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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sit Belfast
地址：9 Donegall Square North
Belfast BT1 5GB
Northern Ireland
电话：+44 (0)28 9023 9026
电邮信箱：
reception@visitbelfast.com
游客信息
电话：+44 (0)28 9024 6609
网站：www.visitbelfast.com

设计：麦克卡顿（贝尔法斯特）
电话：+44 (0)28 9024 2228

免责声明
旅游指南中发表的信息由本手册中
列出的服务行业和希望在此作宣传
的单位提供。Visit Belfast （参观
贝尔法斯特）和麦克卡顿公司对信
息的准确性不做任何担保， 且对
因信息的不准确或误导性陈述引起
的后果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本公
司排除因下列原因引发的任何责
任：该手册中提到的公司，个人，合
伙单位，大型活动公司停业，疏忽
或因发表他方提供的信息而引发的
法律责任，或导致参观者失望，造
成损失。 版权所有© Visit Belfast
2019。手册中的照片由Tourism
NI（北爱旅游局）和爱尔兰旅游有
限公司友情提供。

在短短的时期内,贝尔法斯特发生了巨大的变
化。现在，这座充满活力，魅力四射，以美食
和友好著称的城市已成为全英国短期度假的
理想目的地之一。
探索这座城市的心脏地带，到各具风格的城
区小游。每一个角落都会给您一个惊喜，一
个意外。历史，艺术，音乐，还有您意想不到
的发现。花一点时间到泰坦尼克号的诞生地
了解她的历史和憾人心怕的故事。

从味美无比的牡蛎，到阿尔斯特煎炸早点；
从茶餐厅， 酒吧到餐馆，您一定会找到自己
喜爱的美食。此外，您还可以享受精彩的夜间
文娱生活。您可以在传统的酒吧里欣赏现场
表演音乐，或伴随美妙的音乐大展舞姿。无
论您的品味如何，贝尔法斯特都不会让您失
望而归。
本手册信息完整，可助您制定最佳旅游攻
略。尽情享受!

VISITBELFAS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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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精彩的购物体验
外，您一定要在Victoria
Square（维多利亚广场）
坐电梯到巨型穹顶去饱览
360°的城市美景。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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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教堂区不仅历史悠
久，还是该市的商业区。
这里有迷宫般的鹅卵石
街道以及由旧时的仓库
改建而成的时尚酒吧，俱
乐部和餐馆。值得参观
的地方有：Metropolitan
Arts Centre (都市艺术中
心， 简称the MAC)，St
Anne’
s Cathedral （圣
安大教堂），the NI War
Memorial （北爱尔兰
战争纪念馆），Oh Yeah
音乐中心和Discover
Ulster Scots Centre （
阿尔斯特的苏格兰人历
史中心）。在大教堂区可
以欣赏精彩的街头艺术，
音乐，娱乐和夜间文娱
活动。

头号秘诀

一定要抽点时间到
Merchant酒店喝下午茶，
欣赏奢侈豪华的装潢，宽
大的穹顶和爱尔兰最大
的吊灯。

贝尔法斯特曾经是世界
亚麻之都。在市政大厅，
即昔日的White Linen
Hall（怀特亚麻大厅）的
南面曾建有亚麻工厂，仓
库以及辉煌的建筑。现
在，这些厂房已被改建
成办公楼，时尚酒吧和
获奖的餐馆。在去Grand
Opera House（大歌剧
院）观看精彩演出之前，
您可以在这里享受美食，
小饮一杯。

头号秘诀

一定不要错过贝尔法斯
特最高的楼顶酒吧，即位
于Grand Central 酒店的
Observatory （瞭望台）。
在此，您可以品尝大师级
调酒师调制的鸡尾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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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lfast City Hall（贝
尔法斯特市政大厅）位
于本市的心脏地带。于
1906年开放的Belfast
City Hall 设有介绍城市
历史的展览，参观者还可
以在导游的陪同下参观
市议会大会堂。Titanic
Memorial Garden（泰坦
尼克号纪念花园）也在这
里。在逛完了Donegall
Place （多尼戈尔）和
Royal Avenue（皇家
大道）的商店或维多利
亚风格的 St George’
s
Market（圣乔治市场）
后，可以到大街小巷的时
尚茶餐厅，温馨酒吧和美
味餐馆去享受美食。

泰坦尼克区见证了贝尔法
斯特辉煌的商贸和造船
历史。这里还曾经是世界
海上贸易中心。今天，这
里又见证了世界上最大的
水滨再开发项目之一。该
区有好多处与泰坦尼克号
相关的景点，您可以尽情
参观。比如令人叹为观止
的互动参观者中心 -- W5
。或者到SSE Arena（体
育馆）观看演出，音乐会
或冰球比赛。您还可以了
解一战时期保留下来的
战舰HMS Caroline号的
精彩历史。

头号秘诀

您还可以到Titanic Hotel
Belfast（泰坦尼克酒店）
奢华的‘Drawing Office
Two’
（二号制图室）去享
受下午茶。世界上许多艘
著名的大船就在此孕育
诞生。

头号秘诀

女王区附近的Lisburn
Road（里斯本路）可以为
您提供终极名牌购物体
验。这里有精美的茶餐厅，
美食店，沙龙和酒吧。

头号秘诀

贝尔法斯特的东区曾经
是该市的工业心脏地带。
亚麻厂，制绳厂，工厂和船
厂雇佣着数以千计的人。
今天，东区已成为文化与
创意中心。您可以先到
EastSide Visitor Centre
（东区游客中心） 去了
解当地景点信息。著名的
爱尔兰作家 CS Lewis（
路易斯），著名足球巨星
George Best（乔治 贝
斯特）和著名音乐家 Van
Morrison（范·莫里森）就
曾在东区居住。

头号秘诀

去Cumann Chluain Árd， 漫步CS Lewis Square（路
您一定会体验到最好的传
易斯广场），重新体验《纳
统爱尔兰音乐、娱乐节目
尼亚传奇》的美妙，欣赏
和盖尔人舞蹈。
《狮子，白女巫与魔衣橱》
中人物的七尊雕塑。

地址查询请参照54页的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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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尔兰语言、音乐和文化
中心在贝尔法斯特的西
区。很多人来这里参观著
名的具有政治色彩的壁
画和和平墙。但值得参观
的地方远不止这些。An
Chultúrlann（文化艺术
中心）内有顶级的餐馆、
礼品店、剧院和美术展
厅。您还可以去参观美丽
的Clonard Monastery（
克罗纳德修道院)，或去
走长达三英里的Divis
Mountain（第唯斯山）步
行道，欣赏贝尔法斯特壮
观的城市景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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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女王大学（Queen’
s
University Belfast ）就
坐落于此。这里有静谧
的公园和花园。Ulster
Museum（阿尔斯特博物
馆）收藏了恐龙，埃及木
乃伊和最为精美的爱尔
兰艺术品。这里有很多
值得一看的展品。您还可
以到植物园的Victorian
Palm House（维多利
亚棕榈屋）去散步，去
QFT看一部艺术片。去
Empire Music Hall（帝国
音乐厅）欣赏现场音乐或
单口喜剧。

地处贝尔法斯特交界处
的香基尔汇集了一系列
描述该地区社会与政治
动荡历史的壁画。值得参
观的地方有源于十四世
纪的老香基尔墓地，香基
尔纪念公园和古老的布
罗恩石（Bullaun Stone）
。建于1872年的圣马修
教堂因其独特的设计与
外形被称为香基尔的三
叶草。

头号秘诀

去Cupar Way（卡帕路）
看壁画，涂鸦艺术以及数
以千计的游客在和平墙上
留下的有关和平与希望的
信息。

VISITBELFAS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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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尔法斯特的 Titanic Quarter区有

着深厚的历史底蕴。这里记载了该市

的造船历史。泰坦尼克之城的大部分
就建造在昔日的造船厂之上，很多条
著名的海轮就在这里建造和下水。

TITANIC CITY

（泰坦尼克之城）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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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泰坦尼克号和奥林匹克号船台，壮观的
爱德华船坞和泵房旁边就是高科技开发
区。比如Titanic Exhibition Centre（泰坦
尼克展览中心）, 北爱尔兰档案局和世界著
名的泰坦尼克影棚，即《权力的游戏》的
内景地。
当然，这个新区皇冠上的珠宝就是
Titanic Belfast纪念馆。自2012年开放以
来，Titanic Belfast已经迎接了来自145个
国家的五百多万名参观者。这座不同凡响
的恢弘建筑是全世界最大的泰坦尼克体
验中心。中心由九个解说和互动性展馆组
成，人们可以体验声音、场景和气味，还可
以聆听泰坦尼克号动人的故事与传说。同
时，参观者还可以了解贝尔法斯特，这座
建造了泰坦尼克号的城市和建造了这艘巨
轮的人们。

走进纪念馆，人们仿佛被拉回了历史的长
廊。参观者可以了解贝尔法斯特工业昔日
的辉煌以及泰坦尼克号的创新设计。从哈
兰德沃尔夫船厂原来的大门，参观者进入
造船厂。乘坐‘飞车’在黑暗中来一场造船
厂之旅，亲身体验特效和动画重现出的二
十世纪初期造船厂的真实场景。参观者可
以看到当年泰坦尼克和奥林匹克号停放的
船台全景，并体验1911年船只下水时的兴
奋场景。参观者还可以看到全尺寸的泰坦
尼克号的散步甲板，上面标出了救生艇、烟
囱和长凳的位置。

VISITBELFAS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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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活动

