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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本信息                                                          

时差  旅游时间  游客中心  办公/营业时间 

安全  礼仪  电压  出入境须知  货币  

网络  邮局  重要电话  消费指数  小费的收取 

不可错过的地方 金门大桥 九曲花街 渔人码头 恶魔岛 

护照&签证 护照办理 签证 

驻领事馆 驻使馆 美国驻中国领事馆 中国驻旧金山总领事馆 

                

9/景点                                                        

九曲花街  渔人码头  金门大桥  艺术宫   

恶魔岛监狱  金门公园  圣彼得与圣保罗教堂   

老圣玛丽大教堂  六姐妹建筑群  联合广场  硅谷   

斯坦福大学  双子峰  卡斯特罗街  泛美金字塔大厦   

天使岛  金银岛  中国城  小意大利  日本城   

传教区  嬉皮士区  优胜美地国家公园 

 

20/交通  

外部交通 飞机  火车  长途汽车巴士 
 

内部交通 历史街车  巴士  电缆车  Muni 地铁  BART 

 

 

 

 

 

 
 
 
 
 
 
 
 
 
 
 
 

返回目录  我要纠错 

23/线路  

出差游  一日游  周边城市游  八日游 

 

27/住宿  
联合广场  渔人码头  唐人街  诺布山地区 
 

28/美食  
特色美食 
煎牡蛎蛋饼  邓奇斯蟹  旧金山老面包  幸运饼干 

爱尔兰咖啡  齐欧皮诺 Cioppino   
 

美食推荐地  渔人码头  唐人街  北滩 

 

31/购物  

特产  幸运小饼干  LEVI’S 牛仔裤  吉尔德利巧克力 
 

购物区 

联合街  渔人码头  北滩  嬉皮区 

旧金山购物中心  梅西百货公司  市郊的 Gilroy 
 

折扣店 

See's Candies      Crocker Galleria 

Westfield San Francisco Centre 

THE CANNERY at Del Monte Square 
 

DFS 免税店  关于退税 

 

34/娱乐   

民俗节庆  音乐  运动 

 

36/其他信息   

相关攻略  相关游记  加入我们 

C ontents 
目录 

为各位驴友提供旧金山攻略、护照&签证攻略、旅游贴士、美食攻略、住宿攻略、交通攻略、自

助游行程攻略等相关信息，可免费下载。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树妮小 u 提供） 

http://www.17u.com/guide/advice.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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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错过的地方  
金门大桥 
整个大桥造型宏伟壮观、朴素无华。桥身呈朱红色，横卧于碧海白浪之上，华灯初放，如巨龙凌空，使旧金山市的夜空景色更加壮丽。

大桥的南北两端看到的风景区完全不同的。 

 

九曲花街 
九曲花街是世界上最弯曲的街道，是为了使繁忙的交通有所喘息而设计建造的，如今却成为旧金山最吸引人的一条街。在 Hyde 街与

Leavenworth 街之间的一个很短的街区，却有八个急转弯，因为有 40 度的斜坡，且弯曲像“Z”字形，所以车子只能往下单行。对于

喜欢开车的人来说，是值得一去的地方，不管你的车技好坏与否，都可以来体验下自己的驾驶技术。 

 

渔人码头 
渔人码头的标志是一个画有大螃蟹的圆形广告牌，找到了“大螃蟹”，就到了渔人码头，

也就到了旧金山品尝海鲜的首选地点。渔人码头附近沿海盛产鲜美的螃蟹、虾、鲍鱼、

枪乌贼、海胆、鲑鱼、鲭鱼和鳕鱼等海产。海鲜烹饪的方法很简单，红烧、椒盐这些会

损害海鲜原味的做法都被白灼取代。没有了调味料的掩盖，海鲜的新鲜程度、肥嫩程度

以及烹饪时的火候被体现得淋漓尽致，鲜美的程度难以言表。 

 

恶魔岛 
旧金山渔人码头不到 2 英里的恶魔岛上有一个世界有名的监狱——恶魔岛监狱。这个监狱已经不再使用，这个曾近关押过世界最邪恶

的罪犯，如今成了一个能让人体验关在牢房里的滋味的旅游景点。这个小岛不只吸引旅客，也吸引各地的影迷，因为这里也是电影或

电视的外景拍摄地。监狱的建筑古老，四处是水，让人产生一种从现实世界隔离的感觉。 

 
返回目录  我要纠错 

S an Francisco 

旧金山 
旧金山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西海岸圣弗朗西斯科半岛，三面环水，环境优美，是一座山。旧

金山属于亚热带地中海气候，气候冬暖夏凉，阳光充足，被誉为“最受美国人欢迎的城市”。 

城市名称： 旧金山 

英文名称： San Francisco 

别名： 圣弗朗西斯科、三藩市 

所属洲/国家： 北美洲/美国 

地理位置：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西海岸圣弗朗西斯科半岛 

主要语言： 英语 

面积： 47 平方英里 

人口： 约 80 多万 

气候： 属于亚热带地中海气候，冬暖夏凉，阳光充足 

机场： 旧金山国际机场 

货币： 美元（$） 

关键词： 九曲花街  硅谷  嬉皮士  同性恋  恶魔岛 

 

品尝海鲜的最佳时节是每年 11

月到次年 6 月之间。这时候来到

渔人码头，人们可以吃到上好的

丹金尼斯大海蟹。 

http://www.17u.com/guide/advice.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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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游时间  
旧金山享有比其他美国城市宜人的气候，环抱城市的海水为此地

气候带来温和的影响。因此，这里的气温很少低于 0 度或超过 25  

摄氏度。 
 
旧金山的一年四季不十分明显，主要划分为雨季和旱季。雨季从

11 月到第二年 3 月，12 月河 1 月天气较冷。夏季多雾，由于来

自内陆山谷的热空气使太平洋的空气上升，当空气掠过海洋时，

经冷却凝结，形成沿海雾气。通常，早晨下雾，白天雾气会渐渐

散去，下雾又开始聚集。因而一天之内，可出现巨大温差。我们

建议您带足够的衣服（毛衣或外套），以备不时之需。  
 
周边地区则为较温暖的“加州”气候，某些地区甚至近于热带气

候。尤其在夏季，当您离开旧金山市，远离海湾时，市内与这些

地区的温差甚为显著。 
 
旧金山最炎热的季节是 9 月中旬至 11 月中旬。有雾的月份自 6

月中旬起至 9 月中旬。年平均降雨量为每年 55 厘米，主要发生在

11 月和 3 月之间。 

 

 时差  
美国分为东部时间、中央时间、山区时间、太平洋时间、阿拉斯

加时间和夏威夷时间。 

 

旧金山时差 
旧金山时间属于太平洋时间，与中国的时差计算方式如下：北京

时间-16 小时（11 月-次年 3 月），-15 小时（4-10 月）；得出的

结果即为旧金山现在的时间。 

 

其他地区时差 
东部时区（如纽约、华盛顿、波士顿、亚特兰大、费城、迈阿密）：

北京时间-13 小时（11 月-次年 3 月），-12 小时（4-10 月）； 
 
中央时区（如芝加哥、圣路易斯、休斯顿）：北京时间-14 小时（11

月-次年 3 月），-13 小时（4-10 月）； 
 
山区时区（如盐湖城、丹佛、凤凰城）：北京时间-15 小时（11

月-次年 3 月），-14 小时（4-10 月）； 
 
阿拉斯加时区（如安克拉治）：北京时间-17 小时（11 月-次年 3

月），-16 小时（4-10 月）；  
 
夏威夷时区（如檀香山）：不实行夏时制，北京时间-18小时。

 

 
返回目录  我要纠错 

 货币  
货币单位 
美元（dollar，$）及美分（cent，￠），国内各大银行凭身份

证都可以兑换。纸币有$1、$2、$5、$10、$20、$50、$100。

硬币有 1￠、5￠、10￠、25￠、50￠、$1。 

 

兑换率（2013-4-20 查询） 

1 美元=100 美分   1 美元≈6.1767 人民币元 

1 人民币元≈0.1619 美元 
 
一起游小贴士 

在旧金山很少使用外币，大部分的地区无法兑换成美元。在进

入美国之前，应该随身携带一些小额的美元。一般而言，可以

在机场、大的旅馆或大银行里兑换美元。旧金山机场和有的商

场里面兑换的手续费很贵，所以强力建议在国内换号钱或者使

用信用卡消费。 

 

银联 
使用银联卡还是有点不方便，最好还是准备一张 Visa 或者

Master 卡。只有小部分商店能接受银联卡，请注意查看商家

外边玻璃上面是否贴着银联卡的标志。大多数银联卡是不能在

ATM 机上取现的。 

 

刷卡 
尽管绝大地方能刷卡，但是一般餐厅还是喜欢用户能够使用现

金支付小费。在中国城里面很多地方不能刷卡。 
 
一起游小贴士 

与信用卡相比，境外使用银联借记卡，ATM 取款手续费相对

较低；刷卡消费不受信用额度限制，仅受账户余额限制，更适

合大额消费。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黑猫的家提供） 

http://www.17u.com/guide/advice.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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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讯  
电话 
旧金山的区号为 415，东湾区的 Alameda 镇和 Contra Costa 镇

的区号分别是 510 和 925，San Mateo 镇和机场区域的区号是

650。415 区号以外的电话用户需拨 1+区号+7 位电话号码。旧

金山市区话费为 50 美分，也可使用电话卡。 以 800、877 和 888

号码开头的电话为公司的免费电话。 

 

从美国打回中国 

一般从美国打电话回中国有以下三种方法：电脑打手机（PC to 

Phone）、使用 ip 电话卡和直接用手机或是座机拨打。 
 

PC to Phone 

安装 Skype 软件，申请帐号后用信用卡购买一定金额的点数，就

可以用电脑直接拨打国内的座机或手机，通话的效果也很好，每

分钟约人民币 1-2 毛钱。 
 

IP 电话卡 

美国有各式各样的国际电话卡，商店、超市、方便店、机场等地

均有电话卡出售。可以用任何电话先拨打 IP 卡上的一个电话号码，

再按提示语操作， 最后拨中国的电话或手机，011(国际长途直播

代码)+86(国家代码)+411(大连城市代码)+电话号码，拨打手机应

拨 011+86+139xxxxxxxx，买卡时要特别说明是要打中国的。 
 

用手机或座机直接拨打国内电话 01186411(区号)+电话号码。但

费用昂贵，约 20 元人民币/分钟(每家电话公司的资费会有不同)。 

 

 费用  
小费的收取 
餐馆用餐 小费是消费额的 15%-20%（正规餐厅里），但当餐馆收

取服务费时可相对减少小费金额，而在快餐厅里就不必付小费了。

总体来说，吃快餐比较节省开支。所以在美国旅行，最好作个消

费预算，以早餐低于 5$，午餐低于 10$，晚餐不高于 20$为宜。

另外，在酒吧每杯酒给调酒员 1$。 
 

出租车 小费为总额的 15%，至少给 1$，人数多或行李多时还要

相应增加。  
 

机场、车站或码搬运工 一般每件行李 1$，如果服务特别周到，

还要多付一些，因为对这些搬运工来说，小费在他们的收入中占

了很大的比例。 
 
饭店搬运行李员 一件行李 1＄。打扫房间的人小费是服务费的

10%-15%，要毛巾等物品的话 1＄。 

 

 
返回目录  我要纠错 

重要电话号码 
紧急电话号码（警察、火警和救护车）：911  

加州路况：800－427－7623  

游客信息中心：415－391－2000  

24 小时实况播报：415－391－2001  

旧金山旅游局 TDD/TTY：415－227－2619  

旧金山机场地面交通：511  

 

网络 
旧金山基本上所有大的商场、咖啡店、麦当劳、苹果店等都

有免费的 WIFI。 

 

邮局 
旧金山的邮局一般 17:30 左右关门，周末 15:30 就关门了。

若是需要寄明信片到中国，一般邮票的价格是 80 美分左右。 

 

离市区最近的有两个邮局 

地址 1：170 O'Farrell St，San Francisco，CA 94101 

营业时间：周一至周六 10:00-17:30，周日 11:00-17:00。 

电话：(415)956-0131 
 

地址 2：150 Sutter St，San Francisco，CA 94104 

营业时间：周一至周五 8:00-17:00，周末关闭。 

电话：(415)765-1761 

机场小巴 1-3$都有，按规定线路运行的大巴可以不给小费。 
 
看大门的人 如果只是简单的问题不要付小费，但是如果请他

帮忙买比较难买的票的话，根据难易度给 10＄、20＄、30

＄的小费。 

 

消费指数 
乘坐一次公交车约 2 美元，普通一顿饭人均 10 美元左右，比

较好的餐厅一般人均是 20-40 美元，选择双人房的酒店住宿

的话，价格一般是 100 美元/晚。 

需要注意的是，对国家公务人员绝不可以

给小费，如海关检查员、警察等，否则，

有可能惹出麻烦来！ 
 

http://www.17u.com/guide/advice.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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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客中心  
在 Cable Car(电缆车) Powell Street 附近每天有穿红色背心制服

