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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ewen and donabel   

国家棒球名人堂和博物馆 

"棒球狂热"

棒球名人堂博物馆藏有一些游戏中最珍贵的藏品。看数以千计的棒球文物和
照片讲述棒球的历史故事。还有一个研究图书馆，爱好者可以阅读美国对这
项运动持久爱的历史和未来。参观博物馆商店，从展示的各种帽子，衬衫，
手套和杯子中挑选。

 +1 607 547 7200  baseballhall.org/  info@baseballhall.org  25 Main Street,
Cooperstown NY

 by Cmglee   

温布顿网球场 

"游戏、预备与比赛"

温布顿作为世界唯一在草坪上进行的大满贯场地，这里有19个赛场，但一号
赛场和中心场才是举行重大赛事的场地。每年，大满贯都会吸引成千上万的
观众，包括很多想要看他们喜欢的球星的名人。所以这里每年夏天都会变成
不仅是看别人，还有被别人看的地方。温布顿赛事的门票是每年十二月以投
票形式发行的，请浏览网页获取资讯。每年冠军赛当天早上十点半，在场地
大门外还会发售几百张门票，让那些不幸没有拿到票的观众一个机会。温布
顿网球场也是2012伦敦奥运会的网球赛事的场地。

 +44 20 8944 1066  www.wimbledon.com/en_GB/index.ht
ml

 Wimbledon, All England Lawn Tennis
Club, Merton

 by Christian Guthier   

阿斯科特赛马场 

"世界着名的中心"

阿斯科特赛马场提供各种活动和设施，令人兴奋的娱乐活动。除了着名的比
赛之外，中心还举办各种企业和社交活动，从商务活动到婚礼或者工会。如
果您有兴趣举办豪华的夏日派对，赛马场的派对组织者可以安排活动。

 +44 870 727 1234
(Reservations)

 www.ascot.co.uk/  sales.manager@ascot.co.u
k

 Windsor Road, Asc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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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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VnGrijl   

纽博格林 

"Speedy＆Smokin'"

纽伯格的纽伯格林（Nürburgring）是世界上最着名（也是最危险的）赛道之
一。除了每隔一年举办赛事和举办德国大奖赛之外，戒指每年七月还会举行
音乐节上的摇滚乐。除了活动日，还有一个关于汽车，赛车和赛道本身的互
动博物馆，还有一个卖衣服和纪念品的商店。

 +49 2691 30 2630  www.nuerburgring.de  pr@nuerburgring.de  Hatzenbachstraße, Nürburg

 by United+Autosports   

代托纳国际赛道 

"对于比赛球迷！"

代托纳国际赛道举办了几个世界闻名的赛车比赛。这个高速公路有能力容纳
一大群人，增加了兴奋和期待。在这里举行的一些重大活动包括代托纳500，
可乐零400，短跑无限和百威决斗。这里有这么多的比赛，这可能是几个知名
司机的第二故乡。参观这里是一个梦想成真的赛车迷。

 +1 800 748 7467  www.daytonainternationalspeedway
.com/

 1801 W International Speedway Blvd,
代托纳比奇 FL

 by tpsdave   

印第安纳波利斯赛车场 

"印地500家！"

这个传奇赛道举办了一些世界上最值得期待的赛车赛事。这条赛道是第一条
高速公路，建于1909年，至今为止是全世界最高容量的运动场地，能容纳40
万名观众。印第安纳波利斯500，砖厂400和美国大奖赛是赛道上最有名的赛
事。现场名人堂博物馆藏有NASCAR和赛车纪念品和文物。在任何时候，至少
有75辆车向公众展示。

 +1 317 492 8500  www.indianapolismotorspeedway.co
m/

 4790 West 16th Street,
印第安納波利斯 IN

 by InSapphoWeTrust   

芬威公园 

"去红袜队"

