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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CITY

DUBLIN 都柏林

穷游锦囊是由穷游网策划、网友贡献内容的迷你旅行指南，以"最精炼"、"最实用"、"最新鲜"为宗旨，给穷游er们免费使用。请不要用于商业用途。文中的logo版权属于原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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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游er忠告
★ 都柏林市中心被利菲河(Liffey River)分隔为城南和城北。总体来
说都柏林的南边比北边要繁华，景点也更密集。

★ 爱尔兰交通靠左行驶，虽然大多数司机都会礼让，但是市中心车
速较快，而且在都柏林行人过马路大多不等红绿灯，大家要注意安
全。市中心道路少有自行车专用道，骑自行车要格外小心。 

★ 都柏林阴雨天较多且天气多变，最好随身携带一把折叠伞。

★ 都柏林纬度较高，冬季下午4点天就黑了，夏季到晚上9点天还亮着。

★ 爱尔兰自来水可以直接饮用。

★ 市中心便利店随处可见，但大部分都不是24小时营业的。电话充
值、公交车卡、便利食品和普通生活用品都可以买到。

★ 所有室内公共场所都不允许吸烟。

★ 爱尔兰所有的商店、超市晚上10点后都不再出售任何酒类。普通
酒吧在晚上11点后就不再提供酒水。夜店大都营业到凌晨2、3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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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速写
都柏林是什么？都柏林是文学，都柏林是音乐，都柏林是美酒，都
柏林是都柏林人的欢笑与哀愁，是凯尔特人的似水年华。都柏林位
于爱尔兰岛东端，距北爱尔兰首府贝尔法斯特两百多公里，乔伊斯
笔下的利菲河在这里入海，海的另一边就是英国的利物浦。维多利
亚时代的都柏林是大英帝国的第二大城市，十九世纪中叶的大饥荒
曾让这座城市急速衰落，免于二战炮火让她积蓄了重生的力量，终
于上世纪末之时她重新成为欧洲著名都会。今天的都柏林没有巴

插座：    电压：230V  频率：50Hz 电话区号：00353   急救电话、警察：999
货币汇率：1欧元 ≈ 8.2人民币元(2013年1月)

黎、伦敦的声色犬马，没有爱丁堡的绰约风姿，没有戛纳海滨的纸
醉金迷，她仍旧保持着些许与当代生活的疏离和与精灵世界的亲
近，也将永远是爱尔兰民族的精神故乡。

乔伊斯(James Augustine Aloysius Joyce)笔下的的都柏林是阴冷
忧郁的，雨天走在内城狭小逼仄的巷子里，都柏林人无言走来，时
光仿佛倒流。实际上一千年前由维京人创建的都柏林如今是个相当
国际化的城市，虽然没有欧洲大陆城市众多的巴洛克风格或新古典
风格的建筑，但都柏林保存了英皇乔治时代的建筑特色，更可以领
略一座座维多利亚风格的精美建筑。你不妨随意钻进一家酒吧，边
喝健力士黑啤边欣赏即兴演奏歌唱；或寻着王尔德(Oscar Wilde)和
乔伊斯的足迹，看看让他们又爱又恨的文学之城；或去国家博物馆
泡上半天，再骑车去欧洲最大的城市公园凤凰公园邂逅野生鹿群；
也可以干脆什么也不做，就在Grafton大街上的Bewley's点一杯咖
啡慢慢体会无与伦比的爱尔兰风情。

都柏林天气善变，有“一日四季”之说，而就在这阴晴无定中走出
了四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都柏林也因此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命名
为“世界文学之都”。今天的都柏林人格外珍视这份文学遗产，你
若徜徉在都柏林的街头，就可以随处见到乔伊斯和萧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笔下人物的印迹。爱尔兰古时盛产吟游诗人，都柏
林如今是欧洲音乐重镇。你可以去U2和小红莓乐队的第一个录音室
去寻找共鸣，去教堂听一场唱诗，到酒吧听现场演出，亦或去欣赏
一场浓缩了爱尔兰历史与文化的《大河之舞》。

美酒佳酿是爱尔兰的特产，都柏林尤为发达。当地谚语称“你不可
能在都柏林任意一条街道上找不到酒吧”，各式各样的酒吧永远是
这座城市的中心，而健力士黑啤(Guinness)简直就是爱尔兰的代名
词，除此之外，爱尔兰威士忌和百利酒也是闻名于世的名酒。

★ 消费指数
都柏林的物价较高，其物价水平在欧洲仅次于北欧和瑞士等地，与
伦敦、巴黎相当。都柏林酒店住宿一般都在60欧以上，不过穷游的
朋友不用担心，都柏林市中心青年旅舍众多，不难找到15欧一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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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3 我们搭乘廉价航空，也选择豪华游轮。我们出现在青年旅舍，也不放过古堡豪宅。我们会自己做饭，也光顾米其林星级餐厅。

实用信息
★ 游客中心 Tourist information 见地图标识 

Dublin Discover Ireland Centre Suffolk Street
地址：Suffolk Street，Dublin 2(位于一所非常醒目的教堂建筑内)
开放时间：周一-周六9:00-17:30，周日及Bank Hol iday 
10:30-15:00；12月25日、12月26日以及1月1日关门。
电话：1850 230 330
www.discoverireland.ie

当地人的生活
痞子蔡的《爱尔兰咖啡》中的爱尔兰人向往自由，才情满腹，极爱
浪漫，其实他可以再加上爱酒如命和喋喋不休两个特点。爱尔兰人
信仰上帝，最新的调查显示在宗教式微的今天，仍有70%的爱尔兰
人表示认同天主教文化；他们也崇尚自由，即使已被占领八百年也
要打破英国的统治争取民族独立；他们怀着满腹的才情，辗转世界
各地，为人类文明铺陈了无与伦比的一章。爱尔兰人也会牢骚满
腹，没事也喜欢抱怨天气抱怨政府；爱尔兰文化，特别是都柏林，
受英国文化影响很深，但总体而言他们不如英国人那样注重身份和
排场，生活随性没那么细腻。

说到爱尔兰就不能不提同属一岛但不属一国的北爱尔兰。北爱尔兰
目前是英国的一个部分，同英格兰、苏格兰和威尔士享有相同的政
治地位，而爱尔兰是一个独立国家，“南爱尔兰”并不是正式用
语。自从1998年的北爱和平进程开启之后，特别是2011英国女王
百年来首次造访爱尔兰之后，爱英两国关系早已大步向前，可以说
是最紧密的伙伴。不过要注意的是如今在爱尔兰民间仍然可以感受
到敌视英国的情绪，毕竟英国曾经统治了这个国家八百年，在和爱
尔兰人聊天时可以问他们对爱英两国关系的看法，但注意不要表露
支持英国的倾向。

语言帮助
★ 当地语言
都柏林通用语言为英语，同英国无异，当地口音与利物浦口音接近。
你好吗？  普通说法 How are you？
              地道通俗说法 What's the crack？
谢谢。     普通说法 Thank you (Tank you)
              地道说法 Cheers. / Fair play to you.

★ Tips：爱尔兰“警察”的叫法
爱尔兰虽然通用英语，但是警察却不叫Police，而是叫Garda。
Garda是爱尔兰语中警察的意思。发音类似于“旮瘩“的发音。

         住宿。都柏林就餐也不便宜，15欧以下是不大能够吃到一份
       Menu正餐的，赶路的或者想省点银子的朋友，就只能去买三
明治或者去麦当劳等快餐店吃了。

来都柏林不能不去酒吧，不过要在酒吧里喝醉就不那么容易了，因
为你想喝空你的钱包易如反掌。市中心酒吧里，普通的一大杯健力
士一般至少4欧，除非特价，否则很难买到3欧或者以下的啤酒，
Temple Bar区域内的酒吧更贵，因此并不十分推荐穷游的朋友们去
那里买醉。至于交通，都柏林的公交和轻轨价格和英国差距不大，
下文的城际交通中将着重介绍。

★ 地图
在都柏林的机场、火车站、巴士总站和市中心的旅游服务中心
(Tourism Information Center)都能免费领取到都柏林市中心地图
(注：此地图只是都柏林最核心地带的地图，部分景点在此地图以外的
区域)。O'Connell大街上的Eason's书店可以买到各种都柏林地图。

★ 电话
爱尔兰的主要移动网络运营商有Vodafone(沃达丰)、Three(3网
络)、O2和Tesco Mobile(乐购网络)，这几家运营商在市中心的
Henry Street和Grafton Street 均有实体店面，可以购买SIM卡并
充值。Vodafone在都柏林机场一号航站楼的到达处有一家门店。

各运营商均有充值型与月租型两种付费方式。如果有必要的话推荐
购买一张沃达丰SIM卡。沃达丰直拨国内号码每分钟3欧分。一次性
充值25欧可以获得本月内免费拨打&短信其他沃达丰号码，并且有
150MB免费上网流量。

★ 网络
都柏林城区大部分地区有3G信号覆盖，不过每家运营商信号强度不
同，一般来说Vodafone的3G网络最好。麦当劳和星巴克这样的连
锁店都提供免费Wifi热点，不过速度很一般，大部分餐厅也会提供
免费Wifi供顾客使用。市中心的利菲河的南岸路边有几家网吧，一
般是按照2欧一小时计费。部分长途巴士以及都柏林公交16路上也
提供免费Wifi。

★ 货币帮助
爱尔兰属于欧元区，使用欧元，最近一年欧元波动较大，最高点为
1: 8.5，最低点为1: 7.5。

兑换
标有Bureau De Change的地方都可以兑换，交易前要看下电子公
告牌上的交易价格并咨询工作人员手续费，机场大厅里有换取欧元
的地方，美元、英镑、日元等可以当场兑换。市中心也有多处可以
换汇的地方。 

