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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勒街咖啡馆 

"靠近联合广场的鲜美早餐"

这家精致的咖啡馆的许多美味早餐都是与里脊肉进行搭配而且价格合理。咖
啡馆最受欢迎的菜式包括各种煎蛋卷,鸡蛋,香肠,土豆煎饼和其他素食选择。
咖啡馆把新鲜水果甚至所有的食材都是最新鲜的，咖啡馆员工的友好服务让
宾客更好地享受美食。咖啡馆还有三明治和其他的午餐选择。如果宾客不想
等太久不妨早点到咖啡馆就餐。

 +1 415 567 4031  375 Taylor Street, 旧金山 CA

果酱面包店 

"教会区的欣喜"

这个小小的地方给繁忙的教会区平添了几分法国乡村的风味。虽然一般的甜
点（蛋糕、派、小圆面包、曲奇和馅饼）是果酱面包店中最平常的款式，但
这种沾满酱的火腿干酪三明治实在非常可口，可口得让你有想要一口吞下去
的冲动。可能也正是这种美味的火腿干酪三明治使很多附近的居民都来这里
排队购买。而提到面包，如果你来得早的话，你就可以品尝到与面包店同出
一辙的 果酱面包酒吧供应的一大块极具乡村风味的面包。还是忍不住想要吃
甜点吗？那你就要点他们最喜欢的早晨小圆面包了，这些小圆面包一般配上
肉桂和香橙。在一张大公桌上享受这顿美味早餐，同时透过落地玻璃窗静视
外面活力充沛的18号街。

 +1 415 487 2600  www.tartinebakery.com/  info@tartinebakery.com  600 Guerrero Street,
旧金山 CA

曼森餐馆 

"随时欢迎"

这家当代美国小酒馆简直就是给夜宵爱好者的天赐之物。它是个24小时营业
的馆子。这是家现代餐馆，却有复古的感觉。欢迎宾客来体验一下坐在红色
衬垫的凳子上，靠着铬制吧台，喝一杯巧克力奶昔。小店位于剧院区，距离
联合广场只有一个街区的距离。曼森餐馆在任何时间都能为客户提供价格优
惠的早餐，午餐和晚餐。厨师用的大多数材料都是自制的，如自制意大利面
、甜点、汤和酱等。没有什么能比早上四点来一份热的酪乳煎饼配纯枫糖浆
这样的体验更完美的了。

 +1 415 544 0320  masondiner.com/  320 Mason Street, Between Elwood
Street and Ofarrell Street, 旧金山
CA

西尔斯美食 

"迟来的早餐"

西尔斯餐厅供应的每日早餐直到下午3点，最适合睡懒觉的人们同时也非常适
合那些喜欢瑞典煎饼和枫糖浆和新鲜生奶油的顾客。如果您打算去那里吃早
餐,请做好排队的准备。午餐和晚餐菜单同样一样也美味诱人和餐馆还有一系
列葡萄酒。餐厅里怀旧的装饰风格在翻新的过程中保留了旧世界的经典风格
与员工的亲切友好态度同样为餐馆添色不少。

 +1 415 986 0700  www.searsfinefood.com/  manager@searsfinefood.co  439 Powell Street, 旧金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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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Ruth and Dave   

甜枫餐馆 

"完美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不可否认早餐是一天中最重要的一餐，没有哪家店比甜枫餐馆做的早餐好。
餐厅有松软的炒蛋和煎蛋卷,牛排,披萨,三明治供应,在这家餐馆享用早餐一
定会让你感觉快乐和满足。他们的午餐菜单一样令人食指大动,沙拉,三明治,
汉堡和奶酪牛排,肯定会满足你的食欲。无论你选择吃什么,一定要尝试店里
的富翁培根,保证您不会失望。这家餐馆是当地人最喜欢的，甜枫餐馆绝对是
您开始一天的完美地方，或者与亲朋好友享用悠闲的早午餐的不错之选。

 +1 415 655 9169  www.sweetmaplesf.com/#primary  2101 Sutter Street, 旧金山 CA

 by roland   

外国电影餐厅 

"喝酒是人间一大美事"

这家餐厅是由一个团队开设的，他们相信吃一顿晚餐的时候看电影是必然的
搭配,这家庭院餐厅和酒吧通过播放费里尼，戈达尔的电影配上其邻居的墙形
成浓厚的国际氛围。桌边扬声器给人一种添加一种路边电影院的感觉，就像
在法国小酒馆一般,让电影作为背景或主要吸引人的地方。由于外国电影餐厅
是教会区最热门的餐厅之一，请宾客前往餐厅前，务必进行预订。

 +1 415 648 7600  www.foreigncinema.com  2534 Mission Street, 旧金山 CA

 by Rachel Park on Unsplash
on Unsplash   

旧金山花园餐厅 

"周日自助早午餐"

