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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家卑诗博物馆
 自 1886 年以来﹐皇家卑诗博物馆收集﹑保护
并与公众分享了卑诗省的人类历史和自然历
史。1987 年，卑诗省博物馆被赠予了“皇家”的
地位。

卑诗省档案馆 
原始文件、照片、地图、书籍和其他记录，有些已
超过 200 年。

IMAX® Victoria全景影院
有着六层楼高、25  米（85英尺）宽的屏幕， 
IMAX 让人享受真正的身临其境的体验。

Fannin 大厦 
这幢大厦以我们的首任馆长 John Fannin 的名
字命名，里面存放着卑诗省珍贵的收藏品。这
里也是我们博物馆研究人员和收藏人员工作的
地方。

雷鸟公园
 雷鸟公园于 1941 年对公众开放，展出了首批正
式收藏的雕刻精致、富含历史故事的图腾柱。很
多原始的图腾柱目前都保存在储藏室内，它们代
表着卑诗省各地的原住民社区。

Wawadit’ła / Mungo Martin 大房子 
 由雕刻家和酋长 Mungo Martin 及他的儿子
David 于 1951 至 1953 年间建成。这个大房子是
仿照位于 Fort Rupert 的大房子而建的。

圣安（St Ann）的校舍
该校舍建于 1843 年前后，为典型的哈德逊湾
（Hudson’s Bay）公司的建筑风格。这座校舍是
一种便于生活/工作的建筑，圣安的修女们在这
里上了她们的第一节课。

Helmcken 之家
这座卑诗省最古老的房子依然矗立在原址， 
并向公众开放。H e l m c k e n之家的木屋于  
1852 年由哈德逊湾（Hudson’s Bay）公司为 
John Sebastian Helmcken 医生和他的太太
Cecilia Douglas 而建。季节性开放。

荷兰钟楼 
作为卑诗省荷兰裔社区为纪念加拿大建国
一百周年的献礼，钟楼上演奏的音乐让市
中心的游客愉悦不已。钟铃安装在高 27 米
（90 英尺）塔的顶部。

原生植物园
湿地﹑沙丘﹑沙漠﹑雨林：这些都是
卑诗省的一部分，并且它们都在这
里得以展现。

1.  Richard Hunt 图腾柱 —
Kwakwaka’wakw

2. 恐龙足迹
这些足迹是从一只鸭嘴龙（食植物恐龙）
和一只霸王龙（食肉恐龙）在卑诗省皮斯河
（Peace River）峡谷留下的原始足印模型形
成的，代表着一亿多年的通道。

3.  纺锤锭盘
代表着肋筐恩（Lekwungen）人生活方式中
十分重要的基本工具，这个纺锤锭盘是在
维多利亚市中心的七个之一，它们标志着具
有重要文化意义的地方。

4. 卑诗省警察徽章

5. Elza Mayhew 的雕塑

6. Jack Harman 的雕塑

7.  詹姆斯·道格拉斯总督匾及 
道格拉斯夫人樱桃树

8. Peter Ochs 的雕塑

9. 女皇母亲的奠基石

10. 美食餐车节日活动

开放时间
每天上午 10 点至下午 5 点
夏季开放时间（六月至九月）
上午 10 点至晚上 10 点，周五和周六
卑诗省档案馆周一至周五开放，公共假日除外
IMAX® Victoria全景影院开放至晚上 7 点或 8 点
圣诞节及元旦闭馆 
请致电或上网查询目前的开放时间

支持我们
对博物馆和档案馆的捐赠就是对卑诗省的投资。您今天就能帮助保护卑诗省的历史
故事。请致电 250-387-7222，或发电子邮件至 donate@royalbcmuseum.bc.ca

卑诗省档案馆
周一至周五开放，法定假日除外。 

卑诗省的最佳礼物
想给人留下持久的印象吗？那就送一张博物馆会员卡或礼品卡吧。今天就选一个！

参加义工
作为博物馆的义工，帮助将卑诗省引人入胜的历史故事生动重现。可在问讯处领取
一份申请表，或致电义工服务处：250-387-7902。

绿色环保
使用皇家卑诗博物馆的 WIFARER 应用软件，让您的参观更精彩。 
免费下载：m.royalbcmuseum.bc.ca/en/apps

皇家卑诗博物馆
位于维多利亚的内海湾 
675 Belleville Street, Victoria BC  V8W 9W2 
250-356-7226 | 1-888-447-7977  
royalbcmuseum.bc.ca