银联
都柏林的商店目前大部分还不接受银联卡，但是Brown Thomas等
中国人常去的店面有标识出接受银联卡。

刷卡
都柏林的信用卡使用较为普遍，几乎所有店都可以刷卡，但有些小
店(如2元店)会要求最低消费10欧才能刷卡。绝大部分中餐馆只接受
欧元现金。

★ 邮局 见地图标识 
爱尔兰人民反抗英国统治的“第一枪”就是1916年在位于O'Connell
大街的西侧爱尔兰邮政总局(General Post Office，GPO)打响的，这
栋建筑如今也是都柏林的地标建筑之一，楼里面还有个邮政博物馆。
南城中心的邮局在Tourist Office对面，上面有An Post字样，很容易
找到。都柏林的市中心有很多绿色的邮筒，可以在市中心的道路拐角

http://www.discoverireland.ie/Activities-Adventure/dublin-discover-ireland-centre-suffolk-street/73794
http://www.discoverireland.ie/Activities-Adventure/dublin-discover-ireland-centre-suffolk-street/73794
http://www.discoverireland.ie/Activities-Adventure/dublin-discover-ireland-centre-suffolk-street/73794


P 4 做⼀一个有公益心的穷游er，带着你的爱心，⼀一边旅行，⼀一边爱护这个世界。

城际交通
★ 机场
✈ 都柏林国际机场 Dublin Airport，DUB
都柏林国际机场是都柏林的唯一一个机场，距都柏林市中心约十公
里，欧洲著名廉航Ryanair的大本营就在都柏林机场。机场目前有两
个航站楼，分别是T1和T2，经Ryanair来都柏林的航班大部分都停
靠在T1航站楼。T1和T2相距不远，有步道相连，如果你来爱尔兰
有朋友接机的话最好还是提前告诉他是在哪个航站楼，以免多走冤
枉路。

ATM
机场内T1航站楼ATM位于一层的东南处，T2航站楼的ATM位于一
层的SPAR便利店内。手机卡在T1航站楼的到达层有Vodafone商
店，可以购买手机SIM卡。

WIFI
都柏林机场有免费wifi提供，但是需要注册。

交通
从都柏林机场到市中心乘坐巴士有三种方式。
机场交通官方指南：www.dublinairport.com

机场大巴Aircoach：乘坐直达市中心的机场大巴Aircoach，每15
分钟一班，半小时左右就可以到达市中心，单程7欧，往返12欧。
Aircoach上现在已经安装了免费Wifi。想要搭乘Aircoach的朋友可
以提前在网上买票，也可以当场购买。由于Aircoach线路较多，上
车前一定要问下售票员或司机是不是前往市中心方向的班车。
Aircoach全天都有服务班次，具体信息可以登录其网站查询 
www.aircoach.ie 

机场快线Airlink747：乘坐都柏林公交公司提供机场快线747，
747乘车地点在Aircoach附近，可以看到一个Airlink的标志。747
为普通公交车，由于走的是港口隧道线并且中途不停站，不到半小时

         看到。寄明信片的朋友要注意投到“All Others”的那个口，
        不要投到“Dublin Only”的投递口。明信片在各大景点和市中
心的旅游商品店可以买到，邮局和便利店有邮票出售。明信片寄往爱
尔兰国内为55欧分，寄往其他国家一律82欧分。

爱尔兰邮政总局(GPO)
地址：O'Connell Street Lower  Dublin 1，Ireland
营业时间： 周一-周六 8:30-18:00。

南城中心邮政局
地址：19-24 Saint Andrew's Street，Dublin 2
营业时间：周一-周六 8:30-18:00。

★ 厕所
都柏林公共厕所不多，机场有免费厕所，汽车站和火车站的厕所一
般要收费0.2欧，酒吧或者咖啡店的厕所一般仅对顾客开放(酒吧有
时可以溜进去)，如果不消费就去麦当劳等快餐店上厕所，有时可能
会遭到保安驱赶。

左右即可到达市中心。747高峰期十分钟一班，单程6欧，往返10
欧，如果购买了都柏林一天或五天公交卡，也可以在这趟车上使用。

公交：可乘坐16路或者41路公交车，两路公交车乘车地方在
Aircoach站的左侧，需要绕行约100米。由于是市内公交，这两路
车会一路停站，到市中心需要约40分钟到一个小时，票价均为2.65
欧，公交卡均可使用。41路的终点站是城北的O'connell大街，离都
柏林巴士总站不远，16路则一路向南，过河到都柏林南城。

TAXI：都柏林机场离市中心不远，打车需要约20到30欧，需要报
销的朋友记得下车时提醒司机给收据。目前从都柏林机场到市中心
尚无任何轻轨或地铁相连。

★ 火车和巴士

火车站 见地图标识 
都柏林有两大火车站，一是城西南的Heuston Ra i lway 
Station(Heuston火车站)，去都柏林南边的科克(Cork)或者西边利
莫瑞克(Limerick)的火车通常在此发车；另一处是市中心东北方向
的Connolly Railway Station(Connolly火车站)，北爱贝尔法斯
特发来的列车在此停。所以如果想要搭乘火车去别的城市，一定要
先确定发车的车站。Connolly火车站地点较佳，距离市中心的
O'Connell大街只有800米，轻轨线LUAS也经过该站。

Heuston站距离市中心有一段距离，可以选择从市中心搭乘公交或
者LUAS红线前往。两火车站都支持网上售票，并均有人工售票机，
使用起来非常方便。爱尔兰城际铁路线在非高峰时段票价会有折
扣，不过这类票要在网上购买。爱尔兰铁路官网：www.irishrail.ie

★ 长途巴士
如果想从都柏林去其他地方游玩，最经济的方式是乘坐长途巴士，
尤其用学生卡购买往返票的话会非常便宜。爱尔兰长途巴士公司叫

Bus Éireann，其总站名为Busáras，在这里可以搭乘到去爱尔兰各

地和北爱方向的巴士，欧洲大陆的Eurolines巴士也可以在此搭乘。
Busáras在Connolly火车站隔壁，步行至O'Connell大街10分钟。

Bus Éireann官网：www.buseireann.ie，前往科克、高威和利莫瑞

克的朋友还可以去www.gobe.ie的网站订票。

★ 渡轮
都柏林港和利物浦港遥遥相望，因此从英格兰或威尔士来的朋友也
可以考虑坐船跨过爱尔兰海来都柏林。都柏林现在有两大主要客运
港口，一个位于都柏林港，另一个是距市区10公里的南郊Dun 
Laogha i re港口，主要路线是从都柏林到利物浦和威尔士的
Holyhead(霍利黑德)。乘船从利物浦到都柏林单程约7个小时，从
霍利黑德过来约2个半钟头。目前主要是Irish Ferries 和Stena 
Line两家公司运营着连接都柏林和英国的渡轮航线。从英国过来的
朋友可以买火车渡轮联运票，即先从英国某地的火车站乘车到霍利
黑德或利物浦，再搭船前往都柏林，这种联运票通常要比单独购买
渡轮票要便宜很多。喜欢自驾的朋友，也可以带上你的车，通过渡
轮来都柏林。
Irish Ferries 官网： www.irishferries.com
Stena Line 官网： www.stenaline.ie 

http://www.dublinairport.com/gns/to-from-the-airport/by-bus-or-coach.aspx
http://www.dublinairport.com/gns/to-from-the-airport/by-bus-or-coach.aspx
http://www.aircoach.ie/
http://www.aircoach.ie/
http://www.irishrail.ie/
http://www.irishrail.ie/
http://www.buseireann.ie/
http://www.buseireann.ie/
http://www.gobe.ie/
http://www.gobe.ie/
http://www.irishferries.com
http://www.irishferries.com
http://www.stenaline.ie/
http://www.stenaline.ie/


P 5

市内交通
都柏林市中心不大，基本靠走就可以大致逛完主要景点，但由于景
点被分在南城北城两地，不擅暴走的朋友也可以考虑多坐坐车。都
柏林市区通勤以公交车、轻轨(LUAS)以及市区火车(DART)为主。
目前公交车三站之内起步价为1.65欧，市内远途最高为2.8欧。都柏
林公交仅收欧元硬币，司机不会当场找零，但如果是会打出一张找
零收据，可凭收据前往O'Connel大街的都柏林公交公司兑换成现金。
如果在都柏林停留较久，也可以按需要购买公交卡，公交卡可以在
市区的SPAR等便利店购买。

一日卡 6.5欧 可在Airlink上使用

三日卡(非连续三日) 14.2欧 可在Airlink上使用

五日卡(非连续五日) 23欧 可在Airlink上使用

十次90分钟卡(多次乘车

首末间隔90分钟以内)
21.5欧 不可以在Airlink上使用

都柏林公交公司地址：59 Upper O'Connell Street， Dublin 1
都柏林公交官网：www.dublinbus.ie

★ Tips：不要随意购买公交学生卡
不要随意购买公交学生卡，即Student Bus Tickets。公交学生卡
需要和一张Student Travel Card一起使用才有效，而Student 
Travel Card只有在爱尔兰上学的学生才可以办理。普通的学生卡和
国际学生卡是不可以使用公交学生卡的。

★ LUAS 轻轨
都柏林市内另一个主要交通方式是LUAS轻轨。LUAS目前有两条
线，始发站在利菲河北边的是红线，全程在利菲河南岸运行的是绿
线，分别连接着都柏林市中心与城市西南以及城市南部。LUAS需要
上车前在自动售票机上买票，其计价方式同伦敦地铁类似，分区计
价，单程一区内1.6欧，最远的五区之内单程票价为2.8欧。
www.luas.ie

★ 通勤列车DART
如果需要去都柏林的海边远郊，如北边的Howth或南边的Bray等
地，也可以乘坐贯穿市中心的通勤列车DART，DART沿着都柏林海
岸线向南北两个方向延伸，很适合去海边游玩的朋友乘坐。DART连
接城北以及城南海边的各小站以及市中心的Connolly火车站，但是
不经过南边的Heuston火车站。
www.irishrail.ie/DART

