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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Ruth Hartnup   

戴维斯交响音乐厅 

"路易斯给这座城市的礼物"

圆柱形的音乐厅墙上嵌着镜子和玻璃，闪闪发光，可以容乃2743名听众，声
乐效果非常出色。如果有人说与古典的旧金山战争纪念馆 & 表演艺术中心, 
相比，极简主义的戴维斯交响乐厅会相形见绌，没有关系。就像交响乐本身
奏响时一样，舞台后面隐藏的9000根Ruffati风琴管会证明自己。

 +1 415 864 6000  www.sfwmpac.org/davies-symphony-
hall

 201 Van Ness Avenue, War Memorial &
Performing Arts Center, 旧金山 CA

 by Sharon Hahn Darlin   

战争纪念歌剧院 

"湾区的传统戏曲"

自1923年以来，旧金山歌剧院推出了几位备受尊敬的艺术家的表演，包括玛
丽·科利尔，指挥西尔维奥·瓦尔维索和导演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战
争纪念歌剧院由加埃塔诺·梅罗洛（Gaetano Merolo）创立，自1932年以来
一直是歌剧院的所在地。战争纪念歌剧院仅在歌剧季节开放。音乐会在秋季
开幕之后的星期天举行。旧金山歌剧院是北美第二大歌剧公司。歌剧的使命
是丰富，创新，创新，领导和呈现国际最高品质的歌剧表演。

 +1 415 864 3330  www.sfopera.com/  webmaster@sfopera.com  301 Van Ness Avenue, War
Memorial & Performing Arts
Center, 旧金山 CA

 by LoggaWiggler   

大众工程 

"给大众想要的一切"

大众工程工程在旧金山繁华的米慎区里，占据着一个绝佳的位置，是一个有
着大项目且非营利的公共空间，这正是人们所需要的。这是个可供艺术家们
会面和工作的绝好地方，他们还可以在画廊举办展览。社区活动如慈善晚会
和节日庆祝，经常在内部酒吧举行，氛围轻松悠闲。大众工程都是关于旧金
山的地下活动。

 +1 415 932 0955  publicsf.com/  info@publicsf.com  161 Erie Street, Off
Mission Street between
Duboce & 14th Street,
旧金山 CA

 by mrjonathanpotter   

The Lost Church 

"亲密的会所"

虽然这里并不大，但却聚集了多种艺术品。这里并不限制于某种特定的艺术
形式，包括各种艺术设施，戏剧、电影、现场音乐等。更有趣的是，这座建
筑可以作为各种不同的场地，从艺廊、排练场到工作室都可以，而这座建筑
的历史与这里举办的活动一样多彩。顾客还可以租用这里来录制唱片、举行
聚会和表演等。请浏览网站或致电查询更多细节。

 +1 415 437 0593  thelostchurch.com/  JANITOR@THELOSTCHURCH.CO
M

 65 Capp Street, 旧金山 CA

https://www.flickr.com/photos/ruthanddave/28506350500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2.0/
https://cityseeker.com/zh/san-francisco/213741-戴维斯交响音乐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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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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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pixabay.com/service/license/
https://cityseeker.com/zh/san-francisco/676147-大众工程
http://www.flickr.com/photos/mrjonathanpotter/8488858001/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a/2.0/
https://cityseeker.com/zh/san-francisco/728516-the-lost-church


 by Daniel Means   

大美国音乐厅 

"预约最流行的乐队"

提前预订表演门票，因为尽管这个地方很大，但售罄的事还是挺平常的。任
何年龄的人都可以在历史悠久的地方享受音乐。因为这里的表演者跨越着多
个领域，无论是朋克还是乡村音乐，无论是出名的还是尚待发掘的，无论是
本土的还是国外的。乔纳森里奇曼、尼克洛、伯斯霍格，博尼斯、肮脏炸弹
都只是在这个神圣舞台上表演过的众多乐队之一。从座位、桌子，到阳台座
位或者与舞台等高的铺设以巴巴里海岸时期的金红色天鹅绒的舞池上看。对
于一些好的演唱会，食物和饮料都是必不可少的，还要准备好应付一大群听
众。

 +1 415 885 0750  www.slimspresents.com/g
reat-american-music-
hall/

 info@gamh.com  859 O'Farrell Street,
旧金山 CA

 by BrokenSphere   

圣丹斯歌舞伎影院 

"电影狂热者的最爱"

