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指引#

研究你的房子
你有沒有興趣知道你的房子何時建成？想不想
知道之前的業主是誰，或一個世紀前這片土地
上有什麼東西？多倫多市政府檔案處珍藏豐富
的資源，可以幫助你回答這些問題。本指南闡
述進行這類研究最好的資源是什麼，如何運用
這些資源，以及在檔案處可找到什麼資料。
研究物業就好像砌拼圖一般──有時找不
著拼圖塊，有時拼圖塊屬於另一個拼圖！耐心
一點，蒐集所有資料才作出結論吧。把不同出
Coxwell Avenue，1912年，Arthur Goss拍
處的資料互相對照，要知道不是所有資料來源
攝。系列372，副系列18，項目5。
都是百分百準確的！記錄資料的時候，總要把
資料來源、標題、頁數、縮微膠卷卷號或任何
其他參考資料寫下來，在有需要的時候，你可以找回這些資料。
如果你在尋找資料上有任何問題或困難，請向檔案處參考部 (Reference Desk) 職員
查詢。
請注意：在本文件完成時 (2007年8月)，本處正處理前市政府的檔案，並把資料列入
我們的資料庫中。我們歡迎研究人員經常返回檔案處，閱覽可供查閱的新檔案。

開始的第一步：
街道名稱和號碼的改變
南”的活頁夾。)

你現在居住的地址未必是你的房子以前的
地址。研究物業首要的事情是決定街道名
稱和號碼有沒有改變，或何時改變。在本
指南列出的檔案中尋找街道名稱和有關日
期時，注意這些改變，以及這些改變何時
出現。

你也可使用火災保險圖 (請看下頁)
確定以前的街道名稱和號碼。因此，我們
建議你在開始研究時，先查看火災保險
圖。

要知道你的街道名稱有否改變及何時
改變，在有關城市“街道名稱”的活頁
夾中，搜尋你的街道的名稱(有關前多倫
多市的街道，你亦可查看“街道號碼指



火災保險圖
火災保險圖載有有關建築物和鄰近地區的
詳細資料。這些資料可用以決定建築物興
建或拆卸的日期、建築材料、建築物的方
向、地段和地址號碼、地段面積和形狀等
詳細資料。
檔案處收藏了不同年份的火災保險
圖。最早的是1858年的Boulton地圖。大
部分火災保險圖涵蓋1880至1920年代的
不同年份，但有些主要有關前多市工商業
區的火災保險圖涵蓋至1940年代。本處亦
收藏了一套多冊數橫跨1954至1973年的
火災保險圖。多市各個區域並沒有各年份
的火災保險圖，早年的火災保險圖涵蓋的
範圍只有前多倫多市，後來的也包括多市
以外的地區。

這是從火災保險圖挑選出來的一部分，顯示
當時前東約克的新郊區。深色的建築物 (原來
是桃紅色的) 是磚蓋的，較淺色的建築物 (原
來是黃色的) 是木蓋的。注意圖上顯示的號碼
是地段的號碼，與街道的號碼不配合。Goad
在1910年製作在1912修訂的多倫多及市郊地
圖集，第1卷，35板。

閱覽1880至1924年原色火災保險圖最
容易的方法是在參考部 (Research Hall)
的電腦上按擊火災保險圖圖鍵。

有關如何使用火災保險圖的詳情，
請參考研究指南#11“如何使用火災保險
圖”。

在參考部後面的縮微膠卷房間的佈告
欄上可找到地圖符號的圖例。
你也可以以縮微膠卷(只有黑白色)、窗
孔卡片或複印文本觀看火災保險圖。參考
部備有主要火災保險圖和街道名稱索引的
活頁夾，幫助你找出顯示你的物業的火災
保險圖。

物業估價冊
如果你的地址在前多倫多市內，你須
先查出你的地址何時被併入多市範圍內，
因為你的地址由該年開始列入物業估價冊
內。請查閱名為“多倫多市的發展：從屬
和合併”(Growth of the City of Toronto
Through Annexations and Amalgamations)
的彩色地圖。