自1912年开业以来，这个举世闻名的棒球场一直是波士顿娱乐场所的主食。
钻石的左侧是绿色怪兽（Green Monster），一个标志性的37英尺（11.28米
）的场地墙，手动操作记分牌。芬威公园是历史上最古老的美国职业棒球大
联盟场馆之一，也是波士顿红袜队的主场。观众可容纳三万七千余人，体育
场馆在激烈的节奏中澎湃起伏，当地球迷为主队骄傲地欢呼起来！在您下次
访问波士顿的时候尝试着抓住一场比赛。

 +1 617 267 9440  www.mlb.com/redsox/ballpark  4 Jersey Street, 波士顿 MA

 by rexhammock   

箭牌场 

"棒球大教堂"

瑞格利球场是全国最古老的球场之一，也是最漂亮的球场之一。你不会在这
里找到任何Astroturf，因为球迷不会允许。真正的草地保持着郁郁葱葱的绿
色，常春藤在外野的墙壁上变得厚重。现在是芝加哥小熊队的主场，芝加哥
熊足球队曾经在这里打过球。即使你不是体育迷，你也会喜欢参观这个体育
场。有足够的历史感来满足那些寻找过去的人。在找到座位观看比赛之前，
请务必抓住热狗和啤酒。没有票？您可以尝试在体育场谢菲尔德大街一侧20
英尺（6米）长的长方形开口处“The Knothole”中免费观看比赛。不要忘了
在外面看看着名的广播和电视广播公司Harry Caray的雕像。

 +1 773 404 2827  www.mlb.com/cubs/ballpark/  1060 West Addison Street, 芝加哥 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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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JL1Row   

Lambeau领域 

"绿湾包装工的家"

Lambeau Field是绿湾包装工队（Green Bay Packers）的所在地，全年开放
，可作为派克（Packer）的历史中心和比赛场地。这个场地最初是1957年开
放的，现在拥有72,000多个座位，并且自称是NFL中最长的连续占据的场馆。
淡季期间，您还可以通过参观Lambeau Field中庭和包装工名人堂来享受这个
设施。有关即将到来的游戏和事件的信息，请访问其网站。

 +1 920 569 7500  www.packers.com/lambeau-field/  1265 Lombardi Avenue, Green Bay WI

 by JoJan   

诺坎普球场 

"布劳格拉纳的家"

这是西班牙足球界令人印象深刻，也是最高荣誉的球场，诺坎普是欧洲最大
的体育场之一。这座壮观的体育场建于1957年，是深受当地人喜爱的巴塞罗
那足球俱乐部(FC Barcelona)的主场，当地人简单地称它为“巴萨”(Barca)
。当时，旧的大教堂体育场似乎已经不足以容纳狂热的球迷，科尔茨营(Camp
de Les Corts)体育场的扩建被认为是不可能的。这座体育场有时被称为“库
巴拉建造的房子”，因为在1950年6月匈牙利天王巨星库巴拉加盟巴萨，由于
场地太小，因此建立新馆的呼声越来越高。库巴拉对观众而言非常受欢迎，
以至于体育场甚至无法容纳成群结队观看他比赛的非凡人群。诺坎普球场一
次可以容纳99,000多名观众，其露天看台被赋予了深刻的象征意义，球场被
喷漆成象征皇家的蓝色和红色。

 +34 902 18 99 00  www.fcbarcelona.es/camp-nou  Calle Aristides Maillol 12,
巴塞罗那

 by swampa   

旧特拉福德球场 

"红魔鬼的主场"

旧特拉福德球场也被戏称为“梦想的舞台”。这是曼彻斯特大区的一个著名
足球场。开幕于1910年，这里是著名的曼联球队的主场。很多著名的赛事都
是在这里举行的，包括FIFA世界杯、96年欧洲杯和2003年UEFA冠军联赛的决
赛。这个球场更是2012伦敦奥运的场馆之一，将会有九场足球赛在这里举行
。除了足球外，像简化曲棍球、棒球和板球的赛事也会在这里举行。很多传
奇歌手都曾经在这里举行演唱会，如Bon Jovi和Bruce Springsteen。这里的
场地还供出租用于举办私人活动，如婚礼和圣诞派对。游客还可以参加这里
定时出发的体育场行程。请浏览网站或致电查询更多信息。

