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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c约翰逊野生动物区 

"被大自然包围"

美丽的Mac Johnson野生动物区遍布532公顷（1,310英亩）的森林，田地和湿
地。该地区原名黑池，以当地环保主义者命名，深受远足，划独木舟和钓鱼
的欢迎。当天气允许的时候，游客还可以在池塘里溜冰。

 +1 613 546 4228  ontarioconservationarea
s.ca/component/mtree/con
servation-authorities/ca
taraqui-region/mac-johns
on-wildlife-area?Itemid=

 info@crca.ca  Hwy. 29 from Hwy. 401,
Brockville ON

 by RichardBH   

登打士谷保护区 

"自然公园之美"

登打士谷保护区是一个真正的风景如画的地区，拥有郁郁葱葱的绿色森林，
溪流和各种鸟类和动物。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为世界生物圈保护区，属
于汉密尔顿养护管理局的职权范围。

 +1 905 525 2181  conservationhamilton.ca
/conservation-
areas/dundas-valley/

 dvalley@conservationhami
lton.ca

 650 Governors Rd, Dundas
ON

 by Óðinn   

伊丽莎白二世女王荒地省立公园 

"广阔的森林面积"

欢迎来到伊丽莎白女王二世旷野省立公园，进入自然风光之地。如果想找一
个宁静祥和的日子，那么这里的气氛非常完美。

 +1 519 322 2365  www.ontarioparks.com/park/queene
lizabeth2wildlands

 2238 Highway 48, Kirkfield ON

 by Quozl (talk)   

皮利角国家公园 

"美丽的国家公园"

皮利角国家公园是位于加拿大南端的郁郁葱葱的森林。这是加拿大最小的国
家公园之一，每年吸引成千上万的游客前来观赏迁徙鸟类和帝王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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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519 322 2365  www.pc.gc.ca/en/pn-
np/on/pelee

 pelee.info@pc.gc.ca  1118 Point Pelee Drive,
Leamington ON

 by Rodney Campbell   

格鲁吉亚湾群岛国家公园 

"淡水群岛"

格鲁吉亚湾群岛国家公园是世界上最大的淡水群岛，由格鲁吉亚湾的63个小
岛屿或部分岛屿组成，最大的岛屿是博索莱伊岛。游客可以骑自行车穿越茂
密的林地小径，过夜营地，沿着数英里的美丽海岸线徒步旅行。公园可通过
船和格鲁吉亚湾滨海生物圈保护区的一部分进入。

 +1 705 527 7200  www.pc.gc.ca/en/pn-
np/on/georg

 info.gbi@pc.gc.ca  2611 Honey Harbour Road,
Honey Harbour ON

 by Hans-Jürgen Hübner   

普卡斯克瓦国家公园 

"令人惊叹的远景"

普卡斯克瓦国家公园（Pukaskwa National Park）被美丽的北方森林覆盖，
绵延1878平方公里（725平方英里）的荒凉荒野，波光粼粼的苏必利尔湖（La
ke Superior）拥抱着花岗岩海岸线。该公园是当地Anishinaabe部落的定居
点，他留下了Pukaskwa Pits形式的遗产，这是鹅卵石海滩上的古老岩石结构
。出生在加拿大盾牌的掩护下，公园拥有一个多样的生态系统，偎依着其冰l
andscape景观。林地驯鹿，l，，驼鹿和木材狼吃草原始的土地，提供欣欣向
荣的野生动物的一瞥。 Pukaskwa国家公园是一个户外运动爱好者的开放式游
乐场，每年徒步穿越其崎岖的地形，60公里（37.28英里）的沿海远足径邀请
经验丰富的丛林漫步者在公园的令人振奋的风景中任意喝酒。

 +1 807 229 0801  www.pc.gc.ca/en/pn-
np/on/pukaskwa

 ont-pukaskwa@pc.gc.ca  Heron Bay, Marathon ON

 by fietzfotos   

尼亚加拉河休闲步道 

"风景秀丽和历史的奇迹"

