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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鲁吉亚阳台 

"中城的地标性住宿"

亚特兰大酒店的盛大夫人，格鲁吉亚露台自1911年以来一直在市中心引以为
豪。列入国家史迹名录，酒店建在Flatiron风格，与雄伟的中庭迎接客人在
大堂旁边郁郁葱葱的一面房间和宴会厅。 1939年12月，“飘”在亚特兰大首
演，“露台”主演了克拉克·盖博和维维恩·利，同时也是电影在世界舞台
角逐后举行的晚会。

 www.thegeorgianterrace.com/  659 Peachtree Street, 亚特兰大 GA

 by User: (WT-shared)

DJLamar atwts wikivoyage   

玛丽·麦克的茶室 

"亚特兰大吃传统"

对于正宗的南部美食，与真实的气氛相匹配，玛丽·麦克的是要去的地方。
一切番茄派，牛肉馅饼和烤排骨去啤酒和鸡尾酒。蓬塞德莱昂这个热闹的餐
厅自1945年以来一直保持不变，这是一种文化体验，因为它是一个美食。常
规的最爱包括炸鳟鱼，烤或炸鸡，羽衣甘蓝和红薯蛋奶酥。餐饮和配送服务
也可以。

 +1 404 876 1800  www.marymacs.com  events@marymacs.com  224 Ponce de Leon Avenue,
亚特兰大 GA

 by Rachel Park on Unsplash
on Unsplash   

帝国州南部 

"餐厅拥有季节性口味"

亚特兰大市中心拥有一个名为帝国州南的宝藏。踢他们健康的早餐和现煮咖
啡开始新的一天，重新激活那些疲惫的神经。早餐和早午餐菜单包括百吉饼
，三明治，酸奶，燕麦片，面包等。选择午餐盒或享用精致的葡萄酒，享受
轻松的晚餐。经验丰富的厨师致力于提供南方不可错过的高档美味佳肴。检
查网站即将到来的事件和更多。

 +14045411105  www.empirestatesouth.co
m/

 contact@empirestatesouth
.com

 999 Peachtree Street
Northeast, Suite 140,
亚特兰大 GA

 by Artem Beliaikin on 
Unsplash   

公园75 

"休闲优雅"

亚特兰大四季酒店的餐厅经过重新设计，在亚特兰大的餐饮场所保持着不变
的优雅。行政总厨罗伯特·格斯内克尔（Robert Gerstenecker）准备了一流
的精美菜肴，尽管价格高昂，但餐厅保留了休闲的氛围。这个非常优雅的酒
吧是玩游戏前认识朋友的好地方。菜单提供有趣的组合，包括螃蟹馅饼上的
豌豆汤和土豆泥和韭菜三文鱼。变化的菜单总是令人印象深刻和多样化，餐
厅提供了一个完整的酒单。

 +1 404 253 3840  m.fourseasons.com/atlanta/dining
/restaurants/park_75/

 75 Fourteenth Street Northeast,
Four Seasons Hotels and Resorts
Atlanta, 亚特兰大 G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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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Prayitno   

亚特兰大四季酒店 

"热门收藏"

纯粹的豪华，没有什么比这个中城地标的可靠富裕。 Four Seasons Hotel A
tlanta酒店位于市内艺术和剧院区的中心地带，距离亚特兰大最受欢迎的景
点不远，包括高等艺术博物馆和福克斯剧院。离开这家酒店并不容易，因为
员工以其舒适的护理而闻名，直到他们在每间客房供应的毛绒浴袍。酒店很
好地辜负了四季美食美食的声誉，与着名的餐厅和豪华酒吧的场所。

 m.fourseasons.com/atlanta/  75 Fourteenth Street Northeast, 亚特兰大 GA

 by nnoeki   

亚特兰大四季酒店的水疗中心 

亚特兰大四季酒店坐落在市中心豪华的四季酒店内，是那些寻求在城市中焕
发活力的人们的天堂。拥有10间隔音设备齐全的理疗室，提供超值优惠的套
餐和口袋友好的欢乐时光。为了满足男性和女性的需求，菜单提供了一系列
的治疗和服务，如面部护理，按摩和身体磨砂。在欢乐时光里，享受真正轻
松的体验，在出门之前预订下一个约会。

 +1 404 253 3848  www.fourseasons.com/atlanta/spa/  75 Fourteeth Street Northeast, The
Four Seasons Hotel, 亚特兰大 GA

安蒂科披萨Napoletana 

"那不勒斯最好的"

被许多人誉为“亚特兰大最好的披萨”，Antico Pizza专门提供正宗的那不
勒斯披萨。当老板和pizzaiolo乔瓦尼迪帕尔马说真实的，他的意思是真实的
。比萨饼是按照古老的传统制作的，在从那不勒斯运来的石炉中发射木柴。
只有意大利南部坎帕尼亚地区的新鲜食材，包括每周从那不勒斯飞来的新鲜
马苏里拉奶酪。菜单包括整个比萨和卡尔松。最爱包括Diaviola香辣香肠和
经典的玛格丽特。比萨饼最好从烤箱里新鲜吃，所以在公用桌上拿一块。对
于甜点，一定要尝试一杯自制的意式浓缩咖啡，完美的完成那不勒斯的晚餐
。

 +1 404 724 2333  littleitalia.com/  1093 Hemphill Avenue Northwest,
亚特兰大 GA

W亚特兰大 - 市中心 

"豪华盛会"

