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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Hotel Zetta San
Francisco 

旧金山Zetta酒店 

"高科技，超现代化的酒店"

Hotel Zetta酒店是一家高档的市中心酒店，毗邻Metreon市场街的喧嚣。这
家时尚的都市酒店为客人提供独一无二的住宿体验，包括带台球桌，游戏机
，真人大小的Jenga，乒乓球和沙狐球的成人“游乐场”。精通科技的客房配
备了智能电视，WiFi，Illy咖啡机和基座等最新技术。即使位于市中心的优
越地理位置，隔音窗户也能确保您安然入睡。

 www.viceroyhotelsandresorts.com/zetta  55 Fifth Street, 旧金山 CA

日航酒店 

"洲际豪华"

这家高雅豪华的酒店在大堂设有优雅的喷泉，这个时尚的高层为挑剔的商务
旅客提供绝佳的住宿环境。与市内许多豪华酒店一样，日航酒店面向商务旅
客，但一定要请任何客人，无论是单独旅行还是与家人同行。客房配有隔音
设备，行政办公桌，迷你酒吧和CD /音响系统。细心和专业的服务人员是一
流的。酒店内的大宴会厅可容纳500人左右，精美的装饰与精美的内饰。

 www.hotelnikkosf.com  info@hotelnikkosf.com  222 Mason Street, Between Ellis &
O'Farrell Streets, 旧金山 CA

 by Ken Lund   

旧金山洲际酒店 

"水色波浪"

作为这个市中心少数几家豪华酒店之一，也是唯一一家与莫斯康中心直接相
连的豪华酒店，这个建筑创新的宝石非常适合商务或休闲。它拥有大量的会
议空间与所有的技术装饰，水疗中心，健身俱乐部，餐厅，酒吧，以及其他
所有你期望的豪华酒店。它有32层高的空气，但是每层只有22个房间，你不
会有空间感。在洲际酒店的550间客房中，有14间套房以及一间2000平方英尺
的总统套房，其中主卧室本身包含两间主浴室。

 www.icsanfrancisco.com/  icsf@ihg.com  888 Howard Street, 旧金山 CA

Westin St. Francis 

"成熟的都市优雅"

位于三藩市市中心历史悠久的Westin St. Francis鸟瞰着繁华的联合广场。
奢华的客房、出色的服务与一流的餐饮选择让这里成为海湾地区最舒适、便
捷和经典的酒店。想要品尝美食美酒和现代美国菜肴的话，不妨到Michael
Mina餐厅，或者到The Oak Room Restaurant & Lounge品尝一杯鸡尾酒，又
或者是到Caruso's大快朵颐。酒店内还有高雅的会议室与宴会厅，适合举办
各种会议与社交活动。来到这里一定要到帝皇层去鸟瞰三藩市的美丽全景。

 www.marriott.com/hotels/travel/s
fouw-the-westin-st-francis-san-
francisco-on-union-square/

 Stfra@westin.com  335 Powell Street, 旧金山 CA

http://www.viceroyhotelgroup.com/en/zetta
http://www.viceroyhotelgroup.com/en/zetta


中央公园酒店 

"豪华的住宿"

如果您想在旧金山的旅途中找一个豪华的旅馆住下来的话，那您就来中央公
园吧。这家精致的四星级酒店承诺为旅客提供及时的、周到的服务以及设施
齐备的房间，以便使您的住宿更加舒适。这里的价格可以让你不必精打细算
，但却能保证您花的钱都物有所值。因为酒店里面有像MaSo这样的餐厅，因
此您甚至不用出酒店门进行社交活动就能感觉到舒适。所以，如果您手头的
资金比较充裕，而且希望住豪华酒店，那就来中央公园吧。

 www.parkcentralsf.com/  50 Third Street, 旧金山 CA

 by "Porto Bay Trade"   

亨廷顿酒店和水疗中心 

"三藩市最历史悠久之一"