為徵收地稅而設的物業估價冊包括以下所
有或部分資料：戶主姓名、職業、薪金和
宗教 (戶主通常是男性。如果戶主是寡婦
或單身女性，戶主便是女性)、物業資料、
擁有權及估值。從樓價一年較一年上升的
資料中可得知建築物或加建部分的建築日
期。但如果樓價一致上升，這可能是全市
稅率增加所致。

如要參考物業估價冊，請找出該市物
業估價冊的研究指南活頁夾。該指南提供搜
尋和閱覽物業估價冊及在物業估價冊中尋
找物業資料的指示。

本處收藏了所有六個前市政府(1998年
六市合併前)及之前與它們合併的市政府
的物業估價冊。


物業估價冊提供很多有關於多倫多居民的資
料。這裡，我們看到 1 歲的勞工 Thomas
Jeffery 擁有6 Northern Place的房子 (“F”代
表“freeholder” “不動產保存者” 或業主)。
這個家庭共有六人，他們是聖公會的信徒
(“E”代表“Church of England” “英國教
會”。)Jeffreys 的鄰居 Scott Walter 和他的
小家庭租住他們的房子，他們是衛理公會教
徒。Jefferys 另一邊的土地是空置的，街道
還未編上號碼。RG 5 系列 F1 1894。

有關現時物業的估價資料，請在參考
部的電腦上參看多倫多物業系統資料庫的
資料。如需協助使用資料庫，請向參考部
職員查詢。

多市目錄
多市目錄載有每個地址戶主的姓名和職業
(戶主通常是男性。如果戶主是寡婦或單身
女性，戶主便是女性)。只要找到你的房子
在目錄第一次出現的年份，你便可以算出
房子大概建成的日期。然後你便可以從該
年開始搜集業主及/或租客的姓名。
在大多數目錄中，每個目錄的街名和
住戶姓氏都是分開按字母順序列出。有些

這個目錄項目顯示多倫多市民的生活詳情。
舉例來說，Lotty Brown，造紙工人，是
Jarvis Street 131 號的寄宿者。Mary Brown，
Thomas 的寡婦，在 St. Charles 街擁有一所
房子(“h”)。這個項目顯示相同名字引起的
問題，以及婦女不同的職業。多倫多市目錄
1884。



早期的目錄只有街名或住戶姓氏，並非兩
者都有。很多目錄亦包括不同類別的商戶
名單。每一個目錄在開首索引部分都載有
目錄縮寫的說明。
最早期的目錄只包括最初多倫多市的
資料。在1873年開始，邊遠“城郊”地
區(現為市區)，例如 Parkdale，被列入
附錄中。在1930年開始，郊區被列入主
要部分。在1983年後，目錄分為“中
區”、“東區”和“西區”版本，但不是
每年都刊印所有版本。目錄的資料在目錄
刊登的日期前一年蒐集 (例如1910年目錄
所載的資料是1909年蒐集的)。
檔案處收藏了1834至2001年每年出
版的目錄，除了三十、四十和五十年代某
幾年及1987年外，當時沒有出版目錄。
1834至1959年的目錄可於縮微膠卷上閱
覽。縮微膠卷存放於參考部後面縮微膠
卷房間的文件櫃內，資料可自行取閱。
1960至2001年的目錄備有複印文本，複印
文本存放於參考部的架上。
這個目錄只顯示某一地址“戶主”的姓名 (通
常是男性)，而非所有家庭成員的姓名。較後
期的目錄也列出戶主的職業。即使目錄出版
後街道號碼有所改變，你可以以相交的街道
(這裏以斜體顯示) 搜尋你的物業。多倫多市
目錄1884。

建築許可證
建築許可證提供有關業主、建築材料、建
築師、建築物用途和成本的資料。1882至
1926年前多倫多市建築許可證的資料現時
可於縮微膠卷上閱讀。即使檔案處沒有你
的物業的建築許可證，但建築許可證的索
引或可提供一些資料，例如建築許可證發
出的年份。

