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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rthbody 

"振兴和振兴"

地球是一个放松和复兴的绿洲，靠近繁忙的海特街。作为城市中最受欢迎的
日间水疗中心之一，Earthbody是您寻找一些放松的呵护的地方。随着问题集
中的按摩疗法，Earthbody还提供一系列美容和护肤，如面部护理，身体裹敷
和抛光等等。对于这些出色的服务，水疗中心使用同名的手工制作的100％有
机化妆品品牌。但是，忠实的老主顾真正打动了他们的夫妻和母女二人组合
。投入和振兴你的身体，皮肤和灵魂 -
地球的经验丰富的专业人士确保你离开这个地方看，感觉你的最好的版本。

 +1 415 552 7200  www.earthbody.net/  spa@earthbody.net  534 Laguna Street, 旧金山
CA

 by Josh Gordon on Unsplash
   

猫猫俱乐部 

"猫来跳舞？"

如果你想要发掘旧金山的精神，那你就一定要来这间一应俱全、位于SoMa区
的夜总会。无论你是朋克乐迷，还是穿着马球衣服的雅皮士，都无任欢迎。
每天晚上的主题都有所不同，可能是1980年代的地下音乐，也可能是# 新浪
潮乐派，也可能是俄罗斯音乐。每个月的第二和第四个周五晚上，夜总会都
会特别向同性恋者晚会。在夜总会里面，红色的灯光使这里更加性感撩人。
人造皮革的长椅、银制戈戈舞笼、超大型镜子都为这里增添了几分情趣和活
力。这也使得这个夜总会成为旧金山的标志之一。

 +1 415 703 8965  www.sfcatclub.com/  1190 Folsom Street, At 8th Street,
旧金山 CA

 by nosheep   

歌舞伎温泉水疗馆 

"全身心的放松之旅"

让您的身心在歌舞伎温泉水疗馆来一次放松之旅吧！这间优雅的日式水疗中
心竭诚为您提供传统的日本浴、按摩、针灸、日式按摩等服务。在这里您可
以尝试各种有趣的身体治疗，像是爪哇lulur按摩，生姜身体按摩或美体。当
然，有机脸部疗程也是必不可少的。如果您想体验焕然一新的感觉，就可以
选择重获生机套餐或是容光焕发套餐。歌舞伎温泉水疗馆让您在全身心的放
松之后，感受魅力四射的自己。

 +1 415 922 6000  www.kabukisprings.com/  info@kabukisprings.com  1750 Geary Boulevard,
Japan Center, 旧金山 CA

 by Public Domain   

帝国温泉 

"愈合水域"

这家韩式风格的水疗中心设有蒸汽浴室，红土桑拿浴室，淋浴设施以及最好
的热水和冷水按摩浴缸。身体磨砂和净化套装将让你的皮肤发光，感觉如同
前所未有的柔软，你步入豪华浴缸之一，感觉到你的压力消失。对于那些想
要离开浴缸的人，还可以使用Accupressure和反射疗法。

 +1 415 771 1114  stage.imperialdayspa.com/  1875 Geary Boulevard, 旧金山 CA

https://pixabay.com/photos/wellness-massage-relax-relaxing-589770/
https://pixabay.com/service/license/
https://cityseeker.com/zh/san-francisco/883114-earthbody
https://unsplash.com/@joshgordon?utm_source=eventseeker&utm_medium=referral
https://unsplash.com/?utm_source=eventseeker&utm_medium=referral
https://unsplash.com/license
https://cityseeker.com/zh/san-francisco/339169-猫猫俱乐部
https://pixabay.com/photos/foot-pedicure-spa-woman-feet-1885546/
https://pixabay.com/service/license/
https://cityseeker.com/zh/san-francisco/343809-歌舞伎温泉水疗馆
https://pixabay.com/en/body-cream-massage-care-gift-913908/
https://creativecommons.org/publicdomain/zero/1.0/deed.en
https://cityseeker.com/zh/san-francisco/911097-帝国温泉


 by Public Domain   

Remède水疗中心 

"综合美容美体中心"

