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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Juliancolton   

Smathers海滩 

"基韦斯特最长的海滩"

这条沙滩是基韦斯特最着名的海滩之一。以前任州长命名，就在机场的西边
，在两英里长的地方，是岛上最长的二氧化硅地带。如果你有孩子，这个海
滩是一个很好的选择。有充足的停车位，洗手间，特许摊位，椅子出租，野
餐桌，水上运动出租等等，所有你需要在阳光下度过美好的一天就在眼前。
1998年，沙滩遭受飓风袭击，但已恢复良好，再度兴旺起来。

 +1 305 292 8190  West end of S Roosevelt Boulevard, 基韦斯特 FL

 by CedarBendDrive   

基韦斯特市公墓 

"有趣的独特墓碑之旅"

在墓地漫步听起来可能是病态的，但基韦斯特市公墓也是一个历史性的地标
。墓地建于1847年，占地近20英亩，其中包括1898年缅因号沉没时遇难的水
手的坟墓。您将看到独特的墓碑，如船上的桅杆或着名的读物：“我告诉过
你我生病了“。入场是自由浏览网站。

 +1 305 292 8177  701 Passover La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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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_nicodemus   

基韦斯特蝴蝶自然温室 

"Flitter颤振"

如果你是一个微妙的翅膀生物的粉丝，那么这绝对是你的地方。蝴蝶和自然
温室，对待游客惊人的景点和大地的气味，有一个气候控制围栏约60种蝴蝶
。学习中心可以研究颜色，大小，形状，历史和寿命，这对儿童和成年人来
说都是一次很棒的体验。画廊和礼品店有更多的商店。

 +1 305 296 2988  www.keywestbutterfly.co
m/

 info@keywestbutterfly.co
m

 1316 Duval Street,
基韦斯特 F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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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Andreas Lamecker   

欧内斯特·海明威故居和博物馆 

"创意空间"

海明威故居博物馆是着名作家海明威的故居。海明威因其超凡的个性和令人
惊叹的写作而闻名，包括“太阳照样升起”和“永别了，武器”。展出的房
间和藏品让你深入了解这位着名作家的生活。请留意博物馆内传说中的海明
威宠物猫白雪公主的多头多趾（六趾）猫。

 +1 305 294 1136  www.hemingwayhome.com/  hemingwy@bellsouth.net  907 Whitehead Street,
基韦斯特 FL

 by Florida Keys--Public
Libraries   

基韦斯特艺术与历史学会 

"大家的选择"

这个组织成立于1949年，由Fort East Martello博物馆和花园，灯塔和守护
者宿舍博物馆以及海关艺术和历史博物馆组成。目前正在进行的展览有维拉
·瓦斯克斯（Vera Vaseks）的玻璃雕塑家和戴尔·达普金斯（Dale Dapkins
）的抽象艺术作品。博物馆还出租婚礼和其他活动的财产。即使你没有参加
展览，这是一个美丽的地方。

 +1 305 296 3913  www.kwahs.com  3501 South Roosevelt Boulevard,
基韦斯特 FL

 by Hermes Rivera on 
Unsplash   

基韦斯特酒厂 

"无葡萄酒热带水果葡萄酒"

当你想到葡萄酒的时候，你自然会想起葡萄;但基韦斯特有自己的风格，而自
己的葡萄酒没有葡萄。该酒庄位于西蒙顿街的杜瓦尔街（Duval Street），
距离酒店有两个街区，提供热带水果葡萄酒，如黑莓黑金，蓝莓和橙色阳光
酒，陈年咖啡豆。主要的石灰酒是一个受欢迎的最爱，你甚至可以尝试用胡
萝卜制成的白葡萄酒。有一个免费的品酒吧，出售葡萄酒配件，并在后面免
费停车。

 +1 305 292 1717  thekeywestwinery.com/  keywestwinery@hotmail.co
m

 103 Simonton Street,
基韦斯特 FL

 by Diego Delso   

里普利的信不信由你！ 

"你最好相信它..."