大部分在這期間的索引卷冊都包含另一部
分，就是按第一個字母列出的業主資料。
查看你的物業的街名及/或業主姓名，把建
築許可證的號碼寫下來。(如果你知道業主
的姓名，以業主的姓名搜尋建築許可證，
較以街名容易。)然後查閱縮微膠卷上的建
築許可證。縮微膠卷存放於參考部後面的
縮微膠卷房間的的文件櫃內，資料可自行
取閱。你可能須查閱多張建築許可證，才
能找到屬於你的物業的那一張。

按年份編排的索引卷冊最為實用。這
些卷冊只涵蓋1891至1914年，它們存放於
參考部黑色的大活頁夾中。街名按第一個
字母列出，但沒有按字母內的次序編排。

如果你在索引卷冊中找不到你物業，


建築許可證索引顯示當局於某一年發出每條街
道的所有建築許可證的號碼，但沒有顯示地
址。要找出地址，您必須參看建築許可證。
RG 13 C5 第4盒
在這個例子中，從1907年的建築許可證中，
J.Somers 獲發建築許可證 6206。你只能在
建築許可證中找到 Somers 的地址。請注
意，雖然這裏所有名字以同一字母開始，但
這些名字並不是按照名字內的字母順序排
列。RG 13 C5 第4盒。

查看縮微膠片上的索引。縮微膠片存放於
參考部後面的縮微膠卷房間的的文件櫃
內，資料可自行取閱。索引按建築物的
類別列出，例如磚蓋房子或框架(木蓋)房
子。涵蓋的年份由1915至1970年。如果你
在索引中找到你的房子，如房子在1915至
1926年之間建造，把建築許可證的號碼寫
下來，在縮微膠卷上閱讀許可證的資料。
縮微膠卷存放於參考部後面的縮微膠卷房
間的的文件櫃內，資料可自行取閱。
如欲查看1926年後的建築許可證，聯
絡位於多倫多市政府大樓內的建築署，電
話：416-392-7974。

這張建築許可證載有完整的資料，顯示 Leigh
Todd 獲准在 5 Emerson Avenue (“E.S.” 代
表“東面”)興建一座以磚石蓋成兩層高包括
地庫的房子，但不是所有建築許可證都是這樣
的。Leigh Todd 能負擔僱用專業建築師及建築
商。當時一座磚蓋房子的平均價格為2500元；
木蓋房子的價格則廉宜得多。RG 13 C4 第12
盒。


航空照片
這些從飛機拍攝的照片非常接近地面，足
以讓你看到過去多年來建築物的出現、消
失和改變。你也可以分辨不同的地形(例如
快要消失的河流表示河水被引進下水道)及
特徵，例如公園、道路等等。

編號後，你可以閱覽航空照片。航空照片
按年份和標識編號編排，存放於鎖櫃旁的
大型地圖櫃中。
閱覽航空照片時，請穿戴本署提供的
白棉手套，以保護照片，避免印上指紋。

最大批珍藏的航空照片涵蓋1947至
1992年間現時多倫多的地區。每幅照片都
是多市某部分地區，而非整個城市。

本署亦收藏額外的航空照片，顯示
1937至1942年市中心外圍的地區，但數
量不多。這些航空照片名為Valley Lands
97系列航空照片。閱覽這些照片，在參考
部的電腦上按鍵圖。

有些航空照片經掃瞄後，在參考部的
電腦上按鍵圖便可閱覽。如欲閱覽沒有掃
瞄影像的航空照片，可在不同年份的索引
圖中搜尋你需要的航空照片的標識編號，
索引圖存放於鎖櫃旁的大型桌子上。個別
地區的標識編號按年改變，直至1983年為
止。所以，在1983年前，你必須分別尋找
每個地區每個年份的照片。在1983年後，
每年的標識編號是一樣的。當你找到標識

