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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afridayinapril   

伍迪的着名沙拉 

"坦帕的最好的汤，沙拉和三明治"

在伍迪（Woody's），优质的肉类，有机蔬菜和新鲜水果是每种沙拉，三明治
或汤中创造的主要成分。自1972年以来，工作人员创造了最好的品尝自制的
选择午餐，晚餐和专业盛宴派对和事件。像海盗这样的美味三明治装有瘦牛
肉，上面放上一个美味的番茄，罗勒和培根酱，供您选择新鲜的面包，面包
卷或羊角面包。加勒比鸡肉浓汤，蘑菇芝麻或巴马干酪Gasparilla意大利通
心粉选择一碗新鲜的汤。加入亚洲鸡肉，新鲜水果或菠菜戈贡佐拉沙拉，作
为最后的改变。交货可用。 - 弗格森

 +1 813 254 2806  woodysofsouthtampa.com/  woodys2008@verizon.net  1722 South Dale Mabry
Highway, Tampa FL

 by jcvelis   

路易斯帕帕斯市场和咖啡厅 

"保持家庭传统活力"

享受坦帕路易斯帕帕斯希腊餐厅的历史和氛围。最初在塔彭斯普林斯（Tarpo
n Springs）开业，这个姓氏继承了孙子路易斯，继续为顾客提供传统的希腊
美食。品尝美味的签名三明治，包括与火腿，烤猪肉，热那亚萨拉米香肠和
奶酪冷或热压堆放高的坦帕古巴。在餐厅用餐时，路易斯·帕帕斯（Louis P
appas）很早以前创建的原始希腊沙拉是用餐者的最爱。各种扁平面包，皮塔
饼拼盘，用最新鲜食材制作的dolmades，以及完美调味的mousaka保证了传统
的希腊风味餐。享受各种啤酒，家酿葡萄酒和家庭配方桑格利亚汽酒。参观
莱克兰，敖德萨和克利尔沃特的其他地点。 - 弗格森

 +1 813 926 5202  www.louispappas.com/map
-location/shoppes-at-
citrus-park

 info@louispappas.com  7877 Gunn Highway, Suite
106, Tampa FL

 by Shreveport-Bossier:
Louisiana's Other Side   

三明治伯爵 

"适合国王的三明治"

在三明治伯爵，期待得到皇家的待遇，选择最好的品尝美味三明治周围。品
尝慢烤安格斯牛肉堆放高，并配上了美味的切达干酪。尝试一个美味的烤鸡
肉三明治与烟熏培根，或一个清新的蔬菜沙拉。用烤箱新鲜烤面包的面包（
或包装）享用冷热三明治。添加一个新鲜的饼干或核仁巧克力饼，用餐。以
早餐三明治和热气腾腾的咖啡，美味的热茶或美味的冰沙开始新的一天。 -
弗格森

 +1 813 879 1762  www.earlofsandwichusa.c
om/

 info@earlofsandwichusa.c
om

 2223 North Westshore
Boulevard, Tampa FL

 by adamlot   

第四街虾店 

"海鲜任何你喜欢的方式"

对于各种新鲜的海鲜休闲，友好的气氛，第四街虾店将满足您的饥饿感。位
于一栋1928年的老式建筑中，自1984年以来，第四街一直满足顾客的各种美
味佳肴，包括蛤蜊，牡蛎，扇贝，虾和石斑鱼。菜单还包括多汁汉堡，意大
利面和沙拉。无论您是选择午餐，晚餐还是提早3点到6点的早期鸟类菜单，
都会以合理的价格预计大量的食物。孩子们有自己的美味佳肴。 - 弗格森

 +1 727 822 0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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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theshrimpstore.com/  1006 4th Street North, St.
Petersburg FL

 by Phil Denton   

Parkshore烧烤 

"由水的美食"

享受舒适的氛围，并在Parkshore烧烤餐厅享用美食，屡获殊荣的厨师创造诱
人的主菜，如牛肉惠灵顿，菲力牛排，龙虾尾，烤扇贝，烤阿拉斯加帝王蟹
和山核桃烤罗非鱼。每个主菜都配有自制的新鲜酱汁。对于甜点，经典的芝
士蛋糕，香草豆奶油布丁以及用Jim
Beam调味的焦糖沙司酱的温暖的苹果蛋糕，为完美的餐点增添了甜美的感觉
。 Parkshore提供全套进口和国产啤酒，各种葡萄酒和特色鸡尾酒。户外用
餐的庭院可以从新鲜的微风吹来坦帕湾和维诺盆地。周末早午餐在周六和周
日从11a至3p供应。

 +1 727 896 9463  www.parkshoregrill.com/  reservations@parkshoregr
ill.com

 300 Beach Drive, St.
Petersburg FL

 by Ola Mishchenko on
Unsplash on Unsplash   

Zudar的 

"自1959年以来提供优质食品"