这家坐落在有名的诺布山顶奢华酒店已经有100年历史了，一直为来自世界各
地的富裕游客们提供最好的住宿。在这里，宾客享受美景、出色的服务和世
界级的住宿。这里的装饰，无论是大堂还是客房，都充满着高雅的气息，反
映了这个地区在维多利亚时期的辉煌。虽然亨廷顿酒店历史悠久，但却显得
有点跟不上时代的步伐。例如，房间的娱乐设施就很参差不起。有些房间有
平板电视，但更多还是老式电视机。但另一方面，如果戴在旧金山几天，在
亨廷顿开一间带有厨房的房间，为想在深夜或大清早吃点东西都很方便。诺
布山还可以使你身心放松，忘掉烦恼。

 www.huntingtonhotel.com/  reservations@huntingtonhotel.com  1075 California Street, 旧金山 CA

 by CVB   

旧金山洲际旅馆 

"诺布山宫殿"

以其在诺布山上的地理优势、让人惊叹的无敌全景以及无与伦比的服务与设
施，这家酒店可谓是旧金山的传奇。建于1906年旧金山地震后霍普金斯大厦
的遗址上，这里富丽堂皇的装修与顶尖的员工，不禁让人想起以前的优雅时
代。酒店里的诺布山餐馆和 马克上边室顶层都是本地人和游人的爱到之处。

 www.sfmarkhopkins.com/  icmarkhopkins@ihg.com  999 California Street, 旧金山 CA

 by Public Domain   

瑞吉酒店 

"城市中心的荣耀"

策略性地选址于城中心的旧金山花园对面，SoMA区里面，瑞吉酒店绝对是奢
华的代表。威廉大厦一直是旧金山的地标之一。现在威廉大厦已经摇身变成
一家五星级的餐厅和占地13，700平方尺（1273平方米）的治疗实验室水疗中
心。波菲特酒店集团旗下的瑞吉酒店，配备世界级的先进设施，引领着旧金
山都市新时尚。

 www.marriott.com/hotels/travel/sfoxr-the-st-regis-
san-francisco/

 125 Third Street, 旧金山 CA

 by W San Francisco 

旧金山W酒店 

"时髦和豪"

这家新潮的酒店以井然有序的现代装潢、演员模特般的员工和方便的地理位
置为特点。这里是媒体界中的先锋派和创新派的完美选择。在酒吧和大堂的
灯光比较暗。音乐种类很多，听着让人觉得很舒适。而这里的员工，从酒保
到门房，都是那么多风度翩翩和高效率。这家酒店就在现代艺术博物馆的旁
边， 莫斯克尼中心的对面，步行就可以到达旧金山购物中心 和联合广场。

 www.marriott.com/hotels/travel/s
fowh-w-san-francisco/

 wsanfranciscofan@whotels.com  181 3rd Street, 旧金山 CA



 by Wilson Hui   

莱佛士广场酒店 

"宏伟地标"

被「旅遊與休閒」(Travel and Leisure)雜誌喻為北美最佳旅館之一，位於
舊金山區高級住宅區"諾布山"，其歷史最遠可追溯到1907年，為舊金山區首
區一指的豪華旅館。旅館大廳在千禧年的時候重新裝修為艾德華風格的象牙
與金色系，搭配大理石樓梯，以及許多奢華的傢俱。旅館裡還有一個購物商
店街，提供您許多奢侈的名貴禮品。上樓後，從費爾蒙皇冠廳以及屋頂的花
園，您可以看見歎為觀止的城市景緻，而戲院、商店及餐館等都位在這間奢
華大旅館的鄰近地區。

 www.fairmont.com/san-francisco/  sanfrancisco@fairmont.com  950 Mason Street, 旧金山 CA

旧金山丽嘉酒店 

"传奇般的奢华"

作为旧金山建筑艺术的代表作之一，这座诺布山地标已经被《旅游与悠闲》
杂志评为全美最佳酒店。占据整个街区，酒店光亮的大理石地板、古董和博
物馆式的艺术创造了一种高雅的氛围。精美晚餐、茶点、现场音乐和随时待
命的员工，肯定可以满足你的各种需要。客房的装修也非常优雅，有精致的
木制家具和意大利式的大理石浴室。

 www.ritzcarlton.com/en/hotels/ca
lifornia/san-francisco

 rc.sforz.leads@ritzcarlton.com  600 Stockton Street, 旧金山 CA

 by "Porto Bay Trade"   