★ Tips：Leap Card
都柏林还有一种类似于伦敦Oyster Card的一卡通，叫作Leap 
Card，可以在公交、LUAS和DART上使用，工本费5欧，单程票价
要略低于投币，但不建议购买，因为要退掉这张卡相当麻烦，还需
要填写一张退款申请表寄到发卡的公司。

★ TAXI
都柏林出租车在市中心随处可见。起步价4.1欧，前15公里1.03欧
每公里，后15公里1.35欧每公里。电话叫车加收预约费2欧，晚8点
到次日凌晨8点车费略高。接受现金及信用卡，无需小费。推荐
Eight Twenty Cabs，电话预订及去机场车站均有折扣。
电话：01 8202020

http://www.dublinbus.ie/
http://www.dublinbus.ie/
http://www.luas.ie/
http://www.luas.ie/
http://www.irishrail.ie/DART
http://www.irishrail.ie/DART


P 6 请不要购买任何野生动物制品，包括鱼翅、珊瑚、海龟制品、蛇皮、象牙、犀牛角、沙图什等等。没有买卖就没有杀戮。

景点
都柏林贯穿市区的利菲河分为北城和南城，其主要景点多分布于南
北两城的中心，适合背包客徒步游览。都柏林市中心最引人注目的
是位于北城欧康纳大街上的Spire，俗称“大柱子”，大柱子西边有
著名的詹姆士(Jameson)威士忌酒厂，可以参观其制作过程，继续
向西前行有欧洲最大的城市公园凤凰公园(Phoenix Park)，运气好
的话可以看到放养在公园里的鹿群。

都柏林南城景点相比于北边更加密集，首推当是Temple Bar地区，
这里是都柏林历史风物保存较好的地方，青石路两边有着一些全世
界最有名的酒吧。著名的圣三一大学就在Temple Bar附近，该校的
老图书馆恢弘雄伟，并藏有著名的《凯尔经》。圣三一大学正门对
面的Dame Street 两边有爱尔兰蜡像馆，前英国驻爱尔兰总督府，
克莱斯特大教堂等著名景点和建筑。值得一提的是都柏林城堡也在
这条街上，这座城堡同爱尔兰的历史密不可分，爱好历史的朋友一
定不能错过。南城的步行街走到头是史蒂芬斯公园(Stephen's 
Green)，四季风景怡人，是休闲放松的好去处。

相较于伦敦巴黎罗马，都柏林的博物馆并不出众，南城圣三一大学
附近有爱尔兰国家画廊，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和考古博物馆，北城
有爱尔兰国家历史博物馆。不过都柏林还是有一些有趣的博物馆，
比如北城的作家博物馆，南城都柏林城堡里的切斯特图书馆等，这
里都有惊喜等你去发现。

★ 健力士啤酒展览馆 Guinness Storehouse 见地图A标识    
健力士酒厂是爱尔兰最为著名的产品——健力士黑啤(Guinness 
Storehouse)，也译作吉尼斯酒厂)的生产地，是都柏林最负盛名的
景点之一。你可以在酒厂里了解到这种啤酒的整个生产制作过程，
酒厂里的展览也十分有趣。八楼的酒吧是鸟瞰都柏林全景的绝佳位
置，并且还可以免费得到一大杯原产的黑啤。

地址：Saint James's Gate，Dublin，Co. Dublin， Ireland
到达方式：公交车40路、123路，LUAS红线St Jame's站。
开放时间：每日9:30-17:00，七月和八月延长到每天19:00，12月
24日-26日和Good Friday不开放。
门票：成人票16.5欧(网上预订10%优惠)，学生和老人票11欧，
6-12岁儿童票5欧。
电话：+353 1 408 4800
www.guinness-storehouse.com

         ★ 都柏林公共自行车 Dublin Bikes
         都柏林市中心目前运营有公共自行车项目，44个车站分布全城
各地，具体车站位置可查询其网站分布地图。目前可以在其中15个位
于市中心的车站自助购买三天卡，卡费2欧。半小时之内在任何一个
自行车站换车可免费使用，一小时之内收取0.5欧，两小时之内收取
1.5欧，其费率差别依次等差上升，四小时以上每超一小时收取2欧。
www.dublinbikes.ie

★ Tips: 骑行注意事项
都柏林道路依左行驶，市中心道路狭窄，骑车一定要注意安全，喜欢
骑车的朋友强烈推荐都柏林南边的运河(Grand Canal)风光带，沿运
河一带有都柏林刚刚修建好的自行车专用道，是骑行的绝好去处。

★ 圣三一学院及老图书馆 

Trinity College Dublin ＆ Old Library 见地图A标识  
圣三一学院是爱尔兰最古老的大学，由英国伊丽莎白女王于1592年
创建，多名诺贝尔奖得主就出自该校。校园位于都柏林市中心，古
风典雅。校内的老图书馆藏有爱尔兰国宝《凯尔经》(Book of 
Kells)，老图书馆的长廊建筑本身也颇为壮观，非常值得一看。

地址： College Green， Dublin 2， Ireland
到达方式：大部分公交线路都经过；DART，Pearse Street站和
Connolly站；LUAS红线，Lower Abbey Street站；LUAS绿线St 
Stephen's Green站。
开放时间：周一-周六9:30-17:00，五月至九月周日9:30-17:00，
12月23日至1月1日不对外开放。
门票：成人票9欧，学生和老人票8欧，12岁以下免费。
www.tcd.ie/Library/bookofkells

★ 圣史蒂芬斯公园 St Stephen's Green 见地图A标识   
圣史蒂芬斯公园位于商业中心Grafton街南口，是购物后休憩散步的
好去处。

地址：St. Stephen's Green，Dublin 2
到达方式：所有到市中心的公交线路。
开放时间：周一-周六7:30-18:00，周日及公共假日9:30-18:00。
门票：免费。
www.heritageireland.ie/en/dublin/ststephensgreen

★ 凤凰公园 Phoenix Park 见地图A标识  
都柏林凤凰公园位于市中心西北处，占地近2000亩，是西欧最大的
城市公园。爱尔兰总统府也坐落于此，并于每周六对外开放，详情
可查询总统府网站。美国驻爱尔兰的大使官邸也位于此地，彰显着
两国特殊的关系。始建于19世纪的都柏林动物园也在凤凰公园里。

地址：Parkgate St，Co. Dublin， Ireland
到达方式：公交25、26、46A、66、66A、66B、67、69到
Phoenix Park下。
门票：免费。
www.phoenixpark.ie 
www.heritageireland.ie/en/Dublin/ArasanUachtarain 

★ 老詹姆森酿酒厂 The Old Jameson Distillery 见地图A标识  
詹姆森酒作为爱尔兰最著名的威士忌，在世界威士忌界也非常有
名。在此酒厂遗址基础上改造成的展览馆内，你不仅可以领略到詹
姆森酒悠久的历史，还可以了解到爱尔兰威士忌独有的三次蒸馏技
术。参观的最后会有免费的品尝，看看你是否可以辨别出爱尔兰威
士忌与美国威士忌以及苏格兰威士忌的不同。

http://www.guinness-storehouse.com/
http://www.guinness-storehouse.com/
http://www.dublinbikes.ie
http://www.dublinbikes.ie
http://www.tcd.ie/Library/bookofkells/
http://www.tcd.ie/Library/bookofkells/
http://www.heritageireland.ie/en/dublin/ststephensgreen/
http://www.heritageireland.ie/en/dublin/ststephensgreen/
http://www.phoenixpark.ie/
http://www.phoenixpark.ie/
http://www.heritageireland.ie/en/Dublin/ArasanUachtarain/
http://www.heritageireland.ie/en/Dublin/ArasanUachtarain/


P 7 不管是离开旅馆还是饭店，记得养成回头检查⼀一下行李的习惯。在任何公共场所，都不要让自己的物品处于无人看管的状态。

         地址：Bow Street，Smithfield，Dublin，Co. Dublin，
         Ireland
到达方式：LUAS 红线 Smithfield 站。
开放时间：周一-周六9:00-18:00，周日10:00-18:00。
门票：成人票13欧，学生票10.6欧。
www.tours.jamesonwhiskey.com 

★ 都柏林城堡 Dublin Castle 见地图A标识  
都柏林城堡是13世纪英格兰乔治国王修建的城堡，被英王作为储藏
其私人财富的地方。正因如此，都柏林城堡在爱尔兰人民争取独立
的道路上有着鲜明的象征地位，如今这座城堡是爱尔兰重要国事活
动场所。城堡内的Chest Betty Library有不错的收藏，值得一看。

地址：2 Palace Street， Dublin 2，Co. Dublin， Ireland
到达方式：从圣三一学院步行五分钟到达。在EdenQuay乘坐77、
77A、56A或49路公交车，也可以在O'Connell Street 乘坐123路
公交车，在 Palace Street Gate下车。
开放时间： 周一-周六10:00-16:45，周日12:00-16:45。
门票：免费。
www.dublincastle.ie

★ Kilmainham监狱 Kilmainham Gaol 见地图A标识  
Kilmainham监狱距离都柏林市中心3.5公里，对爱尔兰历史感兴趣
的朋友可以选择参观此地。这个监狱有点爱尔兰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的味道，买票后会有人带领参观，总共时常约40分钟，并介绍监狱
生活情况和曾被关押于此的著名爱尔兰独立运动领袖。

地址：Inchicore Road， Kilmainham，Dublin 8
到达方式：公交51b、51c、78a 到Emmet Road站下。
开放时间：四月至九月9:30-18:00，十月至次年三月间9:30-17:30。
门票：成人6欧，学生2欧
www.heritageireland.ie/en/dublin/kilmainhamgaol

★ 都柏林基督新教大教堂 

Christ Church Cathedral Dublin 见地图A标识  
基督新教大教堂是都柏林最古老最显著的建筑之一，其历史可追溯
到11世纪，是爱尔兰最早的中世纪风格的教堂之一。