Zadar's自1959年以来服务于坦帕南部社区，是您品尝美食和服务的好地方。
以您最喜爱的早餐开始您的早晨，或尝试其中一种特色菜，如烤平底煎蛋饼
或松脆的乳蛋饼。午餐，新鲜的沙拉，烤三明治和海牙。在晚餐时间，您可
以品尝经典肉饼和熏黑的mahi-mahi等美味佳肴。如果没有新鲜的甜点如椰子
奶油馅饼，丰富的芝士蛋糕和奶油馅饼之一，餐不完全。 Zudar's提供了一
个不错的选择国内和进口的啤酒和葡萄酒伴随你的用餐。用餐或打电话进行
服务。 - 弗格森

 +1 813 250 6272  www.zudars.com/  201 West Platt Street, Tampa FL

 by Makike.cortes   

西班牙餐厅 

"拉丁风味在市中心坦帕"

从1980年开始在坦帕市中心开展业务，来西班牙餐厅的游客将使用西班牙西
北部地区的传统海鲜食谱体验独特的美食。如海鲜饭，Grouper al Limon或
德利西亚德尔马海鲜薄饼奶油白沙司特色菜，请任何口味。自制的桑格利亚
汽酒，葡萄酒和各种啤酒以及各种甜点。食客们每周五从晚上7点到晚上9点
享受现场音乐。星期六晚上，餐厅从晚上7点到晚上10点提供现场弗拉门戈音
乐，每个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都有弗拉门戈晚宴现场表演。展会需要额外的
费用。建议预订。 - 弗格森

 +1 813 223 2831  www.tomaspain.com/  maria@tomaspain.com  513 Tampa Street, Tampa FL

 by Dllu   

阿波罗的小酒馆 

"家庭友好的高档餐饮"

在阿波罗的小酒馆，享受一个休闲而高档的气氛，您可以期待细心的工作人
员，优质的服务，和多样化的菜单一个很好的用餐体验。 Apollo's餐厅供应
午餐和晚餐，包括各种美味的神户汉堡和美味比萨饼，提供各种美味菜肴，
鱼片和烤金枪鱼。每个星期一，餐厅从下午6点到晚上10点卡拉OK，并在本月
的最后一个星期五举办现场音乐表演。阿波罗还安排主题午餐和晚餐表演和
假期缓冲午餐。特殊事件需要预订。 - 弗格森

 +1 813 641 2685  apollosbistrofl.com/  apollobistro@abrfc.com  6520 Richies Way, Apollo
Beach F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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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jeffreyw   

E＆E放样烤架 

"非凡的用餐体验"

优雅的气氛，无可挑剔的服务和别致的装饰，再加上精致的用餐体验，描述
了E＆E Stakeout Grill餐厅的顾客所期待的。酒店位于印第安岩石海滩，距
离海滨仅有很短的车程，客人可以享用包括海鲜和牛排在内的特色菜肴。新
鲜的海鲜菜肴包括龙虾，螃蟹，虾，鲑鱼和石斑鱼。肉菜单包括菲力牛排，
排骨，烤鸭，羊肉和鸡肉。 E＆E提供每日午餐和晚餐特色菜以及各种特色鸡
尾酒，香槟，生啤和微酿酒。建议预订。 - 弗格森

 +1 727 585 6399  www.eestakeoutgrill.com
/

 info@eestakeoutgrill.com  100 North Indian Rocks
Road, Belleair Bluffs FL

 by jeffreyw   

玛格丽特的咖啡厅和餐饮 

"舒适的咖啡厅，膨胀的菜单"

在玛格丽特酒店，客人将体验美味的家常菜，同时在休闲的舒适和阳光明媚
的咖啡厅氛围中放松身心。提供各种美味的汤，三明治，主菜和甜点，供应
早餐，午餐和晚餐，你一定会找到一些令人愉快的。从蓬松鸡蛋煎锅和早餐
自制咸牛肉散，多汁的汉堡包和美味的烤肉午餐和晚餐，玛格丽特的可以满
足您的用餐需求任何时间的一天。选择在室内，在外面的庭院或下订单去用
餐。 - 弗格森

 +1 727 734 7040  margueritescafe.com/  caterbabe1@verizon.net  405 Plaza Drive, Dunedin
FL

 by Engin_Akyurt   

青蛙池塘 

"最好的地方开始新的一天"

自1982年以来，当地居民和游客都把青蛙池作为早餐和午餐的最爱的餐厅。
餐厅业主的重点是为客人提供优质的食物和大部分友好的工作人员在轻松的
气氛中服务。从早餐煎蛋卷，美味的土豆，新鲜的水果和鸡蛋本尼迪克与鲑
鱼和酸豆，沙拉配自制的香蕉面包，薄饼和乳蛋饼，青蛙池的菜单将喜悦挑
食者。餐厅是一个繁忙的地点，尤其是在周末，并方便Suncoast海滩电车沿
着海湾大道和海滩观光旅游。 - 弗格森

