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阳光灿烂、乐趣十
足又奇妙无比

佛罗里达州



从迈阿密到奥兰多  3 小时 40 分钟/380 公里

从奥兰多到圣奥古斯塔 1 小时 45 分钟/170 公里

从圣奥古斯塔到坦帕 3 小时 10 分钟/290 公里

从坦帕到迈尔斯堡 2 小时/210 公里

从迈尔斯堡到基拉戈 3 小时 40 分钟/330 公里

从基拉戈到基韦斯特 2 小时/160 公里

从基韦斯特到迈阿密 3 小时 30 分钟/260 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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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罗里达州，迈阿密 
和罗德岱堡
从迈阿密或是罗德岱堡开启快乐之旅。如果从迈阿密开
始，可以前往城市装饰艺术区（Art Deco District） 的南
海滩（South Beach），了解“美国的里维埃拉”的全部含义 

（里维埃拉是位于地中海的名胜地）。在户外咖啡馆品尝一杯 
Caipirinha 鸡尾酒，一边观看来往的行人。沿着沙滩前往高端柯
林斯大道（Collins Avenue）尽情购物，体验古巴美食，然后去 
Latin-themed 夜总会彻夜热舞。如果向换换口味，可以花 40 
分钟到 Key Biscayne 海滩上享受日光浴，这里如此静谧，让
人感觉仿佛进入了另一个世界。游览温伍德艺术区（Wynwood 
Art District）和小哈瓦那街区，感受激动人心的文化，或是看
一场马林鱼队（Marlins）的棒球赛、海豚队（Dolphins）的美式
橄榄球赛或者热火队（Heat）的篮球赛。 如果您准备去罗德岱
堡旅游，一定不能错过美丽的海滩和轻松优雅的社区体验。这
里的许多海滩都值得一去，而迪尔菲尔德（Deerfield） 和达尼
亚（Dania）海滩则是更加静谧的所在。乘坐水上出租车游览
城市或是乘船去看看“百万富翁营（Millionaire’s Row）”的
豪宅。选择在一些最棒的地方稍事停留，包括拉斯·欧拉斯河
岸，那里有世界顶级的购物和餐饮。离沙滩不远就是风雨商业
街廊（The Galleria），一个售卖奢侈品牌的两层楼购物中心，
或是往北 8 英里前往 Sunrise 百货商场索格拉斯（Sawgrass 
Mills）奥特莱斯，随心抢购打折商品。 

住宿：迈阿密/罗德岱堡

佛罗里达州，迈阿密



佛罗里达州，从迈阿密和罗德岱堡到奥兰多

距离罗德岱堡以北不到一小时路程就是德拉海滩，这座宁静的海
滨社区有着浓厚的文化氛围，这里没有任何高楼阻挡，大西洋美景
一览无余。在这里，您可前往森上博物馆和扶桑花园（Morikami 
Museum & Japanese Gardens），其灵感源于日本著名的园
林，穿行在格局复杂精致的六个绿色空间之中，或是前往瓦可达
哈齐湿地（Wakodahatchee Wetlands）感受佛罗里达州的野
外风情。此地以北 20 分钟路程的棕榈滩，则呈现了德拉充满时
尚感的另一面，棕榈成荫的沃思大道提供高端购物环境，而镀金
时代建筑风格的弗拉格勒博物馆（Flagler Museum）则有着浓
厚的文化氛围，展示时代艺术和文化。您可以登上朱庇特湾口灯
塔（Jupiter Inlet Lighthouse），体验一次攀登之旅。沿着佛罗
里达州的太空海岸继续前行到达可可海滩， 这是一个有着怀旧
氛围的美丽冲浪小镇，附近还有其他主要景点。要想在海滩上一

节冲浪课，不妨到 Ron Jon 冲浪商店买套冲浪装备。游览泰特
斯维尔（Titusville）海岸上的肯尼迪航天中心，这里为您呈现数
十个沉浸式展览、美国宇航局展品以及令人难忘的体验。该中心
与国家野生动物保护区同在梅利特岛（Merritt Island），北部毗
邻卡纳维拉尔国家海岸（Canaveral National Seashore）。徒
步或乘船穿越保护区和海岸， 体验未受到任何认为破坏的佛罗
里达以及多种多样的野生动物资源。拥有十多座主题公园的奥
兰多地区广为游客所知。大多数游客，特别是带小孩的游客，都
知道这里最大的几座主题公园：沃特迪士尼世界的神奇王国、
艾波卡特和动物王国；奥兰多环球影城的环球影城和冒险岛乐
园；海洋世界（SeaWorld）的奥兰多海洋世界、奥兰多水上乐
园和探索湾。在这里，全家都可以尽享激动人心的游乐设施和
表演，观看故事书中的角色、游行和烟花表演。附近的凯西米老

