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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Peter Merholz   

保存公园 

"维多利亚女王时代之旅"

这个公园由16个集中在奥克兰市中心的维多利亚式房屋组成。每个有时开放
参观的住宅都可以追溯到1870年到1910年（后者在技术上是爱德华时期的，
但设计仍然非常迷人）。维多利亚公园的一些地方也可用于婚礼，会议和私
人派对。采取五种不同风格的建筑和美丽的园林花园。除了沿着风景优美的
街道散步之外，您还将欣赏到昔日奥克兰的样子。该公园是免费的，向公众
开放。

 +1 510 874 7580  www.preservationpark.com/  Preservation Park Way, 奥克兰 CA

 by Sanfranman59   

Pardee家庭博物馆 

"历史的地标"

这被认为是北加州最伟大的历史地标之一。这栋房子建于1868年，是一栋意
大利式的别墅，曾经属于埃诺克•帕迪（Enoch Pardee）及其家人，他们都在
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对当地和国家政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该地产在建筑和
历史上都具有吸引力，并拥有真正的运输和油罐房。它被称为奥克兰保护公
园历史街区的核心。 Pardee House的下午茶是一种真正的英式美食。

 +1 510 444 2187  www.pardeehome.org/  672 11th Street, 奥克兰 CA

 by BWChicago   

派拉蒙剧院 

"融合学科"

派拉蒙剧院是奥克兰芭蕾舞团和奥克兰东湾交响乐团的所在地。这里是该地
区最重要的表演艺术场所，以其盛大的音乐会，综艺节目和电影而闻名。建
于1931年后的大萧条时期，派拉蒙剧院是最好的记忆，融合了各个艺术学科
融合成一个和谐的整体。派拉蒙经常筛选与电影酒吧间歇完成的老电影经典
。

 +1 510 465 6400  www.paramounttheatre.com/  2025 Broadway, 奥克兰 CA

 by Californiathegreat   

奥克兰加州博物馆 

"加利福尼亚历史编年史"

加州奥克兰博物馆是一个建筑艺术作品，充满了永久和临时的各种教育展品
，记载了加州历史的许多方面。永久陈列包括加利福尼亚艺术画廊，通过加
州多样化的生态系统的模拟旅程，并展示了该州多元文化人口的历史。许多
人只是漫步在美丽的雕塑花园里。过去的艺术品和历史遗产，博物馆希望激
励参观者为未来创造同样辉煌的文化遗产。这个博物馆是一个必须参观，特
别是那些热爱探索一个地区特有的历史发展的人。

 +1 510 318 8400  www.museumca.org/  1000 Oak Street, 奥克兰 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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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MarkDoliner   

基督大教堂光 

"现代天主教大教堂"

坐落在梅里特湖畔的这座巨大的现代玻璃塔实际上就是基督光明大教堂，尽
管它有时被简称为奥克兰大教堂。这座罗马天主教大教堂实际上是21世纪建
成的第一座大教堂，取代了1989年大地震中损坏无法修复的圣弗朗西斯大教
堂。在这些常规的属性中，大教堂包括向没有保险的人提供帮助的医疗服务
中心，奥克兰主教的陵墓，咖啡馆，书店和公共花园。大教堂经常举办免费
向公众开放的古典和宗教音乐会和音乐会系列。

 +1 510 893 4711  www.ctlcathedral.org/  tours@ctlcathedral.org  2121 Harrison Street,
奥克兰 CA

 by Oakland-100   

梅里特湖 

"在奥克兰的心脏娱乐有趣"