如果快节奏的生活给了你太多的压力，就来圣瑞吉斯酒店. 40楼的Remède水
疗中心找回你的生活热情吧！水疗中心为你提供了多种服务，包括指甲美容
、美体、热蜡脱毛、美容，美体和按摩等等。舒服的淋浴之后，来一个精油
按摩或高温石疗程，保证您能够容光焕发，重获生机。

 +1 415 284 4060  remede.com/spa.html  125 3rd Street, St. Regis Hotel,
旧金山 CA

 by Public Domain   

妓女 

"城市俱乐部"

哈乐是一个完美的俱乐部后，劳累一天工作。在原来的印刷机上，装饰是混
合了乡村的旧设计和现代图案编织在一起。黑色，单色配色和绘画的广泛使
用进一步增加了它的优雅。您可以选择宁静的酒吧区或舞池;如果您打算在这
里举办派对，也可以重新安排座位空间。简而言之，妓女拥有一个理想的夜
总会，包括音乐，欢乐时光，贵宾区等等的一切。

 +1 415 244 4222  www.harlotsf.com/  Tables@Harlotsf.com  46 Minna Street, 旧金山 CA

 by Libertinus   

大殿俱乐部 

"与众不同的体验"

一说到排队时,你决不能错过大殿俱乐部。这个独特的地方颠覆了传统的爵士
乐。50000个LED灯点亮主舞池,DJ展位闪闪发亮,看起来俱乐部里所有的桌子
漂浮在舞动的人群之中。地下舞场的氛围与主舞厅相比较，55级低水平的未
舞台设计营造了未来的背景,提供了一个更轻松更容易拉近距离,。如果你正
在寻找一个现代的、好玩的地方去跳舞感受EDM电音,那就来大殿俱乐部吧。

 +1 415 978 9942  www2.templesf.com/  ben@templesf.com  540 Howard Street, 旧金山
CA

 by nnoeki   

蚕茧城市日间温泉 

"作为一只美丽的蝴蝶而出现"

在Cocoon Urban Day Spa的专家工作人员身上放松身心，用美容护理来抚慰
您的灵魂，这一定会给您带来如新的感觉。水疗中心本身就是城市喧嚣中宁
静祥和的绿洲，从踏入大门的那一刻起，就有一种无法抗拒的平静感。 Coco
on提供各种治疗和服务，包括从肉毒杆菌和拉蒂斯到按摩，修脚和晒黑等各
种服务。虽然水疗中心确实接受步入式客户，但强烈建议进行预约，因为水
疗中心一整天都很忙碌。

 +1 415 777 0100  www.cocoonurbandayspa.com/  330 1st Street, Second Floor,
旧金山 CA

 by mark.hogan   

Precita公园 

"有趣的家庭时间"

位于Folsom街上的Precita公园位于Mission District和Bernal Heights之间
，是一个美妙的阴凉天堂。美丽的公园设有几个长椅，游乐场，非常受邻近
学校的孩子欢迎。虽然不像邻近的多洛雷斯公园那么受欢迎，但它拥有家庭
中每个人都可以享受的低调有趣的一天。 Precita Park成立于1894年，目睹
许多有趣的小孩生日派对，狗训练和快速午餐，由邻近地区的工作人员津津
乐道。当你和家人一起在伯纳尔高地时，这是一个很好的停留。

 +1 415 831 2700 (City Park
Council)

 www.sfparksalliance.org/our-
parks/parks/precita-park

 3200 Folsom Street, 旧金山 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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禅水疗中心 

"好好放纵自己"

无论是令人享受面部护理还是让人精神焕发的健康项目，森水疗中心会让你
看起来更好更健康。环境清幽，周围苍翠繁茂，来到森水疗中心是眼睛的享
受。它会提供中国的治疗技术、水疗、护肤品、饮食顾问，还会教授身体排
毒和冥想。中心设施包括蒸汽房、暖房、圣园和提供饮品的茶园。森水疗中
心是个可以使健康得到全面提高的地方。