城（Old Town Kissimmee）拥有传统的嘉年华游乐设施、娱
乐活动和商店。在距离奥兰多西南不到一小时路程的温特哈芬

（Winter Haven），乐高乐园（LEGOLAND）带来更多乐趣，特
别受小朋友的青睐。游览主要景点后，游客还可以在各个购物
场所尽享购物乐趣，包括奥兰多国际高档奥特莱斯（Orlando 
International Premium Outlets）、高档时尚购物场所美年
购物中心（The Mall at Millenia）和国际大道（International 
Drive）上林立的纪念品店。国际大道两旁还林立着各种餐厅并
建有迷你高尔夫球场和卡丁车赛道，同时提供直升机之旅等各
种活动。要体验这个神奇的地方，您至少需要安排三天时间，也
可能三天还远远不够 。

住宿：奥兰多

奥兰多环球影城

3 小时 40 分钟/380 公里



从奥兰多到圣奥古斯塔

体育迷、朋友和家人都可以在这里享受无边乐趣，代托纳比奇（Daytona Beach）
拥有度假村、景点、代托纳国际赛车道（Daytona International Speedway）
以及美国赛车名人堂（the Motorsports Hall of Fame of America）。在德
通纳 500 汽车大赛举行的春天或是其它任何时候，家人都可以来海边游玩。可
以在长达 23 英里的海滩边尽情游泳和冲浪，有些区域很有名，可以任汽车在沙
滩上驰骋。在代托纳比奇户外舞台（Daytona Beach Bandshell）欣赏现场音
乐，此处由贝壳灰岩建成，在木板廊道的最北边。不要忘了参观代托纳海滩码头

（Daytona Beach Pier），这是一处历史景点，花费 500 万美元重新装修后最
近才重新开放。附近是云霄飞车、代托纳泻湖（Daytona Lagoon）水上公园和
海滨木板廊道娱乐区的其它景点。继续前往圣奥古斯塔（St. Augustine），这
里拥有仍在使用的美国最古老的欧式风格建筑，常被称为“全国最古老的城市”
。在这里尽情探索四个多世纪的历史蕴藏，这里受西班牙人、英国人、希腊人、美
洲原住民和非裔美国人的影响很大。漫步于狭窄的街道，游览众多博物馆，抑或
参观圣马科斯城堡（Castillo de San Marcos）、Ponce de Leon 的“不老泉水”
和最古老的木校舍 Oldest Wooden Schoolhouse。圣奥古斯塔是历史爱好者
和任何游客的理想去处。

住宿：圣奥古斯塔

从圣奥古斯塔到坦帕/圣彼德斯堡

奥卡拉是佛罗里达州的骑术中心，数英里的跑道旁橡树成排，树上挂满西班牙
苔。许多好莱坞电影在此取景后，户外活动变得流行起来，包括沿着清澈的溪
流划独木舟和在未遭破坏的风景区徒步旅行。继续前行到墨西哥湾沿岸地区
的银泉（Silver Springs）自然公园，这是佛罗里达州一处原始景观。在海鲢泉

（Tarpon Springs）游览“世界海绵之都”，海鲢泉以其水域中发现的鱼命名。
漫步于历史街区，逛逛古玩店，抑或参观那些可以追溯到 19 世纪早期的老房
子里的画廊。选择坦帕或圣彼德斯堡作为一天的终点站。坦帕有很多旅游景点，
比如布希公园（Busch Gardens），拥有动物观看区和惊险游乐设施的非洲主
题（African-themed） 公园，罗瑞公园动物园（Lowry Park Zoo）和佛罗里达
水族馆（Florida Aquarium）,在这里可以与鲨鱼同游。邻近的历史古城易博市

（Ybor City）曾是坦帕拉丁人生活的中心，是一座有着蓬勃餐饮业和丰富夜生
活的旅游胜地。在坦帕的西部，墨西哥湾和坦帕湾之间是美丽的沙滩和圣彼德斯
堡，这里是美食之乡和购物天堂， 是德索托堡公园（Fort De Soto Park）和萨尔
瓦多·达利博物馆（Salvador Dali Museum）所在地。

