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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泰西·米切尔，销售总监

美国-佛罗里达州的群岛和西礁岛

佛罗里达群岛是
中国游客在佛
罗里达度假期

的必游之处. 这里有独特
的自然，美丽的海滩，温

暖的天气和轻松的气氛让你永远都不想离开. 销
售总监 斯泰西·米切尔, 讲述了旅游的项目.

与水打交道的体验
“佛罗里达群岛的一切都只关于水. 无论是水上, 水下
还是水中. 此外每个人在群岛旅游可以感受“第一次新
体验”的感觉. 坐船在海上航行，观看野生海豚在船边
畅游，在潜水时观看到优雅的海龟，欣赏令人难忘的
美丽日落。一边品尝鸡尾酒, 而你的双脚净在加勒比
海水中, 或租一个“徒步旅游”向导,它会带你穿越红树
林隧道,你会发现岛屿上的白苍鹭,蝠鲼和鹿岛”.

用不着穿讲究衣服--就穿平常的衣服来吧. 
“享受你在群岛上那一刻时光. 如想在满月下游泳，吃
早餐时喝点啤酒或身穿一件T恤衫，泳衣及拖鞋，也
都可以的。 甚至在我们的高档餐厅，也没有着装特别
要求. 在佛罗里达州的群岛上,用不着穿讲究衣服—穿
平常的衣服就可以. 与美国佛罗里达州的其他地方不
同, 在佛罗里达州的群岛上你并不需要一辆车. 在西礁

岛上你可以把车离停在酒店，然后步行或骑自行车漫
游整个“海岛城市”. 对于探险者来说，甚至可以骑自行
从迈阿密到西礁岛(Key West ) 沿途经过42座桥,这42
座桥把佛罗里达州的群岛串联在一起.

西礁岛与其它群岛
花点时间去探索整个群岛,如从迈阿密(Miami )骑自行
车去西礁岛(key west )途中，可以在上群岛(Upper 
Keys)过夜。然后从拉哥岛(Key Largo) 到大沼泽地国
家公园(Everglades)，在约翰·彭尼坎普珊瑚礁州立公
园(John Pennekamp State Park) 潜水.许多酒店位于
水上，提供各种水上运动和浅艇.

其他的群岛也有很多欣赏处.您可以参观马拉松岛
（Marathon上海龟饲养处或者海豚中心. 还可去伊斯
拉莫拉达（Islamorada）的罗比滨海（Robbie’s 
Marina ），可以亲手喂大海鲢。另一个游览处是访问
国家公园的海滩。付一点钱，你可以找到独特的地
方，在那里你可以野餐和浮潜。还可以尝试一些当地
的小餐馆，那儿有新鲜和当地捕获的鱼。还有日落之
后划独木舟或桨登机。很有趣的是，很多海洋动物只
有太阳下山时后才很有活动，就像有些当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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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迈阿密向南驱车，会来到一个很不同美国.佛罗里达洲
的群岛像珍珠项链般的位于绿松石颜色的大西洋和墨
西哥湾. 悠闲的气氛, 加勒比海的环境, 洁白的沙滩, 五

颜六色的珊瑚礁，舒适的酒吧，总是温暖好天气...你还能想要什
么？

属于佛罗里达群岛的岛屿由风景秀丽的高速公路连接。开车时通
过42桥梁，两边清澈湛蓝的海水让你的长途飞行到佛罗里达州不
感后悔。这是世界上最优美的航线之一，也是唯一的阳光之州的
美国景观公路（美国最不寻常的公路).

位置
佛罗里达群岛位于迈阿密(miami) 的南部,  在佛罗里达南端. 群岛
由300多个大大小小的岛屿, 东部有界大西洋,西侧有佛罗里达湾
和墨西哥湾。驱车一个小时,你从迈阿密国际机场到拉哥岛，这是
群岛的北端，并通过200多公里高速公路, 陆续通过艾莫拉达，马
拉松岛, 大松礁岛和下群岛和西礁岛. 西礁岛是美国的最南端，距
离古巴只有150公里.

