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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a D'Angelo意大利餐厅 

"高档的意大利餐厅"

这家出色的意大利餐厅被一些评论家列入全国顶级餐厅之列，比平时的意大
利面更具特色。成功地将自己成功应用于烧烤炉中烤小牛肉，用精致的意大
利香料烹制的海鲜，当然还有典型的意大利面食，Casa D'Angelo Ristorant
e也有着名的酒单。卡萨德安杰洛吸引休闲，但挑剔的食客意图吃得好，在这
条繁忙的高速公路上的一个令人不快的商店狭窄的地带住宿。里面，但是，
舒适的宿舍提供了一个浪漫的亲密关系。

 +1 954 564 1234  www.casa-d-angelo.com/  info@casa-d-angelo.com  1201 North Federal
Highway, 佛特劳德戴尔 FL

第15街渔业 

"别致的海鲜现场水景"

藏在一条有点棘手的街道上，第15街渔业有一个大欢快的酒吧，在欢乐时光
流行时，专业人士聚集在这里寻找约会。许多人留下用餐选择广泛的海鲜选
择几个选择坚硬的陆上活动。有一点是肯定的，鱼是新鲜的，菜是创造性的
，设置是浪漫的。

 +1 954 763 2777  www.15streetfisheries.com/  1900 Southeast 15th Street,
佛特劳德戴尔 FL

 by Ed Schipul   

麦启 

"南太平洋餐饮和娱乐"

迈凯餐厅是劳德代尔堡的标志性建筑，提供美味的食物和正宗的波利尼西亚
娱乐。它的茅草屋顶和雕刻的图腾是放在火热的火炬和瀑布的背景下。在内
部，装饰包括巨大的棕榈叶扇，巨大的雕刻和高背藤椅。它赢得了许多优秀
的美食，装饰和娱乐奖项。中国的传统烤箱创造了一些国家最好的烤肉，而
蟹肉美味。他们的服务非常好，所提供的鸡尾酒都是从原来的唐恩海滩食谱
，并在椰子和菠萝服务。

 +1 954 563 3272  www.maikai.com/  info@maikai.com  3599 North Federal
Highway, 佛特劳德戴尔 FL

 by jhritz   

3030海洋 

"奢华的海鲜"

作为万豪海港海滩度假村的一部分，3030海洋餐厅在时尚设计中为您提供异
国情调的海鲜。这家海滨餐厅还提供独特创意的美味肉类菜肴。烛光的氛围
以及现场爵士乐和弗拉门戈表演的背景赋予了它低调的优雅。当酒吧开放至1
00时，餐厅是举办特殊场合和浪漫晚餐的理想场所。

 +1 954 765 3030  www.marriott.com/hotels
/hotel-information/resta
urant/details/fllsb-fort
-lauderdale-marriott-har
bor-beach-resort-and-
spa/6690099/

 taylor.hall@marriott.com  3030 Holiday Drive,
Marriott’s Harbor Beach
Resort & Spa, 佛特劳德戴尔
F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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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jonolist   

吉尔伯特17街烤架 

"汉堡和更多"

对于让别人感到羞耻的汉堡，去吉尔伯特的第17大道烧烤。这家受欢迎的小
餐馆不仅以其美味的滑块而闻名，而且因其众多美味的三明治和美味的甜点
而闻名。特价商品每天都有变化，包括各种各样的菜肴，所以今天就停下来
，看看你失踪了多少。

 +1 954 768 8990  gilberts17thstgrill.com
/

 info@gilberts17thstgrill
.com

 1821 Cordova Road,
佛特劳德戴尔 FL

 by pointnshoot   

杰克的旧时尚汉堡房子 

"经典汉堡包"

杰克成立于1972年，以其制作精良的汉堡包令当地人倍感高兴。新鲜的肉馅
和老派的烧烤技术确保了每一口的味道。房子的最爱包括原始以及大杰克。
孩子们也有一些选择。除了汉堡，杰克还提供了热狗和三明治的选择。还有
一个可以选择的炸薯条来陪你的汉堡。用奶油奶昔或从包括咖啡和苏打水的
饮料中挑选。在全国一些最好的汉堡之间排名，杰克的是一个必须尝试在城
市。

 +1 954 565 9960  4201 North Federal Highway, 佛特劳德戴尔 FL

 by sharonang   

泰国香料 

"普遍的泰国斑点"

泰国菜在南佛罗里达州非常受欢迎，而好的烹饪方式已经使这家十年前的餐
厅成为了泰国众多泰式厨房中的顶级餐厅。你会发现各种红色，绿色和其他
咖喱，加泰国和槟城咖喱选项，以及适当的泰式触摸海鲜选择。检查每日特
价菜单，以品尝一些最好的准备。舒适宜人的用餐室为您提供浪漫的环境，
为您提供异国情调的美食。

 +1 954 771 4535  www.thaispicefla.com/  thaispicefl@comcast.net  1514 East Commercial
Boulevard, 佛特劳德戴尔 FL

 by flickr4jazz   

乡村旅馆 

"大蒜蟹美味"

乡村酒店是一家充满个性的海鲜餐厅。位于机场附近，拥有劳德代尔堡最新
鲜的海鲜。菜单上有炸鱼，虾，贻贝等等，但大蒜蟹让食客回来。其中一些
着名的赞助人包括约翰尼·德普，阿曼德·阿桑特和丹·马里诺等名人。还
有意大利面，肉类和沙拉可供选择，但在乡村酒店，海鲜是国王。

 +1 954 584 1637  www.rusticinn.com/  crabgarlic@aol.com  4331 Ravenswood Road,
佛特劳德戴尔 FL

 by Stacy Spensley   

面馆 

"越南的收藏"

这家当地的餐馆在这个城市有一个巨大的追随者，因为它的精彩和真实的越
南准备。从经典的面条（汤面）准备炸薯条，菜单提供了越南最受欢迎的选
择。在菜单上似乎没有明确的最爱，吃饭的人几乎都在菜单上的所有东西都
很有趣。餐厅内部装饰色彩鲜明，线条简洁，具有当代装饰风格。在墙上的
亚洲风格的艺术品为诉讼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触摸。提前打电话了解更多信息
。

 +1 954 485 6079  4461 North State Road 7, Lauderdale Lakes F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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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thebittenword.com   

奶油百丽冰淇淋 

"不只是冰淇淋"

奶油冰淇淋和奶昔并不是这座城市中心这家休闲餐厅唯一的最爱。 Dairy Be
lle成立于1998年，是Dania海滩为数不多的可以享受加拿大快餐的地方之一
。广泛的菜单选择提供从烤热狗，Galvaude到Guedille和三明治。这里的套
餐强烈推荐，不应该错过。用天热的帕尼尼冰淇淋三明治或者奶昔结束你的
用餐。检查网站更多。

 +1 954 920 3330  dairybelleicecream.com/  Info@dairybelleicecream.
com

 118 North Federal Highway,
Dania Beach FL

 by vivek jena   

Jaxson的冰淇淋店和餐厅 

"最好的冰淇淋"

自1956年以来，杰克逊的冰淇淋店和餐厅被誉为全美顶级冰淇淋店之一。每
天有超过20种的冰激凌口味（不包括每日特价），它是佛罗里达人在炎炎夏
日寻找凉意的最佳选择。除了冰淇淋之外，Jaxson还提供美式餐馆的食物，
如汉堡包和三明治。

 +1 954 923 4445  www.jaxsonsicecream.com
/index.php

 jaxsons@bellsouth.net  128 South Federal Highway,
Dania Beach F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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