这个浅的，195英亩（7,89,137米）的湖被许多人认为是奥克兰的中心。曾经
是旧金山湾的一个胳膊，在塞缪尔·梅里特（Samuel Merritt）提出一座大
坝之前，它实际上是一个下水道，以便清理湖泊，使之成为今天公民自豪和
娱乐的焦点。由于湖泊也是常见的鸟类和鸭子的栖息地，1870年，这个湖泊
成为北美第一个野生动物保护区。1925年，湖的“灯光项链”被安装，至今
仍然是美丽的湖在白天或晚上。这个湖提供了许多娱乐的机会，包括划船，
游乐场，野餐区和传说中的儿童仙境故事公园。

 www.lakemerritt.org/  Bellevue Avenue & Grand Avenue, 奥克兰 CA

 by Wordworking   

儿童的童话 

"故事书Playland"

这是奥克兰梅里特湖畔的一个占地10英亩（40,468平方米）的户外公园，拥
有以儿童文学为灵感的超大型展示，游乐设施和娱乐设施。由于五十年来，
湾区家庭为了家庭乐趣而转向这里，迪士尼甚至从仙境到迪斯尼乐园。享受
一个恢复的老式旋转木马，木偶戏，约翰尼Appleseed咖啡厅，所有你最喜欢
的童年文学人物从爱丽丝梦游仙境到瑞士家庭罗宾逊。强烈建议您购买激活
大多数显示器叙述的“魔术钥匙”。请记住，游客不得带着小孩随行。

 +1 510 452 2259  www.fairyland.org  fairylandinfo@fairyland.
org

 699 Bellevue Avenue,
奥克兰 CA

 by Allie_Caulfield   

杰克伦敦广场 

"奥克兰的＃1吸引力"

这是一个以着名作家和奥克兰本地人的名字命名的奥克兰港口。迷人的海滨
酒店充满了众多的娱乐选择和优质的餐饮和购物场所。一些亮点包括真棒观
点，散步在木板路上，惊人的餐馆，着名的耀西的爵士屋。您可以在每个星
期天欣赏众多精品店，电影院，渡轮，以及像农贸市场（Farmer's
Market）这样的特别活动，每个月的第一个星期六还会有古董和收藏品。

 +1 510 645 9292  www.jacklondonsquare.com  Broadway & Embarcadero, 奥克兰 CA

 by Pexels   

罗克里奇/学院大道购物区 

"购物，餐饮，观光"

凭借自己的BART站，罗克里奇的主要动脉是学院大道。罗克里奇一半在奥克
兰，一半在伯克利，但感觉就像是自己的小镇。当地人以及整个海湾地区的
人都知道，这是一个完美的地方，可以在阳光明媚的周末下午购物，购买古
董，美食和当地最好的服装和手工艺品，在许多精美的餐厅之一休闲早午餐
。无论您是短期访问还是新区，罗克里奇一天都不容错过。

 +1 510 604 3125  www.rockridgedistrict.com/shop  College Avenue, 奥克兰 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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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Daniel Ramirez   

Temescal湖 

"山游泳湖"

这个位于奥克兰山的小东湾湖仍然从1991年发生的一场火灾中恢复过来，但
是在娱乐方面却是极好的条件。游泳区域通过秋季开放，在夏天提供值班救
生员，还有一家小吃店和更衣设施。钓鱼是全年允许的，湖里放满了鲶鱼，
虹鳟鱼，大嘴鲈鱼等等。野餐桌遍布公园的草地，游乐场结构有助于保持儿
童的安全。

 +1 510 652 1155  www.ebparks.org/parks/temescal  6502 Broadway Terrace, 奥克兰 CA

 by Ken Lund   

奥克兰加州神庙 

"光的灯塔"

因为它的壮丽景色和可爱的建筑，所有的宗教信仰的人都知道这里访问。这
座LDS寺庙是旧金山湾区最美丽的教堂之一。这座面积达82417平方英尺，高1
70英尺的寺庙始建于20世纪60年代初期，可以从海湾地区的许多景点看到。
寺庙设有一个游客中心，提供有关宗教主题的展品和互动式演示。它还设有
家庭历史中心，提供基因服务和超过2100万的缩微胶片。这座寺庙周二至周
六仍然开放。

