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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亮舊金山」布里德歡迎市民、遊客回歸市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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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長布里德啟動點亮舊金山活動。（記者李怡攝影）

舊金山市長布里德，12月3日晚啟動「點亮舊金山」（Let's Glow SF）城市建築投影展活動。旨在點亮
舊金山市中心，吸引更多的家庭、市民、遊客回歸到市中心來，工作、消費、旅遊，促進經濟的進一步
復甦。市議員佩斯金、市估值官郭華建等民選官員陪同出席活動。

一幅投影展在金融區的建築上展示。（記者李怡攝影）

布里德在點亮舊金山投影展啟動儀式上說道，點亮舊金山，歡迎大家回到城市中來，因舊金山有較高的
疫苗接種率，我們有信心大家可以安全放心地回來。回來看看這個城市為大家提供的各項功能，看看這
個城市已經準備好了迎接大家的回歸，並不是大家在社交媒體上看到的那樣，冷清的、不安全的、蕭條
的。舊金山已越來越恢復它往日的活力，也已承擔起它所具有的辦公、消費、娛樂、旅遊的功能。

前來觀看「點亮舊金山」投影展的市民。（記者李怡攝影）

Let's Glow SF，是一項適合家庭、免費且安全的純戶外投影景觀觀賞活動。本次活動旨在創造一個更
有活力、更活躍的活動主題，來支持舊金山地區經濟的復甦。
本次投影藝術點亮活動，邀請了世界和本地著名的藝術家參與設計展示圖景，並在舊金山市中心金融區
標誌性的建築中展示，觀看地址如下：One Bush Plaza；345 Montgomery St；Pacific Stock

Exchange at 301 Pine St； Hyatt Regency at 5 Embarcadero Center；每個建築的投影主題都是不
同的，由專門的國際藝術家設計而成。點亮投影展示活動從12月3日到12日，每晚5：30 - 10PM, 每五
分鐘免費循環展示一次。旨在吸引灣區城市居民，來到舊金山市中心，安全戶外遊覽，並迎接節日的到
來。更多信息請訪問 downtownsf.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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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亮舊金山」布里德歡迎市民、遊客回歸市中心
“Let’s Glow SF” Breed Welcomes Citizens and Tourists Back to Downtown
記者李怡 / 舊金山報導 2021-12-04 02:18
Reporter Lily Li / San Francisco Report 2021-12-04 02:18
舊金山市長布里德，12月3日晚啟動「點亮舊金山」（Let's Glow SF）城市建築投影展活動。旨
在點亮舊金山市中心，吸引更多的家庭、市民、遊客回歸到市中心來，工作、消費、旅遊，促進
經濟的進一步復甦。市議員佩斯金、市估值官郭華建等民選官員陪同出席活動。
San Francisco Mayor London Breed, on the evening of December 3rd, launched the "Let's Glow
SF" urban architecture projection mapping exhibition. The event aims to light up downtown San
Francisco to attract more families, citizens, and tourists to return to the city center to work,
spend, and travel to promote further economic recovery. Supervisor Peskin, City AssessorRecorder Joaquín Torres, and other elected officials attended the event.
布里德在點亮舊金山投影展啟動儀式上說道，點亮舊金山，歡迎大家回到城市中來，因舊金山有
較高的疫苗接種率，我們有信心大家可以安全放心地回來。回來看看這個城市為大家提供的各項
功能，看看這個城市已經準備好了迎接大家的回歸，並不是大家在社交媒體上看到的那樣，冷清
的、不安全的、蕭條的。舊金山已越來越恢復它往日的活力，也已承擔起它所具有的辦公、消費
、娛樂、旅遊的功能。
At the Let’s Glow SF launch ceremony, Breed said let’s light up San Francisco to welcome
everyone back to the city. With the high vaccination rate in San Francisco, we are confident that
everyone can come back safely. Come back and see what the city has to offer you, see how the
city is ready for everyone’s return, not as deserted, unsafe, and depressed as you’ve seen on
social media. San Francisco has increasingly regained its former vitality, and it has also
resumed functions of work, consumption, entertainment, and tourism.
Let's Glow SF，是一項適合家庭、免費且安全的純戶外投影景觀觀賞活動。本次活動旨在創造一
個更有活力、更活躍的活動主題，來支持舊金山地區經濟的復甦。本次投影藝術點亮活動，邀請
了世界和本地著名的藝術家參與設計展示圖景，並在舊金山市中心金融區標誌性的建築中展示，c
：One Bush Plaza；345 Montgomery St；Pacific Stock Exchange at 301 Pine St； Hyatt
Regency at 5 Embarcadero Center；每個建築的投影主題都是不同的，由專門的國際藝術家設計
而成。點亮投影展示活動從12月3日到12日，每晚 5：30 - 10PM, 每五分鐘免費循環展示一次。
旨在吸引灣區城市居民，來到舊金山市中心，安全戶外遊覽，並迎接節日的到來。更多信息請訪
問 downtownsf.org。
Let's Glow SF is a family-friendly, free, and safe outdoor projection mapping event.

This event aims to create an energetic and lively activation to support the economic recovery of
the San Francisco area. This projection art lighting event includes international and local famous
artists participating in the design and display of the images, and it will be displayed on iconic
buildings in the Financial District of downtown San Francisco. The viewing addresses are as
follows: One Bush Plaza; 345 Montgomery St; Pacific Stock Exchange at 301 Pine St; Hyatt
Regency at 5 Embarcadero Center. The projection themes on each building are different,
designed by specialized international artists. The light-up projection mapping event is from
December 3rd to 12th, every night from 5:30-10 PM, a free looping display every five minutes. It
is designed to attract Bay Area residents to come to downtown San Francisco to explore the
outdoors safely and welcome the holiday season.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visit
downtownsf.org.
Link to article: https://www.worldjournal.com/wj/story/121519/59375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