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op Things To Do in Toronto"
Multi-ethnic and multi-cultural, Canada's largest metropolis is the country's business and cultural engine. A great place to visit,

Toronto's urban landscape is studded with jewels like the CN Tower, Distillery District and the Royal Ontario Muse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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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国家电视塔 

"多伦多最高的自立式建筑物"

这座加拿大国家电视塔高553.3米(1815.3英尺)，高耸在多伦多市里。这是世
界上最高的独立式建筑物，在西半球没有任何独立的结构可以与之相比，这
个惊人的地标是1967年由加拿大国家铁路公司建造的，作为一个通信和观察
设施。在那个时候，这个人造自立桥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并且一直保持到2
007年。从346米(1136英尺)的高度的加拿大国家电视塔观景台上可以看到几
英里外的城市美景，而到“天空之盖”在33层以上，可以看到世界的独特视
角。塔的另一个景点极限边缘漫步是全世界最高的环形无辅助高空行走项目
。对于胆小的人来说，走在露天的人行道上是一种与众不同的体验。在360旋
转餐厅可以看到多伦多的壮观美景。

 +1 416 868 6937  www.cntower.ca/intro.ht
ml

 enews@cntower.ca  290 Bremner Boulevard,
多伦多 ON

 by imramugh   

多伦多动物园 

"充满娱乐，教育性和保护动物的区域"

这座动物园占地220公顷(544英亩)，设有七座热带展馆，容纳5000多只动物
，比较有特色的展馆有：非洲园，致力于保护世界野生动物，难怪该动物园
被评为世界十大动物园之一。旨在研究和保护的同时，多伦多动物园承诺为
游客提供一个难忘的体验，同时教育人们关于野生动物和大自然的知识。以
这点出发，动物园栖息了各种动物，从稀有而色彩斑斓的鱼到侏儒河马等动
物。每天最后一次入场时间为关门前一小时。价格根据季节不同而异。

 +1 416 392 5929  www.torontozoo.com/  tzwebmaster@torontozoo.c
a

 2000 Meadowvale R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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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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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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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Arbron   

瑞普利水族馆 

"海底下的景色"

在瑞普利水族馆有很多新奇的东西提供给游客，水族馆里有新生物可以探索
，还有新事物可以观察和学习。这个水族馆位于多伦多市中心，靠近加拿大
国家电视塔，以1.6万多种海洋生物为特色。最受欢迎的项目包括水母展和触
摸池，游客可以在这里与鲨鱼和鳐鱼互动。所以，如果你到了多伦多，不妨
与你的家人在水族馆冒险的一天，体验水下生活。

 +1 647 351 3474  www.ripleyaquariums.com
/canada/

 info@ripleysaquariumofca
nada.com

 288 Bremner Boulev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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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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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ndramck   

高地公园 

"城市的森林绿洲"

高地公园是一个古老而美丽的自然保护区，这里设有池塘、林地、小山径、
野餐区和众多的休闲设施，非常适合一家人游玩。棒球、游泳、滑冰和网球
都非常适合家庭或一群朋友可以尽情享受和联络感情的活动。你也可以在高
地公园的室外剧院观看一年一度的梦在高戏剧，参观温室，或参观公园的动
物园。高地公园里的每个景点都有特定的电话服务和开放时间。

 +1 416 392 8188  www.highparktoronto.com  toronto@torcvb.com  1873 Bloor Street W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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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Philip Li   

士嘉堡悬崖公园 

"绝美的悬崖"

士嘉堡悬崖公园是由于几千年的风吹日晒而形成的，位于多伦多东面安大略
湖岸边。峭壁的陡峭面是海边的一个标志性特征，高耸出海面90米(300英尺)
。几个公园横跨15公里(9.3英里)的士嘉堡悬崖，沿着湖边延伸。虽然大部分
公园位于山顶上，但也有少数几个公园可以通往狭窄的海底。从山顶往下看
，风景摄人心魄，令人惊叹，尽管很少人能否认低洼处的景色，但在恬静的
海水之上高耸着的悬崖峭壁，这样的景色确实震撼人心。

 +1 416 396 4002  www1.toronto.ca/parks/prd/facili
ties/complex/1748/

 Off Undercliff Drive, 多伦多 ON

 by Some Wiki Editor   

圣劳伦斯市场 

"多伦多的重要市场"

美食与葡萄酒杂志将圣劳伦斯市场列为全球25个最佳市场之一。你在市里找
不到比这里更好的市场，买到新鲜的水果、蔬菜、肉和鱼。更不用说来自各
个民族的异国美食了。历史悠久的圣劳伦斯街区也有50多名商贩，提供市内
最好的熟食店和餐馆，还有各种特色食品、熟食肉、鱼和海鲜、烘焙食品，
还有美味浓香的茶和咖啡。农夫市场仅在星期六开放和南部市场的开放时间
不同。

 +1 416 304 0061  www.stlawrencemarket.co
m/

 market@stlawrencemarket.
com

 92-95 Front Street East,
多伦多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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