的游客咨询人员在走动，他们还会派发旧金山市区的旅游信息小

册子和地图。 
 
各个主要旅游景点、交通点都会有放置摆着各种小册子和旧金山

地图的架子供游客挑选和搜集各种旅游咨询。 
 

在 Bart station Powell Street 站 5th Ave 出站口有一个游客中

心，中心的工作人员随时很乐意回答游客的问题。地址：位于

Market&Powell 交界，900 Market Street，Hallidie 广场下层。 
 
开放时间 

5 月至 10 月：周一至周五 9:00-17:00；周末及节假日 9:00-15:00 

11 月至次年：4 周一至周五 9:00-17:00；周六 9:00-15:00；周日、

感恩节、圣诞节、新年元旦关门。 

 

 安全  
跟其它城市一样，旧金山也存在犯罪的问题。夜晚是犯罪率最高

的时候，尽量不要夜间单独在偏僻或黑暗的街道上行走，尤其是

坦德罗因区、西增区、伯特雷洛区和马南区。如果到这些地区的

场所，返回时最好乘出租车。 
 

在出门前打电话到租车公司叫车，千万不要自己站在街头等。绝

对不要搭陌生人的车。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黑猫的家提供） 

 

旅游的途中，最好不要带太多的现金，尽量使用信用卡和旅行支

票，尽量避免不好的事情发生。 
 
这种“旅行支票”在任何一家银行都可以买到，可以用来支付旅

馆费、大多数餐馆的饮食费以及费用在$5 以上的购物费和服务费。

每次使用旅行支票的时候，可能需要出示护照或其他身份证件。 

 

 

返回目录  我要纠错 

 办公/营业时间  
政府办公时间 周一至周五 9:00-17:00，09:00-15:00    
 
公司办公时间 周一至周五 9:00-17:00 
 
商店营业时间 

大部分商店营业时间：周一至周六 9:00/10:00-17:00/18:00 

商场或商业街中商店的营业时间：大约 21:00 左右，很多大

商场和大的百货公司都在周日开放。 
 
银行营业时间 

周一至周四 9:00-15:00 营业，有些会到 17:00。周五

9:00-17:00，有时周六的上午也会营业。 

 

 礼仪  
美国人极为重视衣着的得体与否，在正式场合女士以裙装为

宜，男士应穿深色正装。拜访美国家庭时，进门后一定要脱

下帽子和外套，这是对主人家的尊重。 
 
男士谨记“女士优先”，为女士服务既是礼貌也是尊重。 
 
不要在公共场合做出打喷嚏、打呵欠、伸懒腰、挖耳朵、抠

鼻孔、吐口水等行为，否则将被认为是极为粗俗的人。若是

因为身体原因实在忍不住要咳嗽或打喷嚏，则要避开人群，

用手帕掩住嘴巴，并尽量不发出声音。 

 

 其他  
电压 美国的电压为 110V，50HZ，中国电器不适用。 
 
携带物 护照、机票、身份证等随身需要携带的有效证件。 
 
现金 中国出境每人可带现金人民币 6000 元；美金 5000 元。 
 
洗漱用品 国外酒店通常不提供拖鞋及洗漱用具，建议大家自

行携带。 
 

胶卷 在国外绝大部分牌子的胶卷都可以在商店买到，但价格

较为昂贵，最好请在国内预先准备足够的胶卷。 
 

称呼 在美国千万不要把黑人称作“Negro”，最好用“Black”

一词，黑人对这个称呼会坦然接受。 
 
烟酒限制 在加利福尼亚州的任何公共场所吸烟都是违法的，

包括公园、餐厅、酒吧、商店和办公楼。还要注意的是，一

些旧金山酒店是完全禁烟的。请在指定地方吸烟。旧金山法

定饮酒年龄为 21 岁。 

http://www.17u.com/guide/advice.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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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护照&签证  
护照办理 
不管哪个国家的签证，都要持有本国的护照，美国签证也不例外。

一般来说，办护照需要持有本人的户口卡、身份证、护照申请表

（上面有照片、所在单位的意见），到本地公安局的出入境管理处

办理，材料交齐以后，大概十几个工作日即可完成，在交材料时，

可以问详细些。相关费用可电话咨询当地的出入境管理处。 

 

签证 
美国签证分为两种: 移民签证和非移民签证。移民签证颁发给那些 

打算永久居住在美国的申请人。 非移民签证颁发给那些在美国以外的其他国家有永久居所, 只为旅游、医疗、商务、短期工作或留学

而在美国短期停留的申请人。 
 
非移民签证主要为短期或旅游访问签证, 只允许您在美国做临时短期停留, 虽然短期停留的时间可能长达数年。非移民签证的类别主要

根据申请人访美的首要目的进行划分。除了极少数例外情况，持非移民签证访美的人员只能在美从事与其签证类别相关的事务。 

 

一起游小贴士 

获得签证并不能保证您能最终进入美国。美国法律规定签证只是允许您申请进入美国的凭证。获得签证的人员将在美国入境港口接受

美国国土安全部(DHS)官员的检察。国土安全部官员批准绝大多数持有签证的申请人入境，但也有权拒绝某些人入境。  

 

签证步骤 

第一：确定你的居住地、相应的领事馆 

中国签证的地点共有 5 个，分别是北京、上海、成都、广州、沈

阳和香港。 

 

第二：预约签证 

可以在网上自己预约，或拨打预约中心的电话进行预约。签证申

请的审理等候时间不包括进行行政审理的时间。行政审理需要额

外的时间。一旦签证申请需要进行行政审理，所需时间将视每个

申请的具体情况而有所不同。目前行政审理的平均等候时间是 3-4

周。 

 

第三：确定签证类型，交签证申请费 

签证费需要交 160 美元，可在线用借记卡支付，也可通过音量卡

在任一中信自动取款机上支付，也可前往中心银行现款支付。 

 

第四：准备面谈的材料 

1）有效护照（护照失效日期至少在 6 个月后） 

2）签证申请表格（完整，清楚，准确）ds-160（英文，在线填写） 

3）2 张彩色照片（5cmx5cm、正面、免冠、露耳、白底、光面） 

4）签证费用缴纳收据 

5）详尽的旅行日程安排、酒店预订确认单、机票预订确认单 

6）单位出具的准假信、在职证明、收入证明；退休人员提供退休证；学生提供学生证，学校准假证明。 

7）申请人近三个月的工资单 

返回目录  我要纠错 

一起游小贴士 
未满十六周岁的公民，需要在其监护人陪同，并提

交其监护人出示的同意出境的意见，监护人的居民

身份证或户口簿、护照原件及复印件。 
 

省会城市和地级市的护照办理时间可能会稍微快

点，县级市的可能会略有拖延，若是县级市的公民

想要出游，可以提前尽早做好计划。 
 

停留期限 
如果您被准许进入美国, 海关及边境保护官员将在

您的进出境记录表(i-94 表)上规定您在美国的停留

期限。每一次被准许入境美国后，您都应该根据进

出境记录表(i-94 表)上规定的具体离境日期确保自

己在获批的停留期限的最后一天或之前离开美国。

没有在规定的最后期限前离开美国将导致您失去合

法身份, 而这一点可能会降低您在今后得到签证的

机率。 
 
停留期限移民局官员通常是根据您的国际机票返程

时间、邀请函时间、旅游计划、个人情况及美国相

关法律等综合做出判断的。 

http://www.17u.com/guide/advice.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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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赴美费用承担证明 

9）银行证明：银行流水帐单或存折，至少记录有最近一年的资金进出情况。 

10）个人或家庭的资产证明文件 

11）在中国的家庭/亲属状况的证明文件，例如结婚证和户口本。 

12）配偶可以提供夫妻另一方的文件作为证明；但其本人需同时提供文件证明双方的关系，如结婚证。 

13）曾去过其他发达国家的证据，包括旧护照和照片。 

14）本人的名片和公司员工卡；公司介绍或宣传小册子等。 

15）公司年检过的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加盖公司印章，法人则带原件）。 

16）其他资料（视不同的个人情况而做的不同的资料。 

 

第五：面谈 

所有准备的文件可能一件都不会被要求看，但必须准备，以防万

一。美国签证的发放非常的主观，往往只是看签证官个人对你的

印象，甚至当天他的心情好不好都能影响你的签证成功与否。这

个是美国法律赋予签证官的权利和责任，即使你觉得条件很好，

但被拒签了也是不能上诉的。不过只要你不是文件有假，那么隔

一段时间你就再去申请好了，当然，得再交一次费用。 

 

签证当日注意事项 

按您预约的面谈时间, 请不要提前超过 30 分钟前来使馆排队。到指定窗口递交 DS-160 表格确认页和材料，之后等待指纹扫描和签证

面谈。等候时间大约为 2 个小时左右。 
 
接受安全检查——请不要随身携带任何电子产品, 包括手机。也不要携带背包、手提箱、公文包或手推童车等。申请人只能携带跟签

证申请有关的文件。 

 

 驻使馆&领事馆  
由于旧金山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下的一个城市，因此中国公民若是需要前往旧金山，可以咨询美国驻中国的领事馆或是驻使馆。 

 

驻使馆 
中国驻美国大使馆 

地址：2300 Connecticut Avenue, NWWashington, DC 20008 

联系电话：1-202-328 2500     

传真：1-202-588 0046 

领区：华盛顿特区、特拉华、爱达荷、肯塔基、马里兰、蒙大拿、内布拉斯加、北卡罗来纳、北达科他、南卡罗来纳、南达科他、田

纳西、犹他、弗吉尼亚、西弗吉尼亚、怀俄明 

  

美国驻中国大使馆 

地址：中国北京市朝阳区秀水东街 2 号 

邮编：100600 

电话：（8610）6532-3431 

签证信息录音电话：（8610）6532-3431-5700 

传真：（8610）6532-3178 

领区：北京市、天津市、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青海省、甘肃省、陕西省、山西省、内蒙古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河北省、河南

省、山东省、湖北省、湖南省、江西省。 
返回目录  我要纠错 

面谈常问问题 
1）你去美国做什么？—如实回答，旅游。 

2）你是做什么的？—按工作证明如实答 

3）你去美国哪里—纽约、旧金山。可以给他行程表 

4）你出过国吗？哪些地方—有。加拿大、日本、韩

国、泰国（先说北美、再日本、欧洲、其他这样的

顺序），如果你哪也没去过，就看运气吧 

5）你计划在美国呆几天—按计划答 

http://www.17u.com/guide/advice.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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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驻中国领事馆 
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 

地址：总领事馆位于上海淮海中路 1469 号，领事处位于上海南京

西路 1038 号梅龙镇广场 8 层。邮编：200031 

办公时间：领事馆在节假日（包括美国和中国两者）不开放。 

签证预约电话：（021）6217-2193 或 6217-2196 

传真：（021）6217-2072 

领区：上海市、浙江省、江苏省、安徽省 

 

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 

地址：四川省成都市领事馆路 4 号  

办公时间：领事馆星期一至星期五 8:00-17:00，在美国和本地节

日期间闭馆。 

电话：028-85583992 /85589642   

传真: (28) 8558-3520 

电子邮箱: consularchengdu@state.gov 

领区：贵州省、四川省、云南省、西藏自治区、重庆市 

 

美国驻广州总领事馆 

地址：中国广东省广州市沙面南街 1 号，邮编：510133 

办公时间：8:00-12:00，1:00-4:45 

非工作时间，领事馆值日领事紧急电话: 011-86-10-8531 4000 

(拨自美国) 010-8531 4000 (拨自中国)  

电话：（020）8121-8000   传真：（020）8121-8001 

领区：福建省、广东省、海南省、广西壮族自治区 

 

中国驻旧金山总领事馆 
地址：1450 Laguna Street, San Francisco,CA 94115 

办公时间：星期一至星期五(节假日除外)9:00-14:30 

Email：visa.sf@gmail.com  传真：415-8525940  

管辖区：北加州、内华达州、俄勒岗州、华盛顿州及阿拉斯加州， 

其它地区，请查询 www.chinaconsulatesf.org/chn/qianzhen/t38473.html 

 

 出入境须知  
消费税为 9.7%，酒店税为 15.58%。 
 
美国海关条例中规定，进入美国时，每人可免税携带 1 升烈酒（此人至少满 21 岁）、100 支雪茄或 200 支香烟，非美国公民只允许带

价值 100 美元的物品进入美国。美国法律允许每人带入或带出一万美元或同等价值的外国货币、旅行支票及不记名信用证。没有最大

额度限制，但数目巨大的金额必须申报。 
 
对于毒品走私的处罚相当严重。业禁止将本人用的毒品、彩票、仿冒品牌产品、古巴或伊拉克生产的物品带入美国。人和水果、蔬菜

或其他食物及植物制品都必须申报或在到达出口前将其丢弃在垃圾箱里。多种食物都不允许带入，目的是为了防止他们可能携带外来

生物或疾病病毒。 
 

美国是频危物种国际贸易公约的会员国。美国禁止进口和出口任何濒危物种制成的商品，包括象牙、玳瑁、珊瑚、以及一些皮毛和羽

毛制品。如果您买了皮毛大衣、蛇皮腰带、鳄鱼皮靴子或骨雕，那么在进入或离开美国时，需要出示购买凭。 
返回目录  我要纠错 

美国驻沈阳总领事馆 

地址：沈阳市和平区十四纬路 52 号。邮编：110003  

办公时间：周一至周五 8:30-17:30，中美节假日时关闭。 

电话: 24-2322-1198   传真: 24-2322-2374 

领区：黑龙江省、吉林省、辽宁省 

 

