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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好的该死的啤酒店 

"圣地亚哥的最佳啤酒"

位于圣地亚哥Gaslamp Quarter的Super JR Market超市，位于Market Deli
and Catering，最好的Damn啤酒店提供啤酒，葡萄酒，烈酒，奶酪，准备食
物等等。在他们的啤酒清单中，他们提供的许多啤酒都是在圣地亚哥啤酒厂
制作的，包括阿尔卑斯纯粹快餐，绿色闪光麦酒，卡尔施特劳斯尾巴淡啤酒
，石熏烟搬运工，安克雷奇爱叮咚啤酒，奇美白等等。一年四季，最好的该
死的啤酒店举办各种各样的活动，如最好的该死的酸节，其中包括一个秘密
小桶品尝。而对于那些想要享受更多的最好的该死的啤酒店，他们提供家庭
酿造最好的家庭酿造店。埃里克·彼得森

 +1 619 232 6367  www.bestdamnbeershop.com/  1036 7th Avenue, 圣地亚哥 CA

 by Sylvain Leprovost   

海港村 

"海滨购物和餐饮"

从Gaslamp Quarter或Horton Plaza悠闲地散步，远离城市的喧嚣。在绿荫，
池塘和喷泉周围漫步数英里的鹅卵石小路，绕着54个独一无二的商店，13个
休闲餐厅和4个高级餐厅。海湾，它的船和圣地亚哥科罗拉多大桥无与伦比的
景色环绕公园。完成与一个旋转木马约会从19世纪90年代，这是一个伟大的
地方访问的一天。每月日历功能现场布鲁斯，爵士，乡村和摇摆乐队。

 +1 619 235 4014  www.seaportvillage.com/  mcapizzi@terramarcenters
.com

 849 West Harbor Drive,
圣地亚哥 CA

 by Cindy Devin   

上尉的海湾 

"海的秘密"

一个粗鲁的海盗的真人大小的雕像，在门口问候你，给你一个公平的想法，
提供什么。无论您是海盗传奇的狂热追随者还是仅仅爱航海的船长，Captain
's Cove都是以海洋为主题的纪念品的金矿。从有趣的海盗为主题的物品，到
您的家园，复古武器和海事工具古怪的礼物，在商店收集是广泛的。许多商
店的产品是独特的，不可能在其他地方找到。保持你的眼睛去皮;你可能会失
去宝藏的机会。

 +1 619 234 5050  www.captainscove.net/  captainscove@sbcglobal.n
et

 851 W Harbor Drive C,
圣地亚哥 CA

 by manfredrichter   

村帽子商店 

"充满选择"

最有可能在圣地亚哥，你会想要访问这家商店寻找一个太阳帽或遮阳板，而
不是一个帽子，以保暖。无论如何，那些来到这家商店的人，实际上在这里
可以找到很多选择5万多帽的气候的选择。与fedoras和毛皮帽子一起，参观
者还可以在高雅的陈列柜内找到一个古董和古董帽子的迷你博物馆。价格从
廉价到非常昂贵。

 +1 619 683 5533  www.villagehatshop.com/
viewstore/2

 hcweb@villagehatshop.com  3821 Fourth Avenue,
Hillcrest, 圣地亚哥 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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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lipse巧克力 

"圣地亚哥最环保的巧克力"

Eclipse Chocolat餐厅提供各种咖啡，巧克力和小食。在复古家具的用餐区
，沿用餐区周边的低悬灯下，客人可以在绿松石，棕色和米色装饰的房间里
放松休息。每月一次，每人只需30美元，每盘可享受三道菜，包括巧克力，
焦糖或香草豆，两人开胃菜，价值12美元。他们的内部设计专家可以个性化
任何活动，他们提供私人品酒活动，他们的巧克力大部分都在礼品盒。他们
还使用旧金山的可持续Guittard巧克力，高品质的Couverture巧克力和手工
选择的不含防腐剂的原料。埃里克·彼得森

 +1 619 578 2984  2121 El Cajon Boulevard, 圣地亚哥 CA

 by Nastya Dulhiier on
Unsplash on Unsplash   

Apache印第安艺术中心 

"西南风格的珠宝"

