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特蘭大主要景點
無論你有幾小時還是幾天，都可以把這些亞特蘭大好玩的事情納入您的行程！亞特蘭大提供
無限歡樂給家庭、商業人士、以及每一個人。在亞特蘭大有許多事情可做──從適合闔家光
臨的景點及歷史，到戶外冒險與得獎的文化體驗。就從以下這個亞特蘭大 50 大樂趣的清單
中挑選，創造您必須擁有的難忘回憶。
亞特蘭大植物園 (Atlanta Botanical Garden)

佛恩班克自然史博物館 (Fernbank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亞特蘭大上城巴克海特購物區 (Buckhead Atlanta)

諾貝爾獎得主之家 (Home to Nobel Laureates)

福斯劇院 (Fox Theatre)

亞特蘭大保時捷體驗中心 (Porsche Experience Center Atlan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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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特蘭大動物園 (Zoo Atlanta)

賓士體育館 (Mercedes-Benz Stadium)
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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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中心的會議及娛樂地圖

會議中心
景點
年會主要飯店
年會次要飯店
餐廳

步行 0-5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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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飯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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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權及人權中心

大學美式足球名人堂

(Center for Civil & Human Rights)
探討美國民權運動及今日全球人權運動的關
係，頗為引人。

(College Football Hall of
Fame) 亞特蘭大的最新景
點，與喬治亞世界會議中心
(Georgia World Congress
Center) 有連通道，展出知名
大學美式足球選手相關展覽
品，還有一個室內球場。

美國有線新聞網中心 (CNN Center)
CNN 的世界總部，提供「深入 CNN 攝影棚
之旅」(Inside CNN Studio Tour)，可進入
「CNN 環球新聞報導」(CNN Worldwide)
的內部，一窺國際新聞的製作過程。

喬治亞水族館
(Georgia Aquarium)
西半球最大的水族館，內有 1,000 萬
加侖的淡水及海水，還有數萬隻動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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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物
亞特蘭大是美國前十大零售市場之一，也是東南部的購物者天
堂。從購物中心到社區商店，每個人都能找到自己所愛。離市中心北
方只要 6 英里的上城－巴克海特區 (Buckhead)，有亞特蘭大都會區一
帶兩個數一數二高檔的購物中心。自 1959 年營業至今的雷諾克斯廣
場 (Lenox Square) 乃是美國東南部最頂級的購物地點，代表性的商場
有 Bloomingdale's、Neiman Marcus、 及 Macy's 等 百 貨 公 司， 以 及
250 家特色商店，例如 Louis Vuitton、Burberry、Fendi、A/X、Ralph
Lauren 及 Prada。就在雷諾克斯對面的桃樹街 (Peachtree Street) 上，
菲普斯廣場 (Phipps Plaza) 的代表性商場則有 Saks Fifth Avenue、
Nordstrom、Belk。 菲 普 斯 廣 場 有 超 過 100 家 商 店， 包 括 Tiffany
& Co.、Giorgio Armani、Gucci、Tory Burch、Versace、Vince、
Valentino 及 Bottega Veneta。在佔地 138 英畝的亞特蘭大車站娛樂
及購物複合中心「中城」(Midtown)，則以獨一無二的店家為代表，如
瑞典的服飾連鎖店 H&M、家具量販店 IKEA 以及該市唯一的家用品店
West Elm。

社區挖寶
亞特蘭大的社區是尋找古董、藝廊、藝術品及手工藝品店、以及
精品店的好地方。從查塔胡奇路 (Chattahoochee Avenue) 延伸到豪威
米爾路 (Howell Mill Road) 與馬里亞塔街 (Marietta Street) 路口的西中
城區 (West Midtown)，擁有許多設計師與古董愛好者的熱門地點、精
品店，還有名牌群聚的「西側購物餐飲複合區」(Westside Provisions
District)， 網 羅 Anthropologie、Atlanta MADE、Jonathan Adler、
Seed Factory、J. Crew 等名牌，此外還有名廚帶領的輕鬆精緻飲食風
潮。維吉妮亞－高地 (Virginia- Highland) 一帶以當地的精品店及趣味
商店著名。小五點 (Little Five Points) 則是該市最佳的綜合購物地點，
卡爾斯伯里山 (Castleberry Hill) 裡頭有藝廊，還有販售墨西哥進口商
品、飾品、燈飾、及家具的「不要稅！」(No Mas! Hacienda)。

餐飲
需要在亞特蘭大用餐的建議嗎？只要問問當地人。吃美食是亞特
蘭大人最喜愛的打發時間娛樂之一。
在亞特蘭大，屢屢得獎的餐飲界正融入當地食材及以家常菜為靈
感的菜單，為南方飲食賦予新的風格。過去 5 年來，亞特蘭大有 45
位大廚進入詹姆士•比爾德獎 (James Beard Awards) 的準決賽。
可是亞特蘭大的餐飲故事不是只靠數字而已。這裡的餐廳會配
合社區的需求，提供溫馨的氣氛，營造在朋友家而不是餐廳用餐的感
覺。這裡的大廚都熱心支持鄰近的農場，使用當地生產的肉類和農
產品。
在古老南方的新餐飲風中，大廚們紛紛回歸南方飲食的基本，重
新詮釋幾個世代以來備受喜愛的食譜。到「南方帝國」(Empire State
South) 大快朵頤，或是到「米勒聯盟」(Miller Union) 品嚐一下醃製蔬
菜。星期三晚上到「分水嶺」(Watershed) 嚐嚐令人垂涎三尺的炸雞。
名廚福特•佛萊 (Ford Fry) 正慢慢在亞特蘭大建立一個餐飲帝國，包
括數家經營中或規劃中的超熱門餐廳。佛萊的「樂觀者餐廳」(The
Optmist) 將高品質、採用能讓海產可持續生存的方法所捕撈的海鮮介
紹給身處內陸的亞特蘭大市民。
來到南方的遊客經常會問要去哪裡吃最佳的南方家常菜。廣受觀
光客及當地人喜愛的知名餐廳，包括自 1945 年起「在亞特蘭大市中心
供應經典南方菜」的「瑪麗Ȇ麥克的茶館」(Mary Mac's Tea Room)，
以及成為市中心地標之一、以《亂世佳人》中的角色皮特派特姑媽為
名的「皮特派特的門廊」(Pitty Pat's Porch)。若想嚐嚐高檔的南方佳
肴，就到帕斯寇 (Paschal's)，試試帕斯寇兄弟的祕密配方炸雞。而供
應「裸狗走路」（指外帶無醬熱狗堡）的全世界最大免下車餐廳「校
隊」(Varsity)，乃是亞特蘭大人永遠不變的選擇。
這些只是亞特蘭大精彩美食的一部份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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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捷及便利

