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est Themed Bars in San Francisco"

创建: Cityseeker

11 位置已标记

亚洲SF 

"见证性别错觉"

欢迎来到性幻想家的土地。以亚洲女士的名字命名的酒精饮料开始在亚洲的S
F体验是必不可少的。虽然这里的食物并不是最初的主要景点，但菜单提供了
令人惊喜的美味佳肴，并且具有创造性和平衡性。从一个亚洲龙舌兰奶酪，
熏鸭和晒干的樱桃烤玉米饼开始。然后为了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主菜，尝试
在米饭和番茄毛豆沙拉床上味噌王鲑鱼;这道菜是令人愉快和令人惊讶的凝聚
力。在此期间，AsiaSF的女士们将为您提供优质的酒吧表演。吃完饭之后，
在俱乐部继续夜晚，DJ在R＆B / funk，house，以及salsa旋转。

 +1 415 255 2742  asiasf.com/  info@asiasf.com  201 Ninth Street, 旧金山
CA

 by Wojtek Szkutnik   

Noir休息室 

"回到40多岁"

画这个;灯光昏暗的优雅房间，光滑的皮革软垫椅子，放映经典黑色电影。如
果这似乎是您想要一个完美的日期或休闲聚会的想法，请在Noir Lounge休息
室放松。四十年代的氛围，葡萄酒和其他烈酒的种类繁多，还有美式佳肴，
这个酒吧为每一个场合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环境。

 +1 415 431 6647  www.noir-sf.com/  reservations@noir-sf.com  581 Hayes Street, 旧金山
CA

 by Sam Howz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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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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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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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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chael Dunn   

Brewcade 

"游戏和啤酒！"

在Brewcade，你可以和朋友一起放松几杯啤酒和一些老式的视频游戏。酒吧
设有众多经典的街机游戏，您可以选择。即使你不是玩家，这个地方的能量
和充满活力的气氛会让你想要不断的重温。你也可以从他们丰富的葡萄酒收
藏中为自己挑选一款好酒。在欢乐时光来到这里，喝上你心中的内容，或者
在星期六晚上在这个热闹的酒吧喝下一杯。

 +1 415 555 5555  www.brewcadesf.com/  info@brewcadesf.com  2200 Market Street, 旧金山
CA

 by daspunkt   

Local Edition酒吧 

"历史重现"

一旦你踏入Local Edition的门，你便会被带到一个完全不同的时代。这个鸡
尾酒酒吧重现了一个从20世纪50年代到20世纪60年代报社，它展现了对曾经
是旧金山流行的出版物——观察家.的印刷室的完美敬意。酒吧的墙上用20世
纪中期的报纸文章装饰着，柜台有打字机作为点缀。经典的鸡尾酒和当代赋
予它的变化在这里展现得淋漓尽致。一定要尝试红玛丽鸡尾酒和开波酒，或
者菲德尔和莫吉托的新味道。

 +1 415 795 1375  localeditionsf.com/  info@localeditionsf.com  691 Market Street, Hearst
Building, 旧金山 CA

 by Parg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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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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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Didriks   

Novela度假村 

"文学风格"

亚历克斯·史密斯和凯特·博尔顿结合了他们在Novela的激情和调酒专业知
识。西班牙语为“小说”，SoMa这个酒吧是文学主题。其菜单包括经典鸡尾
酒，传统拳以及创意调酒。饮料以黛西·布坎南，杰伊·盖茨比和霍尔顿·
考菲尔德等着名文学人物的名字命名。其内饰采用装饰艺术风格，设有书架
和古董装饰。

 +1 415 896 6500  novelabarsf.com/  info@novelasf.com  662 Mission Street, 旧金山
CA

竹小屋 

"野生派对的理想选择"

赶上那些不断旋转最新曲目的DJ们的歌曲，在整个夜晚的竹屋里跳舞，让人
兴奋不已。在入口处的一个七英尺高的雄伟的Tiki神是内部的一个有趣的触
摸。竹棚和乡村风格的家具营造了一种海滩般的氛围，与当地的名字相得益
彰，但在金融区却是不太可能的。私人派对的好选择，竹屋是理想的地方，
如果你正在寻找一个悠闲的氛围，为所有的亲密朋友抛出一个派对。在周末
的晚上，确保你早点入住，这是一个总是拥挤的聚会场所。

 +1 415 989 8555  www.maximumproductions.com/  479 Broadway Street, 旧金山 CA

 by Johnny Silvercloud   

Trad'r Sam酒吧 

"高仿的热带风潮"

这是一家仿热带夜店里的朗姆和果汁的配方恰当地融入的酒吧，尽管这里唯
一的沙子都是从海边被各种鞋子（旅客）带来的。一些常客来这里喝酒畅饮
，跳舞，约会，并且都能尽兴。喜欢随便玩玩的人来这里一定会很满意，比
较在意波利尼西亚真实性的朋友就不用光顾了。

 +1 415 221 0773  6150 Geary Boulevard, Between 25th Avenue & 26th
Avenue, 旧金山 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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