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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lores公园 

"三藩市的市区休闲区"

Dolores公园是三藩市的一个主要热点，是很多居民聚会见面的地方。虽然并
不是很大，但这里却以其美丽的景色吸引了不少游客和居民。这里的休闲设
施包括几个网球场、篮球场、两个足球场和一个儿童游乐场。公园的很大一
部分都被用作举行特别活动，如电影等。这里周边还有众多三藩市的著名餐
厅，如Delfina, Pizzeria Delfina和Tartine 面包店。在这里的Bi-Rite Cr
eamery里面品尝一些雪糕也是不错的选择。公园周六经常都会举办活动，而
周末通常都会比较拥挤。由于公园的所在地，这里几乎每天都是晴天，只是
有时会有大雾天气。无论是在Dog海滩、Hipster海滩、Speedo Ridge坐坐，
还是到游乐场或网球场上运动一下，Dolores公园都会确保游客有一个难忘的
旅程。

 +1 415 831 2700 (City Park
Council)

 sfrecpark.org/892/Mission-
Dolores-Park

 19th Street and Dolores Street,
旧金山 CA

 by David Paul Ohmer   

华盛顿广场公园 

"满足眼球的盛宴"

想在青翠的绿道上漫步?又或者想要在一片绿油油的草地上放松?与家人和朋
友来华盛顿广场公园走走放松一下。也可以在那里遛遛狗，与朋友聚会，举
办小型野餐或者来感受一下这里的怡人气氛。北海滩爵士音乐节举办的时候
，整个公园都活跃起来了。这个公园是游客享受慵懒时光的理想去处。

 +1 415 831 2700 (City Park
Council)

 sfrecpark.org/902/Washington-
Square

 Filbert Street and Stockton Street,
旧金山 CA

 by Luis Villa del Campo   

温室花房 

"欢迎来到丛林"

温室花房坐落在金门公园,它能把你从都市带到热带雨林，而且没有外来动物
。在温室里的5个陈列室包括低地热带区、植物标本区、水栖植物区、高低热
带区和一个独特的不断变化的展览。温室花房在它独特的环境下展出植物和
花朵，可以提供学校参观，也可以用于公司庆典和婚礼租用。这个鲜花展览
是所有热爱自然和园艺之人不可错过的。

 +1 415 831 2090  www.conservatoryofflowe
rs.org/

 info@sfcof.org  100 John F Kennedy Drive,
Golden Gate P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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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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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Something Original
(talk)   

克里西菲尔德公园 

"传奇公园"

这一历史性的海滨公园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印第安欧隆尼族，这个族群是旧金
山要塞历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克里西菲尔德公园与当地的居民如印第安人,
西班牙殖民者和美国军队在这些年来,经历了无数的改变。如今这个海湾城市
再次变成了一个休闲娱乐场所。儿童游泳中心,攀岩,咖啡馆,运动装备商店和
称为旧军营之家的其他商贸企业。这个公园还有行人绿道,有着郁郁葱葱的草
和野餐桌。从公园一看欣赏到的金门的美丽景观,内河码头和北海滩让这个多
元化的公园更加完善。

 +1 415 561 5300 (Tourist
Information)

 www.presidio.gov/places/crissy-
field

 1199 East Beach, Presidio of San
Francisco, 旧金山 CA

 by wwward0   

日本茶道公园 

"浅尝日本文化"

位于金门公园内，这个花园是建筑艺术的奇葩。这个传统日本花园面积达五
英亩，其中有一些小径引领你去一些日式小塔、一个佛教纪念碑和一个小型
瀑布，还有一个让小孩也欣喜的精致小拱桥。日式茶屋就在小池塘上面。品
尝日本茶的时候还可以观赏池中锦鲤。在春天，茶屋外还会布满垂下的紫藤
，就像一片绿色的瀑布一样。而礼品店的纪念品也很有日本特色。

 +1 415 752 1171  japaneseteagardensf.com
/

 jtgsfoffice@att.net  75 Hagiwara Tea Garden
Drive, Golden Gate Park,
旧金山 CA

 by sw77   

旧金山要塞 

"古老的户外公园"

旧金山的要塞是最好和最古老的公园。要塞的认为与国家公园管理局寻求保
护的文化遗产和当地建筑能为当地人和游客提供丰盛的休闲的场所。公园本
身由几个军事基地改造。景点如由艺术家安迪戈兹沃西（ Andy Goldsworthy
）建造的"尖塔"和其他独特的景点甚至让公园出现一些电视节目和电影中。
要塞是一个极好的旅游目的地。最适合全家一同旅行，而这个公园也会提供
了许多旅游项目让您得到更好的体验。公园全年开放,并且免入园费也是吸引
游人的一大特色。

 +1 415 561 4323  www.nps.gov/prsf/index.htm  103 Montgomery Stre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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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dnx   

烛台岬州立休闲区 

"钓鱼港口与滑浪风帆运动"

这个国家公园,位于海岸线烛台公园的旧址,提供各种户外活动。除了旧金山
湾的壮丽景观,公园还有野餐和烧烤设施、运动绿道和两旁种满加州罂粟的自
行车车道。公园还有两个码头和清洗鱼设施可供钓鱼。风弦琴山（Windharp 
Hill）,包括永久性金属风铃和竖琴,这也是游客知道烛台点的原因。公园很
受欢迎风帆冲浪运动者的欢迎(大风,小波),虽然如此，但并不建议初学者到
此进行滑浪风帆运动。

 +1 415 671 0145 (Tourist
Information)

 www.parks.ca.gov/?page_id=519  500 Hunters Point Expressway,
旧金山 CA

 by Taras Bobrovytsky   

天使岛州立公园 

"位于海湾区的州立公园"

这个岛屿对亚洲移民的意义就相当于埃利斯岛之于欧洲移民一样。自愿导游
会带领旅行团参观这个岛屿上的历史遗迹，包括移民拘留所和麦克道威堡。
在拘留区域，你可以看到当时等待申请认可或遣返的移民所留下的涂鸦。占
地740英亩（300公顷）的岛上还有为骑自行车的人士和登山者开辟的道路。
人们在这里可以看到绝伦的海湾景色和一些原住鹿。只要获得允许，游客还
可以在这里露营。渡轮服务会根据季节的变化而变化。而从包威尔和市场大
街出发的，以维多利亚公园为终点站的包威尔海德线缆车是旧金山最历史悠
久的缆车线。

 +1 415 435 1915  www.parks.ca.gov/?page_
id=468

 tours.angelisland@parks.
ca.gov

 Fire Road, Angel Island,
Tiburon CA

 by jeffgunn   

穆尔红木林纪念地 

"红树林避难所"

走进塔玛佩斯山的这些原始森林里就仿佛是时光倒流。在这里，某些高耸的
红树已经有两千多年历史。公园里已为休闲的散步者和一心想要在这560英亩
（227公顷）的国家公园中挑战自己的登山者开辟了小径。此外还有宽阔的大
路给其他游客。但这里并不允许宠物进入，也不允许游客在这里吸烟。但我
们建议你带上毛衣或轻薄的外套。这里的停车位不多。而最佳游览时间则是
清晨和傍晚。

 +1 415 561 2850  www.nps.gov/muwo/index.htm  Deer Park Fire Road, Mill Valley 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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