这家位于菲尔莫尔,附近的影城拥有八块屏幕。除了一个良好的光影体验之外
，您还可以在这里的酒吧坐一坐，或是在点心摊吃点爆米花，喝点苏打饮料
来放松一下。

 +1 415 346 3243  www.sundancecinemas.com
/kabuki_showtimes.html

 info@sundancecinemas.com  1881 Post Street at
Fillmore, 旧金山 CA

 by thezenderagenda.com   

独立音乐厅 

"聆听伟大音乐的自由"

独立音乐厅是圣弗朗西斯哥的高级音乐厅之一。作为毗邻阿拉莫广场的一个
中型场馆，独立音乐厅为许多著名演员举办过表演，比如丹尼布朗，凯瑟琳
爱德华，融化香蕉乐队，流浪者乐队，也有重量级演出，比如绿日乐队和凤
凰。坐区需入场券，而战区只有少部分先到先得的座位。通常演出开始前45
分钟开场。

 +1 415 771 1421  www.theindependentsf.co
m/

 info@theindependentsf.co
m

 628 Divisadero Street,
旧金山 CA

 by total13   

菲尔摩尔 

"宫廷之乐"

作为建筑中的一件瑰宝，菲尔摩尔本身就值得你去一趟，无论是什么乐队在
这里表演。站在历史悠久的舞台旁边的主厅，望着以雕刻和金光闪闪的壁画
作装饰的天花板，还有音响中播放着激荡人心的音乐。当然，你也可以选择
宁静的阳台，安坐在天鹅绒沙发上，细啜着鸡尾酒和享用薯条。代表着各个
在这里表演过的乐队的海报，向我们讲述着美国的音乐发展史。不一定每场
表演都接受信用卡付款。如若查询有关演唱会日程、在线订票和更多休息，
请参见网站。

 +1 415 346 6000  www.thefillmore.com/  1805 Geary Boulevard, At Fillmore
Street, 旧金山 CA

 by Benson Kua   

卡斯特罗剧院 

"魔法般的电影宫殿"

建于1922年，卡斯特罗剧院是三藩市唯一一家保留至今的电影宫。当不举行
电影节的时候，这家拥有1550个座位的剧院则会经常播放经典电影。想要观
看绿野仙踪的话，那到这里来就最好不过了。室内的装修也展示了当年的奢
华高雅，如红绒布座椅和墙壁，同时还有各种精致的石膏和壁画细节。充满
梦幻气息的天花板上挂着装饰艺术的大吊灯，与贝都因帐幕相得益彰。在晚
上的表演中场还会有一个硕大的沃利策风琴演奏，为剧院增添了几分复古情
调。请浏览网站查询表演时间、活动日程表、票务信息等。这里的售票处只
接受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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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415 621 6120  www.castrotheatre.com/  429 Castro Street, 旧金山 CA

 by Simone Da'Silva 

山底下酒店 

"顶尖演唱会场地"

在山底下，只要一张门票，你就可以享受全晚五场乐队表演的其中三场。音
乐种类多样，所以无论你喜欢什么音乐，什么时候去，你总会找到你喜欢的
包括了旧金山特别流行的音乐队。只是在山底下圣洁舞台上表演过的众多顶
尖乐队中的其中几个。在某些晚上，你更可以尽情享受应有尽有的烧烤、饮
料和免费台球。当适合各个年龄阶段的表演上台的时候，那些年轻的乐迷还
可以与其他大小孩一起摇滚。

 +1 415 621 4455  www.bottomofthehill.com
/

 email@bottomofthehill.co
m

 1233 17th Street, 17th at
Missouri, 旧金山 CA

 by brianc   

好彩保龄球室 

"在港湾打保龄球"

这家时尚保龄球馆的分公司终于在旧金山开设了。位于索玛的好彩撞击提供
了先进的保龄球道12州，许多巨大的投影屏幕，一个40英尺的酒吧和私人宴
会室。如果你在打球时想吃一个汉堡或喝一瓶啤酒，好彩撞击也会提供大量
的饮料和食物。

 +1 415 400 8260  www.bowlluckystrike.com
/locations/california/sa
n-francisco/

 info@bowlluckystrike.com  200 King Street, 旧金山 CA

 by Port of San Francisco 

AT&T球场 

"巨人队之家"