 +44 161 868 8000  www.manutd.com/en/visit-
old-trafford

 enquiries@manutd.co.uk  Sir Matt Busby Way,
Stretford, 曼彻斯特

 by Coemgenus of English
Wikipedia   

职业足球名人堂 

"名人堂"

弗洛伊德小，拉里Csonka，巴里桑德斯，瑟曼托马斯是最伟大的足球传奇，
他们的肖像在职业足球名人堂在广州展出。美国是足球的大热门，因此，职
业足球名人堂在广州就不足为奇了。游戏爱好者可以前来欣赏各自的英雄，
并了解他们的生活。博物馆举办各种与体育有关的活动和研讨会。此外，大
厅内设有设备齐全的空间，可容纳各种企业，社会和私人活动。因此，如果
你是一个足球迷，你正在访问广州，请前往职业足球名人堂，度过美好的时
光。欲了解更多详情请访问他们的网站。

 +1 330 456 8207  www.profootballhof.com/  Tourism@profootballhof.c
om

 2121 George Halas Drive
Northwest, Canton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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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Miguel Mendez   

麦迪逊广场花园 

"纽约最大的娱乐场所"

谈到在纽约市的娱乐场所，能容纳18,000人的麦迪逊广场花园无疑是当中的
佼佼者。麦迪逊广场花园举办过各大活动集会，如音乐表演、体育、戏剧等
等数不胜数。在麦迪逊广场花园毗邻的剧院同时有固定的文化活动安排，广
场花园与圣诞颂歌
的活动是每年的固定节目。麦迪逊广场花园是全美篮球协会NBA的纽约尼克斯
队，美国女子篮球联盟WNBA纽约自由人和NHL的纽约游骑兵队的球队主场。这
座标志性的娱乐殿堂有着丰富的历史,也是纽约各大球类赛事的举办场馆。

 +1 212 465 6741  www.msg.com/madison-square-
garden

 4 Pennsylvania Plaza, 纽约 NY

 by Mr.Sayompoo
Setabhrahmana   

Lumpinee拳击体育场 

"高级泰拳"

Lumpinee拳击场是该市最有名的泰拳馆之一。这座体育场成立于1956年，于2
014年搬迁到现在的地址。只有男性的场地定期举办一些令人兴奋的拳击比赛
。如果你感到幸运，你可以下注你最喜欢的球员，因为体育场允许投注游戏
。仪式主义的音乐和缓慢的舞蹈在拳击手尊敬老师和戒指的精神战斗之前。
高度评价的最高分区战斗计划结束，所以你可能想要你的晚上，看看最有可
能设置的地方下的回合！

 +66 2 251 4303  www.muaythailumpinee.ne
t/

 lumpineestadium@gmail.co
m

 6 Ramintra Road, 曼谷

 by No machine-readable
author provided. Mbrooks
assumed (based on copyright
claims).   

奥古斯塔国家高尔夫俱乐部和课程 

"着名高尔夫俱乐部"

奥古斯塔国家高尔夫俱乐部和球场自1934年以来一直举办大师赛。这个18洞
的高尔夫球场以其独特的知名度而闻名，是世界上最着名的高尔夫球场之一
。该网站曾经是植物苗圃，由于过去的每一个洞都以与之相关的植物命名
。该课程充满了明亮的杜鹃花，桃，茶橄榄和樱桃，增添了自然之美。它有
舒适的亭子，顾客可以观看比赛。

 +1 706 667 6000  www.masters.com/index.html  2604 Washington Road, Augusta GA

 by climens   

皇家和古老的圣安德鲁斯高尔夫俱乐
部 

"历史高尔夫俱乐部"

