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op Things To Do in San Francisco"
Also known as City By The Bay, San Francisco is defined by its charm, fine-dining, and avant-garde culture in one of the world's

greatest natural settings. Ride a cable car, windsurf near the Golden Gate Bridge, or simply sample the rich and infectious culture

of this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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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藩市现代艺术博物馆(SFMOMA) 

"从毕加索到马修·巴尼"

旧金山现代艺术博物馆收藏了超过15,000件作品，其中包括4700幅绘画、雕
塑、纸质作品和9,000张摄影作品。博物馆始建于1995年，展览出亨利·马蒂
斯、理查德·迪本科恩、多萝西娅·兰格、保罗·克莱、辛迪·谢尔曼、马
修·巴尼和许多现代艺术家的作品。新址是一栋由瑞士名建筑师马里奥·博
塔（Mario Botta）所设计的现代化建筑，其标新立异的外形是一个标志性现
代建筑的经典。扩建工程于2016年竣工，SFMOMA现在拥有七层的艺术展览的
场地和令人惊艳的特点，包括公共客厅墙、雕塑花园和令人印象深刻的叶巴
贝那公园。

 +1 415 357 4000  www.sfmoma.org  visit@sfmoma.org  151 Third Street, 旧金山
CA

 by Towerman86 at
en.wikipedia   

吉拉迪利广场 

"购物、餐饮与巧克力"

离开旧金山前，一定要在位于渔人码头附近，这个传说中的广场漫步，这个
广场以旧金山最初的巧克力制造商命名的。这里有一家面包店和几家餐馆，
当然，还有吉拉迪利冰淇淋店，你可以在那里品尝老式吉拉迪利圣代的美味
，或者买些甜食回来。
到了这里可以花点时间参观美术馆、礼品店、专卖店、鞋店和服装店。

 +1 415 775 5500  www.ghirardellisq.com  info@ghirardellisq.com  900 North Point Street,
旧金山 CA

 by Peter K Burian   

39号码头 

"渔人码头购物景点"

这座旧金山地标以渔人码头为主设有最好购物商场和景点为特色。乘坐旋转
木马，人们观看或欣赏海湾美景。这里有超过25家独一无二的礼品店，出售
汽车、好莱坞和摇滚纪念品，以及世界旗帜、俄罗斯娃娃、收藏刀具、吊床
、风筝等。但是不仅如此。你会发现超过30多家商店，包括著名的Na Hoku 
，可以在这里购买服装，珠宝和玩具等。这是一个收集旧金山高端纪念品的
好地方。当你尽情购物和吃饭后，可以去著名的海狮观赏区，享受一次最佳
的拍照活动。39号码头吸引着当地人和游客，原因有很多，包括他们近一年
来提供的特别活动和景点非常适合全家老少参加，如2月下旬在39号码头两层
举行的郁金香节或11月的圣诞树灯会。

 +1 415 705 5500  www.pier39.com  info@pier39.com  Beach Street & The
Embarcadero, 旧金山 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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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Rich Hay on Unsplash   

旧金山金门公园 

"广阔的绿色港湾"

19世纪末，加州第一州工程师威廉·哈蒙德·霍尔和他的助手，苏格兰人约
翰·麦克拉伦，把1000多英亩（405公顷）的沙丘改造成了市中心一个全美面
积最广阔的公园人工公园，命名为金门公园。从斯坦亚街到太平洋有50多个
街区，郁郁葱葱的街景有许多供步行、慢跑、骑自行车和骑马的小径，旁边
还有高尔夫球场、保龄球场、有划艇的湖泊、足球场和棒球场。从日本庭园
和暖房，到加州科学院和迪扬美术馆，广硕的金门公园是由十多座各具魅力
的科学或文化小公园所组成。金门公园还有几个游乐园，古雅的旋转木马，
水族馆，水牛牧场还有一个户外活动区域，每年夏天都会在这里举行大型演
唱会。

 +1 415 831 2700  sfrecpark.org/770/Golden-Gate-
Park

 501 Stanyan Street, 旧金山 CA

 by BKD   

恶魔岛 

"传说中的岩石岛"

距旧金山海岸仅1.25英里（2.01公里），恶魔岛拥有一段迷人的历史，远远
超出了1934年至1963年作为联邦监狱的历史；它也是西海岸最古老的在营灯
塔、历史军事要塞遗迹和鸟类保护区的所在地。虽然恶魔岛在旧金山的视线
范围内，恶魔岛与外界隔绝，被海湾冰冷的海水包围，但险恶的水流几乎无
法逃离。这一事实使恶魔岛成为一个合适监狱选择，目的是囚禁一些最臭名
昭著的罪犯，包括阿尔卡彭，罗伯特富兰克林斯特劳德和阿尔文卡尔皮斯。 
1969年是恶魔岛历史上另还发生了另一件有趣的事情，当时印地安人占领做
为发展民族自觉运动的政治据点时长19个月，至今仍能在岛上看到历史的痕
迹。在这种动荡的环境中，促使当地动植物繁衍生机勃勃，创造了适合微生
物生活的环境，监狱的遗骸矗立在岩石池塘、崎岖海岸和茂密植物形成了鲜
明的对比。恶魔岛现在也是一处旅游景点，是旧金山最受欢迎的景点之一，
有自助导游和旅游团，深入了解整个岛的过去特别是监狱风云故事。

