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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密斯塔 

"珍惜市区大厦"

建于1914年的这座42层高的市中心大厦是密西西比河以西最高的建筑。
1962年，605英尺高的太空针塔（Space Needle）超越了它，多年以后，西雅
图的天际线被这两个尖顶包围。今天，史密斯塔（Tower Tower）拥有众多的
窗户和华丽的金字塔顶部，依然是西雅图的一座令人心爱的大厦。任何人都
可以在八个黄铜笼式手动电梯中的一个中进行老式的骑行。
35楼的观景台享有美景。

 +1 206 622 4004  www.smithtower.com  506 Second Avenue, 西雅图 WA

 by ctj71081   

西雅图美术馆 

"国际认可的博物馆"

西雅图艺术博物馆以其出色的亚洲，非洲和美洲原住民艺术收藏而闻名于世
，并以太平洋西北艺术家精心收藏的现代艺术品收藏。永久收藏品包括21000
件，虽然没有庞大的欧洲艺术收藏品，但却拥有丰富的当地艺术品和精彩的
参观展品。博物馆位于市中心，靠近海滨和派克市场。

 +1 206 654 3100  www.seattleartmuseum.org  1300 First Avenue, 西雅图 WA

 by Mtaylor444   

帕克市场 

"着名的农产品和海鲜市场"

派克市场（Pike Place Market）是西雅图最着名的地标之一，是美国历史最
悠久，持续工作的公共市场，也是世界上访问量最大的50个景点之一。派克
广场于1907年开业，成为全市第一个公共市场，为了跟上日益流行的购物者
和商人的便利选择。市场仍然是名副其实的烹饪和手工聚宝盆，拥挤的走廊
和熙熙攘攘的大厅挤满了顾客，在新鲜农产品和美食的摊贩之间挤满了鱼贩
子和工匠。街道一级以食品和农产品摊位为主，而下层则设有古董商，头饰
店，花店和当地工匠等各种各样的商店。派克市场（Pike Place
Market）风景，声音和香味的旋风，是美食家和独特商品鉴赏家的天堂。

 +1 206 682 7453  pikeplacemarket.org/  info@pikeplacemarket.org  Western Avenue, 西雅图 WA

 by Ron Clausen   

太空针塔 

"西雅图的象征"

西雅图最着名的地标 - 太空针塔的未来主义设计高达600英尺（182.88米）
。这座塔最初是为西雅图1962年的世博会而建造的，其设计得到了获奖的工
程师约翰·K·米纳西安（John K.
Minasian）的最前沿的知识，他以在美国空间计划所在地卡纳维拉尔角（Cap
e Canaveral）的工作而闻名。从太空针塔顶端可以欣赏到西雅图市中心，雷
尼尔山，埃利奥特湾，瀑布和奥林匹亚山的360度全景。除了Skydeck餐厅外
，太空针塔还设有礼品店和观景台。

 +1 206 905 2100  www.spaceneedle.com  info@spaceneedle.com  400 Broad Street, Seattle
Center, 西雅图 W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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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philstyle   

流行文化博物馆（MoPOP） 

"互动博物馆"

流行文化博物馆是西雅图最有趣的地方之一。位于西雅图中心，这个博物馆
通过沉浸在你近80,000个文物，包括照片，声音档案，服装和着名艺术家的
乐器带你通过音乐的历史。大多数展品是互动的，让游客可以随意玩耍。另
外这里是科幻小说博物馆＆霍尔，在类型的最伟大的头脑荣誉。

 +1 206 770 2700  www.mopop.org/  325 5th Avenue North, Seattle
Center, 西雅图 WA

 by Chas Redmond   

联合湖 

"美丽的当地湖泊"

来到西雅图的游客通常会被这座城市周围的丰富水所震惊。市中心以北就是
联合湖。被游艇社区，游船码头，造船厂和闪闪发光的餐馆所包围，湖泊是
活动的中心。水上飞机起飞和降落，与皮艇，独木舟，摩托艇，帆船和拖船
共享600英亩的湖泊。虽然湖泊可以在一年中的任何时间探索，湖联盟烟花是
一年一度的亮点，带来数千人到湖边。一天和孩子或朋友在一起，联合湖从
来没有让人失望。

 +1 206 461 5800 (Tourist
Information)

 visitseattle.org/neighborhoods/s
outh-lake-union/

 Off Fairview Avenue East, 西雅图 WA

 by Rootology   

Seattle Asian Art Museum 

"Beautiful International Art"

