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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inted Ladies-Alamo 广场 

"最适合拍摄"

Painted Ladies其实是指一排正对着Steiner街公园美丽动人的维多利亚式房
屋。游客在三藩市市区经常都可以看到这些被油漆过的建筑奇迹。Alamo广场
公园就位于山顶，让游客可以一览这些建筑杰作的全景。Painted Ladies经
常都会出现在三藩市的相片和明信片上，同时也出现在电视连续剧Full
House的片头。

 +1 415 391 2000 (Tourist Information)  Steiner Street and Grove Street, Alamo Square, 旧金山
CA

 by Benson Kua   

联合广场 

"购物、餐饮，无穷体验"

早在20世纪初，联合广场就成为旧金山购物区的中心。在这条街上有很多大
品牌，如巴宝莉、安普里奥·阿玛尼、凯特·丝蓓。所以这条街当然也成了
很多人购买奢侈品的必到之地。如果你经过了一整天的扫货后感到有点累，
你可以到联合广场来充电。这里有各种各样的餐饮选择，从极尽时髦的到快
餐店都有。在广场中心，有一个露天市场。很多人都因为这里的艺术品、音
乐表演或假日装修等蜂拥而至。在这里的中心树立着一个1903年建的石碑和
一个维多利青铜雕塑。

 www.visitunionsquaresf.com/  info@visitunionsquaresf.com  333 Post Street, 旧金山 CA

 by Bobak Ha'Eri   

慈恩堂 

"新哥特式地标"

这座在诺布山山顶的让人难忘的新哥特式建筑就建于1906年地震后的夸克尔
大厦的遗址上。内部以彩色玻璃窗为主要特征，天蓝色、鲜红色和黄色为主
色调。壁画更向我们讲述着旧金山的历史和刻画了旧金山守护神圣方济‧亚西
西一生中的某些情景。大门上的镀金浮雕是根据基布尔提在佛罗伦斯圣若望
洗礼堂天堂之门 的原始模板刻出来的。这里还有室内和室外的迷宫。室外的
迷宫是由水磨石建成，而室内的迷宫则是由石灰石所建成。

 +1 415 749 6300  www.gracecathedral.org/  Info@gracecathedral.org  1100 California Street,
旧金山 CA

 by Janitors   

唐人街 

"昼夜不停"

唐人街是旧金山最繁华的地段之一。这里有众多的商铺、餐厅和各种生意。
这个充满活力又紧凑的社区让唐人街成为旧金山最热门的旅游目的地。所幸
的是，这里有很多小巷、安静的店铺和传统的餐厅，让你可以在一片繁闹中
找到放松的地方。你可以碰碰运气在这里上百间餐厅中选择其中一间，尤其
是那些供应点心的餐厅，因为他们可能是全市最好的。一些小草药店也不能
错过，因为你经常可以在这些店里找到特别的小饰品或艺术品。葛兰特大道
是唐人街中最老的一条街。

 +1 888 212 3203  www.sanfranciscochinato
wn.com/

 info@sanfranciscochinato
wn.com

 Chinatown, 旧金山 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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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Allie_Caulfield   

海特—阿希伯利 

"嬉皮士的心脏"

海特—阿希伯利是旧金山一个地区的名字，它是海特街和阿希伯利街的交叉
路口，人们一般把它叫做“嬉皮街”。它包括了从金门公园和橡树街到贝克
街和美景公园的范围。该地区因在20世纪60年代的嬉皮士运动中的角色而闻
名，也因为其浓厚的波西米亚氛围而吸引了众多游客。许多修复后的维多利
亚式房屋还为街道增添了绚丽的色彩。

 +1 415 391 2000 (Tourist Information)  Haight Street and Ashbury street, 旧金山 CA

 by 12019   

泛美金字塔 

"地标性的办公楼"

好比旧金山的城市天际线金门大桥，这座高达853英尺（260米）作为旧金山
最高的建筑物，也是众多旧金山最有影响力的企业总部。不幸的是,能够乘坐
电梯到达最顶楼已不再向公众开放。幸运的是,屋顶摄像机让游客"虚拟地观
赏" 大堂的美丽景观。楼层外面,还建有一个人造红杉公园，还建有一个绿色
水泥丛林中的绿洲。

 +1 415 983 5420  600 Montgomery Street, 旧金山 CA

 by latteda   

伦巴底街 

"弯弯曲曲"

这个风景如画的伦巴底街在一个路口里就有八个急转弯。转弯非常急速,如果
您是开车前进会非常缓慢。不过,奇怪的是,这条街正是1922年专门为汽车设
计的。 当时的设计理念是,这个设计将使他们更容易越过斜坡坡度的16%。这
条街交通非常阻塞，在夏季,伦巴底街通常都有长长的车龙。也就是说,沿着
这这条街漫步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程碑意义的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尤其是在
绣球花盛开在人行道两旁的时候特别美。

 Lombard Street, At Hyde Street, 旧金山 CA

 by Meriç Dağlı on Unsplash
   

渡轮大楼市场 

"海滨标志"