 +1 415 441 1777  www.senspa.com/  reception@senspa.com  1161 Gorgas Avenue, 旧金山
CA

 by Buddha Dog   

旧金山植物园 

"自然奇境"

这是一个位于金门公园 内现存的博物馆。这个植物园有着来自世界各地各种
罕见的和奇异的植物。来参观这个70英亩的花园并探索无穷无尽的绿道与鸭
子池塘,凉亭,草本植物,花,盛开 的树木和红杉,和较小的、专门的花园如芬
芳花园。这个植物园夜市一个教育中心,它提供了不同的园林、园艺学、植物
学和环境类的课程,还有为小孩和成人使用的园艺图书馆和书店。旧金山居民
可免费入场，非当地居民需缴纳小额费用。

 +1 415 661 1316  www.sfbg.org/  info@sfbg.org  1199 9th Avenue, 旧金山 CA

 by -Marlith-   

斯托湖 

"户外娱乐"

斯托湖位于旧金山著名的金门公园内，是一块休闲场所，内有人工瀑布。在
这里，你可以租脚踏船玩儿，进行野餐或者只来喂喂鸭子。不想玩水上活动
的宾客可以租自行车或旱冰鞋。在金门公园内骑行或滑旱冰，然后在里面的
小吃摊休憩，买些爆米花、热狗和冰淇淋吃。斯托湖是完美的家庭聚会地点
，也非常适合进行浪漫的约会。

 50 Stow Lake Drive, Golden Gate Park, 旧金山 CA

 by Rich Hay on Unsplash   

旧金山金门公园 

"广阔的绿色港湾"

19世纪末，加州第一州工程师威廉·哈蒙德·霍尔和他的助手，苏格兰人约
翰·麦克拉伦，把1000多英亩（405公顷）的沙丘改造成了市中心一个全美面
积最广阔的公园人工公园，命名为金门公园。从斯坦亚街到太平洋有50多个
街区，郁郁葱葱的街景有许多供步行、慢跑、骑自行车和骑马的小径，旁边
还有高尔夫球场、保龄球场、有划艇的湖泊、足球场和棒球场。从日本庭园
和暖房，到加州科学院和迪扬美术馆，广硕的金门公园是由十多座各具魅力
的科学或文化小公园所组成。金门公园还有几个游乐园，古雅的旋转木马，
水族馆，水牛牧场还有一个户外活动区域，每年夏天都会在这里举行大型演
唱会。

 +1 415 831 2700  sfrecpark.org/770/Golden-Gate-
Park

 501 Stanyan Street, 旧金山 CA

 by Christian Mehlführer   

贝克海滩 

"在金门大桥景点的海滩"

从在金门大桥的南部开始延伸，这个半英里长的海滩曾经是旧金山要塞,的西
班牙从1776年到1997年的一个军事基地。自从这个军事基地退役后，海滩便
由国家公园管理局管理。游客可以在这个风景优美的海滩看到金门大桥
的全景，在海滩的最北端有一个裸体海滩。

 +1 415 561 4323 (Tourist
Information)

 www.nps.gov/prsf/planyourvisit/b
aker-beach.htm

 Battery Chamberlin Road, Presidio
of San Francisco, 旧金山 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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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滩 

"旧金山最大的海滩"

金门公园位于的西部，是旧金山最大的海滩。它从南部的芬斯顿堡一直延伸
到 ；悬崖屋& lt；/ >； 在北方。通常情况下，寒冷的风，雾和旧金山的低
气温不适合任何海滩活动（除非你足够幸运碰上天气炎热的一天）但游客只
是放风筝或者漫步欣赏海豹岩石和罗伯士角的美景。冒险者喜欢在这里冲浪
。在晚上海滩上还会有篝火，对公众开放；傍晚时会需要的。

 +1 415 561 4323  www.parksconservancy.org/parks/o
cean-beach

 Point Lobos Avenue/Great Highway,
旧金山 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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