Sitting on Capitol Hill with Volunteer Park's large grassy knoll at
its entrance and a neighborhood known for its unique culture
surrounding it, the Asian Art Museum is not to be missed. Have
lunch in the park overlooking downtown Seattle, and then wander
into the museum to be immediately engulfed in some of the world's
most precious Asian art. Browse through over 23,000 objects that
include African, Asian, European, Oceanic, Aboriginal, among other
international art. From one of the top five US Japanese & Korean
Art collections to ancient Greek and Roman artifacts, visitors are
able to absorb prominent multi-cultural art. Call ahead for
visiting hours.

 +1 206 654 3210  www.seattleartmuseum.or
g/visit/seattle-asian-
art-museum

 webmaster@seattleartmuse
um.org

 1400 East Prospect Street,
Volunteer Park, 西雅图 WA

 by Joe Mabel   

弗里蒙特 

"很多看到和做"

直到1891年，弗里蒙特本身就是一个城市，现在是西雅图附近的一个邻居，
如安妮女王和巴拉德。列宁雕像和弗里蒙特巨魔是这个地区的两个主要景点
，还有很多可以看到和做的事情。如果你有购物的心情，你一定会去看看这
个地区的许多不同的商店。星期天街市是该地区的另一个亮点。

 +1 206 632 1500  fremont.com/  director@fremont.com  Greenwood Avenue North,
西雅图 W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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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Timothy Brown   

伯克博物馆 

"太平洋西北地区的展品"

伯克博物馆位于华盛顿大学校园内，是一座自然历史博物馆。展品分为人类
学，地质学，动物学三大类，重点介绍太平洋西北地区的自然与人文历史。
查看图腾柱，化石，包括西北唯一的恐龙骨架，以及许多动物标本的奇观。
查看该地区原生美洲原住民艺术，宝石和矿物的显示。

 +1 206 543 5590  www.burkemuseum.org/  theburke@uw.edu  4331 Memorial Way
Northeast,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西雅图 WA

 by The Ninjaneer   

林地公园动物园 

"创新的展品，伟大的动物"

林地公园动物园是一个屡获殊荣的动物园，必须参观。距繁华的市中心只有
几分钟的路程，动物园让您步入非洲大草原，亚洲大象栖息地和热带雨林。
动物园还带来了特别的展品，其中包括监视龙，蝴蝶和其他虫子和野兽。在
野生动物园周围的林地公园的绿色草坪上享受野餐。你也不会想错过附近的
玫瑰花园。

 +1 206 548 2500  zooinfo@zoo.org  5500 Phinney Avenue North, 西雅图
WA

 by pfly   

Hiram M. Chittenden锁 

"船闸和三文鱼梯子"

Hiram M. Chittenden锁，当地被称为巴拉德锁，是在西雅图独特和历史悠久
的地点。这座地标建于1917年，连接华盛顿湖，联合湖和普吉特海湾。看着
船只在船上航行是非常有趣的，但是这个地方还有一个不寻常的鱼梯，为当
地迁徙的太平洋三文鱼连接盐和淡水。酒店设有一个游客中心以及Carl S.
English Jr.植物园。

 +1 206 780 2500  www.nws.usace.army.mil/Missions/
CivilWorks/LocksandDams/Chittende
nLocks.aspx

 3015 Northwest 54th Street, 西雅图
WA

 by Fawcett5 at English
Wikipedia   

飞行博物馆 

"翱翔历史"

探索从莱特兄弟飞往太空旅行的历史。飞行博物馆藏品包括商业，军事和民
用工艺品。看到一架1929年的波音80A-1，它的唯一幸存者。从1926年4月开
始，1926年的燕子号被用作全国第一个承包的航空邮件服务。对于那些对更
现代的飞机感兴趣的人，有动力的M-21黑鸟，有史以来建造速度最快，飞行
最高的飞机，VC-137B空中一号飞行员飞往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总统进行历史
性访问，于1959年与德国总理康拉德·阿登纳尔（Konrad
Adenauer）会面。在波音公司制造第一架飞机的“红谷仓”（Red Barn）旁
边散步。还有一个航空信息广泛选择的图书馆，以及博物馆商店和咖啡馆。

 +1 206 764 5720  www.museumofflight.org/  info@museumofflight.org  9404 East Marginal Way
South, 西雅图 W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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