名字虽然不同，但游戏还是一样。前身是太平洋贝尔球场和SBC球场、 AT&T
球场是第一个在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中由私人集资的球场，除了1962年落成
的道奇球场外。旧金山巨人队的这个新家以大门前树立着的美国最伟大的球
员威利梅斯的九尺高的雕塑为标志。这个球场一直延伸至麦克考维湾（以另
一个威利名人堂命名）；还有一个高达80尺（24米）的可口可乐瓶子模型和
滑梯。球场左边AT&T球场迷你模型现在已经成为大人小孩的心爱玩物。而这
里便捷的交通使这里是世界其他体育场所不能匹敌的。

 +1 415 972 2000  sanfrancisco.giants.mlb.com/sf/b
allpark/index.jsp

 24 Willie Mays Plaza, 旧金山 CA

 by Own work   

俱乐部Fugazi 

"着名戏剧的地点"

Fugazi俱乐部以举办长期的沙滩毯子巴比伦而闻名，这是一个关于白雪公主
的故事，带有对城市生活的评论。由于严格执行成年人的饮酒政策，除了某
些未成年人，您不会在周围找到孩子。这个地方远离骚乱，气氛轻松友好。

 +1 415 421 4222  beachblanketbabylon.com/  678 Beach Blanket Babylon
Boulevard, 旧金山 CA

 by Ragesoss   

科布喜剧俱乐部 

"捧腹大笑的表演"

科布喜剧俱乐部坐落在渔人码头,的院子，每晚都有阵容强大的优质喜剧演员
。不论游客还是当地人都会来这里笑到掉泪。星期三的3小时"表演"有14个喜
剧演员，都是为人熟知的演员。之前的表演者包括罗宾威廉姆斯，吉利塞英
费德，罗卜斯内德尔和凯西格里芬。一场演出和两杯酒的最低消费价格可能
不便宜，但您真能给欢乐和笑声标价吗？

 +1 415 928 4320  www.cobbscomedyclub.com
/

 boxoffice@cobbscomedy.co
m

 915 Columbus Avenue,
旧金山 CA

https://www.facebook.com/Simone.DaSilva.Photogra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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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flickr.com/photos/cantoni/8663232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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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Steve_Silver_bust_at_Club_Fugazi.jpg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a/3.0/
https://cityseeker.com/zh/san-francisco/333560-俱乐部fugazi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Cobb%27s_Comedy_Club_entrance,_2017-02-10.jpg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a/4.0/
https://cityseeker.com/zh/san-francisco/6622-科布喜剧俱乐部


 by Mario+RM   

Bimbo's 365 俱乐部 

"怀旧演唱会会场"

Bimbo's 365 俱乐部内部奢华怀旧的装潢，为所有在这里舞台上的表演都增
色不少，无论是在进行世界巡回演出的大牌明星，还是本土小有名气的歌手
。过去在这里表演过的明星包括底特律眼镜蛇、乔·斯宾塞布鲁斯大爆炸、
他们可能是巨人、艾·美曼和烈焰红唇。每周的美国摇摆舞晚更是使得舞池
挤满了查尔斯顿舞式的佐特装，与Bimbo在1931年开张时的豪华红绒窗帘相得
益彰。

 +1 415 474 0365  www.bimbos365club.com/  events@bimbos365club.com  1025 Columbus Avenue,
旧金山 CA

 by Fido Factor   

奶牛宫殿 

"大国家竞技场"

奶牛宫殿是旧金山一座举办各种体育比赛的竞技场。成百上千的人蜂拥而至
，他们来到大国家竞技场，这里有大狄更斯圣诞市场、地区拉拉队锦标赛、
旧金山改装高速汽车和摩托车表演、哈林篮球队、训狗表演、枪支表演、冰
上迪斯尼、旧金山花卉和花园展等。

 +1 415 404 4111  www.cowpalace.com/  2600 Geneva Avenue, Daly City CA

加入我们:

cityseeker.com

条款及条件  |   隐私政策  |   应用程序接口  |   联系我们  |   版权 2021 CITYSEEKER

Powered by TCPDF (www.tcpdf.org)

https://www.flickr.com/photos/mariorm/34625840191/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a/2.0/
https://cityseeker.com/zh/san-francisco/8806-bimbo-s-365-俱乐部
http://www.flickr.com/photos/fidofactor/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a/2.0/
https://cityseeker.com/zh/san-francisco/330587-奶牛宫殿
http://cityseeker.com
https://cityseeker.com/doc/wCities - Terms of Service 2012.doc
https://cityseeker.com/doc/wCities-Privacy_Policy.doc
http://wcities.com/
https://cityseeker.com/san-francisco/about-us
http://www.tcpdf.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