美丽的贝尔法斯特泰坦尼克酒店
坐落在哈兰德沃尔夫船厂的总部
遗址。您可以在‘Drawing Office
Two’
（二号制图室）小饮一杯或
喝下午茶。世界上好多艘知名的
大邮轮，包括泰坦尼克号，就是
在这里设计诞生的。

Dock Café （码头茶餐厅）以‘
诚信箱’的形式运作。顾客按
自己的感受给钱。在这里，您
会发现源源不断的有关贝尔法
斯特码头的纪念物：泰坦尼克
纪念品、模型、有关船厂生活
的珍贵照片以及老哈兰德沃尔
夫制图室的一些文物。
贝尔法斯特泰坦尼克博物馆
旁的Hickson’
s Point是一家
地道的1900年代的酒吧。在
那里您可以品尝当年造船厂工
人喜爱的烈性酒，欣赏传统音
乐，具有历史特点的装潢和当
地美食。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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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参观者会欣赏到一系列不拘一格的展览、模型、
互动性数据库和展示船上奢华内装件的电脑制作影像，比
如复制的奢华外装件。比如复制的船舱,餐厅和机舱。参观
者甚至可以‘听到’和‘看到’大海，并‘感觉’到发动机的
轰鸣。

对在处女航中沉没的泰坦尼克号上丧生的1500名成人和孩
子表示哀悼。了解海难之后发生的事件，对事故的调查以及
新闻报道。接着，经由泰坦尼克残骸的发现以及通过直接
链接了解当今海下探索的发展，您可以从历史走进未来。
参观结束时，您可以去逛一逛物品丰富的商店。您还可以
到Galley Café（茶餐厅）或Bistro 401去吃顿便餐。如果您
星期天去那里参观， 还可以到大楼梯旁的套间去享用奢侈
的下午茶。

泰坦尼克区参观指点

SS Nomadic （游牧号）
SS Nomadic是目前仅存的一艘
白星公司的船，也是世界上最大
的泰坦尼克号文物。SS Nomadic
于1911年由哈兰德沃尔夫公司建
造，是泰坦尼克号首航中的摆渡
船。在瑟堡港，SS Nomadic的任
务是将头等舱和二等舱乘客从码
头接送到船上。SS Nomadic还在
一战和二战中服役。此后，又为豪
华游轮玛丽皇后号和伊丽莎白女
王号服役。

微型车观光游
乘坐微型观光车参观泰坦尼克
看老船厂奇乐无穷 。电车依照
当年穿行于老船厂的红色和乳
白色电车为模型。乘客们在导
游的带领下参观船坞，还可以
近距离参观现代船厂的设置。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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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Great Light （大灯塔）
大灯塔曾经先后在苗尔和托瑞岛
为船只导航。现在， 大灯塔成为
泰坦尼克步行线路上的一个新景
点， 并将泰坦尼克船台和HMS
Caroline 号战舰连为一体。大灯
塔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887年，塔
上发射的光束是有史以来最大
的。灯塔将一年四季点亮，参观
者可在此一览贝尔法斯特港和湖
的惊人美景。

TITANICa 泰坦尼克文物展览
通过展览了解泰坦尼克号，奥林
匹克号和不列颠号上的生活以及
为何人们会对泰坦尼克号的神话
有着经久不衰的兴趣。您还可以了
解泰坦尼克号短暂却充满神奇的
海上生涯以及1912年海难发生前
的一系列事件。

HMS
CAROLINE 号战舰
位于著名的贝尔法
斯特泰坦尼克区的
HMS Caroline是一
艘曾在一战中服役的
战舰。现在已被修复
成一座必看的水上博
物馆，向人们讲述她
令人难忘的故事。

HMS Caroline战舰是史上最有名的日德兰半岛大战中唯一幸存的战舰。
何不到这座水上博物馆了解她不同凡响的历史。
您可以先到全新的Dockside Museum （码头旁博物馆）了解HMS
Caroline号战舰上船员的故事以及这艘战舰在贝尔法斯特的历史。过去
的90年，她一直停靠在贝尔法斯特。

然后，登上战舰通过最先进的互动性展览‘亲身经历’动人心魄的日德兰
大战，参观复原的船舱和甲板区。
在‘信号学校’了解海上通讯，然后参观‘鱼雷学校’，充分感受战舰生活
的氛围，最后到原汁原味的‘厨房’茶餐厅小歇。
最后，到全新的野餐区放松或让您家的小海员们在海洋游乐园玩耍，而
您自己则可以饱览贝尔法斯特港的全景。欢迎参观HMS Caroline号战
舰，这里是家庭一日游的理想选择。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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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UMLIN
ROAD GAOL
（克拉姆林路监狱）

这是安特里姆县的监狱。由当时著名的建筑师Charles
Lanyon（查尔斯 蓝尼恩）设计，并于1843 年至1845年
间修建。这座玄武岩岩石监狱以伦敦的Pentonville（本
顿维尔监狱）为模型。现在，您可以参观这座十九世纪
甲级文物建筑，并体验一下牢狱生活。在此期间，一共
关押了二万五千名囚犯，其中十七名被处决，无数人越
狱逃跑。很多臭名昭著的犯人曾在这里服刑。在共和派
和保皇派斗争的政治隔离期间，妇女和儿童曾被关押在
这座监狱。一名合格的导游会带领参观者参观监狱的关
键部分，包括监狱长办公室，牢房，死刑室，墓地以及从
监狱通往法庭的地道。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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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狱的历史可以
追溯至1845年，于
1996年关闭。参加
导览游了解这座臭
名昭著监狱150年
的历史。

头号秘诀

在参观完监狱后，可以
到Cuffs Bar and Grill
(酒吧餐馆) 吃饭，品尝
当地新鲜的美味。

FINAL DEADLINE FOR ENTRIES

12TH APRIL 2019
TS AND CS APPLY

NEW DAY!

SUNDAY

5 MAY 2019
TH

WATERWORKS

CITY HALL
RISE SCULPTURE

NEW
FLATTER
FASTER ROUTE!

FINISH (ORMEAU PARK)

MARATHON RUN • WHEELCHAIR RACE
TEAM RELAY • FUN RUN • 8 MILE WALK

www.belfastcitymarathon.com

START (STORMONT)

HBO®拍摄的《权力的游戏》是有史以来最为成功的一部幻想类电视连
续剧，而其摄制场地就在贝尔法斯特附近。剧中的氛围之所以如此神奇，
主要是因为北爱尔兰的取景地。何不亲自到取景地点一睹为快？

《权力的游戏》
大本营
这部电视连续剧如此引人入胜的原因之一是
通过北爱尔兰崎岖的海岸线、古城堡和令人惊
叹的美丽乡村和森林展现了幻想中的维斯特洛
王国。起伏跌宕的堤道海岸和峡谷、唐郡、弗
马纳郡和阿玛郡都曾出现在剧景之中。
《权力
的游戏》的粉丝可以从贝尔法斯特出发，去参
观自己最喜欢的剧情的外景地，或追寻最喜爱
的人物的足迹。必看的几处《权力的游戏》外
景地有：Castle Ward（在电视剧里叫临冬城）
；Tollymore 森林公园（在剧中的临冬城的北
边）；Downhill Beach（剧中的龙石岛的外部）
；Murlough 湾（即剧中的风暴地）。

*以上所有的旅游活动都由独立的旅行社组织，并未获得
HBO® 或《权力的游戏》的认可，赞助或与之有任何关联。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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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了解现在提供哪些参观旅游和外景地体验以及
有关《权力的游戏》体验活动的最新信息，请访问:
visitbelfast.com/gameofthrones

导览游
好几场以《权力的游戏》为主题的
导览游都从贝尔法斯特出发。 您
可以‘见到’武器大师，穿上剧中
人的服装，参观摄制场地，还可以
用真箭射击异鬼。甚至可以见到
史达克家族的冰原狼。

必看项目

HBO组织的《权利的游
戏》展览：HBO组织的巡
回展是2019年的另一个
旅游亮点。这场规模最大
的展览向公众展示了令人
叹为观止的电视剧剧照
和纪念品。 展览地点：贝
尔法斯特泰塔尼克展览中
心（Titanic Exhibition
Centre）。

《权力的游戏》® 传承体验
《权力的游戏》在爱尔兰的摄制已
有十年之久。为了庆祝这部经久不
衰的电视剧的辉煌历史，HBO 决
定将摄制场地改建为旅游景点。
即将改为景点的地方包括临冬城
（Winterfell），黑城堡和君临之地
取景地，以及位于Banbridge（班
布里奇）的亚麻厂摄影棚。 摄影
棚景点将展示在多集剧中用过的
道具，布景及其他纪念物。

在这些具有标志性的取景点，粉
丝们将会亲身体验这部伟大的经
典之作是怎样诞生的。在这些取
景地， 粉丝们看到的不仅仅是令
人叹为观止的美景，还有道具，布
景， 武器， 装饰，服装，模型，文
档和其他摄制影片用的材料。一
流的互动和数字技术内容会给参
观者体验增添色彩。 数字技术的
高超应用也正式《权力的游戏》
的亮点之一。

VISITBELFAS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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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贝尔法斯特:
无论您对什么景点感兴趣，比如泰坦尼克号的历史，北爱尔兰的政
治，美食，音乐，或《权力的游戏》取景地，您都可以找到相关的导
览游。您可以步行参观，也可以坐船，骑车，搭乘公交或自驾游览。
以下是参观城市景点的几个小建议。

城市游

如果您时间不充裕或只想看看
城市的几个主要景点，可以找个
导游坐出租车参观景点或坐敞
篷观光车游览。这是了解城市历
史的理想选择。您可以参观著名
的政治壁画，和平墙，斯托蒙特
议会大厦以及在Gaeltacht (爱
尔兰语区)，Queen’
s（女王区）
，Cathedral （大教堂区）和
Titanic Quarters（泰坦尼克区）
的主要景点。

