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蟾蜍霍尔玩具 

"叙述你自己的玩具总动员"

蟾蜍馆玩具自1977年以来就一直令温尼伯的小朋友们兴奋不已。这家梦幻般
的玩具店将古老的建筑物称之为“家”，穿过祖母绿门是所有人冒险的开始
。这家商店有一个宽敞的布局，走道后仔细放养了迷人的玩具。从家庭逍遥
游和国际象棋，morphibians，古董收藏品，瓷器以及纸娃娃到模型成套工具
，火车和婴儿玩具等棋盘游戏，所有事情都可以在蟾蜍馆的屋顶下找到。如
果节日期间，这是一个地方，你可以肯定拿起可爱的项目，将使你成为一个
受欢迎的家长。

 +1 204 956 2195  www.toadhalltoys.ca/  customer_service@toadhal
ltoys.ca

 54 Arthur Street, 維尼佩格
MB

 by freestocks-photos   

西海岸的孩子们 

"婴儿护理专家"

西海岸的孩子是一个可爱的家长和待定的父母的商店。他们精心挑选的产品
包括婴儿用品，床上用品，家具，衣服和玩具，为您的新欢乐或成长中的幼
儿提供帮助。看看他们时尚的婴儿车，尿布袋，摇椅，高脚椅，婴儿床，少
年床上用品，可爱的洗浴用品和时尚的服装。他们友善的员工和实惠的价格
也将提高您的购物体验。

 +1 204 942 1237  www.westcoastkids.ca/ba
by-store-winnipeg-
princess

 winnipeg@westcoastkids.c
a

 103 Princess Street,
維尼佩格 MB

 by Ccyyrree   

马尼托巴博物馆 

"过去，现在和未来"

参观者可以详细了解位于温尼伯市中心的马尼托巴博物馆的平原印第安人和
早期草原定居者的生活。它有九个画廊，包括一个天文馆，一个科学画廊，
和一个五层帆船，Nonsuch。马尼托巴省博物馆也因荣获米其林指南的最高评
价“值得一游”而感到自豪。

 +1 204 956 2830  www.manitobamuseum.ca/  info@manitobamuseum.ca  190 Rupert Avenue,
維尼佩格 MB

 by br1dotcom   

温尼伯铁路博物馆 

"铁路历史"

在温尼伯铁路博物馆参观时了解加拿大铁路的历史。这个铁路博物馆位于温
尼伯铁路内，以展示古代铁路文物和机器而闻名。这个博物馆保存并展示了
铁路的历史遗产，展示了加拿大的第一台蒸汽机。由于博物馆提供生日和婚
礼租赁设施，您还可以在此计划您的特殊活动。

 +1 204 942 4632  www.wpgrailwaymuseum.co
m/

 wpgrail@mts.net  123 Main Street, Tracks 1
and 2 in the Via Rail Union
Station, 維尼佩格 MB

https://pixabay.com/en/chess-white-board-game-strategy-1464959/
https://creativecommons.org/publicdomain/zero/1.0/deed.en
https://cityseeker.com/zh/winnipeg/981386-蟾蜍霍尔玩具
https://pixabay.com/photos/fashion-baby-big-blue-bodysuit-2939989/
https://pixabay.com/service/license/
https://cityseeker.com/zh/winnipeg/981468-西海岸的孩子们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The_Manitoba_Museum_and_Planetarium,_Winnipeg,_Manitoba.JPG
http://creativecommons.org/publicdomain/zero/1.0/deed.en
https://cityseeker.com/zh/winnipeg/233564-马尼托巴博物馆
http://www.flickr.com/photos/br1dotcom/8895093430/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2.0/
https://cityseeker.com/zh/winnipeg/827890-温尼伯铁路博物馆


 by Ccyyrree   

曼尼托巴剧院的青年人 

"全民戏剧学校"