总是阳光明媚
佛罗里达群岛是一个贯穿全年的度假处. 群岛属亚热带气候，它
几乎总是阳光明媚，温暖宜人.它有一个不断降温的海风。白天的
平均气温在25度以上。从六月/十月是最潮湿的。在此期间有短
暂阵雨，但很快阳光明媚。
活动与放松
这里有北美唯一的活珊瑚礁, 还有沼泽地, 有红树林和热带树木，
白色的沙滩和蔚蓝的海水，田园诗般的岛屿，野生海豚，海龟，
黄貂鱼，五颜六色的鱼和美丽的水鸟...

佛罗里达群岛和它周围，是一个美丽自然的天堂，这里有很多的
活动项目，你总可以找到有趣的方式去探索。有独木舟，浆板运
动，自行车，水下和空中活动。

无所事事，只享受白色的沙滩，这是当然可以的！幸运的是，群
岛的居民也非常悠闲。这悠闲的小镇提供各种住宿，酒吧和餐
馆，还有一些艺术和文化活动。有名的是，群岛是一直多年来画
家，作家和艺术家的源泉。

探索像天堂般的佛罗里达州的群岛

简介

杰斐逊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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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哥岛，距离迈阿密国际机场仅一个小时的车程，是在佛罗里达
群岛最北端和最长的岛屿。拉哥岛被称为世界的“潜水世都”，这里
也可风筝冲浪，钓鱼或划船.....还不要忘记去探索“岛屿后院”.

拉哥岛夹在大沼泽地国家公园与北美唯一活珊礁之间。从拉哥
岛，或者艾莫拉达，可以容易的参观大沼泽地国家公园。很多设
备位于海滨处，划船或独木舟来探索旅这独特自然世界，这里有
许多水禽和短吻鳄。拉哥岛最出名的是海底世界.

约翰·彭尼坎普珊瑚礁州立公园
约翰·彭尼坎普珊瑚礁州立公园是美国最古老的水下自然保护区。
该保护区属于佛罗里达州的国家海洋保护区,群岛两侧的广大地
区，在佛罗里达州湾,墨西哥湾和大西洋水中铺满珊瑚礁,海草床
与红树林。
这里有600种鱼类和55种珊瑚，还有活珊瑚礁。所以是世界上最
迷人的潜水地方。还有只名的是，海下有基督雕像。彭尼坎普延

伸出5公里在大西洋，约40公里长。
不仅经验丰富的潜水员和浮潜者可以在这里尽情玩乐，在浅礁处
也是使儿童和成人想要得到他们的潜水认证的理想场所。除了各
种浮潜和潜水活动之外，你可以同去小船的玻璃底。也可以去划
独木舟或租一条船在碧清的水上航行。

游客还可以在热带森林步道中散步,在海滩上野餐或游一下泳。国
家公园的游客服务中心有一个的海水水族馆和一个剧院,播放信息
影片。这里是英里标记(MM)102.5(离西礁岛)

美国的登陆母舰
在基拉戈海岸有几个沉船，经验丰富的潜水员可以在这里尽情享
受。美国海军登陆母舰是最有名的潜水地点，属于最大的人工沉
船之一，沉船是为了制造人工渔礁。登陆母舰夫几乎位于40米深
处，在160公里长的“沉船踪迹”的前端，这里躺着无数的战舰在海
底。

区域

拉哥岛

岛屿后院
基拉戈的“回水”是独一无二的，因为这里混合着的沼泽地的淡水
与佛罗里达湾的海水。你在乘船游览时观赏到个种植物和动物。
对于好运动者也有皮艇和划浆。真正的冒险者选择多天的独木舟
之旅，与岛屿的牛仔，晚上睡在无人海滩帐篷里，帐篷悬在水柱
间.
岛屿后院的浅水非常适合风筝洐浪初学者. 经验者则去岛屿后院
野生动物处去看到更多自然环境和海草床。在回水处可以度过一
个安静的捕鱼天。如果你喜欢更多的看头，就去深海捕鱼。还适
合年轻人和老年人的是一起在选择党船（MM100赛德）乘船，钓
鱼的经验是没有必要的。你可以把钓的鱼，在一家餐馆用餐.