這張航空照片顯示座落於四葉式立體交叉高
速公路旁的公寓大樓和單一家庭房子。你可
以在標準地圖上，從主要的道路和標誌中找
出你的物業。全宗37，系列12，1960-172

市議會會議過程紀錄
由於市政府負責提供公共服務，例如人行
道、水管、下水道等等，從市議會的會議
過程紀錄中可得知市府在某一期間所提供
的服務，因而了解該區居民的生活方式。
會議過程紀錄也可以提供有關社區重大事
件或問題的線索。會議過程紀錄包括市議
會會議紀錄、提交予市議會的報告及附
例。

本署收藏所有前市政府的市議會會
議過程紀錄。要獲得這些資料，可在
WebGencat 資料庫搜尋前市政府。如需協
助，請向參考部職員查詢。



地圖和地圖冊
早期的地圖經常顯示業主的姓名、地段規劃圖、地段及農村道路編號及其他資料。以下是
參考部收藏的有用資源。如欲閱覽這些地圖，請向參考部職員查詢。
•
•
•
•
•
•
•
•

Plan of York, Philpotts, 1818, MT 109
Topographical Map of the City and Liberties of Toronto, Cane, 1842, MT 255
Topographical Plan of the City of Toronto in the Province of Canada, Fleming, 1851, MT 55
County York, Canada West, Tremaine, 1860, MO 4
Illustrated Historical Atlas of the County of York, 1878
Map of Township of York and City of Toronto, c. 1909, MC 12
Greater Toronto, c. 1912, MMT 13
City of Toronto Planning Board Atlas, c. 1960, MT 925

左上：地圖有時顯示土地擁有人的姓名。在
1790年代，政府把土地劃分為每塊100英畝，每
塊土地都編有特許分區土地編號（羅馬數字）和
地段編號（阿拉伯數字）。我們今天仍沿用特許
分區土地和地段編號，以便在法律上識別每塊土
地。參看符號顯示社區重要的特徵。約克郡地圖
(Atlas of York County)，1878 。

下方：多倫多市和特許區域的地形圖細節，

Cane，1842，MT 255。



照片
檔案處可能藏有你的街道和你的房子的照
片。目前，本處沒有完整的照片索引。你可以
嘗試以下的方法：
•

在參考部 “Photograph Finding Aids
and Reference Copies” 部分在貼
上“372系列”的黑色活頁夾中找出你的
街道的名稱。街命按照字母順序排列。

•

在參考部近 “Photograph Finding Aids
and Reference Copies” 部分的照片主
題索引中搜尋你的街道(索引卡在小型
灰色金屬三層抽屜檔案櫃中)。街命按
照字母順序排列。在卡片上把編號寫下
來，在參考部查詢。

•

在WebGencat 資料庫關鍵字一欄輸入
街名。你可以向參考部職員查詢如何使
用資料庫。

“最小的房屋”， ca. 1913，攝影師：

William James，William James家族全宗
1244，項目 8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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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倫多檔案處 (City of Toronto Archives)
255 Spadina Road, Toronto, ON M5R 2V3
電話：416-397-0778
傳真：416-392-9685
網址：www.toronto.ca/arch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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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ronto
Archives
MACPHERSON AVE.

DUPONT ST.
TTC

AVENUE RD.

SPADINA RD.

BATHURST ST.

TTC

星期一至星期五 9:00-4:30
星期六(十月至四月) 10:00-4:30
逢星期日及長週末假期的星期六休息
我們的檔案文獻遺產非常珍貴，沒有其他東西
可以替代。為將來的研究人員著想，請幫助我
們保存檔案文獻。做筆記時，只可使用鉛筆。
處理照片時，穿上棉質手套。在影印前，請向
參考部的職員查詢。請勿把任何有關檔案的物
品攜離參考部。多謝合作！

BLOOR ST. W.

使用公共交通前往多倫多市政府檔案處非
常容易。在大學地鐵線 Dupont 站出閘，
然後向北步行。

多倫多市政府檔案處隸屬多倫多市政府書記
署。2007 年 8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