[Chinese Simplifi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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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  
中式风水罗盘

在风水师的手里，这个罗盘显示着 

“气”的运行方向。

展览和展厅 
博物馆一楼的展示和活动都是免费的。楼
上的展览﹑展厅和参观活动可凭博物馆的
入场券或会员证进入。

便利设施  
•  一楼设有衣帽和手袋寄存处（大件 

物品必须寄存）
• 一楼有婴儿车
• 每层都设有婴儿换尿布区
•  每层都为残疾人士提供轮椅﹑电梯 

和洗手间
• 每层都设有饮水机
•  IMAX® Victoria 全景影院附近有取款机

有向导的参观 
持门票进入之后，我们可提供一系列的参
观活动。可查看大堂屏幕上的参观主题和
时间。

在哪里就餐  
•  Sequoia Coastal Coffee 供应汤﹑ 

三明治﹑烘烤食品和特色咖啡
•  美食餐车节日活动会提供一些维多 

利亚最为精美的食品
•  IMAX® Victoria 全景影院的小卖部 

有零食

皇家博物馆商店  
可选择精心制作的带有卑诗省独特风格的
物品，包括书籍（许多都是由皇家卑诗博物
馆出版的）﹑艺术品﹑珠宝﹑音乐制品﹑服装
和玩具。请务必拿一本“展品指南”，里面
有许多有关本馆展品的照片和说明。

IMAX® Victoria 全景影院
可查询有关博物馆和 IMAX 的联合入场
卷。这座全景影院设有环绕声响和一个六
层楼高﹑25 米（85 英尺）宽的屏幕，您会
感到仿佛真的身临其境。

保安台 
保安台设在一楼。我们的保安人员随时帮
助您寻找失物﹑进行急救及处理紧急情
况。

支持我们
对博物馆和档案馆的捐赠就是对卑诗省的
投资。您今天就能帮助保护卑诗省的历史
故事。请致电 250-387-7222，或发电子邮
件至 donate@royalbcmuseum.bc.ca

卑诗省的最佳礼物
想给人留下持久的印象吗？那就送一张博
物馆会员卡或礼品卡吧。今天就选一个！

皇家卑诗博物馆
位于维多利亚的内海湾 
675 Belleville Street, Victoria BC 
V8W 9W2 
250-356-7226 | 1-888-447-7977  
royalbcmuseum.bc.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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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多数展览中，我们都欢迎拍照以供个人使用，但我们不鼓励使用闪光灯拍
照。请注意某些展品不许拍照的指示牌。人们很想让孩子在猛犸象的旁边拍
照，但是跨入展品中可能会造成损害，并引发警报。请勿使用三脚架或独脚架。
拍照及素描只限用于非商业用途。

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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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展�

1.   悠久的�史
2.   生活在�片土地上
3.   精神生活
4.   �革、冲突、�性
5.   强大的��
6.   新的开始

皇家卑�博物�的一些展区可能会关�以便更�展品或�行�修。�在���或售票���最新情况。如有任何不便，我�表示歉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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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自然�史

第一�

自然�史展�

1.   �化中的�去
2.   �化中的�在
3.   独特的森林
4.   无尽的海洋
5.   多�的三角洲
6.   未开�的世界

特别展�

袖珍展�

3 人类�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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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存 
�言展�

卑��展史展�

1.   从海路到达
2.   从�路到达
3.   重塑的景�
4.   建�一个省
5.   �入21世�

展�和展� 
博物�一楼的展示和活�都是免�
的。楼上的展��展�和参�活�可
凭博物�的入�券或会���入。

便利�施  
•  一楼�有衣帽和手袋寄存�（大件
物品必�寄存）

• 一楼有�儿�
• 每�都�有�儿�尿布区
•  每�都�残疾人士提供�椅、�梯
和洗手�

• 每�都�有�水机
• 一楼有付��� 
•  IMAX® Victoria 全景影院附近有取
款机

有向�的参� 
持門票�入之后，我�可提供一系
列的参�活�。想每个展�都去体
�一下�？�参加“精�参�”（一
个半小�）。可�看大堂屏幕上的
参�主�和��。

