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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德纳博物馆 

"其中的一种"

加德纳博物馆是一个国际知名的收藏品，从五千年前的哥伦布时期的文物到
世界各地的二十世纪的作品，使得加德纳博物馆在北美独一无二。博物馆位
于皇家安大略博物馆和多伦多大学校园对面，还设有一家精品店。查看加德
纳商店，加拿大当代作品，包括陶瓷书籍，珠宝和碗。团体导游也可以安排
。

 +1 416 586 8080  www.gardinermuseum.on.c
a

 mail@gardinermuseum.on.c
a

 111 Queen's Park, 多伦多
ON

 by archer10 (Dennis)   

皇家安大略博物馆 

"艺术与科学博物馆"

皇家安大略博物馆由一个独特的画廊组成，展示艺术，考古文物和科学标本
等。这座博物馆每年接待100多万游客，三层楼里收藏了600多万件藏品。在
多伦多里唯一的地方，可以享受解开埃及木乃伊之谜的乐趣，观看和聆听一
个活跃的蜂巢，观看来自许多不同国家鼓舞人心的艺术作品。当你离开的时
候，你带走的是一段独特经历的回忆。

 +1 416 586 8000  www.rom.on.ca/en  studio@rom.on.ca  100 Queens Park, 多伦多 ON

 by Steve Harris   

巴塔鞋博物馆 

"鞋类的历史"

如果你喜欢鞋子，你一定会喜欢这个博物馆完全用于鞋类;看到来自不同文化
和世界各地的鞋子，从古代到现在。花式鞋和基本鞋，靴子和凉鞋，都在位
于多伦多大学校园以北的Raymond Moriyama大楼内。你可以查看超过10,000
对。名人鞋包括维多利亚女王的舞厅拖鞋，猫王的蓝色专利便鞋和凯伦·凯
恩的芭蕾舞指出。

 +1 416 979 7799  www.batashoemuseum.ca/  publicrelations@batashoe
museum.ca

 327 Bloor Street West,
多伦多 ON

 by Daderot   

加拿大纺织博物馆 

"其中的一种"

作为加拿大的一种，纺织博物馆于1975年开业，拥有国际收藏的棉被，服装
，地毯和礼仪用品。首先显示在Mirvish村的一个小地方，收集现在位于一个
25,000平方英尺的空间。展品包括来自中国，日本，非洲，东南亚和中亚，
南美和中美，欧洲和太平洋以及加拿大和美国等地的纺织品。

 +1 416 599 5321  www.textilemuseum.ca/  info@textilemuseum.ca  55 Centre Avenue, 多伦多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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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Loozrboy from Toronto,
Canada   

麦肯齐议院 

"市首任市长"

建于1857年的这座格鲁吉亚风格的住宅是加拿大前总理威廉·里昂·麦肯齐
·金（William Lyon Mackenzie
King）的祖父威廉·里昂·麦肯齐（William Lyon Mackenzie）的礼物。麦
肯齐是上加拿大殖民解放运动的领袖，他于1830年来自苏格兰，成为多伦多
市的第一任市长。现在你会发现一个博物馆，在那里，时代服饰的导游重现
了1860年代多伦多中产阶级家庭的日常生活。

 +1 416 392 6915  www1.toronto.ca/wps/por
tal/contentonly?vgnextoi
d=512d2271635af310VgnVCM
10000071d60f89RCRD

 machouse@toronto.ca  82 Bond Street, 2 Blocks
East of Yonge Street, South
of Dundas Street East,
多伦多 ON

 by DGriebeling   

安大略美术馆 

"七人画派的独家画作"

新建和翻新过的安大略美术馆拥有不同媒介的永久艺术收藏品，无论是绘画
、雕塑还是历史文物的收藏。这个位于唐人街的博物馆是加拿大最大的美术
博物馆之一。你可以欣赏展出的收藏品，包括19世纪的印象派画家、亨利·
摩尔以及著名的七人画派在加拿大的独家画作收藏。总共有超过24000件永久
收藏品，代表了1000年的欧洲、加拿大和当代艺术的历史。馆里包括礼品店
，餐厅和一个适合家庭参与的活动中心。

 +1 416 979 6688  www.ago.net/  317 Dundas Street West, 多伦多 ON

 by rhdouglas from
Kitchener, Canada   

斯巴迪娜博物馆 

"多伦多穿越时代"

一个多世纪以来，奥斯汀家族的所在地，斯巴迪纳之家现在作为多伦多市文
化服务处的博物馆经营。尽管已经进行了一些修复，但55间房屋的原始感觉
保存得非常好，让游客了解到移民增多和小报新闻（1918-1939）的开始。客
房也可供租用。导游将确保这个体验是充分的信息和教育，同时仍然很有趣
。

