

多伦多市出租车的收费制度由市政府制定。现行费率为起程之第一个 0.155 公里含跳表费4加元，续程每 0.155 公里收 0.25加元，
延滞计时每 31 秒收 0.25 加元。 多伦多最大的出租车队是 Beck Taxi，电话叫车号码：4167515555

渡轮

渡轮往来于多伦多市和多伦多岛。多伦多的渡轮口在 Westin Harbour Castle Hotel 旁边。由 Union Station 出来搭 509 或
510 号街车 (street car) 可到渡轮口。
乘坐时间：
春夏：约 15-30 分钟一班
秋冬：约 30-45 分钟一班
票价：

成人 学生票 / 敬老票 学童票 两岁以下幼童

6.5 加元 4 加元 3 加元 免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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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车

有点像是有轨电车，查 班次看到是 501、502 这样 5 开头的就 是 街车。街车行驶在路中间，不会靠边停，主要 在湖边和
downtown，逛街的时候可以搭一下。

公共汽车

查询公交车路线的时候，会看到 6 Bay, 54 Lawrence East, 68 Warden 这种编号 + 名字的路线。数字代表公交车编号，后面
是路名。多伦多的路四四方方，如果不知道车子的编号，可以查路名。收费方式一样不分时段不分车种，搭一次就是 3.25 加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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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程9
每一道墙都是一页历史，

每一个酒馆都是一个故事，
每一杯冰酒都是一段人生，

但凭你想看一个什么样的多伦多，
精彩与活力

将是不变的主题。



39Toronto           多伦多

走进醉美加拿大 - 清新自驾之旅
# 自驾落基山脉 # ＃秋季限定＃

旅游天数：6 天
行程亮点：感受加拿大的自然之美。
适合人群：自由行旅客、深度游旅客、多人成行的旅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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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DAY

2
DAY

3
DAY

乘坐南方航空航班飞往多伦多，抵达多伦多皮尔逊机场，正式开始多伦多的行程。出
了机场直接打的去租车公司 Alamo，可以提前预定取车，了解情况之后取车，建议租借一
台山地吉普车，因为接下来的行程都是在山里穿梭。取车后抵达市区，入住酒店。用餐休息，
养精蓄锐。

bloor 区 - 惠斯勒

早上去多伦多 bloor 区用早茶，然后开车沿着海天公路一路
开往惠斯勒。抵达惠斯勒大约是中午，九月的惠斯勒小镇街头满
是嫣红的红枫，美丽极了。去惠斯勒超市的主食餐厅享用地道的
加拿大美食，带几个牛油挞和三明治在包里，开始登山之行吧！

惠斯勒是加拿大最著名的滑雪胜地，它其实是一个小镇，
被惠斯勒山 (Whistler) 和黑梳山 (Blackcomb) 环绕，常住人口
9200 人，每年造访的人群却有将近两百万。虽说是滑雪胜地，但
是夏季的惠斯勒也别有一番风情，经常举办骑越野车的活动，9、
10 月山上的平均温度大概在 17 度左右，非常舒服。

山下有停车场，可以选择搭乘缆车上山，缆车票价 $115.40/2
人，抵达山顶可以眺望整个惠斯勒小镇的风景，吃着手里的三明
治和甜食看日落，然后下山入住旅店休息。

迷失湖 - 坎卢普斯湖

早上可以去清晨的迷失湖走一走。迷失湖又叫失落之湖。
秋季的迷失湖染红了一片昂然的绿意，点缀着银杏的金黄，和
清澈碧绿的湖水相互映衬，幽静之极。湖边一片林荫中有雅致
的林荫小道，从湖的每一个角度拍出去风景都是极好的，非常
适合摄影爱好者，还有很多新人会选择这里来拍摄他们的婚
纱照呢。可以在迷失湖走一走拍一些照，清晨慢跑也是不错的
选择。

中午驱车上高速直奔坎卢普斯，沿途是满眼的秋色，不要
忘记录影或是摄像。临近下午抵达坎卢普斯湖。坎卢普斯湖
在汤普森河两条支流的交界处，是北美最大的花旗参产地，景
色十分秀美。选择在湖边野餐是个不错的选择哦，可以一边享
用准备好的食物，一边欣赏坎卢普斯湖的美景。

晚上入住酒店后可以在镇上逛一逛，一家在大众点评网
上非常有名的日料店 Oh Sushi Mura 非常值得一试，结束后就
早点休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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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当斯河 - 翡翠湖

早上酒店用完早餐继续上路！今天就要进入落基山脉啦！开车往坎卢普斯东面 60 公里的亚
当斯河。北美太平洋鲑鱼被称为世界上最伟大的旅行家。每年秋季，超过 5 亿条太平洋鲑鱼就会
离开太平洋，回到它们出生的淡水河中产卵，这条没有归途的生死之旅，为沿岸的数百万动物提
供了食物，也为地球上最丰饶的栖息地带去生命的气息，而亚当斯河就是其中之一。鲑鱼的洄游
季节，最热闹的就是垂钓活动啦，河边还有很多野营活动，可以即时品尝到您钓上来的精品。

