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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文威廉姆斯波旁经验 

"波旁特别"

无论你是不是威士忌鉴赏家，如果你想尝试肯塔基州的主要出口之一，那么E
van威廉斯波旁经验是一个必须参观。这家酒店以肯塔基州的开创酒厂而命名
，为威廉姆斯的生活和工作提供了一个见解。导游参观了波旁酒的历史，以
及酒厂如何将玉米变成这种光滑的sw loved在世界各地的视听互动展览。参
观结束时，品尝一些不同的品种以及一些小批量的版本，然后带回波旁芥末
，枫糖浆和太妃糖等独特的纪念品。

 +1 502 272 2622  evanwilliams.com/plan-your-
trip?page=bourbon-experience

 528 West Main Street, 路易維爾 KY

 by W.marsh   

肯塔基科学中心 

"庆祝发现"

虽然肯塔基科学中心不像自然历史博物馆或史密森尼博物馆那样有名，但它
是一个非常有教育意义和有趣的地方带孩子们。成人也将享受互动展品，教
育活动和巨大的IMAX演示，所以它不只是一个儿童的目的地。博物馆的展品
集中在一般科学和肯塔基州的区域属性，如农业和煤炭。

 +1 502 561 6100  kysciencecenter.org/  kyscience@louisvilleky.g
ov

 727 West Main Street,
路易維爾 KY

 by Proof377   

穆罕默德·阿里中心 

"最伟大的"

穆罕默德·阿里是路易斯维尔最惊人的儿子之一，这个致力于拳击伟大的令
人惊叹的多功能设施，促进了他的精神和六个“信心，信念，奉献，奉献，
尊重和灵性”的核心原则。该建筑还提供活动空间，并为客人提供一个重温C
assius Clay出生的人的生活和时间的机会。一些展品包括一部电影，一些交
互式视频展示，以及关于如何参与社区社会正义项目的教育项目。

 +1 502 584 9254  info@alicenter.org  144 North 6th Street, 路易維爾 KY

 by The original uploader
was Retired username at
English Wikipedia.   

旧路易斯维尔 

"维多利亚历史"

旧路易斯维尔是美国最好的街区之一。众所周知，维多利亚式建筑在整个国
家都有一些最好的例子，沿着迷人的街道散步总是令人高兴。该地区大致包
括北部百老汇与南部路易斯维尔大学红衣主教大道之间的地区。沿平行的第
二，第三和第四街游客会看到许多保存意大利，罗马式和安妮女王的家园和
建筑物，其中一个是康拉德 - 考德威尔故居博物馆。区内的其他宝石是圣詹
姆斯法院，贝尔格莱维亚法院和中央公园，在那里它真的感觉好像你回到了1
870年。

 +1 502 635 5244 (Tourist
Information)

 www.oldlouisville.com/  olnc@bellsouth.net  West Oak Street, 路易維爾
K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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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塔基非裔美国人遗产中心 

"庆祝非裔美国人的贡献"

肯塔基非裔美国人遗产中心展示了非洲裔美国人在该州的遗产和文化贡献。
杰出的杰出的肯塔基人包括穆罕默德·阿里，爵士音乐家莱昂内尔·汉普顿
，歌曲作者威尔逊·皮克特等等，他们已经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通过展
览，节目和活动，中心制定了促进社会正义，行动主义，艺术和意识的项目
。此外，该中心在晚间推广诗歌朗诵，戏剧，晚餐和音乐会，庆祝非洲裔美
国人社区的文化遗产。

 +1 502 583 4100  www.kcaah.org/  the_drum@kcaah.org  1701 West Muhammad Ali
Boulevard, 路易維爾 KY

 by W.marsh   

西主要历史的区 

"路易斯维尔的老街道"

