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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富的表格 

"美食说话"

在旧金山和纽约拥有超过30年的高端餐厅体验，葡萄酒总监Maz
Naba和厨师Sarah和Evan Rich在旧金山湾区创造了最新的嗡嗡声餐厅。 Rich
Table酒店位于Hayes山谷别致的街区，在休闲的环境中提供精致的美食。这
家迷人餐厅的菜单每天都在变化，重点是在精心构思的简单介绍的菜肴中平
衡丰富和令人兴奋的口味。由于这家即将到来的餐厅是美食家必须参观，因
此建议预订。

 +1 415 355 9085  richtablesf.com/  info@richtablesf.com  199 Gough Street, 旧金山
CA

 by angela n.   

布伦达的法国灵魂食品 

"新奥尔良式的灵魂"

文娱中心的这家小餐馆提供厨师主Brenda Buenviaje的灵魂食物，这是法国
烹饪风格和克里奥尔灵魂的结合。等待时间很长，所以在开放时间马上就坐
。对于早午餐，尝试喜欢的酿蜜饯（甜，巧克力或苹果，或咸味，小龙虾，
葱和切达），格拉米斯和G，法国吐司，或许多鸡蛋之一。午餐选择包括诱人
的沙拉和三明治，均价格合理。用一杯清爽的布伦达特制甜西瓜茶清洗。

 +1 415 345 8100  www.frenchsoulfood.com/
home.htm

 brendas@frenchsoulfood.c
om

 652 Polk Street, Eddy
Street, 旧金山 CA

 by Chris Martin   

钱伯斯吃+饮料 

"眼花缭乱"

Chambers Eat + Drink位于旧金山着名的凤凰酒店内，是一间超豪华的现代
化餐厅，让人想起一个狂热的唱片收藏家的豪华书房。华丽的木质内饰散发
着低调的优雅和温暖，配以豪华沙发，皮革展台，吊灯和必备无尽黑胶唱片
的唱片库。酒吧区和天井非常诱人，您立即想要靠在椅子上，陶醉于魅力之
中。无论你点点鸡肝酱还是像Zabuton牛排这样的丰盛菜肴，食物一定会给你
留下深刻的印象。饮料的选择包括啤酒，葡萄酒和特别的鸡尾酒，完美地引
起了整个用餐体验。

 +1 415 829 2316  chambers-sf.com/  info@chambers-sf.com  601 Eddy Street, Phoenix
Hotel, 旧金山 CA

农夫布朗 

"从农场新鲜"

位于Tenderloin和联合广场交界处的这家小餐馆供应美味的南方美食。新鲜
的有机成分被用来准备一些神圣的创作。和家人一起去享受一个令人满意的
周末早午餐，或者选择和平的晚餐。从一天的汤开始，然后去煮虾和烤墨西
哥胡椒鸡尾酒酱。一个很好的范围，甜点和茶，以及葡萄酒，啤酒，鸡尾酒
和更多的提供。停车场位于场地附近。

 +1 415 409 3276  www.farmerbrownsf.com/  info@farmerbrownsf.com  25 Mason Street, At Market
Stre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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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shleyt   

诺帕 

"好喝好吃好吃好喝"

诺帕是很好聚会品尝来自世界各地的美酒的好地方。这里的菜肴都是用有机
材料，在烧木的火炉上烹制而成的。这里的酒单包括意大利、西班牙、法国
和德国来的的红酒拼。这里的氛围很轻松。你可以在吧台上享受佳肴，一边
观看厨师们是怎样在开放厨房里烹调的。无论你是品酒新手还是行家，你都
一定可以找到与你的菜搭配的美酒。

 +1 415 864 8643  www.nopasf.com  info@nopasf.com  560 Divisadero Street, At
Hayes Street, 旧金山 CA

 by stevendepolo   

Frances 

"现代餐饮美食"

这家餐厅就位于三藩市的卡斯特罗区内。现代而温馨的用餐区已经获得了众
多好评和屡获殊荣。自从餐厅在2010年开业以来就被认为是三藩市最有潜质
的获奖餐厅。这里每天都会改变菜单，以美味的新美洲美食为主。虽然菜单
每天改变，但每天总会有完美的招牌菜，如培根炸板虾、油封鸭沙拉和焦糖
大西洋鲜贝。这里的菜单也非常诱人，尤其是以安士来计费的餐厅红酒、白
酒或玫瑰酒。

 +1 415 621 3870  www.frances-sf.com  info@frances-sf.com  3870 17th Street, 旧金山
CA

 by Public Domain   

大四餐厅 

"侠义魅力"

在着名的Big 4餐厅体验旧世界的魅力和经典的氛围，提供现代美式佳肴。
Big 4餐厅以十九世纪的着名铁路巨子命名，并获得多个奖项，是旧金山顶级
当代餐厅之一。行政主厨Gloria Ciccarone-
Nehls创造了一个独特的菜单，包括太平洋蟹和鳄梨沙拉，胡椒cr A金枪鱼，
炒Pet鱼皮底和熏制的朗姆酒和辣椒治好的野猪剁等恒星的菜肴;突出最新鲜
的时令海鲜，游戏，家禽和收藏夹。舒缓的交响乐会让客人们在夜晚用壁炉
旁的丰盛葡萄酒和鸡尾酒一起用餐，增添亲切迷人的气氛。
“四大”确实是一个很好的新老例子，并且为湾区餐厅建立了一个高标准。