音乐之旅

乘巴士穿行于精彩的摇滚之
城贝尔法斯特。何不坐下来，
在轻松的氛围中欣赏Them 和
Van Morrison的音乐和趣闻轶
事。从精彩的吉他手演奏，传
统和民间音乐，庞克摇滚到好
莱坞电影配乐，应有尽有。
位于Cathedral Quarter区的
Oh Yeah音乐中心会是一个完
美的终点。在这里，您可以听
到当地著名音乐家的好多精
彩故事。

步行游

美食之旅

贝尔法斯特有好几个美食导览
游，既有在市内的，也有稍远
一点的。您可以步行去市内的
几个美食集中的热点或坐车参
加美食导览游，品尝当地上等
的美食和美酒。这些都是向全
爱尔兰米其林星级餐馆供货的
供应商。

要想深度体验贝尔法斯特这座结构紧凑的城市，步行游是
再合适不过了。您可以参加好几个主题精彩的步行游。准备
好照相机，穿上舒适的旅游鞋，和当地导游一起度过一段愉
快的时光。这也是结交新朋友和发现藏而不露的景点的好机
会。在了解贝尔法斯特文化和历史的同时，听一些妙趣横生
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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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的游戏》导览游

《权力的游戏》在贝尔法斯特
的泰坦尼克摄影棚和北爱尔
兰的好几个外景地摄制。您可
以坐导览游大巴，参观景色绝
美的外景地。您可以亲临‘临
冬城’，穿上‘史塔克’家族的
服装在仿制的取景地射箭，甚
至还可以见到两只史塔克的
冰原狼。

有关导览游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visitbelfast.com/tours

COISTE
爱尔兰政治历史导览游

您可以坐公交车或步行参加政
治导览游。导游是接受过培训
的前狱友。他们会对英国和爱
尔兰之间的冲突及其对爱尔兰
的影响进行深度讲解。这一旅
游项目最近被列为欧洲最受欢
迎的城市导览游之一。

泰坦尼克船游

何不坐上世界上唯一的泰坦尼
克观光船，了解贝尔法斯特丰
富且不断变迁的海运历史。探
寻贝尔法斯特港的历史轨迹，
了解她怎样从一个造船中心演
变成了今天的旅游胜地。船游
把泰坦尼克号新的发现和历史
融为一体。游客可以从河上观
赏 Titanic Quarter，了解其辉
煌的工业史所占的重要地位。
游船还会经过马斯格雷夫
（Musgrave）海峡。在此，您可
能会看到贝尔法斯特的海豹繁
殖基地。

自行车游

骑上一辆自行车，绕贝尔法斯
特转一圈，参观著名景点和一
些有趣的地方。或者租一辆自
行车，制定自己的旅游攻略。
贝尔法斯特市中心一共有四
十个自行车站。骑自行车游览
既方便，又经济，还可以更好
地了解这座城市。市内有一个
很完善的自行车线路网。包括
Connswater 绿色道， Lagan
河边小道和 Comber 绿色道。

WEE TOAST
TOURS（品酒之旅）

何不坐上独特的‘啤酒自行
车’游览贝尔法斯特的大街小
巷？这辆15座的车会带您欣
赏城市的景观，聆听城市的韵
律。您可以坐在‘巴凳’
上，一
边蹬车小饮，一边欣赏市井的
繁华。
VISITBELFAS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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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与艺术
贝尔法斯特不算一座
大城市，但却孕育了无
限的想象力。这里有好
多很酷的艺术和创意
空间等待您的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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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馆
Ulster（阿尔斯特）博物馆坐落于美丽
的植物园内。这里收藏了大量的现代
和过去的艺术，历史和自然科学展品。
收藏丰富的展厅全年免费对外开放。
这里还举办精彩的巡回展，包括2019
年的重大展览‘Leonardo da Vinci: A
life in Drawing’
（雷纳多 达芬奇，绘
画生涯）。您还可以到Ulster Folk &
Transport Museum（阿尔斯特民俗与
交通博物馆）了解一百年前的生活情
景。 到爱尔兰亚麻中心去了解亚麻生
产历史，在战争纪念馆了解二战中北
爱的命运。到阿尔斯特的苏格兰人历
史中心了解阿尔斯特和苏格兰之间的
历史渊源。

美术馆
贝尔法斯特有好多家出色的美术馆，
展示各种不同的艺术品。Golden
Thread Gallery（金线美术馆）收藏
了当代视觉艺术品，Belfast Print
Workshop（贝尔法斯特版画馆）展
示了传统的版画工艺。女王大学内的
Naughton Gallery（诺顿美术馆）流
动展出大学自己的艺术收藏品。当地
和国际艺术家纷纷在这里举办巡回
展。每月的第一个星期四，贝尔法斯
特的美术馆会延长开放时间。您可以
步行或坐导览观光车去享受贝尔法斯
特变幻万千的视觉艺术展。

壁画与公众艺术

表演艺术
去历史悠久的大歌剧院 (1895) 看
精彩的伦敦西端剧院的演出。位
于Queen’
s Quarteror 区的Lyric
Theatre 剧院坐落在宁静的河畔，
在观看精彩当地演出的同时，可
欣赏美丽的河景。在Cathedral
Quarter区的Metropolitan Arts
Centre (MAC艺术中心)，您可以欣
赏话剧，音乐，舞蹈和视觉艺术。
位于 Linen Quarter 区的阿尔斯特
大厅 (1862) 是阿尔斯特管弦乐队
的大本营。这里经常举办各类音乐
会和喜剧表演。在贝尔法斯特的
Waterfront 中心可以饱览美丽的城
市景观和河景。这里经常举办流行
音乐和摇滚音乐会，还有喜剧，话
剧表演，芭蕾，舞蹈和其他大型演
出活动。在Gaeltacht Quarter （爱
尔兰语区）的Cultúrlann McAdam
Ó Fiaich （爱尔兰语言文化中心），
您可以欣赏传统音乐，诗歌朗诵和
音乐会。 这里还有活动班和儿童艺
术活动。

文学
Linen Hall（林恩大厅）图书馆是
贝尔法斯特最古老的图书馆，也是
爱尔兰最后一个会员制图书馆。
因收藏了无与伦比的爱尔兰和当
地研究书籍著称。位于Bellaghy（
贝拉恩）的Seamus Heaney
HomePlace（谢默斯 希尼博物
馆）举办一系列世界一流的展览
和文学活动，以此纪念这位获得
诺贝尔文学奖的伟大北爱尔兰诗
人。贝尔法斯特还举办文学活动，
包括：作家艺术节和贝尔法斯特
图书节（请参阅38/39页）

被誉为世界上最棒的露天美
术馆的贝尔法斯特壁画（分别
在该市的东区和西区）是必
看项目。从共和派和保皇派的
政治主张到著名的贝尔法斯
特儿女，壁画主题极其丰富。
请到Cathedral Quarter区欣
赏多姿多彩的街头艺术。贝
尔法斯特一共有150多件独
特的公众艺术品。亮点包括
位于Donegall（多尼戈尔）码
头的‘Big Fish’
（大鱼雕塑）
和拉根河畔的‘Beacon of
Hope’
（希望之光）。还有从
百老汇大转盘就可以看得见
的贝尔法斯特最大的雕塑
‘Rise’
（升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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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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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食评论家对贝尔法斯特的饮食文化大加赞赏。
在一座
新的城市享受全新的美食是一种无与伦比的体验，将留
下回味无穷的美好记忆。
贝尔法斯特既可以为您提供米
其林级美食，也可以提供实惠却味美的阿尔斯特煎炸，还
有最好吃的鱼条。
您绝对不会失望！

外出就餐
无论您想品尝咖啡，还是在外吃午餐或晚餐，贝尔法斯特都
可以满足您味蕾的需求。这里聚集了一批世界上厨艺最好的
厨师。令人仰慕的米其林级餐馆 ‘Eipic’ 和 ‘Ox’ 让贝尔
法斯特在烹饪界占领了一席之地。您还可以到著名的James
Street South，The Muddlers Club，Shu 和The Great Room
Restaurant 餐馆享用上等的当地美食。好餐馆还远不止这些。
厨艺高超的厨师，高质量的当地食材加上实惠的价格使得贝尔
法斯特成为英国或爱尔兰的美食之都。在Cathedral Quarter区
的Saint Anne广场有好多家上好的餐馆。在市中心，选择就更多
了。比如： Mourne Seafood Bar 海鲜餐馆, Home Restaurant,
Deanes 和Howard Street等餐馆。贝尔法斯特的多元文化在餐
饮上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在这里，您可以享受到中国，印度，
墨西哥，日本，西班牙，意大利和日本美食。众多的选择令人目
不暇接。
自由市场及其他去处
贝尔法斯特是美食家的天堂。散发着维多利亚时代气氛的
St.George’
s 市场在周末开放。这里出售高质量的当地土产，艺
术品和手工艺品，还有小吃大排档。您可以在这里享用早午餐，
欣赏现场音乐，充分享受热闹的市场氛围。您可以到Sawers
and Avoca 品尝高端当地美食。如果您偏爱甜品，请一定不要错
过Co Couture。 那里可以买到获奖的当地巧克力。
咖啡店
贝尔法斯特有着生机盎然的咖啡文化。这里有本地创意咖啡烘
烤店、非常棒的独立咖啡店和一流的咖啡师。在这里，您随处都
可以找到一家手工咖啡屋或精品茶馆。贝尔法斯特有好多家咖
啡店。特别值得一去的是当地连锁店 Clements。还有市政厅旁
边的蛋糕店Patisserie Valerie以及Upper Arthur Street（阿瑟
路）上的Oh! Donuts & Coffee咖啡店。