曼尼托巴青年剧院是一个巨大的空间，以不断变化的戏剧表演为特色。这也
是一个广受好评的学校，为青少年提供一系列的表演研究。成立为演员的展
示，后来改为MTYP。艺术爱好者会热爱剧院的戏剧表演和表演，让人欣喜。
特殊表演是儿童的时间表。季节成员，单票和团体价格可供选择。戏剧课和
课程也可在会场举行。

 +1 204 942 8898 (Box
Office)

 www.mtyp.ca/  info@mtyp.ca  2 Forks Market Road,
維尼佩格 MB

 by mark6mauno   

温尼伯手推车公司 

"温尼伯历史的迷人瞥见"

温尼伯电车之旅是了解温尼伯近距离和亲密的最佳途径。搭乘恢复的橙色和
奶油路面电车90分钟，这是有趣的，信息和令人兴奋的。他们的知识指南将
使你真实的故事，以及传说中的民间传说enthrall你。在这个游览中，你会
学习有趣的城市历史花絮，瞥见热门景点，并附上故事。不要忘了在访问这
个大都市的时候在行程表里加上这个。

 +1 204 813 9104  winnipegtrolley.ca/  info@winnipegtrolley.ca  1 Forks Market Road, The
Forks Market, 維尼佩格 MB

 by Bob Linsdell   

马尼托巴儿童博物馆 

"互动的儿童文化"

曼尼托巴儿童博物馆（Manitoba Children's Museum）是一个有趣的家庭旅
游目的地，与孩子们一起，拥有互动画廊，如All ABoard;这个动手博物馆的
孩子们可以做任何事情，从坐火车到在电视台传递新闻。孩子们会喜欢探索
所有的画廊几个小时结束。前往内部商店，带回一份可爱的纪念品。您还可
以在博物馆举办主题派对和儿童活动。

 +1 204 924 4000  www.childrensmuseum.com
/

 hello@childrensmuseum.co
m

 45 Forks Market Road, The
Forks, 維尼佩格 MB

 by _Alicja_   

曾经的孩子西温尼伯 

"儿童的好时光"

为您的孩子找到时尚的物品和服装，而不会让你的钱包de can不安。童话故
事西温尼伯被誉为买卖轻柔使用的产品。你不必等待任何形式出售，以获得
时尚的东西为你的宝宝，幼儿或少年。这家店是充满了包括像Tommy Hilfige
r的，凯蒂猫，基科，芝麻街，迪斯尼商店，阿伯克龙比和阿迪达斯品牌精心
挑选的产品。你会发现质量好，价格合理的服装，婴儿用品，家具和玩具。

 +1 204 786 2229  www.onceuponachild.com/
locations/winnipeg-mb-
west

 ouacwinnipegwest@gmail.c
om

 1330 Ellice Avenue, Unit
A, 維尼佩格 MB

 by Creativity103   

曼尼托巴电器博物馆 

"带电学习"

曼尼托巴电气博物馆和教育中心位于温尼伯的格兰特公园附近，通过马尼托
巴的电力历史。博物馆坐落在一个曾经是电力变电站的结构中，这与博物馆
的主题保持一致。游客可以探索电力出现之前的日子，水力发电的起源，早
期的电力使用和发展。曼尼托巴机电博物馆和教育中心为游客提供了一个20
世纪中期的农场厨房和一台运行的风力涡轮机。

 +1 204 360 7905  www.manitobaelectricalm
useum.ca/

 museum@hydro.mb.ca  680 Harrow Street,
維尼佩格 M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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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Public Domain   

McNally鲁宾逊书商 

"读者的喜悦"