鸟类和海洋动物
群岛尽力尽心来保护动植物。比如参观拉歌岛的群岛野生鸟类中
心（MM93.6碧沙），它是一个收集受伤和患病的禽类处（与
鹰，鱼鹰，鹭鹭和）。海洋哺乳动物保护协会（MM102.1碧沙）
与拉歌岛的各类酒店协同志愿项目，来照顾保护海豚和鲸鱼。

海豚
在拉歌岛有可以与海豚接触。在海豚湾（MM100碧沙）可以与这
友好的动物一起游泳或潜水。海豚加（MM99.5赛德）也是另一
个选择; 在这里你会遇到海豚和海狮。

加勒比海俱乐部
拉歌岛是几十年来艺术家和电影制片人的灵感来源。最著名的电
影无疑是1947年的“Key Largo’，由亨弗莱·鲍嘉和劳伦·巴考尔主
演。岛名由这部电影而出名！拉歌岛部分属于加勒比地区俱乐
部，在这里你想象自己回到黑白电影的过去。在日落时品尝鸡尾
酒或喝冰镇啤酒。从俱乐部也有日落巡航（周五和周六）一条桨
轮河船。位于 MM104碧沙处。

非洲皇后
更想有“电影经验”? 就搭乘“非洲皇后”轮船。这个古老的轮船拍摄
在1951的同名电影作用,再次由主演鲍嘉和凯瑟琳·赫本主演, 轮船
仍然还有渠道运行.MM100海岸处.

Edifício Niemeyer

约翰·彭尼坎普珊瑚礁州立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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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莫拉达，“钓渔之都”，是钓渔者的天堂。许多钓渔记
录在这里落成。许多名人都在这里钓过渔。还有水上
运功者，日光浴者，甚至艺术和文化爱好者来到这里。

“乡村群岛”位于佛罗里达群岛国家海洋保护区的珊瑚礁和佛罗里达
海峡的深蓝色的海水之间。艾莫拉达由六大岛屿组成，Plantation 
岛，Wind ley岛 ，上Matecumbe岛，下Matecumbe
岛，Lignumvitae岛和Indian岛，还有几个较小的岛屿。与海豚，
黄貂鱼或海狮同游，亲手味大海鲢，钓捞枪鱼，在美丽的海滩上
野餐，浮潜，潜水，桨登机，风筝冲浪和皮划艇，或历史研究，
欣赏艺术....艾莫拉达提供非常多样的项目。

钓渔
艾莫拉达对于钓鱼者很独特，因为这里有两个树木区围成了一个。
所以你可以在早上钩上大西洋的深海水域的一个巨大的马林鱼，
下午在佛罗里达湾浅水域钩上狩猎狗鱼，大海鲢和红鲻鱼。由于

在某些季节墨西哥湾暖流流过，还有金枪鱼和鲯鳅（多拉多）鱼。
这里有很多熟练的船长带你到海边钓鱼，当然从岸边钓鱼也是可
以的。对于那些想体验一种特殊捕鱼探险者来说，艾莫拉达是一
个理想的起点。在捕鱼一天结束时，你可以把你钓的鱼，给予餐
馆，他们为你准备一个完美的鱼美味。

海剧院
海剧院很适合于有孩子的家庭。在这个公园里，你可以看海豚，
海狮和鹦鹉表演，参观岛屿的水下生活展览，还有一个无底的游
船之旅。还可以到泻湖最美丽的海滩，享受日光浴和游泳，此外
还有一个烧烤餐厅和纪念品商店。
最难忘的在海剧院是与海豚，海狮和线鱼的相应节目（这是不包
含在门票，另外加付）。MM84.5海岸处。

伊斯拉莫拉达

区域

喂大海鲢
在不同的地方，你可以喂大海鲢。推选的这是罗比码头，在那里
你可以买到一水桶的鱼。在“银王”码头可看到高跳的鱼像要从你手
上抢食，还有谁鹈鹕在旁注视希望能钓到鱼。从罗比码头也皮艇
和划浆务。 MM77.5碧沙。

跳水历史博物馆
从艾莫拉达有很多浮潜和潜水游览，去到达佛罗里达群岛国家海
洋保护区，在海岸也有沉船,如27英尺的老鹰船。想知道世纪以前
潜水是怎么回事,当时潜水衣的模样?就得去跳水馆历史馆。 MM83
碧沙。

Windley岛
在温德利国家地质公园你可以观看珊瑚和化石，衣服不会弄湿。
在这里，你还可以看到老石崖，是由亨利·弗拉格勒的铁路工人在
海外铁路建设的时挖出来的.

