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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davitydave   

Phoenix 酒店 

"一时之快"

这家酒店也被戏称为“摇滚酒店”，在这一区特别受年轻人欢迎。酒店拥有4
4间装修精美的客房，充满活力。酒店有一个美丽的中央庭院，一个恒温游泳
池和Chambers Eat + Drink，为顾客提供独特的泳池边餐饮体验。位于Civic
中心附近，这里周边都是三藩市的旅游热点。

 www.phoenixsf.com  601 Eddy Street, 旧金山 CA

 by Gianni Scognamiglio on 
Unsplash   

帝国俱乐部 

"时尚俱乐部"

两个层次的纯粹的放纵——君主为您服务!一层是一个精致的休息室,新艺术
装饰和塌塌鸡尾酒称雄,另一个是一个音乐的世界最先进的声学和顶级dj。两
层显示创新的设计元素,使一个舒适的空间来放松或跳舞你的在乎。俱乐部/
酒吧的折衷的人群和充满活力的氛围提供了一个可见的整容到整个社区。

 +1 415 284 9774  www.monarchsf.com/  info@monarchsf.com  101 6th Stre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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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sharonang   

红木室 

"酒店酒吧的巨型美国加州红杉"

Redwood Room酒吧是时尚界和电影界流行歌星，名人和大腕之间流行的酒吧
，引起了人们的高度关注。位于克利夫特酒店内部，墙壁镶嵌着红木，酒吧
的架子上的灯光照亮了酒店的各种酒。这里的一切都是非常复杂的，从装饰
到客人。走进一群朋友，一起度过难忘的时光。

 +1 415 929 2372  www.redwoodroomsf.com/  redwoodroom@sonesta.com  495 Geary Street, Clift
Hotel, 旧金山 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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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City Foodsters   

州鸟条例餐馆 

"精致且悠闲"

仿照传统点心服务后，州鸟规定让顾客用嗅觉和视觉来选择自己的菜，与菜
放在推车观看。每个项目的创意和创新，一样菜甜玉米和韭菜煎饼，泡菜五
花肉豆腐和杏仁饼干鸭肝慕斯。空间是相当小的，但舒适的开放概念厨房，
友好的工作人员。保留强烈推荐为州鸟规定被评为2012，"；美国“最好的餐
厅；由Bon Appetit杂志"；最佳厨师：西"2015从杰姆斯胡子的基础。

 +1 415 795 1272  statebirdsf.com/  info@statebirdsf.com  1529 Fillmore Street,
旧金山 CA

 by Eric Perrone   

约翰的烧烤 

"与神秘和阴谋"

自1908年以来，这家历史悠久的餐厅一直服务于忠实的顾客和名人。深深扎
根于旧金山的历史，在文学史上也占有一席之地。作家达希尔·哈米特（Das
hiell Hammett）经常参观这个带有白色亚麻桌布的黑暗镶板餐厅，并在他的
小说“马耳他猎鹰”（Maltese Falcon）中提到它。萨姆斯贝德点了排骨。
尝试“美食杂志”中的其中一种菜肴，如鸡肉耶路撒冷或惠灵顿牡蛎。以加
利福尼亚选择为特色的酒单，是一个好瓶子的服务。另外，还有夜间的爵士
音乐。

 +1 415 986 3274  www.johnsgrill.com/  john@johnsgrill.com  63 Ellis Street, Between
Stockton and Powell
Streets, 旧金山 CA

 by Public Domain   

旧金山四季酒店 

"旧金山下榻的不二之选"

无论您是出差还是旅行，四季酒店总能为您提供最舒适的环境与最周到的服
务，这里是您下榻的不二之选。除了酒店完备的服务设施，宽大的房间会让
您整夜安眠。季节餐厅、水疗中心等配套设施能满足您一切所愿。

 www.fourseasons.com/sanfrancisco/  757 Market Street, 旧金山 CA

 by Public Domain   

Remède水疗中心 

"综合美容美体中心"

如果快节奏的生活给了你太多的压力，就来圣瑞吉斯酒店. 40楼的Remède水
疗中心找回你的生活热情吧！水疗中心为你提供了多种服务，包括指甲美容
、美体、热蜡脱毛、美容，美体和按摩等等。舒服的淋浴之后，来一个精油
按摩或高温石疗程，保证您能够容光焕发，重获生机。

 +1 415 284 4060  remede.com/spa.html  125 3rd Street, St. Regis Hot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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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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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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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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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blic Domain   

妓女 

"城市俱乐部"

哈乐是一个完美的俱乐部后，劳累一天工作。在原来的印刷机上，装饰是混
合了乡村的旧设计和现代图案编织在一起。黑色，单色配色和绘画的广泛使
用进一步增加了它的优雅。您可以选择宁静的酒吧区或舞池;如果您打算在这
里举办派对，也可以重新安排座位空间。简而言之，妓女拥有一个理想的夜
总会，包括音乐，欢乐时光，贵宾区等等的一切。

 +1 415 244 4222  www.harlotsf.com/  Tables@Harlotsf.com  46 Minna Street, 旧金山 CA

 by unitea   

佩里在联合街 

"牛排和海鲜"