杜松子酒复兴运动

贝尔法斯特正在经历一场‘杜松子
酒复兴’运动。好多家酒吧和餐馆
专门推出了杜松子酒酒单。在您旅
游期间，何不品尝当地酿制的最
好的杜松子酒？ Echlinville 酒厂
的‘Jawbox’ 酒配上姜汁啤酒，
薄荷叶和接骨花奎宁水，实在是
再好喝不过了。Rademon Estate
的 ‘Shortcross’ 酒配上橙汁
冰块，新鲜薄荷叶和接骨花奎宁
水也非常好喝。您还可以花一天
的时间到这些酿酒厂参观。或者
到Hughes Craft Distillery Gin &
Spirit School（休斯手工酿制厂的
杜松子酒和白酒学校）调制自己的
杜松子酒。

品酒好去处

在位于 Hill Street （希尔街）的
‘Friend at Hand’这座售酒店兼威
士忌博物馆，您可以见到各种各样
的威士忌酒。这里展示了贝尔法斯
特的酿酒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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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贝尔法斯特，您既可以找到各色各样的独立
店铺，高街品牌，精品店铺，专卖特色店，也可
以找到传统的市场。

购物

贝尔法斯特虽然结构紧凑，在购物选择上却一点也不打折
扣。在此，您一定可以获得终极的购物体验。在Victoria
Square 广场或Castle Court购物中心，您可以找到您需要的
任何东西。在Royal Avenue 或Donegall Place，您可以找到
所有的高街连锁店。您还可以去逛一逛工艺品店，复古服装
店，独立音乐店和二手书书店。在Lisburn Road路，您可以参
观私人美术馆，名牌店，熟食店，酒吧和茶餐厅，度过愉快的
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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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号秘诀

如果您到贝尔法斯特度周
末，千万别错过多姿多彩的
维多利亚风格的St George’
s
Market（圣乔治自由市场）。
这里有质量一流的当地新鲜
食品，艺术品和手工艺品，还
有美味的热食出售。市场每
逢周五，周六和周日开放。

当您来贝尔法斯
特和周边地区旅
游时，您会得到
贵宾待遇
出租车
从iTunes 或 Google Play 上下载免费Value Cabs App，
这样您便可以轻松地用手机叫出租车。

您不仅可以用叫车软件订车，还可

打车软件使用方便，您只需输入姓

间。
上车地点可以通过GPS地点，

旦建立个人信息档案，您即可以用

以跟踪出租车的行程以及到达时

邮编或地址来选择。
这些信息会收
存在您的名下，这样，到常去的地

名，电话号码和电邮信箱即可。
一
现金或信用卡打车。

点叫车会更加便利。

本公司提供全天候服务。
我们提供

打车软件的内置功能会提供不断

览贝尔法斯特和周边地区。
无论您

更新的车辆状况，并通知您是否

已叫车，车是否已经出发。
如果出
租已经上路，会通知您大致的到
达时间。

机场接送，您还可以叫我们的车游
需要什么形式的服务，我们会全程
恭候，确保您充分利用在贝尔法斯
特的时间。

www.valuecabs.co.uk

打车电话：

观看体育赛事和进行体育运动是贝尔法斯特文化中不可或缺
的一部分。
贝尔法斯特有好几支著名球队，参加不同的球类比
赛。
值得买球票观看的比赛还真不少。
您还可以参加比赛或制
定自己的‘行动方案’。

观看体
育赛事

橄榄球
阿尔斯特橄榄球队定期在Kingspan
Stadium （金思潘体育馆）比赛。每年9月至
次年4月间，该球队会参加吉尼斯PRO14和
喜力杯冠军杯比赛。比赛氛围激烈，精彩赛
事不绝。

冰球
每年的8月至次年4月间，贝尔法斯特巨人冰
球队会定期在SSE Arena 体育馆比赛。从精
彩的进球，到最后一分钟定输赢，比赛激烈，
扣人心弦。
盖尔式足球
每年的 2月至10月间，您还可以在爱尔兰岛各
郡欣赏快节奏的盖尔式足球赛和爱尔兰式曲
棍球比赛。所有的爱尔兰决赛都在都柏林的
Croke Park （克洛克公园）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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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球
北爱尔兰足球队将会参加2020 欧洲杯的选
拔赛。比赛于2019年3月开始。 丹麦银行
超级联赛每周都有赛事，在北爱尔兰各地
举行。

灰狗比赛
Drumbo公园每星期举办两场灰狗赛。您可
以在紧张激烈的氛围中度过一个愉快的夜
晚或者到Grandstand 餐厅边享用美食，边
观看赛狗。

参与

天造高尔夫球之地
徒步游
北爱尔兰不仅推出了高尔夫球冠军， 您可以徒步去登Black Mountain
还拥有世界上最棒的高尔夫球场。贝 （黑山）或具有标志性的Cave Hill 小
尔法斯特市内就有14个高尔夫球场
山。在锻炼身体的同时，还可以站在
和中心。从城里开车一两个小时即可 山顶远眺城市美景，享受新鲜的空
到达世界著名的唐郡林克斯高尔夫
气，感受自然。
球场和Royal Portrush （皇家波特
拉什）球场。
骑自行车旅游
贝尔法斯特有很好的骑行环境和自
贝尔法斯特市马拉松赛首次在新的
行车出租网络。40多个租车点遍布
日期进行
市中心周围。您可以到河边自行车道
明年的贝尔法斯特市马拉松赛将
悠闲骑行。
在2019年5月5日星期天举行。该马
拉松赛在星期天举行尚属首次。
撰写自己的历险记
新的线路更加平缓，更快。起点在
贝尔法斯特有好多有趣的活动为您
Stormont Estate 。马拉松赛特具包 的旅行增加惊险和乐趣。比如高空
容性，届时会有马拉松赛，轮椅赛，
滑索，划独木舟，射箭，定向运动，水
接力赛，8英里步行比赛和乐趣赛跑
上运动以及骑山地车。您可以查看户
等。报名截止日期：2019年4月12日。 外运动中心的信息，
‘撰写’自己的
报名网站:
城市‘历险记’。
belfastcitymarathon.com

开球

高尔夫公开赛

2019年，第148 届高尔夫公
开赛将重返北爱尔兰。 这
是68年后首次在北爱尔兰
举行。这无疑具有重大的
历史意义。届时，世界上最
棒的高尔夫球手将在Royal
Portrush （皇家波特拉什）
一展雄姿，争夺Claret Jug
（红葡萄酒壶）杯。
theope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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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游
乐活动
贝尔法斯特及周边地区是儿童和青少年度假的理想
地点。
这里有很多适合青少年和儿童的景点和活动。
孩子们可以到动物园看野生动物，观看饲
养员给动物喂食，沿着为儿童设定的乐趣
线路走，同时观看贝尔法斯特全景。孩子
们还可以去Streamvale 或the Ark 开放式
农场去抱一抱小动物。到爱尔兰最大的水
鸟基地Castle Espie 观赏本地和外地的水
鸟。到Belfast’
s Window on Wildlife（贝
尔法斯特野生动物之窗）去观看来自世界
各地的鸟和野生动物。
如果孩子们对史前动物更感兴趣，可以到
Ulster Museum 博物馆的互动学习区。孩
子们一定会玩得开心。Odyssey Pavilion
（奥德赛馆）是雨天参观的理想去处。这
里有W5发现中心，保龄球场和影院。如果
巨人队在贝尔法斯特比赛，会全场播放冰
球比赛实况。

离这里不远处，您可以参观SS Nomadic（
游牧号），HMS Caroline（卡罗琳号战舰）
和Titanic Belfast（贝尔法斯特泰坦尼克
纪念馆），了解贝尔法斯特的海运历史。所
有这些景点都十分适合儿童参观。孩子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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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可以到Exploris Aquarium 水
族馆观看海洋生物和鱼类。
或者到We Are Vertigo 活动
中心去上蹦蹦床课和高空
绳网课或玩室内滑雪。孩子
们还可以到Dundonald Ice
Bowl 去玩滑板。如果对水
上运动感兴趣，可以到Let’
s
Go Hydro 水上公园去游玩。
如果对攀援运动有兴趣，可以到
Clip ‘n Climb做墙壁攀援。喜爱高
尔夫的孩子可以去The Lost City 玩冒险高
夫游戏。

阿尔斯特民俗与交通博物馆拥有欧洲最好
的铁路展馆。在户外的民俗公园，人们可以
体验100年前的生活场景。您还可以到市
郊去参观National Trust（国家名胜古迹信
托）的一些庄园。那里有美丽的园地，而且
全年都有家庭参与活动。

在动物园度过愉快的一天！
贝尔法斯特动物园一共有130多种动物。其中很
多都是濒临危险的动物。请到位于Cave Hill 的动
物园参观，并享受贝尔法斯特的美景。
动物园每天都有给动物喂食的时段，届时还
有饲养员的专门介绍。
游客还可以到摄影地
拍照，去‘探险者学习中心’学习新的知识，或
去看可爱的动物宝宝。

如想让参观更加精彩，还可以预定一场
‘动物体验’或试着当一天的动物看管人。
www.belfastzoo.co.uk

the
wingman
We’ve got this...

