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op Things To Do in Fort Lauderdale"
Palms sway and sea oats rustle along miles of sand in Fort Lauderdale, a sun-drenched playground of seaside cafes, picturesque

waterways and a chic gas-lit shopping scene. Visitors can unwind along its golden shores and bask in the leisurely vi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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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劳沃德表演艺术中心 

"剧院"

位于劳德代尔堡市中心的布劳沃德表演艺术中心举办了各种各样的活动，包
括百老汇表演，爱乐乐团，佛罗里达大歌剧院，黄金海岸爵士乐协会和迈阿
密城市芭蕾舞团，等等。它成立于1991年，占地5.5英亩（2.22公顷）。这个
表演艺术中心的三个阶段是Abdo New River Room，Au-Rene
Theatre和Amaturo Theatre。访问网站的时间表，门票和进一步的信息。

 +1 954 462 0222  www.browardcenter.org/  BoxOffice@browardcenter.
org

 201 Southwest Fifth
Avenue, 佛特劳德戴尔 F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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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SU美术馆劳德代尔堡 

"展览和活动的万花筒"

南劳德大学美术馆劳德代尔堡是南佛罗里达州的主要文化景点之一。它位于
市中心的娱乐区，全年举办各种展览和文化活动。在工作室艺术课程下，参
观者可以参加教育艺术课程，学习艺术家的绘画，绘画，设计和音乐。常设
展览包括Ansel Adams的黑白摄影和Stephen Scott Young的当代绘画作品。
博物馆提供了一个真正引人注目的南佛罗里达和加勒比文化的展示。

 +1 954 525 5500  nsuartmuseum.org/  1 East Las Olas Boulevard, Nova
Southeastern University,
佛特劳德戴尔 F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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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德代尔堡历史中心 

"村历史博物馆"

劳德代尔堡历史中心由劳德代尔堡历史学会（Fort Lauderdale Historical 
Society）经营，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博物馆建筑群，由三座保存完好的19世纪
建筑组成。
1905年的新河旅馆是历史悠久的主要博物馆，展出有文物，立体装饰和照片
。 1907年的克罗马提克博物馆（Cromartie House）给游客一瞥20世纪早期
的家园。该中心提供儿童项目，包括亲身实践的重新演绎，校舍课程，历史
博物馆的导览参观活动，导游带领的徒步旅行以及全年的演讲。

 +1 954 463 4431  historyfortlauderdale.o
rg/museum/

 info@fortlauderdalehisto
rycenter.org

 219 Southwest Second
Avenue, 佛特劳德戴尔 F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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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S劳德代尔堡博物馆 

"着名的军事博物馆"

佛罗里达州劳德代尔堡的链接教练大楼成为海军航空站劳德代尔堡博物馆。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257个空中站之一。它的目标是保护国家和国际海军
航空器件，教育公众。博物馆于1998年被拆除，并于1999年搬迁到现在的位
置。研究图书馆通过涉及历史的各个方面的超过3000本书提供了大量的知识
。

 +1 754 300 9259  www.nasflmuseum.com/ind  nasflmuseum@yahoo.com  4000 West Perimeter R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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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德代尔堡古董车博物馆 

"古色古香的帕卡德车集合"

劳德代尔堡古董车博物馆收藏了20世纪上半叶的汽车。这里停放的是帕卡德
汽车，其中最古老的一辆是1909年的帕卡德18型奔驰车。这些气势磅be的美
女能够吸引和吸引来自各地的汽车爱好者。虽然最后一个帕卡德模型是在195
8年生产的，但是这些奢侈品的传奇人物每趟都会去这个博物馆旅游。

 +1 954 779 7300  www.antiquecarmuseum.net/  1527 Southwest 1st Avenue,
佛特劳德戴尔 FL

 by Ebyabe   

发现和科学博物馆 

"动态，动手科学"