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 

地址：香港花园道二十六号   

办公时间：星期一至星期五 8:30-12:30 和 1:30-5:30 

美国公民服务部办公时间：星期一至星期五 8:30 至中午和

1:30-4:00，星期三除外（只在 8:30 至中午办公） 

电话：（852）2543-9011  传真：（852）2845-1598 

领区：香港特区、澳门特区 

所有在美国驻中国各大使领馆申请美国签证的申请人请

不要早于预约时间 30 分钟到达指定面谈地点。如果早

于签证预约时间 30 分钟到达，您将不被允许进入使领

馆进行签证面谈。 
 

请务必注意：您通过签证预约中心所得到的签证预约时

间是指在该时间后您可能被允许进入使领馆，而不是指

您在该时间将与签证官进行签证面谈。 
 
旧金山总领事馆  签 证厅入口在领事馆办公 楼临

Geary Blvd 一侧。从领事馆正门往 Geary Blvd 方向前

行至交通信号灯（不要过马路），右转，前行(1/2 block) 

即可到达签证厅入口。 
 
请勿携带照相器材、录音机、摄录机械等任何有拍照、

录像或录音设备之器材进入签证厅，同时领事馆对此类

器材也不负责看管。 

mailto:visa.sf@gmail.com
http://www.17u.com/guide/advice.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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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曲花街 Lombard Street 
九曲花街，美国官方正式名称为伦巴底街，是一条美国加州三

藩市东西方向贯穿 Presidio 区及 Cow Hollow 区的街道，其

部份路段（从 Broderick 街到 Van Ness 大道）更是美国 101

高速公路的干线，该街道一直向东伸展，经过俄罗斯山﹑电报

山后，尽头是三藩市海傍的 Embarcadero 区域。 
 

九曲花街其实很长，在 Hyde 街与 Leavenworth 街之间的一

个很短的街区，却有八个急转弯，因为有 40 度的斜坡，且弯

曲像“Z”字形，所以车子只允许由 Hyde 街驶向 Leavenworth

街，下坡方向的单向通行，而 Powell-Hyde 线缆车则途经此

路段的起点（也就是最高点的街口位置）。 
 

街道上遍植花木：春天的繍球；夏天的玫瑰和秋天的菊花，把

它点缀的花团锦簇。在花街高处还可远眺海湾大桥和科伊特

塔，如不开车，可顺着花街两旁的人行步道，欣赏美丽景色。 
 

登上九曲花街最高处回首眺望 V 字路阳坡路面，远望九曲花街

V 字坡路左边的旧金山市的山海风光，由九曲花街高点向下迂

回行驶的车辆首尾相接。 

 

渔人码头 Fisherman's Wharf 
旧金山渔人码头是美国旧金山的一个著名旅游景点，它大致包

括从旧金山北部水域哥拉德利广场（Ghirardelli Square）到

35 号码头一带，当中最为著名的则为 39 号码头。其后在世界

各地城市陆续出现。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老游子提供） 
 

返回目录  我要纠错 

S cenic 
pots 
 景点 

旧金山著名的风景有金门大桥、九曲花街、艺术宫、恶魔岛监狱、硅谷、六姐妹建筑群、渔人码头、卡

斯特罗街、泛美金字塔、优胜美地国家公园、嬉皮士区、小意大利区等。 

门票 免费 
 

交通  

乘坐 Muni 巴士 19 路、41 路、45 路均可到达，但下车后需要走

一小段。如果是乘坐电缆车的 Powell-Hyde 线的游客，也会经过

这里，只要听车上工作人员报站或者到全程最高点下车即可。 

许多购物中心和饭店均坐落在交通便利的渔人码头地区，而当地不

少饭店都有提供各式各样的海鲜，包括邓奇斯蟹（旧金山巨蟹）和

蛤肉汤。渔人码头一带的景点包括旧金山海洋国家历史公园、哥拉

德利广场和机械博物馆。 
 

交通 
乘坐 Powell-Hyde、Powell-Nason 两线 、Cable Car 电缆车及

15 路、19 路、32 路、42 路巴士均可抵达渔人码头。 

不少大型活动也在渔人码头一带举办，包括美国国庆日（7

月 4 日）烟花表演等。 
 
品尝海鲜的最佳时节是每年 11 月到次年 6 月之间。这时

候来到渔人码头，人们可以吃到上好的丹金尼斯大海蟹。 
 

http://www.17u.com/guide/advice.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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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门大桥 Golden Gate Bridge 
 

 

 

 

 

 

 

 

 

 

 
 
 
金门大桥是世界著名的桥梁之一，雄峙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宽 1900 多米

的金门海峡之上。金门大桥桥身的颜色为国际橘，由于这座大桥新颖的结

构和超凡脱俗的外观，所以它被国际桥梁工程界广泛认为是美的典范，更

被美国建筑工程师协会评为现代的世界奇迹之一。它也是世界上最上镜的

大桥之一。 
 

金门大桥跨越连接了旧金山湾和太平洋的金门海峡，是连接旧金山和北边

城市的重要交通枢纽。它是每个到旧金山旅游的人必去的地方。 
 

交通 
乘搭 Golden Gate Transit 的巴士 72X 路、101X 路、2 路、4 路、8 路、

10 路、18 路、24 路、27 路、38 路、44 路、54 路、56 路、58 路、70

路、72 路、74 路、76 路、80 路、92 路、101 路等可到达。 

 

艺术宫 Palace of Fine Arts 
美国旧金山艺术宫原建于 1915 年，本是为了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

所盖，当时曾吸引了 1800 万游客参观，但在会后就被废弃，一直到 1962 

年才委请著名德裔建筑师梅贝克（Bernard Maybeck）来设计重修。 
 

这座仿古罗马废墟的建筑，是由纽约市出生并居住在柏克莱的建筑师梅贝

克（Bernard Ralph Maybeck（1862-1957））所设计的，艺术宫建筑的

设计主要是要向世人展现一个视觉上的壮观美感。 
 

门票 免费 
 

开放时间 周一-周日 6:00-21:00 
 

交通 
乘坐 Muni 巴士线路 30X、28 路、30 路、41 路、43 路、45 路、91 路可

到，其中有些线路下车后需要走一小段路。 

 

返回目录  我要纠错 

费用 
从北向南过桥是要给过路费 6 美元的，而从南向

北是不用给过路费的。自行车和行人是免费的，

并且公用一条通道。 
 

观赏地推荐 
金门大桥的南北段都有供游客停车观光和拍照的

场地，而且两边看到的风景是不同的。 
 

南边 
★ 南边的位置和桥面差不多高，拍到的角度是大

桥面南向北的画面，可以看到桥柱和桥上的车阵，

但是这里拍不到桥的很侧面，有些地方连水都拍

不到（若是遇到夏天起雾，可能什么都看不到）。 
 
★ 不能拍到夜景。 
 

北边 
★ 北边是游览车与自家游客停车拍照与欣赏的

好地方，这里视野好，可以看到大桥侧面，且可

欣赏旧金山市区全景，尤其是旧金山东北角的海

湾大桥及美丽的旧金山海湾。 
 
★ 由于这里背对太阳的时间多，拍不出红色的亮

丽桥景。同时，这里也是拍夜景的最佳地点，可

以拍到最棒的光环车阵圆。 

http://www.17u.com/guide/advice.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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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魔岛监狱 Alcatraz Island 
恶魔岛通常指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旧金山湾中的

一座小岛，距离旧金山渔人码头不到 2 英里。恶魔岛很

久以来就是美国最有名气的监狱岛，《勇闯夺命岛》上

映后，观光客更是剧增，年均游览人数超过百万。正因

为如此，一般来说，游客要至少提早 18 天左右订票，

才能有机会上岛观光游览。 
 
恶魔岛这个名字来自曾被囚禁于此的一名囚犯。菲利普

•格罗瑟（Philip Grosser）因为在一战中拒绝服兵役而

被判有罪。他把自己的铁窗经历整理出书，取名《山姆

大叔的恶魔岛》（Uncle Sam's Devil's Island），向公

众揭露了当时监狱的恐怖与黑暗，让这座鹈鹕之岛获得

“恶魔岛”这个响当当的名号。 
 

一起游小贴士 
一登上岛便有专人岸边讲解岛上守则，需要注意的是唯

一的抽水马桶厕所和自动饮水器就在码头边，等进了旧

日的牢房区，不但没有水喝，还得尝试当时犯人所受的

待遇，上有异味的流动公厕。 

 

 

金门公园 Golden Gate Park 
金门公园占地 1017 英亩，是世界最大的人工公园，从

斯塔尼安街向西延伸三英里多，直到大洋海滩。金门公

园拥有众多的步行道和花园，是这座城市“绿色的肺”。

金门公园是旧金山人民的休闲好去处，节假日，地方艺

术家们在此展出并拍卖自己的作品。由于众多喜爱骑车

或慢跑的市民们，这里总是一片热闹非凡的印象。 
 

公园内部设有高尔夫球场和网球场等娱乐场所，还建有

博物馆、美术馆、植物园等，其中有三座颇受欢迎的城

市博物馆——加利福尼亚科学院、亚洲艺术馆和 M.H.

德扬纪念馆。文化景观包括一座日本式的茶园、风车和

历史性的雕像。娱乐活动多种多样，可划船、骑马、网

球和高尔夫球等，还有一处儿童乐园。 

 

日本茶园 
日本茶园是美国现存最古老的日本庭院，里面的茶室、

池塘、小桥仿佛让你觉得这里不是旧金山而是日本。地

址：1 Music Concourse Drive，San Francisco，CA 

94118 
返回目录  我要纠错 

（图片有一起游网友＠Jordy 提供）  
交通  
由渔人码头的 33 号码头乘坐渡船前往。每日共有多班渡船往来交通，前

往班次时间自 9:30-14:15，回来班次时间自 9:50-16:30。 
 

船票  
在购买船票时会附加耳机费，登岛后凭票领取耳机。也可以在岛上直接付

费领取。耳机录有全岛景点导览介绍。 

开放时间  
每天开放，无假日关闭。 

夏季(3 月 1 日-10 月 31 日)9:00-18:00 

冬季(1 月 11 日-2 月 28 日)9:00-16:45 

（图片有一起游网友＠悠悠哉提供） 

 

http://www.17u.com/guide/advice.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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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票 
周一、三、五 10:00 前免费入场，儿童（4 岁以下）免费 

居民：成人$5，老年人、青少年$3，儿童$1.5 

非居民：成人$7，老年人、青少年$5，儿童$2 

 

交通  
乘坐巴士 Muni44 路到达。 
 
乘坐 N-Judah Muni 地铁电车，到在第九大道站下，从欧

文街往北走，一直到萩原茶园博士，然后右转，继续到日

本茶园。 
 
从轮渡大厦乘坐 N-Judah Muni 地铁。 
 
从渔人码头乘坐 Muni F 到小车市场街，再换乘 N-乘坐

N-Judah Muni 到卡迪诺站。 

 

加州科学院 
加州科学院是一个多方面的科研机构，致力于前沿研究，

宣传教育，并寻找新的和创新的方法来吸引和激发公众。

加州科学院里边有水族馆、恐龙化石展览，还有一个 4 层

楼高的热带雨林，里面的蝴蝶可能会停在你的手指上。 
 

推荐晚上去加州科学院的 Nightlife，Nightlife 最 Cool

的是能一边听着 Live 的摇滚乐队和喝着小酒来逛，是很独

特的科学馆体验，Nightlife 活动举行时间是每周四的晚

上，科学院的票价会比平时便宜。 
 

交通 搭乘巴士 Muni44 路到达。 
 

地址  
55 Music Concourse Dr，San Francisco，CA 94118 
 

门票 
白天成人 29.95 美元，学生及年轻人(12-17 岁)24.95 美元。 

晚上成人 12 美元，贵宾之旅 59 美元，高峰时段现场购票

会加收 5 美元。如果在网上提前购票就不会加收。 
 

开放时间  

非会员时间 日常 9:30-17:00，星期天 11:00-17:00 

会员时间 星期二 8:30-9:30，星期天 10:00-11:00 
 

餐饮 
该学院的咖啡厅提供了一个多元文化的菜单设计，以吸引

所有年龄段的胃口。签名的亮点包括春卷，铁板三明治，

玉米饼和新鲜的糕点。卫星食品站的露天广场及西花园也

销售多种食品和饮料。 

 

返回目录  我要纠错 

（以上两张图片有一起游网友＠悠悠哉提供） 

 

