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天/7晚爱尔兰
(推荐行程）
 (SUGGESTED ITINERARY)

包括贝尔法斯特 
(BELFAST) 和北爱尔兰 
(NORTHERN IRE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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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天 DAY ONE
从都柏林机场飞往基尔代尔（Kildare）
www.kildare.ie/tourism （都柏林机场-纽布里奇
(Newbridge）：63公里-49分钟车程）。

新桥银器厂
www.newbridgesilverware.com 在新桥银器厂享有一
次独特的购物体验。新桥银器厂偶像博物馆收藏了时尚偶
像的原创时尚服饰，如：玛丽莲·梦露（Marilyn Monroe）
、迈克尔·杰克逊（Michael Jackson）、奥黛丽·赫本
（Audrey Hepburn）、埃尔维斯·普雷斯利（ Elvis 
Presley ）等。（都柏林-纽布里奇：55公里-1小时车程）。

[自选项目] 

爱尔兰国家马场（Irish National Stud）和日本花园 
(Japanese Gardens）
www.irishnationalstud.ie 参观世界知名育马场，这里培
育出了许多国际上备受赞誉的比赛用马。探索日本花园，放
松心情。这座花园由塔撒·艺达（Tassa Eida）和他的儿子
共同设计完成，旨在追溯人类灵魂的生死轮回，今生来世。 
(纽布里奇-基尔代尔郡塔利镇（Tully, Co Kildare）：11公
里-11分钟车程）

基尔代尔购物村
www.kildarevillage.com 午餐后，前往品牌折扣店购物。
从泰德贝克（Ted Baker）、保罗拉夫劳伦（Polo Ralph 
Lauren）、布克兄弟（ Brooks Brothers）等一众喜爱品
牌中发现最新优惠。（塔利（Tully）-基尔代尔：5公里-3分
钟车程）。

阿斯隆（Athlone）
www.discoverireland.ie/places-to-go/
athlone/0/19/473  基尔代尔-阿斯隆（93公里-1小时18
分钟车程）。

考虑以下建议：
• 探秘阿斯隆城堡

www.athlonecastle.ie 沉浸在5000年的历史中。

• 在格拉森乡村别墅高尔夫俱乐部酒店（Glasson 
Golf Hotel）打高尔夫 www.glassongolfhotel.ie

• 在香侬河（Shannon）上乘船畅游  
www.shannon-river.com

在阿斯隆过夜

第二天 DAY TWO
比尔城堡花园（Birr Castle, Gardens）和科技中心
（Science Centre）
www.birrcastle.com 与中国有一定渊源的帕森斯家族诚
邀您参观他们家备受赞誉的城堡花园和科技中心，这里展示
了世界上最大天文望远镜利维坦（leviathan）和许多其他科
学发现。（阿斯隆-比尔（ Birr）：46公里-44分钟车程）。

利默里克市区（Limerick City）
www.discoverireland.ie/places-to-go/limerick-
city/1/636/751 漫步利默里克市区，这座城市被誉为爱尔
兰体育之都，随处可见中世纪和格鲁吉亚建筑。

推荐游玩体验包括
• 约翰王城堡（King John’s Castle）

www.shannonheritage.com/KingJohnsCastle 

• 亨特博物馆（The Hunt Museum） 
www.huntmuseum.com

• 托蒙德公园（Thomond Park)，芒斯特英式橄榄
球队所在地 www.thomondpark.ie
(阿斯隆-利默里克城：110公里-1小时15分钟车程）。

自选晚间活动，按照项目行程安排进行
• 利默里克灰狗体育场（Limerick Greyhound 

Stadium）www.igb.ie/go-greyhound-racing/our-
stadiums/limerick-greyhound-stadium/ 
在利默里克灰狗体育场尽情玩一晚，在狗群中选择您最
爱的那一只下赌注，赢上一把。

住在利默里克或恩尼斯（Ennis）
利默里克-恩尼斯（41公里-35分钟车程）。

第三天 DAY 3
莫赫悬崖（Cliffs of Moher）
www.cliffsofmoher.ie 将爱尔兰最著名的景致尽收眼
底。莫赫悬崖完全垂直，最高点高达214米（702英尺），宽
8公里（5英里）。（恩尼斯-利斯坎诺（Liscannor）：34公
里-35分钟车程）。

布伦地质公园（The Burren Geopark）
www.burrengeopark.ie 探秘这一拥有11个地质遗迹的
巨大月球状石灰岩景观；这里有非常重大的地质意义。 
(利斯坎诺-巴利沃恩（Ballyvaughan）：32公里-40分钟
车程）

戈尔韦市（Galway City）
www.discoverireland.ie/places-to-go/galway-
city/1/2681/143  在这座令人欣喜的古老城市里，漫步在
鹅卵石巷道上，欣赏克拉达、西班牙拱门和拉丁区。这座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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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以其大学和爱尔兰音乐场景闻名。您可以在众多传统酒吧
中找上一家，进去品尝当地啤酒。（巴利沃恩-戈尔韦市：48
公里-1小时车程）。

[自选晚间活动，按照项目行程安排进行]
传统音乐舞会（Trad on the Prom）
www.tradontheprom.com 一场精彩纷呈的凯尔特爱尔
兰舞蹈音乐表演。表演者参与过大河之舞、酋长乐队和王者
之舞的演出。（戈尔韦城-索尔特西尔（Salthill）：1.5公里-5
分钟车程）。

