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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瓦Enoteca 

"通常意大利人"

Enotecas是意大利颇受欢迎的葡萄酒图书馆或葡萄酒酒吧，当地人可以在这
里品尝美酒和美食。 Uva Enoteca酒店位于Lower Haight，是一家拥有质朴
而温馨的氛围的谦逊餐厅。室内设计与食物完美融合，大理石台面，砖墙和
红雪松桌面，充满土色调和现代魅力。传统的意大利奶酪，如ubriaco，t
allegio，cremosina和高品质的肉类如bresaola，coppa和porchetta主宰菜
单。您还可以找到一系列新鲜的菜肴和开胃小菜，薄皮比萨饼和意大利式起
源的美食意大利面。用餐体验不完整，没有传统甜点和定制葡萄酒在传统qua
rtinos服务。

 +1 415 829 2024  www.uvaenoteca.com/  info@uvaenoteca.com  568 Haight Street, 旧金山
CA

 by Resy 

黛尔菲娜意大利餐厅 

"小型他斯卡尼最爱的"

黛尔菲娜虽小，但却异常火爆。所以你会发现这里经常是满座，而且非常热
闹。所幸的是，在这里，你不必说很多话，只需要用手势和表情去跟侍应说
“这真的很棒”或“再来这个。“海鲜菜式是这里的招牌。意大利通心粉、
意大利调味饭和素食者特色菜也是同负盛名。还要留点位置为甜点哦。让人
惊叹的自制意式奶油布丁同样是一个神圣体验。这里的服务也非常好。

 +14155524055  www.delfinasf.com/restaurant/  3621 18th Street, 旧金山 CA

 by Louis Hansel on 
Unsplash   

零零 

"那不勒斯比萨旧金山风格"

Zero Zero将加利福尼亚州从新兴的SoMa区带到那不勒斯的传统，将真正意义
上的用餐者们从精致的意大利菜肴中解放出来，从意大利开胃菜，意大利面
到披萨等等。以用于再生令人满意的那不勒斯面团的超细面粉命名，Zero
Zero的每一种成分都经过严格挑选，以确保这些比萨饼能够保持真正的灵感
。 San Marzano的西红柿和西西里的海盐一起被一大堆充满酱汁的厨师炖
煮，而Zero Zero的旋转签名作品的绝大部分都是用手工拉伸的。当然，这个
严谨的比萨饼店与传统餐厅有一些激进的分离，为那不勒斯指南要求的严格
的一分半钟的烹饪时间增加了额外的30秒，创造出了一个更加坚固的面团，
这是由美国人首选的主厨和认证的比萨饼。食客。从好评如潮，希尔似乎是
对的。当然，这并不是Zero
Zero选择创新的crudo，开胃小菜和意大利面食的选择，从Zero Zero专门供
应商提供的新鲜当地产品中汲取灵感，而且值得一个完全独立的评论。
“零度零”（Zero Zero）尊重传统，融入当地风味，保持意大利和加州美食
之间的相互作用，是旧金山游客和比萨爱好者绝对不可或缺的一站。

 +1 415 348 8800  www.zerozerosf.com/  info@zerozerosf.com  826 Folsom Street, 旧金山
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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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arena 

"经典意大利美食"

Amarena体现了其客户的低调而复杂的口味。角落街餐厅邀请客人进入一个温
馨亲切的氛围，让人想起意大利的典型意大利小饭馆。它以每日新鲜的自制
面食而自豪，并融合了异国风味。塞入烤宽面条，馄饨或意大利面与蛤蜊，
欧芹和特级初榨橄榄油。美味的小盘子，如意式烤面包，玉米粥的蛋奶酥，
配上鼠尾草和巴马干酪酱，还有小牛肉饼和鸡胸肉，里面塞满了小红莓和意
大利乳清干酪。用经济实惠的意大利和加利福尼亚州葡萄酒来补充您的餐点
，并与古典提拉米苏或焦糖布丁签订合同。

 +1 415 447 0441  www.amarenarestaurant.c
om/

 amarenarestaurant@yahoo.
com

 2162 Larkin Street, 旧金山
CA

 by TNVWBOY   

投诉警察课的 

"唐会喜欢它"