地址：Christchurch Place， Dublin 8， Ireland
到达方式：公交49x、54x、54a、78a到Christchurch Place。
开放时间：四月至五月及九月至十月期间，周一-周六9:30-18:00，
周日12:30-14:30，16:30-18:00；六月到八月期间，周一-周六
9:30-19:00，周日12:30-14:30；十一月到次年三月期间，
9:30-17:00。
门票：成人6欧，学生3欧。
www.christchurchdublin.ie

★ 圣帕特里克教堂St Patrick's Cathedral  见地图A标识 
St. Patrick's Cathedral距离基督新教大教堂不远，据说将天主教传
播至爱尔兰的圣徒圣帕里特，就在这里的一口古井受洗并皈依于天
主教。这个教堂最早建于公元450年，其后陆续修建至公元14世
纪。写就《格列佛漂游记》的斯威夫特曾经是这里的主教。由于众
多名人长眠于此，这个教堂在爱尔兰相当于英国西敏寺的地位。

地址：Saint Patrick's Close，Dublin 8，Ireland
到达方式：49、54a.151、27、56a、77a 
开放时间：三月到十月期间，周一-周五9:00-17:00，周六、周日
9:00-16:00；十一月到次年二月期间，周一-周六9:00-17:00，周
日9:00-14:30。
门票：成人5.5欧，学生4.5欧。
www.stpatrickscathedral.ie

★ 爱尔兰国家艺术历史博物馆 见地图A标识 
National Museum of Ireland-Decorative Arts & History  
爱尔兰国家艺术历史博物馆是爱尔兰最大的综合博物馆，馆内藏品
丰富，通观展览是了解爱尔兰历史与文化的好方式。馆内亚洲区还
有不少来自中国等远东的藏品。

地址：Collins Barracks，Benburb St，Dublin 7，Co. Dublin，Ireland
到达方式：LUAS 红线。
开放时间： 周二-周六10:00-17:00，周日14:00-17:00。
门票：免票。
www.museum.ie

★ 作家博物馆 Dublin Writer's Musuem 见地图A标识 
这座博物馆不是很起眼，设在一栋18世纪的古旧房子里，里面有包
括乔伊斯和叶芝(William Butler Yeats)等爱尔兰著名作家的手稿，
适合对爱尔兰或英国文学感兴趣的朋友参观。

地址：18 Parnell Square, Dublin 1
到达方式：公交车1、11、16、44到达，或从市中心O'Connel 
Street步行即可到达。
开放时间：周一-周六10:00-17:00，周日和公共假日11:00到
17:00。
门票：成人7.5欧，学生6.5欧，同萧伯纳故居的套票成人11.5欧，
学生9.5欧。
www.writersmuseum.com

★ 圣殿酒吧区 Temple Bar 
圣殿酒吧区是都柏林酒吧聚集的地段，也是都柏林最有文化气息的
一个区域。与其他的都柏林市中心不同，圣殿酒吧区保留了中世纪
的街道，两旁各类酒吧餐厅聚集。U2乐队等众多爱尔兰歌手在未成
名以前，都在这里的酒吧表演。在圣殿酒吧区，一周七天都可以在
不同的酒吧欣赏到现场演奏的爱尔兰音乐。如果你希望了解一下爱
尔兰的夜生活，千万不要错过这里。从90年代开始，在政府资助下
圣殿酒吧区逐步发展成都柏林艺术文化的基地。除了酒吧、餐馆，
在这里还可以看到很多画廊、剧院及艺术品小店等。

地址：Temple Bar，Dublin 2
到达方式：所有到市中心的公交线路。
www.templebar.ie

http://www.templebar.ie
http://www.tours.jamesonwhiskey.com/Home/The-Old-Jameson-Distillery-Dublin/Tour-Info.aspx
http://www.tours.jamesonwhiskey.com/Home/The-Old-Jameson-Distillery-Dublin/Tour-Info.aspx
http://www.dublincastle.ie/
http://www.dublincastle.ie/
http://www.heritageireland.ie/en/dublin/kilmainhamgaol/
http://www.heritageireland.ie/en/dublin/kilmainhamgaol/
http://www.christchurchdublin.ie/
http://www.christchurchdublin.ie/
http://www.stpatrickscathedral.ie/
http://www.stpatrickscathedral.ie/
http://www.museum.ie/
http://www.museum.ie/
http://www.writersmuseum.com/
http://www.writersmuseum.com/
http://www.templebar.ie
http://www.templebar.ie


P 8 记得品尝当地的美食，这是旅行中绝对不容错过的⼀一部分，也是对当地人的支持。

景点-周边
爱尔兰面积不大，基本所有地方从都柏林驱车4个小时都可以到，除
了都柏林外，爱岛最让人流连忘返的是壮观的西海岸风景和乡村风
情。西部小城高威(Galway)风情迷人，爱尔兰民族语言盖尔语仍然
在高威的一些地方通用。每年七、八月沃尔沃环球帆船赛时，世界
各地帆船都会云集高威修整，你可以在感受爱尔兰西部迷人风格时
去体验帆船运动。高威同时也是去游览包括莫赫悬崖(Cliffs of 
Moher)等西部景点的大本营。

莫赫悬崖(Cliffs of Moher)是欧洲最高的悬崖，地形怪异，海岸线
犹如鬼斧神工，其垂直距离崖底的大西洋两百余米，天气晴好可远
眺数公里，若赶上雨水雾天，也别有感觉，正是“今日登高望不
见，楚云湘水各悠悠”。莫赫悬崖西边的离岛 Aran Islands(艾伦群
岛)是凯尔特人的故乡，岛上至今还有不少凯尔特人的遗迹，岛上风
景也是绝美，还可以在这里听到已很少被用的爱尔兰语。

高威(Galway)南部，都柏林西南方向的Ring of Kerry(凯里风景区)
在一些旅游杂志上被评为世界上最美的地方。风景区中心小镇
Killarney(基尔拉尼)相当好地保留了19世纪晚期的建筑特色，城中
曲巷弯弯折折，行走路上，仿佛回到了旧时光。除了自驾游玩凯里
风景区外，也可以乘坐巴士游览凯里地区的美景。

都柏林乘巴士或者火车约3小时是爱尔兰第二大城市科克(Cork)，科
克有着和都柏林不同的风情，由于都柏林曾深受英国的影响，科克
有时被认为更加“爱尔兰”，科克的英语口音也很有特色，科克最

为著名的景点是Blarney Castle(布拉尼城堡)，如果去的话一定要亲
吻下城堡里的那块“幸运石”。前往科克的路上还会经过小镇
Kilkenny，如果时间允许的话，不妨下车去看看爱尔兰中世纪时期
的首府，沉浸到爱尔兰民族历史中去。

★ 莫赫悬崖 Cliffs of Moher 见地图B标识    
莫赫悬崖位于爱尔兰西海岸，距离爱尔兰第三大城市高威(Galway)
约1小时车程。作为欧洲的最高的悬崖，是爱尔兰的标志景点之一。
断崖沿着爱尔兰西海岸绵延8公里，面向大西洋，最高点高出大西洋
海面214米，十分壮观。

地址：Liscannor，Co. Clare，Ireland
到达方式：建议参加莫赫悬崖一日旅行团，时间充裕的话可以参加
两日的旅行团顺便游览一下爱尔兰第三大城市高威(Galway)以及
Connemara，领略一下爱尔兰的乡村风情。旅行团详情见都柏林旅
行公司网站。
门票：成人6欧，学生4欧(在官网订票有10%折扣)。
www.cliffsofmoher.ie 

★ 艾伦群岛Aran Islands 见地图B标识  
艾伦群岛由三个小岛组成，风景优美，有很多类似莫赫悬崖一般的
小的断崖。

到达方式：渡轮。
www.aranislandferries.com

http://www.dublintourcompany.com
http://www.dublintourcompany.com
http://www.dublintourcompany.com
http://www.dublintourcompany.com
http://www.cliffsofmoher.ie/
http://www.cliffsofmoher.ie/
http://www.aranislandferries.com/
http://www.aranislandferrie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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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凯里之环 Ring of Kerry 见地图B标识   
    这里的凯里不是贵州的凯里市，而是在都柏林西南部的凯里郡
(County Kerry)，这是一条非常受游客喜爱的全长179公里的游览
路线，沿途风光绝妙，有滩涂、峭壁，也有森林、草场，可观远山
起伏，也可赏牧场风光。除了自驾或乘大巴游览外，这里每年还会
举办自行车环游大赛。

地址：County Kerry, Ireland
到达方式：可以从都柏林自驾到达，也可以参加当地旅行团。目前
组织去Ring of Kerry的旅游公司有很多，各家路线基本相同，可以
从网络上订票，也可以在都柏林的旅游咨询中心购买，有的青年旅
舍也会提供订票服务。
推荐两家大巴旅行公司
www.viator.com/tours/Dublin/Ring-of-Kerry-Rail-Trip-from-
Dublin/d503-3310DH05 
www.paddywagontours.com/tourView.php?id=219 

★ 基尔拉尼 Killarney 见地图B标识  
基尔拉尼是一个位于凯里之环(Ring of Kerry)路线上的一个小镇，
小镇湖泊众多，湖水共山而生，城堡则隐于山湖之中，是休闲放松
的好去处。基尔拉尼的爱尔兰式足球(Gaelic football)声名在外，如
果赶巧的话，也可以去看一场拳脚相加的爱尔兰足球赛。

地址：Killarney，County Kerry
到达方式：目前从伦敦和法兰克福有定期航班直达基尔拉尼，但机
场距镇中心较远；也可以搭乘从都柏林或科克始发的火车去往基尔
拉尼，从都柏林出发约3个半小时，科克出发1个半小时；最常见的
路线还是从搭乘巴士前往，也可以在游览凯里之环时中途停歇于基
尔拉尼。