维多利亚风格的圣安德鲁斯皇家和古代高尔夫俱乐部拥有最好的高尔夫球手
，作为他们荣誉会员的一部分。这个位于圣安德鲁斯的高尔夫俱乐部周围风
景优美，拥有一个十八洞的高尔夫球场，适合专业人士和业余爱好者。俱乐
部包括酒吧，餐厅，会员休息区，储物柜以及斯诺克室等设施。俱乐部举办
高尔夫锦标赛，并出租活动场地。

 +44 1334 46 0000  www.randa.org/en/Our-Heritage/Th
e-Royal-and-Ancient-Golf-
Club.aspx

 Golf Place, St Andr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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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Photo Monkey   

奥克兰伊甸公园 

"运动花园"

伊甸公园是新西兰最大、最重要的体育场之一，在过去的100年里，在这里举
办了许多体育赛事。这个体育场冬天举办橄榄球赛，夏天举办板球赛。体育
场曾举办过几次板球比赛，包括1992年和2015年的世界杯。除了举办各种体
育赛事外，体育馆还被用于举行各种文化、社会和娱乐场地。

 +64 9 815 5551  www.edenpark.co.nz/  info@edenpark.co.nz  Reimers Avenue, Kingsland,
奥克兰

 by Ian Muttoo   

冰球名人堂 

"纪念冰上曲棍球的历史而设"

冰球名人堂是一个你可以测试你的冰球技巧或守门员反应的地方。该大厅位
于布鲁克菲尔德广场，以互动、亲身体验加拿大运动的发展为特色。这是一
趟体育纪念之旅，充满了展览、奖杯、纪念品、电影和电动游戏。当你在冰
球纪念馆，你可以在史丹利杯旁边为自己拍一张纪念照。名人堂不仅是纪念
馆同时也是博物馆，馆里包括官方纪念品商店展示出满满的收藏品。

 +1 416 360 7765  www.hhof.com/  info@hhof.com  30 Yonge Street, 多伦多 ON

 by ctaloi   

巴黎圣母院体育场 

"大球场"

巴黎圣母院体育场位于圣母大学的校园内，是圣母大学格斗爱尔兰足球队的
主场。该体育场建于1930年，拥有21,000个座位。这座体育场因其复活的耶
稣壁画而广受欢迎，耶稣被称为“触地得意的耶稣”。这座体育场建造得非
常完美，配备了所有最先进的技术设备。所以来这里吼叫和欢呼你的冠军。

 +1 574 631 7516  und.com/facilities-3/notre-dame-
stadium/

 1600 Edison Road,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South Bend IN

 by AndrewHorne   

密执安体育场 

"现场电源"

排名世界最大的体育场之一，密歇根州安阿伯体育场是密歇根州狼獾队的主
场。这座体育场是在1927年建成的，它是传奇运动员菲尔丁·约斯特（Field
ing Yost），他设想有一天它需要15万个座位。几乎满足了他的期望，2013
年该体育场的参赛人数达到了115,109人，被认为是全国规模最大的体育场馆
之一，在大学橄榄球赛季吸引了众多的观众。它还可以举办毕业典礼和密歇
根大学主办的其他活动。体育馆提供班车服务，洗手间，坡道和残疾人专用
座位。

 +1 734 647 2583  mgoblue.com/sports/2017/6/16/fac
ilities-michigan-stadium-
html.aspx

 1201 South Main Street, University
of Michigan, Ann Arbor MI

 by Wolfgang26   

柏林奥林匹克体育场 

"丰碑体育竞技场"

奥林匹克体育场为1936年奥运会而建，唤起了狂热球迷的记忆，杰西·欧文
斯为四枚金牌而奔驰而出。今天，奥林匹克体育场是柏林首屈一指的足球俱
乐部Hertha
BSC的所在地，举办了ISTAF田径运动会等重大体育赛事以及Rolling Stones
和U2等团体的音乐会。为了给世界留下深刻的印象，这个不朽的多功能舞台
自2004年重新开放以来就是这样做的。游客可以在无日子的日子里在体育场
内漫步，或者选择参加大型舞台的导游。一定要停下来现场访客的中心，以
了解更多关于这个巨大的结构迷人的历史。

