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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洛莉雪天主堂 

"与教会区同名"

北加州最北边塞拉神父建造修的大教堂。而这座修道院是旧金山最历史悠久
的楼，可以追溯到1788年。走进去，里面有浓重的西班牙殖民下的旧金山的
味道，屋梁上都绕着牛皮。墓地里既有贵族后裔的坟墓，也有美国原住民的
坟墓。他们都是被征集去服务这个修道院的。博物馆里还展览艺术品和手抄
稿。

 +1 415 621 8203  www.missiondolores.org/  parish@missiondolores.or
g

 3321 16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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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lisa.rolle   

哈斯丽莲梭之屋 

"安妮女皇时代的维多利亚式房屋"

在这里会发现在旧金山对维多利亚房屋进行粉刷是一种新兴职业。这些带有
角塔和山形墙，就像姜红红绿绿的房屋外墙都是统一的灰色调。在这些大屋
里还是让人感觉就像1886年到1972年时期的家庭房屋一样，里面的房子都有
名贵的镶木，有浮雕花纹的墙纸，还有大理石制的火炉。有导游的小团每20
或30分钟出发，每次大概需要一个小时。

 +1 415 441 3004  www.sfheritage.org/haas-
lilienthal-house/

 sadams@sfheritage.org  2007 Franklin Street,
旧金山 CA

 by Shaan Hurley   

诺布山区 

"城市全景"

诺布山上林立着旧金山众多的旅游景点，像联合广场, 缆车博物馆 和 渔人
码头。早在19世纪，诺布山就因为城市商业中心的地位而扮演着重要角色。
而利兰·斯坦福也因为这里的美景而将他的大厦建于此。在这里，你还可以
找到很多经典电影里的场景，像迷魂记和肮脏哈里。你也可以在
莫扎特咖啡店里细细喝咖啡。

 +1 415 391 2000 (Tourist Information)  Hyde Street, 旧金山 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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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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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415 391 2000  www.sanfranciscochinato
wn.com/

 info@sanfranciscochinato
wn.com

 Grant Avenue, 旧金山 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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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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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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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tination/telegr
aph-hill-pioneer-park/coit-tower/

 1 Telegraph Hill Boulev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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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RELB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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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urist
Information)

 www.nps.gov/prsf/index.htm  Presidio of San Francis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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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fo@alcatrazcruises.com  Alcatraz Is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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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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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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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int Lobos Aven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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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gel Island, Tiburon 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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