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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家音乐学院 

"灵魂的音乐"

皇家音乐学院位于皇后公园的布洛尔西街，是加拿大一个备受青睐的音乐教
育学院。坐落在一座建筑精美的建筑内，温室提供一系列学习乐器和唱歌的
节目。除了成为一所着名的音乐学校之外，它还是一个演唱会和活动场地，
现场演出一直在进行。要看到他们即将举行的音乐会的名单，请看看他们的
网站。

 +1 416 408 0208  rcmusic.ca/  tickets@rcmusic.ca  273 Bloor Street West,
多伦多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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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的宫殿和舞蹈洞穴 

"另类音乐热点"

如果你正在寻找一个大而黑暗，响亮的音乐场地，但仍然想要那种亲密的俱
乐部式的氛围，那么这个双层空间是为你准备的。由于它的大小，李氏宫殿
和舞蹈洞穴俱乐部吸引了一些更加有名的替代音乐名字。其中包括Moxy
Fruvous，DJ Trevor，DJ Shannon等等。所有年龄段的表演都在白天进行。
两个级别的时间都有所不同，请提前致电了解详情。

 +1 416 532 1598  www.leespalace.com/  info@leespalace.com  529 Bloor Street West,
多伦多 ON

 by fw_gadget   

梅西大厅 

"历史悠久的娱乐场所"

19世纪末，由马西家族向多伦多提供的梅西大厅和建筑在20世纪70年代被宣
布为遗产。如今，它每年举办超过100场活动，从爵士乐，古典音乐，民间音
乐，摇滚音乐到国际舞蹈。喜剧和戏剧表演团体以及歌剧合唱团在这里表演
，以欣赏观众。机票价格根据座位和表现而有所不同，敬请提前致电以获取
更多详情。

 +1 416 872 4255 (Box
Office)

 www.masseyhall.com/  reachus@rth-mh.com  178 Victoria Street,
多伦多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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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蹄酒馆 

"Roadhouse Blues"

这座城市原有的现场音乐表演场地之一，加拿大歌唱传奇人物汤姆（Stompin
）的第一个休息场所，这个小酒馆仍然是看到在路上放置“道路”这个词的
乐队的地方。从牛仔到朋克，摇滚到摇滚，音乐背房都听到了。马蹄酒馆的
音响系统是高分贝的，周二晚上，当地的广播电台“边缘”（The
Edge）举办了新音乐系列的音乐。

 +1 416 598 2162  www.horseshoetavern.com
/

 info@horseshoetavern.com  370 Queen Street West,
多伦多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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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尼表演艺术中心 

"从芭蕾到比尔·考斯比"

以前的蜂鸟中心，这个多用途的结构是加拿大最大的表演艺术大楼，也是最
多元化的建筑之一。在国家芭蕾舞团和加拿大歌剧院举办了一系列的演出，
包括“Riverdance”和比尔·考斯比（Bill Cosby）（六次和计数），索尼
表演艺术中心为每个喜好和年龄组提供演出。拥有3000多个座位，有一个适
合你的心情和预算的区域。门票价格取决于事件和座位的选择。

 +1 416 368 6161  www.meridianhall.com/  info@sonycentre.ca  1 Front Street East,
多伦多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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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航空中心 

"多伦多的体育和娱乐中心"

加拿大航空中心是一个最先进的体育和娱乐设施。该中心主办NHL曲棍球和NB
A篮球，摇滚音乐会，大会，花样滑冰等等。该中心位于多伦多市区，设有各
种屏幕，方便观看活动。这个地方在音乐会或节日晚上兴奋地嗡嗡作响，整
个城市汇聚在这里！

 +1 416 815 5500  www.scotiabankarena.com/  40 Bay Street, 多伦多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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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剧院 

"精湛的现场音乐表演"

歌剧院吸引了一些在这个城市最好的音乐表演。这是值得的旅行，看看谁是
在乐队走出去的方式去演出的场地。这个地方有一个让人联想到地下墓穴的
地下感觉，但环境在空气中有一个充电，可以增加任何音乐会。没有提供食
物，但酒吧充分满足您的所有摇滚乐需求。票价有所不同。

 +1 416 466 0313  www.theoperahousetoront
o.com/

 athena@theoperahousetoro
nto.com

 735 Queen Street East,
多伦多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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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湾中心 

"从码头到旅游地"

主要用作城市的工业港区数十年，过去30年来，海滨区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娱
乐和文化景点，现在每年吸引超过三百万的游客。海滨的吸引力是很多人的
许多事情。皇后码头的一些商店和其他人在音乐会舞台上参加户外音乐会或
者在纽约码头中心参加节日。而其他人则参加年度读书活动。一个与各种活
动嗡嗡的地方！

 +1 416 973 4000  www.harbourfrontcentre.
com

 info@harbourfrontcentre.
com

 235 Queens Quay West,
多伦多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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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雷克地下 

"地下音乐会地点"

地下室位于德雷克酒店的地下室内，在派对爱好者和音乐狂热分子之间享有
盛名。主办一系列现场音乐表演，音乐会，演唱会，电影放映和舞会，地下
无疑是最多才多艺的场地。提供一个完整的酒吧，和一些山寨峡谷，这个惊
人的空间肯定会增加你的晚上的乐趣。要了解他们即将到来的时间表，请在
他们的Facebook页面上保留一个标签。

 +1 416 531 5042  www.thedrake.ca/thedrak
ehotel/food-drink/

 info@thedrakehotel.ca  1150 Queen Street West,
Drake Hotel, 多伦多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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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威阶段 

"露天音乐会"

这个户外音乐会场地于1995年重新开放，加拿大自己的Bryan
Adams摇摆不定。百威啤酒舞台为所有需要隐私的人提供16,000个VIP Box套
房。它举办各种可以想象的音乐活动，从爵士乐，蓝调到摇滚和古典音乐。

 +1 416 260 5600  www.canadianamphitheatre.net/  909 Lakeshore Boulevard West,
多伦多 ON

 by PFHLai   

多伦多艺术中心 

"世界上最好的特色"

这个庞大的艺术中心是北约克艺术社区的焦点。除了三个剧院，主舞台，乔
治威斯顿独奏音乐厅和工作室都在嗡嗡作响，各种音乐，艺术，戏剧等活动
。多伦多艺术中心举办了一系列表演艺术，从主舞台的豪华音乐剧场到乔治
·韦斯顿（George Weston）和工作室剧院（Studio
Theatre）更亲密的个人演奏会。

 +1 416 733 9388  www.meridianartscentre.
com/

 jmcdonal@tocentre.com  5040 Yonge Street, 多伦多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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玫瑰剧院布兰普顿 

"布兰普顿的剧院之家"

在您参观多伦多最好的剧院之一时，请自己动手。玫瑰剧院拥有高科技868座
位，并将为您提供前所未有的剧院体验。除了主要的剧院，还有一个160个座
位的附属大厅和会议空间。这个剧场被称为举办一些最好的音乐会，是即将
到来的本地艺术家的舞台。

 +1 905 874 2800  tickets.brampton.ca/Onl
ine/default.asp

 rosetheatre@brampton.ca  1 Theatre Lane, Brampton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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