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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ientation to Ontario
文化与精神信仰 

媒体

• 所有主要的超市都经营国际菜肴中使用的
许多食品。有些超市有1-2个通道专卖国际
食品成分。

• 如想找到民族食品店的名单，请访问 
yellowpages.ca

• 有 Apps (应用软件) 将指引您找到民族食
品店和饭店。如想找到这些，根据您使用
的平台请使用合适的apps store (应用软件
商店)。

• 饭店评论网站也根据菜肴种类而制作清
单，包括素食者菜肴。

• 农作物市场允许出售者全年销售农作物和
其它产品。这些市场在特定的日期在建筑
物内、停车场或公园中进行。您可以在您
的地区通过 farmersmarketsontario.com 
找到农作物市场。

• 季节性食品 – 如想了解关于何时有水果和
蔬菜出售的更多信息，请访问Ontario 
Foodland (安大略省美食城) 的网站 
ontario.ca/foodland

节日和文化中心

全省的大小社区有许多博物馆、剧院和
文化中心。

Canadian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 (加
拿大广播公司，CBC) 是公众资助的全
国性广播公司。CBC 在电视、收音机、
以及网上提供地方和全国性新闻报道和
文化节目。关于更多，请访问 cbc.ca  

在加拿大有许多民族文化报纸出版发
行。National Ethnic Press and Media 
Council (加拿大民族传媒协会)在其网站
提供出版物的名单 
nationalethnicpress.com 

许多电视台和广播电台以多种语言进行
播放。OMNI TV (多元文化电视台) 是一
个多元文化网络，以普通话、广东话、
意大利语、旁遮普语和其它南亚语言播
放节目。关于更多信息，请访问 
omnitv.ca 

食品
民族市场和主要超市销售来自世界各地
的进口产品和作物。了解当地市场和饭
店的最好方法是通过“口头介绍”，所
以您应在您的社区和崇拜场所和他人交
谈以及在网上搜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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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是否知道?

安大略省是加拿大最具多元
文化的省份。来加拿大的所
有新移民中一半定居在安大
略省。全省居民所讲的语言
超过100种。

有很多方式享受多元化和庆
祝您自己的文化遗产。

• 博物馆: 请访问 museumsontario.org 
以获取博物馆名单。

• 电影: 在网上或报纸上搜索您所在社
区的电影节。

• 剧院: 请访问Theatre Ontario (安大略省
剧院)的网站 theatreontario.org 以获取
您所在社区的剧院名单。



精神信仰方面

• 艺术: 如想获取艺术中心/画廊的名
单，上网搜索您的社区。

• 音乐和舞蹈:  上网或在您的当地报纸上
搜索当地的活动。

• 加拿大国庆日: 全省在7月1日举行庆
祝。

• 原住民活动: 如想查看安大略省在全国
原住民日举行的活动名单，请访问 
Ministry of Indigenous and Northern 
Affairs Canada (加拿大印第安与北方
事务部)的网站 www.aadnc-
aandc.gc.ca 

• 法语文化节: 关于节日和其它活动的清
单，请访问 www.voyagesontario.com 

关于更多活动，请访问
www.festivalsandeventsOntario.ca 或 
www.summerfunguide.ca   

如想了解在您的社区举办的节日和文化活
动，请访问  
www.ontariotravel.net/en/home 

包括艺术、电影、食品和音乐的文化节与
多元文化节全年都有举办。社区中心和图
书馆经常有当地节日的信息。 当地和民族
文化媒体将会推广文化活动。有些节日的
例子包括:

• Caribana (加勒比节), 庆祝加勒比文化， 
caribanatoronto.com

• DesiFest, 南亚音乐节，http://desifest.ca

• The International Dragon Boat Race Festival 
in Toronto (多伦多国际龙舟竞赛节) http://
dragonboats.com

• Winterlude in Ottawa (渥太华冰雪节)，
canada.pch.gc.ca/eng/1416239267950

• Oktoberfest in Kitchener (基齐纳十月啤酒
节)，oktoberfest.ca

• Ontario Pride (安大略省骄傲节)，
ontariotravel.net/en/play/lgbt/pride

• Toronto African Film & Music Festival (多伦
多非洲电影与音乐节)， 
torontoafricanfilmmusicfest.com

• 在伦敦举办的 Fiesta London Mexican 
Festival, in London (Fiestal 伦敦墨西哥
人节), fiestalondon.ca 

• Latin Arts Festival in Toronto (多伦多拉
丁艺术节), ontariolatinartsfestival.ca 

• Brantford International Villages Cultural 
Festival (布兰福德国际村庄文化节), 
brantfordvillages.ca 

• Belleville Waterfront and Ethnic Festival 
(贝勒维尔湖滨与民族文化节), 
bellevillewaterfrontfestival.com

安大略是一个世俗社会，但是不同信仰
的人们按照自己的选择自由崇拜。您可
以在当地的电话目录上或者通过网上搜
索找到教堂、清真寺、犹太会堂、和寺
庙。

• Mosques and Islamic Centres (清真寺
与伊斯兰中心) muslimcanada.org 

• Synagogues (犹太会堂) - cjccc.ca 或 
findlink.at/syndir 

• Hindu Temples (印度庙宇) - 
shaivam.org 

• Sikh Temples (锡克教庙宇) -
worldgurudwara.com 或 findlink.at/
stemples 

• Buddhist Centres (佛教中心) - 
buddhist.ca 或 findlink.at/bcentr 

• Anglican Churches (圣公会) -  
anglican.ca 

• Roman Catholic Churches (罗马天主
教堂) - catholiclinks.org 

• United Church of Canada (加拿大联
合教会) - locator.united-church.ca 

• Baptist Churches in Canada (加拿大
浸信会) - baptist.c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