青少年：12-17 岁 

老年人：65 岁以上 

儿童：5-11 岁 

咖啡厅营业时间  
周一-周六：9:30-17:00，周日：10:00-17:00。 
 

注：现在学院成员和他们的客人会收到奥斯卡咖

啡店的会员卡，可以享受一年四季 10％的折扣。 

http://www.17u.com/guide/advice.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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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彼得与圣保罗教堂 Saints Peter & Paul Church 

 

 

 

 

 

 

 

 

 

 

 

 

圣彼得与保罗教堂是美国旧金山的一座罗马天主教教堂，因梦露在这里结过

婚而声名大噪，位于北滩街区的榛子街 666 号，华盛顿广场对面，由鲍思高

慈幼会管理。它被称为“西方的意大利主教座堂”。这符合中国的罗马天主教

教堂，每个星期日都有普通话服务。 

 

 

老圣玛丽大教堂 Old St Mary’s Church 
格兰特大街与加利福尼亚大街的拐角处矗立着一座红砖罗马天主教堂——

老圣玛丽大教堂，其抛物面形的白色侧壁向上冲至 190 英尺高。这座教堂显

示了现代建筑师们是如何寻求通过大胆的构形、创造性的装饰象征手法来展

现灵魂的升华。 
 

它起初的教徒几乎全是爱尔兰人，至今教堂钟楼那“孩子们，珍惜时间，远

离罪恶”的告诫仍然提醒着游人远离妓院与鸦片烟窟。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老游子提供） 

 

 
返回目录  我要纠错 

左侧图片由一起游网友@Jordy 提供 
 

1954 年，玛丽莲·梦露和乔·狄马乔在举行世俗

仪式后，返回这座教堂的台阶拍照。 
 

1939 年 11 月 19 日，狄马乔在这座教堂与多

萝西·阿诺德结婚，后来民事离婚。但是没有获

得无效声明，对于天主教会而言婚姻仍然有效，

因此他不能在天主教堂结婚。在圣伯多禄圣保

禄教堂的一个侧门，还展示了狄马乔结婚当天

的照片，但是是与阿诺德，而不是与梦露。 
 

1999 年 3 月 11 日，狄马乔的葬礼在这里举行，

由他终身的朋友，鲍思高慈幼会神甫阿尔芒·奥

利韦里主持，他尊重狄马乔的愿望，婉言拒绝

一切采访，或讨论狄马乔的生活细节。 

每周二中午 12:30，这里会有午餐音乐会。 
 
右转回到格兰特大街，在下一个十字路口左

拐，沿萨克拉门托街前厅，然后右拐，便来

到韦弗利•普雷斯大街。 

网友印象 — By 老游子 
真正让我们吃惊的是教堂的内部，你不得不佩

服设计师用现代手法也成功营造了让人感到灵

魂升华的神圣氛围。  
 

圣玛丽教堂的祭坛传统庄严中透着现代感。祭

坛上方有着金属细架层层搭成的帘幕，在阳光

下反射出耀眼的光芒，就像银色的恩惠之雨从

天而降，而且把面前平淡无奇的白色石质祭坛

也照亮。 

—— 《美国之行旧金山--圣玛丽大教堂》 

 

http://www.17u.com/guide/advice.asp
http://www.17u.com/blog/article/1764183.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blog/article/1764183.html#refid=2582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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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17u.com/blog/article/1764183.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blog/article/1764183.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blog/article/1764183.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blog/article/1764183.html#refid=2582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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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姐妹建筑群 PaintedLadies 
旧金山著名的"棒棒屋”，又称”六姐妹楼”, 位于阿拉摩

公园旁边, 是旧金山唯一仅存 6 幢相连的维多利亚式建

筑，经常在风景画册上出现，现已成为旧金山市的遗产，

也是外地游人必访的景点之一。6 幢粉色的建筑相邻而

建，仿佛童话中 6 个国王女儿的闺房，有着数不清的故

事… 
 

它们经常在风景画册上出现（也许世界上没有一处居民

房会如此频繁地出现在明信片或者摄影师的大作之中），

现已成为旧金山市的遗产，是观光客必游的景点。 
 

交通 乘坐 21 路、5 路、22 路、24 路公交可到达。 

 

 

联合广场 Union Square 
联合广场是旧金山的交通中心，Powell-Mason 和 Powell-Hyde 两线电

缆车均经过广场，而各路线巴士也几乎都经过这里或邻近大街，交通非常

方便。所谓的“联合广场”指的是位于邮政街（Post St.）、史塔克顿街

（Stockton St.）、基立街（Geary St.）和鲍尔街（Powell St.）之间的一

个只有 1 公顷的小广场。 

 

 

 

 

 
 
 
 
 
 
 
 
 
 
 
 
 

硅谷 (Silicon Valley)  

硅谷位于旧金山南端从帕洛阿尔托到首府圣何塞一段长约 25 英里的谷

地。主要在圣塔克拉拉县和圣何塞(San Jose) 市境内，之后逐渐扩展，

也包括周边如圣马刁县 (San Mateo County)，阿拉米达县 (Alameda 

County) 的一部分。硅谷不是一个地理名词，在地图上一般不做标注。 

 

 

返回目录  我要纠错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悠悠哉提供） 

它面积虽小，却整理得雅洁如公园，园中蓊蓊郁郁的

种着棕榈、紫杉和鲜花，也常举行画展、跳蚤市场等

各项活动，还有漆成紫色的女乞丐、绿色的妖婆和橘

红色的精灵来凑热闹，加上广场周围名店云集，购物

逛累的人们总不免到广场歇歇腿，所以它总是挤满人

潮，洋溢着浪漫而令人愉悦气息。 
 

交通 
乘坐 Bart、Muni 到 Powell St 站下，即可到达。 

乘坐 Muni 巴士 9L、8AX、N-OWL、71L、16X、8BX、

8X、38L、L-OWL、K-OWL、2 路、3 路、5 路、6

路、9 路、21 路、27 路、30 路、31 路、38 路、45

路、71 路、91 路等均在附近街口停靠。 
 

注意：左侧图片由一起游网友@悠悠哉提供 

早期以硅芯片的设计与制造著称，因而得名。

后来其它高技术产业也蓬勃发展，硅谷的名

称现泛指所有高技术产业。 

http://www.17u.com/guide/advice.asp


                      旧金山旅游攻略 

15 

 

卡斯特罗街 Castro Street 

卡斯特罗街一般在英文常被称做“The Castro”，位于加州旧金山市的一

个区。它不是旧金山最著名的大街，可是它的名字因为成为了同性恋者的

圣地而在美国尽人皆知。它的建筑风格却是出奇的规范和齐整——起伏

有致的陡坡，四处飘摇的彩虹旗和整洁的维多利亚式屋宅，这一切使它成

为了旧金山最动人的社区，也成了明信片上必不可少的旧金山景观。 
 

交通 
乘搭 Muni 地铁到 Castro Street 站下即可到达。 

乘坐 Muni24 路、35 路、48 路等巴士也可到达，有的巴士下车后，需要

再走一小段。 

 

 

斯坦福大学 Stanford University 

斯坦福大学全称为小利兰·斯坦福大学，是美国的一所私立大学，被公认

为世界上最杰出的大学之一。斯坦福大学于 1891 年由利兰·斯坦福建立，

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斯坦福市，临近旧金山。斯坦福大学拥有的资产属于

世界大学中最大的之一，它占地 35 平方公里，是美国面积第二大的大学。 
 

进入大学，首先看到的是土黄色石墙环绕下的红屋顶建筑，拱廊相接，棕

枷成行，在古典与现代的交映中充满了浓浓的文化和学术气息。中心广场

（Main Quad）是斯坦福的主要部分，在它的四周，商学院、地学院、

教育学院、工学院、法学院、医学院等星罗棋布。往外，就是斯坦福科学

园区、植物园、高尔夫球场和若干个科学试验场。 
 

交通 从旧金山乘坐汽车 1 小时便可到达斯坦福大学。 

 

 

双子峰 San Francisco Twin Peaks  

双子峰这两座海拔约 270 公尺的山丘，因为形状的关系被早期的西班牙

移民昵称为“印第安少女的乳房”，同时也是旧金山境内唯一保留的天然

山丘，此地并以 360 度全景眺望而闻名。 
 

天气晴朗时，站在双子峰上，可鸟瞰旧金山整个市容，亦可找到旧金山湾

旁边的红色金门大桥。由旧金山市区沿着 Market Street 一直往西南走，

就可看到南北相对的两座山丘，这便是 Twin Peaks 了。 
 

南峰 922 尺高，为旧金山的第二高点（位于 Twin Peaks 西南不远的 Mount Davidson 928 尺为第一高），在这里不但可以俯看整个

旧金山市区，还可西望太平洋，东望东湾的奥克兰、Mount Diablo（魔鬼山）、伯克利大学的白色钟塔（Campanile Tower），北看

马林郡的 Mount Tamalpais，以及链接湾区各城的五座桥梁等。北峰则有 904 尺高。 

 

 
返回目录  我要纠错 

斯坦福大学的楼房都是黄砖红瓦，四平八稳，

一律是十七世纪西班牙的传道堂式——没有

哈佛、耶鲁大学那些年代不同、风格各异的楼

房，更少了东北部大学墙壁上爬满的常春藤。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悠悠哉提供） 

一起游小贴士 

虽然登上 Twin Peaks 是很辛苦的一件事，你

得穿很多衣服以抵挡强风及冷雾，还要努力的

爬上陡坡（其实现代人都是用车轮努力的爬上

来），但辛苦是会有收获的-湾区最棒的视野尽

收眼底。这里更是观赏夜景的好地方。 

http://www.17u.com/guide/advice.asp


                      旧金山旅游攻略 

16 

 

泛美金字塔大厦 Transamerica Pyramid 

泛美金字塔大厦又译“全美金字塔”，是一座金字塔式的建筑，是美国旧金

山最高的摩天大楼和后现代主义建筑，它坐落于 Montgomery（蒙哥马利）

金融区的心脏地带，是旧金山市最高的建筑。 
 

大厦高为 260 米，共有 48 层，用途为商业和办公。如今这座大楼已经不

是泛美公司的总部，但是依然和该公司紧密联系在一起，并挂有公司标记。 
 

大楼为四面金字塔造型。大楼的东面是电梯井，西面是楼梯井。大楼最高

处的 64.6 米为尖顶。尖顶的顶端是一个虚拟观景平台，四个方位安装了摄

像机，休息室里有四个监视器，游客可以控制方向和距离。位于 27 层的观

景平台在九一一袭击事件后关闭，取而代之为虚拟观景台。大楼顶部覆盖

以铝板，在休假季节、感恩节和独立日，楼顶会亮起一束白光。 
 

相关资料 
刚刚建成时，人们并不能接受它的风格，把它称为“地狱刺出的利剑”和

“印第安人的帐篷”。现在，它已经成为深受人们喜爱的城市建筑。 
 

在 1989 年旧金山湾地区发生的 7.1 级地震中，最上层的左右摆动幅度接近

1 英尺。地基深入地下 52 英尺，采用钢筋混凝土结构，设计标准是在发生

地震时可以移动。外墙的石英聚合板每层都由连接杆加固，一旦发生地震，

板与板之间的距离可以确保横向运动。最上层（48 层）只作为租户的会议

室，可以 360 度饱览市区和海湾美景。 
 

 

天使岛 Angel Island 
天使岛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湾，它提供了观赏旧金山和

马林县天际的绝佳地理位置。整个岛屿为天使岛州立公园所包含。

该公园为加州州立公园所管辖。该岛曾被用作许多用途，包括军

事要塞及移民中心。在东北角的移民中心是加州的历史地标，它

完成了对近一百万亚洲移民的操作。 
 

州立公园门票 

成人票$7，儿童（5 岁-11 岁）$6，4 岁以下免费。 
 

其他费用  

Tram 游园车$4/人，约 1 小时。 

电缆车（团队）成人$13.5，老人$12.5，儿童$9.5。 

租赁自行车短租$5/天，长租$120/年。 
 

交通 
沿美国 101 号公路出旧金山北上，驶上加州 131 号高速路向东南

驱车约半小时，便来到了梯布伦小城的渡口。从这里坐船约 20 分

钟就可到达“天使岛”。 

 
返回目录  我要纠错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悠悠哉提供） 

岛上的老旧移民站就是当时中国人落脚的地方。60 年代由于一

个中国人的努力，使得它免于被拆除的命运。至今人们仍可以在

这幢建筑物的墙上看见当时在这里苦等进入美国本土的中国人

刻下的血泪诗篇。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黎昕提供） 

http://www.17u.com/guide/advice.asp


                      旧金山旅游攻略 

17 

 

金银岛 Treasure Island 
金银岛是用建造海湾大桥时所挖出的泥土建造而成，位于布埃纳

岛的北边。金银岛始于 1936 年，于 1939 年完成，原是为了迎

接 1939 年国际博览会而建。地名来源为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

森的小说金银岛，据说用于建造的废土中含有少量黄金。 
 

 