 +1 416 392 6910  www1.toronto.ca/wps/por
tal/contentonly?vgnextoi
d=919d2271635af310VgnVCM
10000071d60f89RCRD

 spadina@toronto.ca  285 Spadina Road, 多伦多
ON

 by Larry Koester   

卡萨·卢玛城堡 

"爱德华时代的韵味"

卡萨·卢玛城堡始建于1911年，历时三年，由富有的金融家亨利拉特男爵修
建的。受到欧洲城堡的启发，利拉特男爵试图利用他所掌握的强大资源，在
多伦多中心为自己建造一座宏伟的城堡;一个真正配得上大亨的住宅。以哥特
式复兴风格建造的卢玛城堡，仿佛从童话故事里出现的，充满了隐秘通道和
精美的艺术品装饰。古堡内有98间装饰华丽的房间，规模庞大的马厩，神秘
的塔楼，长达270米的幽深隧道，典雅的温室花房和一个面积达五英亩依山而
建的美丽花园。大厅雕刻的廊柱，温室里彩色玻璃穹顶，图书馆的藏书，以
及通往外面马厩的地下通道，这些只是这座庄园众多宝藏中的一小部分。然
而，亨利拉特男爵的荣耀是短暂的，他的生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一蹶不
振，迫使他卖掉了自己的城堡。如今，卡萨·卢玛城堡是一座博物馆以及受
欢迎的活动场所。

 +1 416 923 1171  www.casaloma.org/  info@casaloma.org  1 Austin Terrace, 多伦多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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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Daniel MacDonald   

设计交流 

"时尚和图形"

加拿大唯一的设计推广中心，设计交流展示最新的时尚，平面设计和人体工
程学。以其在多伦多证券交易所大楼的位置命名，设计交易所也拥有原始交
易大厅，其历史壁画完好无损。描绘“作品”的壁画特别引人入胜，并且运
用了色彩和技巧。设计效能中心是免费的，国际，国内和本地的设计师在展
厅展出，虽然有收取费用查看他们的作品，

 +1 416 363 6121  www.dx.org/  info@dx.org  234 Bay Street, Dominion
Centre, 多伦多 ON

 by Ian Muttoo   

冰球名人堂 

"纪念冰上曲棍球的历史而设"

冰球名人堂是一个你可以测试你的冰球技巧或守门员反应的地方。该大厅位
于布鲁克菲尔德广场，以互动、亲身体验加拿大运动的发展为特色。这是一
趟体育纪念之旅，充满了展览、奖杯、纪念品、电影和电动游戏。当你在冰
球纪念馆，你可以在史丹利杯旁边为自己拍一张纪念照。名人堂不仅是纪念
馆同时也是博物馆，馆里包括官方纪念品商店展示出满满的收藏品。

 +1 416 360 7765  www.hhof.com/  info@hhof.com  30 Yonge Street, 多伦多 ON

 by Peter Balcerzak   

多伦多铁路博物馆 

"所有的船上"

多伦多铁路博物馆位于多伦多市中心的Roundhouse公园。该博物馆成立于201
0年，由多伦多铁路历史协会管理，拥有功能齐全的小型列车，加拿大全国第
6213号蒸汽机车和整个公园内的其他机车。游客可以采取步行或登上整个公
园旅行的小火车。

 +1 416 214 9229  www.trha.ca/  info@trha.ca  255 Bremner Boulevard,
Unit 15, Roundhouse Park,
多伦多 ON

 by BuBZ at English
Wikipedia   

安大略科学中心 

"学习乐趣"

拥有800多个展品和十多个展厅，难怪安大略科学中心自1969年开放以来吸引
了超过3000万的参观者。除了传统的科学展览之外，中心还设有互动区域，
让参观者可以参与其中自己的实验。它还提供了一个电影院，提供针对整个
家庭的惊险和教育IMAX格式的电影放映。

 +1 416 696 1000  www.ontariosciencecentre.ca/  770 Don Mills Road, 多伦多 ON

 by JohnOyston   

阿迦汗博物馆 

"跨越伊斯兰历史"

这个面积达31000平方英尺的博物馆历来都是伊斯兰艺术。阿加汗博物馆拥有
1000多年的历史，包含许多文物，如纺织品，陶瓷，玻璃和绘画，展示了穆
斯林文明的发展。博物馆建筑由一位屡获殊荣的建筑师设计，拥有华丽的设
计，设有大型剧院，开放式庭院，教室，展览馆，甚至还有一个郁郁葱葱的
园林景观。展览是暂时的，展示新兴的穆斯林主题和新的艺术发展。

 +1 416 646 4677  www.agakhanmuseum.org/i
ndex.html

 information@agakhanmuseu
m.org

 77 Wynford Drive, 多伦多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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