这个价值几百万美元的开发项目，丰富的活动非常适合家庭活动。这座奇楼
是由著名建筑师阿瑟·佩奇·布朗以美学艺术风格设计的 。与塞维利亚标志
性的吉拉尔达钟楼相似，这座建筑的钟楼是一个很受欢迎的地标性建筑，远
远就可以看到它。 游览这座历史悠久的渡轮大楼，逛逛古董店，在渡轮广场
海鲜餐厅欣赏海湾美景和品尝一碗杂烩，或在农贸市场购买有机农产品。欣
赏渡轮大楼成为海湾最受欢迎的娱乐项目、也是美食和娱乐最受欢迎之一的
景观。

 +1 415 983 8030  www.ferrybuildingmarket
place.com/

 info@ferrybuildingmarket
place.com

 1 Ferry Building, 旧金山
CA

 by Tony Webster from
Portland, Oregon, United
States   

Coit Tower 

"高高在上的景观"

一般人都会认为这座建筑就像是消防软管喷嘴一样。但这并不是事实，至少
在设计上来说。这座建筑是Lilly Hitchcock Coit的礼物，这个女继承人特
别热衷于三藩市的消防局，也使得这座建筑在三藩市这座充满奇特建筑的城
市中鹤立鸡群。当她在1932年去世的时候，她的遗嘱上标明了这部分钱是为
了在电报山上建造一座装饰艺术风格大楼以美化三藩市的。从这里看到的景
色是三藩市最美的景观之一，整个海湾区、两座大桥和马林岬都一览无遗。
建筑内的第一层楼有非常精致的壁画，在1933年竣工，展示了三藩市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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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注意的是搭乘这里的电梯去往大楼顶部是要收取一点费用的，而且大楼
在冬天的时候会比较早关闭。请浏览网站获取更多信息。

 +1 415 249 0995  sfrecpark.org/Facilities/Facilit
y/Details/Coit-Tower-290

 1 Telegraph Hill Boulevard, 旧金山
CA

 by Towerman86 at
en.wikipedia   

吉拉迪利广场 

"购物、餐饮与巧克力"

离开旧金山前，一定要在位于渔人码头附近，这个传说中的广场漫步，这个
广场以旧金山最初的巧克力制造商命名的。这里有一家面包店和几家餐馆，
当然，还有吉拉迪利冰淇淋店，你可以在那里品尝老式吉拉迪利圣代的美味
，或者买些甜食回来。
到了这里可以花点时间参观美术馆、礼品店、专卖店、鞋店和服装店。

 +1 415 775 5500  www.ghirardellisq.com  info@ghirardellisq.com  900 North Point Street,
旧金山 CA

 by trophygeek   

苏特罗双子塔 

"高耸入云"

苏特罗双子塔是旧金山第二高的点，它由2座高922英尺的小山组成。双子林
荫大道是唯一把两座山峰分开且通往山顶的道路。山上有许多无线电和电视
传送通信塔。苏特罗塔是在众多塔中最著名的一座，属旧金山消防署所有。
该塔向当地居民和消防站提供了水源。在海滩对面就能看见这座塔。

 +1 415 681 8850  www.sutrotower.com/  info@sutrotower.com  1 La Avanzada Street,
旧金山 CA

 by Dougtone   

渔人码头 

"旅游热点"

渔人码头是旧金山最受欢迎的旅游点。这里有一长排海鲜餐厅、街头小贩、
纪念品商店和美丽的海滨风景。渔人码头原来是一个钓鱼码头，虽然渔业也
发展到了今天，但该地区的焦点主要还是游客。渔人码头的停车位是有限的
，所以推荐旅客把车停在闹市区或乘坐缆车过来。如果您想参观马林郡，那
你可以乘坐渡轮。即使是在夏季，您也可以穿着舒适的鞋子和较厚的连衣裙
来这里游览，因为这里的海风还是让人感到有点寒冷的。要带上您的相机，
因为您将拍到迷人的景致。

 +1 415 391 2000 (Tourist
Information)

 www.fishermanswharf.org/  Kearny Street, 旧金山 CA

 by Peter K Burian   

39号码头 

"渔人码头购物景点"

这座旧金山地标以渔人码头为主设有最好购物商场和景点为特色。乘坐旋转
木马，人们观看或欣赏海湾美景。这里有超过25家独一无二的礼品店，出售
汽车、好莱坞和摇滚纪念品，以及世界旗帜、俄罗斯娃娃、收藏刀具、吊床
、风筝等。但是不仅如此。你会发现超过30多家商店，包括著名的Na Hoku 
，可以在这里购买服装，珠宝和玩具等。这是一个收集旧金山高端纪念品的
好地方。当你尽情购物和吃饭后，可以去著名的海狮观赏区，享受一次最佳
的拍照活动。39号码头吸引着当地人和游客，原因有很多，包括他们近一年
来提供的特别活动和景点非常适合全家老少参加，如2月下旬在39号码头两层
举行的郁金香节或11月的圣诞树灯会。

