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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洛阿尔托青少年博物馆和动物园 

"孩子们的郊游"

自1934年以来，帕洛阿尔托青少年博物馆和动物园就位于风景如画的Profess
orville社区旁边，一直是家庭乐趣的可靠来源，当时它成为密西西比河以西
的第一个儿童博物馆。动物园里有大约200种动物，包括蛇，爬行动物，乌龟
，鲨鱼，浣熊，蝙蝠，红尾鹰和两只山猫。共有14个实践博物馆展品旨在教
育孩子们关于物理，地球科学和数学。这也是一个实地考察和生日派对的热
门目的地。

 +1 650 329 2111  www.cityofpaloalto.org/
gov/depts/csd/jmz/

 funscience@cityofpaloalt
o.org

 1451 Middlefield Road,
帕羅奧圖 CA

 by Pexels   

帕洛阿尔托儿童剧院 

"儿童剧院"

帕洛阿尔托儿童剧院由帕洛阿尔托市管理，作为露西斯特恩社区中心的一部
分。该方案始于1932年，是市长失业救济委员会的一部分。如今，剧院既是
四至二十四岁年轻人的表演场所，也是教育空间，可以欣赏和学习戏剧艺术
。在这个夏天，剧院运行了一个户外系列节目“Hot Dog Suppertime Shows
”，家庭可以享受一个小时的表演，带上野餐或者购买热狗和其他烧烤用品
。他们的演出吸引了各种各样的观众，从年轻到老，音乐剧或戏剧。过去的
作品包括Hansel和Gretel，夏洛特的网站，苍蝇之王，你是一个好人，查理
布朗。有关当前节目的信息，请致电票房或查看他们的网站。

 +1 650 463 4930  www.cityofpaloalto.org/
Departments/Community-Se
rvices/Arts-Sciences/Pal
o-Alto-Childrens-Theatre

 childrens.theatre@cityof
paloalto.org

 1305 Middlefield Road,
帕羅奧圖 CA

美国文化遗产博物馆 

"从过去爆炸"

美国文物博物馆于1990年由弗兰克利弗莫尔（Frank Livermore）私人收藏公
司成立，坐落在风景秀丽的遗产公园对面的历史悠久的威廉姆斯楼（William
s House），一座1907年的匠人式住宅。博物馆的展品展示了19世纪和20世纪
的技术和发明，并在适当的时代进行展示。特别的展品每年旋转几次，突出
展示某些历史文物，从烤面包机到玩具。该博物馆还全年提供儿童夏令营和
几个特别活动。另外加入是免费的，虽然捐款是受欢迎和赞赏的。乐高展览
是值得一看的，在博物馆后面还有一个美丽的花园。参观美国文化遗产博物
馆将让你思考100年前的生活是如何的。

 +1 650 321 1004  www.moah.org/  351 Homer Avenue, 帕羅奧圖 CA

花园酒店 

"高级法院"

花园法院酒店在市中心帕洛阿尔托是留下来的地方，如果你想受到像皇室照
顾。酒店拥有旧世界欧式小木屋的所有魅力，配有水晶吊灯，大理石浴室，
适合女王的沙发以及帕洛阿尔托地区一些最好的客房和套房。入住花园庭院
时，您可以享受舒适的下榻寝具和枕头等设施，带花洒淋浴喷头的全大理石
浴室，42英寸（106厘米）的平面电视，Molton Brown豪华沐浴用品，免费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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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pixabay.com/service/lice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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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无线互联网，意大利床单，鲜花和私人酒吧和天井在精选套房。酒店的行
政套房或顶级酒店拥有更精美的住宿，顶层套房设有两个私人天井，壁炉和
一个独立的喷气spa浴缸。酒店还提供五星级的服务，如过夜擦鞋，干洗，下
午和晚间鸡尾酒，小吃和点心，24小时礼宾服务和一个完整的健身中心。游
客不会后悔留在这里，但你的钱包可能会。

 +1 650 322 9000  www.gardencourt.com/  hotel@gardencourt.com  520 Cowper Street,
帕羅奧圖 CA

红衣主教酒店 

"历史性酒店"

红衣主教酒店建于1924年，具有诱人的旧世界魅力。如果现代连锁酒店不是
您的类型，那么这个私人住所是帕洛阿尔托市中心的一个不错的选择。靠近
许多设施齐全的餐厅，购物中心如斯坦福购物中心和Nordstrom斯坦福购物中
心，如斯坦福剧院，伊丽莎白赌博花园和帕洛阿尔托青少年博物馆和动物园
和斯坦福大学等景点，这是一个很好的混合年份和现代。您可以选择带共用
浴室，带私人浴缸的大床或套房的小房间。按照您的渴望在他们的小酒馆Max
ine或附近的餐馆用餐。

 +1 650 323 5101  www.cardinalhotel.com  mail@cardinalhotel.com  235 Hamilton Avenue,
帕羅奧圖 CA

贝尔的书 

"独立旧书店"

贝尔书籍是帕洛阿尔托家族拥有的书店，代代相传。很多人会告诉你，这家
书店是一个宝藏。如果你喜欢阅读，或者你是一个书籍收藏家，这绝对是一
个去几个小时的地方。不要指望找到人物杂志或最新的纽约时报畅销书;这家
商店只卖二手书。他们提供了古董书籍和历史文件的重要选择。

 +1 650 323 7822  www.bellsbooks.com  askus@bellsbooks.com  536 Emerson Street,
帕羅奧圖 CA

威斯汀帕洛阿尔托 

"地中海风格"