尼亚加拉河休闲步道建于20世纪80年代，是一条与尼亚加拉大道平行的步道
。这不仅是一片美丽的郁郁葱葱的绿色乡村，而且整条小径还包含了多达
100个不同历史意义的古迹。步道可以分为四个部分，每一部分都很美，充满
了历史和自然的奇观。这些是湖上的尼亚加拉到女王镇的延伸，女王的飞往
漩涡航空汽车的小路，从奇帕瓦到黑溪的部分，黑河到伊利堡的部分。只有
骑自行车的人和步行的人才可以进入这条路。

 www.niagarafallstourism.com/play/outdoor-
recreation/the-niagara-river-recreation-trail/

 Off Niagara Parkway, Niagara Falls ON

 by GeorgeLouis   

尼亚加拉瀑布 

"天国"

尼亚加拉大瀑布的奇妙壮丽吸引着世界各地数百万游客欣赏着名瀑布的迷人
景色。沉迷于水上游乐设施之一，去钓鱼或巡航，在主题公园重新发现你的
童年 - 选择是无止境的。更冒险的冒险可以冒险到街道上的赌场。这个城市
也拥有令人眼花缭乱的夜生活。

 www.niagarafalls.ca/  Niagara Falls, Niagara Falls ON

 by Michel Gagnon   

渥太华 

"加拿大充满活力的资本"

加拿大的首府城市是传奇盛事，展现在着名的博物馆和维多利亚时代的奇迹
之中，它与全年的冒险，文化和对生活的热爱保持平衡。该市成立于1826年
，文化遗产丰富，拥有众多的博物馆，艺术画廊，纪念馆和文物古迹。虽然
它曾经是爱尔兰和法国的基督教解决方案，但渥太华现在已经变成了多元文
化的多元文化城市。历史悠久的心脏围绕着国会山（Parliament Hill），在
这里，一个令人惊叹的建筑和园林绿化的吸引人的组合共同舒缓和谐。加拿
大国会大厦的建筑辉煌，加拿大的国家美术馆，由马曼标志性的蜘蛛雕塑所
凸显，出色地展现出来。在政治中心之外，渥太华以一种充满活力的精神嗡
嗡作响，由季节性的节日和活动组成。 Winterlude节庆祝城市的圣诞明信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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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的外观，其他一些节日则为城市的夏季收获，地区音乐和其他艺术形式提
供赞美。渥太华着名的里多运河，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遗产，沿着
城市迷宫般的风景蜿蜒而过，其冬季冰冻的水域成为受欢迎的休闲大道。

 www.ottawatourism.ca  Ottawa, 渥太华 ON

 by Mac Armstrong from
Waterloo, Ontario, Canada 

彼得伯勒 

"电动"

绰号“电气城”是因为它是加拿大第一个使用电动路灯的城市，彼得伯勒是
一个小城镇，而且是文化活动的中心。 Artspace是加拿大历史最悠久的艺术
家之一，拥有许多文化景点，包括艺术画廊，舞蹈团，当地剧院以及即兴喜
剧场景。游客们经常在前往Kawartha湖的路上停留。

 www.peterborough.ca/en/index.asp
x

 cityptbo@peterborough.ca  Peterborough, Peterborough ON

 by C. Löser   

沙洲省立公园 

"自然奇观"

坐落在爱德华王子县的中心，沙洲省立公园以其海滩和自然美景而闻名。自
然爱好者和鸟类学家在这里会发现很多东西，有雪松沙，兀兰和沙丘沙丘径
等小径可供探索。游泳，独木舟和钓鱼是公园三个海滩的热门活动。奥特莱
斯海滩附近有一个游客中心，还有船和独木舟出租。

 +1 613 393 3319  www.ontarioparks.com/park/sandba
nks

 3004 County Road 12 RR 1, Picton ON

 by Markbellis   

圣雅各布 

"时光倒流"