对于他在旧金山的第二次创业，厨师兼餐馆老板Tony Gemignani重新访问了2
0世纪20年代的禁令时代，并以外露的红砖，美丽的桃花心木酒吧和红色的皮
革摊位为主题的餐厅。与那个时代的联系如此之多，这个名字本身就是从这
个时代最臭名昭着的黑手党家庭借来的。然而，就像任何制作中的大餐馆一
样，这里的中心部分是芝士风味的比萨饼，这些芝士风味的比萨饼以深盘，
塞，饼干和铸铁深盘的形式供应。这家餐厅最受欢迎的菜肴是夸特罗福尔尼
（Quattro Forni），如此广泛地准备，厨师发誓每天只能服务20次。您的膳
食补充是接近100威士忌的优秀选择。所以不管是约会还是一群朋友，Capo's
都是一个理想的餐饮休闲场所。

 +1 415 986 8998 (Reservations)  www.sfcapos.com/  641 Vallejo Street, 旧金山 CA

佛罗伦萨之夜 

"获奖的意大利语"

当地的出版物总是建议游客至少在这里匆匆而过。获奖的专栏作家凯恩·卡
恩（CaféCaen）以最崇高的敬意来谈论这个地方，鼓励你去参观和享受你的
丰盛的一餐。这是佛罗伦萨之夜，餐厅供应一些最好的意大利美食。一看到
厨房就会想知道这些无数马铃薯的珠子会变成什么样，直到你意识到这是每
个人都在关于面疙瘩的嗡嗡声！这些口感融化的饺子配上奶油番茄酱，配以
各种配料。其他特色尝试包括papaardelle托斯卡纳，capina塞满了fontina
和火腿和美妙的Bistecca alla Fiorentina。酒吧提供各种葡萄酒。

 +1 415 392 8585  www.firenzebynightsf.com/  1429 Stockton Street, 旧金山 CA

 by congerdesign   

卡费运动吧 

"难忘的西西里气氛"

卡费运动吧是一个受欢迎的北部海滩酒吧，自开店以来有无数名人,游客和当
地人光顾。这家餐厅充满活力和艺术气息。珐琅瓷砖和色泽鲜艳的色彩装饰
桌椅、长凳和墙壁。民俗小饰物挂满餐馆的左右两边。餐馆主打西西里美食,
还有各种意粉和海鲜供享用。意粉淋上美味的意大利奶酪、虾、扇 贝、龙虾
、西葫芦和大蒜。而餐馆还有炖海鲜、蒸贻贝和冷冻蟹肉沙拉,喜爱海鲜的顾
客将很难决定菜式的选择。

 +1 415 981 1251  www.caffesportsf.com/  574 Green Street, 旧金山 CA

https://cityseeker.com/zh/san-francisco/103525-amarena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Chicago-style-pizza-01.jpg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2.0/deed.en
https://cityseeker.com/zh/san-francisco/780228-投诉警察课的
https://cityseeker.com/zh/san-francisco/13609-佛罗伦萨之夜
https://pixabay.com/photos/tomatoes-feta-cheese-basil-1338938/
https://pixabay.com/service/license/
https://cityseeker.com/zh/san-francisco/103661-卡费运动吧


鲁帕厨房餐厅 

"心之归属，罗马"

在这家餐厅，你可以找到域里最好的意大利菜。这家餐厅坚持选用最新鲜的
材料和季节性的食材。在这家餐厅背后的策划人正是主厨Stefano Coppola。
他把自家乡—罗马的那套烹调手法完完整整地移植到旧金山来。这家餐厅有
两个菜单，一般菜单，另一个则是特别为意大利开胃菜、意式通心粉、汤和
主菜。不妨品尝一下烤羊排配土豆泥、胡萝卜苗和菠菜，或试试马赛海鲜，
这是千层面、伯沙玫芝士、意大利干酪和帕玛森芝士的完美搭配。

 +1 415 282 5872  www.lupatrattoria.com  stefano@lupatrattoria.co
m

 4109 24th Street, 旧金山
CA

Bacco意大利餐厅 

"备受赞誉"

这家餐馆一直备受赞誉为旧金山最好的餐厅之一。放松髋关节和有趣的邻居
餐厅的感觉，这使得常客和初学者感到宾至如归。饭厅舒适，气氛低调。最
好的菜肴是相对简单的意大利食谱，突出质量成分。尝试tagliolini扔虾，
番茄和芝麻菜，面疙瘩和美味的开胃菜。对于甜点，您可以享用一杯意大利
奶油意式冰淇淋和意式浓缩咖啡。酒单包含加州和意大利不同价格的选择。