距斯坦福大学仅一步之遥，帕洛阿尔托威斯汀酒店为到访大学的家庭，学生
或教授或前往硅谷举行会议的商务旅客提供了一个理想的休息场所。酒店为
所有商务人士提供无线接入以及会议和会议室。有一个豪华的室外游泳池和
顶级的健身设施，可以让您在整个住宿期间保持清爽和活力。还提供游戏室
和游泳池，娱乐;而Luna Lounge和Restaurant Soleil等餐厅则迎合了不同口
味的客人。总而言之，帕洛阿尔托威斯汀酒店确保您在入住期间拥有一切，
并在您入住期间保持通话。

 +1 650 321 4422  www.starwoodhotels.com/
westin/property/overview
/index.html?propertyID=1
198

 westinreservations@pahot
el.com

 675 El Camino Real,
帕羅奧圖 CA

 by ivabalk   

冬天小屋 

"冬季仙境"

冬季小屋是Sierras以西唯一的永久户外溜冰场，自1956年以来一直开放。从
9月至4月开放，溜冰场是一个伟大的度假目的地或周末为孩子和成年人的活
动。有一个中型室外溜冰场，另一个室内较小的溜冰场。在白天来临，适合
所有年龄段的滑冰运动员，或者在成人专用的溜冰场（适合约会）晚上来。
在小屋内，壁炉和热巧克力自动售货机为游客提供热烈的欢迎。滑冰课程也
是可用的。

 +1 650 493 4566  winterlodge.com/  3009 Middlefield Road, 帕羅奧圖 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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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ooking.com 

硅谷四季酒店 

"触摸的豪华"

硅谷四季酒店在帕洛阿尔托（Palo Alto）提供奢华的感觉。酒店位于101号
高速公路旁，距离旧金山40分钟车程，距离圣何塞20分钟车程，非常靠近着
名的斯坦福大学。在您入住四季期间，您只能找到最豪华的设施。 Spa和健
康俱乐部提供令人放松的按摩理疗和桑拿浴室。他们的餐厅Quattro供应当代
加利福尼亚 - 意大利美食。游泳池四周环绕着郁郁葱葱的花园，在一个非常
僻静的地方，在池畔供应饮品。即使所有这些引人入胜的乐趣，你也可以选
择留在你非常奢侈的房间里。配备了等离子电视，互联网接入和大理石浴室
，房间将为您提供最大的舒适。无论您选择在逗留期间花费大部分时间，您
都可以确定这是该地区最优秀的住宿。

 +1 650 566 1200  www.fourseasons.com/siliconvalle
y/index.html

 2050 University Avenue, East Palo
Alto CA

 by Don DeBold   

EcoCenter 

"保护大自然"

生态中心由环境志愿者管理，环境志愿者是一个非营利性的机构，普及大众
对科学和自然的认识。作为该组织的总部，生态中心采用无毒和可回收的材
料，绿色的设计原则和环保的做法。这个中心有互动展品和触摸屏显示器，
通过它们可以了解气候变化，天空和地球。它进行建筑游览教育游客关于可
持续建设和维护的方法，并且进行许多夏令营，教室和学校节目。为孩子们
和成年人提供一流的帕洛阿尔托最好的教育活动，主题包括观鸟，远足，自
然艺术和自然科学的课程和讲座，以及参观者创造实际上帮助科学家的数据
的研究培训。大自然爱好者也可以在这个中心自愿参加，或者捐款支持自己
的努力。

 +1 650 493 8000  www.evols.org/ecocenter  2560 Embarcadero Road, 帕羅奧圖 CA

 by Booking.com 

禅酒店 

"Tarrying禅"

Zen Hotel酒店提供舒适的住宿，配备了所有现代化的便利设施。美丽的酒店
坐落在El Camino Real酒店，拥有37间装饰高雅的宽敞客房，其中包括液晶
电视，冰箱，气候控制配件，熨斗，吹风机，咖啡机和iPod对接系统等众多
设施。这家生态友好的酒店拥有完全禁烟和WiFi无线网络连接。虽然没有现
场餐饮目的地，免费早餐传播特色美味的热和冷的项目，使一天的美好开始
。无论您是商务出差还是浪漫之旅，禅酒店都能满足您的所有要求。检查他
们的网站的折扣和促销优惠。

 +1 650 493 4492  www.thezenhotel.com/  stay@thezenhotel.com  4164 El Camino Real,
帕羅奧圖 CA

 by saschapohflepp   

电脑历史博物馆 

"计算机史"

计算机历史博物馆追踪信息时代的发展。这个博物馆于1996年开放，拥有令
人印象深刻的计算工件和软件，其中一些可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关于计算
机产业历史的展品，照片和电影，是对技术革命及其在塑造社会中的作用的
深刻认识。软件拱门，革命展览，PDP-1小型机和Cray-1超级计算机是博物馆
的亮点。

 +1 650 810 1010  computerhistory.org  info@computerhistory.org  1401 North Shoreline
Boulevard, Mountain View 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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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Shadowgate   

CuriOdyssey 

"获得生态意识"

这只是让你的孩子去的地方，特别是如果他们对大自然感兴趣的话。对于成
年人来说，它起到唤醒的作用，并引发对保护自然资源采取行动的愿望。博
物馆的重点是全球环境和保护，而方案则倾向于关注环境问题。孩子们可以
在工作坊玩耍，在那里他们学习如何使他们的家园环保。在博物馆的野餐场
地享用午餐。三岁以下的教师和有效身份证件的教师可以免费入场。每月的
第一个星期三是免费的。

 +1 650 342 7755  www.coyoteptmuseum.org/  info@coyoteptmuseum.org  1651 Coyote Point Drive,
San Mateo 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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