西大街历史悠久的部分从第二街跑到第九街，这是路易斯维尔最古老的街道
之一。自1788年成立以来，这里一直是这里最受欢迎的地区之一。在这里游
客可以找到弗雷泽国际历史博物馆，路易斯维尔棒球博物馆和工厂，路易斯
维尔科学中心和许多其他景点。在第六和第九街之间散步提供行人建筑眼睛
糖果和一些建筑物上的精彩铸铁外墙，让人联想到在纽约市的苏荷区的人，
唯一的区别是停车在这里更容易找到。

 historiclouisville.com/west-main-street/  West Main Street, 路易維爾 KY

 by cameronaubernon   

肯塔基德比博物馆 

"历史性德比的收藏"

肯塔基德比，每年举行的神话般的丘吉尔唐斯，往往被说成是“最令人兴奋
的两分钟体育”。位于赛马场外的博物馆通过从1875年成立以来收集的超过2
0,000件物品，精心呈现了这一赛车传统的历史。展品包括奖杯，雕塑，照片
和绘画以及德比纪念品和私人前马教练和骑师的收藏。旅游也可以在博物馆
参观丘吉尔唐斯神圣的理由。

 +1 502 637 1111  www.derbymuseum.org  info@derbymuseum.org  704 Central Avenue,
Churchill Downs, 路易維爾
KY

 by Calstanhope   

丘吉尔唐斯 

"下来他们来了！"

丘吉尔唐斯是着名的肯塔基德比队的代表队，代表了三连冠的第一站（Preak
ness and Belmont Stakes是另外两个）。丘吉尔唐斯1875年首次开放，并在
同一年举行了第一个肯塔基德比。除了目睹“体育最快两分钟”（也就是说
，如果你可以买票的话），它仍然是在五月的第一个星期六之外访问的好地
方。从四月到十一月这个季节，即使你不能到达德比，你仍然可以戴上你最
喜欢的帽子，然后点一杯薄荷糖。

 +1 502 636 4400  www.churchilldowns.com/  700 Central Avenue, 路易維爾 K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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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兰克福大道 

"大道"

法兰克福大街（Frankfort Avenue）是一条通往圣马修斯郊区的通道，与俄
亥俄河附近的布朗斯伯勒路（Brownsboro Road）相连。一路上，游客会发现
许多时髦的餐馆，书店，精品店，面包店等等。大部分商店都是当地所有和
经营的;实际上，还有一个大箱子商店的痕迹。大道还穿过历史悠久，迷人的
Crescent Hill和Clifton社区，这些都是宝藏。

 Frankfort Avenue, 路易維爾 K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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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易斯维尔巨型洞穴 

"历史的电车和Ziplines旅游"

探索路易斯维尔巨型洞穴在一个历史性的电车，你骑在路易斯维尔市下面的
黑暗通道17英里（27公里）。了解地质，历史，采矿技术，回收利用和绿色
商业技术，以及在冷战时期见证5万人的庇护。您还可以进行“超级拉链”，
这是一个冒险之旅，包括五个地下拉链线，三个挑战桥和两个小时的肾上腺
素。在十一月到十二月期间，另一个很棒的旅游是“路易斯维尔之光”。这
个地下的节日灯光秀是季节的完美之处，客人可以在地下通道上开满节日灯
。

 +1 502 855 6342  www.louisvillemegacaver
n.com/

 jacque.miller@louisville
megacavern.com

 1841 Taylor Avenue,
路易維爾 KY

 by Shadle   

天堂山酿酒厂波旁遗产中心 

"优质威士忌"

这家酒厂是美国最大的波旁酒生产商，为威士忌爱好者提供探索美国自己种
植的几乎完全由玉米制成的谷物酒的历史。在今天的市场上，一个更大的集
团控股集团几乎拥有每一个酒厂，而天堂山仍然是肯塔基州少数几个依照“
马和帕”方法运行的孤狼之一。蒸馏器也遵循历史悠久的传统，就像他们在1
935年装满第一桶时一样，尽管在更现代的条件下。此外，该酒厂不仅以波旁
酒闻名，在这里客人还可以找到伏特加，朗姆酒，白兰地，甚至龙舌兰酒。

 +1 502 337 1000  heavenhilldistillery.co
m/bourbon-heritage-
center.php

 funfolks@bourbonheritage
center.com

 1311 Gilkey Run Road,
Bardstown K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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