虽然这个位置在1996年开放，麦克纳利罗宾逊书店成立于1981年。被认为是
加拿大最大的书店之一，这家深受欢迎的商店是书虫的喜悦。专门从事当地
和国内作家，他们令人印象深刻的收集功能畅销书，新版本，工作人员的选
择，获奖者等。他们还与其他商品一起存放了各种各样的音乐，电影和游
戏。爬上他们的大螺旋楼梯到夹层，那里有一个全新的幻想和魔法世界，等
待着孩子们。对于小读者来说，这个巨大的部分提供了一切你需要的东西来
灌输你的孩子的阅读习惯，从他们的幼儿开始。那些想自己出版小说的人可
以利用现场的印刷服务。从阅读会议到现场表演和新书发布，这家商店定期
举办各种活动。他们还有一个餐厅现场照顾你的饥饿感。有这么多的探索，
你只是想在这家书店逗留几个小时。

 +1 800 561 1833  www.mcnallyrobinson.com
/home

 info@grant.mcnallyrobins
on.ca

 1120 Grant Avenue, Grant
Park Mall, 維尼佩格 MB

 by Dano   

基尔多南公园 

"艺术与文化公园"

Kildonan公园是当地人和游客的大逃亡。这个城市的心爱的公园是伟大的娱
乐和体育运动设有游乐场，一个室外游泳池和戏水池和冬季娱乐，一个滑冰
池以及。该公园是温尼伯最大的公园之一，还包括女巫的小屋，佩吉斯馆和
彩虹剧院等景点。 Kildonan是包括艺术和文化在内的许多当地活动的举办地
点，是彩虹舞台的所在地，它提供各种舞台特色和音乐会。因此，如果在城
市中寻找休闲和娱乐，请查看Kildonan公园。

 +1 877 311 4974 (Tourist
Information)

 www.winnipeg.ca/publicworks/park
sandfields/ParkBooking/Bookablepa
rks/Kildonanpark.asp

 2015 Main Street, 維尼佩格 MB

 by Shahnoor Habib Munmun 

Assiniboine公园 

"自然与艺术"

阿西尼博因公园是温尼伯城市景观中绿意盎然的绿洲，充满了自然美景，文
化场所和艺术作品的迷人景观。河滨公园的广阔范围遍布1,100英亩（445公
顷）的面积，包括一系列有趣的景点，场景和经验。从动物园的异国情调动
物园，音乐学院的多样化植物园到狮子座摩尔雕塑园的艺术飞地，这个公园
是一个全家欢乐的全季仙境。其他受欢迎的景点包括亭子，抒情歌剧院，亭
子画廊博物馆和壮观的英国庭院。

 +1 204 927 6000  www.assiniboinepark.ca/
park/visit/hours

 info@assiniboinepark.ca  55 Pavilion Crescent,
維尼佩格 MB

 by No-longer-here   

Assiniboine公园动物园 

"毛茸茸的，羽毛般的乐趣"

Assiniboine公园动物园始建于1904年，养殖濒危物种包括西伯利亚虎和金雕
的历史悠久。有275种不同物种的1200只动物，成为加拿大最大的动物园之一
。主要包括探索中心，室内学习园和动物园。冬季旅客可以期待在圣诞节前
后的“野外之光”展示。这是您不容错过的景点之一。

 +1 204 927 6000  www.assiniboinepark.ca/  info@assiniboinepark.ca  2595 Roblin Boulevard,
維尼佩格 M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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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Teles   

FortWhyte活着 

"在自然环境中休闲"

怀特堡中心是娱乐的天然区域，是热爱观鸟的好去处。这是一个冒险和发现
一天的孩子们最受欢迎的地方之一。该中心位于200英亩（80.93公顷）的原
始沼泽地上，拥有200多种鸟类和无数种类的昆虫和其他生物。该中心也可以
聘请私人聚会和事件在自然的荣耀之中。布法罗石咖啡馆是一个伟大的活动
后，一个美好的地方冷静。

 +1 204 989 8355  www.fortwhyte.org/  info@fortwhyte.org  1961 McCreary Road,
維尼佩格 MB

 by Public Domain   

Tinkertown家庭乐园 

"夏日狂欢"