中国城 Chinatown 
旧金山中国城即唐人街，又称华埠，位于旧金山市区的中心，是

美国西海岸最具规模、最热闹、最有东方风味的地方，是北美洲

最古老的唐人街，以及亚洲以外最大的华人社区。中国城的主要

干道是格兰特大道，每年的中国新年和中秋节庆盛会都在这里举

行。当电缆车行经布什街和格兰街的交叉口，就可以看到中国城

的入口牌楼。 
 

这里到处都是中英文对照的招牌和路牌，城内有很多中国风味的

店铺、餐厅、美食街、博物馆和纪念品店。这里多以粤语和中文

交流，宝塔式的屋顶和装饰漂亮的阳台是中国城建筑的主要特

色，街灯也是雕龙刻凤的。 
 

 

小意大利 Little Italy 
小意大利即旧金山北滩，是一处位于唐人街和渔人码头之间的社

区，从早期打鱼为生的意大利村蜕变为餐厅、咖啡馆林立的活跃

商业圈，更因为哥伦布大道上专门售卖思想前卫书籍的独立书店

“城市之光”（City Light Bookstore），打出了北滩的知名度。 
 

现在则以意大利人居多，这里是旧金山嬉皮文化的发源地，被人

们成为“小意大利区”。这片区域内时髦的小店和餐馆林立，尤

其是咖啡馆的风气一直吸引着豪放不羁的艺术家们。其中最为著

名的当属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披头族”时代。“披头族”的代

表人物是金斯堡、凯洛亚克、卡西迪等人。他们当年由纽约迁到

旧金山，每天写作、弹奏音乐，并鼓吹东方宗教、自由恋爱、自

由思考、吸毒，以新颖而惊世骇俗的艺术表达方式为世人所知。 
 

现在的北滩内的嬉皮士思想虽然已经不再前卫，但是略带一些颓

废和低迷的气氛却仍然受到很多游客的青睐，悠闲的午后，一杯

咖啡，惬意打发一个下午，是很多人在这里的生活写照。 
 

 

 

 

返回目录  我要纠错 

交通 
离 Union Square（联合广场）不远，如果在联合广场附近恰巧

在联合广场附近游玩的话，可以走过去。 

乘坐 Muni38BX、1AX、81X、31AX、1BX、8AX、8BX、8X、

31BX、38AX、1 路、2 路、3 路、30 路、45 路、91 路均可到

达中国城区域。 

中国城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Jordy 提供）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Jordy 提供） 

“城市之光”书店营业时间 10:00-24:00 
 

交通 乘坐 Muni 巴士 8AX、8BX、8X、10 路、12 路、30

路、39 路、41 路、45 路、91 路可到达。 

http://www.17u.com/guide/advice.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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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城 Japan Town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老游子提供） 
 
旧金山日本城的中央是日本中心，这是一个购物、娱乐中心，开业于 1968

年。它虽然没有唐人街的火爆，但的确以浓缩的形式使人感受到日本文化

的可人之处。该中心的观光内容大部分在室内，雨天也可以去。日本中心

的核心是“和平宝塔”，它是每年樱花节的背景。该中心还提供日本食物、

日式淋浴和日本歌舞表演。 
 

 

传教区 Mission District 
传教区是旧金山历史最悠久的地区，在 1776 年由圣方济修士们建立。他

们希望能够改变原住民的信仰，可是上个世纪 60 年代，拉丁 美洲有许

许多多政治难民和移民涌入这个地方，这个区域就变为拉丁风格。 
 

交通 
乘坐 BART 在 16th street Mission 下即可。或乘坐 Muni 巴士 14L 路、

12 路、14 路、22 路、33 路、49 路均可到达。 
 

 

嬉皮士区 Haight-Ashbury 
旧金山嬉皮士区是指旧金山商业区西南方向的 Haight Street 与

AAshbury Street 街口为中心向外延伸的区域的几条街，旧金山人把

这统称 Haight-Ashbury。作为美国上个世纪 60、70 年代嬉皮士运

动的发源地，这里一定程度上有一些与众不同的地方。除了林立的维

多利亚式的房屋，这里有很多特色酒吧、门脸奇怪的小店，房屋墙壁

上夸张的涂鸦，以及街头上穿着怪异的行人，令人不禁大开眼界。 
 

交通 
乘坐 Muni 巴士 N-OWL、71L 路、6 路、33 路、37 路、43 路、66

路、71 路可以到达。 
 

返回目录  我要纠错 

网友印象 — By 老游子 
不同于中国城的拥塞，日本城因为比较年轻，经过

规划，周围环境显得异常清新，建筑形式及庭院设

计极具东洋风味。 
 
旧金山的日本城占地面积不太大，可以逛的范围也

不多，但这里环境干净清雅，来到这里放慢脚步，

到处闲逛日本传统手工艺及日本传统食品小店，更

可以品尝到道地的日本美食。 

—— 《美国之行(四十二)旧金山-日本城》 

交通 
Muni 巴士 38L 路、2 路、3 路、22 路、38 路会在

附近街口停靠。 

在这里你能看到满街满巷的西班牙文，但是你

放心，英文也绝对通行。 
 
在这里千万不要忘记尝试拉丁美食，尤其是那

些在街旁外卖的大巴，基本上每一个都能做出

地道又美味的拉丁食物。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背包客小鹏提供） 

http://www.17u.com/guide/advice.asp
http://www.17u.com/blog/article/1764784.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blog/article/1764784.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blog/article/1764784.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blog/article/1764784.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blog/article/1764784.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blog/article/1764784.html#refid=2582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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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胜美地国家公园 YosemiteNationalPark 
优胜美地国家公园，又译名为约塞米蒂国家公园，是美国西部最美丽、

参观人数最多的国家公园之一，与大峡谷国家公园、黄石国家公园齐

名，位于加利福尼亚州东部内华达山脉上。 
 

公园以约塞米蒂溪谷为中心，峡谷内有默塞德河流过，以及一些瀑布，

包括著名的约塞米蒂瀑布。景观中还有许多美丽的山峰，其中最著名

的是船长峰，这是一个由谷底垂直向上高达 1099 米的花岗岩壁，是

世界上最高的不间断陡崖之一。公园内的地势落差极大，不断映入眼

帘的山峰、峡谷、河流、瀑布，构成了山谷内鬼斧神工的雄伟景色。

园内有 1000 多种花草植物，生长着黑橡树、雪松、黄松木，还有树

王巨杉等植物。其中有株称为巨灰熊的巨杉，估计已有 2700 年的树

龄，是世界上现存最大的树木。 
 

交通 
公园在西面有三个入口，从北至南分别是：CA-120、CA-49 和 CA-41；

东面只有一个入口：CA-120（冬天封路）。 
 

CA-120 是夏天穿越内华达山脉的少数交通要道之一，往北要到太浩

湖以北的 I-80，往南要到南加州的 CA-58 才能穿越山脉。在公园西

边，CA-120 盘山而行，峰回路转，有一岔路去 Hetch-Hetchy 水库；

在公园东边，CA-120 穿越李氏峡谷的一段栈道，非常险峻，堪称一

项工程创举。 
 

CA-41 通往 Fresno 市。若要来往约塞米蒂国家公园和红杉与三王峡

谷国家公园，这条乃必经之路。 
 

CA-49 沿着麦斯德河而上，是这三条公路中所到达海拔最低的一条，因此若冬天参观约塞米蒂国家公园的话，这条路乃是最佳选择。

沿着麦斯德河而上，约塞米蒂峡谷一开始是呈 v 字型的，而且拐弯甚多；突然眼前阔然开朗，峡谷变宽，而且变得呈 u 字型，这标记

着过去冰川的冰舌到此为止：v 字型的是被液态水冲出来的峡谷，未经冰川洗礼，而 u 字型峡谷乃经历冰川那鬼斧神工的改造，让你

有如进入桃花源一般的感觉。 
 

从佛列斯诺 Fresno 可以利用州道 SR 41 到达公园，也可以从

史塔克顿经 SR 120 到达。除了一部分的 SR 120、Tioga Pass 

Road、Glacier Point Road 及 Mariposa Grove Road 在秋末

至夏初会关闭外，其它的道路一年四季都开放给游客观光，在
冬天，请自备雪链。 
 

在约塞米蒂东部到 Mirror Lake 及 Happy Isles 的路禁止大部分

的车辆进入，只容许免费公共交通巴士进出。 
 

南侧路是一条东向单行道路从新娘面纱到 Curry Village，北侧

路则是一 条西向 起源于 约塞米 蒂小屋 的单 行道路 。Curry 

Village 和约塞米蒂小村之间的小路也是西向单线道。 
 

 

 

返回目录  我要纠错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老游子提供） 

开放时间 
约塞米蒂国家公园全年开放，地图和旅游资料可以在优胜

美地游客中心索取，公园内的活动资讯可以在入口处布告

板上找到，在公园内也有张贴。 
 

免费的巴士 
五月中到九月中旬每天早上 7:30 点到晚上 10 点从河谷

的东边发车。其它月份则从早上 9 点到晚上 10 点营运。

在冬天将有班次从优胜美地小屋到巴格滑雪区。 
 

如果想在公园内野营，旅客须要申请野外入山证可以在优

胜美地谷野外中心免费索取。 

http://www.17u.com/guide/advice.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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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部交通  

飞机 

若想乘飞机到旧金山，可以到旧金山国际机场、奥克兰机场和圣何塞机场。奥克兰机场和圣何塞机场分别是在东湾和南湾（硅

谷），一般旅客都使用不到，大多数都是选择飞到旧金山国际机场。 
 

旧金山国际机场位于旧金山市南方大约 13 英里（21 公里），

毗邻圣马刁县的密尔布瑞和圣布鲁诺，是美国加州的一座大型

商用机场，拥有可直飞美洲、欧洲、亚洲、和澳洲各个大城市

的航班。旧金山国际机场是旧金山湾区和北加州最大的机场和

主要的国际门户。 
 

旧金山机场分为三个相连的区域：南区、国际区和北区。北区

是美国、加拿大和联合航空的柜台；南区是加拿大、阿拉斯加、

美西航空、大陆航空和西南航空、TWA、USA AIRWAYS；国

际区就全是国际航班。 

 

机场详细交通 

BART 地铁 
到达旧金山机场后，可以乘坐 BART 地铁离开，抵达旧金山市区，这是旧金山最为快捷的交通，而且费用低于班车、出租车、

租赁汽车等交通工具。乘坐 BART 到旧金山市区，单程约 40 分钟。BART 平日机场服务营业时间为 4:00-23:45；BART 周末

机场服务时间为 6:00-23:45（周六），8:00-23:45（周日）。 
 

租车 要进入汽车租赁中心距离机场候机楼，乘坐气垫列车的蓝线。机场租车价格一般比旧金山市内的便宜点。 
 

班车 旧金山的很多旅馆都有自己的班车接送旅客，在预订旅馆的时候，可以提前确认下。 
 

出租车  
出租车指定停靠点在每一个航站楼取行李处外面，每天 7:00

到次日凌晨 1:00 都有穿着制服的工作人员协助你乘搭。在

机场打车不需要预订，但是凌晨 1 点之后就没有的士再在指

定地方等候顾客。一般乘坐出租车到旧金山市区约需要$25

至$35，另外需要加$1。 
 

Caltrain 火车 Caltrain 火车系统离 SFO 不远，如果前往

南 湾 和 旧 金 山 市区 的 旅 客 也可 以 选 择 乘搭 。 需 要 先乘 坐

BART 到 Millbrae 站换乘 Caltrain。 
 

巴士 巴士的上车地点在出境大厅的二楼，一出机场就有很

多小巴士在等候载客。如果一般只前往旧金山市区的话，不

建议游客乘坐此巴士。 

 

返回目录  我要纠错 

T raffic 
 交通 

若想乘飞机到旧金山，可以到旧金山国际机场、奥克兰机场和圣何塞机场。奥克兰机场和圣何塞机场分

别是在东湾和南湾（硅谷），一般旅客都使用不到，大多数都是选择飞到旧金山国际机场。 

 

旧金山国际机场的交通非常方便。由于美国公

路 101 就在旁边，旅客可由旧金山国际机场的

专用交流道直接进入机场；在机场北方的州际

高速公路 380 让机场进一步的与湾区其他高

速公路连接，譬如州际高速公路 280。 
 

在公共运输上，旅客可使用在国际航厦内的湾

区捷运（BART）站来往于东湾和旧金山市区；

从 半 岛 和 南 湾 来 的 旅 客 可 搭 乘 加 州 火 车

（Caltrain）到密尔比瑞站改搭湾区到机场。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胡柚柚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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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车 
旧金山火车站位于旧金山 4 号街和 King 街十字路口出，沿半岛运营，它连接着 Millbrae(与海湾地区电气火车站和旧金山国

际机场相连，30 分钟)、帕洛阿尔托(1 个小时)和圣何塞(1 个小时)。 
 
全 国 铁 路 客 运 公 司 运 营 从 埃 默 里 维 尔 和 奥 克 兰 ack 

London 广场开往旧金山渡轮大厦和 Caltrain 火车站的免

费交通车。  

 