 +1 415 771 1140  www.big4restaurant.com/  sharrington@huntingtonho
tel.com

 1075 California Street,
The Huntington Hot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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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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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415 648 7600  www.foreigncinema.com  2534 Mission Street, 旧金山 CA

 by avrene   

农夫布朗的小长柄浅锅 

"不是你的平均华夫房子"

如果不是炸鸡和华夫饼干的气味，还有大量的人群挤在一起，你可能不会在S
oMa的胡同里找到这个小小的外卖窗口。尽管选择并不广泛，但他们所做的一
些事情却表现得非常好。南部的最爱是这里的特色，特别是炸鸡和华夫饼，
但是你也可以买到巨大的猪肉，炸鸡和鲶鱼宝宝三明治，还有各种不同的沙
，饼干和肉汁，炸薯条飘渺的华夫饼，一个裹着华夫饼的热狗。

 +1 415 777 2777  www.littleskilletsf.com
/

 info@littleskilletsf.com  360 Ritch Street, 旧金山
CA

 by Lindsey G   

木兰花美食酒吧 

"历史与美酒"

在嬉皮区，一边品尝家酿的啤酒一边听着死之华乐队的歌真是再和谐不过了
。这里60年代时还是家药店。重新改造后，这里看着不再像过去那么虚幻，
墙上有幅奔放的壁画，不过Jerry和他的伙伴们的歌声总能把你带回那首夏日
的爱这首歌的感觉中去。这些都让人能在这柔和的氛围中去享受美食，比如
大大的三明治，几盘香肠，几碗美味的汤，还有能直接用手拿着吃的薯条和
洋葱圈。嬉皮范儿的服务员们都很友好，而店里永远都是一种1967年的氛围
。

 +1 415 864 7468  www.magnoliapub.com  brewlala@magnoliabrewing
.com

 1398 Haight Street, At
corner of Masonic, 旧金山
CA

美式烤奶酪厨房 

"奶酪浓香"

你从来没有吃过这样的烤奶酪！这家旧金山的美式烤奶酪餐厅把不同种类的
奶酪和装饰组合在一起，把美式烤奶酪这样一道经典美国菜经过创新，打造
出这样的美食。餐厅还有汤、沙拉、其他烘培食品食品，并提供每日特价，
满足你的胃口！餐厅靠近棒球场，一直营业到晚上7点，即夜间棒球比赛时。

 +1 415 243 0107  theamericansf.com/locat
ions/south-park/

 southpark@theamericansf.
com

 1 South Park Avenue, At
2nd Street, 旧金山 CA

 by Daderot   

Tadich烧烤 

"最古老的SF餐厅！"

在一个大多数餐馆的寿命都不到五年的城市里，找到这样一个老前辈，如果
不足为奇的话，也是令人鼓舞的。政客和商界人士一直来到这里，买马提尼
，等待坐（不接受任何保留）。海鲜是新鲜和神话般的，装饰是上个世纪的
转折。服务员很棒，这也不奇怪 - 其中有些人已经在这里超过30年了！

 +1 415 391 1849  www.tadichgrill.com/  240 California Street, Between
Battery and Front Streets, 旧金山 CA

 by rheault1121   

比克斯餐吧 

"旧金山人的经典"

道格“比克斯“比德贝克在1988年开创了这个旧金山的地标，这也代表了他
对爵士,艺术的热忱和对人好客。屡获殊荣的餐厅不仅根据美国经典和季节变
化来做出美食。宾客不妨尝尝餐厅的鞑靼牛排、炸鸡三明治和新鲜牡蛎,搭配
浓郁的鸡尾酒和其他美酒。这家参观开设两层，宽敞的就餐环境带有经典红
木家具，有品位的装潢设计，无数的艺术作品和钢琴，都足以让人怀念这过
去辉煌的时光。

 +1 415 433 6300  www.bixrestaurant.com/  info@bixrestaurant.com  56 Gold Street, 旧金山 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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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Fabrice Florin   

简易别墅44 

"一件时髦的事情"

加利福尼亚州特色美食的菜单和非常休闲的气氛，但优雅，使平房44米尔谷
的餐饮场面出色。厨师罗伯特·普莱斯（Robert Price）擅长使用本季最新
鲜的农产品，制作出一系列如炸鸡和天山山羊奶酪馄饨等特色美食。燃木烧
烤是厨房的骄傲，并提供柠檬香辣金枪鱼和鸡腿等烟熏美食。不同的沙拉选
择陪伴你的饭菜。餐厅的餐厅里有各种类型的木地板，豪华的皮椅，配套的
窗帘和一些优秀的照明选择，给人一种温暖的感觉。壁炉为房间增添了舒适
和浪漫的魅力。露台是一个稍微更随意的事情。前往酒吧品尝各种精美葡萄
酒，包括葡萄酒，啤酒，威士忌，伏特加酒和一些杀手鸡尾酒。

 +1 415 381 2500  www.bungalow44.com/  B44@bungalow44.com  44 East Blithedale Avenue,
Mill Valley 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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