在哪里就餐  
•  Sequoia Coastal Coffee 供��、
三明治、烘烤食品和特色咖啡

•  美食餐��日活�会提供一些�多
利�最�精美的食品

•  IMAX® Victoria 全景影院的小�部
有零食

皇家博物�商店  
可��精心制作的�有卑�省独特
�格的物品，包括�籍（�多都是
由皇家卑�博物�出版的）、��
品、珠宝、音�制品、服装和玩
具。��必拿一本“展品指南”，
里面有�多有关本�展品的照片和
�明。

IMAX® Victoria 全景影院 
可��有关博物�和  IMAX  的�合
入�卷。�座全景影院�有��声
响和一个六�楼高、25  米（85  英
尺）�的屏幕，您会感到仿佛真的
身�其境。

保安台 
保安台�在一楼。我�的保安人�
随�帮助您�找失物、�行急救及
�理�急情况。

�什么有些展品的光�那
么暗？
我��整了灯光的亮度，以保�珍
�文物不受紫外�和�外�的照
射。我�尽量�所有展品保持尽可
能最高的亮度。

拍照
在大多数展�中，我�都�迎拍照
以供个人使用，但我�不鼓励使用
�光灯拍照。�注意某些展品不�
拍照的指示牌。人�很想�孩子在
猛�象的旁�拍照，但是跨入展品
中可能会造成�害，并引�警�。
�勿使用三脚架或独脚架。拍照及
素描只限用于非商�用途。

合作方：

原住民展�

1.   悠久的�史
2.   生活在�片土地上
3.   精神生活
4.   �革、冲突、�性
5.   强大的��
6.   新的开始

皇家卑�博物�的一些展区可能会关�以便更�展品或�行�修。�在���或售票���最新情况。如有任何不便，我�表示歉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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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从�路到达
3.   重塑的景�
4.   建�一个省
5.   �入21世�

展�和展� 
博物�一楼的展示和活�都是免�
的。楼上的展��展�和参�活�可
凭博物�的入�券或会���入。

便利�施  
•  一楼�有衣帽和手袋寄存�（大件
物品必�寄存）

• 一楼有�儿�
• 每�都�有�儿�尿布区
•  每�都�残疾人士提供�椅、�梯
和洗手�

• 每�都�有�水机
• 一楼有付��� 
•  IMAX® Victoria 全景影院附近有取
款机

有向�的参� 
持門票�入之后，我�可提供一系
列的参�活�。想每个展�都去体
�一下�？�参加“精�参�”（一
个半小�）。可�看大堂屏幕上的
参�主�和��。

在哪里就餐  
•  Sequoia Coastal Coffee 供��、
三明治、烘烤食品和特色咖啡

•  美食餐��日活�会提供一些�多
利�最�精美的食品

•  IMAX® Victoria 全景影院的小�部
有零食

皇家博物�商店  
可��精心制作的�有卑�省独特
�格的物品，包括�籍（�多都是
由皇家卑�博物�出版的）、��
品、珠宝、音�制品、服装和玩
具。��必拿一本“展品指南”，
里面有�多有关本�展品的照片和
�明。

IMAX® Victoria 全景影院 
可��有关博物�和  IMAX  的�合
入�卷。�座全景影院�有��声
响和一个六�楼高、25  米（85  英
尺）�的屏幕，您会感到仿佛真的
身�其境。

保安台 
保安台�在一楼。我�的保安人�
随�帮助您�找失物、�行急救及
�理�急情况。

�什么有些展品的光�那
么暗？
我��整了灯光的亮度，以保�珍
�文物不受紫外�和�外�的照
射。我�尽量�所有展品保持尽可
能最高的亮度。

拍照
在大多数展�中，我�都�迎拍照
以供个人使用，但我�不鼓励使用
�光灯拍照。�注意某些展品不�
拍照的指示牌。人�很想�孩子在
猛�象的旁�拍照，但是跨入展品
中可能会造成�害，并引�警�。
�勿使用三脚架或独脚架。拍照及
素描只限用于非商�用途。

合作方：

原住民展厅

1.   悠久的历史

2.   生活在这片土地上

3.   精神生活

4.   变革﹑冲突﹑韧性
5.   强大的遗产

6.   新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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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历史展厅

1.   变化中的过去

2.   变化中的现在

3.   独特的森林

4.   无尽的海洋

5.   多样的三角洲

6.   未开发的世界

袖珍展厅

3 
人

类
历

史
我们的现存语言展览

卑诗发展史展厅

1.   从海路到达

2.   从陆路到达

3.   重塑的景观

4.   建设一个省

5.   进入21世纪

合作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