Indian 岛
印第安岛位于大西洋中，只能由乘船或皮艇（20分钟划桨）到达。
走在印第安人的足迹中，回想到过去历史。你会听到过去的故事，
在那时印第安岛是置贵重物品存储处，置贵重物品来于由珊瑚阻
碍的船只。当时，在这里有很多交易。你可以在岛上步行，观鸟，
浮潜，潜水或在沙滩上休闲。

海滩和公园
艾莫拉达有许多美丽的海滩。安妮海滩（MM80海岸）很适合于散
步，是一个完美的野餐海滩。Founder’s 公园及海滩（MM86.5碧
沙）是一个很好的选择，这浅泻湖是最适于小孩子顽水的理想场
所。Long Key State Park 长岛国家公园的热带气质是很适合于悠
闲或散走
 
莫娜达路艺术文化区
群岛的自然环境给予艺术家灵源，在艾莫拉达你可看到很多艺术
作品。值得观赏的是在艺术区一些画廊，如Redbone画廊。更独
特的是艺术节，每一个月的第三个周四有艺术家作示范表演.

车卡码头

区域

安妮海滩

罗比码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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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拉松岛是在群岛的中心地，被称为传说中的七
里桥。你可以看看马拉松岛的还美丽鸟儿，或
参观到海龟医院，或观看海豚研究中心友好的

海豚和海狮。

马拉松岛是一个十六公里长的海岛镇, 包括Boot Key 岛, Knights 
Key岛, Vaca Key,岛 Deer Key岛, Long Point Key岛, Grassy Key 
岛en Duck Key.岛. 在带有怀旧气息oude Keys 岛，有舒适的海
滨餐厅，供应美味佳肴。马拉松岛有着丰富的航海历史，在Boot 
Key Harbor 港，你仍然可以看到很多老渔船。还有一个机场，可
以降落小型飞机。还有一个18洞的高尔夫球场。美丽的环境非常
适合各种活动，如潜水，浮潜，风筝和桨登机，远足或钓鱼。马
拉松岛也很适宜有孩子的家庭。

七里桥 
七里桥是最令人印象深刻的高速公路部分之一，是世界上最长的
桥梁之一。平行这座桥是老七里桥，建于20世纪初的铁路部分，
是亨利·弗拉格勒的一部杰作。四年来，他们日夜奋战来完成建
设。海岛名字来于其中一名工人，他说：“这成为一个真正的马拉
松赛”.

铁路的很大一部分毁于在1935年的飓风，但老桥仍基本完
好。Pigeon Key岛是当时的主要施工营地，在那里有400名工人
生活。在博物馆里，你能听到老七里桥的故事，有图片，有声音
和物体。想从空中俯瞰七里桥？登上世界二战时的一艘老式双翼
飞机来航空之旅。在飞行过程中，你还通常会看到鲨鱼，鳐鱼和
海豚。

马拉松岛

区域

海龟医院
马拉松岛的海龟医院是世界上唯一认可的海龟医院。海龟生了
病，迷了路或受了伤都在这里得到照顾，如果可能的话，海龟被
释放。您可以参观一个教育之旅，在参观结束时你可以喂养海
龟。 MM48.5碧沙。

Sombrero 海滩
Sombrero海滩(MM50海岸）是一个保存完好的海滩，有各种散
步和野餐区,你可以悠闲地游泳。距离海岸几公里Sombrero瑚礁,
是属于群岛上的受保护的活珊瑚礁的之一。