你能想象一个没有胃的男人，谁吃他的食物，然后用他的手把它推到他的肠
？毛！您认为？显然不是......罗伯特·里普利先生访问了201个不同的国家
，寻找最不寻常的故事。这些行为现在在这个疯狂的信不信由你的场地展出
。在两层楼共有500多个展品和13个画廊，主题不同。
Ripley的档案文件记录了过去进行的奇怪的实验和行动 - 有一节关于惊人的
行为和令人难以置信的特技。如果你是过量的怪胎，去Ripley的信不信由你
！

 +1 305 293 9939  www.ripleyskeywest.com/  keywest@ripleys.com  108 Duval Street, 基韦斯特
FL

 by btaroli   

梅尔费雪海事遗产博物馆 

"看到沉没的黄金和宝藏"

任何喜欢海盗和埋藏宝藏的人都会喜欢这个小型的博物馆。这个博物馆的名
字来源于当地一名在西班牙大帆船上发现了沉船宝藏的打捞者，目前收藏了
这些宝藏，包括1560年以来的金币，坚固的金条和四艘沉船。博物馆还展出
了一部关于先生费希尔描述了他1985年的发现。

 +1 305 294 2633  www.melfisher.org  office@melfisher.org  200 Greene Street,
基韦斯特 F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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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Hamed Saber   

自由舰队 

"帆船帆船"

自由基（Liberty）是基韦斯特（Key West）几艘高桅船之一，是一艘每天航
行80英尺的大篷车。第二艘自由帆船（Liberty Clipper）是一艘125英尺的
撇渣器，可以在大海中航行，并提供带现场音乐的烧烤游船。帆船上没有任
何冒险的事情。两者都可用于包机，婚礼，生日，周年纪念或任何特殊场合
，以及多达125人的商务会议。

 +1 305 292 0332  www.libertyfleet.com/  liberty@libertyfleet.com  245 Front Street, 基韦斯特
FL

 by Ebyabe   

基韦斯特海难博物馆 

"海难文物和历史"

在旅游业成为基韦斯特的主要收入来源之前，“打捞者”通过打捞船只在珊
瑚礁上摧毁船只的方式谋生。在基韦斯特海难沉船纪念馆，您可以了解1836
年沉没的艾萨克·阿勒顿（Isaac Allerton）的珠宝，瓷器，家居用品和其
他文物。观景塔提供了一个美丽的景色。导游是活着的历史演员。入场费为
成人8美元，儿童4美元。每30分钟有一个节目。

 +1 305 292 8990  www.shipwreckhistoreum.
com/

 shipwreck@historictours.
com

 1 Whitehead Street,
基韦斯特 FL

 by Mlanni98   

堡扎卡里泰勒州立古迹和公园 

"同盟堡垒娱乐"

建于1845年，1861年被洋基部队占领，1866年堡垒终于完工。现在是国家历
史地标，堡垒在中午和2便士游览。一月份，这个公园每年举办雕塑基韦斯特
;如果你在二月份来到这里，那么你会被视为内战日。国家公园的西侧非
常适合钓鱼和浮潜。此外，公园还提供野餐桌和烧烤架。查看网站的入场信
息。从8a开始每天。

 +1 305 295 0037  www.floridastateparks.org/parks-
and-trails/fort-zachary-taylor-
historic-state-park

 601 Howard England Way, 基韦斯特 FL

 by donielle   

基韦斯特热带森林和植物园 

"植物园的植物和动物生活"

一个热带森林在您的处置...蝴蝶，鸟，乌龟，青蛙，蜂鸟，本地芳香植物，
热带香料和草药，壁虎，anoles和蜻蜓是常见的景象。这个植物园向游客展
示生物多样性的重要性。建议捐款范围从2美元到4美元不等。
12岁以下的儿童由成人陪同可免费入场。

 +1 305 296 1504  www.keywestbotanicalgar
den.org/

 KWBGS@bellsouth.net  5210 College Road,
基韦斯特 F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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