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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Jeff Marquis   

走私者的海湾酒吧 

"舒适的酒吧环境与朗姆鸡尾酒"

一说到海盗湾这个名字，您可能就想到海盗在吆喝，哟嗬嗬，手里拿着一瓶
朗姆酒。休息好可以确保不犯错误。这个酒吧专门提供酒饮料，特别是哈瓦
那期的时代，传统的加勒比和提基酒吧调酒。装饰与菜单相呼应，酒吧提供
舒适的座椅，感觉是提基酒吧灵感的氛围。海盗湾酒吧一定会让酒吧里的气
氛高涨，人挤人，音乐也要小声一点，这样每个人都可以一边喝着饮料一边
聊天。这意味着有时候会门口有一条标线，但不要被吓到不敢进酒吧了。

 +1 415 869 1900  smugglerscovesf.com/tra
pdoor/

 info@smugglerscovesf.com  650 Gough Street, 旧金山
CA

 by Public Domain   

时代精神酒吧（Zeitgeist ） 

"“潜水”酒吧、烧烤店和客栈"

Zeitgeist是教会最受欢迎的酒吧。他们在这里就是纯粹的喝酒，你会很容易
地适应这里的拥挤，只是别被满眼的皮革和哈雷给吓到。你不需要为了感觉
自在而成为这些骑行者中的一员。一个带烧烤架的户外露台和现场演奏的音
乐是你全部的体验。最棒的是，你可以在早晨一觉醒来伴着一杯血腥玛丽从
头再来一次。

 +1 415 255 7505  www.zeitgeistsf.com/  info@zeitgeistsf.com  199 Valencia Street,
Duboce Avenue, 旧金山 CA

 by Krongu   

牛油餐馆与酒吧 

"享受热狗欣赏house电音"

你不需要长途跋涉到美国南方腹地体验传统的美食。或许有充分的理由吧。
这里被滚石杂志 称为听着深沉的电音吃Beanie Weenies（一种豆子和香肠做
成的罐头食品）最好的地方，这种奇怪的创意为把微波加热的路边摊推车食
品（芝士通心粉、薯条、TV餐等等）从实实在在的路边推车里搬进了挤满潮
人和“夜店人士”的门店。夜场DJ、充满整个酒吧的音乐和热量爆棚的食品
让Butter的气氛光芒四射。

 +1 415 863 5964  www.smoothasbutter.com/  contact@smoothasbutter.c
om

 354 11th Street, 旧金山 CA

 by Bernt Rostad   

龙卷风酒吧（Toronado） 

"慵懒的氛围"

伴着疾如闪电的调酒师和比一般酒吧要多的微酿啤酒，这里是旧金山下海特
区最低调的富豪。龙卷风现有超过50种像 俄罗斯河 and Anchor. 这样上好
的酒厂酿出的啤酒。这里的氛围一向很好，洗手间墙上的涂鸦简直就是潘多
拉的盒子，而且周围的伙伴也是好的不能再好了。当你的肚子咕咕叫的时候
，你可以到就在隔壁的罗莎蒙买三两条香肠回来。

 +1 415 863 2276  www.toronado.com  info@toronado.com  547 Haight Street, 旧金山
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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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DoNotLick   

Bourbon & Branch 

"隐藏的秘密"

Bourbon & Branch是三藩市居民经常议论的话题之一。位于三藩市的Tenderl
oin的一个角落，这家餐厅并不起眼。餐厅并没有招牌，而且大门也是紧闭着
的。按下门铃之后，大门打开了，而且有人会问你密码。如果你没有密码的
话，门就会关上。听起来很神秘，但如果你在他们的网站上先注册、预订，
那就会拿到密码，餐厅也会将你引进一个欢愉的世界。这里的氛围与禁止时
期有点相似，虽然加入了现代都市元素。这里的饮品菜单非常多样，而且富
有创意。招牌菜则是波旁菜，但不是一道波旁菜，而是一系列的波旁菜。这
里还有一些罕见的苏格兰酒、朗姆酒、龙舌兰酒。这里的调酒师都是师傅级
人马，将所有最受欢迎的烈酒调和成同样刺激的鸡尾酒。请浏览网站进行网
上预订及查询整套酒吧规矩。

