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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韦斯特花园俱乐部 

"园丁的喜悦"

基韦斯特花园俱乐部坐落在这个内战时期的堡垒塔。俱乐部拥有一个以本地
热带植物为特色的美丽花园艺术展和花展定期在这里举行。兰花表演对于鉴
赏家等是特别的诱惑。三月和十一月是展会的黄金时段。同样在3月份，俱乐
部还会在城市中进行私人花园游览，让您有机会看到别的房子，否则您将永
远无法看到。欢迎捐款，但没有官方收费。

 +1 305 294 3210  keywestgardenclub.com/  1100 Atlantic Boulevard, 基韦斯特
FL

 by aloiswohlfahrt   

基韦斯特工匠市场 

"当地一天市场"

基韦斯特工匠市场是一个户外市场，每个月的第三个星期天开放，以手工艺
品和当地工匠和工匠制作的其他商品而闻名。市场上还有许多摊位出售新鲜
的当地产品，家庭产品和美味的食物。这是一个窗口购物者最终变成顾客的
地方，因为所提供的产品质量高，口袋上的光线很好。

 +1 305 294 7994  1111 Eaton Street, 基韦斯特 FL

 by JimboRocks   

Flagler驻地海上铁路Historeum 

"铁路爱好者警觉！"

亨利·弗拉格勒（Henry Flagler）把铁路南部带到佛罗里达在这个“历史悠
久的弗拉格勒铁路”上，穿越130英里长的沙滩和水面，在罕见的电影和照片
中出现。视频显示的建设和记载在基韦斯特的第一列火车的激动人心的到来
。火车通过钥匙的旅程是在视频中重新创建，你可以漫游一个16,000磅重新
恢复工资的汽车。一个纪念品收藏加入了从一个时代的修复的家庭。入场费
是5美元的成人，2.50美元的13岁以下的儿童。

 +1 305 293 8716  www.flaglerstation.net/  901 Caroline Street, 基韦斯特 FL

 by PIRO4D   

小红船 

"邻里一般商店"

一般商店和附近的机构，小红色是一个伟大的地方，谁希望从沙滩玩具到海
滩玩具的所有东西。商店里不仅有笔记本，笔和明信片等文具，还可以买贺
卡和小礼物。日常便利和舒适如太阳镜，方便的纸巾和报纸也可以在这里买
到。除了广泛的好吃的东西之外，这家商店也因其合理的价格和友好礼貌的
员工而闻名。

 +1 305 396 7582  901 Caroline Street, 基韦斯特 F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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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岛风格温泉＆精品店 

"着名的日间水疗和美发沙龙"

岛风格是一个国家的最先进的水疗中心和高端美发沙龙的融合。水疗中心提
供各种护肤护理，如面部护理，微晶换肤，打蜡和全身按摩。他们提供7种按
摩放松，深层组织，反射按摩，身体磨砂，身体裹敷，瑞典和世界着名的泰
式按摩。如果你需要一个完整的改造，选择他们的变换包，这是许多全身按
摩技术的组合，将确保您的皮肤看起来更年轻和容光焕发。现场沙龙提供了
一系列的美容服务，如切割，造型，着色，突出和重新光照。其他服务包括
修指甲和修脚。水疗中心还设有时尚精品店，您可以在那里购买各种时尚服
装，配饰和化妆品。

 1204 Simonton Street, 基韦斯特 FL

 by fietzfotos   

南希Forrester的秘密庭院 

"一个热带绿洲"

位于拥挤的旧城基韦斯特中心，这个地方是一个“流入的岛屿”。南希·弗
雷斯特（Nancy Forrester）的设计者设法克服了飓风的发展压力和撕裂的狂
怒，以保持这座30年前的花园原始和宏伟。在这里，你会看到所有的热带植
物的叶子荣耀与兰花偎依在分支机构，巨大的蕨类植物，凤梨，红姜，粉红h
eliconias和一个“晒伤”橡胶树。带来野餐午餐，并参观现场艺术画廊，以
及。入场费为6美元。

 +1 305 294 0015  www.nancyforrester.com/  nancy_forrester@yahoo.co
m

 1 Free School Lane,
基韦斯特 FL

 by The Retronaut   

田纳西威廉斯基韦斯特展览 

"向文学天才致敬"