下午抵达优鹤国家公园翡翠湖，翡翠湖的湖水呈现变幻莫测的蓝绿色，是由于冰河堆积物
的流入而产生的颜色，水清澈见底，而水下一种五亿年前的化石岩已被联合国列入世界遗产。翡
翠湖上有一座小木屋，已经被修建成旅馆。在枫叶国道和翡翠湖路的交接可以看到自然桥，那是
踢马冰河和岩石冲击造成的天然奇景，这里原本是瀑布，却因为水贯穿了岩石造成了山洞，使冰
河不得不从石头下方流出而造就了这座天然岩石桥，未来也许这座桥会完全消失。

晚上入住翡翠旅馆休息。

梦莲湖 - 路易斯湖 - 哥伦比亚冰原

早起去清晨的梦莲湖看日出。梦莲湖水平静，呈现出一种仙境般的清澈蓝色，太阳出来后水
面雾气会散去，秋日的金色和枫叶的火红满满显出它们的艳丽色泽。随后前往路易斯湖，路易斯
湖三面雪山环抱，风景秀丽，湖水如翡翠般碧绿，湖边还有雄伟的路易斯湖城堡酒店。

下午前往游客中心购买国家公园的票。门票按车计算，一天 19.6 加元／车。买完票沿着冰
原大道一路北上，有美丽的风景就停下来看看。秋日的落基山脉色彩格外丰富，远处还可以看得
到哥伦比亚冰原。

哥伦比亚冰原是北极圈以外最大的冰原，其中分布着 6 条大冰河，22 条小冰河。因为冰层
的密度非常的高，阳光照耀在冰原上会呈现出神秘而晶莹剔透的蓝光，在秋高气爽的晴空之下显
得瑰丽异常。它是四次冰河时代遗留下来的珍贵宝藏，如果有机会一定要近距离地去体悟一下它
的风采。哥伦比亚山下有停车场，4 月中旬和 10 月中旬可以开放旅客搭乘雪车前往。

4
DAY

5
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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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亚加拉大瀑布 - 施格林瞭望塔 - 阿岗昆省立公园

早上前往尼亚加拉大瀑布，瀑布附近有停车场，大约 4 加元一天。尼亚加拉大瀑布位于美国和加拿
大边境，它是美洲大陆最壮观的奇景之一，和伊瓜苏瀑布、维多利亚瀑布并称为世界三大跨国瀑布。加
拿大人说它是加拿大瀑布和美国瀑布两个瀑布拼接而成的，而美国则说它涵盖了马蹄瀑布、新娘面纱瀑
布和美国瀑布三个瀑布。旅行者可以乘坐游船参观这壮美的奇景，运气好还可以看到彩虹横跨整个瀑布
的美景哦。

中午登上施格林瞭望塔可以眺望整个大瀑布的景色。瞭望塔上有旋转餐厅，还可以吃个午餐。
下午看完大瀑布可以直接开车去阿岗昆省立公园，赏枫野营散步骑脚踏车是个不错的选择。阿岗昆

省立公园是安大略省最古老的郊游公园之一。它是赏枫的首选之地。到了秋天，整个山头 80% 的叶子都
会被染成红色和金黄色，它涵盖了 2400 多个湖泊和沼泽，是独木舟和露营爱好者的天堂。整个公园有
一条由西向东的公路贯穿其中，车子可以直接开进公园内，找到喜欢的地方就可以停下来拍照。

傍晚开车回多伦多市区，在半路的 Diana's Oyster Bar & Grill 吃龙虾俱乐部三明治、蛤杂烩汤、烤鲑鱼、
鱿鱼，以及最有名的新鲜牡蛎。之后，搭乘机场大巴抵达多伦多皮尔逊机场，乘坐南航航班回到舒适的家。

6
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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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回多伦多，一日体验游 
# 商务出差 # # 假期短 #

旅游天数：1 天
适合人群：商务出行旅客
行程亮点：感受多伦多优美的自然风光与都市风情。

多伦多最有特色的就是它那几个不同国家文化风格的市集，各有千秋，好吃的好玩的应有尽有，雅俗共赏，文化在这些市
集之中冲撞融合，奏出了独一无二的乐章。如果一天想了解多伦多的全貌，可以考虑乘坐穿梭在城区内景点之间的游览巴士。
从古酿酒厂区的红砖旧厂房开始，一路沿湖滨开离市中心，在各大市集和唐人街停下一逛，一直开到卡萨罗玛古堡，将多伦多
的美景看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