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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里公园 

"观看城市天际线"

嘉里公园位于西安妮女王山的南坡，是西雅图一个受欢迎的公园，以享有城
市的美丽全景而闻名。随着雷尼尔山作为一个风景如画的背景下，这个公园
深受当地人和游客的欢迎。到了晚上，从公园看到的城市风景令人叹为观止
，梦幻般的，使得它完美的照片。

 +1 206 684 4075  www.seattle.gov/parks/park_detai
l.asp?id=342

 211 West Highland Drive, 西雅图 WA

 by Public Domain   

EverGreen逃脱 

"西雅图及其周边地区"

花一天时间探索城市及其周边地区，并用EverGreen Escapes学习其文化和自
然风光的新面貌。该公司已在近十年的时间里经营，提供城市及其周边地区
的导游。一些旅游提供包括山周围的旅行。雷尼尔国家公园和奥林匹克国家
公园。你可以和其他一些游客一起去，或者选择一个特殊的人来进行私人的
体验。

 +1 206 650 5795  www.evergreenescapes.com/seattle-
tours

 900 1st Avenue South, Suite 115,
西雅图 WA

 by alexfiles   

华盛顿湖 

"主要地标"

就像它所在的州一样，华盛顿湖也是以我们的第一任总统乔治·华盛顿的名
字命名的。华盛顿州第二大湖，每天吸引众多游客。虽然湖畔是休闲时光的
理想场所，但活跃的人们可以尽情享受湖畔的划船，皮划艇，帆船等体育活
动。打包午餐，带上家人，让你享受西雅图最着名景点之一的阳光。

 +1 866 732 2695 (Tourist
Information)

 www.kingcounty.gov/environment/w
aterandland/lakes/lakes-of-king-
county/lake-washington.aspx

 Howell Place, 西雅图 WA

 by Stuart Seeger   

Alki独木舟之旅 

"皮划艇冒险和旅游"

在Alki皮划艇之旅中，在西雅图海湾的蓝色海域划皮划艇。这家旅游公司专
门从事冒险运动，特别是皮划艇，滑冰和钓鱼。一些由这家公司进行的皮艇
之旅包括阿尔基灯塔之旅，游客可以在皮艇上划船，从西克雷斯特船屋到灯
塔，再次返回，满月海皮划艇之旅和西雅图日落海上皮划艇之旅。他们还出
租和出售水上运动设备。

 +1 206 953 0237  www.kayakalki.com/  tours@kayakalki.com  1660 Harbor Avenue,
Seacrest Park, 西雅图 W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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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razvan.orendovici   

燃气工程公园 

"天然气工厂成为公园"

燃气工程公园是最好的城市更新的例子。拿一个已经失效的古老加工厂，把
它变成每个人都可以享受的东西。公园位于联合湖的北岸，公园享有绝佳的
水景，城市天际线一览无余。这是一个音乐会，骑自行车的人，风筝传单，
野餐家庭和其他人的热门场所。这也是7月4日观看烟花的主要地点。

 +1 206 684 4075  www.seattle.gov/parks/park_detai
l.asp?id=293

 2101 North Northlake Way, 西雅图 WA

 by Public Domain   

伯克 - 吉尔曼步道 

"在西雅图附近徒步旅行或骑自行车"

这条长达27英里的小径从金花园（Park）到肯莫尔（Kenmore），在巴拉德（
Ballard）周围有一个“缺失的环节”。骑自行车的人和远足者会发现美丽的
景色和自然环境。从开始到结束，这条步道将带您通过西雅图的几个街区以
及周围的郊区城镇。

 +1 206 684 4075 (City Park
Council)

 www.seattle.gov/parks/burkegilma
n/bgtrail.htm

 8498 Seaview Place Northwest,
西雅图 WA

 by Seattle Parks &
Recreation   

阿尔基海滩公园 

"受欢迎的西雅图海滩"