W亚特兰大 - 中城是一家时髦的酒店，靠近所有景点和购物目的地。这豪华
，优雅的喜达屋酒店以其无可挑剔的服务和风格而闻名。在他们最先进的健
身中心锻炼身体，或者在水疗中心锻炼身体。您可以在超酷的休息室，客厅
享用鸡尾酒或棋盘游戏，放松身心。或在周末前往威士忌公园。如果你是一
位咖啡爱好者，请尽情享受W咖啡厅的美好时光。 W亚特兰大中城酒店为所有
客人提供了一个亲身体验，在这里住宿真的很难忘。

 www.hotelmidtown.com/  watlanta.midtown@whotels.com  188 14th Street Northeast, 亚特兰大
GA

 by RLHyde   

复合 

"复合夜！"

复合是亚特兰大周围发生最多的地方之一，提供各种酒吧和休息室以及超现
实的室内设计。这是音乐爱好者的天堂 -
通过主题之夜，俱乐部涵盖亚洲以及包括嘻哈，R＆B在内的国际音乐等等。 
MB1是禁烟休息室，可以让您品尝冰凉的饮料，并在周围美丽的艺术品中放松
身心。另一方面，对于城里最热闹的派对，让自己放松在Ride或Rail的舞池
。参观天狮花园，在豪华的花园，雾池和游泳池中放松，同时观看着名乐队
的现场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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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404 898 1702  www.agentertainment.com
/

 info@compoundatl.com  1008 Brady Avenue,
亚特兰大 GA

 by Cherrie 美桜   

金色的房间 

"高档夜总会"

着装在这个时尚的俱乐部和休息室在巴克黑德留下深刻的印象。两层楼的娱
乐，贵宾服务，令人印象深刻的客人DJ阵容和时尚的现代设计，金色的房间
将使一个晚上记住。与亚特兰大的谁搓手肘，啜饮居民调酒师创造的独特鸡
尾酒之一。并且选择位于二楼的豪华贵宾休息室。一定要访问他们的网站上
的客人名单。

 +1 404 400 5062  www.goldroomatlanta.com
/

 Infogoldroom@gmail.com  2416 Piedmont Road
Northeast, 亚特兰大 GA

 by 1195798   

威士忌蓝色亚特兰大 

"时髦的亚特兰大休息室"

威士忌蓝色亚特兰大酒店拥有一个玻璃电梯入口，位于W酒店顶层，享有巴克
海特（Buckhead）和伦诺克斯广场（Lennox Square）的壮丽景色。这个时尚
的休息室设有两个露台，设有真皮座椅和舒适的小屋。内饰提供现代装饰与
木镶板和低照明，以增添温暖。顾客可以放松并啜饮众多混合鸡尾酒，同时
聆听居民DJ旋转最新的曲调。

 +1 678 500 3190  www.whiskeyblueatl.com/  wbatl@gerberbars.com  3377 Peachtree Road
Northeast, W Atlanta-
Buckhead, 亚特兰大 GA

 by SocialButterflyMMG   

客厅 

"别致的休息室"

让自己的客厅体验亚特兰大的夜生活。这间时尚的休息室位于亚特兰大市中
心的W酒店的大堂内，全天开放，夜间变成跳舞点。别致和未来主义的室内设
计，现代化的灯具和豪华的真皮座椅，营造了一个高雅的氛围。一些在商业
界最有声望的DJ旋转了国际音乐的折衷混合，而棋盘游戏则是为了替代娱乐
。在室外的庭院里啜饮鸡尾酒，注意你可能会和名人擦肩而过。

 +1 404 724 2559  188 14th Street Northeast, W Hotel, 亚特兰大 GA

 by HotelPort 

丽思卡尔顿巴克黑德酒店 

"荣获五颗AAA级钻石"

亚特兰大的尊贵客人经常在巴克黑德的丽思卡尔顿酒店预订，这家酒店的豪
华住所，优雅的装饰和无与伦比的热情好客。内饰以桃花心木水晶吊灯和大
理石壁炉为特色。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的手织挂毯和正宗的艺术装饰入口。
部分设施包括WiFi，spa和健身房。大堂内的餐厅和酒吧一直被评为市内最好
的餐厅和酒吧，而在外面，亚特兰大的购物和餐饮场所则为这个复杂的地址
的游客提供了场地。

 www.marriott.com/hotels/travel/atllu-the-whitley-
a-luxury-collection-hotel-atlanta-buckhead

 3434 Peachtree Road Northeast, 亚特兰大 GA

加入我们:

cityseeker.com

条款及条件  |   隐私政策  |   应用程序接口  |   联系我们  |   版权 2022 CITYSEEKER

Powered by TCPDF (www.tcpdf.org)

http://www.flickr.com/photos/cherriemio/5319634591/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d/2.0/deed.en
https://cityseeker.com/zh/atlanta-ga/692274-金色的房间
https://pixabay.com/photos/champagne-champagne-bottles-ice-3515140/
https://pixabay.com/service/license/
https://cityseeker.com/zh/atlanta-ga/726998-威士忌蓝色亚特兰大
https://pixabay.com/photos/cocktail-upscale-dinning-restaurant-5082858/
https://pixabay.com/service/license/
https://cityseeker.com/zh/atlanta-ga/812010-客厅
http://hotels.hotelport.co/hotels/#/1009808
https://cityseeker.com/zh/atlanta-ga/32836-丽思卡尔顿巴克黑德酒店
http://cityseeker.com
https://cityseeker.com/doc/wCities - Terms of Service 2012.doc
https://cityseeker.com/doc/wCities-Privacy_Policy.doc
http://wcities.com/
https://cityseeker.com/san-francisco/about-us
http://www.tcpdf.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