 +1 415 705 5500  www.pier39.com  info@pier39.com  Beach Street & The
Embarcadero, 旧金山 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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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derwiki   

艺术宫 

"希腊罗马宫"

艺术宫是1915年为了开幕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而临时兴建的，艺术宫和
剧院使这座城市充满魅力。原来的灰泥已逐步取代，组成了纪念碑的外观，
由码头的居民筹集资金，原本应该拆除的艺术宫在三藩市居民的反对下而得
以保存下来。毗邻的水塘有天鹅在嬉戏戏水，游玩自高耸的赭色柱廊和刻有
半人马和勇士组成的宏伟穹顶上。漫步在穹顶内，你会发现不可思议的音响
效果，还可以在公园的长凳上享受野餐，欣赏这如宝石般无与伦比的美景。

 +1 415 563 6504  www.palaceoffinearts.org/  3301 Lyon Street, 旧金山 CA

 by Eric Kilby   

三藩市-奥克兰海湾大桥 

"高雅的地标"

虽然这座桥并没有连接三藩市和北面马林县的金门大桥那么出名，但这座双
层的三藩市-奥克兰海湾大桥却同样是一个工程技术上的杰作。这座大桥就是
有一种特有的魅力，尤其是晚上，当几里路的灯都亮起来衬托出桥梁的高雅
形状，而钢索则犹如蜘蛛网一样。另一个更独特的地方就是这座桥的工程历
史，在经历了1989年洛马普里埃塔地震后，只经过了一个月的维修，这座大
桥就又重新开通了。现在这座桥正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抗震加固工程，以确保1
989年的意外不会再发生。

 +1 510 286 7167  mtc.ca.gov/operations/programs-p
rojects/bridges/san-francisco-
oakland-bay-bridge

 Highway 80, 旧金山 CA

 by BKD   

恶魔岛 

"传说中的岩石岛"

距旧金山海岸仅1.25英里（2.01公里），恶魔岛拥有一段迷人的历史，远远
超出了1934年至1963年作为联邦监狱的历史；它也是西海岸最古老的在营灯
塔、历史军事要塞遗迹和鸟类保护区的所在地。虽然恶魔岛在旧金山的视线
范围内，恶魔岛与外界隔绝，被海湾冰冷的海水包围，但险恶的水流几乎无
法逃离。这一事实使恶魔岛成为一个合适监狱选择，目的是囚禁一些最臭名
昭著的罪犯，包括阿尔卡彭，罗伯特富兰克林斯特劳德和阿尔文卡尔皮斯。 
1969年是恶魔岛历史上另还发生了另一件有趣的事情，当时印地安人占领做
为发展民族自觉运动的政治据点时长19个月，至今仍能在岛上看到历史的痕
迹。在这种动荡的环境中，促使当地动植物繁衍生机勃勃，创造了适合微生
物生活的环境，监狱的遗骸矗立在岩石池塘、崎岖海岸和茂密植物形成了鲜
明的对比。恶魔岛现在也是一处旅游景点，是旧金山最受欢迎的景点之一，
有自助导游和旅游团，深入了解整个岛的过去特别是监狱风云故事。

 +1 415 561 4900  www.nps.gov/alca/index.htm  Alcatraz Is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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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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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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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Maarten van den Heuvel
on Unsplash   

金门大桥 

"通往海湾的大门"

金门大桥被美国土木工程师学会命名为现代世界的奇迹之一，横跨连接旧金
山湾和太平洋的同名海峡。这座桥由约瑟夫·施特劳斯、欧文·莫罗和查尔
斯·埃利斯设计，于1937年建成，是世界上最长的悬索桥，桥长达4200英尺
（1280米），非常令人印象深刻。这座桥却不是金色，而是一个令人吃惊的
橘色，装饰艺术风格的塔楼在浓雾中若隐若现，大雾常常使海湾陷入泥沼；
这一景象已经成为旧金山市的象征。这座桥横跨旧金山和马林市的跨海大桥
，方便两岸来往，两边的风景点都可以看到金门令人惊叹的景色，而这座桥
本身也可以看到海湾无与伦比的景色。

 +1 415 921 5858  www.goldengate.org/  bridgecomments@goldengat
e.org

 Highway 101, 旧金山 CA

 by Xaven   

苏特罗大浴场 

"令人印象深刻的废墟"

苏特罗大浴场于19世纪晚期建造。它是一个大游泳池，是旧金山前市长阿道
普·苏特罗的私人财产。它有7个不同的泳池，其中一个是新鲜的淡水池，其
他的是咸水池，而温度各不相同。在悬崖之屋下，一个小型的海湾被巨型铁
块、玻璃和水泥结构所填满。浴场的运营成本很高，因此，它最终于1966年
关闭并被毁坏，只留下了一座废墟。苏特罗大浴场的遗址向游客开放，它也
是一个洞穴，您可以在里面看到蝙蝠。

 +1 415 561 4323 (Tourist
Information)

 www.sutrobaths.com/  1004 Point Lobos Avenue, USS San
Francisco Memorial, 旧金山 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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