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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edwardhblake   

旧金山爵士音乐中心 

"爵士乐爱好者的天堂"

这个音乐中心以多样化的专业艺术家和来自世界各地乐队的表演为特色，旧
金山爵士音乐中心是旧金山现代音乐会场地。位于落街和富兰克林街的角落
，音乐中心设有灵活的 Robert N. Miner礼堂，能容纳最多700名观众，还有
一个较小的80座的排练室和一间咖啡馆。礼堂里配备最新的设施，观众可以
坐下来放松一下，欣赏舞台上的表演。

 +1 866 920 5299 (Tickets)  www.sfjazz.org/visit/  info@sfjazz.org  201 Franklin Street,
旧金山 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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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Photo: Andreas Praefcke
   

The Warfield 

"历史悠久的音乐厅"

位于三藩市最繁华的商业街上，这里每天都有各种乐队表演。从Brian Setze
r到Ministry，很多著名乐队都曾经在这家历史悠久的音乐厅内表演过。这座
保存良好的维多利亚式音乐厅内天花板与墙上的维多利亚式装饰更是让人陶
醉。请浏览网站查询完备的节目演出表。

 +1 415 345 0900  thewarfieldtheatre.com/  dcronis@aeglive.com  982 Market Street, 旧金山
CA

 by Roger Siegel (aka
Gurudas)   

摄政中心的宴会厅 

"多用途宴会厅"

这是一个位于摄政中心 的多功能活动宴会大厅。宴会厅地点是一个多功能及
精致的内饰结合。华丽的吊灯和金灿灿的实木地板使整个宴会厅看起来华丽
大方。宴会大厅占地6000平方米，先进齐全的设备,同时是社交聚会,私人派
对和其他活动的场地。

 +1 415 673 5716  www.theregencyballroom.com/  1300 Van Ness Avenue, Regency
Center, 旧金山 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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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Pexels   

小教堂 

"独特的可以通宵跳舞的场馆"

音乐爱好者寻找一个独特场地时应该没有比小教堂——即旧金山最钟爱的民
谣、兰草音乐、独立摇滚（其他流派之一）的景点之一。该建筑建于1914年
，而它最初是一个有名的太平间。很长一段时间内它都被用作太平间，现在
该建设已经成了一个充满趣味的高科技音乐场所，有一个夹层，并设有太平
间的教堂原来的40英尺高的拱形天花板。大楼内还舍友会所的姊妹成员——
维斯特瑞酒店，深夜食堂和令人喜爱的早午餐点总是能吸引大量人群。

 +1 415 551 5157  www.thechapelsf.com/  info@thechapelsf.com  777 Valencia Stre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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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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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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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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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415 474 0365  www.bimbos365club.com/  events@bimbos365club.com  1025 Columbus Avenue,
旧金山 CA

 by fabola   

斯威特沃特音乐厅 

"更多音乐！"

斯威特沃特音乐厅在2007年关闭翻新后，2012年重新开放。这个流行音乐厅
有像 邦尼·瑞特(Bonnie Raitt), 卡洛斯·山塔那(Carlos Santana)或者其
他的艺术家的舞台演出。改造后的音乐厅是一个奢华的娱乐场所，有淡淡的
旧时代的魅力。除了扣人心弦的音乐，斯威特沃特供应的美味佳肴和现场咖
啡馆多样的酒也很出名。主厨从农场到餐桌的方法保证了只使用新鲜的当地
食材，这样能够为给食物增添特殊的风味。美妙的音乐，美味的食物，你还
想要什么？

 +1 415 388 3850  sweetwatermusichall.com
/

 info@swmh.com  19 Corte Madera Avenue,
Mill Valley 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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