起重机点
另一个胜游的地方是Crane Point 博物馆及自然中心历史遗址中
心。这里有无数的热带树木，通过自然教育径路你可以参观马拉

松岛的野鸟中心和自然历史馆，在那里你会更多地知到关于海龟
和印度安人的生活方式。那里还有一个儿童游泳池和一个木制海
盗船玩。 MM50.5碧沙。

海豚研究中心
在海豚研究中心（MM59碧沙），您可了解一切关于海豚和海
狮，你可以与他们同游泳。Flipper的女儿44岁仍游在这里！海豚
接近处（MM61海岸）是另一个选择，在这里你与海豚可相互接
近。

岛渔业公司
幸运的是，群岛永远是阳光普照，日落美景令人陶醉。在岛渔业
公司（MM54碧沙），您既可以享受日落美景，还可品尝新鲜美
味的鱼餐。

Pigeon 岛

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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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你到达繁华的西礁岛之前，你可以先在大松树和下岛享受
安静。这岛群以白色的沙滩，红树林和罕见的岛鹿为著名。
最理想的是用皮艇或划桨来探索。

大松树岛和下岛区域开始于七里桥小鸭密岛（MM40），并延伸到
西部地区的Stock岛（MM5）。因为这里人尽心了60多年保护生态
和独特的自然宝藏，所以这个区域被称为自然岛。这里有两个国
家野生动物保护区，一个国家水下保护区和一个国家公园，岛屿
被热带动植物所包围。区域广大部份适合于众多的活动，如浮潜，
潜水，钓鱼，划船，划桨，风筝冲浪，散步和骑自行车。

Bahia Honda 州立公园
州立公园是在去西礁岛的路上第一个自然保护区，也是最美的一
个. 州立公园有美丽的海滩，经常取得“最好的海滩”荣誉，你会看
到一部份Bahia Honda 老桥，是当时铁路的一部分。在桥上，可
欣赏岛屿的美景，当水质清澈时，可以看到鱼群，鳐鱼和海龟。

如今老桥是人行天桥，你可以在上骑自行车，散步和钓鱼。Bahia
公园是理想的野餐地，可在沙滩上休闲，享受日落的浪漫景色。
这里还相当适于皮划艇，桨登机，浮潜和水肺潜水; 我们还建议您
去预订旅游Looe卢岛上国家海洋保护区的美丽珊瑚礁。此外这里
也可以找到很多的国家公园场所和娱乐区。 MM37海岸。 

保护鹿岛 
国家保护鹿岛充满针叶林，热带硬木树（吊床），红树林和草原。
你会发现20多个珍稀植物和动物，其中包括5种只有在这里才能看
到的珍物。最有名的是微小的关键鹿，所以公园以鹿为名。在建
立保护鹿岛时，只有27个这些鹿，现在已经增长到约800个鹿。观
察鹿最好是围绕日出和日落时。观察地最好是在游客服务中心
（MM30碧沙），这里有几个观测平台，还有徒步旅行和骑自行车
小道。

大松树岛和下岛

区域

蓝洞
蓝洞位于国家保护鹿岛的旁边。这矿井是以前为铁路建设开石用。
目前矿井里充满了水，你可以观看鳄鱼和无数水鸟。蓝洞位于鹿
岛大道。 MM30碧沙。

国家大白鹭保护区
大白鹭国家保护区是另一个特殊自然区。这保护区，延伸在多个
岛屿和海域，是大白鹭家园。这个美丽的白色的鸟是北美最大的
涉水鸟，而且只有在佛罗里达州的最南端岛屿上才观察到。这里
有提供浅水皮划艇，独木舟和游船的活动。

沉船遗址
不仅是Looe 卢港国家海洋保护区的五彩斑斓的珊瑚和热带鱼吸引
了潜水者，在大松树岛和下岛沿岸，还有几个特殊的沉船。最有
名的是阿道夫老布希沉船，它是近65米长的货船，在大松树岛约
11公里西南处。自1998年以来，船沉在海底，用于制造一个人工
渔礁。其它沉船残骸如 Papa Joe 和Flagler’s Barge.

