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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冰淇淋 

"冰淇淋一捻"

桃姜，辣芒果，香草玫瑰和香蕉巧克力块;这些只是你可以在Smitten冰淇淋
中品尝的多种美味口味中的一小部分。这个隐藏在角落里的小客厅每天都以
圣诞节的方式满足圣方济各。新鲜的食材，天然香料和时令水果是他们的特
色。如果你有自己的创造，让他们知道，他们会为你创造;还有什么可以尝试
第一勺！请访问他们一生的经验。

 smittenicecream.com/  info@smittenicecream.com  432 Octavia Street, Suite 1a,
Corner of Octavia Street & Linden
Street, 旧金山 CA

芝加哥帕池披萨 

"披萨天堂"

帕池披萨 (发音为 "帕-池") 对于配有浓香的芝士、各种配料的传统"深盘披
萨的喜爱着来说，帕池披萨是不可多得的美味。2004年，比尔弗里曼和帕池
阿斯比罗斯一起创建了美味又时尚的帕池披萨店。帕池披萨店的菜单上有一
大堆美味的特色菜，还有浇着自制番茄酱的芝加哥特色披萨，您甚至可以按
照自己的口味做出独特的披萨或沙拉。饱餐一顿后，再来一杯冰凉啤酒或是
醇厚的葡萄酒可真是太惬意了。

 +1 415 558 9991  www.patxispizza.com/  511 Hayes Street, 旧金山 CA

 by star5112   

必来甜品店 

"在那里甜品使人过足瘾"

必来甜品有始终追随着的粉丝，能围绕整个街区，必来甜品是旧金山的出名
店铺。店里只使用当地有机食物，却能提供多种多样的口味。除了受欢迎的
巧克力味、香草味和薄荷味，必来还会提供一种由蜂蜜薰衣草、咸焦糖和蜜
桔混合而成的时令口味。无论是坐在小店里的木制吧台还是在外面的棕榈树
下休息，这都是个可以尝到各种甜品的好地方。

 +1 415 626 5600  biritecreamery.com/  lick@biritecreamery.com  3692 18th Street, At
Dolores, 旧金山 CA

 by The Pizza Review   

小星星披萨店 

"刺激味蕾的五星级派"

跃跃欲试芝加哥的脆皮披萨？这家新开的时尚食品店，能够满足最挑剔的食
客所要求的味觉享受。不妨试一下地中海鸡肉披萨，鸡胸肉，撒上洋蓟蕊、
圆辣椒、橄榄、洋葱和发达芝士。你也可以试试素披萨，说不定这还可以说
服你让你成为素食者呢！小星星披萨店还会提供薄脆披萨，这跟厚底的披萨
一样美味可口。这里的装修不刻意，加上鲜艳的点唱机，你可能会马上爱上
这里。小星星披萨店在教会区也有分店。

 +1 415 441 1118  www.littlestarpizza.com  846 Divisadero Street, 旧金山 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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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Public Domain   

汉堡吧 

"是您在联合广场尝过最好的汉堡"

著名厨师休伯特•凯勒在烹饪行业已有30多年,他的餐馆鸢尾花（Fleur de
Lys）,弗勒休伯特•凯勒（Fleur by Hubert Keller）和汉堡吧。他的餐馆在
全国有四家店,汉堡酒吧一直是最成功的。汉堡吧位于联合广场中的梅西商场
第六层楼,在旧金山位置有一个全景的落地玻璃窗户,酒吧装有昏暗的灯光和
现代装饰。菜单的选择有神户牛肉汉堡,鲑鱼牛排,牛肉,以及各种搭配,如松
露酱腌绿番茄等

 +1 415 296 4272  www.burger-bar.com/  info@burgerbarsf.com  251 Geary Street, Macy's
6th Flo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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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rnold Gatilao   

Humphry Slocombe 

"在使命中时髦的口味"

Humphry Slocombe使用Straus有机乳制品公司的当地产品，是位于旧金山Mis
sion区的一家独特的冰淇淋店。这家时髦的小店提供了一些最奇怪的口味，
包括老希伯来啤酒，鹅肝酱，黄油啤酒，蜜饯姜，政府奶酪和许多其他奇怪
而美味的冰冷调料。超过75个口味，10-12通常在商店可用，并经常旋转。他
们也与城市周围的各种餐馆和商店合作，因此，掌握Humphry
Slocombe冰淇淋相当容易。

 +1 415 550 6971  www.humphryslocombe.com
/

 info@humphryslocombe.com  2790 Harrison Street,
旧金山 CA

圣弗朗西斯喷泉 

"在时间隧道里用餐"

没有什么店比这这家地道的经典到可以追溯至1918年的苏打水喷泉。这家店
地方最近的改建，便是在二战后对油毡地板和舒适的摊位的改造。, 拥有这
家店的克里斯特Christakes家族,从一开始并没有看到需要改变些什么。这家
店是当年少女欣赏弗兰克•辛纳屈表演的同时喝着同样的草莓苏打水，而您在
这里仍旧可以买到同样的饮料。几乎在菜单里的所有菜式都是店里的厨房烹
饪的，包括蛋黄酱鸡蛋沙拉三明治,圣代冰淇淋，以及在圣代冰淇淋上的糖浆
。还有店里自制的汤也是当地新老顾客一直来店里捧场的招牌菜。