 +49 30 3068 8100  olympiastadion.berlin/d
e/start/

 pr@olympiastadion.berlin  Olympischer Platz 3,
Olympiapark Berlin, 柏林

https://www.flickr.com/photos/photomonkey/54987486/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2.0/
https://cityseeker.com/zh/auckland/385961-奥克兰伊甸公园
https://www.flickr.com/photos/20741443@N00/383200680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a/2.0/deed.en
https://cityseeker.com/zh/toronto/19237-冰球名人堂
https://www.flickr.com/photos/aloi/65720791/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a/2.0/
https://cityseeker.com/zh/south-bend/411673-巴黎圣母院体育场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Michigan_Stadium_Sept_17,2011.jpg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a/3.0/
https://cityseeker.com/zh/ann-arbor/323262-密执安体育场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Stade_Olympique_Berlin_Ext.JPG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a/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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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TreptowerAlex   

罗马斗兽场 

"罗马的标志"

罗马斗兽场的宏伟规模一直以来都是一个奇迹。最初设想在公元70年，这座
宏伟的建筑物在公元80年竣工。当时，人们相信这个巨大的圆形场地一次可
以容纳5万名观众。罗马斗兽场被描绘在意大利版的5美分欧元硬币上。斗兽
场被认为是世界七大奇迹之一，被设计成一个赛马场和动物搏斗和角斗的竞
技场，尽管它在早期也举办过重要的宗教仪式。罗马斗兽场是一个对称的奇
观建筑，镶嵌在罗马市中心的历史景观中。这座庞大的遗址是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的世界遗产，许多人认为它是意大利的标志性象征。

 +39 06 699841  parcocolosseo.it/area/colosseo/  Piazza del Colosseo 1, 罗马

 by Rick McCharles   

足球城（第一国民银行体育场） 

"他们梦想的球场"

这个体育场于1989年开放，最近进行了大规模的装修，为2010年世界杯作了
准备。建筑面积94700平方米，其中包括195间套房，专为足球而建。没有一
个座位距离场地超过100米（35英尺），并且没有限制的意见。外部设计呈葫
芦形，一种传统的非洲锅，马赛克瓷砖暖色调，灯光下方仿佛火光。这个体
育场将举办世界杯，几场中场比赛和决赛的首场比赛。

 www.stadiummanagement.co.za/stadiums/fnb/  Soccer City Avenue, 约翰尼斯堡

 by Jymlii Manzo from
Atlanta GA, USA   

Estadio Azteca 

"在世界杯体育场享受足球"

这是全国最重要的体育场馆。由于标题火山爆发后建造的地区被熔岩岩石覆
盖，因此建造起来并不容易。然而，经过很大的努力，体育场在七十年代开
放。从那时起，它举办了许多活动，如1970年和1986年世界杯，摇滚音乐会
，甚至宗教活动，如教宗的访问。

 +52 55 5617 8080  www.estadioazteca.com.m
x/

 estadioazteca@televisa.c
om.mx

 3465 Calzada de Tlalpan,
Santa Ursula Coapa,
墨西哥城

 by Peter23   

国家体育场 

"鸟瞰图"

正因为外形像鸟巢，所有才有了这个名字，这个建筑奇迹是为2008年夏季奥
运会所建的。座位可容纳91,000名观众，这个中心现在举办着各种各样的娱
乐活动，艺术表演、音乐会和体育比赛等。这个广阔的舞台已经迅速成为了
北京迈入现代化的象征。

 +86 10 8437 3100  www.n-s.cn/  Guo Jia Ti Yu Chang, Chaoyang Qu,
Olympic Green, 北京

 by boettcherguilherme   

阿尔贝托·J·阿曼多体育场 

"风情万种的足球场"