 +1 415 931 7292  www.bourbonandbranch.com/  501 Jones Street, 旧金山 CA

 by TechCocktail   

哈里丹顿的星光室 

"顶层鸡尾酒"

哈里丹顿在旧金山的夜生活中沉浸了将近20年，他俨然已经成为这方面的专
家。他那位于 弗朗西斯雷克爵士酒店Sir Francis Drake Hotel•21楼的俱乐
部不仅极尽奢华，而且还供应顶级的鸡尾酒，例如轩尼诗杯莫停或人头马远
年特优香槟干邑。沉醉于迷彩鸡尾酒，欣赏城市夜景和现场音乐。尽情享受1
930年代的经典鸡尾酒服务，沉浸在滴水水晶烛台和撩人花香中。站立彼德麦
式吧台与最昂贵的酒品，如Dom Perignon
Rosé，也十分搭配。这里还有提供小点，一定是优美的小吃。

 +1 415 395 8595  lizziesstarlightsf.com  hello@starlightroomsf.co
m

 450 Powell Street, Sir
Francis Drake Hotel, 旧金山
CA

 by Lefteris kallergis on 
Unsplash   

顽皮狗酒吧 

"异想天开的鸡尾酒屋"

锐澳格兰德的管理层想出了另一个方法可以在米慎区鸡尾酒市场占得一席之
地。被取名为顽皮狗,这家酒吧用于收获葡萄的铁质板，栏杆和大理石，这让
酒吧散发出一种古老乡村的魅力。走在这里,在充满潘通色金属风格的鸡尾酒
酒单选一个口味。除了鸡尾酒,酒吧也会提供大量啤酒供你享用。这个地方坐
落在美食中央厨房附近,是你和好友在餐前餐餐后或深夜小酌一杯的好去处。

 +1 415 471 2999  www.trickdogbar.com/  info@trickdogbar.com  3010 20th Street, 旧金山
CA

至上餐馆 

"美不胜收的风景"

没有到过至上餐馆（Top of the Mark）就没有没有真正见过这座城市，在这
里您可以在一个最好的360度视角看到整个旧金山海湾地区。在欣赏这里的娱
乐节目（萨莎舞和摇摆乐）的同时浅尝一杯或尝尝美味佳肴。升高的舞池周
围是聊天座位区域，座位为现代舒适的沙发,经典的长椅,俱乐部座椅和木框
酒馆座椅。

 +1 1 415 392 3434  www.topofthemark.com/  999 California Street, 19th Floor,
Inter-Continental Mark Hopkins
Hotel, 旧金山 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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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Cmglee   

汤加室与飓风酒吧 

"伪波利尼西亚的天堂"

这家酒吧位于旧金山的历史性 旧金山费尔蒙特酒店 ,对于那些一直想去看看
“梦幻岛”的人来说，汤加室与飓风酒吧是一个愉悦的竹林酒吧。在酒吧的
优惠时段，不妨尝尝一些水果伞饮料,模仿热带风暴的饮料(是的,是真的下雨
),以及欣赏酒吧里的轻摇乐队演奏。这里的小吃和食物都比较昂贵,但是来到
这里的主要原因并不是吃东西。强烈推荐您尝尝卡鲁瓦烤猪,但是你最好点上
一轮迈代鸡尾酒;据说是旧金山最好喝的。

 +1 415 772 5278  www.tongaroom.com/  tonga.room@fairmont.com  950 Mason Street, The
Fairmont San Francisco,
旧金山 CA

爱尔兰酒吧 

"踏寻爱尔兰"