TOP YOUR BURGER WITH
2 DELICIOUS WINGS.
VICTORIA SQUARE,

BELF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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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之都

贝尔法斯特是一座没有休止符的城市, 在这里您任何时候都

可以欣赏到音乐。您可以在历史悠久的酒吧欣赏节奏明快的

传统爱尔兰音乐，或到顶级音乐会场站着听现场音乐会，还可
以欣赏舒缓的爵士乐或古典音乐。

著名音乐人
贝尔法斯特还孕育了一批杰出的
音乐家。有的在这里出生，有的
视这里为精神家园或在这里获
得创作灵感。比如上世纪五十年
代的女歌手Ruby Murray ，传奇
音乐人Van Morrison ，摇滚吉
他手Gary Moore 和超级摇滚乐
队Snow Patrol 。去Oh Yeah 音
乐中心去了解贝尔法斯特的音乐
传承。或者参加Belfast Music
Tour（贝尔法斯特音乐导览游），
穿行于这座摇滚之城的心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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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音乐
贝尔法斯特频繁举办传统音乐活
动，种类多样。每天晚上您都能
找到一个可以欣赏传统音乐的酒
吧。 观众中既有当地人也有旅游
者。何不去贝尔法斯特历史最悠
久的酒吧，Kelly’
s Cellars （凯
莉酒窖）？在品尝美食美酒的同时
忘情于优美的乐曲之中。如果想
亲自试一试爱尔兰乐器，可以去
The Dirty Onion （脏洋葱）酒
吧学爱尔兰鼓。您还可以订一个
由Belfast Hidden Tours （贝尔
法斯特深度导览）组织的Belfast
Pub Experience （贝尔法斯特酒
吧体验游）。 去Maddens Bar
（马登酒吧）品尝当地酒饮，欣赏
爱尔兰音乐，舞蹈和民间故事。

音乐会和演出
听什么样的音乐以及在哪里听都
很重要。贝尔法斯特有好几个特别
棒的现场音乐演奏场所。无论您
想去看氛围温馨的小型演出，还是
去听大型的国际音乐会，您都会找
到完美的去处。值得一去的小型演
出场所有Belfast Empire （贝尔
法斯特帝国）。 这里曾经是一座
教堂。现在，这里经常有小型音乐
会，Empire Laughs Back喜剧俱乐
部主办的表演，还有Voodoo 举办
的辣味十足的另类表演。要想观看
国际巡回音乐会，倍受欢迎的俱乐
部音乐会和现场乐队演奏， 请前往
The Limelight（聚光灯）。如果想
到更大型的音乐活动，请到拉根河
畔的Waterfront Hall 和SSE Arena

Belfast Music Playlist
（贝尔法斯特播放清单）：
欣赏贝尔法斯特和北爱尔
兰的音乐。
这是由Oh Yeah
音乐中心和外地音乐家精
心选择的一组种类齐全的
音乐集，包括过去，当今以
及未来的音乐。
请扫下面的
Spotify 码。

千万别错过

。MTV 欧洲音乐奖就曾在此举
独树一帜
办。Beyoncé （碧昂丝）和U2等
在贝尔法斯特，您不仅可以欣赏
也曾在此演出。修建于1862年的
世界各地的音乐，还总是会有新
Ulster Hall （阿尔斯特音乐厅）
的惊喜。去Revolución de Cuba
是英国和爱尔兰最早的专门设计 （古巴革命）忘情于桑巴音乐和萨
音乐厅之一。 阿尔斯特管弦乐团
尔萨舞 。或者到Bert’
s Jazz
就驻扎于此。1971年，著名英国
（伯特爵士乐）吧重温上世纪三十
摇滚乐队Led Zeppelin （齐柏
年代的纽约风情。如果想体验一下
林飞艇）在Ulster Hall首次演唱
上世纪二十年代的好莱坞影星的
了Stairway to Heaven（《通向
生活，请到Cabaret Supperclub
天堂的阶梯》）这首歌。
（歌舞晚宴）。您可以欣赏现场爵
士乐演奏，滑稽剧，柔术，魔术师
表演，喜剧和乐队演奏。还有极
其丰盛的晚餐和专为您服务的个
人侍从。

现场音乐节
2019年，贝尔法斯特将举办
一系列的音乐节。比如于三
月举行的Belfast Nashville
Songwriters Festival
（贝尔法斯特纳西维尔作
曲家节），于六月举行的
Belsonic 流行/摇滚乐节，
八月举行的 Vital，九月举
行的Proms in the Park
（公园音乐会）。有关音乐节
的完整信息在38/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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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夜间文娱
讲到夜间文娱活动，贝尔法斯特一定不会让游客失望。
精彩的剧院，现场
音乐会，无数的时尚酒吧，戏剧表演，大屏幕播放的运动赛事，夜总会和同
性恋者俱乐部等。
每个人都会找到自己喜欢的活动。
Cathedral Quarter区是夜间文娱的好去处。
这里有现场音乐，当地剧院，经典鸡尾酒吧，精
酿啤酒，很酷的爵士乐，传统爱尔兰音乐，氛围
宜人的啤酒花园，美食和西班牙小吃。
应有尽
有。
何不去Duke of York（约克公爵）喝一杯？
那里的威士忌酒品种属全爱尔兰之最。
Dirty
Onion酒吧就在贝尔法斯特历史最悠久的房
子里。
在John Hewitt 酒吧，您可以品尝多种
精酿啤酒，还可欣赏各种各样的现场音乐。
去一家最好的传统酒吧喝一杯健力士啤酒。
这
些传统酒吧保留了原有的特色，热情友好的爱
尔兰人更让人觉得宾至如归。
这是放松，跟朋
友聚会和欣赏当地娱乐的理想场所。
堪称贝
尔法斯特最知名的地标之一的Crown Liquor
Saloon（皇冠利口酒沙龙）是一家装潢精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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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维多利亚杜松子酒馆，历史可以追溯至
1826年。
何不到那里找到温馨的一角，放松片
刻。
或者到贝尔法斯特最古老的酒吧Kelly’
s
Cellars (凯莉的酒窖) 去喝上一大杯啤酒。
喜欢看喜剧吗？请到Queen’
s Quarter 区的
The Empire 欣赏每星期一次的喜剧表演。
想在大屏幕上观看体育赛事？那请到市中心
的Kitchen Bar 或Queens’Quarter 区的
Lavery’
s 或Titanic Quarter 区的 Odyssey
Pavilion 里面的Rockies Sports Bar（洛基
体育吧）。
如果您想享受与众不同的情调和氛
围，请到Cabaret订一张桌子，在上世纪二十
年代好莱坞超级俱乐部的氛围里观看不同的
餐间表演。

请到贝尔法斯特的楼顶鸡尾酒
吧去喝上一杯，并欣赏美景。最
时尚的酒吧包括 Babel, The
Treehouse 和The Perch。
您还
可以到爱尔兰最高的酒吧，The
Observatory（在Grand Central
Hotel 的24楼）的去小饮一杯，沉
浸在贝尔法斯特和周边地区如醉
如痴的全景之中。

对那些喜欢派对到凌晨的人来
说，贝尔法斯特一定不会让您失
望。
Sixty6 有一个俱乐部（五楼）
，一个50年代格调的酒吧，一个
时尚的楼顶吧以及一个温馨的鸡

尾酒吧。
在Queen’
s Quarter区
的 Alibi，您不仅可以欣赏当地最
棒的DJ，还可以一睹来自马贝拉
和伊比沙岛酒吧音乐主持人的风
采。
在 Chinawhite享受东方的奢
华，或者到美丽的Merchant酒店
的Ollie’
s Club去小坐。
Ollie’
s
Club是贝尔法斯特最专属的俱
乐部，是名人，VIPs和社会名流出
入的场所。

头号秘诀

茶餐厅文化
贝尔法斯特好多家时尚
的茶餐厅营业至夜晚，举
办各种小型活动。
比如手
工艺品爱好者活动，原声
音乐演奏和棋盘游戏比赛
等。
茶餐厅会提供美食和
一杯杯香浓的咖啡。

无论您寻求的是什么样的夜
间文娱生活，贝尔法斯特都能
为您提供。
更多信息，请访问：
visitbelfas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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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GBTQ+

贝尔法斯特有好多供LGBT+（同性恋，双性恋和跨性别者）
消遣休闲的场所。Smithfield 和Union区有专门为这一
群体服务的夜间娱乐。

贝尔法斯特同
性恋嘉年华

一年一度的同性恋嘉年华为
期10天，是爱尔兰规模最大的
同性恋游行。
这场活动7月底
开始，每年都要吸引数千名参
加者。
人们可以参加辩论，看
电影，欣赏音乐和戏剧。
最后
以城市大游行和盛大派对画
上句号。

最著名的当属The Kremlin（克里姆林）。
克里姆林的装璜透露着苏
联时代的奢侈。
里面的Tsar Cocktail（沙皇鸡尾酒吧）
，Long Bar（
长吧）和Red Square（红场）沿袭了共产党时代的时尚风貌。
克里
姆林经常举办不同主题的特别夜间活动，因而被誉为爱尔兰最好
的同性恋娱乐场所。
Union Street 的前身是一座19世纪的鞋厂。
那
里有美食酒吧和温馨时尚的氛围 。楼上的Green Room Cocktail
Lounge（绿房间鸡尾酒吧）尤其值得一去。
旁边的 Shoe Factory（
鞋厂）提供冰狗，卡拉OK，常识问答比赛和歌舞表演等不拘一格的
娱乐活动。
Maverick Bar & Boom Box 因不拘一格的现场音乐表
演和喜剧表演而备受青睐。
千万不要错过这里每星期三晚上9点
后举办的Open Mic（开麦）音乐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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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tburst Queer
Arts Festival
（同性恋艺术节）