长途汽车巴士 
旧金山市南的 1 号公路是从洛杉矶到旧金山风景最美的公

路线，走与之平行的 101 国道能更快一点。市北的 101 国

道从尤里卡穿过金门大桥由南向北。80 号州际公路穿过湾

桥从萨克拉门托向西南方向延伸。 
 

Transbay Terminal 汽车站是旧金山主要汽车站，位于 SoMa 1 号街。 
 

乘坐 AC Transit 长途汽车往北可以到达 Marin 县和索诺马县(Sonoma)。 
 

乘坐 Samtrans 长途汽车往南则可以到达帕洛阿尔托(Palo Alto)和太平洋沿岸。 
 

“灰狗”(Greyhound Bus) 
长途客运运营旧金山到全美各地的路线。现在在旧金山乘坐灰狗巴士的人

大多数是低收入人群（车程的时间长，而且价格贵，加上等车、转车，很

折腾人），也有一些是寻找在路上感觉的背包客。 
 
 

 内部交通  
旧金山拥有一个巨大的公共交通网络“Muni”。乘坐 Muni 的路面街车、电缆车、巴士和地铁可以方便又省钱的游览旧金山的

各个景点。目前巴士和路面街车的个人票是 1.50 美元。  
 

Muni 历史街车 F 线 

这一历史悠久的电车是游客和当地人的最爱。这些电车来自世界

各地。沿着市场街和位于卡斯楚和渔人码头之间的安巴卡德罗，

没过几条街就有可以找到 F 线街车的车站，通常车站旁有玻璃的

巴士候车站。 

 

巴士（BUS）  

巴士是游览旧金山各处的一个不错的选择。巴士车站位于每个街

区。每条巴士线路都以数字编号。巴士候车站都贴有线路站点示

意图，每辆巴士的前后左右都贴有行驶路线。 
 

 

 

返回目录  我要纠错 

在乘坐灰狗巴士的时候，要石刻注意自身

和财产的安全。车上形形色色的乘客，胆

小的游客可以不选择此交通工具。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北美湘人提供） 

在位于 Hallidie 广场（市场街和鲍威尔街

之间）的旧金山游客中心可以购买到地图。 
 
多程票 
如果你在旧金山期间打算搭乘公共交通，

那么多程票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多程票有

单天票、三天票和七天票三种选择，可以

让你在指定日期内不受限制的搭乘包括电

缆车在内的各种 Muni 交通工具。这种多

程票可以在旧金山游客信息中心、电缆车

的回车场和许多商行内买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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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缆车  

到旧金山观光的游客必定会搭乘这历史悠久的

旧金山交通工具-电缆车。你可以在电缆车回车

场或者沿线任何一个有褐色白色电缆车站牌的

站点候车。旧金山共有 3 条主要的电缆车线路：

加利福尼亚线、鲍威尔-海德线以及鲍威尔-梅森

线。电缆车票价为每人每次 5 美元。 

 

Muni 地铁 

Muni 地铁在市中心为地下运营，市区以外地区

为地面运营。每条 Muni 地铁线路都以字母标

示，连接着旧金山市中心和许多边远的街区。  
 

湾区捷运 BART  

搭乘 BART 从旧金山国际机场出发，不到 30 分钟就可以到达旧金山市区。BART 车站位于旧金山国际机场国际航站楼内，它

连接着市区 4 个车站，单程票价为 2 美元起至 8.15 美元不等。 
 

BART 还开往柏克利、奥克兰和其他许多周边地区。有关 BART 的更多信息，可以访问网站：www.bart.gov。 
 
 

捷运蓝高价值的门票  

折让 6.25％两种面额：票价$48 的为$45，

票价$64 的为$60。 
 
 
 

捷运绿*票务  

折让 62.5％，老年人 65 岁及以上：票价 

$24，只收$9。 
 
 

捷运橘门票  

折扣为初中和高中的在校学生。特殊的采

购限制。 
      
 
 

BART 加门票 

闪光通行证”其他交通运营商。 
      
 
 
 

捷运红票  

62.5％的折扣为$9 残疾人，医保持卡人和

5-12 岁的儿童$24。 
 
 
 
 
 

返回目录  我要纠错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Jordy 提供） 

如何使用 BART 门票 
捷运车票像借记卡储值。所有捷运车站自

动售票机接受镍，硬币，宿舍和元硬币，

以及$1、$5、$10 和$20 票据。 
 

除了自动售票机外，还可以使用信用卡和

借记卡，在选择机器。 
 

当你进入捷运，你的票插入检票口，它会

被退还给您。使用相同的票，当您退出。

正确的票价将被自动扣除，并有剩余价值

的门票将被退回。 
 

如果你的票值太少，检票口上的标志会读

“剥削工资：转到 Addfare”。附近的一

个 Addfare 自动售货机会告诉你多少额

外的车费，你必须添加到您的车票退出

BART 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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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门大桥        渔人码头        唐人街         九曲花街         

 
 

旧金山金门大桥 

世界上著名的桥梁之一，为世界所建大桥中罕见的单孔长跨距大吊桥之一。当船只驶进旧金山，从

甲板上举目远望，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大桥的巨形钢塔。 
 

渔人码头 

这里聚集了很多的购物中心，路上旧金山蟹的卖家鳞次栉比，街上乐师和艺术家的表演也是接连不

断，现已成为旧金山的热门观光景点。 
 

唐人街 

世界上最具特色的唐人街，当进入旧金山唐人街，街上空挂满中国大红灯笼和到处都是中文招牌，

有着很浓郁的中国传统风格，每一次来到这儿，都会有新的发现与收获。 
 

九曲花街 

世界上最弯曲的街道，也是旧金山人的骄傲。街道上遍植花木，春天的繍球，夏天的玫瑰和秋天的

菊花，把它点缀的花团锦簇。 

 

 

 现代艺术博物馆        金门公园        联合广场         美国艺术剧院     

 

现代艺术博物馆 

现代艺术博物馆是全美第二大博物馆，是美国西岸首座专门收藏现代艺术品的博物馆。这里收藏了

很多大师级的艺术珍品，值得花一个上午的时间去参观体验。 
 

金门公园 

金门公园有三座非常著名的博物馆：亚洲艺术博物馆、加利福尼亚科学院和 M.H 德扬博物馆。 
 

亚洲艺术博物馆主要展览的是亚洲艺术珍品，每年分八个主题展览，在这里能看到大量中国古代的

文物和艺术藏品，身处异乡，一定为我们中华民族的深厚文化底蕴而自豪。 
 

德扬博物馆是专门为美国艺术而设立的。这里展展览了从殖民时代到当代的各种艺术作品。从一个

展厅到另一个展厅，就像经历着一场环球艺术之旅。 
 

加利福尼亚科学馆是盛满了绿色富有诗意的博物馆。在这里可以看到那种满是 200 万种加州本地植

物的屋顶。参观这里会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返回目录  我要纠错 

T ourist  
route 
线路 

一般前往旧金山旅游的驴友，都是和周边城市或是国家一起游玩的，很少会单独只游玩旧金山一个城市。

此外，一起游攻略也提供了跟团的旅游线路。 

上午 
吃过早餐后，前往金门大

桥和渔人码头。 

出差游 

午饭 
若是对海鲜比较感兴趣，

可以在渔人码头吃午饭。 

 

若是喜欢中国美食的，可

以在唐人街吃午饭。 

下午 
吃过午饭后，乘坐公交前

往唐人街和九曲花街。 

一日游 

午饭 
吃过午饭后，乘车前往旧

金山的金门公园。 

晚上 
可以 去联合广 场吃晚 餐

稍微放松一下。 
 
饭后如果还有时间，可以

去美 国艺术剧 院看一 场

演出。 

http://www.17u.com/guide/advice.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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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纽约        华盛顿        费城       

     
 

D1 纽约 
看看美国标志性的雕塑——自由女神像，来美国不看自由女神像，岂不遗憾。走走世界闻名的金融

中心——华尔街、誉满全球的联合国总部。 

 

 

 

 

 

 

 

 

 

 
 
 

吃过午饭，先逛逛第五大道，这里有很多名牌商店，保证能挑到你想要的。如果累了的话，可

以去纽约中央公园休息，这里可是全世界大都市中最美的城市花园哦。 

 

D2 华盛顿 
到达华盛顿后，开始游览华盛顿。推荐观看的景点有：巍然屹立的华盛顿纪念碑、举世闻名的

总统官邸——白宫（里面部分楼是开放的）、宏伟壮观的国会山庄、传奇神圣的林肯纪念堂等。

可以住在华盛顿，感受这里不一样的夜生活。 

 

D3 费城 
费城的旅游著名景点有：自由钟、独立宫、费城艺术博物馆、芒特公园、罗丹博物馆、中国城、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等知名景点。另外，费城的城市风光也是值得游览观看的。 
 

Broad St. 以西、Vine St. 以北为艺术区，博物馆、美术馆多聚集在此。8th St. 以东为历史

区，以西为中心区。主要观光地多集中艺术区及历史区，旅馆与购物中心则在中心区。 
 

 

 

 

 

 

 

 

 

 

 

 
 

返回目录  我要纠错 

早上 
吃过早饭，乘船去自由岛。 

周边游 

午饭 
可以在华尔街吃，也可到

第五大道吃。 

下午 
行程比较休闲——购物，

是很多女孩子的最爱。 

贴士 
费城是个徒步就可以走

完的城市，如果时间多的

话，建议在历史区逛一

天、艺术区两天，则是最

理想的行程。 

交通 
从纽约乘坐火车前往华

盛顿即可。 

http://www.17u.com/guide/advice.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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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       纽约       华盛顿       布法罗        洛杉矶        旧金山       夏威夷  

     
 
 
                            D1 上海 → 纽约   

 

D2 纽约 （自由女神像 → 第五大道） 
在酒店吃过早餐后，乘船前往自由女神像-象征着独立。随后前往华尔街，外观纽约证券交易所、

联合国大厦。晚上可前往纽约夜景最佳观赏地-洛克菲勒广场，看完夜景后，去世界闻名的购物

天堂——第五大道，途径的景点有世贸遗址。 

 

 

 

 

 

 

 

 

 

 
 

 

D3  纽约 → 华盛顿 （国会大厦 → 白宫 → 林肯纪念堂） 
在酒店吃过早餐后，乘车前往华盛顿，中途可自费游览费城、巴尔的摩。抵达华盛顿后，开始其

著名景点游玩。游览的景点：外观白宫、华盛顿总统纪念碑、杰弗逊总统纪念堂、林肯总统纪念

堂，以及国会大厦，吃过晚餐后，送往酒店休息。 

 

D4  华盛顿 → 布法罗（尼亚加拉大瀑布） 
吃过早餐后，乘车前往布法罗，抵达后，欣赏尼亚加拉大瀑布，这个举世闻名的大瀑布是伊利湖，

位于南美国。湖水从 180 米高流入北面加拿大的安大略湖，骤然下泻，惊心动魄，水势汹涌澎

湃，气势浩瀚，宛如万马奔腾。 

 

 

 

 

 

 

 

 

 

 

 
 
 

返回目录  我要纠错 

到达纽约 
从上海乘坐航班前往纽约。抵

达后，前往酒店，可以先吃点

晚餐，而后可以夜游纽约或是

休息。 

八日游 

注意 此线路是跟团游玩的。 

http://www.17u.com/guide/advice.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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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5  布法罗 → 洛杉矶 
前往游览好莱坞影城，影城内除拥有西岸片场的《怪物史莱克》、《ET 外星人》、《大地震》及《金

刚》等设施外，规模宏大的各种云霄飞车，刺激绝伦。随后前往参观星光大道，极具中国特色的

中国大戏院，奥斯卡参展影片的专用影院——柯达剧院。 

 

 

 

 

 

 

 

 

 

 

 
 

 

D6  洛杉矶 → 旧金山 
参观洛杉矶的市区及古城，穿越跨海大桥，踏上柯罗那多岛，参观加州最古老的柯罗那多酒店，

此酒店已由百年历史，途经军港，欣赏美丽的军港风情。 
 

旧金山可参观的景点有市政厅、金门大桥、罗马式风格艺术宫、渔人码头（游客必游之地，可品

尝到各种海鲜）、九曲花街（购买特色纪念品的好地方）。 

 

D7  旧金山 → 夏威夷 

瓦胡岛 
首先来到瓦胡岛的第一印象，仿佛已到了东方，因为这里 80%的人都是东方人。其次是，岛上

的人穿着色调鲜艳而浓郁的衬衫，格外显得舒适和潇洒，更具风情。这里景点也不少，吸引游客

最多的是美国亚丽桑那纪念馆；其次是波里尼西亚文化中心；再者是火奴鲁鲁动物园；海洋公园

和 Bernice P.大主教博物馆等。 
 

珍珠港 
在这里可以看到夏威夷土著的歌舞表演，伴舞的男女均穿着用椰树叶的柔软纤维做成的草裙，上

身保持平衡，臀部有节奏地扭动，草裙随之婆娑，如风摆柳。 

 

 

 

 

 

 

 

 

 

 

 

 

D8  夏威夷 → 上海 

布法罗前往洛杉矶 
吃过早餐后，乘坐飞机前往洛

杉矶。 
 

到达洛杉矶后，可以先前往预

定好的酒店，放下行李，开始

洛杉矶之旅。 

中午  
吃过午饭后，前往旧金山。 

 

