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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艺术博物馆 

"西半球最丰富的收藏"

亚洲艺术博物馆是西半球最大的博物馆。馆藏都是关于亚洲艺术，包括了将
近15，000见宝物，跨越了6000年历史，代表着亚洲的艺术文化。著名建筑师
盖奥兰第见证着这座建筑物戏剧式的转变。现座拥40，000平方尺的展览空间
，亚洲艺术博物馆可以更好地引领来自全球各种各样的观众去发掘独特的亚
洲艺术与文化中的物质、艺术和知性成就。请浏览网站以获取更多特别活动
的通知和其他信息。

 +1 415 581 3500  www.asianart.org/  pr@asianart.org  200 Larkin Street, 旧金山
CA

 by Fabrice Florin   

当代犹太博物馆 

"犹太人的艺术"

成建于1984年的当代犹太博物馆，以一种学者和艺术家的风范为我们呈献出
了对犹太精神和幻想空间的探索。博物馆通过反复思考全球性的观点，在文
化、历史和艺术各个方面为我们展现了现代观点和犹太人的愿景，这些全球
性的观点依赖于过去并且和当今的每个人息息相关。当年，世界著名的建筑
师丹尼尔·李伯金斯受任于该项目。63000平方英尺的博物馆欢迎任何背景的
朋友在这里邂逅，赞美或是探讨各种各样的艺术形式。

 +1 415 655 7800  www.thecjm.org  info@thecjm.org  736 Mission Street,
Between 3rd and 4th
Streets, 旧金山 CA

 by Jllm06   

非裔移民博物馆（MoAD） 

"在非洲以外"

通过各种各样的媒介，位于旧金山的非裔移民博物馆（MoAD）致力于展示出
非洲人民在世界范围内的活动。照片、艺术品、口述，所有这些都有利于建
立起对这一复杂人类现象的理解和认同。在这所博物馆内有着丰富的藏品，
包括实物展出的和线上展出的。

 +1 415 358 7200  www.moadsf.org  education@moadsf.org  685 Mission Street, At
Third Avenue, 旧金山 CA

 by fabola   

三藩市现代艺术博物馆(SFMOMA) 

"从毕加索到马修·巴尼"

旧金山现代艺术博物馆收藏了超过15,000件作品，其中包括4700幅绘画、雕
塑、纸质作品和9,000张摄影作品。博物馆始建于1995年，展览出亨利·马蒂
斯、理查德·迪本科恩、多萝西娅·兰格、保罗·克莱、辛迪·谢尔曼、马
修·巴尼和许多现代艺术家的作品。新址是一栋由瑞士名建筑师马里奥·博
塔（Mario Botta）所设计的现代化建筑，其标新立异的外形是一个标志性现
代建筑的经典。扩建工程于2016年竣工，SFMOMA现在拥有七层的艺术展览的
场地和令人惊艳的特点，包括公共客厅墙、雕塑花园和令人印象深刻的叶巴
贝那公园。

 +1 415 357 4000  www.sfmoma.org  visit@sfmoma.org  151 Third Street, 旧金山
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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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keith ellwood   

旧金山消防局博物馆 

"拜勇气可嘉"

旧金山消防局博物馆向我们展示了旧金山的消防历史。这个展览可以追溯至1
849年。在那个时期，每个家庭都必须有一个灌得满满的水桶以备急用。你还
可以找到各种不同的工作服、消防设施、消防车、抽水机和其他已经历史悠
久的消防设备。

 +1 415 558 3546  www.guardiansofthecity.org/sffd/
index.html

 655 Presidio Avenue, 旧金山 CA

Cartoon Art Museum 

"Cartoon Around"

The Cartoon Art Museum is the only museum of its kind in the
Western United States dedicated to the preservation of cartoons and
comic art. It holds a collection of over 6000 pieces of art
including animation cells and comic books and strips. Founded in
1984, the museum established a permanent home with support from
Peanuts creator, Charles Schulz. The museum hosts exhibits,
classes, and lectures for children and adults, and is home to a
library and bookstore. Works by Bud Fisher Mutt and Jef, George
Herriman Krazy Kat, and Schulz has highlighted the museum’s
permanent collection.