★ 布拉尼城堡 Blarney Castle 见地图B标识  
布拉尼城堡位于爱尔兰第二大城市科克郊区8公里处，始建于13世
纪，后于16世纪重建，之后经过几次战争，目前实已废弃。环绕城
堡的是一个巨大的公园，城堡内最有名的是位于顶层的“巧言
石”(Stone of Eloquence)，据说亲吻过这块石头的人就会变的雄
辩有才。

地址：Blarney， Co.Cork， Ireland
到达方式：从都柏林出发前往布拉尼城堡需要先乘车到科克，再从
科克的巴士总站搭乘215路或235路公交车到Blarney Castle下，
上车前可以询问司机下车地点。
开放时间：周一-周六9:00-18:30，六月到八月延长到19:00，十月
到次年四月开放到太阳下山为止(爱尔兰冬天最早下午4点太阳就下
山了)；周日开放时间是9:00-17:30，冬季开放到太阳下山为止。
门票：成人12欧，学生10欧。
www.blarneycastle.ie/pages/visit-us-CH

文学之旅
★ 著名作家
作为联合国指定的世界上第三个文学之都，都柏林孕育了世所瞩目的
伟大文学。她是萧伯纳的都柏林，是乔伊斯的都柏林，更是叶芝的都
柏林。这座城市文学的历史或许可以追溯到藏于圣三一学院的《凯尔
经》(Book of Kells)。《凯尔经》是四部用拉丁文写就的新约福音
书，成书于公元八百年左右，由凯尔特教士们制作完成。这部经书是
西方字体书法艺术的殿堂级作品，也是爱尔兰的国之瑰宝。千年前的
教士们将经书刻字发展成精美绝伦的艺术，吟游诗人和维京人则流传
了一代代神话和神秘故事，为后世人们创作提供不竭的灵感，此外还
有一部著名的动画片《凯尔经的秘密》(The Secret of Kells)。

《格列佛游记》(Gulliver's Travels)的作者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大概是第一位获得全球瞩目的爱尔兰文学家。而自十八世纪以
来，这座城市开始成为不列颠联合王国的重镇，其文学趣味也暧昧
地同英格兰联系在一起。王尔德自圣三一学院毕业后入学牛津，随
后他创作的剧目在伦敦大放异彩，他的文字唯美、尖刻，却也不失
流畅。如今在王尔德旧居对面的Merrion Square里为他留了一小块
地，有一尊他的雕像，他半斜躺在大石头上，服饰夸张，俯视揶揄
众生。雕像对面有男女裸像，似乎在暗示着什么，另有一块碑刻上
了王尔德的名句，几句话才情尽显，风华更是绝代。

同王尔德淡淡的爱尔兰情结不同，忧郁又富有激情的大诗人叶芝心
怀赤子之情，是爱尔兰的“民族诗人”，他也是爱尔兰文学发扬光
大的重要推动者，晚年还曾参政担任议员，爱尔兰独立的第二年授
予他的诺贝尔文学奖是对全民族的巨大精神鼓舞。相传有精灵出没
的位于都柏林北边的小镇Howth似乎是叶芝笔下(Celtic Twilight)中
的场景，那个精灵的世界也许在我们每个人心里都跳跃过。他的出
生Sandymount(桑迪芒特)地区毗邻都柏林湾，如今是中产阶级生
活区，夜幕降临时步行于此，念一首《当你老了》(When you are 
old)，灯光亮起，远处电厂烟囱孤寂地等着归人，都柏林是如诗的浪漫。

深怀民族情义的还有大戏剧家萧伯纳，不过他的文学作品里并没有留
下太多都柏林的痕迹，喜欢他的朋友可以去南城运河边他的旧居或者
去城北的作家博物馆里参观他的其他爱尔兰名家的手稿。历史、文学
和宗教在大家的笔下融合，它背后是爱尔兰人民苦苦追求民族独立，
寻找身份认同的艰辛历程，因此对爱尔兰历史感兴趣的朋友不要错过
曾经斩杀爱尔兰革命义士的Croke Park，打响爱尔兰独立第一枪的
邮政总局，和曾经关押多名革命军的Kilmainham监狱，所有这些都
让全世界各地的爱尔兰人更加珍视民族的血脉传统。不过并不是所有

★ 基尔基尼 Kilkenny 见地图B标识  
基尔基尼是爱尔兰最小的城市，只有不到3万人，位于都柏林西南
120公里，是爱尔兰最富盛名的景点之一。这座爱尔兰中世纪首府
有很多曲折蜿蜒的小道，较好地保有了中世纪风貌。位于城中心的
基尔基尼城堡(Kilkenny Castle)值得一去。

地址：Kilkenny，County Kilkenny
到达方式：从都柏林自驾前往基尔基尼约2个小时。从都柏林的休斯
敦火车站(Heuston Station)搭乘去往沃特福德(Wad)的火车在
Kilkenny站下，也可以搭乘在都柏林公交站大巴总站搭乘Bus 
Eireann或JJ Kavanagh公司运营的大巴车前往。
门票(基尔基尼城堡)：成人6欧，学生2.5欧。

http://www.blarneycastle.ie/pages/visit-us-CH
http://www.viator.com/tours/Dublin/Ring-of-Kerry-Rail-Trip-from-Dublin/d503-3310DH05
http://www.viator.com/tours/Dublin/Ring-of-Kerry-Rail-Trip-from-Dublin/d503-3310DH05
http://www.viator.com/tours/Dublin/Ring-of-Kerry-Rail-Trip-from-Dublin/d503-3310DH05
http://www.viator.com/tours/Dublin/Ring-of-Kerry-Rail-Trip-from-Dublin/d503-3310DH05
http://www.paddywagontours.com/tourView.php?id=219
http://www.paddywagontours.com/tourView.php?id=219
http://www.blarneycastle.ie/pages/visit-us-CH
http://www.blarneycastle.ie/pages/visit-us-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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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爱尔兰文学家都有那么浓重的民族情结，写著《等待戈多》
        (Waiting For Godot)的贝克特(Samuel Beckett)后期就基本
只用法语写作。贝克特一生常住巴黎，巴黎大概是他的书房，故乡
都柏林就是心底的挂念，是去跑酒馆，舒舒服服过日子的地方。如
果你读到他作品里有一座海滨城市，平原后是一片群山，那就是他
的都柏林。为了纪念贝克特在文学上的贡献，利菲河东边的一座形
如竖琴的桥就被命名为塞缪尔贝克特桥(Samue l Becket t 
Bridge)，圣三一学院的戏剧楼也以这位杰出校友的名字命名。

在二十世纪所有伟大的爱尔兰作家中，与这座城市最密不可分的一
定是乔伊斯，他的作品几乎不曾离开过都柏林。都柏林也在它笔下
昏暗、潮湿、古旧、市井味十足，还间或透着些下流的味道。乔伊
斯的作品曾经在自己的祖国不受待见，还一度列为禁书，如今它们
已经与这座城市融为一体，是都柏林文化内核所在。横贯全城的利
菲河是《尤利西斯》(Ulysses)里常提到的那条河，市中心不经意间
就可以看到《尤利西斯》里的句子，让人错觉主人公布鲁姆(Bloom)
还在都柏林游荡着，而这个城市也因其而更动人。

★ 尤利西斯之旅    
都柏林游客服务中心提供的免费地图上标注有JJ的地点都是和乔伊
斯相关的地点，也可以在都柏林游客服务官网(徒步游)中下载到。了
解乔伊斯最好的去处是乔伊斯纪念馆，纪念馆位于南城中心的North 
George Street(乔治北街)，距Grafton 步行街不远。另一处乔伊斯
膜拜者不可错过的是位于南城海边的乔伊斯博物馆(James Joyce 
Tower&Museum)，博物馆本身就是尤利西斯最一开始的那座圆型
炮塔，可以乘坐市内火车DART或者公交到达，这座孤塔是荒诞一天
之始，今天塔里收藏了不少乔伊斯的手稿和纪念物品。

尤利西斯迷们则一定不能错过主人公布鲁姆的“尤利西斯之旅”，
你可以由都柏林北城的Mountjoy Square出发向南走到了海关大楼
(Custom House)，接着过河来到南城，在Tara Street的澡堂游泳
后，沿河走到City Quay后右拐进入Lime Street，再右拐进入
Hanover Street，然后来到了Pearse Street 的邮局寄一封信，最
后以到Leinster Street的土耳其浴结束。布鲁姆午饭后线路是从
Dawson Street上的国家图书馆沿圣三一学院走入今天的Temple 
Bar区域，他在书店买本书后又过桥来到了北城的Ormond Hotel，
至此尤利西斯之旅基本结束，最后要做的就是在Sirens Bar里好好
喝上一杯！

出现在乔伊斯小说里的都柏林街景实在太多了，十步一景绝不夸
张，比如Duke Street上的David Byrne酒吧和Lincoln Place的
Sweny's药店。由于他小说里的主人公大部分都在都柏林市中心活
动，因此要去这些地方并不难，不过要小心细致地走，一不注意你
可能就错过了什么。

热爱文学又要体验都柏林酒吧文化的朋友可以去参加文学酒吧之旅
(Literature Pub Crawl)，不少青年旅舍都提供类似服务，这也是
去体会都柏林文化最好的方式之一。一朝酒醉，在都柏林同巨匠一
起仰望星空，岂不乐哉。

路线
都柏林市中心不大，基本步行可以游览完主要景点。

★ 都柏林一日游

早上以O'Connell大街上的“大柱子”为起点，可以先参观这条街上
的大邮政局GPO(邮政总局)，过桥之后往南步行约100米就到了著
名的圣三一大学，去参观该校的老图书馆及其收藏的《凯尔经》。
圣三一大学正门对面的Dame Street 两边有爱尔兰蜡像馆，前英国
驻爱尔兰总督府，克莱斯特大教堂等著名景点和建筑，都柏林城堡
也在这条街上。

