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泽西州的南海岸 
您的旅程从这里开始... 

 

 

 

   

 

 

 

 

 

 

 

开普梅充满着浓郁的维多利亚时代气

息，是每一位到南海岸地区观光游客

的必到之处，这里有 600 多栋维多利

亚风格建筑，因此，被列入了美国国

家史迹名录。开普梅是美国第一个海

滨度假胜地，漫步在街头，宛若置身

于维多利亚女王时期。 

 

 

 

 

 

 

 
如果您是想去大西洋城的赌场试试手

气，那么这里提供的各种赌博游戏，

定能让您享受博彩带来的无限刺激与

乐趣。坐在赌桌前尽情豪赌，或玩玩

老虎机，娱乐一下，大西洋城总能满

足所有人的娱乐需求，这里还云集了

各种高档餐厅、娱乐、购物和住宿设

施。atlanticcitynj.com 

 
 
 
 
 
 

特拉华海湾是南海岸地区沿线的几

处仅存的未受破坏和污染的海滨地

区之一。这里是新泽西州  AJ 

Meerwald 号高桅帆船的停泊点，

AJ Meerwald 是一艘经过修复的牡

蛎捕捞船，见证了该地区繁荣发展

的牡蛎产业。在特拉华州，游客可

以欣赏到非常壮观的日落景观。 

explorecumberlandnj.com 

bayshorecenter.org/a-j-meerwald 

njsouthernshore.com 

 
 
 
 
 
 
 

商务和休闲垂钓是南海岸地区的一种生

活方式。这里 100 多艘游艇和船只供游

人租用，可容纳各种规模的团体。在特

拉华湾和大西洋沿岸，游客可以钓到四

十种海洋鱼类。开普梅/怀尔德伍德和大

西洋城盛产上好的海鲜，在美国可谓屈

指可数。fishingnj.com  

 
 
 
 
 

 
新泽西州南海岸的酒庄和啤酒厂正处

于蓬勃发展中！这里有 17 家酒庄、

13 家啤酒厂和 5 家工艺酿酒厂，均

从当地采购原材料，制造各种美酒。

工艺酿酒厂之旅是一种最新的旅游方

式，在品尝当地美酒的同时体验南海

岸的迷人风情。沿着葡萄酒之路游

览，品尝各种美酒，并与酿酒商、酿

酒师交谈，了解他们独特的酿酒方

法。njsouthernshore.org. 

 
 
 
 
 
 

南海岸地区坐落在新泽西的最南

端，位于大西洋和特拉华湾之间，

拥有各种原始海滩和自然栖息地，

为候鸟和蝴蝶提供完美的环境，让

它们在这里栖息、捕食和补充体能

中转。njaudubo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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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普梅不仅仅是维多利亚时

期的一个海滨度假胜地，也

是北美最热门的景点之一。

这里是世界观鸟大赛 (World 

Series of Birding) 的举办

地，在春秋候鸟迁徙期间举

办过国际观鸟大会。快来探

索 600 多栋维多利亚风格建

筑，游览特色旅游景点，品

尝当地的美食，尽情享受购

物的乐趣！ 

capemaychamber.com 

 

 

 

 

 
 
新泽西州海洋城位于开普梅

县，远离日常生活的喧嚣，

是家庭度假的好去处。这里

拥有约八英里的原始海滨，

游客可以在其中尽情探索、

漫步，或者寻找一处安静的

地方，放松身心，观看潮

汐。 

oceancityvacation.com 

 

 

 

 

 

 
怀尔德伍德位于开普梅县，

坐拥 5 英里的白色自由沙滩

和 38 个街区，设有滨水栈

道、水上乐园、购物场所和

拱廊，此外，各式各样的美

食餐厅和夜生活场所云集于

此。一个充满乐趣的家庭度

假胜地。 

wildwoodsnj.com 

 

 

 
njsouthernshore.com 

南海岸位于新泽西州 

最南端，介于大西洋和 

特拉华湾之间 

独揽三地美景 

• 原始海滩 

• 世界级观鸟点 

• 自然之美 

• 一流餐饮设施 

• 绿色食品 

• 购物广场 

• 博物馆 

• 团体旅游 

• 生态农业文化旅游 

• 滨水栈道 

• 鲸鱼表演 

• 水上运动 

• 酒庄 

• 啤酒厂 

• 酿酒厂 

• 垂钓 

• 高尔夫 

• 露营 

• 赌场娱乐 

• 休闲娱乐 

• 骑自行车和远足 

• 节庆 

• 会展会议 

地理位置优越，临近纽约 

新城、纽约、费城、 

宾夕法尼亚、华盛顿等地 

• 50 英里海滩 

• 40 英里海湾海岸 

• 10 英里滨水栈道 

• 8 大特色赌场 

• 广阔的露天场所 

• 15 个海滩度假村 

• 5 个自然保护区 

• 葡萄酒之路 

• 自行车道 

• 公园 

• 动物园和水族馆协会 

(AZA) 认证的动物园 

 

 

 

 

 

 
 
新泽西州的双贝  (Bivalve) 

市是新泽西州高桅帆船和海

湾探索中心 (Tall Ship and 

Bayside Discovery Center) 

的研究基地，坐落在坎伯兰

郡的莫里斯河上，四周湿地

环绕，游客可以参观博物馆

和民俗中心，探索牡蛎运输

集散地和码头。游客还可以

体验全州的航行之旅。 

Bayshorecenter.org 

 

 

 

 

 
大西洋郡的哈蒙顿有着世界

蓝莓之都的美誉，现已发展

为一个繁荣的葡萄酒产区，

这里酿造的葡萄酒屡获嘉

奖。现代时尚的市中心设有

购物商场、艺术中心和剧

院。沿着哈蒙顿美酒之路探

索当地的葡萄酒酒庄、啤酒

厂和酿酒厂的独特之处！ 

newjerseywines.com 

 

 

 

 

 
马尔盖特、文特诺、长巷和

布里根泰恩的海滩度村能让

游客得到全身心的放松，是

海滩度假的不二之选。在这

里，游客可远离大西洋城的

喧嚣，体验海上垂钓和水上

运动的无穷乐趣，尽享饕餮

美食，度过一段美好的时

光。布里根泰恩的海洋哺乳

动物中心致力于救护搁浅的

鲸鱼、海豚和被海水冲上岸

的其他海洋生物。 

mmsc.org 

联系方式： 

 
NJ Southern Shore DMO 4 
Moore Road 
Cape May Court House, New 
Jersey 08210 
609 463-6415 

 
Diane Wieland 
diane.wieland@co.cape- 
may.nj.us 

 
Deborah Bass 
dbass@co.cape-may.nj.us 

 
 

关注我们的脸谱和推特账号 

@NJSouthernShore 
 

新泽西州南海岸 

米尔维尔玻璃之乡艺术区

位于坎伯兰县，是一座在

美国玻璃制造史上颇有名

气的城镇。漫步艺术区，

探寻 19 世纪和 20 世纪的

建筑。这里有美术作品云

集的滨河文艺复兴艺术中

心、公共美术馆和教育中

心。 

glasstownartsdistrict.com 

莫里斯河巡游是坎伯兰郡最

独特的旅游项目之一，为游

客打造难忘的体验。米尔维

尔拥有 3 条大河，河流两岸

遍布着风景如画的小城镇，

历史悠久的灯塔和美丽多样

的野生动植物。在这里，您

可以在景色怡人的草地上漫

步，欣赏老鹰筑巢的别致画

面以及新泽西州仅存的一处

堤坝农场。 

mauricerivercruise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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