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 Day in San Francisco"

创建: Cityseeker

13 位置已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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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 Larkin Street, 旧金山 CA

 by Mélanie Lacroix
(mlle_farfal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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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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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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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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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415 655 7800  www.thecjm.org  info@thecjm.org  736 Mission Street,
Between 3rd and 4th
Stre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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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ilities/Facilit
y/Details/Coit-Tower-290

 1 Telegraph Hill Boulev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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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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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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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flickr.com/photos/diversey/2079937288/
https://www.flickr.com/photos/diversey/2079937288/
https://www.flickr.com/photos/diversey/2079937288/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2.0/deed.en
https://cityseeker.com/zh/san-francisco/22990-coit-tower
https://www.flickr.com/photos/fabola/14418142405/
https://www.flickr.com/photos/fabola/14418142405/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a/2.0/deed.en
https://cityseeker.com/zh/san-francisco/7389-三藩市探索馆
http://tools.wikimedia.de/~magnus/commonshelper.php
http://tools.wikimedia.de/~magnus/commonshelper.php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3.0
https://cityseeker.com/zh/san-francisco/10060-吉拉迪利广场
https://www.flickr.com/photos/archer10/20449900470/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a/2.0/
https://cityseeker.com/zh/san-francisco/379527-加利福尼亚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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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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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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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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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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rocken Inagl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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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