2017 年亞特蘭大扶輪國際年會

亞特蘭大發展初期就是鐵路終點，現在依然是交通樞紐，可是
卻走 21 世紀、全球化路線。
亞 特 蘭 大 哈 茲 菲 爾 德 ─ 傑 克 森 國 際 機 場 (Hartsfield-Jackson
Atlanta International Airport) 是全世界最忙碌的機場，可以直飛美國
國內超過 150 個地點──其中 80% 不到 2 個小時──以及世界六
大洲 50 個國家的 75 個國際機場。因為這座機場的位置離亞特蘭大
市中心及一切旅遊重點都只要不到 20 分鐘，因此訪客進城可以不用
開車，只要利用大眾交通工具或計程車、出租汽車、及機場接駁車
(SuperShuttle) 即可。
亞特蘭大是美國交通最便捷的城市之一，飛往亞特蘭大的飛機
班次及出發地點都多過其他機場。亞特蘭大不僅擁有美國最繁忙的
機場，其班次頻繁程度也傲視全球。亞特蘭大的新國際機場航廈有
40 個登機門，讓跨國旅行更簡單輕鬆，國際旅客入境的作業時間也
比美國任何一個機場都短。
談到鼓勵鄰近區域出席年會，亞特蘭大向來被視為美國東南部
的中心，提高出席率的地理位置誘因比其他南部城市都更好。雖然
亞特蘭大是典型的南方城市，但它的位置可能比你認為的還要再北
邊一點，也再西邊一點──事實上它離俄亥俄州和佛羅里達州一樣
遠，到聖路易和華盛頓特區也等距離。
亞特蘭大的年會及娛樂地點很集中，全部位於市中心。在喬治
亞世界會議中心 (Georgia World Congress Center) 及奧運百週年紀
念公園 (Centennial Olympic Park) 周圍就有許多得獎的餐廳、獨特
的活動空間、以及極佳的飯店。對許多團體而言，市中心可步行抵
達，降低了對接駁車的需求。

歷史

June 10 – 14, 2017
www.rotaryconvention2017.org/welcome

2017 年 6 月 10-14 日

走過市區各個重要地點便形同走過亞特蘭大的歷史。在追溯亞特
蘭大的歷史──從鐵路新興社區到繁榮的國際都會──你會有許多難
忘的體驗。
亞特蘭大歷史中心 (Atlanta History Center) 佔地 32 英畝，除了
有花園、可觀賞野生動物的小徑及林地之外，還有具歷史意義的宅第
及一間展出南北戰爭歷史、非裔美國人歷史、及南方民俗藝術的博物
館，再加上一間專門展示 1996 年奧運會的別館。
史威奧本區 (Sweet Auburn) 是 1890 年代到 1950 年代黑人創業
的中心。奧本街 (Auburn Avenue) 貫穿這個歷史區，有許多值得一
看之處，包括販售各種當地食材及獨特創作品的史威奧本露天市場
(Sweet Auburn Curb Market)。
金恩博士國家歷史園區 (Martin Luther King Jr. National Historic
Site) 位於奧本街，涵蓋一個遊客中心、金恩博士及夫人珂瑞塔Ȇ金
恩 (Coretta Scott King) 的墳墓、金恩博士非暴力改革中心 (MLK Jr.
Center for Nonviolent Change)、他出生的家、以及艾本納瑟浸信會
教堂 (Ebenezer Baptist Church) 修復的舊聖殿及新聖殿。
卡特總統圖書館暨博物館 (Jimmy Carter Presidential Library and
Museum) 重現卡特擔任美國總統期間的白宮橢圓辦公室，展出的文物
呈現他邁向總統的過程。
亞特蘭大大學中心 (Atlanta University Center) 是 6 個非裔美國人
教育機構的集團，歷史可追溯至南北戰爭後的時期。
民權及人權中心 (Center for Civil and Human Rights) 在今日全球
人權議題的背景中呈現美國民權運動的歷史。
奧克蘭歷史公墓 (Historic Oakland Cemetery) 興建於 1850 年，
乃是 7 千多位亞特蘭大居民及影響該市的外來移民的最後安息之地。
埋葬在此的知名人士包括亞特蘭大的第一位非裔市長梅納德Ȇ傑克森
(Maynard Jackson) 及高爾夫球選手巴比Ȇ瓊斯 (Bobby Jones)，還有
《亂世佳人》作者瑪格麗特Ȇ米契爾 (Margaret Mitch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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