 +1 415 227 8666  www.cartoonart.org/  gallery@cartoonart.org  781 Beach Street, 旧金山
CA

 by Fabrice Florin from
Mill Valley, USA   

三藩市探索馆 

"科学的乐趣"

由物理学家Frank Oppenheimer在1969年创办，这家富有创意与互动性的博物
馆就在艺术宫后面。这座博物馆是专门为了展现艺术、科学与人类认知的魅
力而设的。这里有各种让游客动手操作的展示，揭开科学和语言的秘密，并
以简单和有趣的放肆和来展现各种理论。如果想要亲身尝试各种不同的实验
，那就到触觉穹顶，那里有各种不同的材料，让游客可以在黑暗中摸索。每
个周末这里更会举办各种主题奇特的讲座。每个月的第一个周三入场免费。

 +1 415 528 4444  www.exploratorium.edu/  visit@exploratorium.edu  Pier 15/17, 旧金山 CA

 by PeteBobb   

旧金山海运国家历史公园 

"航海历史"

博物馆位于 吉拉德里广场 ，设在一栋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船型建筑内，馆
内的照片和有趣的展品按照年代顺序陈列，介绍了航海历史。不过，这里真
正吸引人的是一些最近才修复的公共事业振兴署时期的壁画。这古老又鲜活
的艺术品一定会让参观者欣喜。公园里有各类景点让参观者消磨时间。游客
中心位于杰佛逊大街499号，海运博物馆位于海滩街900号。

 +1 415 447 5000  www.nps.gov/safr/index.htm  499 Jefferson Street, 旧金山 CA

机械博物馆 

"不花钱的博物馆"

你知道吗？这家博物馆不仅构造风格奇特，里面更是有许多稀奇古怪又有趣
的小玩意儿。由圣昆廷监狱的犯人亲手制作的牙签游乐园一定不能错过。带
上些四分之一美元的硬币，你就能在这里玩一些古董游戏了，包括一台微型
弹珠台。参观免费。

 +1 415 346 2000  www.museemechanique.org
/

 coad01@yahoo.com  Pier 45 Shed A, At the end
of Taylor Street, 旧金山 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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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archer10 (Dennis)   

加利福尼亚科学院 

"新奇，先进的科学世界"

位于旧金山金门公园，加州科学院是该市最大型的自然博物馆之一，并获得
了能源与环境设计领导层（LEED）颁发的白金认证。博物馆的特色是经过建
筑改装和扩建，馆内设有斯丹哈特水族馆，配有一个手动潮汐池和著名的鳄
鱼沼泽。其他吸引人的是全数位天文馆莫瑞森天文馆、四层雨林圆顶和非洲
自然博物馆。除了这些教育瑰宝，博物馆还展出其他自然历史展品以及有关
全球变暖的展品。 学院咖啡厅提供国际美食，而优雅的莫斯客房餐厅是闭馆
后公园内唯一开放的餐厅。

 +1 415 379 8000  www.calacademy.org/  info@calacademy.org  55 Music Concourse Drive,
旧金山 CA

 by WolfmanSF   

帝扬博物馆 

"文化目的地"

自从1985年开始，这里就被作为一个主要文化景点，帝扬博物馆在2005年十
月重新开张，并成为由瑞士建筑公司Herzog & de
Meuron和三藩市建筑公司Fong & Chan Architects合作建设的建筑的一部分
。这座建筑十分宏伟，从了望台上还可以看到公园的美景，开阳、通风且宽
敞。穿孔和压花的铜质外墙与博物馆周边青葱的环境十分搭配。博物馆收藏
了世界著名的美国绘画与雕塑系列，从十七世纪到二十世纪的作品都有。原
始艺术部分特别值得一看，展出了美洲本土艺术品（从远古的特奥蒂瓦坎城
），非洲艺术（雕像与陶器）和海洋艺术（盾牌、舞裙和面具）。每个月的
第一个周二入场免费。

 +1 415 750 3600  deyoung.famsf.org/  contact@famsf.org  50 Hagiwara Tea Garden
Drive, 旧金山 CA

 by Richard O. Barry   

无上荣耀博物馆 

"美丽的博物馆"

无上荣耀博物馆馆藏超过87，000件的画作、雕塑、装饰艺术品和挂毯。有些
藏品追溯至400年前。主楼层致力于展示博物馆的永久藏品，许多是罗宾的作
品。无上荣耀博物馆也展出欧洲和古代艺术品。低层花园作为临时展厅，展
品从安迪沃霍尔到弗朗西斯培根。您也可以在博物馆咖啡厅小憩一番，这里
有小吃和主食，另外还有户外座。礼品店虽小，但从贺卡、书籍、明信片、
珠宝到来自本馆和其他优质艺术品博物馆的复制品，您将有很多选择。每月
第一个星期二入场免费。

 +1 415 750 3600  legionofhonor.famsf.org/  100 34th Avenue, Lincoln Park Golf
Course, 旧金山 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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