晚上 住在旧金山。 

夏威夷贴士  
早上吃完早餐后，前往夏威

夷。到夏威夷的人，一定要去

瓦胡岛，而到了瓦胡岛的人就

一定会参观珍珠港。 

珍珠港购物 
这里也有很多特色的纪念品

值得购买。推荐：芙蓉花形状

的各款首饰、夏威夷特色的服

装、雕塑品、水彩画等。 
 

梦幻礼车 
除欣赏珍珠港美丽的风景外，

还有梦幻礼车，这是专为度蜜

月的人设计的。 

洛杉矶晚上 
晚上，入住 quality inn 酒店

或同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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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一起游网友@树妮小 u 提供） 
 
旧金山是著名的海滨港口城市，许多到美国的游客都在旧金山停留或转机，住宿地的选择范围非常广泛，众多顶级酒店的价格也很合

理。不管酒店是否豪华、设施是否舒适，城市中的大多数酒店都是“物有所值”。 

 

联合广场 
联合广场是旧金山的市中心，建议到旧金山旅游的驴友，找住宿的酒店或是旅馆时，最好以联合广场为中心，离联合广场越远，游客

越少，而且交通也越不方便，甚至有些地方也越危险。 

 

渔人码头 
渔人码头以中价位的饭店居多。住在这里，不管是尝美食、购物还

是到其他景点，交通都比较方便。 

 

唐人街 
旧金山的唐人街是美国西部最大的华人聚居区，所听所写都为汉语，

所见到的都十分具有中国传统，房屋建筑也都具有中国特色。因此

对于喜欢中国传统的驴友，可以选择住在这里。 

 

诺布山地区 
旧金山很多标志性建筑都是大饭店，其中诺布山荟萃了很多，这里是高级饭店林立的地区，住宿的价格较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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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leeping 
住宿 

旧金山是著名的海滨港口城市，许多到美国的游客都会在旧金山停留或转机，住宿地的选择范围

非常广泛，众多顶级酒店的价格也很合理。 

一起游小贴士 
1）一般国外住宿费都不包含早餐，大部分以信用

卡付费，若要付现，除住宿费用，还要支付保证金。

如果没有信用卡，订房时可能会被拒绝，所以要带

好信用卡。 
 

2）civic center 一带的治安较差，最好不要住，如

果选择这附近的饭店，晚上要尽量避免外出。 
 

3）到旧金山旅游，住酒店一定要提前预订，以免

耽误自己的行程，同时，也很有可能会住不到自己

喜欢的酒店。 

http://www.17u.com/guide/advice.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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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旧金山有许多移民，不同国籍的移民各据一方，形成了像中国城一般的小国度，充满异国风味的餐厅孕育而生。除了原汁

原味的加州料理之外，还有很多异国料理。当地丰富的原料加上对国外烹饪的借鉴，旧金山的厨师们用全新的配方调配出

色鲜味美而又符合营养科学规律的食物。旧金山有大批打破传统框框的厨师，有多语言绕口令似的菜单，让人不禁佩服这里的

确是一个美食天堂。 
 
旧金山渔人码头丰富的海鲜菜品向来都是旧金

山的保留大餐。旧金山的饮食口味亦及多元，中

餐馆是其中的重要部分。旧金山号称有全美最正

宗的中餐，唐人街一向都是食客们的天下。 
 

与旧金山族裔分布一致，各种族聚集的地方总有

其自己的饮食文化。意大利社区“北滩”，自然

就是品尝意大利餐点的不二之选。 
 

墨西哥菜是旧金山的另一大菜系。日本菜也很常

见。在移植到旧金山的同时，这些外来菜系都不

可避免的遇到了些许“改良”，也就形成了当地特

色的加州菜。 
 

旧金山的咖啡是其饮食文化的一大组成部分，街头的咖啡店与快餐店一样随处可见，而花样繁多的咖啡品类更一度成为热衷

此道之人的研究对象。 
 

 

 特色美食  

煎牡蛎蛋饼 
牡蛎火腿蛋饼，可追溯到淘金热时期，在旧金山市中心的小吃店里都有。这种鸡蛋饼是当年侦探小说家达席尔·哈默特最喜欢吃的。

牡蛎煎饼不仅美味，还能细腻肌肤，降血压、滋阴养血、健身壮体，是调中益气养血美容，既美味滋补又健美强身的食物。 

 

邓奇斯蟹 
旧金山所产的巨蟹已被公认为全球各类蟹中味道最鲜，最嫩的。这里的蟹个

头大，一只够两个人吃。码头的游客区非常热闹，很多摊位分部位卖蟹，每
磅 5 美金至 9 美金。这里的海产都是深海海鲜，深海海产无污染且寒冷地

区的海鲜生长速度慢，生长期长，所以个头大，肉质特别鲜美。（注：图片由

一起游网友@Jordy 提供） 
 

品尝时间 11 月中旬到次年 6 月期间是食用邓奇斯蟹最好的季节。 
 

品尝地推荐 渔人码头 
 

 

 

 

 

E ating 
美食 

因为旧金山有许多移民，不同国籍的移民各据一方，形成了像中国城一般的小国度，充满异国风味的餐

厅孕育而生。除了原汁原味的加州料理之外，还有很多异国料理。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阿妮叶李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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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金山老面包 
旧金山老面包以纯天然酵母低温长时间发酵手工制作，完

全不添加商业酵母，需要师傅耐心长时间照顾。天然的乳

酸菌酵母发酵面包 QQ 的口感带点微酸的滋味，吃下去时

非常的顺口，无糖无油的面包是现代人追求自然健康的最

佳选择。 

 

幸运饼干 
幸运饼干也叫签语饼，是一种美式的亚洲风味脆饼，通常

由面粉、糖、香草及奶油做成，并且中间鼓起来的里面包

有类似箴言或者模棱两可预言的字条，每张纸条上都会写

着一句不同的话，预测最近的运程。 
 

在美国的中餐馆里吃饭，服务员往往会在结账时免费送你一个 fortune cookie，翻译成中文叫幸运饼干。为了讨客人喜欢，纸条上的

话各不相同，但都是比较吉祥的。 

 

爱尔兰咖啡 
爱尔兰咖啡是一种既像酒又像咖啡的咖啡，原料是爱尔兰威士忌加咖啡豆，

特殊的咖啡杯，特殊的煮法，认真而执着，古老而简朴。其爱尔兰咖啡杯

是一种方便于烤杯的耐热杯。烤杯的方法可以去除烈酒中的酒精，让酒香

与咖啡更能够直接的调和。 

 

齐欧皮诺 Cioppino  
Cioppino 是有名的意大利菜，是番茄和海鲜一起煮的。说是意大利的菜，

其实是在美国的意大利人发明的菜。这样的菜被称为 Italian-American 

dish（美式意大利菜）。Cioppino 是一个带有口音的意大利语单词，意思

是“剁”，是指当初意大利渔民最早在做这道菜的过程，就是将当天船上剩

下的捕获剁成大块扔到锅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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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一起游网友@Jordy 提供） 

爱尔兰咖啡的故事 
爱尔兰咖啡的真正含义却是思念今生无缘人。 

 

因为这杯咖啡是一位都柏林机场的酒保为一位美

丽的空姐特别调制的。他认真而执着的等待，等

待心爱的人儿能点上这杯独一无二的咖啡，从发

明爱尔兰咖啡，到女孩喝上这杯咖啡，痴情的酒

保等待了整整一年的时间。 
 

自此，空姐后来每次停留都会喝上一杯。直到有

一天，他决定不再当空姐，跟酒保说 Farewell，

他们的故事由此结束。     
 

空姐回到旧金山后，有一天突然很想喝爱尔兰咖

啡，找遍所有咖啡馆都没发现。后来她才知道爱

尔兰咖啡是酒保为她而创造的。不过却始终不明

白为何酒保会问她：“Want some tear drops?”        
 

原来，在酒保第一次替她煮爱尔兰咖啡时，因为

激动而流下眼泪。为了怕被她看到，他用手指将

眼泪擦去，然后偷偷用眼泪在爱尔兰咖啡杯口画

了一圈。所以第一口爱尔兰咖啡的味道，带着思

念被压抑许久后所发酵的味道，爱尔兰咖啡有个

别名叫做，天使的眼泪。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阿妮叶李提供） 

http://www.17u.com/guide/advice.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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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食推荐地  

 

 

 

 

 

 

 

 

 

 

 

 

 

 

渔人码头 
要品尝新鲜的海产，就要到海鲜宝库渔人码头，在靠近渔人码头标志

周围成排的摊位上可以买到速食海鲜、如海鲜三明治、水煮螃蟹等。 

 

唐人街/北滩 
旧金山最著名的两条美食街是唐人街和意大利餐饮街（北滩）。 

 

在欧美首屈一指的唐人街中，中式餐厅多不胜数，除了晚餐外，这里

的早点也相当丰富且精致。另外，这里的老板店员基本上都是中国人，

所以英语不好的驴友不用担心交流的问题。 
 

特别推荐 
岭南小馆位于唐人街的 631  KEARNY ST，米其林 2 星餐厅。特色

是 salt-and-pepper Dungeness crab 椒盐螃蟹，外壳香脆，蟹肉鲜

嫩多汁。 
 

北滩有小意大利之称，在北滩中心的哥伦布大道上，满是以意大利为

代表的绿、白、红所点缀的时尚意式餐厅与咖啡馆。 
 
 
 
 
 
 
 
 
 
 
 
 

返回目录  我要纠错 
 

一起游小贴士 
1）美国的早餐一般在 08：00 左右，午餐一般在

12：00-14：00，晚餐一般在 18：00 左右。 
 

2）美国人的口味比较清淡，喜欢吃生、冷食品，

主菜以肉、鱼、鸡类为主。菜肴的味道一般是咸

中带点甜，以煎、炸、炒、烤为主要烹调方式，

不用红烧、蒸等方式。制作凉菜时，一般用色拉

油、沙司作调料。 
 

3）在正规餐厅里就餐后要付 15-20%的小费，而

在快餐厅里就不必付小费了。总体来说，吃快餐

比较节省开支。所以在美国旅行，最好作个消费

预算，以早餐低于 5$，午餐低于 10$，晚餐不高

于 20$为宜。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树妮小 u 提供） 

http://www.17u.com/guide/advice.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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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产  

LEVI’S 牛仔裤 
李维斯（Levi's）是著名的牛仔裤品牌，作为牛仔裤的“鼻祖”，象

征着美国野性、刚毅、叛逆与美国开拓者的精神。它历经一个半世

纪的风雨，从美国流行到全世界，并成为全球各地男女老少都能接

受的时装。靛蓝牛仔斜纹布、腰后侧的皮章、裤后袋上的弧线、铆

钉、独有的红旗标等都是李维斯的特点。 
 

李维斯 1960 年，推出水洗系列牛仔裤，1967 年出现喇叭口裤型、

1986 年开始生产预先穿洞的破烂牛仔裤、将牛仔裤裤管翻过来的

“翻边”、2003 年性感新潮剪裁独特、款式至酷的 TYPE1 TM 系列。 

 

吉尔德利巧克力 
Ghirardelli 牌巧克力在美国已有 150 多年的历史，它凭借着其多年

调制开发出的独特口味吸引并征服着成千上万个品尝者和络绎不绝

的游客；尤其在美国旧金山市周边地区的名气更是到了家喻户晓的

地步。它有着较悠久的历史文化特色、品牌背后的传奇故事以及产

品独特的制作工艺。 
 

现在 Ghirardelli 巧克力已经不再由原来的 Ghirardelli 家族管理了。

取而代之的是瑞士的 Lindt 糖果集团。现在 Ghirardelli 有以下几种

口味： 
 

牛奶巧克力（变种有含焦糖馅，焦糖杏仁，花生黄油）、可可黑巧克

力（有 60%-86%的可可，有焦糖馅，和 Espresso 风味的变种）、

咸味杏仁黑巧克力、薄荷馅黑巧克力、红莓馅黑巧克力、香草豆白

巧克力；假日特供薄荷味黑白夹层巧克力、薄荷味黑巧克力（、杏

仁肉桂巧克力、蛋酒巧克力、山核桃饼、南瓜焦糖风味牛奶巧克力。 

 

 

 购物区  
旧金山的主要购物区是联合广场和周围的街区。那里有梅西和尼曼

玛库斯等大型商场，也有恩波西里阿马尼、蒂范尼和萨克斯第五街

等专卖店，渔人码头和-街嬉皮区的商品应有尽有。 
 

在北滩、联邦大街、海斯谷或海特—阿什伯里等商业街有许多特色

格局小店。喜欢淘的驴友，可以去逛逛，说不定会有意外的收获。

另外，旧金山现代艺术馆和加利福尼亚科学院的商店中的礼品比较

适合买来送给亲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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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hopping 
购物 

 