Tinkertown家庭游乐园是一个夏季景点，是家庭的热门场所。这个户外游乐
园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放，充满了让孩子和成人都感到高兴的游乐设施。
乘坐Streamliner微型火车坐上火车，将带你到整个公园或旋转苹果，看看哪
一个是最快的。幼儿会喜欢旋转木马，而年长者可以在倾斜旋转，超滑，锡
莉兹和跳枕上玩耍。在海上的董事会Ray或Whacky老鼠过山车与您的整个家庭
在拖，尖叫到你的心的内容。公园被郁郁葱葱的树木所环绕，公园有许多阴
凉的地方，提供喘息的阳光。

 +1 204 257 8095  www.tinkertown.mb.ca/  621 Murdock Road, Off Trans-Canada
Highway, Springfield MB

 by Bob Linsdell   

鹿草甸农场 

"农场乐趣"

品尝鹿草农场的乡村风情。远离城市的喧嚣，这个农场是一个完整的家庭度
假。尝试在他们的玉米迷宫中找到出路，或者在Fort Frontier中解读隐藏的
物体。爱好农场会给你一个洞察季节性和有机农业，而兔子维尼和宠物农场
将允许你宠物农场动物和兔子。它也会教你农场动物的重要性。查看野生游
戏保护区，这里是小鹿和Mouflon绵羊的家园。这些欧洲土着居民的这个开放
的地区将提供生态系统和栖息地的信息。农场从五月到十月开放，其时间安
排有所不同。

 +1 204 224 2517  www.deermeadowfarms.com
/

 info@deermeadowfarms.com  21 155 Springfield Road,
維尼佩格 MB

 by jrladia   

在玉米的迷宫 

"在农村的冒险"

在玉米迷宫有一点点的一切，从拉链线冒险动物园，甜玉米田到一个可怕的
闹鬼的地方！有六条拉链线提供了草原和蜿蜒的红河的美妙鸟瞰。农场还有
一个双赛车邮编线为那些有竞争力的连胜。登山绳索和下降沟道之后，前往
现场小吃棚吃点小食和冷冻饮料。振兴，您可以选择在这个农场的各种景点
。宠物动物园有可爱的克莱兹代尔马，小牛，兔子和羊，而巨人罢了金字塔
是完美的照片和自拍照。有点万圣节的乐趣，南瓜谷仓里充满了各种大小的
明亮的橙色南瓜来制作杰克的灯笼，而闹鬼的森林在玉米迷宫中隐藏着可怕
的刺激。您可以搭乘hayrides和小马游览周边地区，或前往拥有烧烤炉，篝
火坑和野餐桌的集团场地之一，享受典型的乡村体验。票价和时间因各个景
点而异。

 +1 204 883 2048  angie@cornmaze.ca  1351 Manitoba Provincial Road 200,
Saint Adolphe M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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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mvanhartesvelt0   

鸟山公园牧场 

"令人难忘的游乐设施"

鸟山公园牧场是温尼伯周围骑马的最佳景点之一。它提供旅行车，越野车，
雪橇和小马游乐设施，以及为业余和有经验的骑手骑马。当您的马在Birds H
ill省立公园蜿蜒曲折的小径上漫步时，您可以在猫头鹰，鹿和美丽的粉红色
的花朵西方银色翠菊中找到乐趣。对于有经验的骑乘团体，游乐设施从初学
者20分钟到2小时不等。在春季和夏季骑在这里可以让你享受公园郁郁葱葱的
绿树，而冬天则为那些有过往骑行经验的游客提供风景如画的旅程。 Birds
Hill Park Ranch酒店拥有维护良好的马厩和储物柜，还设有供私人活动使用
的餐厅和宴会厅。

 +1 204 222 1137  www.bhpr.ca/  b.h.p.r@highspeedcrow.ca  174 De Graff Bay, Birds
Hill Provincial Park,
維尼佩格 M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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