 +1 415 826 4200  www.stfrancisfountainsf.com  2801 24th Street, At York Street,
旧金山 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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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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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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牌芥末摇滚寿司店 

"旧金山里的寿司店"

你可以在王牌芥末摇滚寿司店品尝到最好的寿司。在这里您可以以合理的消
费价格尝到用心的日本料理。菜单包括传统手握寿司, 和特殊手卷寿司包括
王牌芥末酱蟹、鳗鱼和澳洲坚果,和金枪鱼三味手卷,包括黄尾鱼,鳗鱼和蔬菜
,这也是您到这家寿司的不错之选。这家餐厅总是人群满满餐厅。餐馆的门口
区域是有着酒吧一样的气氛。最适合社交场地。但是如果你正在寻找一个安
静的用餐地方,餐厅的背后是最理想的用餐场地。

 +1 415 567 4903  www.acewasabisushi.com/  3339 Steiner Street, Between
Chestnut & Lombard Street, 旧金山 CA

 by Lily Morello   

杂技先生和夫人 

"自制冰淇淋"

杂技先生和夫人是一家冰淇淋店，于2010年开业，并迅速获得粉丝。位于Dog
patch，冰淇淋菜单每天都在变化，但您可以查看他们的Facebook页面，看看
他们正在服务。这家商店还出售一系列新鲜出炉的甜点，如饼干，松饼和脆
饼。

 +1 415 970 0750  699 22nd Street, 旧金山 CA

 by  Sandra Fang 

玩具船甜点咖啡店 

"香甜可口的美食与收藏的玩具"

这是一家混合可口美食和收藏品,流行文化的玩具的店。没有什么可以比尝上
一片南瓜芝士蛋糕的同时找到一个喷火上发条的哥斯拉或南方公园一套完整
的模型。店里的墙壁上都放满了玩具，货架和窗口上蓝绿色的维多利亚时代
装饰,而这些都给那些还怀有童真成年人带来无限乐趣。店里有桌子和摊位专
门给顾客休息，还有大约20种双重彩虹冰淇淋，烘焙食品,以及咖啡、热巧克
力、茶等供顾客享用。

 +1 415 751 7505  www.itsjane.com/locatio
n/toy-boat-by-jane/

 info@itsjane.com  401 Clement Street, 旧金山
CA

 by  Sandra Fang 

老乔冰淇淋 

"老式冰淇淋"

自1959年开始，这家传统冰淇淋冷饮店就一直提供自制冰淇淋和美食烧烤食
品。它只制作如汉堡，热狗和奶昔等经典食品。坐在复古的冰淇淋柜台旁边
，享用一份浓浓的麦精巧克力和香蕉船，这就是五十年代的风格。店里的风
格从开业起到现在也没有什么大的变化。该店根据附近居民的特色提供独特
口味的冰淇淋，如赤小豆、绿茶和爱尔兰咖啡味。不用担心，它也会制作大
众口味的冰淇淋，如巧克力、香草和草莓味。服务也是一流的。

 +1 415 751 1950  www.joesicecream.com/  mutsuhiko@joesicecream.c
om

 5420 Geary Boulevard,
旧金山 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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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Sandra Fang 

Marco Polo 意大利雪糕店 

"拥有亚洲风味的意大利雪糕"

这家雪糕店将意大利和中国的雪糕精髓融合在一起，而结果就是融合了中国
的口味进入了意大利冰淇淋中。就是为了这个味道就非常值得到这家店看看
。很多附近居住的青少年都喜欢和朋友到这里欣赏中国流行音乐。这里的氛
围充满活力与趣味。香气四溢的芒果味、荔枝味和爪哇水果味都是这里的几
款独特口味雪糕之一。对于那些不想冒险的人，这里同时还有很多传统的口
味，包括葡萄干朗姆酒和香草味。这里并不接受信用卡，所以一定要带足现
金。请致电查询更多信息。

 +1 415 731 2833  1447 Taraval Street, 旧金山 CA

 by  Sandra Fang 

波莉安冰淇淋 

"请你自便"

波莉安妮冰淇淋于1955年由Lee和Ted Hanson创立，后来由Mei和Charlie Wu
收购，以其异国风味闻名于世。梅和查理来自台湾，为荔枝，绿茶和红豆增
添了一丝亚洲风味。他们的客户不仅有当地人，还有许多学生和游客。他们
已经有500多种口味的清单，但是如果你觉得选择一个口味是令人难以置信的
，那么员工总是乐于为你选择口味。对于一些兴奋，你可以尝试为你选择风
味的财富轮，所以如果你觉得幸运尝试。

 +1 415 664 2472  pollyann.com/  3138 Noriega Street, 旧金山 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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