Outburst Queer Arts Festival
于每年的11月举行。
这是一场
庆祝当地和国际同性恋艺术
和表演才能的盛会。
同时，还
借这一契机在本地和全世界
支持并弘扬同性恋艺术。

随时随地
享受精彩生活

Diageo 北爱尔兰：作为餐饮和旅游行业自豪的一
员，Diageo 隆重欢迎世界游客参观贝尔法斯特。

一月
Out to Lunch节
cqaf.com

Belfast Burns Week
（贝尔法斯特伯恩斯周）
ulsterscotsagency.com/events
爱尔兰式曲棍球节
visitwestbelfast.com

二月
Leonardo da Vinci:
A Life in Drawing
（雷纳多 达芬奇: 绘画生涯）
Ulster Museum (结束日期：
5月6日)
Four Corners 节
4cornersfestival.com
中国春节
cwa-ni.org

大型活动与
各种节庆

无论您何时来贝尔法斯特，一定会赶上这里举
办的某个大型活动或节庆。
节庆和大型活动的
内容包罗万象。
您可以体验来自世界各地的音
乐，知名话剧团的演出，美食，传统和当代舞
蹈。
贝尔法斯特是一座活力四射的多元文化城
市。贝尔法斯特人庆祝中国春节，大壶节和圣
帕特里克节。他们还在每年的7月12日庆祝博
伊恩海战纪念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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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爱尔兰科技节
nisciencefestival.com

贝尔法斯特城市舞蹈节
crescentarts.org
公平贸易双周节
acsoni.org

三月
BMS 国际室内音乐节
belfastmusicsociety.com
贝尔法斯特儿童节
youngatart.co.uk

贝尔法斯特Nashville
（纳西维尔）作曲家节
belfastnashville.com
Brilliant Corners
贝尔法斯特爵士乐节
movingonmusic.com

Imagine! 贝尔法斯特理念和政治节
imaginebelfast.com
圣帕特里克节
belfastcity.gov.uk/events
Feile an Earriagh 节
feilebelfast.com

An Droichead 春节
androichead.com

阿尔斯特艺术与设计节
ulsterfestival.com
世界图书日
linenhall.com

四月
贝尔法斯特电影节
belfastfilmfestival.org

春季游乐会
belfastcity.gov.uk/events
市长日
belfastcity.gov.uk/events
贝尔法斯特当代音乐节
sonorities.org
五月
愚人节
foolsfestival.com

Cathedral Quarter 区艺术节
cqaf.com
贝尔法斯特马拉松赛
belfastcitymarathon.com

Writers on Writers Festival
（作家节）
linenhall.com
贝尔法斯特精酿啤酒节
belfastcraftbeer.com

贝尔法斯特国际公园高尔夫锦标赛
belfastparklandtournament.com
贝尔法斯特海事节
belfastcity.gov.uk/events
六月
Belsonic流行/摇滚乐节
belsonic.com

贝尔法斯特国际摄影节
belfastphotofestival.com
AVA 音乐盛会与音乐节
avafestival.com

贝尔法斯特书市
belfastbookfestival.com
弗瑞德自行车骑行节
thefred.cc

贝尔法斯特国际探戈舞节
belfasttango.com
贝尔法斯特蓝调节
belfastcityblues.com

七月
Orangefest 节
belfastorangefest.co.uk

第148届高尔夫公开赛，
皇家波特拉什
theopen.com

玫瑰周
belfastcity.gov.uk/events
McCracken 夏日节
mhicreachtain.com

贝尔法斯特同性恋嘉年华
belfastpride.com
八月
八月手工艺月
craftni.org

贝尔法斯特吉他节
belfastguitarfest.com

Open House 音乐与艺术节
openhousefestival.com

Sunflowerfest（向日葵节）
sunflowerfest.co.uk

Feile an Phobail（人民艺术节）
feilebelfast.com
东区艺术节
eastsidearts.net
加勒比海节
acsoni.org

Woodstock 韵律与蓝调节
woodstockbelfast.co.uk
CHSQ（音乐节）
customhousesquare.com

Feile an Droichead传统娱乐节
androichead.com
贝尔法斯特Vital 流行/摇滚乐节
ticketmaster.ie
Hilden 啤酒音乐节
taproomhilden.com
贝尔法斯特大壶节
artsekta.org.uk

秋季游乐会
belfastcity.gov.uk/events

Winterfell Festival（临冬城节）
nationaltrust.org.uk/winterfell
文化之夜
culturenightbelfast.com

贝尔法斯特半马拉松赛
belfastcitymarathon.com

十月
贝尔法斯特国际艺术节
belfastinternationalartsfestival.com
Cinemagic 电影节
cinemagic.org.uk

贝尔法斯特时装周
belfastfashionweek.com

Halloween Monster Mash（万圣节）
belfastcity.gov.uk/events
十一月
黄昏市场
stgeorgesmarket.com

Outburst Queer Arts Festival
（同性恋艺术节）
outburstarts.com
贝尔法斯特设计周
belfastdesignweek.com

Sound of Belfast
（贝尔法斯特当地音乐节）
soundofbelfast.com

C.S Lewis Festival（C.S.路易斯节）
eastsidearts.net
曼谷人妖
ladyboysofbangkok.co.uk

Fleadh Feirste爱尔兰文化节
visitwestbelfast.com
圣诞亮灯仪式
visitbelfast.com

Friendship Four 冰球锦标赛
friendshipfour.com

十二月
九月
贝尔法斯特圣诞市场
Belfast Tattoo（贝尔法斯特军乐节） visitbelfast.com/christmas
belfasttattoo.com
Basketball Hall of
欧洲遗产开放日
Fame Belfast Classic
discovernorthernireland.com/ehod （贝尔法斯特篮球赛）
belfastbasketballclassic.com
Proms in the Park（公园音乐会）
bbc.co.uk/pro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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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尔法斯特
周边地区
从贝尔法斯特开车可以很便利地到达周边美丽的
乡村和海滨景点，包括历史景点，户外活动，美丽的
自然风景和可以增长知识的历史人文场所。
网址：belfastplus.com

LISBURN（里斯本）和 CASTLEREAGH（卡斯尔雷）

Lisburn & Castlereagh有着丰富
的历史底蕴。
比如Lisburn中心的
老城区和Castlereagh Heritage
Trail（卡斯尔雷遗产线）。

Hillsborough 的森林和湖边静享
自然。
在Hillsborough，您还可以
参观古老的法院以及英国皇室在
北爱尔兰的官邸，Hillsborough城
堡。
城堡和花园都非常美。

有关所有大型活动的信息，请访问：
visitlisburncastlereagh.com

Lisburn Visitor
Information Centre
（里斯本游客信息中心）
地址：15 Lisburn Square
Lisburn BT28 1AN
电话：028 9244 7622

追寻历史的踪迹
您可以参观城堡花园。
这座经修复 购物与美食
想深度体验阿尔斯特吗？何不去
的花园十分美丽。
您还可以到获
多姿多彩的餐馆，茶餐厅和农贸
奖的爱尔兰亚麻中心（Irish Linen
市场品尝美食。
食材可是由获奖
Centre ）了解贝尔法斯特的工业
的农场提供的。
在Bow Street Mall
历史。
您还可以到爱尔兰最古老
，Sprucefield and
的独立啤酒厂，Hilden House，去 （购物中心）
Forestside购物中心和 Lisburn
了解传统酿酒工艺的神奇。
您还
Square（里斯本广场）
，您可以找
可以去Moira（莫伊拉）新近开张
到难以忘怀的购物体验。
的Stillhouse酒厂酿制自己的杜
松子酒。
大型活动与各种节庆
贝尔法斯特的周边地区一年
村庄, 城堡和花园
到头都有各种大型活动。比
何不去参观Hillsborough（希尔
如：Balmoral Show（巴尔莫勒尔
斯伯勒）和Moira（莫伊拉）这两
农业展）
，Down Royal Festival of
个村庄？这里有商店，还有采用
Racing（唐郡皇家赛马节）
，以及
当地高档食材，提供美食的酒吧
活力四射的音乐节，Moira Calling
和茶餐厅。
您还可以抽出时间去
和Hilden 啤酒音乐节。
在ISLAND
Moira Demesne 的美丽园地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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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中心，家庭出游者可以观看表
演，做亲子活动。
Lisburn的集市广
场还举办适合家庭游客参加的季
节性活动。
家庭出游
Lagan Valley Leisureplex（拉根
河谷休闲中心）为各个年龄段的
儿童和青少年提供精彩的娱乐活
动，比如河上和水上游乐。
父母
还可以带孩子们去Streamvale
农场放松或去Dundonald Ice
Bowl 溜冰。
在Drumbo Park（
公园）的Greyhound 体育馆，热
爱体育运动的人一定不会失望。
您还可以去非常好的高尔夫球
场提高球技。
Let’
s Go Hydro 在
Knockbracken 水库。
这里有北爱
尔兰唯一的索道尾波滑水公园。
您还可以在全年的任何时候去
E-Trax，爱尔兰的第一家室内电动
摩托车越野赛公园提高自己的越
野技术。

Hillsborough Visitor
Information Centre
（希尔斯伯勒游客信息中心）
The Old Courthouse
地址：Hillsborough BT26 6AG
电话：028 9244 7640