蝙蝠塔
在Sugarloaf 岛上，你可以看到岛屿在上世纪初第一次限制蚊子种
群的做法。Richter Perky，一个在低岛的酒店老板发现客人很讨
厌蚊子，他就在1929年建立了一个木制蝙蝠塔。计划是蝙蝠飞进
蝙蝠塔，然后将有的蚊子吃掉，但这计划失败了。虽然如
此，Perky的蝙蝠塔被列入国家历史登记录。 MM17碧沙。

小群岛
下岛的小岛屿是值得观赏的，如Summerland 岛，大Torch- 和小
Torch 岛，Cudjoe 岛 和 Big Coppitt 岛。从西礁岛可以很方便到
这些小岛。我们建议您去一趟无人居住的Saddlebunch岛，它有许
多海滩，泻湖和红树林（难忘的日落）。在七里桥附近有Duck 岛
和Ohio岛，你可以在那里野餐。你还可以访问没有名字的岛，并
到无名酒吧喝清凉饮料和吃美味的比萨饼。一整天在水上之后，
很理想的是去Looe卢港的Tiki酒吧。

Bahia Honda 州立公园

区域

鹿岛

老Bahia Honda 老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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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礁岛以其五颜六色的房子，各种酒吧和餐厅，画
廊和海滩是群岛中最热闹的岛屿。欣赏Mallory
广场的日落美景，参观Hemingway海明威故居，

品尝美味的酸橙馅饼，发现野生海豚，并乘船前往国家海龟
公园

西礁岛不仅是佛罗里达群岛的最后一个岛，它也标志着美国大陆
的最南端。这里有悠闲的气氛，温馨的酒吧，还有“孤岛城市”，
一个可爱的“风雅”的地方，许多艺术家和作家居住在这里; 例如，
在Greene 格林画廊可以看到由几十个远近艺术家的作品。但西
礁岛还含有许多美丽的棕榈树车道，热带花卉和多彩的维多利亚
式建筑。
你会发现旧岛有19世纪的魅力，也有你能想象的所有现代设施。
西礁岛在80年代初自己宣布“独立”，所以你在街头到处可以看到
好玩的长期海螺共和国标志.

坐火车或骑自行车
在西礁岛的中心，你会发现来自古巴（雪茄店）以及巴哈马（巴
哈马历史村）的影响。乘老城火车，你可以在很短的时间里看到
许多的游点。这列火车有12个站，每个驾车员会诉说自己轶事（

到12岁免费）。另外还有海螺旅游列车。由于岛屿的完整型，西
礁岛很适合骑自行车去探索。参加热带自行车之旅中您会介绍到
神秘的热带花园和公园，充满异国情调的花味和当地水果的味
道。自己不想骑自行车，可乘坐PEDI出租车（三轮车）。

最南端
西礁岛要比迈阿密（200公里）更接近古巴（150公里），它处于
最南端，一个多彩宝石浮标，可能是最流行的照片背景。最南端
的房子是值得观赏。这个漂亮的房子，建于1896年（Duval大
街）现在是一个酒店。

海明威故居
海明威可以说是西礁岛最有名的前居者。他的住房和写作室位于
白石街907。从博物馆您可窥见到海明威的生活和美国文学史。

博物馆和灯塔
除了海明威故居，这里还有各种各样的博物馆。包括Truman杜
鲁门小白宫（前总统的故居），Mel Fisher 梅尔费雪海事博物馆
和海关大楼博物馆。还可登上西礁岛灯塔，原是个19世纪的灯
塔，现是一个博物馆。

西礁岛

区域

马洛里Mallory  广场和夜生活
马洛里Mallory 广场是庆祝日落的必要地方。街头艺术家们每天
带来广场的夜生活。品尝鸡尾酒，欣赏日落，然后潜入邻近的街
道。杜瓦尔街Duval 是外出街道去，在杜瓦尔Crawl时（连走酒
吧活动），你可品尝冰冻玛格丽塔，上等葡萄酒或新生啤酒，发
现最有趣的酒吧。此外，这里还有许多餐厅。
当然还要品尝海鲜公司Conch Republic Seafood 的海鲜和海螺，
在厄尔尼诺介子El Meson de Pepe尝试古巴味道，或在蓝色天堂
餐厅吃鸡，还可在“优于性交”餐厅享用甜点（餐厅只有甜点）。
离开礁岛之前一定要品尝酸橙馅饼，和闻名的柠檬奶酪糕。