圣雅各布斯（St. Jacobs）是一个古老的城镇，分布在Conestogo河周围，拥
有门诺教遗址。作为Woolwich历史悠久的现代化零售中心，这里是历史和购
物爱好者必到之地。正如其历史，该镇有老厂，如老厂，磨坊和乡村磨坊。
这是一个购物天堂，但与现代购物中心不同，它保留了一个古老的魅力与历
史悠久的商店，出售手工艺品。购买蒂凡尼灯，彩色玻璃，被子，钟声，陶
器，可爱的娃娃屋，古董和复古时尚。圣雅各布农贸市场是当地特色食品的
着名市场。留在一个19世纪的酒店，并在这个小镇点缀着众多餐馆之一用餐
。自然爱好者有很多与超现实的河流小径，如圣雅各布米勒拉斯小径和观鸟
之旅。时光倒流，在马车，自行车旅游或遗产铁路上游览这个小镇，前往门
诺故事，了解更多关于当地文化的信息。

 www.stjacobsvillage.com/  St. Jacobs, St. Jacobs ON

 by Tango7174   

布鲁斯半岛国家公园 

"大自然美景与户外活动"

这个生物圈保护区保留了最好的自然之美。装饰着兰花，蕨类植物和几朵野
花的蓝绿色水域代表了一个完美的目的地。你可以徒步穿越布鲁斯步道或去
皮划艇和划船。在绿树中的蒙古包营地，体验大自然的美丽。这个地方非常
适合观鸟或在夜间凝视星星。

 +1 519 596 2233  www.pc.gc.ca/en/pn-
np/on/bruce/index.aspx

 bruce-
fathomfive@pc.gc.ca

 Chi Sin Tib Dek Road,
Tobermory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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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Prayitno   

多伦多 

"多元文化的和谐"

你经常会听到多伦多和纽约市平行的情况，但是真的没有什么比这个加拿大
的枢纽更像。人民友善，民众多样化。事实上，多伦多是世界上最多元的文
化城市。在街上漫步，你可能会用至少10种不同的语言记录对话片段。这里
总共讲了140多个。然而，显而易见的是，这个城市像发条一样运行，不受其
无数部件的多样性的影响。多伦多栖息在安大略湖西北岸，是加拿大最大的
城市安大略的省会，也是北美第四大人口。这座大都会城市将摩天大楼的城
市核心与绿色空间结合在一起，包括贵族皇后公园（Queens
Park），漂亮的长青砖厂，以及蔓延的红魔公园（Rouge Park）。 80多个电
影节，数百个表演艺术机构和10个城市所有的博物馆，使这个城市成为全球
文化强国。一些世界上最好的餐馆都在这里找到，除了历史遗址，剧院，啤
酒厂，家庭友好的景点，博物馆，画廊和令人惊叹的建筑亮点聚宝盆。耸立
在北半球最高的独立结构 - 加拿大国家电视塔。虽然多伦多当然很高兴参观
，但多伦多也一直被列为世界上最适宜居住的城市之一。

 www.seetorontonow.com/  accesstoronto@toronto.ca  Toronto, 多伦多 ON

 by Paul Gierszewski
(Gierszep)   

高棉公园 

"绿洲的绿洲"

很难想象在多伦多市中心繁华的商业区附近有一片荒野地区，但这正是在鲁
日公园所能找到的。大型公园内有各种珍稀植物和动物物种，可从Glen
Eagles Vista等地区欣赏。高棉公园非常适合徒步旅行，独木舟，野营，游
泳和野餐等户外活动。公园内有两个国家历史遗址，多伦多承载小径和珠子
山。

 +1 905 713 6038  www.pc.gc.ca/en/pn-np/o
n/rouge/visit/se-rendre-
get-there/markham/reesor
?utm_source=gmb&utm_medi
um=rouge_reesor

 rougepark@rougepark.com  10725 Reesor Road, Markham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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