皇宫酒店 

"奢华的延续"

经过1991年耗资一亿七千万美元的重新装修后，这个旧金山地标在人们的啧
啧赞许声中重新对外开放。这是一家具有经典韵味的老酒店，从大理石大堂
休息室到富丽堂皇的中庭，无不透着一种典雅的气息。在中庭，你还可以一
边欣赏竖琴的美妙音色，一边细啜精美茶点。在1906年地震发生的时候，卡
鲁索就是住在这家酒店。

 www.marriott.com/hotels/travel/s
folc-palace-hotel-a-luxury-
collection-hotel-san-francisco/

 palacereservations@luxurycollecti
on.com.

 2 New Montgomery Street, 旧金山 CA

 by  ayeon song 

旧金山欧尼酒店 

"诺布山富人区的豪华之选"

海岸边的欧尼酒店坐落于旧金山市中心，毗邻多个著名旅游景点。拥有着完
备的现代化服务设施的欧尼酒店，原本是一间有着悠久历史的银行，而现在
则是装点着意大利宝石、精美的地毯、澳大利亚水晶灯的奢华酒店。这间集
合了古典与现代、浪漫气息十足的酒店是您在旧金山下榻的最佳之选。

 www.omnihotels.com/FindAHotel/SanFrancisco.aspx  500 California Street, 旧金山 CA

艾美酒店 

"住在城市的心脏！"

LeMéridienSan Francisco酒店位于市中心，享有优越的地理位置，方便客人
前往市内所有文化场所。此外，宽敞的客房和设施提供了极致奢华的生活。
而且，无可挑剔的服务和对细节的关注将使您完全满意。您可以在Park
Grill餐厅享用丰盛的加州美食，或在Bar 333酒吧品尝您最喜爱的饮品。

 www.marriott.com/hotels/travel/s
fomd-le-meridien-san-francisco/

 hotel@lemeridiensf.com  333 Battery Street, 旧金山 CA



迪瑞斯科酒店 

"观景房"

迪瑞斯科酒店能为顾客提供特殊服务，如豪华轿车，精致的欧式早餐，晚餐
红酒，雨天的雨伞等。酒店于1903年建造，结合了爱德华时代和维多利亚时
代的建筑风格，所以酒店本身也被列为了文物。这家欧式酒店最著名的是其
壮丽的景色和出色的服务。典雅的房间会让人有穿越到镀金时代旧金山的感
觉。

 www.hoteldrisco.com/  resinfo@hoteldrisco.com  2901 Pacific Avenue, 旧金山 CA

亚尔古酒店 

"渔人码头的奢华"

金普顿酒店集团将这座前身是1907年落成的在旧金山渔人码头的水果罐头加
工厂变成世界级的豪华酒店。亚尔古酒店应该以其砖墙、明亮而独特的航海
装饰而感到骄傲。你可以在房间里观看自己的DVD。获奖无数的蓝色人鱼巧达
餐厅及酒吧就在这家酒店里。你可以在这里享用一日三餐。如果你幸运住在
某些房间，你还可以独揽金门大桥和艾卡佐斯岛的美景。当你感到累的时候
，你也亲身感受一下这里一流的床上用品—长毛绒枕头和鹅毛尼龙被。亚尔
古酒店里的奢华是你在旧金山渔人码头的任何其他酒店都无法相比的。

 www.argonauthotel.com/  495 Jefferson Street, At Hyde Street, 旧金山 CA

 by Booking.com 

Cavallo Point 

"奢华的度假村与美丽景色"

在这家奢华的度假村，宾客可以欣赏到海湾区和三藩市的美景。位于金门大
桥北面的马蹄湾上，宾客对这里的天然背景和宽敞环境情有独钟。这座度假
村本来是贝克堡，在二十世纪初期由美军所建，用于保护金门大桥。当这块
地的拥有权从美军赚到金门国家休闲区，这座堡垒就被改造成舒适而别致的
酒店，为宾客提供富有历史风情或现代风格的客房。Cavallo
Point也是用餐、举办活动和享受水疗的好地方。

 www.cavallopoint.com/  reservations@cavallopoint.com  601 Murray Circle, Sausalito 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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