沙滩
西礁岛由美丽的海滩围绕，如Higgs Beach海滩，Smather’s 
Beach海滩，South Beach 南海滩，还有19世纪Zachary Taylor
堡垒的海滩。在海岸处还有许多美丽的岛屿与白色沙滩。

国家海龟公园
国家海龟公园位于西礁岛西面约100公里，由几个像天堂似的小
岛组成，有珊瑚和沙岸。您只能乘船或水上飞机前往。渡轮离开
早上8点离开，下午17点回西礁岛。路上你会看到最美丽的岛
屿，清澈碧绿的海水，漂亮的鸟儿，海龟和海豚。亮点是令人印
象深刻的Jefferson堡垒，建于南北战争时期。在这里，您可以浮
潜或在群岛上最美丽的海滩上享受日光浴。

湖泊中戏水
如不想走远，可乘速度船到湖泊The Lakes ，这是西礁岛后院无
人居住岛屿的浅水区。你可以划皮艇或浴步在珊瑚和红树林之
中。或乘桨登机。现在你甚至可以日落后在西礁岛独木舟, 你可
以看到夜晚动物（因为舟底部有LED灯）晚上桨登机可在Ibis 
Bay 湾。

海豚之旅，潜水之旅和日落巡航
在西礁岛生活着数百个野生海豚。参加野生海豚之旅（从海港
口），观看动物在自然生活环境。对于潜水者，这里不仅有美丽
的珊瑚，也有沉船，如160米长的Vandenberg 舰（美国军舰）
。想要浪漫的气氛？当然预定日落巡航。

杰斐逊堡

桨登机

船长Outrageous的自行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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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祝节日和享受生活...佛罗里达群岛很知到这些。
度假会更加特别，当如你在岛上共同庆祝节日。
下面的是供您选择。

海螺共和国独立日（在四月份）
西礁岛在1982年4月23日自己宣布独立于美国之后的人前往西礁
岛会受到警方严格检查。虽然“海螺共和国”的宣言，看来有点好
笑，但有严肃的一面。独立者想用幽默，热情和尊重来表示“政府
疯狂于权力”。先在岛上仍然有独立精神占导。如你想体验最好到
4月底海螺共和国独立节日来岛上。那一个星期有街头市场，游
行，变装示（西礁岛有著名的“变装皇后示”）在西礁岛海港 还有“
血战”。

满月欢庆（每个月）
在Islamorada艾莫拉达的海滩咖啡馆Morada Bay Beach Café，
每月有一个“满月欢庆”节。这是个很大的沙滩欢庆节，有篝火，
表演，巴西舞，您可以看看巴哈马的Junkanoo游行，还有马戏团
杂技表演，沙滩高跷，吞火表演。

海明威节（七月份）
海明威是西礁岛的最有名的前居者之一。每年在7月的第三周是
海明威的荣誉节。这时有渔船赛，写作比赛，还有街头市场。其
中一个热点是外貌像似比赛，这在杜瓦尔街Duval Street的酒吧
Sloppy Joe’s Bar，那是海明威喜欢喝鸡尾酒的地方.
 
水下音乐节（七月份）
独特的水下音乐节是在每年七月的第二个星期六，在Looe卢岛上
举行，位于松树岛和下岛的海岸。乐演奏你可在最美丽的珊瑚礁
之间的潜水时，享受音乐演奏水下演奏的音乐

观鸟和野生动物节（九月份）
这个一年一度的节日庆祝在9月份，在马拉松岛的 Curry 
Hammock State Park 州立公园。在游览过程中，你可以发现岛
上的独特鸟类，对孩子们也有特殊的活动。

想了解更多的节日，请查看www.fla-keys.com/calendarofevents

艺术节

四个节日

水下音乐节

海明威节

马洛里Mallory 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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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文面介绍中你了解在佛罗里达群岛的各种可
能性。下面还有另外12个活动你必去尝试

