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op Things To Do in Spokane"
Nicknamed the "Lilac City" after the flowers that flourish all over town, Spokane truly lives up to its motto: "Near nature... Near

perfect!" Spokane’s diverse culture and riverside landscape cater to visitors of all 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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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ito公园 

"轻松的晚上"

在斯波坎的马尼托公园被发现风景秀丽的南山地区。这个公园里有一个鸭子
池，温室和五个美丽的花园。公园的一些地方仍然是腹地。景观由未完全发
育的地区的悬崖和岩石所支配。雪橇在冬季时仍然是一个受欢迎的活动，当
时下面的马尼托的山丘被草覆盖着。游客还可以花时间游览公园的修剪灌木
和修剪整齐的草坪，或踏上愉快的步行或骑自行车的小径。 Â

 +1 509 625 6200 (City Park
Council)

 www.manitopark.org/  1702 South Grand Boulevard, 斯波坎
WA

 by Martin Kraft   

斯波坎瀑布 

"雄伟的市中心瀑布"

体验雄伟的斯波坎瀑布（Spokane Falls）在城市中心的咆哮，同名的河流瀑
布流淌而下。这个令人惊叹的自然景观可以从市中心的几个有利位置观看，
这就是它的美丽。跳上一辆自行车，沿着百年径观看瀑布，或沿着滨河公园
的内部网络漫步，利用一些最好的景观。您还可以从包围亨廷顿公园的瀑布
的楼梯看到更近的景观。为了获得更独特的体验，斯波坎瀑布SkyRide将带您
踏上高耸入云的高山之旅，从那里您可以看到隆隆的旋律。更好的是，在斯
波坎瀑布的安东尼可以让你看到这个标志性的瀑布。捕捉瀑布的最佳时间是
在春天，当它是最好的元素，喷洒游客与朦胧的水域和招待一个和所有的壮
观的雷鸣。

 +1 888 776 5863 (Tourist
Information)

 www.visitspokane.com/things-to-
do/explore-the-spokane-falls/

 Off Spokane Falls Boulevard,
Riverfront Park, 斯波坎 WA

 by Daderot   

约翰A.芬奇植物园 

"区域和外来植物"

约翰·A·芬奇植物园是65英亩的地区和外来植物特色的景观。植物园是散步
或学习不同植物物种的理想场所。有一个美丽如画的小溪，瀑布和桥穿过植
物园。酒店内设有停车场。

 +1 509 363 5495  my.spokanecity.org/urba
nforestry/programs/finch-
arboretum/

 urbanforestry@spokanecit
y.org

 3404 West Woodland
Boulevard, 斯波坎 W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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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河公园 

"家庭乐趣"

在斯波坎的主要娱乐中心之一，滨河公园提供了伟大的家庭娱乐，同时仍然
有足够的隐蔽点，只是想享受大自然的人。公园内有许多景点和地标，包括L
ooff Carousel和历史悠久的钟楼。许多城市的热门家庭节日在这里举行，特
别是在夏季，所以一定要查看他们的网站的事件日历以及所有景点的营业时
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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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509 625 6600  my.spokanecity.org/rive
rfrontspokane/

 rfpinfo@spokanecity.org  507 North Howard Street,
斯波坎 WA

 by theslowlane   

百年痕迹 

"独特的小径体验"

百年小径是一条长长的柏油路，沿着斯波坎河延伸。它从爱达荷州线延伸到
九里瀑布，分为城市区，河谷区和河滨州公园区三个不同的部分。这条37英
里（59.5公里）的小径是骑自行车者，远足者和跑步者的天堂，适合所有年
龄层次的人士。河滨州是最具挑战性的部分，也是最美丽的，两岸景色优美
，郁郁葱葱的绿色区域。

 +1 509 624 7188  www.spokanecounty.org/1
386/Centennial-Trail

 friends@spokanecentennia
ltrail.org

 Centennial Trail, 斯波坎
WA

 by Robert Ashworth from
Bellingham, WA., USA   

圣约翰大教堂 

"天堂视线！"

圣约翰大教堂是这个城市的主要地标之一，被认为是当时的工程奇迹之一。
教堂建于哥特式复兴风格的建筑，完全用切石建造。像许多其他的哥特式建
筑一样，教堂的大厦包含了几个错综复杂的角度，宗教符号和石像鬼的雕刻
。彩绘玻璃窗，单走道和拱形天花板组成了教堂的内部。

 +1 509 838 4277  www.stjohns-
cathedral.org/

 stjohns@stjohns-
cathedral.org

 127 East 12th Avenue,
Grand Boulevard, 斯波坎 WA

 by Murderbike   

西北艺术与文化博物馆 

"艺术的多样选择"

西北艺术与文化博物馆展示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各种艺术作品。没有参观坎贝
尔之家，参观博物馆就不完整，参观费用包含在博物馆入场费中。 1898年的
房子显示了20世纪的生活是如何被带领的。西北艺术与文化博物馆位于当代
建筑中，具有当地的历史，美术和各种文化的藏品。

 +1 509 456 3931  www.northwestmuseum.org
/

 themac@northwestmuseum.o
rg

 2316 West First Avenue,
斯波坎 W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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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滨州立公园 

"户外避风港"

这个美丽的国家公园，由斯波坎河分割，是家庭，寻求刺激的人和大自然爱
好者的首选目的地。在这里，有以下活动 - 白水漂流，独木舟，皮划艇，远
足，骑马和骑自行车。碗和投手，在河边的巨大的玄武岩巨石自然发生的现
象，是一个受欢迎的景点，这时有一座横跨河的摇摆桥。公园的这一部分有
几张野餐桌，露营地距离几百米远。要求更多细节。

 +1 509 465 5064  www.riversidestatepark.org/  4427 North Aubrey L White Parkway,
斯波坎 WA

 by Daderot   

西宫Tsutakawa日本庭院 

"美丽的日本花园"

西宫津川日本花园是这个城市最美丽的景点之一，向日本的城市 - 斯波坎的
双胞胎城市西宫（Nishinomiya）致敬。以无数的花坛，植物中心，几种树木
和广阔的草坪为一体，这是每个大自然爱好者的梦想成真。它安静的，鹅卵
石铺就的路径和郁郁葱葱的绿色阴影区域，使其完美的散步，远离城市繁忙
的街道。

 +1 509 363 5455  my.spokanecity.org/parks/gardens
/nishinomiya-tsutakawa-japanese/

 South Bernard Street, Manito Park,
斯波坎 W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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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比乌斯的孩子 

"互动展品"

孩子们可以一边玩，一边学习。 Mobius Kids是一个博物馆，通过有趣的互
动活动和展览，让孩子们了解科学和文化。有几个不同的展品，其中包括探
索地球科学的“Geotopia”和儿童可以绘画或绘制的“无手艺术工作室”。
您还可以签署您的孩子上课和课程，包括地质岩石！类，科学探险家类和世
界探险家。

 +1 509 321 7121  www.mobiusspokane.org/  info@mobiusspokane.org  808 West Main Avenue,
斯波坎 W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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