这个适合所有年龄的儿童的愉快的博物馆以其交互式的动手显示而闻名，这
些显示经常变化。特别展览馆展出了一些美国最好的科学展品。发现和科学
博物馆还允许客人接触佛罗里达原生动物，并观看世界上最大的圈养大西洋
珊瑚礁。一鸣惊人的IMAX 3D影院也在现场。

 +1 954 467 6637  www.mods.org  information@mods.net  401 Southwest Second
Street, 佛特劳德戴尔 F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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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斯特拉纳汉故居博物馆 

"劳德代尔堡最古老的家"

建于1901年的“劳德代尔堡之父”，斯特拉纳罕府也被称为先锋之家，是该
市最古老的居住地。 1984年，这个大厦作为一个房子博物馆开放供公众观看
，每年有近一万名游客参观这个地标。现在是一座历史悠久的河畔博物馆，
经过精心修复的房屋包含古董，本世纪初的家具和该地区的旧照片。这也是
典型的佛罗里达边境建筑的一个例子。这所房子以前曾被用作邮局，市政厅
和百货公司。这里举办的活动与收藏品一样有趣，包括旅游，菠萝果酱，彼
得潘海盗派对等等。这个可爱的博物馆也可以聘请私人活动和特别的庆祝活
动。

 +1 954 524 4736  www.stranahanhouse.org/  director@stranahanhouse.
org

 335 Southeast 6th Avenue,
Off Las Olas Boulevard,
佛特劳德戴尔 FL

 by Marine 69-71   

邦尼特博物馆和花园 

"弗雷德里克·巴特利特故居"

这座历史悠久的两层35平方英尺（14.16公顷）的海滨房屋建于1921年，曾经
是艺术家弗雷德里克·巴特利特（Frederic Clay Bartlett）和他的妻子伊
夫林（Evelyn）的冬天之家。该邦尼特的房子是宁静优雅，保存在劳德代尔
堡海滩的城市扩张，这是什么使这片土地如此特别。 1997年去世的巴特利特
夫人于1983年将遗产交给了佛罗里达州历史保护信托基金，以保持财产不变
。全年在这里举办几场音乐会和活动，房子可以举办婚礼等私人活动。
Bonnet House命名为曾经居住过该地的睡莲，全年开放导游。

 +1 954 563 5393  www.bonnethouse.org/  monicaestevez@bonnethous
e.org

 900 North Birch Road,
佛特劳德戴尔 F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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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斯奥拉斯大道 

"注意到大道"

在劳德代尔堡（Fort Lauderdale）中心别致的拉斯奥拉斯大道（Las Olas B
oulevard），您将遇到精品店，狭窄的小巷，砖砌人行道，窗户闪烁的小白
灯和数十家时尚餐厅。在购物和餐饮选择中，您可能会在甜品咖啡厅或现场
爵士乐酒吧中碰到自制的冰淇淋，而这些酒吧总是被包装在一起。服装精品
店，礼品店，发廊和艺术画廊在名单上。各种各样的商店和服务确保您能够
准确找到您需要的东西。

 www.lasolasboulevard.com/  Las Olas Boulevard, 佛特劳德戴尔 F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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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泰勒·伯奇州立公园 

"热带花园，稀有野生动物"

这个巨大的公园是休·泰勒·伯奇对佛罗里达州的捐赠。 19世纪后期，桦树
来到了佛罗里达，并迅速爱上了这个地区。他最终在劳德代尔堡的小镇购买
了超过三英里的海滨财产。一个多世纪以后，劳德代尔堡现在是一个繁忙的
大都市，桦树的土地作为一个野生动物保护区和植物仙境蓬勃发展。许多动
植物物种在这里找到了安全的家园。游客可以自由地徒步或骑自行车指定的
小径，在泻湖周围的独木舟，在海中畅游，并访问桦木的家。优秀的野营设
施可用。

 +1 954 564 4521  www.floridastateparks.org/HughTa
ylorBirch/

 3109 East Sunrise Boulevard,
佛特劳德戴尔 F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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