探索ARDS（阿兹）和 NORTH DOWN（北唐）

来到这个蓝绿交织的静谧天堂放
松，与自然融为一体。

这里有绵延不绝的海岸线，湖泊，
翡翠般的乡间田野，丰厚的历史传
承，美丽的景点和丰富多彩的户外
活动。
而这些景点就在贝尔法斯特
的家门口。您还等什么呢？
爱尔兰富饶的土地和肥美的绿草
意味着这里出产的蔬菜和肉类品
质高档，打造了食客的天堂。
爱尔
兰的牛肉，干酪，冰激淋，酸奶和
海鲜频繁出现在高档餐馆的菜
单上。
Comber（坎伯尔）早季土
豆，Portavogie（波尔塔弗吉）的对
虾以及Strangford（斯特兰福德）
的生蚝都是闻名于世的特产。
这个
地区物产丰富。
您可以到获奖的餐
馆享受当地美食，或者到高档熟食
店买些食品带回家。
这些店都有
自己的招牌食品。
您可以预定一
个美食或品酒导览游品尝当地美
食，佳酿。
更多信息，请访问：
visitardsandnorthdown.com

登上Scrabo（斯格拉伯）山丘，一
览Strangford 湖，阿兹半岛的和唐
郡全景。
让清新的空气滋润您的肺
腑。
Bangor（班戈）城堡围墙花园
或壮观的湖滨花园四周宁静的环
境，Mount Stewart庄园的林间小
道无一不是完美的去处。
忘情探索
北爱尔兰漫长的海岸线和广袤的
乡野。
这里还有好多惊心动魄的户
外活动。
比如卡丁车，越野驾驶，阿
兹机场试飞以及湖区的水上运动。
这都会让您的心跳加速。

这个地区的住宿选择很多。
既有五
星级酒店，也有农庄。
还有船屋和
磨坊改造而成的客舍。
无论您的支
付能力和品味如何，都会找到合
适的住宿。
我们期待您的到来。

这里有好多适合于各年龄层游客
的活动和景点，留下一段美好的
记忆实在不难。
去沙滩上的小水
坑里找小鱼，在海水里嘻戏，玩累
了吃一支冰淇淋。
如果您带着孩
子出游，可以去Pickie Funpark 游
乐园，那里有好多活动可以参加。
去Exploris水族馆看鲨鱼，刺鳐和
海星鱼。
去阿尔斯特的Folk and
Transport Museum（民俗和交通
博物馆）和北唐博物馆了解历史。

Ards Visitor Information
Centre（阿兹游客信息中心）
地址：31 Regent Street
Newtownards BT23 3AD
电话：028 9182 6846

Bangor Visitor Information
Centre（班戈游客信息中心）
地址：34 Quay Street
Bangor BT20 5ED
电话：028 9127 0069
VISITBELFAS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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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urne Mountains（莫恩山）

贝尔法斯特:
北爱尔兰的门户
贝尔法斯特是参观北爱
尔兰的理想根据地。

从贝尔法斯特驾车出去一小时，您便可以看到清新洁净的海滩，乡村公
园，陡峭的山峰。
您还可以欣赏各色各样的大庄园。

贝尔法斯特和堤道海岸双双被列入2018年最佳景点。
何不来这里探
索让这两个地区获此殊荣的神话与传说？举世闻名的堤道海岸线从贝
尔法斯特开始，途经Carrickfergus（卡瑞克福格斯）和那里的诺曼城
堡，Larne（拉恩）
，Antrim（安特里姆郡）的九峡谷，壮美的 Gobbins
（戈滨）步行道，最后在北爱尔兰唯一被列为世界遗产的景点，巨人堤
道终止。
在巨人堤道，游客可以在设施一流的游客中心租一套语音导
游，探索互动展览区，在大屏幕上观看 Finn McCool，探索这一自然奇
观的奥秘。
在附近，您还可以参观世界上最古老的持有许可证的酿酒
厂，Bushmills。
挑战自己走过 100英尺宽的Carrick-a-Rede（卡里克）
索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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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rmanagh（弗马纳）湖区
The Gobbins（戈滨）

Bonamargy Friary（伯纳马基男修道院）

坐火车或公交车去参观古老的围城，Derry~
Londonderry（德里~伦敦德里）。
那里有着生机盎然的
文化生活，壮观的建筑，嘉年华，各种节庆和景点。
Derry~Londonderry（伦敦德里）市有着丰富的文化生
活，宏伟的建筑，嘉年华，各种大型活动和景点。
充满神
奇和壮观

神奇雄伟的Mourne（莫恩）山脉拥有魅力非凡的自然
风光。
挺拔的山峰，起伏的山谷，宁静的森林和黄金海岸
线。
千万不要错过Fermanagh（弗马纳）迤逦的湖光艳
影，您还可以参观National Trust（国家名胜古迹信托）
旗下叹为观止的历史建筑，比如Florence Court，Castle
Ward以及Mount Stewart这几座大庄园。

头号秘诀
请不要错过Hillsborough（希尔斯
堡）城堡。
这是英国皇室在北爱尔
兰的行宫。
这座城堡有着十分悠久
的历史。
您可以参观官邸，还可以在
占地100英亩的花园里漫步，欣赏
似锦繁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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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sit Belfast*
(参观贝尔法斯特)
Welcome Centre
（游客中心）

请到Welcome Centre，在这里，您可以了解到贝尔
法斯特有多少值得一看的地方。
这会出乎您的预料。
到达贝尔法斯特之后，您的第一站应该是设施一流的
Welcome Centre。
您还可以在抵达之前跟中心的工作人员联
系，了解酒店预定信息。中心地址：Donegall Square North，
就在贝尔法斯特市政大厅（City Hall）的对面。
友好的工作人员
会协助您做出最佳的贝尔法斯特和北爱尔兰旅游攻略。
（
* 译
者注：Visit Belfast是贝尔法斯特市的旅游促进机构）
中心提供如下服务:
游客信息和服务
导览游和大型活动门票
酒店/住宿预订
礼品店信息
免费Wi-Fi
外汇兑换
行李寄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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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sit Belfast Welcome Centre
地址 9 Donegall Square North
Belfast BT1 5GB
电话：+44 (0)28 9024 6609
电子邮箱：info@visitbelfast.com

办公时间：
10月 – 5月
星期一 - 星期六: 早上9点 – 下午5点
30分
星期天: 上午11点 – 下午4点
6月- 9月
星期一 - 星期六: 早上9点 – 晚上7点
星期天: 上午11点 – 下午4点

贝尔法斯特国际机场
游客信息台
电话：+44 (0)28 9448 4677
星期一 - 星期五: 早上7点30分 – 晚
上7点
星期六: 早上7点30分 – 下午5点30分
星期天: 早上9点 – 下午5点

George Best（乔治贝斯特）
贝尔法斯特城市机场游客信息台
电话：+44 (0)28 9093 5372
星期一 - 星期五: 早上7点30 分– 晚
上7点
星期六: 早上7点30分 – 下午 4点30分
星期天: 上午 10点30分 – 下午5点30分

参观阿兹
和 北唐

徜徉于文化和历史的长河
探索公园和花园
在大型活动和家庭出游节目中享受愉快时光
探索美丽的海滨地区，享受美食
028 9127 0069 | 028 9182 6846
visitardsandnorthdown.com

贝尔法
斯特周
边地区

贝尔法斯特大教堂

请一定不要错过位于Cathedral Quarter（大教堂区）的壮观美丽的贝
尔法斯特大教堂。
这坐集精彩艺术，文化和音乐于一身的宗教殿堂被当
地人称为 St Anne’
s Cathedral（圣安大教堂）。
除了宗教仪式外，大教
堂内还经常举办音乐会，独奏会，圣诞颂歌会和其他文化活动。
更多信息，请访问www.belfastcathedral.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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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宿

想找一个舒适的住处吗？ 这显然是不
言而喻的。请放心，在贝尔法斯特，您一
定能找到舒适的住宿。从五星级酒店，
小旅馆，B&B，青年旅舍，到带自炊饭设
施的住宿，露营地和大篷车宿营地，应
有尽有。无论您的预算大小，都能找到
适合您需求的住宿。
有那么多种可供选择的地方，您一定能
找到可以温馨入眠的场所。
有关住宿的详细信息，请访问：

visitbelfas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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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茨威廉）大酒店

AA 5 五星级超豪华酒店

奢华和尊贵的象征
地处贝尔法斯特中心地段

入住Fitzwilliam 大酒店，在贝尔法斯特的黄金地段享受五星级超豪华与奢侈。
酒店坐拥 146个豪华客房，提供美食的AA Rosette 餐厅，备受贵宾青睐的酒吧
和世界一流的会议设施。这是贝尔法斯特五星级酒店中的超级巨星。
地址：Great Victoria Street, Belfast BT2 7BQ
电话：+44 (0) 28 9044 2080 | 网站：www.fitzwilliamhotelbelfast.com

贝尔法斯特Ramada Encore

在欣赏探索完贝尔法斯特精彩的
城市景点后，来这里放松，休息。

每晚住宿费仅 75 英镑

酒店地处历史悠久的St Anne’
s Square
（圣安妮广场）。
这里离贝尔法斯特的主
要景点，酒吧和购物中心都可以轻松步
行到达。

酒店餐馆兼酒吧 SQ Bar & Grill每日推出
当地美食，住客可在此享用一日三餐。
• 每周六有现场音乐会
• 提供打折午餐和酒水
• 免费上网

条件与条款：所有价格视情况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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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mada Encore Belfast
Cathedral Quarter
St Anne’
s Square

地址：20 Talbot Street,
Belfast, BT1 2LD
网站：

www.encorebelfast.co.uk
电邮信箱：

reception@encorebelfast.co.uk
电话：028 9026 1809

选择

#SMARTMOVERS

更智能，更前卫
的方式出行

有关特别优惠的信息，请访问：

translink.co.uk/
Special-Offers/

两条航线
四艘客轮
多达16班船
每天

去贝尔法斯特的最佳交通工具!

