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op Things To Do in Atlantic City"
This bustling coastal burg is rife with exciting restaurants, hotels and nightlife. Atlantic City is a glittering hub of resorts and

casinos, its vibrant tapestry also woven with pristine beaches, breezy piers and colorful shopping distri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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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rxsamg   

阿布西肯灯塔 

"蜡烛在水面上"

参观灯塔是无法形容的。就目前而言，阿布西肯是美国最大的国家之一，确
切地说是第三大国。 1857年建成的灯塔高达171英尺（52米），藏有一座博
物馆和一家礼品店，对待那些勇敢地走过240级台阶的游客，欣赏一些真正的
美景。

 +1 609 449 1360  www.abseconlighthouse.o
rg

 jean@abseconlighthouse.o
rg

 31 South Rhode Island
Avenue, 大西洋城 NJ

 by Shinya Suzuki   

浮桥 

"高于马文花园的租金"

这是城里最贵的地产！长久以来，与游戏有关的传奇故事，大西洋城的浮桥
是一个长达数英里的甲板，内部摆放着餐饮，赌博，夜生活和所有适合家庭
的景点（不太适合家庭旅游）。一些世界上最高档的酒店赌场可以在这里找
到（如凯撒），以及其他娱乐。浮桥从镇北边的Absecon海峡一直延伸到南面
的Ventnor市。

 +1 609 348 7100  Atlantic City Boardwalk, 大西洋城 NJ

 by Make Lemons   

钢码头 

"抛弃游戏"

大西洋城的钢铁码头自豪地成为新泽西州的游乐园总部。 1898年，它在1982
年遭受了毁灭性的火灾，但重新开放，于1993年全面翻新。看看南瓜轮，日
志水槽，大奖赛卡丁车，龙喷气机，疯狂的老鼠的骑自行车的兴奋，胃痛的
兴奋还有更多。国际美食法庭会让你吃得饱饱，但明智的做法是在吃饭和上
车之间等待多久。根据天气检查网站的小时，因为他们可能。

 +1 609 345 4893  www.steelpier.com  customerservice@steelpie
r.com

 1000 Boardwalk, 大西洋城
NJ

 by Stinkie Pinkie   

里普利的信不信由你 

"测试你的信念"

这里普利的位置提供了各种各样的展品，如斐济岛美人鱼，乔治华盛顿的头
发锁，里普利的不寻常的邮件实际样品，以及由纸，塑料，电线和玻璃制成
的迈克尔·乔丹的真人大小的雕像。检查网站的当前时间和优惠券。

 +1 609 347 2001  www.ripleys.com/atlanti
ccity

 RIPACAC@aol.com  New York Avenue, At the
Boardwalk, 大西洋城 N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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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Farragutful   

大西洋城水族馆 

"异国情调的海洋世界"

大西洋城水族馆（海洋生物中心）是探索深蓝色的大海和迷人的海洋生物的
好地方。这个水族馆拥有来自海洋世界的100多种不同的物种;这里所展示的
一些外来物种是活珊瑚，海龟（Loggerhead Sea Turtles）等等。有各种各
样的展览和令人兴奋的活动在这里发生，如看活跃的潜水员喂养各种异国情
调的鲨鱼和其他海洋生物。此外，中心还有各种可容纳各种活动的租赁空间
。要了解更多关于大西洋城水族馆（海洋生物中心），请访问他们的网站。

 +1 609 348 2880  www.acaquarium.com/  800 North New Hampshire Avenue,
Suite 1, 大西洋城 NJ

 by Florian Olivo on 
Unsplash   

Escape AC-逃生室 

"寻找出路！"

Escape AC-Escape Rooms，位于木板路的Tropicana Atalanta市内，是与您
的朋友和家人联系的好地方。设有四个房间，分别是赌场，木板路，剧院和
扑克室，每个逃生室的难易程度各不相同，但仍然提供相同的乐趣。锁定在
房间内后，您将有一个小时的时间来解决线索并找到出路。

 +1 609 246 7772  escapeac.com/  info@escapeac.com  2831 Boardwalk, Tropicana
Atlanta City, North Tower,
大西洋城 NJ

 by Stinkie Pinkie   

Borgata酒店赌场及水疗中心 

"自身的世界"