阿尔贝托·J·阿曼多体育场是阿根廷顶级足球俱乐部的所在地，也是世界上
最具象征意义的体育场之一，如今是现代体育精神的象征。追溯到1940年历
史，这座体育场因其独特的形状被亲切地称为糖果盒球场La
Bombonera或巧克力盒球场 the Chocolate Box。一个平坦、高耸的看台使它
从三个看台中脱颖而出，赢得了“巧克力盒”的绰号。阿根廷顶级足球俱乐
部博卡青年队(Boca Juniors)在旧体育场被拆除后，在新体育场找到了自己
的家。足球爱好者们敬仰这个场地精致的外形和完美的音响效果。这座体育
场举行了后街男孩(Backstreet Boys)和埃尔顿·约翰(Elton John)等一些最
著名的国际艺术家的演出，让观众为之倾倒。是体育场内的足球展览博物馆
。

https://pixabay.com/photos/colosseum-rome-italy-romans-1014310/
https://pixabay.com/service/lice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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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flickr.com/photos/rickmccharles/12498831964/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2.0/
https://cityseeker.com/zh/johannesburg/405988-足球城-第一国民银行体育场
https://www.flickr.com/photos/20946852@N00/398046174/
https://www.flickr.com/photos/20946852@N00/398046174/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2.0/deed.en
https://cityseeker.com/zh/mexico-city/61579-estadio-azteca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Beijing_national_stadium.jpg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a/3.0/
https://cityseeker.com/zh/beijing/359366-国家体育场
https://www.flickr.com/photos/guilherme_boettcher/4345515645/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2.0/
https://cityseeker.com/zh/buenos-aires/358790-阿尔贝托-j-阿曼多体育场


 +54 11 5777 1200  805 Brandsen, 布宜诺斯艾利斯

 by Ben Sutherland   

马拉卡纳体育场 

"巴西足球圣地"

足球界的大腕，包括贝利、罗纳尔多、罗纳尔迪尼奥、罗伯特·卡洛斯和济
科都曾在马拉卡纳球场踢过球。1950年世界杯决赛在这座体育场举行，乌拉
圭在足球史上进行了最不可思议的比赛，从东道主巴西手获得世界冠军。这
座通常被称为马拉卡纳的体育场是世界上最大的体育场之一。除了举行足球
比赛，这座体育场还举办音乐会，蒂娜·特纳和保罗·麦卡特尼等人也在这
里表演过。在导游的带领下，你可以看到后台更衣室，从看台上可以看到球
场，还可以看到贝利古铜色的足印。马拉卡纳体育场是2014年FIFA世界杯的
主办场馆之一，也是进行决赛的球场。

 +55 21 2334 1650  www.suderj.rj.gov.br/maracana.as
p

 Rua Professor Eurico Rabelo,
里约热内卢

 by njanam92   

伊甸花园 

"传奇加尔各答花园"

伊甸园花园被奉献给奥克兰的姐姐伊甸园，被概念化为圣经“伊甸园”的人
造代表。建于1840年，这片广阔的大片地区遍布着许多树木和灌木。一个覆
盖着蔓延的大型门户欢迎你进入。一旦进入，你可以选择沿着蜿蜒的路径长
时间散步，或坐在公园的长椅上，度过一些安静的时刻。整个地方都笼罩着
自然美景，与周围的绿色植物，凉爽的微风和一般的和平感并存的鲜花盛开
的景象共同有助于使这个“伊甸园”，这是本来的意思。以花园命名的伊甸
花园球场距离酒店仅有几步之遥。附近还有加尔各答赛马场，威廉堡和维多
利亚女王纪念碑等主要景点和地标。

 +91 33 4401 2659 (Tourist
Information)

 www.cricketassociationo
fbengal.com/edengarden.p
hp

 visitwestbengal@yahoo.co
.in

 Eden Gardens Road,
加尔各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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