旧金山的主要购物区是联合广场和周围的街区。那里有梅西和尼曼玛库斯等大型商场，也有恩

波西里阿马尼、蒂范尼和萨克斯第五街等专卖店，渔人码头和-街嬉皮区的商品应有尽有。 

幸运小饼干 
幸运饼干又称签语饼、幸运签语饼、幸福饼、占卜饼等，是

一种美式的亚洲风味脆饼，通常由面粉、糖、香草及奶油做

成，并且里面包有类似箴言或者模棱两可预言的字条。 
 

一般在美国的中国餐馆都会有，餐馆用这种方式来吸引顾客

不断来吃中餐。通常签文都是不错的，但最近出现不少很恶

毒的签文，引起不少反应。在许多美剧中经常出现，是个有

趣的玩意儿，有不错的笑料。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Jordy 提供） 

营业时间 旧金山大多数商店周一到周六、10:00 到 18:00

营业，有些商店会因为各种原因延长晚间营业时间，甚至周

末也照常营业。 
 

一起游小贴士 对一切商品征收 8.5%的销售税，对于卖到

本州以外地区的货物不征税(税款由收货地 0 征收)。由于商

店标的都是税前价格，所以支票总会出现零头。信用卡和旅

行支票都可使用。 

http://www.17u.com/guide/advice.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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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一起游网友@悠悠哉提供） 
 

联合街 
联合街是购物中心和名品专卖的聚集地，一流的购物环境，多样的

品牌选择，都是这里的诱人之处。此外，街道南方一带是太平洋高

地区，集中了大使馆与林立的豪宅，欧式风情十足。 

 

渔人码头 
渔人码头是旧金山的象征，原是意大利渔民的聚集渔港，后来由于

渔获量减少，逐渐变成了观光景点。这里不仅有新鲜美味的海鲜可

品尝，还有博物馆、商店、书廊、购物中心和纪念品店等。如 39

号码头和吉拉德利广场、罐头工厂等，是海滨节日广场。39 号码头

购物中心内的商品琳琅满目，很多时尚品牌都能在这里买到，而且

价格还比一线城市便宜。 
 

交通  

乘坐 Powell-Hyde、Powell-Nason 两线 Cable Car 电缆车以及

15 路、19 路、32 路、42 路巴士均可抵达渔人码头。 

 

梅西百货公司 (Macy's) 
这是美国最大的百货公司，美国时尚的象征。旧金山分店位于联合

广场，销售的商品包括休闲服、礼服、鞋、饰品、名牌化妆品、独

特的礼品、餐厅和美容院。名牌时装有 Versace、St. John、Liz 

Claiborne，甚至还包括华裔设计师 Anna Sui 的作品。其中喀什米

尔毛衣特别便宜。这是联合广场的几个大百货公司中最符合上班族

购买力的一家。 

 

市郊的 Gilroy 
Gilroy 是大型的 Outlet(厂家直销折扣店)，价格要比商场便宜很多，

品牌众多，商品数量更是数不胜数，绝对是对购物眼光的大考验。 
 

交通  
乘坐 Greyhound 巴士线、Caltrain(加州火车)可到达 Gilr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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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滩 
到旧金山旅游购物，除了搭电车去渔人码头逛逛，还可到

北滩去看看，关于艺术方面的商品可以在这里寻找，运气

好的话，会挖掘到让人倾心的宝贝。 
 

交通  
由联合广场乘坐鲍威尔-海德街线缆车约 10 分钟可到达，

1 路、2 路、3 路、4 路、15 路、30 路、45 路等巴士均

行经唐人街，北滩在唐人街附近，到了唐人街后，可步行

前往。 

 

旧金山购物中心  
旧金山购物中心是一栋 9 层高的楼，1-4 楼是时髦精品店，

包括“冒充者仿制珠宝”和“华纳兄弟玩具店”等，5 楼

以上是诺兹特洛姆百货公司。在这里只有想不到的，没有

买不到的。 
 

诺兹特洛姆百货公司号称全美服务最佳的百货公司，商品

只要有瑕疵都可退换，即使穿过也无妨。老板原是皮鞋商，

所以鞋子的种类特多，样式也特别精美。店内还有专人演

奏钢琴以增进购物气氛，价位比“梅西”高一些。 
 

交通  

乘坐电缆车到到 Powell Street 站下，对面即是。或者乘

坐 Mini bus 1 路、42 路、49 路、69 路可到达。 

 

嬉皮区 
嬉皮区是嬉皮士迷幻者的发源地，现在变成一条集中了前

卫时尚与尖端潮流的服饰街道，除了那些年轻人喜爱的时

尚品牌外，非常有特色的朋克文化店也不少，而且还有一

些专卖怀旧服的小店。 
 

交通 乘坐 44 路巴士，在迪扬纪念博物馆前下车。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背包客小鹏提供） 

http://www.17u.com/guide/advice.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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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折扣店  

See's Candies 
See's Candies 于 1921 年创立于旧金山，至今已有 80 余年的

历史，是美国西部历史最悠久最著名的糖果和巧克力食品公司，

位于联合广场附近，并提供专门的定制服务。 
 

营业时间  

周一至周五 9:00-18:30，周六 11:00-17:00，周日休息。 
 

安巴卡德罗中心分店营业时间  

周一至周五 9:30-18:30，周六 10:00-18:00，周日休息。 

 

Crocker Galleria 
Crocker Galleria 位于金融区的购物中心，这是一栋壮观的三层

玻璃建筑，以各式的零售物品为主，每周四这里有一个农贸集市，

非常热闹。 
 

营业时间 周一至周五 10:00－18:00；周六 10:00－17:00 

 

THE CANNERY at Del Monte Square 
这里曾是世界最大的水果罐头厂，如今这座仿欧洲古老乡村风格

城中之城成为了一个独特的活动场所，是不可不去的购物中心。

这里有各类商店、艺廊、餐厅和酒吧，每天都有现场娱乐活动。 

 

Westfield San Francisco Centre 
Westfield San Francisco Centre 是一家领导时尚的特色商店，

内有超过 170 家的品牌商店，商品琳琅满目；在中心内还有多

家电影院和咖啡厅供顾客休憩。 
 

营业时间 周一至周六 9:30－21:00；周日 10:00－19:00 
 
 

返回目录  我要纠错 

 DFS 免税店  
在旧金山国际机场 DFS 免税店可以找到各大欧美品牌商

品，包括皮具、手表、首饰、衣服、香水和纪念品。 
 

营业时间 10:00-20:00 

 

关于退税 
美国不收取联邦消费税，所以没有国家级的退税制度。各

州、各城市会收取州税、地方税，税率在 0%-9%间不等。

越是繁华的城市，通常税率越高， 例如纽约、洛杉矶、

旧金山的税率都在 8.5-9%左右。 
 

相反，在阿拉斯加州、特拉华州、蒙大拿州、新罕布什尔

州、俄勒冈州 5 州购物，则没有州的消费税。在美国标示

的货品价格一概是不含税的，您可以向销售人员询问税后

的价格。 
 

各国际机场有 DFS 免税商店，供你在登上国际航班前最后

购买物品：主要商品有化妆品、烟、酒、巧克力等。请注

意在美国，必须年满二十一岁才能购买或饮用任何种类的

含酒精饮料。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悠悠哉提供） 

 

备注区域  添加您自己的备注信息 

http://www.17u.com/guide/advice.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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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俗节庆  
一月/二月  

旧金山每年的少数民族节日从中国的春节开始，具体日期根据中国的阴历而定。主要的庆

祝节目是燃放鞭炮焰火，贴春联，举行全美唐人街小姐竞选和龙灯舞游行。  
 

三月  

爱尔兰后裔以宗教活动、美酒和 3 月 17 日（或离这天最近的周日）旌旗招展的大游行庆

祝圣帕特克纪念日。“旧金山湾区音乐奖”在 3 月向当地音乐人颁发。 
 

四月  

旧金山的日本社区在四月中下旬庆祝樱花节，届时有从日本专程赶来的艺人登台演艺，还

有在日本城举行的一些庆典。北美洲历史最悠久的旧金山电影节也在 4 月份拉开帷幔。 
 

五月  

5 月 5 日是辛克德马友人纪念 1862 年墨西哥人战胜法军的节日，庆典的高潮是在市民中

心给节日皇后加冕。 
 

六月  

6 月最后一个周日举着彩虹旗的“男女同性恋自由日”游行队伍一路从马基特街招摇过市。 
 

七月  

7 月 4 日是美国的独立日，作为一个全国性的节日，届时在克雷斯广场和金门大桥放焰火。

有轨缆车鸣钟锦标赛在联邦广场、鲍克大街广场举行。 
 

八月/九月  

除了日本城的街区集市外，8 月份是比较安静的一个月。9 月旧金山博览会在市政中心开

幕，而另外几个博览会在福尔索姆街和卡斯特罗街举行。在本月的最后一个周末，旧金山

布鲁斯节在梅森要塞登场。 
 

十月  

10 月 12 日是哥伦布日，纪念这位热那亚探险家于 1492 年发现新大陆。届时北滩将举行

意大利民间庆祝活动。10 月的最后一天是万圣节，是办晚会的机会-南瓜灯、南瓜饼，上

班族也换上了奇形怪状的万圣节化妆服。 
 

十一月  
11 月 2 日墨西哥社区举行纪念亡灵节。据说祖先的魂灵在这一天归来，米申区将举行夜

间的送灵仪式。旧金山爵士乐节在本月开幕。本月的第四个周四是感恩节，也是非官方的

节目彩排，圣诞节大购物就要开始啦！ 
 

十二月  
旧金山圣诞节期间各大百货商店都把橱窗装扮得特别的精美，新年是人们狂欢的良机。 

 
 

返回目录  我要纠错 

E njoy 
娱乐 

 

旧金山是一座娱乐都市，每月都有节庆活动。市内有世界闻名的旧金山剧院，是旧金山艺术活动中心，

对音乐感兴趣的驴友，可以前往剧院，好好感受这里表演。 

尽管复活节并非旧金山的法定

节日，旧金山人还是会举行相应

的庆祝活动。 

传统庆典节目包括在华盛顿广场

圣彼得圣保罗教堂举行宗教仪式，

游行到渔夫码头以祈祷渔业丰收。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背包客小鹏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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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乐  
每年的 2 月到 5 月是芭蕾的演出季节，世界级的旧金山芭蕾舞公司在市政中心的战争纪念歌剧院演出。喜爱听歌剧和古典音乐的可以

去艺术剧院中心和奥迪姆等地。各个夜总会里还有现场音乐表演。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老游子提供） 
 

旧金山歌剧院 
旧金山歌剧院位于旧金山市中心，不仅是城市及国际上著名的地标建筑，更是旧金山文化艺术的指标，同时，该剧院是北美第二大的

歌剧院，也是世界上最好的歌剧院之一。 

 

旧金山交响乐团 
旧金山交响乐团是美国知名度颇高的交响乐团，在演奏上以具有透明清澈与色彩丰富的音色著称，指挥家是弗莱兹·谢尔。一般定期公

演时间为 9 月-翌年 7 月。夏季加演特别专场。 

 

 运动  
橄榄球 
旧金山最有名的橄榄球队莫过于“49 人”队，原名淘金者队，这是唯一一支五次荣获超级碗的球队，五次分别是在 1981 赛季（第 16 

届）、1984 赛季（第 19 届）、1988 赛季（第 23 届）、1989 赛季（第 24 届）和 1994 赛季（第 29 届）的超级碗决赛上捧杯。每年 9

月到 12 月的周日在烛台公园会有比赛举行。若遇到很热门的大赛，想要买到门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棒球 
在旧金山说到棒球，让人第一个想起的就是旧金山巨人棒球队。

旧金山巨人棒球队是一支位于美国加州旧金山的职业棒球队，隶

属大联盟国家联盟西区。每年 4 月到 10 月在烛台公园进行本地

区比赛。 
 

其他 
有兴趣的旅游，可以在金门公园骑马，在芬斯顿堡的悬崖上做有

悬挂式滑翔。如果喜欢钓鱼的话，还可以考虑运动加钓鱼的远足，

从渔人码头出发，到水上公园、梅森堡、克里西区和其他地方钓

鱼。 

 

 

 
返回目录  我要纠错    

旧金山歌剧院一般而言，冬天及春

天是观赏歌剧、交响乐及芭蕾舞演

出的最佳季节，9 月-12 月是主要

的歌剧季。另外也上演芭蕾。定期

公演从 2 月上旬-6 月上旬。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北美湘人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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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起游微信       同程旅游客户端         一起游微博      

 

G uide 
攻略 

 

旧金山更多旅游信息，更多相关旅游攻略 

N otes 
游记 

 

更多驴友们亲身体验，记录了在旅程中吃住行玩等游玩线路信息，点击图片可查看相关游记。 

J oin us 
加入我们 

 

欢迎加入我们，一起和更多驴友分享自己的亲身体验。 

到旧金山的两处必去之地 by 树妮小 u 

Bornthisway by 背包客小鹏 面包炸洋葱花头盘 by 阿妮叶李 

旧金山的唐人街 by Jordy 

旧金山走马观花看美国 by 北美湘人 

我们会在微信中为您推荐 
最新鲜的旅游资讯 

同程旅游客户端将为您提供
手机预订产品服务，同时您
可在手机上查看旅游攻略 

 + 加关注 一起游旅游攻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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