 +1 415 282 4969  www.baccosf.com/  3913 24th Street, 旧金山 CA

 by Max Griss on Unsplash 

SOCIALE 

"品尝意大利风味！"

隐藏在高档的Presidio Heights的两栋建筑物之间，Sociale是一家贴心的托
斯卡纳餐厅。黑白照片饰以室内设计，小巧的酒吧营造出舒适而精致的氛围
。当你在这里，尝试塞满了耐嚼，香肠香肠碎片或意大利面香蒜酱和炒蔬菜
的波托贝洛蘑菇。所提供的葡萄酒美妙地与美食，并完成您的用餐体验，热
腾腾的蜂蜜甜甜圈与香草冰淇淋摇摆。一旦你去过，你会看到为什么尽管它
的小尺寸，Sociale大受欢迎！

 +1 415 921 3200  sfsociale.com/  gm@caffesociale.com  3665 Sacramento Street,
旧金山 CA

 by City Foodsters   

A16 

"只是意大利"

A16为您带来了位于意大利南部的坎帕尼亚的美味和好客的传统。菜单包括燃
木烤炉，那不勒斯披萨和其他特色菜，如用橄榄，草药和栗子炖的猪胸肉。
完成主菜后，尝试加入核桃和干果的甜味乳清干酪慕斯作为甜点。以意大利
南部品种为重点的精选葡萄酒清单是A16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您的意大利体验
增添了不少特色。

 +1 415 771 2216  www.a16pizza.com/locati
on/san-francisco/

 info@A16sf.com  2355 Chestnut Street,
Between Scott and
Divisadero, 旧金山 CA

 by  Sandra Fang 

贝拉Trattoria 

"面食的地方！"

Bella Trattoria只是面食爱好者的地方。在聆听一些爵士音乐的同时，您可
以在整洁的金色米色氛围中享用自制意大利面。那么难怪，“旧金山纪事报
”将旧金山十大买卖单列表中的贝拉 - 意大利菜单包括唇膏，如insalata切
萨雷，意大利面番茄，sorrentina，pesce spada等。

 +1 415 221 0305  osteriabella.com/  bella3854@yahoo.com  3848 Geary Boulevard,
旧金山 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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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Sandra Fang 

乔治比萨饼店 

"传统的厚皮意大利比萨"

这家比萨店是里士满地区的一个机构。多年来，当地的食品批评家都把它列
为市内最好的披萨。餐厅用红色，绿色和白色装饰，乙烯基展台上铺着方格
的桌布。比萨是厚厚的地壳，并与传统的比萨浇头溢出，并提供当地的葡萄
酒的选择。特别之夜包括星期一晚上的儿童自制比萨之夜和Mangia
Mucho（所有你可以吃，特别饮料）。

 +1 415 668 1266  www.giorgiospizza.com  151 Clement Street, Between 2nd &
3rd Street, 旧金山 CA

 by Eugene Kim   

Gialina比萨店 

"家庭启发美食"

受到厨师和老板沙龙Ardiana独特的意大利家庭的启发，Gialina通过提供来
自艾米利亚 - 罗马涅地区的美味家常意大利餐，为自己打造独特的风格。 A
rdiana厨师在她不断变化的菜单中使用了最新鲜的食材，让她感受到了她长
大的食物种类。菜单很简单，但选择很精致。可用的选项包括每日烤特价和
热披萨派，如三奶酪玛格丽塔或Puttanesca，这是配上凤尾鱼，刺山柑，辣
椒和草药。不要忘了查看他们美味的甜点菜单（但直到晚餐后）！酒单很好
，服务很好，食物是无与伦比的。

 +14152398500  www.gialina.com/menu.ht
ml

 gialinapizzeria@gmail.co
m

 2842 Diamond Street,
旧金山 CA

加入我们:

cityseeker.com

条款及条件  |   隐私政策  |   应用程序接口  |   联系我们  |   版权 2022 CITYSEEKER

Powered by TCPDF (www.tcpdf.org)

https://cityseeker.com/zh/san-francisco/33095-乔治比萨饼店
https://www.flickr.com/photos/eekim/3895957512/sizes/o/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2.0/
https://cityseeker.com/zh/san-francisco/358334-gialina比萨店
http://cityseeker.com
https://cityseeker.com/doc/wCities - Terms of Service 2012.doc
https://cityseeker.com/doc/wCities-Privacy_Policy.doc
http://wcities.com/
https://cityseeker.com/san-francisco/about-us
http://www.tcpdf.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