佩里一直致力于为圣方济各，执行简单的菜肴超过40年。休闲的氛围和友善
的服务突显了餐厅在旧金山嬉皮运动中作为当地聚会的根源，他们对高品质
食物的承诺让餐厅能够忍受到这一天。龙虾疯狂保持周三晚上的龙虾特别涌
入，这可能是在镇上最好的饭菜交易之一。在本周的其余时间，这个旧金山
的机构仍然是一个优雅的地方享受马提尼和家人和朋友的牛排。

 +1 415 922 9022  www.perryssf.com/locati
on/union-street/

 unionstreet@perryssf.com  1944 Union Street, 旧金山
CA

 by kkmarais   

托斯卡 

"25载的阿里亚斯"

为了避免楼下钯金音乐俱乐部低音吉他的震撼，请务必在工作日晚上来到这
家充满魅力的、历史悠久的咖啡室。坐在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和山姆·
夏普德曾经坐过的皮革卡座上休息，啜上一口用鲜牛奶、巧克力和白兰地的
特制咖啡，你自然而然地就会从点唱机和老式煮咖啡机中了解到歌剧的美感
。

 +1 415 986 9651  toscacafesf.com/  info@toscacafesf.com  242 Columbus Avenue,
旧金山 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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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advencap   

林荫大道餐馆 

"旧金山最爱的高档餐饮"

林荫大道餐馆是由南希·奥克斯在1993年建起的，这家餐馆已经在旧金山的
前沿地带，这也是对于餐馆在旧金山地位的有力证明。宾客不妨看看海滨地
区必去之路的内陆码头。奥迪福德大厦作为1906年的地震之后幸存之物。美
国本土地区美食创新而不花哨,带着法国烹饪的影响。餐厅合作伙伴 Pat Kul
eto是这些设计背后的灵感任务,他灵感主要来自法国1800年代末时期。餐厅
菜单是美味和原始的混合体,特别是是海鲜如金枪鱼鞑靼和珍宝蟹油煎饼。您
不妨在晚餐时品上一杯葡萄酒,享受这醉人的餐厅气氛和令人流连忘返的甜点
。

 +1 415 543 6084  www.boulevardrestaurant
.com/

 info@boulevardrestaurant
.com

 1 Mission Street, 旧金山
CA

 by Mario+RM   

Bimbo's 365 俱乐部 

"怀旧演唱会会场"

Bimbo's 365 俱乐部内部奢华怀旧的装潢，为所有在这里舞台上的表演都增
色不少，无论是在进行世界巡回演出的大牌明星，还是本土小有名气的歌手
。过去在这里表演过的明星包括底特律眼镜蛇、乔·斯宾塞布鲁斯大爆炸、
他们可能是巨人、艾·美曼和烈焰红唇。每周的美国摇摆舞晚更是使得舞池
挤满了查尔斯顿舞式的佐特装，与Bimbo在1931年开张时的豪华红绒窗帘相得
益彰。

 +1 415 474 0365  www.bimbos365club.com/  events@bimbos365club.com  1025 Columbus Avenue,
旧金山 CA

 by circusline   

云杉 

"优雅的用餐"

世界各地的人都有一个可以聚会，吃喝，社交的地方。旧金山的必去景点是
云杉。这个城市已经成为热闹的餐饮场所的一个很好的补充，这是一个商务
午餐或晚餐日期的迷人的地方。内饰非常现代和舒适，漂亮的大椅子和海军
色的墙壁装饰着华丽的画作。食物可以被最好地描述为新美国人，并准备与
最新鲜的成分。云杉也是举办商务会议，私人派对和宴会的好场所，可以在
餐厅的多个包房内举行。

 +1 415 931 5100  www.sprucesf.com/  info@sprucesf.com  3640 Sacramento Street,
旧金山 CA

 by Glen MacLarty   

猪油 

"狡猾但不粘性"

“迷你猪”每周七天营业，是一家着名的酒吧和酒吧，位于Marina和Cow Hol
low之间。餐厅分为郁郁葱葱的用餐区，精致的酒吧区和带庭院家具的美丽花
园。室内设计散发出温馨的氛围，朴实的色调和乡村风格的设计使其成为享
受舒适美食和品饮饮品的完美隐逸。菜单上有一些美食佳肴，比如汉堡包，
牛排和沙拉等，味道十分丰盛。饮料的选择包括定制葡萄酒，啤酒，鸡尾酒
和其他烈酒。

 +1 415 292 2300  thetipsypigsf.com/  thepig@thetipsypigsf.com  2231 Chestnut Street,
旧金山 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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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Resy 

盖瑞·唐克餐馆 

"旧金山人民的最爱"

餐厅的主厨获得了厨师界梦寐以求的詹姆斯贝尔奖,盖瑞·唐克在他的75个座
位的同名餐厅烹饪出一道道美食。餐厅的预订十分紧凑，通常宾客必须提前
两个月进行预订。豪华的开胃菜,美味的主菜,以及令人流连忘返甜点是真正
吸引人的地方。餐厅的套餐只有菜单中豪华,现代的菜肴。餐厅的酒单有成百
上千的加州和法国的葡萄酒供选择。

 +14157492060  garydanko.com/  information@garydanko.co
m

 800 North Point Street,
旧金山 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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