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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udo 酒吧 

"狂野起来"

如果你的伴侣经常埋怨你们不再去浪漫的地方的话，那就不妨搭乘渡轮到这
家奢华的酒吧餐厅品尝美食和美酒，同时享受这里的氛围。这家酒吧餐厅以
柔和的色调为主，摆放了很多海洋主题的艺术品和蜡烛，这肯定可以让你重
燃爱火！餐厅提供新鲜的海鲜菜式，不妨试试海鲜周打汤、冰爽的牡蛎、或
小巧的颈蛤。在欣赏这里独立音乐的同时，不妨从这里众多酒品中点上一杯
慢慢品尝。如果酒吧的氛围不是很适合的话，那不妨到楼上的餐室，这里的
氛围更为温馨， 整个餐室就只有十张餐桌。请致电查询更多信息。

 +1 415 409 0679  www.barcrudo.com/  tim@barcrudo.com  655 Divisadero Street,
旧金山 CA

 by Lee+Edwin+Coursey   

天鹅牡蛎港口 

"开创历史的杂烩"

在天鹅牡蛎港口里找个座位，并享受一下最好的波士顿蛤杂烩。这里菜单上
供应的食物多数都是生的，新鲜的风格。这里也是一个鱼市场，能买一块鱼
自己回家烹调。这里的环境完全随便。这里并不接受提前订座，但这样的餐
厅，等等又何妨。

 +1 415 673 1101  www.swanoysterdepot.us/  1517 Polk Street, 旧金山 CA

锚牡蛎酒吧和海鲜市场 

"海鲜在卡斯特罗"

这家位于卡斯特罗（Castro）中心的餐厅供应一些远离渔人码头（Fisherman
's Wharf）的新鲜海鲜。餐厅的服务和装饰很简单。用餐者在柜台点餐，坐
在小锡桌椅旁边。所有的海鲜都是新鲜的，包括蒸蟹和蒸贻贝。往往有一个
大的午餐队伍，所以建议在下班时间用餐。您也可以在这里购买新鲜的海鲜
，在家做自己的美食创作。

 +1 415 431 3990  www.anchoroysterbar.com/  579 Castro Street, 旧金山 CA

 by Vinicius Benedit on
Unsplash on Unsplash   

罗伊的餐厅 

"夏威夷多国料理"

1988年，Roy
Yamaguchi致力于提供精致美食，并于1988年在火奴鲁鲁首次亮相Roy's Rest
aurant，而且很快就获得了这里的美食和服务。在旧金山，有着挑剔的口味
的食客们可以享受罗伊非凡的日常菜单。开始用餐的好方法是从许多诱人的O
hana开胃菜中挑选。 Ahi寿司卷刚够咬你的胃口。罗伊的独木舟开胃菜包括
虾棒，四川婴儿排骨，柠檬香茅牛排夏季卷，香脆的蓝蟹蛋糕和龙虾锅贴。
对于主菜，烧焦的日本味噌but鱼如它的名字一样多汁。原来熏黑的岛阿希，
沐浴在辣辣酱油黄油是另一个最喜欢的。

 +1 415 777 0277  www.roysrestaurant.com/
locations/ca/san-
francisco

 sanfrancisco@roysrestaur
ant.com

 575 Mission Street, 旧金山
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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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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dichgrillsf.com/  240 California Street, Between
Battery and Front Streets, 旧金山 CA

 by Benson Kua   

水吧 

"可持续的海鲜"

当您看到水吧外海滩和海滩大桥.那漂亮的景色时，您自然就会想吃海鲜了。
巨大的水箱展示了可以食用的鱼，在餐厅里还有一个大酒吧。这里的海鲜是
能持续保持新鲜度的。您可以尝一下龙虾和用烤炉烤制的小比目鱼。这里的
酒吧能为您随时补充食材，同时，也提供代客泊车服务。

 +1 415 284 9922  www.waterbarsf.com/  info@waterbarsf.com  399 The Embarcadero South,
旧金山 CA

 by winecountrymedia   

霍格岛牡蛎酒吧 

"牡蛎盛宴"

霍格岛牡蛎酒吧位于旧金山渡轮大厦市场, 宾客到霍格岛牡蛎酒吧是旧金山
冒险的开始。餐厅属于霍格岛牡蛎农场,这个农场也在托马利斯湾饲养牡蛎。
餐厅成立于1983年,直至今天已经养殖超过三百万的牡蛎。餐厅环境悠闲轻松
,店的对面就是零售海产店,在这里宾客可以欣赏海湾大桥的美景。您不妨来
这里喝赏一杯酒和尝尝美味的牡蛎。餐厅也有蛤和沙拉,但这里的招牌菜还是
是炖牡蛎,杂烩浓汤和干酪三明治!请宾客在订购前查看每日特价。餐厅还提
供少量的活海鲜,宾客可以购买还没去壳的牡蛎,但需在购买的三天前下订单
。

 +1 415 391 7117  hogislandoysters.com/lo
cations/san-francisco

 obsf@hogislandoysters.co
m

 1 Ferry Building, The
Ferry Building Marketplace
Shop 11A, 旧金山 CA

 by Foodista   

义式炖海鲜汤的 

"意大利海鲜特色菜"

海湾地区的人们只喜欢他们的海鲜，特别是经典的最爱，如太平洋螃蟹，鳕
鱼，蛤蜊杂烩和蒜面包。在渔人码头餐厅排队的是Cioppino's - 一家热闹的
餐厅，擅长当地的海鲜美食，主要是意大利菜。他们的菜单提供了从海湾最
新鲜的捕获，并具有一些像虾和香蒜比萨饼，鲑鱼意大利细面条和贝类混合
菜的饶有趣味。气氛非常温馨，轻松，是与全家人或朋友聚餐的绝佳去处。

 +1 415 775 9311  www.cioppinosf.com/  info@cioppinosonthewharf
.com

 400 Jefferson Street,
旧金山 CA

 by avatar-1   

老蛤蜊房子 

"轻松的氛围，经典的海鲜"

老式的魅力是你会在这个地方找到的，那就是你的起居室那么朴素，朴实无
华，和家一样温馨。这里提供了许多旧的最爱，当然，包括约十个变种的蛤
蜊。甜生蛤蜊得到高度赞扬和油煎的蛤蜊是一个更加脆弱的选择。炒海鲜的
选择包括牡蛎和鱿鱼。房子的特色是海鲜普罗旺斯，海鲜Mescalanza和其他
贝类混合。

 +1 415 826 4880  www.theoldclamhousesf.com/  299 Bayshore Boulevard, 旧金山 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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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克马餐馆 

"码头最爱"

索克马餐馆准备了在渔人码头准备了最新鲜的海鲜,在这个竞争激烈的地方，
能够提供如此新鲜的食材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家传统的餐厅让新鲜的食
材作为发言人。餐厅的菜单专注海鲜的煎或烧烤。顾客可以在这里享用到珍
宝蟹,虾,扇贝,鱿鱼,鲍鱼,剑鱼、鲑鱼、牡蛎和蛤。餐馆的招牌菜包括香辣ci
oppino(海鲜炖肉)和菲力牛排和龙虾尾组合。酒单丰富,有国内和进口的葡萄
酒。

 +1 415 771 4383  www.scomas.com/  seafood@scomas.com  Al Scoma Way, Pier 47,
旧金山 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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