 +1 415 561 4900  www.nps.gov/alca/index.htm  Alcatraz Island, 旧金山 CA

 by Maarten van den Heuvel
on Unsplash   

金门大桥 

"通往海湾的大门"

金门大桥被美国土木工程师学会命名为现代世界的奇迹之一，横跨连接旧金
山湾和太平洋的同名海峡。这座桥由约瑟夫·施特劳斯、欧文·莫罗和查尔
斯·埃利斯设计，于1937年建成，是世界上最长的悬索桥，桥长达4200英尺
（1280米），非常令人印象深刻。这座桥却不是金色，而是一个令人吃惊的
橘色，装饰艺术风格的塔楼在浓雾中若隐若现，大雾常常使海湾陷入泥沼；
这一景象已经成为旧金山市的象征。这座桥横跨旧金山和马林市的跨海大桥
，方便两岸来往，两边的风景点都可以看到金门令人惊叹的景色，而这座桥
本身也可以看到海湾无与伦比的景色。

 +1 415 921 5858  www.goldengate.org/  bridgecomments@goldengat
e.org

 Highway 101, 旧金山 CA

 by Meriç Dağlı on Unsplash
   

渡轮大楼市场 

"海滨标志"

这个价值几百万美元的开发项目，丰富的活动非常适合家庭活动。这座奇楼
是由著名建筑师阿瑟·佩奇·布朗以美学艺术风格设计的 。与塞维利亚标志
性的吉拉尔达钟楼相似，这座建筑的钟楼是一个很受欢迎的地标性建筑，远
远就可以看到它。 游览这座历史悠久的渡轮大楼，逛逛古董店，在渡轮广场
海鲜餐厅欣赏海湾美景和品尝一碗杂烩，或在农贸市场购买有机农产品。欣
赏渡轮大楼成为海湾最受欢迎的娱乐项目、也是美食和娱乐最受欢迎之一的
景观。

 +1 415 983 8030  www.ferrybuildingmarket
place.com/

 info@ferrybuildingmarket
place.com

 1 Ferry Building, 旧金山
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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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derwiki   

艺术宫 

"希腊罗马宫"

艺术宫是1915年为了开幕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而临时兴建的，艺术宫和
剧院使这座城市充满魅力。原来的灰泥已逐步取代，组成了纪念碑的外观，
由码头的居民筹集资金，原本应该拆除的艺术宫在三藩市居民的反对下而得
以保存下来。毗邻的水塘有天鹅在嬉戏戏水，游玩自高耸的赭色柱廊和刻有
半人马和勇士组成的宏伟穹顶上。漫步在穹顶内，你会发现不可思议的音响
效果，还可以在公园的长凳上享受野餐，欣赏这如宝石般无与伦比的美景。

 +1 415 563 6504  www.palaceoffinearts.org/  3301 Lyon Street, 旧金山 CA

 by archer10 (Dennis)   

加利福尼亚科学院 

"新奇，先进的科学世界"

位于旧金山金门公园，加州科学院是该市最大型的自然博物馆之一，并获得
了能源与环境设计领导层（LEED）颁发的白金认证。博物馆的特色是经过建
筑改装和扩建，馆内设有斯丹哈特水族馆，配有一个手动潮汐池和著名的鳄
鱼沼泽。其他吸引人的是全数位天文馆莫瑞森天文馆、四层雨林圆顶和非洲
自然博物馆。除了这些教育瑰宝，博物馆还展出其他自然历史展品以及有关
全球变暖的展品。 学院咖啡厅提供国际美食，而优雅的莫斯客房餐厅是闭馆
后公园内唯一开放的餐厅。

 +1 415 379 8000  www.calacademy.org/  info@calacademy.org  55 Music Concourse Drive,
旧金山 CA

 by Daniel Abadia on 
Unsplash   

旧金山缆车 

"旧金山的一饱眼福"

旧金山缆车是那些第一次来这个城市的人最喜欢的交通工具之一。缆车贯穿
各线路，为乘客提供了许多选择，可以乘坐缆车游览城市的海湾。你也可以
参观缆车车舱，在那里你可以看到缆车系统是如何运转的。总之，没有什么
比乘坐缆车游览这座城市更好的了。

 +1 415 673 6864  www.sfcablecar.com/  comments@sfcablecar.com  Powell Street and Market
Street, 旧金山 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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