家族自1976年以来一直拥有和经营，阿帕奇印第安艺术中心拥有来自纳瓦霍
族，霍皮族和祖尼族的印第安人珠宝。在这个10000平方英尺的商店内，还有
一个真正的美洲原住地毯，陶器，娃娃，绘画，靴子，腰带和篮子。这个备
受尊敬的商店由同一个家族拥有，在老城经营盖货车，游客可以找到儿童和
成人尺寸的西装。

 +1 619 296 9226  2425 San Diego Avenue, 圣地亚哥 CA

 by Cindy Devin   

所有的国王的标志折扣 

"挥动横幅"

如果你走进这家商店，即使你从来没有打算购买旗帜，你也可能会走出一条
旗帜在你的手臂下。大的选择和低廉的价格几乎可以保证你会找到一个适合
自己或你认识的人的旗帜。有数百个代表国家，城市，历史事件，军事分支
的旗帜，以及各种装饰性的季节性横幅，每个人都可以享受折扣价格。该店
还欢迎大量订单和公司账户。

 +1 800 428 5400  www.allkingsflags.com/  sales.sd@allkingsflags.c
om

 2707 Congress Street,
圣地亚哥 CA

 by fancycrave1   

圣地亚哥之家，The 

"国际咖啡和茶"

The San Diego House酒店位于圣地亚哥的历史悠久的老城区，坐落在西班牙
土坯之内，他们出售各种咖啡和茶，以及各种豆角咖啡和散叶茶。他们的许
多咖啡和茶都是从世界各地进口的，包括在墨西哥高地种植的优质阿尔图拉
豆。他们还提供了各种各样的糕点和老式苏打水，其中Sarsaparilla是一个
常见的项目。埃里克·彼得森

 +1 619 683 2416  2767 San Diego Ave, 圣地亚哥 CA

 by Prayitno   

义卖市场 

"购物的世界"

义卖市场是圣地亚哥所有市场中最快乐也最多姿多彩的商店之一。作为城市
第一批居民创建原始城市的历史古城的一部分，这个购物区是一个真正的喜
悦。色彩缤纷的鹦鹉尖叫，色彩斑斓，墨西哥鱼散步场地，波光粼粼的喷泉
潺潺而美味的墨西哥菜肴渗透空气，诱惑味蕾。在附近的老城区有五家餐厅
，15家国际特色商店和大量的历史遗迹，这些都是值得探索的地方。

 +1 619 296 3161  www.bazaardelmundo.com/  4133 Taylor Street, 圣地亚哥 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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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海滩古董区 

"收藏家的天堂"

在太平洋的一个街区内，您可以参观这些商店和餐馆，占据海洋海滩的小社
区。海洋沙滩是一种态度，而不是地址。沿纽波特大街的主要街道，收藏家
会发现超过15个独立的古董店，从几十家经销商那里运送商品。对于收藏家
来说，古董店是主要的吸引人的地方，但是这个独特的海滨社区对于每个人
来说都有一些东西，从冲浪到食物，再到古董。

 +1 619 223 6170  antiquesinsandiego.com  Newport Avenue and Sunset Cliffs
Boulevard, 圣地亚哥 CA

 by udit saptarshi on 
Unsplash   

圣地亚哥硬币和金银公司 

"有钱能使鬼推磨"

想要一个难忘的礼物或纪念品？考虑用现代，古代或外国硬币或美丽的固体
纯银艺术锭制成的硬币首饰，刻有数百种设计中的任何一种。这是一个便宜
又难忘的礼物。这家商店还提供投资级的黄金和白银硬币，证明和薄荷，金
银锭。你在买或卖硬币吗？这家商店是国际钱币协会，更好的商业局和许多
其他专业组织的成员。

 +1 858 569 5222  www.sandiegocoin.com/  chad@sandiegocoin.com  7420 Clairemont Mesa
Boulevard, 圣地亚哥 CA

 by arembowski   

宁静商店 

"令人振奋和赋权的礼品店"

这是一家专门店，提供礼品，书籍，磁带和卡片，在需要和压力的时候提升
和鼓励我们。每一个恢复计划的东西都可以在这里找到，为所有需要的人提
供积极的，令人振奋的影响。找到一个罚款奖章和令牌恢复计划的精选。这
家商店将运往世界任何地方。

 +1 858 581 1979  a12step@earthlink.net  4740 Clairemont Mesa Boulevard,
圣地亚哥 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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