拥有2000间客房和套房的43层塔楼邀请您度过您的生活时光！
Borgata酒店赌场和水疗中心 - 现场生活大王在这里从来没有一个沉闷的时
刻！从您入住的那一刻起，您的所有需求都将得到照顾，直到您离开的那一
刻。房间有大理石浴室，电视机，吧台和网络连接。你会发现餐厅，商店，
理发店，健身中心，蔓延的花园，会议室和游泳池现场！更重要的是？在娱
乐场享受晚上的时光，或与家人在酒店的剧院看电影！一旦你进入，你可能
永远不会想离开 - 这真是太好玩了！

 www.theborgata.com/  customercare@theborgata.com  1 Borgata Way, 大西洋城 NJ

 by Wcam   

大西洋城硬石酒店赌场 

"音乐乌托邦"

大西洋城Hard Rock Hotel Casino酒店高耸于大西洋城的51层，是颓废生活
的缩影。酒店拥有1000多间设计精美的客房和摇滚主题，为每位度假者提供
完美的氛围。除了豪华的室内装潢和海岸全景外，客房还配有独特的“The
Sound of Your
Stay”功能，为您的住宿提供舒适的音乐体验。酒店内还设有Rock Shop，音
乐爱好者可以在那里挑选他们最喜爱的纪念品。一个赌场，十多个餐饮场所
，以及一系列强大的活动以及Daer Nightclub夜总会，让他们在整个住宿期
间都很忙，让他们真正体验大西洋城的夜生活。

 www.hardrockhotelatlanticcity.co
m/

 info@hrhcac.com  1000 Boardwalk, 大西洋城 NJ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Atlantic_City_Aquarium.JPG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a/4.0
https://cityseeker.com/zh/atlantic-city/350701-大西洋城水族馆
https://unsplash.com/@rxspawn?utm_source=eventseeker&utm_medium=referral
https://unsplash.com/?utm_source=eventseeker&utm_medium=referral
https://unsplash.com/license
https://cityseeker.com/zh/atlantic-city/1205224-escape-ac-逃生室
http://www.flickr.com/photos/stinkiepinkie_infinity/5450764049/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2.0/
https://cityseeker.com/zh/atlantic-city/347638-borgata酒店赌场及水疗中心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Hard_Rock_Hotel_Casino_Atlantic_City.jpg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a/4.0
https://cityseeker.com/zh/atlantic-city/1187515-大西洋城硬石酒店赌场


 by marcoverch   

凯撒大西洋城 

"豪华酒店和赌场"

凯撒大西洋城酒店（Caesars Atlantic City Hotel）是新泽西海岸首屈一指
的酒店之一。进口大理石和流水喷泉装饰四层建筑。凯撒赌场拥有124,720平
方英尺的赌场建筑面积，是大西洋城最大的赌场之一。娱乐场设有3400台老
虎机，每5分钟开始一次基诺游戏，24小时开放的游戏桌。
1100平方英尺的马戏团马克西姆斯剧院（Circus Maximus Theatre）播放免
费的音乐剧音乐会。距离赌场仅有几步之遥的是Toga酒吧和Sand Box海滩酒
吧，客人可以在那里购买特色鸡尾酒和啤酒。凯撒餐厅像Primavera一样提供
精美的餐饮，像罗马咖啡厅一样的休闲餐饮，以满足每一位客人的需求。

 www.caesars.com/caesars-ac?originalrequest=/caesa
rs-ac/casinos/caesars-atlantic-city/hotel-
casino/property-home.

 2100 Pacific Avenue, 大西洋城 NJ

 by shinya   

在Tropicana的季度 

"哈瓦那旧样式"

更多的高档购物中心，季度提供了在同一屋檐下的各种30东海岸风格的商店
。商店包括美国风格的获奖布鲁克斯兄弟，奇科，白宫或黑市，施华洛世奇
，蓝水药剂师，Tahari，Zeytinia，热带赌场市场等等。该季度还提供温泉
，餐厅（古巴自由和棕榈）和一个赌场。 “大西洋城周刊”称这个季度为“
古巴真正希望的一切”，这只是在参观这个赌博城市时看到这个综合体的唯
一原因。

 +1 800 345 8767 (Toll Free)  www.tropicana.net/amenity/shoppi
ng

 2821 Boardwalk, Tropicana Atlantic
City, 大西洋城 N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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