 +1 510 531 3200  templehill.org/  4766 Lincoln Avenue, 奥克兰 CA

 by Sarah Stierch   

罗伯特Sibley火山区域保护区 

"一千万年前的火山碎片"

海湾地区的游客可能会惊讶地发现，曾经在奥克兰山上咆哮的火山。由东湾
公园和娱乐部门维护的这个保护区的特点是圆顶，这是由千万年前的熔岩和
火山碎片组成的峰顶，是奥克兰山丘最高点之一。这个公园是1936年成立的
东湾地区公园区的前三名之一。公园的游客中心有自助旅游小册子，所以客
人可以在公园散步，并在自己的闲暇时间学习它的历史意义。

 +1 888 327 2757  www.ebparks.org/parks/sibley  6800 Skyline Blvd, 奥克兰 CA

 by The original uploader
was Daniel Olsen at English
Wikipedia.   

Chabot空间和科学中心 

"公共天文台"

这个科学中心拥有各种教育景点，其中包括美国最大的望远镜（36英寸反射
镜）。您还可以浏览其历史悠久的8英寸和20英寸望远镜，欣赏精致的250座
天文馆，210座圆顶剧院和150座圆形剧场。天文台还提供互动科学展品，包
括一个具有太空飞行模拟的挑战者学习中心。

 +1 510 336 7300  www.chabotspace.org/  info@chabotspace.org  10000 Skyline Boulevard,
奥克兰 CA

 by Bill Abbott   

奥克兰航空博物馆 

"机场航空博物馆"

这是一个独特的航空博物馆，坐落在奥克兰国际机场历史悠久的北部地区的
老式机库内。所有年龄的航空爱好者都前往博物馆看看它收藏的复古老式飞
机。其他着名的展品包括着名的二战英国桑德兰岛的1946升级版“飞船”和
阿米莉亚·埃尔哈特飞机的姊妹船洛克希德10-A伊莱克特拉。您还可以找到
其他展示，包括飞行中的女性的历史。

 +1 510 638 7100  www.oaklandaviationmuse
um.org/

 oaklndaviatmuseum@att.ne
t

 8252 Earhart Road, 奥克兰
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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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Mike Linksvayer   

红木地区公园 

"红木森林游乐区"

红木地区公园位于奥克兰的山丘上。它拥有东海岸最大的沿海红木天然链。
早期的水手曾经使用这些高大的红杉树来帮助他们在旧金山湾航行。许多当
地人喜欢徒步和骑自行车绕着可用的小径，这提供了美丽的风景。除了在公
园漫游的鹿，兔子和松鼠之外，还有金鹰和条纹赛车蛇等珍稀野生动物。罗
伯茨地区休闲区是公园内的一个公园，设有游泳池和游乐场。在整个公园，
你会找到洗手间，喷泉和野餐桌。

 +1 888 327 2757  www.ebparks.org/parks/redwood  7867 Redwood Road, 奥克兰 CA

 by Todd Dailey   

奥克兰动物园 

"看动物"

奥克兰动物园拥有超过440种异国情调和家禽，哺乳动物，有袋动物和爬行动
物。其中的一些景点包括一个带野餐设施的公园，一个教育野生动物剧院，
一个儿童宠物动物园，一个旋转木马，乘坐电梯和一列小火车。动物园还为
春季成人提供团体参观和演讲系列。

 +1 510 632 9525  www.oaklandzoo.org/  9777 Golf Links Road, 奥克兰 CA

 by string_bass_dave   

Dunsmuir房子 

"置地广场和花园"

这座建于1899年的美丽大厦是新古典复兴风格的一个杰出范例，足以被美国
内政部指定为国家历史遗址。拥有37个房间的庄园拥有蒂凡尼风格的圆顶，
十个壁炉和16,224平方英尺的美丽镶木地板。在寒假期间，房子装饰华丽，
并举办一些特殊的节日活动。

 +1 510 615 5555  dunsmuirhellman.com/  rbresso@oaklandnet.com  2960 Peralta Oaks Court,
奥克兰 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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