参观结束后，可以去圣史蒂芬斯公园(St Stephen's Park)里稍事休
息。下午可以步行游览Grafton Street，一边血拼一边观赏都柏林
的街头艺术，接着去著名的健力士酒厂去看黑啤的制作过程，体力
好的朋友也可以去都柏林的几大博物馆看看。晚上喜欢热闹的朋友
一定不要错过Temple Bar，都柏林的声色犬马在这一区域有极致体
现。热爱中餐的朋友可以去北城的Caple Street和Parnel l 
Street(东)上，这两条街上有足够多的中餐馆够你挑选。

★ 都柏林二日游
如果在都柏林停留超过一天，喜欢文学的朋友可以去北城的作家博物
馆和乔伊斯博物馆，喜欢历史的朋友可以去Kilmainham Gaol和爱尔
兰国家历史博物馆(National Museum of History)，喜欢艺术的朋
友可以去爱尔兰国家画廊(National Gallery)和都柏林当代艺术展览
馆 (Museum of Mordern Art Ireland)。天气好的话，第二天也还
可以去北边的号称欧洲最大的公园——凤凰公园租辆自行车绕骑一
段，说不定能看到鹿群；或者坐车去南边的威克洛山脉(Wicklow 
Mountains)去欣赏爱尔兰山区时而粗砾时而清新的美景。

推荐购买都柏林公交巡游卡，即Dublin Tour Bus(Dublin Tour Hop 
on-Hop off)，一天之内随上随下。它既可以充当交通工具，还可以
听取介绍，了解景点背后的故事，一举多得。

旅行日历
★ 旅行季节

都柏林气候温和，冬季白天一般都有5℃以上，入夜后会降至零下，
但绝少出现极寒天气。夏季也不会像我国大部分地区那样酷热，温
度会在20℃上下浮动，都柏林的气象记录显示最高温度也只有
29℃。总而言之，都柏林四季各有特色，不过5月至10月较为暖和
且晴天较多，非常适合出游。

都柏林并不是一个雨量充沛的地方，其年均降雨量才北京高不了多
少，不过它一年到头降雨较为平均，所以来玩的话要随时做好下雨
的准备。同英格兰很多地区类似，都柏林也常常是一朵乌云一片
雨，雨后即刻放晴，幸运的话还可以看到彩虹横贯天际。走在都柏
林南城的河边，眺望南边的Wicklow Mountains(威克洛山脉)也常
可以领略山水空濛的景象。

http://www.discoverireland.ie/Places-To-Go/Dublin
http://www.discoverireland.ie/Places-To-Go/Dub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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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
★ 音乐和戏剧

包括流行音乐和《大河之舞》，重点放在旅行者如何去看去听。音
乐在爱尔兰人心中的地位由爱尔兰的国徽就可以看出来，它的国徽
就是一种乐器——竖琴。竖琴同黑啤一样是爱尔兰的最重要的象征
之一。今天都柏林是欧洲重要的音乐中心，无论是民歌还是流行乐
都有着不可动摇的地位。

都柏林满街都是音乐家，就是在凄冷的冬夜，也会有年轻乐团在街
上演奏新曲，而竖琴、手鼓甚至钢琴都搬到了大街上，街头乐队无
时不在。音乐同文学一样，是都柏林的生活和存在方式。U2、
Westlife和Boyzone的粉丝不难在这里找到偶像的足迹，喜欢女子
和声和独唱的朋友们可以去找一场演唱会，摇滚乐爱好者则可以参
加每年一度的Absolute Fringe音乐节。希望在都柏林看到的《大河
之舞》的朋友得下点心思了，因为这个剧目并不是常年上演，需要
提前关注演出场次安排。

都柏林的主要剧场有The Abbey Theatre、Bord Gáis 
Energy Theatre、The Gaiety Theatre，以及用于承办大型流行
演唱会的The O2 Arena。各剧场全年都有不同的音乐剧、演唱
会、音乐会等活动。希望在都柏林游览期间可以欣赏一场这些活动
的朋友可以登陆各剧场的网站浏览一下最近上映的剧目。相关的门
票也可以在www.ticketmaster.ie上购买。

         ★ 节日
         圣帕特里克节 St Partick's Day  3月17日
如果你恰巧赶上3月来都柏林，那么一定不要错过3月17日的圣帕特
里克节(St Patrick's Festival)。这一节日起源于5世纪末期，为了
纪念爱尔兰的第一位基督圣徒圣帕特里克将基督教(Christianity)带
到爱尔兰而设立的，至今已演化为全球纪念爱尔兰文化的节日。

圣帕特里克节也是爱尔兰的国庆节，在这一天都柏林都要举行盛大
的游行。要是看到满城的绿帽子不要奇怪，要知道很多人千里迢迢
从美国澳洲来就是为了带上这个绿帽子。除了服装外，食品、玩具
等在节日期间都会带上绿色。圣帕特里克节前后，爱尔兰酒吧总是
挤满世界各地的游客。有些酒吧在节日期间还会出售特制的绿色啤
酒，麦当劳也会出售绿色的奶昔。有机会一定要尝一尝。

布鲁姆节 Bloomsday 6月16日
6月16日，也是《尤利西斯》记述的漫长一天。如今这一天已成为
世界闻名的只属于都柏林的伟大节日。那一天，不少游客和乔迷们
会戴上黑呢圆边礼帽，享用一份布鲁姆早餐，跟着小说再走一遍布
鲁姆漫游的路线。而这一切，竟都源于一对爱尔兰青年在FIN的红砖
墙下的相遇。

都柏林文化夜 Dublin Culture Night 9月倒数第2个周五
自2006年开始，每年9月的倒数第二个星期五晚上被命名为Dublin 
Culture Night(都柏林文化夜)，这个晚上都柏林市区将近150出景
点将免费对公众开放，包括著名的健力士酒厂，爱尔兰国立蜡像馆
和当代艺术展等，堪为一年最出彩的文化盛事。

The Abbey Theatre 见地图A标识 
地址：26/27 Lower Abbey Street，Dublin 1
到达方式：步行，从 O'Connell Street步行约5分钟。
www.abbeytheatre.ie

Bord Gáis Energy Theatre 见地图A标识 
地址：Grand Canal Square，Docklands，Dublin 2
到达方式：乘坐公交1、2、3、50、56a、77以及77a到Pearse 
Street或Grand Canal Dock站下。
www.bordgaisenergytheatre.ie

The Gaiety Theatre 见地图A标识 
地址：South King Street  Dublin 2，Ireland
到达方式：步行，位于Grafton Street南口。
www.gaietytheatre.ie

The O2 Arena 见地图A标识 
地址：The O2，Northwall Quay，Dublin 1
到达方式：乘坐Luas红线到The Point站下。
www.theo2.ie

《大河之舞》(Riverdance) 
作为爱尔兰传统踢踏舞最著名的舞剧之一，近些年《大河之舞》在中
国也已是家喻户晓。它是一场约2小时的剧场秀，内容除了爱尔兰的
踢踏舞外，还融合了西班牙弗朗明哥舞、纽约风格的爵士踢踏舞等。

《大河之舞》每年都会在全世界各地进行巡演，其中有一段时间会
在都柏林进行演出。希望在爱尔兰欣赏《大河之舞》的话一定要提
前关注爱尔兰演出的时间(例：2013年在爱尔兰巡演的时间是6月到
9月间)，地点是在The Gaiety Theatre。
《大河之舞》官网：www.riverdance.com

★ 啤酒文化
爱尔兰最著名的酒自然是健力士黑啤，著名的《吉尼斯世界纪录》最
初就是由这家公司冠名出版的，有意思的是出版这本书的初衷竟然是
为了解决酒吧没有定论的纠纷。健力士黑啤是一种黑色的烈性啤酒。
虽然健力士看上去颜色很深，味道略苦，似乎酒劲很大，但实际上对
于烈性啤酒来说，它非常柔和醇美，可以与大多数食物相配。如果细
细品味，就能够感受到那乳脂状泡沫带来的醇厚的奶香。

健力士生啤酒的倒法也是很有讲究的，如果有机会在都柏林的酒吧
点上一杯健力士黑啤，一定要注意一下酒保是如何倒酒的。一般酒
保会缓慢呈45度角倒酒，有些人也会在缓慢倒酒过程中给泡沫上画
写简单图案，常见的有三叶草和竖琴的图案。具体的酒吧推荐请见
餐饮介绍的酒吧部分。

★ 游船 

利菲河游船 Liffey River Cruises 见地图A标识 
游览都柏林的另一种方式，从都柏林湾的港口一直溯游至凤凰公
园，船上的有关都柏林的历史和文化的讲解很有意思。
地址：距离Liffey Bridge100米处。
到达方式：所有到市中心的公交线。
开放时间：游船班次见网站。
门票：成人14欧，学生12欧。
www.liffeyrivercruises.com

http://www.ticketmaster.ie
http://www.liffeyrivercruises.com/
http://www.ticketmaster.ie
http://www.ticketmaster.ie
http://www.abbeytheatre.ie
http://www.abbeytheatre.ie
http://www.bordgaisenergytheatre.ie
http://www.bordgaisenergytheatre.ie
http://www.gaietytheatre.ie
http://www.gaietytheatre.ie
http://www.theo2.ie
http://www.theo2.ie
http://www.riverdance.com
http://www.riverdance.com
http://www.liffeyrivercruises.com/
http://www.liffeyrivercruise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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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餐饮
爱尔兰的传统饮食与英国很相似，土豆是其最重要的主食，家庭饮
食以蔬菜、鸡肉和牛肉类为主，面包也是爱尔兰人的主食之一。在
爱尔兰土豆有多种烹饪方法，蔬菜则以水煮为主。由于都柏林靠近
海边，因此有很多新鲜的海鲜食品，海鲜类料理也很多。