这个明亮,通风和郁郁葱葱的餐厅提供自助早餐和足够的食物来满足饥饿的食
客。餐厅全天开放，还有特色下午茶菜单，适合女士们聊天聚会和扑克比赛
。餐厅有茶、三明治、烤饼、蛋挞和糕点等小吃供应。即使女王伊丽莎白也
会为此感到高兴。餐厅的天花板是用玻璃做成的,温暖的阳光透过窗口,为植
物补充养分和为顾客补充维生素D。餐厅的服务和食物的质量都是一流。这家
餐馆是美国人的最爱，同时也吸引了不少新老顾客的到来。

 +1 415 546 5089  www.gardencourt-restaurant.com/  2 New Montgomery Street, The Palace
Hotel, 旧金山 CA

 by jh_tan84   

猪肉店咖啡厅 

"最好的培根"

他们说早餐是一天中最重要的一顿饭，所以，正确地做早餐就成为了理所当
然的事。如果您想体验一下的话，那猪肉店咖啡厅就是您的不二选择。虽然
店面较小，但这里的食物种类非常多。每盘菜都是大分量的，更重要的是，
它们都非常美味。菜单上有各种各样的肉（毕竟它的名字是猪肉店咖啡厅嘛
！）。火腿、熏猪肉、香肠、猪排，所有肉都配上鸡蛋、土豆、吐司，另外
，友好的服务员还会为您准备好可续杯的浓咖啡。如果您不喜欢吃肉，那您
可以点一盘薄饼、煎蛋卷、法国吐司，或者蔬菜和豆腐。您可以坐在窗边的
桌子或柜台旁的高凳上，以便能看到那些令人叫绝的食物的烹调全过程。

 +1 415 864 6981  www.porkstorecafe.com/  1451 Haight Street, 旧金山 CA

 by edwin.bautista   

艾拉小厨 

"自制面包与馅饼"

甚至在著名的旧金山大雾天，你还会发现在这个典型的美式餐厅有一条长龙
在艾拉小厨门口排着。顾客都会涌向艾拉小厨购买烘焙食物。从肉饼的外壳
、汉堡外皮，捏,滚,等制作过程都用心制作。每周的菜单都会作调整，但宾
客总能找到美国人最喜欢的汉堡和让人心醉神迷的鸡肉饼等。你还会发现餐
厅的酒吧里还有经典饮料如吉布森鸡尾酒和曼哈顿等鸡尾酒供应。如宾客对
周六日的早午餐感兴趣，不妨早一点去店里，因为如果人多的话，您还得排
上半小时才能享用美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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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415 441 5669  www.ellassanfrancisco.c
om

 info@ellaspizza.com  500 Presidio Avenue,
旧金山 CA

 by basykes   

扎奇餐厅 

"扎奇在地下铁"

这家餐厅以路易·马勒的电影

 +1 415 564 5332  zaziesf.com/  Jen@ZazieSF.com  941 Cole Street, 旧金山 CA

 by SimonDoggett   

妈妈餐馆（华盛顿广场店） 

"早餐的聚集地"

宾客总能在华盛顿广场的妈妈餐馆看到排队的人群,最长会让你在人行道上等
待半个小时。但是一旦你在餐馆有位置,准备好早餐,您已经忘了等待其实也
不算什么。妈妈餐馆已经开店了近50年,可以说是历久弥香。宾客可以在菜单
上,发现许多不同的煎蛋卷和由不同类型面包做成的法式土司。您不妨试试他
们自制的果酱。妈妈餐馆的午餐也非常美味,分量也非常多。您也可以尝尝店
里由烤火鸡、火腿和干酪面包蘸鸡蛋白组成的法式三明治。

 +1 415 362 6421  www.mamas-sf.com  breakfastatmamas@gmail.c
om

 1701 Stockton Street,
旧金山 CA

 by Public Domain 

黑木餐馆 

"美式泰菜早餐"

这家餐馆每天供应早餐直到下午4点,这里的周末早午餐也非常受欢迎。餐馆
结合传统泰国菜如泰式炒河粉和虎虾等结合典型的美国早餐煎饼和煎蛋卷做
出一个多样化的菜肴。餐馆的环境为现代装饰，豪华的座椅悠闲且有特性，
店里还有壁炉和露台。宾客如果来到这家店，一定要尝尝他们广受好评的石
锅或百万富翁培根。

 +1 415 931 9663  blackwoodsf.com/  2150 Chestnut Street, 旧金山 CA

 by summer park   

布埃纳维斯塔咖啡厅 

"渡头旁的经典"

在1952年11月10日,美国被旧金山布埃纳维斯塔咖啡馆里神秘的爱尔兰咖啡香
味所揭秘。位于哥罗多利广场 俯瞰美丽的

 +1 415 474 5044  www.thebuenavista.com/  bv@thebuenavista.com  2765 Hyde Street, 旧金山
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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