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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生纸印刷，
含 30% PCW

欢迎来到旧金山 Strybing 植物园
植物园是金门公园 (Golden Gate Park) 内一块别开生面的区域，占地 55 英亩，既有景观园林也有开放空间，
展示来自世界各地的近 9000 种不同植物。
旧金山气温适中，冬季湿润，夏季干燥，再加上当地有名的沿海雾气，为植物园提供了适合种植和保育全球各种
植物的气候条件，这样的气候条件在全球其他植物园中十分少见。

冬季  （一月至三月)
Magnifi cent Magnolias  出于保育目的，植物园拥有中国以外最大的木兰花种植区。长久以
来，木兰花一直被视为植物园的标志性花卉。每年一月中旬到三月，近 100 株木兰（其中许
多是历史上著名的罕见品种）竞相绽放，粉白相间，香气馥郁。
木兰花 – Temperate Asia Garden、Camellia Garden 和 Rhododendron Garden

芦荟 – Succulent Garden 和 South Africa Garden

夏季  （六月至九月）
Redwood Grove  欣赏一片有着百年历史的红衫林，树木高耸入云，营造出一个世外桃源，
喜阴植物在其间生长得郁郁葱葱。
红杉、越橘莓和蕨类植物 – Redwood Grove

薰衣草、鼠尾草和天竺葵 – Garden of Fragrance

多年生植物 – Zellerbach Garden

春季  （四月至五月）
Callifornia Native Garden  从野花丛生的草甸到橡树林地，再到季节性山溪，这个园区内
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植物，为加利福尼亚增添光彩。
罂粟花、鸢尾花和其他野花 – California Native Garden 和 Mediterranean Garden

杜鹃花 – Rhododendron Garden

针垫、银叶树和其他迷人的海神花属 – South Africa Garden

秋季  （十月至十二月）
Mesoamerican、Andean 和 Southeast Asian Cloud Forests 在一片迷人的丛林中漫步，
这里生长着各种各样令人惊奇的异域植物，这类植物除了可以在全世界的云雾森林中茁壮
生长，也可以在多雾的旧金山生长！
树雏菊 – Mesoamerican Cloud Forest

金钟海棠 – Andean Cloud Forest 和 Mesoamerican Cloud Forest 寻找蜂鸟！
秋叶 – Moon Viewing Garden、Rhododendron Garden 以及 Temperate Asia

时间
每日上午 7 点 30 分开园。最后入园时间一小时后关园。
提前入园请走大门。Friend Gate（北门）上午9 点开门。
可在关园时间后从 Friend Gate 或大门出园。
春夏季
最后入园时间下午 6 点 三月第 2 个周日至九月  

秋冬季
最后入园时间下午 5 点 十月至十一月初
最后入园时间下午 4 点 十一月第 1 个周日至一月
最后入园时间下午 5 点 二月至三月初  

机动轮椅和非机动轮椅均可进入植物园。

票价
19 美元 家庭票（同一家庭的两名成人及所有 17 岁以下的儿童）
12 美元 成人票 - 周末
  9 美元 成人票
  6 美元 12-17 岁青年及 65 岁以上老人
  2 美元 5-11 岁儿童

免费  4 岁及以下儿童
免费  旧金山植物园学会会员
免费  旧金山市县居民（须出示居住证明，例如：加州有效身份证，

或水电费账单 + 带照片的身份证）
植物园每天上午 7 点 30 分至 9 点对所有游客免费开放，每月第二个
周二、感恩节、圣诞节和元旦节全天免费开放。

会员
通过成为会员对植物园表示支持，享受免费入园和许多其他福利。
您可以将今日的门票钱用来申请成为植物园会员。会员费和捐款可减
免税项。
如欲成为会员，请访问 sfbg.org/membership 或致电 415.661.1316

（分机号 302）。

志愿者
协助植物园维护、带领导览、与青少年互动、为特别活动提供支持等等。
如需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sfbg.org/volunteer

免费导览（天气允许的情况下）
每日：下午 1 点 30 分，大门
周五、周六和周日：下午 2 点，Friend Gate
每月第 1 个周日：上午 8 点 Bird Walk，大门
如需私人导览，请联系 tours@sfbg.org
如欲举办校外学习活动，请致电 415.661.1316（分机号 407）。

植物园内的饮食
欢迎您前来野餐，但请勿投喂松鼠或其他野生动物，因为这会使它们具
有攻击性。

图书馆
Helen Crocker Russell 园艺图书馆是北加州馆藏最丰富的园艺图书馆，
内有 2000 册儿童藏书。
每日上午 上午 10 点至下午 4 点开放，周二及主要节假日除外。
在每月第 1 个和第 3 个周日的上午 10 点 30 分参加免费儿童活动
Story Time and Family Walk（故事时间和阖家步行游览）。

书店和 Plant Arbor
位于大门附近的书店面积虽小但“五脏俱全”，里面收藏了大量园艺和
自然方面的书籍，还有老少咸宜的精美礼品。Plant Arbor 有各种各样的
植物出售。把植物园带回家！每日上午 10 点至下午 4 点营业。

sfbg.org

季节性亮点

全年亮点
松柏  
松柏好比植物园的美丽
骨骼，这里有许多南半球
独有的松柏和其他植物。

棕榈树  
植物园种植着北美
公共设施中品种最
多的棕榈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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