这片长达2.5英里的沙滩地带是该地区最受欢迎的海滩之一，也是西雅图第一
批非美国本土定居者度过了第一个冬天的地方。在温暖的天气，阿尔基海滩
拥挤日光浴，游泳和家庭。对于运动类型，还有排球比赛。海滩也排成一条
小路，非常适合散步，慢跑，骑自行车和滑冰。在街对面有几家咖啡馆和餐
馆，在海边的空气中，您可以在那里停留一整天。

 +1 206 684 4075  www.seattle.gov/parks/park_detai
l.asp?ID=445

 1702 Alki Avenue Southwest, 西雅图
WA

 by Neville Wootton   

BruceAir 

"在空中"

没有什么比在飞机上空空荡荡杂技的快感。 BruceAir由Bruce
Williams所有，是一家有氧运动公司，在其Extra
300L上提供各种刺激的游乐设施。这架飞机被认为是最好的健美操飞机之一
。 45分钟的车程，包括循环，锤头转弯，翻滚，颠倒飞行，翻滚，点滚动和
旋转等惊险的动作。由于雨在其他时间阻碍了航班，因此航班只能在夏季使
用。

 +1 206 763 0350  www.bruceair.com/acrori
des/aerobatic_rides.htm

 brucew@bruceair.com  7001 Perimeter Road South,
西雅图 WA

 by i eated a cookie   

发现公园 

"足迹和灯塔英里"

虽然发现公园有一个海滩，它不是日光浴或游泳的主要地点，因为水有点冷
，海滩有点岩石。大多数游客徒步远足，这为观鸟提供了很好的机会。其中
一条小径延伸到普吉特海湾（Puget
Sound），经过漫长的下坡步行后，您将找到潮水池和一座灯塔。

 +1 206 386 4236  www.seattle.gov/Parks/E
nvironment/discovparkind
ex.htm

 discover@seattle.gov  3801 Discovery Park
Boulevard, 西雅图 W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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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pfly   

绿湖公园 

"历史的自然公园在西雅图"

绿湖公园是西雅图最受欢迎的娱乐公园之一，作为奥姆斯特德大规划的一部
分，成为城市的一部分，该公园计划在城市内创建一系列相互连通的绿色空
间。这条湖被一条2.8英里（4.5公里）的小径吞没，分成两条不同的车道，
一条用于非机动车辆，另一条用于行人。这些路径吸引了很多寻求放松和锻
炼的人，因此尤其在周末可能会拥挤。公园还设有水上运动设施，高尔夫球
场，图书馆和剧院。绿湖拥有各种各样的动植物，是野生动物爱好者和摄影
师的热门目的地。

 +1 206 684 4075  www.seattle.gov/Parks/park_detai
l.asp?id=307

 7201 East Greenlake Drive North,
西雅图 WA

 by Fevi in Pictures   

沙点乡村俱乐部 

"精英俱乐部"

沙点乡村俱乐部是西雅图的精英体育俱乐部，提供网球，高尔夫球和游泳在
一个地方。他们的设施非常棒，只有会员才能免费入场。然而，非会员，可
以在他们精心策划的高尔夫球场上玩耍。这个18洞的球场充满了快速的果岭
，并有一个倾斜的地形，这增加了挑战。它被认为是女性玩这个游戏最困难
的课程之一。高尔夫俱乐部定期举办各种锦标赛。沙点乡村俱乐部在其优雅
的会所里还有一个大厅，您可以举办家庭活动，如招待会或生日派对。

 +1 206 525 5766  www.sandpointcc.com/  8333 55th Avenue NE, 西雅图 WA

 by bochalla   

金花园公园 

"桑迪海滩"

散步，或只是坐在这个美丽的海滩俯瞰西雅图北部的Shilshole湾。这是观看
日落或在水中嬉戏的好地方。白天，家庭和夫妇遛狗，或在沙滩上打排球，
篮球或飞盘。在凉爽的夜晚，篝火可以在公园拥有的混凝土坑内点燃。该公
园位于靠近一些神话般的海滨餐厅，如安东尼的码头66和雷的船屋附近。公
园许可证也可用于公司和家庭野餐。

 +1 206 684 4075  www.seattle.gov/parks/park_detai
l.asp?ID=243

 8499 Seaview Place Northwest,
西雅图 W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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