住宿：坦帕/圣彼得斯堡

坦帕河滨公园

1 小时 45 分钟/170 公里

3 小时 10 分钟/290 公里



从坦帕/圣彼德斯堡到迈尔斯堡/
科帕奇和萨尼贝尔岛

在萨拉索塔可以感受灿烂文化、享受美丽沙滩和尽情购物。到马
戏团大亨 John Ringling 创建的瑞格林美术馆（The Ringling）
欣赏世界级的艺术作品，赞叹马戏团博物馆（Circus Museum）
的精彩展品，同时参观威尼斯哥特式 CA d’zan 大厦。迈尔斯堡
南边是体验沙滩运动的最佳地点。如果想要更悠闲一些，萨尼
贝尔和科帕奇岛的堰洲岛美丽的白色沙滩再适合不过了。在
温暖的海水里游泳或是在位于萨尼贝尔的丁达林国家野生动
物保护区（J.N. ‘Ding’ Darling）划皮划艇，观看短吻鳄、水鸟
和其它野生动物 。

住宿：迈尔斯堡/萨尼贝尔和科帕奇岛

从迈尔斯堡/科帕奇和萨尼贝尔岛
到基拉戈

那不勒斯以南因艺术画廊、别致的精品店、诱人的美食和美丽的
沙滩而闻名遐迩。大沼泽地国家公园是一片湿地，为美国鳄鱼和
佛罗里达豹等许多珍稀濒危物种提供庇护。加入皮艇或独木舟
之旅，或“沼泽远足” ，去观赏海牛、鳄鱼、白尾鹿和各种野生鸟
类。如果您的时间有限，公园外的公司可以提供沼泽地气垫船
之旅。不远处就是基拉戈，这是佛罗里达礁岛群岛屿链的第一
座岛屿，是世界上最大的人工礁石之乡，拥有明镜格罗夫号沉
船（USS Spiegel Grove）、约翰彭尼坎普珊瑚礁水下州立公园

（John Pennekamp Coral Reef Underwater State Park）
和名景名胜地非洲皇后（African Queen）。佛罗里达礁岛群国
家海洋保护区（Florida Keys National Marine Sanctuary）
清澈的水域可以为潜水者和浮潜者带来无与伦比的精彩体验，
也可以让不那么爱冒险的游客乘玻璃底游艇游览。或者，在享受
壮观的日落时喝一杯鸡尾酒。在这里可以多花些时间放松一下，
尽情观赏海洋美景。

住宿：基拉戈 迈尔斯堡市中心河区

2 小时/210 公里

3 小时 40 分钟/330 公里



佛罗里达州，从基韦斯特到迈阿密和罗德岱堡

返回迈阿密/罗德岱堡探索小哈瓦那街区，享用传统
的古巴美食，品尝咖啡馆的牛奶咖啡，在公共公园观
看一场有趣的多米诺骨牌游戏。到著名的南海滩与魅
力四射的人交朋友，游览装饰艺术地标，获得美国最
精彩的夜生活体验。迈阿密的海岸线从比尔博格斯
海角佛罗里达州立公园（Bill Baggs Cape Florida 
State Park）等原始公园开始，绵延至拥有诸多设施
和活动的海滩，可以满足每个人的需求。购物者将会
很乐意到林肯路（Lincoln Road）、设计区（Design 
District）和巴尔港商店（Bal Harbor Shops），逛

一逛这里的豪华品牌精品店，亦或到多拉（Doral）
的海豚购物中心（Doral’s Dolphin Mall）选购优
惠商品。该市有许多博物馆，如维兹卡亚花园博物馆

（Vizcaya Museum and Gardens）和 Wynwood 
Walls 涂鸦艺术墙，以及郁郁葱葱的仙童热带植物园

（Fairchild Tropical Botanic Garden）和迈阿密
海滩植物园（Miami Beach Botanical Garden），
这些都是值得一去的观光景点。 

从基拉戈到基韦斯特

离基拉戈不远的伊斯拉摩拉（Islamorada）是一座天堂岛屿，拥有闪闪发光的蓝色海水
和有着海景景观和最新鲜海鲜的餐厅。这是前往基韦斯特的最佳停留地点，在美国最南
端，以精彩的夜生活、丰富水上运动和海明威家乡而闻名。探索这片岛屿的最佳方式就是
徒步游览。在杜瓦尔街（Duval Street），您可以找到充满活力的商店、酒吧和咖啡馆。花
园和庭院这些颇有趣味的建筑使基韦斯特成为独一无二的旅游胜地。抓住机会参观厄内
斯特海明威家居博物馆（The Ernest Hemingway Home & Museum）或是读一读基
韦斯特公墓（Key West Cemetery）墓碑上的创意铭文。 

住宿：基韦斯特

基韦斯特斯马瑟斯海滩

2 小时/160 公里 3 小时 30 分钟/260 公里

如需更多美国旅行攻略和旅行贴士，请访问： GoUSA.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