爱尔兰焖锅(Irish Stew)：Irish Stew是爱尔兰的最具代表性的佳
肴，主要用羊肉、土豆、红萝卜、大葱，加上许多香料，以及
Guinness啤酒慢火焖制而成，Guinness啤酒使羊肉变得更嫩的同
时，也使Stew的味道更加醇厚。来爱尔兰的朋友一定要品尝这道菜，
绝大多数餐厅以及很多酒吧的Bar Food Menu都提供Irish Stew。

传统爱尔兰早餐(Traditional Irish Breakfast)：爱尔兰的传统早
餐极为丰盛，包括爱尔兰香肠、培根、黑布丁、白布丁、煎鸡蛋、
煮熟的黄豆配西红柿汁、煎蘑菇。这顿早餐足可以刺激起你的食欲。

爱尔兰早餐卷(Irish Breakfast Roll)：虽然比不上传统爱尔兰早
餐豪华，但是Irish Breakfast Roll在爱尔兰人心中的地位绝对堪比
煎饼果子在国人心中的地位。它是用现烤的法式长棍抹上黄油或者
蛋黄酱，夹上香肠、培根、布丁。味道非常不错，而且可以为你半
天的旅行提供充足的能量。

爱尔兰咖啡(Irish Coffee)：爱尔兰咖啡在中国成名于痞子蔡的网
络小说。爱尔兰咖啡是一种含有酒精的咖啡，一般由热咖啡、爱尔
兰威士忌、奶油和糖混合搅拌而成，味道要比肯德基的爱尔兰云顶
咖啡好很多。这种咖啡几乎在都柏林所有酒吧都可以点到，不过一
般的咖啡店不会出售。

★ 当地特色

M J O'Neills 见地图A标识 
O'Nei l ls位于都柏林市中心的Suffolk Street，离Grafton 
Street100米不到，位置绝佳。这家店提供种类丰富的爱尔兰传统
食物，颇受当地人和游客的喜爱。
地址：2 Suffolk Street Dublin 2 
到达方式：所有经过南城市中心的公交车，LUAS红线St Stephen's 
Green站下车步行十分钟。
消费水平：一份晚餐大约10到15欧左右。
www.oneillsbar.com

★ 世界特色

Beshoff Fish & Chips 见地图A标识 
都柏林最有名、最好吃的Fish & Chips，已经有100年历史的家族老店。
地址：6. Upper O'Connell Street，Dublin 1
到达方式：所有经停O'Connell Street的公交车。
人均消费：10欧。
www.beshoffrestaurant.com

The Port House 见地图A标识 
较为地道的西班牙餐厅。餐厅环境十分有情调，全部由蜡烛照明。
点上一瓶红酒，一边享受西班牙大餐，十分惬意。
地址：64 South William Street，Dublin 2，Ireland  Ireland
到达方式：步行(紧临Grafton Street)。
人均消费：25欧。
www.porthouse.ie

在拍摄别人之前，请尽量取得被拍摄者的同意。如果有幸被允许拍照，请尽量在旅行结束后给他们寄回⼀一些照片。

Yamamori 见地图A标识 
都柏林最为有名的日式餐厅，主营日式拉面及寿司。推荐Rainbow 
Sushi。
地址：South Great George's Street，Dublin 2
到达方式：步行。
人均消费：20欧。
www.yamamorinoodles.ie

★ 中餐

巴蜀人家 M&L Szechuan Chinese Restaurant 见地图A标识 
巴蜀人家地处市中心，位于O'Connell Street上的大柱子以北的东边
第一条巷子里，它有个古怪的招牌叫“M&L Restaurant”。饭店名
为巴蜀，因此多为川菜，该店味道较为地道，上菜速度快。另外爱好
中餐的朋友不用担心在都柏林吃不到中餐，都柏林中餐馆众多，密集
分布于北城的Parnell Street和Caple Street。
地址：Cathedral Street，Dublin 2
到达方式：所有经停O'Connell Street的公交车。
人均消费：10-15欧。
联系电话：+353 1874 8038

川南食府 见地图A标识 
川南食府位于市中心北面的Parnell Street门面不大，但是中餐味道
地道实惠，价格也相对较便宜。
地址：100 Parnell Street，Dublin 2
到达方式：所有经停O'Connell Street的公交车，从O'Connell 
Street步行5分钟。
人均消费：10欧左右。
联系电话：+353 1878 3400

★ 咖啡店

Bewley's 见地图标识 
Bewley's位于Grafton Street，是爱尔兰最著名的咖啡店，U2乐队
和乔伊斯等都曾在此驻足。Bewley's有两层，第二层临街位置正好
可以俯瞰熙熙攘攘的Grafton Street，是休息放松的好去处。
地址：78/79 Grafton Street，Dublin 2
到达方式：步行。
人均消费：5-10欧。
bewleys.com/bewleys-grafton-street-cafe

Bulters
Bulters店里出售的咖啡及热巧克力也非常不错。Bulters是爱尔兰最
有名的巧克力品牌。作为已经有80年历史的老店，Bulters的各类巧
克力是都柏林人馈赠亲朋好友的佳品。Bulters在都柏林市中心有
七、八家门店，喜欢巧克力、咖啡的朋友一定不能错过这里。
地址：Henry Street东口；Grafton Street南口。
到达方式：步行。
人均消费：3欧(咖啡)。
www.butlerschocolates.com

http://www.porthouse.ie
http://www.butlerschocolates.com/
http://www.oneillsbar.com
http://www.oneillsbar.com
http://www.beshoffrestaurant.com
http://www.beshoffrestaurant.com
http://www.porthouse.ie
http://www.porthouse.ie
http://www.yamamorinoodles.ie
http://www.yamamorinoodles.ie
http://bewleys.com/bewleys-grafton-street-cafe
http://bewleys.com/bewleys-grafton-street-cafe
http://www.butlerschocolates.com/
http://www.butlerschocolates.com/


P 13让我们在旅途中心怀尊重：让喜马拉雅山去改变你，而不要去改变喜马拉雅山。

         ★ 特色酒吧
         Jonnie Fox's Pub 
Jonnie Fox是全爱尔兰海拔最高的酒吧，位于都柏林南郊的Dublin 
Mountain，离都柏林市中心约15公里。这座酒吧的历史可以追溯
到18世纪，酒吧内部复古装饰，陈设繁杂，既有远到而来的游客，
也有都柏林当地人。强烈推荐在Jonnie Fox预订晚餐加上爱尔兰传
统乐队的演唱和踢踏舞表演大约50欧。晚上乘车或驾车来的路上还
可以欣赏都柏林的夜景。
地址：Glencullen，Co. Dublin
到达方式：出租车或者小巴士(具体信息详见Jonnie Fox官网)。
www.jfp.ie
         

红酒吧 Fallon & Byrne 见地图A标识 
这是一家历史悠久的餐馆，提供多样化的饮食服务，一楼是各类有机
蔬果以及一些高档食品的Market，二楼以上是餐厅，这家店最有特
色的是位于地下室的红酒吧，可以自行选择各种红酒，可选用整瓶
也可以选用小杯。
地址：11-17 Exchequer Street，Dublin 2，Ireland
到达方式：从三一学院正门步行向西步行约10分钟。
消费水平：一瓶红酒约20欧左右
联系电话：+353 14721012

The Long Hall 见地图A标识 
这家酒吧离红酒吧不远，位于South Geogre Street上，这家酒吧
是维多利亚式装修风格，有着剧场般的风范，是都柏林最有味道的
酒吧之一，地下一层酒吧常有乐队驻唱。
地址：51 S Great George's Steet  Dublin
到达方式：在Grafton Street附近
消费水平：1大杯黑啤5欧左右。
联系电话：+353 14751590

Messrs Maguire 见地图A标识 
这家酒吧位于都柏林非常市中心的位置，共有四层，这家酒吧有着
都柏林为数不多的自家发酵的黑啤。由于离Temple Bar有一小段距
离，因此这里本地人更多，是体验原汁原味爱尔兰生活的好去处。
地址：O'Connell Bridge，2 Burgh Quay，Dublin， Co. Dublin City
到达方式：所有途径O'Connell Bridge的公交车。
消费水平：1大杯黑啤5欧左右。
联系电话：+353 1670 5777

住宿
都柏林的住宿总体来说并不很便宜，有时可能比英国许多城市还要
略高。不过作为欧洲重要旅游城市，都柏林的住宿是格外方便的。
都柏林有众多Hostel(青年旅舍)可供选择，环境大部分还可以，同这
个城市的房价一样，利菲河南边的青年旅舍住宿普遍要比北边的
贵。如果想要更好的住宿环境，最好要提前预订酒店，旅游旺季时
都柏林的酒店价格还是比较高的。

圣三一学院在每年的五月到九月的假期，也会开放校内宿舍提供住
宿，并且可选择单人或双人房型，目前住该校宿舍每晚60欧起。
网上预订地址：www.tcd.ie/accommodation/Visitors

购物
都柏林是个物价较高的城市，其物价曾高居欧洲都市前三名，近年
随着欧元走低略有回落，但仍是购物的好去处。都柏林市区购物主
要有两条步行街，一是南城的格拉夫顿街(Grafton Street)，奢侈
品店多位于此街；一是北城的亨利街(Henry Street)，这条街上有
数家大型商场，多为本地人购物所选。郊区有以大型Outlet，叫基
尔代尔购物村(Kildare Village)，众多大牌在此常年有折扣。

都柏林南城中心著名的Grafton Street，这条南北走向的步行街北
接圣三一学院，南临St Stephen's Green(圣斯蒂芬斯公园)，是全
爱尔兰最富盛名的购物街区，街道两旁遍布各大知名品牌。Grafton 
Street西边第二条巷子里有一家很有特色的购物中心叫Powerscourt 
Center，这个购物中心本身是建成于18世纪的大楼，可以买到不少
爱尔兰本土设计的衣服、珠宝等。

