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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somarmairim   

苦艾啤酒屋和酒吧 

"苦艾酒意"

这里建立后被大肆炒作的酒品已经不再供应了，更多旗鼓相当又具说服力的
酒品汇在一起成了这里的主角。这里的专长就是酒，像完美梨子、金吉儿·
罗杰斯，似乎是加入了纯酒精，就连标准的玛格丽特配方都能给你带来不可
思议的冲击。如果你想缓解一下烈酒对你的影响，酒吧里常有的花生就是苦
艾酒吧的小点心。酒吧提供涂满无花果的面包、火腿面包等很多食小吃。菜
单每天都会改变，但是任何一个熏肉开胃菜都会让你胃口大开，别忘了还有
独特的油封鸭。你可以在大厅里享用美食，也可以选一张咖啡桌当餐桌，但
是如果你想找一个安静的地方，那就订一间私人包厢吧。

 +1 415 551 1590  absinthe.com/  talk@absinthe.com  398 Hayes Street, At Gough
Street, 旧金山 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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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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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麦酒吧 

"位于天诺德的时尚酒吧"

这个普通的酒吧位于天德诺，交通非常便利，外观看起来很稳重,但是在里面
,调酒师调制鸡尾酒的熟练手艺旧金山人都知道。气氛很融洽的。几种特色鸡
尾酒有海明威台克利酒和罗勒鸡尾酒,都是很美味的，或者你也可以买一杯完
美的马提尼和曼哈顿。他们有一个台球桌作为一个额外的放松或如果你喜欢,
你可以在实木地板酒吧放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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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415 474 4448  www.ryesf.com/  688 Geary Street, Between Jones
Street & Leavenworth Street, 旧金山
CA

 by star5112   

琼斯酒吧 

"当地时尚酒吧"

琼斯酒吧是您夜晚的好去处,时髦的装饰和大量的户外座椅和一个可爱的屋顶
,最适合温暖的夏夜。木制的屋顶板特别美丽,还有木桌椅和盆栽树。宾客不
要担心严寒和有风的晚上,酒吧有加热灯给您从头保暖。酒吧的环境充满生机
,是一个享受的好地方以及下班后品尝鸡尾酒，与朋友聚餐吃蛋的酒吧。酒吧
精选的酒水菜单，给宾客准备各种鸡尾酒、威士忌和精酿啤酒和葡萄酒。寻
找一个正餐,像三明治，菜单有很多选择,如披萨,意大利面,沙拉和侧面。如
宾客想了解私人活动派对的详情，请直接访问该酒吧耳朵网站。

 +1 415 845 2257  620-jones.com  private@620-jones.com  620 Jones Street, 旧金山
CA

 by Public Domain   

鹃木艺术酒吧 

"艺术与酒吧"

酒吧和艺术画廊不总是形成一对完美的搭配，但鹃木艺术酒吧完全是一家
"艺术酒吧 ". 这家艺术酒吧是艺术爱好者的天堂，您可以在这个艺术长廊悠
闲漫步，走过他们的整个画廊，喝着饮料，慢慢走完这个酒吧。鹃木艺术酒
吧还举办展览之类的活动，从雕塑到摄影等主题。酒吧由各种品味的艺术家
经营，在这里你将不会感觉到单调，酒吧还会定期更新不同新形式的艺术作
品。还有现场音乐和其他社会庆祝活动，您也能在如万圣节之夜来这个这个
画廊庆祝。

 +1 415 241 0202  madroneartbar.com/  info@michaelkrouse.com  500 Divisadero Street, At
F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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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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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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cityseeker.com/zh/san-francisco/6626-至上餐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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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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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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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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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vitydave   

里奇酒吧 

"波本威士忌还有其他经典酒水"

里奇酒吧是当时储存威士忌的仓库。现在，这个名字是一个时髦的酒吧。酒
吧装饰质朴的，店里还有壁炉和木桶。他们的鸡尾酒都特别好，但这个酒吧
有令人印象深刻的啤酒，葡萄酒，烈酒和各种罕见的酒水提供。

 +1 415 398 2827  www.rickhousebar.com  info@rickhousebar.com  246 Kearny Street, 旧金山
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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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Cocktailmarler   

魔鬼英亩酒吧 

"汤力免疫!"

步入这个药房主题的酒吧和尝试一些意想不到的最为奇异和美味的鸡尾酒。
"魔鬼英亩" 是用来描述在1880年代危险的旧金山社区和酒吧的名字也是用来
致敬古董制药装饰。1880年代的酒水菜单配方加上独特的原创内容。酒吧增
添了药剂师主题,酒吧可以购买混合的八个"配料,"
像草药等,等同于"舒压剂" 或者一个"汤力免疫水"
宾客可以通过酒吧门后的楼梯,找到去隐藏的地下酒吧。

 +1 415 766 4363  thedevilsacre.com/  info@thedevilsacre.com  256 Columbus Avenue,
旧金山 CA

 by Edsel L   

罗摩洛酒吧 

"独特的远离尘嚣之处"

就好像是这个地方要保密。坐落在北海滩一个小巷子里,黑暗中,超级时尚夜
总会吸引一些游客和知情的当地人。如果相应菜单栏的食物很好吃,价格有点
贵也是非常合理，饮料非常好喝。这个地方是个来场浪漫邂逅的好地方，也
是与亲密好友共度美好夜晚的好去处。

 +1 415 398 1359  www.15romolo.com/  bar@15romolo.com  15 Romolo Place, Between
Broadway and Fresno Stre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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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Public Domain   

阿拉穆克酒吧 

"时尚的地下酒吧"

有着美国南部特有装饰风格的阿拉穆克酒吧不同于上海特地区的其他当地酒
吧，马尼奥利亚 布罗利，酒吧的创建者，只允许阿拉穆克为它的客人提供精
致的高档食物，改良的传统鸡尾酒以及来自世界各地的啤酒。还有最值得推
荐的是这里有一些当地独特的啤酒品牌。昏暗灯光和暧昧的氛围让阿拉穆克
具有了现代地下酒吧的感觉，是海特地区不可错过的地方。

 +1 415 666 0822  alembic@booksmith.com  1725 Haight Street, Between Cole
Street and Shrader Street, 旧金山 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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