1. 去John Pennekamp 珊瑚礁州立公园（拉歌岛Key Largo）潜
水，这是世界上最迷人的潜水地之一

2. 去在群岛的“岛屿后院”皮划艇 或桨登机，现在也可以阳落后
（有LED灯）

3. 在艾莫拉达Islamorada钓鱼 ，它是“钓鱼世都”，把你钓的鱼烧
烤在一个舒适的海滨餐厅。

4. 去西礁岛海岸看野生海豚。这里生活着数以百计的友好的野
生海豚。

5. 乘船前往天堂般的海龟公园，那里有著名的Jefferson堡，把
你的浮潜具一起带去。

6. 参观独特的马拉松岛海龟医院。参加导游，还可一起喂养美
丽的海龟

7. 在加勒比海俱乐部（拉歌岛Key Largo）喝冰啤酒。电影“Key 
Largo’ （1947年）是在这里录制的，演员有Humphrey Bogart

8. 沿七里桥开车，这可能是最令人印象深刻的高速公路部分。
在Pigeon Key鸽岛停车，会听到公路建设的传说故事。

9. 参观Bahia Honda State Park州立公园, 可在的美丽海滩上休
闲。漫步在老桥上，欣赏美景，你可能会看到黄貂鱼和海龟。

10. 去国家保护鹿区，那里有的美丽的大自然，去寻找独特的岛
鹿，它只有半米高。

11. 在Mallory 马洛里广场庆祝日落，然后享受西礁岛夜生活。
在Duval Crawl时发现许多酒吧，还有精彩的“扮装皇后”节目。

12. 想冒险？去滑翔伞，飞水上飞机，或者像James Bond 詹姆
斯·邦德的一个Jetpack冒险！ （见照片）。

必须12个尝试

建议提示

实用信息

如何到那里
你可以每天用不同的航线 - 或包机航空公司飞往迈阿密，有或没
有在欧洲或美国的中途停留。西礁岛有一个地区型机场，可向迈
阿密直飞，。马拉松岛有一个小型机场，可供私人飞机和包机。
从Fort Myers Beach 海滩和Marco Island岛渡轮去西礁岛（3.5小
时的航行）。

从迈阿密去群岛
从迈阿密机场开车一个小时到Key Largo 拉歌岛（约95公里），
是佛罗里达群岛最北端的岛屿。西礁岛是最南端的岛屿，距离迈
阿密三小时（约260公里），你开车在美国1路U.S. 1，著名的高
速公路，美国最美丽的路景之一。

如何在那里游行
游 客 绝 大 多 数 开 租 车 到 岛 上 ， 但 你 也 可 以 乘 坐 公 交 车
（Greyhound Lines）和机场班车（岛屿班车和佛罗里达群岛特
快班车）。从迈阿密到群岛有收通行费（几美元） ，在大多数租
车里有一个小连网，所以你可以没有停止通过SUNPASS门。一
旦上了群岛，可见沿公路边英里标记，所以你总是知道你在哪
里。

在那里
不同的岛屿之间，你可以轻松地开车，那里有充足的停车位。从
你的居住地外出旅行很方便，通常可以骑自行车或步行（一些岛

屿上也坐手推车）。在西礁岛建议步行或骑自行车，，因为这通
常很繁忙。经过一个晚出旅行后，你也可以打计程车（自行车）
回酒店。

护照和签证
前往美国，你不仅需要一个有效的护照，还要申请官方的许可证
请求前往。这可以通过申请签证来完成。查看www.usembassy.
gov/east-asia.html。

电源
在美国，电源插头使用三个引脚.

时差
美国东海岸，也属于佛罗里达群岛，是时区GMT-5。

货币
在美国，你支付的是美元。

岛屿石灰学院
不仅旅行社和旅游经营可提供有关佛罗里达群岛广泛的信息。您
还可以自己通过岛屿石灰学院更新知识，查看www.fla-keys.
com/ keylimeacademy，免费注册，并开始训练。想更多了解佛
罗里达群岛和西礁岛查看www.fla-keys.n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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