坐落在一个古老的爱尔兰酒馆，这地道的酒吧是所有城市的人受欢迎，本地
和外地的一样。这些砖墙上的照片，古董和许多其他的东西，爱尔兰和有一
个广泛的选择，啤酒和烈酒。食物是一个有趣的凯尔特加利福尼亚组合，担
任英国摇滚在背景中发挥。享受一个汉堡包和炸薯条或烤鲑鱼和一杯。

 +1 415 788 7152  www.theirishbank.com/  info@theirishbank.com  10 Mark Lane, 旧金山 CA

 by SocialButterflyMMG   

盾之屋 

"高档与悠闲"

从现在看起来这个地方一直长存,但是目前的餐厅管理把这家餐厅从一个工人
阶级的酒吧发展到一个在金融信息区人士放松的去处。餐厅的外观没有改变,
深色木材和黄铜无处不在,餐馆的抛光做得十分完美。这个酒吧通常是由顾客
点播钢琴曲目，同时顾客还可以加入一些即兴的歌唱表演！

 +1 415 975 8651  sam@houseofshields.com  39 New Montgomery Street, 旧金山 CA

 by wuestenigel   

康斯托克沙龙餐馆 

"沙龙式的美食"

来到开设

 +1 415 617 0071  www.comstocksaloon.com/  post@comstocksaloon.com  155 Columbus Avenue,
旧金山 CA

 by Another Believer   

维苏威 

"节拍混转之处"

维苏威色彩鲜艳的窗玻璃，仿佛向我们讲述着旧金山在1950年代的文学历史
。在维苏威的二楼，顾客更细尝饮料，一览无与伦比的窗景—繁华的百老汇
和哥伦布十字路口。作家凯鲁亚克和朋友们“疯狂的一族”就曾经这样做。
虽然装饰是如此的鲜艳，但将其描述为奇异和富于灵感的就最合适不过的了
。加上背景的古典音乐和富有艺术家气息的墙饰使这里的装饰更添几分魅力
。在这里，你随便都可以找到一群作家、艺术家和旅客们喝着“环保饮料”
。如果你想细啜几杯，同时享受周遭环境的魅惑氛围的话，这里就是你的最
佳选择。

 +1 415 362 3370  www.vesuvio.com  vesuvio@vesuvio.com  255 Columbus Avenue, Jack
Kerouac Alley, 旧金山 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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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扎餐吧 

"传统的酒吧"

科扎酒吧可以提供其他酒吧的一切，再加上它采用可持续的食材和当地种植
的食材，酒吧装饰漂亮的大窗户，向外可以看到科尔河谷地区繁华的景象。
酒吧提供传统的酒吧小吃，如汉堡、三明治（像经典的熏肉、生菜加番茄三
明治），沙拉，开胃小菜，再加上一些墨西哥菜像肉馅卷饼 以及
墨西哥奶酪夹饼. 美味的食物加上好的红酒菜单和十五种精酿啤酒，这样的
酒吧就在您的隔壁，从n-judah地铁站就可以看到酒吧。

 +1 415 6817678  900 Cole Stre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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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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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ome/home.html

 bv@thebuenavista.com  2765 Hyde Street, 旧金山
CA

 by Matt Baran   

破纪录哦酒吧与烤肉 

"向威士忌致敬!"

位于旧金山的克罗克亚马逊地区,破纪录酒吧与烤肉同事也因为店里的威士忌
而闻名。超过300多的威士忌品牌,这个酒吧的酒水选择繁多。波旁威士忌,黑
麦,苏格兰和爱尔兰,只要您能说出来,他们都有12个品牌给您选择。舒适和休
闲氛围的酒吧，是适合下班后或周末去放松的酒吧。除了给人印象极深的酒
水之外，他们还提供一些美味的小吃,小吃与浓郁的威士忌味道非常搭配。香
糯肋骨,意大利烩饭,鸡翅和猪肉三明治等等,这些小吃也深受顾客的欢迎。因
为他们不接受信用卡/借记卡，宾客请记得携带现金。

 +1 415 963 1713  1166 Geneva Avenue, 旧金山 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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