住在戈尔韦城或斯皮德尔 (Spiddal)
戈尔韦城-斯皮德尔（19公里-25分钟车程）。

第四天 DAY 4
凯利莫修道院（Kylemore Abbey）和维多利亚庄园
（Walled Gardens）
www.kylemoreabbey.com 凯利莫修道院和维多利亚庄
园坐落在康尼马拉（Connemara）荒野中的一处湖畔旁，
这座庄园是爱尔兰西部具有标志性的浪漫景点之一。（戈尔
韦城-凯利莫（Kylemore）：77公里-1小时18分钟车程）。

基拉里港（Killary Harbour）
www.destinationwestport.com/places-to-visit/
natural-beauty/killary-harbour-fjord 探索爱尔兰唯
一的峡湾，这处峡湾从大西洋延伸至里纳内（Leenane）这
个著名的电影取景地，峡湾周围都是雄伟壮观的山峰。（凯
利莫-里纳内：16公里-19分钟车程）。

格伦凯恩农场（Glen Keen Farm）
www.glenkeenfarm.com 在爱尔兰最大的农场之一欣赏
牧羊犬表演。该农场坐落在一处自然风景优美的保护区内，

保护区内还有瀑布和令人叹为观止的山谷。游客中午可享用
简餐，还可购物，欣赏传统的爱尔兰音乐！（里纳内-路易斯
堡（Louisburgh）：31公里-37分钟车程）。

住在西港 (Westport)
路易斯堡-西港（22公里-24分钟车程）。

第五天 DAY 5
西港
www.destinationwestport.com 探秘西港的格鲁吉亚
城镇。在这里，绿树成荫的长廊和狭窄的桥梁横跨卡罗贝格
河（ River Carrow Beg），这是爱尔兰唯一一座有此建筑
设计的城镇。

西港别墅（Westport House)
www.westporthouse.ie 参观建于18世纪的西港别墅。
西港别墅置身于秀美的森林，湖泊和绿地之中，别墅选址于
一处属于传奇海盗女王格雷斯奥马利（Grace O’Malley）
的城堡。

香农河畔卡里克（Carrick on Shannon)
www.discoverireland.ie/Activities-Adventure/
carrick-on-shannon-self-guided-historic-town-
walk/85587 香农河以其热闹的码头和河中来往游船而闻
名。您可以在这座坐落于香农河畔的恬静小镇上享用午餐。
（西港-香农河畔卡里克：77公里-1小时18分钟车程）。

基尔伯根酒厂（Kilbeggan Distillery)
www.kilbeggandistillery.com 在爱尔兰最古老的特许
酿酒厂里探索并品尝纯正手工蒸馏而成的上佳爱尔兰威士
忌。（香农河畔卡里克-基尔伯根（ Kilbeggan）：92公里-1
小时16分钟车程）。

住在米斯郡（Meath）或都柏林
(基尔伯根-都柏林：91公里-1小时10分钟车程）。

第六天 DAY 6
在都柏林的早晨（闲暇时）可考虑参观：

圣三一学院-凯尔书卷（Books of Kells）和旧图书
馆（Long Room)
www.tcd.ie/visitors/book-of-kells/ www.tcd.ie/
library/old-library/long-room/ 参观凯尔书卷。它是爱
尔兰最伟大的文化瑰宝，是世界上最负盛名的中世纪（9世
纪）手写巨著。继续上楼参观旧图书馆。这座图书馆长达65
米，藏有20万册图书馆最古老的书籍。

吉尼斯黑啤展览馆（Guinness Storehouse)
www.guinness-storehouse.com 自1759年以来，没有
去过吉尼斯和吉尼斯啤酒厂之家的都柏林旅行绝非完整。
探秘吉尼斯黑啤的酿造过程，并在重力酒吧（Gravity Bar）
尝上一品脱。

都柏林城堡（Dublin Castle) www.dublincastle.ie & 
Chester Beatty Library www.cbl.ie 
在这座建于13世纪维京人定居点的历史古堡里探索爱尔兰
历史。1922年爱尔兰独立于英国之前，这里一直都是英国
总督的家。
切斯特比蒂图书馆藏有可追溯至公元前2700年的古代手
写著作。

住在都柏林或贝尔法斯特（Belfast)
(都柏林-贝尔法斯特 166公里-1小时6分钟车程）

(推荐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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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天 DAY 7
泰坦尼克号体验馆
www.titanicbelfast.com 参观这家屡获殊荣的互动式博物
馆“泰坦尼克贝尔法斯特”，揭开神话传说的神秘面纱，对这艘
著名船只的事实一探究竟（都柏林-贝尔法斯特：166公里-2小
时5分钟车程）。

巨人之路
www.nationaltrust.org.uk/giants-causeway 追随巨人足
迹（贝尔法斯特-巨人之路：99公里-1小时20分钟车程）。

探索权力的游戏（Game of Thrones）电视剧取景地
www.ireland.com/en-gb/articles/game-of-thrones-
location 或者穿上权力的游戏的戏服，在临冬城（Winterfell 
Castle & Demense）自己角色重演，好好玩上一下午。 
www.gameofthrones-winterfelltours.com  

返回都柏林住宿，第二天一早离开

乘坐每周直达航班返回中国
海南航空：
都柏林-北京 2班次/周
途径爱丁堡 2班次/周 

国泰航空：
都柏林-香港 2班/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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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制定人
爱尔兰国家旅游局业务开发部
旅游发展局

FI-101432-C-PRC-0518-v3.indd   4 05/05/2018   06: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