都柏林市中心的O'Connell东侧有Clery's和Debenham两家大型购
物中心，北城的Spire(大柱子)西侧的Henry Street也是都柏林的重
要购物街区，这条街上除了零售店外，也有包括Arnotts和ILAC在
内的多家大型购物中心。喜欢逛有特色的小店的朋友要在Grafton 
Street两边的小巷子里面多转转了。

★ 百货公司、商场、购物街 
每年圣诞节后有大量打折活动。

寡妇街商业街 Grafton Street
Grafton Street被中国人戏称为寡妇街，她在经济危机前是全球地
价最贵的十条商业街之一。Grafton Street是都柏林乃至整个爱尔
兰最繁华的商业街，聚集了众多奢侈品商店以及时尚精品小店。

地址：Grafton Street，Dublin 2 
到达方式：所有到市中心的公交线路。

Brown Thomas 见地图A标识 
这家购物中心是都柏林的奢侈品购物中心，位于Gr a f t o n 
S t ree t上LV、Hermes等的旗舰店就开在此处。在接近St 
Stephen's Green的地方，Brown Thomas还新开了一家BT2，主
要面向年轻人销售更为时尚的奢侈品。

地址：Brown Thomas Dublin，88-95 Grafton Street，Dublin 
2，Ireland
营业时间：周一-周五9:00-21:00，周六9:00-20:00，周日
11:00-20:00。
www.brownthomas.com

都柏林比较有名的连锁商务酒店有Radisson Hotel、Travelodge 
Hotel和Jury's Inn，这些酒店价格浮动较大，建议通过旅行网站搜
索最新价格。在都柏林以外的风景区推荐选择B&B(Bed & 
Breakfast-英国及爱尔兰的家庭旅店都称作B&B)，价格适中又可感
受爱尔兰人的热情。建议在网上预订前多参考其他旅客的评分。

http://www.tcd.ie/accommodation/Visitors/
http://www.jfp.ie/
http://www.jfp.ie/
http://www.tcd.ie/accommodation/Visitors/
http://www.tcd.ie/accommodation/Visitors/
http://www.brownthomas.com
http://www.brownthoma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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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undrum Town Centre
         作为爱尔兰最大也是最繁华的购物中心，Dundrum Town
Centre几乎聚集了爱尔兰所有的品牌。她位于都柏林西南，距离市
中心8公里。乘坐巴士或者Luas均可到达。

地址：Sandyford Road，Dundrum，Dublin 16
到达方式：公交巴士14、14a、17、44，或者乘坐Luas Green 
line(推荐)，Grafton Street南口的St. Stephens Green站(始发
站)上车，Balally站下。
营业时间：周一-周五9:00-21:00，周六9:00-19:00，周日10:00 
-19:00。
www.dundrum.ie

Kildare Village
同众多欧洲城市一样，都柏林也有一个专卖高档奢侈品牌的
Outlet，她就是位于距离都柏林60公里的基尔代尔购物村(Kildare 
Village)。不过如果想去这里购物的话，需要在市中心乘坐巴士或火
车，没有公交直达。

地址：Nurney Road，Kildare Town，Co. Kildare
到达方式：可以在市中心的George's Quay搭乘JJ Kavanagh(停车
处有公司标识)运营的大巴车，终点站即为Kildare Village，单程5
欧，往返10欧。
营业时间：周一-周六10:00-20:00，周日11:00-20:00。
www.kildarevillage.com

Georges St. Arcade 见地图A标识 
就是一个特色小店聚集的Market市场， 涵盖了特色服饰、小吃、画
廊、装饰品等等各色小店。

地址：South Great George's Street，Dublin 2
营业时间：周一-周六9:00-18:30，周日12:00-18:30。
www.georgesstreetarcade.com

★ 超市、大卖场 
市中心：Henry Street上的Jervis Shopping Center 一楼有Tesco乐
购，沿Henry Street往西右手边第一个路口走到头有廉价超市Lidl。

Temple Bar地区：Temple Bar东边入口朝西步行约30米有Tesco
乐购超市，该超市规模较小，但可以买到大多数日常用品。

便利店：便利店在都柏林随处可见，主要有Centra、SPAR、
Eurospar、Londis等等，三明治、长棍面包、咖啡等简单食物都可以
在这些店里找到，国内和国际邮票也可以买到。这些便利店除了圣诞
节和新年外，全年营业，营业时间也较长，到晚上九点。

★ 纪念品、小店
爱尔兰纪念品
爱尔兰的手工巧克力，是赠送亲友的好礼品，其他特产还有华登峰
水晶玻璃(Waterford Crystal)、爱尔兰格子呢、爱尔兰风笛、克拉
达戒指(Claddagh Ring)、塔拉胸针(Tara Brooch)、手工羊毛衣
等，既可送给自己也可送与知己。

都柏林各大景点都有特色纪念品出售，但是最方便的还是去Carroll's
纪念品店，这是一家连锁店，O'Connell大街和Grafton Street上都
可以找到，从富有爱尔兰特色的音乐碟片到毛绒娃娃到文化衫，一
应俱全。另外圣三一学院西南侧外墙有一条Nassau Street(拿骚
街)，这条街上也有不少售卖爱尔兰特色物产的店家，最著名的是
Kilkenny，有很多爱尔兰设计生产的商品。Grafton Street和Temple 
Bar周围都有很多富有特色的小店，喜欢淘宝的可以好好逛逛。

★ 退税销售
在爱尔兰退税没有消费底线，可以退总价的17.36%, 但一定要是在
离港前3个月以内购买的物品。都柏林有2个常用退税公司Global 
Blue(前称Tax Free)和Fexco。不同商家会使用不同的退税公司。
一般商店门口和柜台都有退税公司标识，切记结单时向店员询问有
无退税服务。Global Blue使用退税申请单，每次结单后店员会单独
打印一张退税单注释可退金额，也需要你按要求填好相关个人信息
并和购买收据一起保存好。Fexco相对方便，可以向店员索要Fexco 
Horizon Card, 然后去www.shoptaxfree.com注册相关信息开
卡。此后在有Fexco服务的商家消费，只需在消费终端刷卡，相关
交易明细就会自动储存卡中，无需保留纸质单据。

如果单独消费超过2000欧，在机场换完登机牌后需要打电话给海关
然后出示所购物品和发票，海关需要在发票上盖章或签字。机场里
有很多专线电话打到海关，如果找不到可以询问服务台。安检后需
要到第二航站楼退税公司柜台处理相关事宜。退税公司需要保留海
关盖了章的购物发票以方便之后联系海关。然后退税公司会用邮件
方式联系你，需要回国后海关或派出所在相关文件上盖章证明已经
返回国内，并寄回爱尔兰。如一切顺利，大约半个月相关退税款会
打到你的银行卡里。

如果单笔消费不足2000欧，可以不用联系海关，直接安检。两个航
站楼有很多Global Blue的信箱，把相关退税表格放入提供的信封然
后投掷信箱内即可。Fexco两个航站楼也有自助机器并附有中文选
项，划卡后可自助服务完成退税手续。

http://www.dundrum.ie/
http://www.dundrum.ie/
http://www.kildarevillage.com/en/home/home
http://www.kildarevillage.com/en/home/home
http://www.georgesstreetarcade.com/
http://www.georgesstreetarcade.com/
http://www.shoptaxfree.com/
http://www.shoptaxfre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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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全
急救电话：999
匪警：999
火警：999

★ 治安
以美国或者欧洲大陆的标准来看，都柏林总体上是一个相当安全的
城市，前来旅游大可放心游玩。不过都柏林市中心面积不大，里弄
小巷较多，建议不要孤身一人入夜后在小巷子的暗处闲逛。喜爱夜
生活的朋友们在凌晨2点到3点之间，特别是周末的这时候，要格外
小心一些，这个时段街上会有不少醉汉。都柏林市中心特别是北城
的Lower Abbey Street一带常有瘾君子出没，碰到他们尽量避
开，如果被搭话借火或者讨钱，不要理睬，绕过继续走。

★ 中国使领馆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爱尔兰大使馆
Embass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Ireland
本部地址：40 Ailesbury Road，Ballsbridge，Dublin 4，Ireland
领事部地址：118 Merrion Road，Dublin 4，Ireland
工作时间：周一-周五9:00-12:30，14:00-17:30(节假日除外)，具
体节假日信息请见中国驻爱尔兰大使馆官网的“使馆信息”部分。
领事保护电话：00353-1-2691707 分机 110 
手机：00353-872239198
ie.chineseembassy.org/chn

★ 医疗应急
如有突发情况，直接拨打999叫救护车即可。市中心Pharmacy(药
店)很多且大都配有药剂师，如果不知道买什么要可以向药剂师简单
说明症状，但是有些药是必须要有医生处方。一些普通感冒药便利
店里也都有销售。

公立医院急诊一般不会当场收费, 挂号时医院会询问就诊者的家庭住
址，看病过后会将账单寄到所提供的地址。

St. James's Hospital 见地图A标识 
地址：James's Street，Dublin 8，Ireland
电话: +353 14103000 

Beaumont Hospital
地址：P. O BOX 1297，Beaumont Road，Dublin 9，Irealnd
电话：+353 8093000

做⼀一个有公益心的穷游儿，带着你的爱心，⼀一边旅行，⼀一边爱护这个世界。

★ 应急小纸条
姓名 Name：
年龄 Age：        血型 Blood type：
电子邮件 Email：     
家庭地址 Home Address：
酒店地址 Hotel Address：
紧急联系人 Emergency Contact：

特别感谢：skynet007

穷游锦囊的内容由穷游er提供，如果发现信息错误，请邮件：
guideeditor@qyer.com，我们会在第一时间更新。请访问穷游网获
得更多内容：qyer.com，访问m.qyer.com下载使用穷游移动应用。

http://ie.chineseembassy.org/chn/
http://ie.chineseembassy.org/chn/
mailto:guideeditor@qyer.com
mailto:guideeditor@qyer.com
http://www.qyer.com/
http://www.qyer.com/
http://m.qye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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