在安静的绿树成荫的杜鲁门大街上，这个小型博物馆保留并突出了着名剧作
家田纳西·威廉姆斯（Tennessee Williams）的遗产，他在基韦斯特（Key
West）的短篇作品和度假生下了他最受好评的作品之一 -
“欲望号街车”（Streetcar Named Desire）。田纳西威廉斯基韦斯特展览
展示威廉斯使用的一台古老的打字机，棕褐色调的照片，从未见过的文章和
剧本，以及其他文物，这些文物将使任何文学爱好者的膝盖变得虚弱。入场
免费，尽管捐款是受欢迎的。

 +1 305 842 1666  www.kwahs.org/museums/t
ennessee-williams

 exhibit@twkw.org  513 Truman Avenue, Near
Duval Street, 基韦斯特 F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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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韦斯特蝴蝶自然温室礼品店 

"蝴蝶的世界"

基韦斯特蝴蝶自然温室礼品店是游客购买蝴蝶主题纪念品，家居装饰品，玩
具和商品的好地方。商店的签名项目是毛绒的蝴蝶，其中一些还可以挂在墙
上，从而为您的家增添色彩和生活。您也可以从他们的网站购买他们的产品
，并将其送到您的家门口。

 +1 305 296 2988  keywestbutterfly.com/shop.htm  1316 Duval Street, Key West
Butterfly & Nature Conservatory,
基韦斯特 F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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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英里到古巴 

"房子的古董和收藏品"

用从90英里到古巴的货物盖上你的房子。古巴一家知名古巴商店，距离古巴9
0英里，不仅提供从原创艺术品和古董明信片到手工制作的珠宝和书籍等各种
商品，而且价格也是大部分人都能买得起的。独一无二的古巴和基韦斯特纪
念品也可以在这里找到。无论您是想为自己购物，还是为家人朋友和家人购
买礼物，您都可以放心，您会发现90英里之外的东西让您眼前一亮。

 +1 305 292 1333  www.90milestocuba.net/  info@90MilesToCuba.net  616 Greene Street,
基韦斯特 FL

 by Avbelli   

圣卡洛斯学院 

"历史建筑，历史展览"

歌剧明星Enrico Caruso在这里演唱。古巴爱国者何塞·马蒂从阳台发表演讲
。这座英俊的建筑有着激动人心的历史，作为研究图书馆和博物馆的一个新
角色，记录了古巴的关系。你会发现详细的基韦斯特的历史和19世纪和20世
纪古巴流亡者的贡献的展品。圣卡洛斯学院是史密森学会的附属机构，成立
于1871年，旨在保护古巴文化，促进古巴的自由。

 +1 305 294 3887  www.institutosancarlos.
org/

 rafaelapenalver@institut
osancarlos.org

 516 Duval Street, 基韦斯特
FL

 by Public Domain   

同名Mucho 

"购物者的乐园"

同名Mucho有四个部分，将驱动你疯狂 - 同家药剂师，Besame楼，Besame宝
藏和Besame服装。产品从床单到小脸都干干净净。你会发现从肥皂到香水和
设计师家居产品到衣服的一切。您还可以找到Kiehls和Dr.
Hauschka美容产品加上首饰，如AlixBlüh的维多利亚风格的现代文物。

 +1 305 294 1928  www.besamemucho.net/  info@besamemucho.net  315 Petronia, 基韦斯特 FL

 by Hans   

奥杜邦之家画廊 

"向Audubon致敬"

奥杜邦之家画廊位于奥杜邦之家和热带花园旁边，是一个当代艺术画廊，展
示了约翰•詹姆斯•奥杜邦（John James Audubon）的一些形象和最好的艺术
创作。由于他是一位鸟类学家和大自然爱好者，他的大部分绘画描绘的鸟类
在自然栖息地，使这个画廊必须参观博物学家和鸟类爱好者。

 +1 305 294 2116  audubonhouse.org/  info@audubonhouse.org  205 Whitehead Street,
基韦斯特 FL

 by Ebyabe   

梅尔费舍尔的宝藏 

"梅尔费舍尔的宝藏店"

位于梅尔费希尔海事遗产博物馆（Mel Fisher Maritime Heritage
Museum）内，这是他们的现场商店，出售被梅尔·费雪（Mel Fisher）发现
的文物，古董物品和收藏品，他被广泛认为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寻宝者之一
。这家商店经常有私人收藏家找到合适的物品来扩大他们的收藏。你可以找
到罕见的物品，如纪念章，正宗和重新创建的硬币，海豹和更多，你不会找
到在该地区的其他地方。

 +1 305 296 9936  www.melfisher.com/default.html  200 Greene Street, 基韦斯特 F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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