 +1 727 392 4117  www.mizfrogspad.com/Frog_Pond/fr
og_pond.htm

 16909 Gulf Boulevard, North
Redington Beach FL

 by Irenna86   

海上乘客餐厅 

"从海上美味的美味"

20年来，这个家庭拥有的餐厅供应美味的家常饭菜。新鲜的海鲜是这座房子
的特色，并融合了当地和加勒比调味料。在这个经过修复的1903家庭用餐，
您可以在温暖的家庭氛围中享受美食，或者享受完美烤制的印第安熏黑的虾
，香草朗姆酒釉石斑鱼或关键龙舌兰酒香菜黄油注入户外阳台上的Mahi。
Sea Sea的菜单还提供多汁的牛排，鸡肉主菜和各种意大利面食。欢乐时光每
天从下午3点直到下午6点。 - 弗格森

 +1 727 734 1445  seasearidersdunedin.com/  221 Main Street, Dunedin FL

 by Atharva Tulsi on
Unsplash on Unsplash   

Olde Bay Cafe＆Dunedin鱼市场 

"镇上最新鲜的海鲜"

在但尼丁码头（Dunedin Marina）的码头漫步，观赏渔船，捕捉当日新鲜的
渔船。在您回家的路上，您可以到鱼市去品尝各种美味佳肴，包括石斑鱼，
基韦斯特虾，罗非鱼，牡蛎和熏鳟鱼。为了您的方便，我们提供海鲜喜欢的
预购。在Olde BayCafé咖啡馆内用餐或坐在甲板上，享用清凉的啤酒以及炸
玉米饼，海鲜拼盘，虾饼或螃蟹蛋糕。咖啡厅还供应希腊沙拉，古巴和熏猪
肉烧烤三明治。为10岁以下的儿童提供单独的菜单。 - 弗格森

 +1 727 733 2542  www.oldebaycafe.com/  walt@oldebaycafe.com  51 Main Street, Dunedin F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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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Fotorech   

JD的餐厅和酒廊 

"自1985年以来的自制善良"

自从1985年以来，JD's一直为印度岩石海滩的居民和游客提供特殊的早餐，
午餐和晚餐。早餐包括牛排和鸡蛋，热蛋糕，自制饼干和肉汁以及传统的班
尼迪克蛋。午餐和晚餐，以及新鲜的海鲜特色菜，如鲷鱼和Mahi Mahi，顾客
可以选择丰满多汁的汉堡包，自制肉饼和厚厚的牛排。法学博士也有一个无
所不能的日常鱼苗和早起的鸟类特价。在钢琴酒吧享受当地音乐家的欢乐时
光，跳舞的夜晚或点击你的脚趾在外面的露台上踩踏踏踏实实的音乐。欢乐
时光每天上午8点至下午6点。 - 弗格森

 +1 727 595 1320  www.jdsrestaurant.com/  125 Gulf Boulevard, Indian Rocks
Beach FL

 by heasy   

比利石螃蟹 

"品尝海鲜海鲜"

这家休闲海滨餐厅的菜单提供了令人眼花缭乱的选择。早午餐午餐和晚餐特
色午餐时间为7点，还有鸡尾酒。虾和石斑鱼是星期天的特色菜。在午餐时间
，您可以在“世界上最大的鱼三明治”上用餐。比利的蒸青蓝蟹是最受青睐
的选择。在星期二到星期六，您也可以免费乘坐晚上船到壳岛购买。屋顶酒
吧和钢琴酒吧每天5点后开放。

 +1 727 866 2115  www.billysstonecrab.com
/

 billysstonecrab@tampabay
.rr.com

 1 Collany Road, Tierra
Verde FL

加入我们:

cityseeker.com

条款及条件  |   隐私政策  |   应用程序接口  |   联系我们  |   版权 2022 CITYSEEKER

Powered by TCPDF (www.tcpdf.org)

https://pixabay.com/photos/burger-snack-crisp-brown-fast-food-3483290/
https://pixabay.com/service/license/
https://cityseeker.com/zh/indian-rocks-beach-fl/679777-jd的餐厅和酒廊
https://pixabay.com/photos/crab-cooking-sea-food-dining-4010589/
https://pixabay.com/service/license/
https://cityseeker.com/zh/tampa-st-petersburg/206441-比利石螃蟹
http://cityseeker.com
https://cityseeker.com/doc/wCities - Terms of Service 2012.doc
https://cityseeker.com/doc/wCities-Privacy_Policy.doc
http://wcities.com/
https://cityseeker.com/san-francisco/about-us
http://www.tcpdf.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