旅行的关键不是您的目的地在哪儿，而是选择什么样的交通
工具到达目的地。
请选乘Stena 的客轮，穿越爱尔兰海，直接
抵达贝尔法斯特。
您可以在轮船上享受美食，购物和免费上
网，还有免费电影，儿童娱乐设施，Stena Plus休闲区，温馨的
Hygge 休闲区和专属的Pure Nordic Spa（地道北欧水疗）。
卡琳赖安 – 贝尔法斯特 | 利物浦 – 贝尔法斯特

您可以在网站上订船票：

stenaline.co.uk

出游小
窍门
通信
北爱尔兰的国际长途代码是 00
44 28。
紧急/急救号码：999。
消
防，警察，救护车，救生船和山区
援救都可以拨打999。如果您因
非紧急情况报警，可拨打101。
贝
尔法斯特的很多地方都可以免费
上网。
大部分的邮政局都在星期
一 - 星期五的早9点 – 下午5.30
之间营业。
有些邮局星期六上午
也营业。
邮政总局在市中心的
Bridge Street。

银行
大部分的银行都在星期一 - 星期
五的早9点 – 下午5点之间营业。
绝大部分商家都接受主要信用
卡。
有些店里接受欧元。在Visit
Belfast Welcome Centre和市里
的很多购物区都可以兑换外汇。
小费
很多餐馆都会在（如果是六人以
上进餐）的账单上加进小费。
如果
小费已经含在账单里，就不用再
给小费。
如果没有，按当地习俗，
您可以酌情给10-15%的小费。

购物
市中心大部分商店的营业时间
如下：
星期一 - 星期三:早9点 - 晚6点
星期四: 早9点 - 晚9点
星期五和星期六: 早9点 - 晚6点
星期天：下午1点 - 晚6点
购物中心可能在一周中间的一天
延长营业时间。
治安
贝尔法斯特犯罪率非常低，是欧
洲最安全的城市之一。
尽管如此，
每到一个新的地方，还是得注意
安全。
贝尔法斯特市内有好几个
有警察监管的紧急联络点。
吸烟
2006年，贝尔法斯特成为一座禁
止在公共场所吸烟的城市。
在酒
吧，餐馆，茶餐厅，酒店，办公场所
和其他工作场所吸烟都属违法。
贝尔法斯特的绝大多数酒店都没
有允许吸烟的房间。
请在预定酒
店时查询。
很多酒吧，俱乐部/会
所和餐馆设有室外吸烟区。

#lovinbelfast
#translinklifesbetter

贝尔法斯特
Visitor Pass
（一卡通）

贝尔法斯特的Visitor Pass不
仅提供无限免费交通，还包括
35处门票优惠和其他好处。
这
不仅可以节省时间，还可以省
钱。就象VIP一样。

起价：

£6.00
成人天票

您可在translink.co.uk 网
站，Visit Belfast Welcome
Centre或主要的公交站和火
车站购买 Visitor P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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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信息
阿伯丁

苏格兰

格拉斯哥

都柏林

香农

纽卡素尔

曼恩岛

布莱克浦

卡迪夫
埃克斯特

Portrush

电话: 028 9066 6630
Enterprise 车票和座位预定：
电话: 028 9089 9409
购票网站：
translink.co.uk

利兹/布拉德福德
曼彻斯特

利物浦

威尔士

科克

坐火车
Enterprise 公司负责运营都
柏林到贝尔法斯特之间的火
车。
每天八趟 (星期天五趟)。
旅途时间: 2 小时左右。

爱丁堡

伦敦德里

贝尔法斯特
爱尔兰

坐船
贝尔法斯特海上交通便利。
您可以从英格兰和苏格兰
坐船来贝尔法斯特。
如果乘
坐高级快船，2 小时15分即
可到达。

坐巴士
Dublin Airport Express（都
柏林机场特快客车）每天24
小时运营。
旅途时间：
2小
时左右
电话：
028 9066 6630
购票网站：
translink.co.uk

英格兰

伦敦

布里斯托

南安普顿

Bushmills

Dublin Coach（都柏林客车
公司）运营都柏林市中心到
贝尔法斯特之间的直达客
车。
每天 16班，旅途时间不到
2小时。车上有免费Wi-Fi，厕
所和可以放低的座椅。
电话：
00 353 1 465 9972
网站：
dublincoach.ie

Ballycastle

Coleraine
Londonderry

Ballymena

Strabane

坐飞机
George Best（乔治 贝斯
特）贝尔法斯特城市机场
城市机场离市中心才三英
里。
从航站到市中心的机
场特快（Airport Express）
600 路公交车每20分钟
一趟 (星期一 - 星期五，运
行时间：
早上06.00 – 夜晚
10点05分)。(星期六和星
期日的运行时间，请查看
时刻表) 。
贝尔法斯特国际机场
贝尔法斯特国际机场离
市中心30分钟的车程（走
M2高速公路）。
从机场到
市中心的公交车Airbus
300 在星期一 – 星期五的
高峰期每15分钟一趟；
星
期六每 20 分钟一趟；星
期天每 30分钟或60分钟
一趟。
非高峰期和周末运
行时间，请查时刻表。

机场公交服务
贝尔法斯特的两个机场
都有开往Derry（德里）~
Londonderry（伦敦德里）
的客车。
电话：
028 7126 9996
网站：
airporter.co.uk

Larne

Magherafelt
Newtownabbey

Belleek

Cookstown

Northern
Ireland
Omagh

Dungannon

贝尔法斯特

Bangor

Lisburn

Portadown

Portaferry
Downpatrick

Enniskillen

Newry

Newcastle

Value Cabs出租车优惠

如果您坐Value Cabs出租车公司的的士，请保留好收据，并
在7天内凭收据在参与优惠折扣的餐馆，茶餐厅，娱乐场所，
俱乐部和服务提供单位享受专属优惠或打折。具体信息，请
到 valuecabs.co.uk 网站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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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8)

90 80 90 80

航空信息
Tenerife（特内里费）
Ryanair 航空公司
Zante（桑特岛）
ryanair.com
0871 246 0000
Virgin Atlantic
London Stansted
（维珍）航空公司
（伦敦斯坦斯泰德）
virgin-atlantic.com
EasyJet 航空公司
Milan（米兰）
0344 209 7777
easyjet.com
Manchester（曼彻斯特） Orlando（奥兰多）
Aer Lingus
0870 600 0000
Malta（马耳他）
aerlingus.com
Alicante（阿利坎特）
Berlin（柏林）
Wizz Air 航空公司
0871 718 2020
Amsterdam
Krakow（克拉科夫）
wizzair.com
London Heathrow
（阿姆斯特丹）
Warsaw
（华沙）
0907 292 0102
（伦敦希斯罗）
Barcelona（巴塞罗那）
Gdansk
（
格但斯克）
Vilnius（维尔纽斯）
Faro（法鲁）
Birmingham（伯明翰）
Wroclaw（弗罗茨瓦夫）
Malaga（马拉加）
Bristol（布里斯托）
Malaga（马拉加）
Bordeaux（波尔多）
Alicante（阿利坎特）
British Airways（英航） Dubrovnik
Tenerife（特内里费）
britishairways.com
（杜布罗夫尼克）
Lanzarote（兰萨罗特）
FERRY RESERVATIONS
0844 8484 888
Edinburgh（爱丁堡）
Faro（法鲁）
船票预定
London Heathrow
Faro（法鲁）
Girona
（
赫罗纳）
（伦敦希斯罗）
Fuerteventura
（富埃特文图）
Jet2 航空公司
Stena Line航运公司
KLM（荷兰航空公司）
Geneva（日内瓦）
jet2.com
stenaline.co.uk
klm.com
Glasgow（格拉斯哥）
0871 226 1737
0844 770 7070
0207 660 0293
Ibiza (伊比萨)
Alicante（阿利坎特）
Amsterdam
Isle of Man（曼恩岛）
Almeria
（
阿尔梅里亚）
Steam Packet 航运公司
（阿姆斯特丹）
Jersey（泽西）
Antalya（安塔利亚）
steam-packet.com
Krakow（克拉科夫）
Crete
（克里特岛）
0872 299 2992
FlyBE航空公司
Lanzarote（兰萨罗特）
Dalaman
（达拉曼）
flybe.com
Liverpool（利物浦）
Dubrovnik
P&O航运公司
0871 700 2000
London Gatwick
（杜布罗夫尼克）
poferries.com
Aberdeen（阿伯丁）
（伦敦盖特威克）
Faro（法鲁）
0800 130 0030
Birmingham（伯明翰）
London Luton
Fuerteventura
Cardiff（卡迪夫）
（伦敦卢顿）
（富埃特文图）
Doncaster Sheffield
London Stansted
Funchal（丰沙尔）
（唐卡斯特 谢菲尔德）
（伦敦斯坦斯泰德）
Girona（赫罗纳）
East Midlands
Lyon（里昂）
Ibiza（伊比萨）
出租车
（东米德兰兹）
Malaga（马拉加）
Edinburgh（爱丁堡）
Manchester（曼彻斯特） Lanzarote（兰萨罗特）
Las Palmas (Gran
Exeter（埃克塞特）
Naples（那不勒斯）
Canaria)拉斯帕尔马斯
Value Cabs
Glasgow（格拉斯哥）
Newcastle (纽卡素尔)
（大加那利岛）
valuecabs.co.uk
Inverness（因弗内斯）
Nice（尼斯）
Malaga
（马拉加）
028 9080 9080
Leeds/ Bradford
Palma (Majorca)
Malta
（马耳他）
（利兹/布拉德福德）
（帕尔马）
（马略卡岛）
Menorca
(Mahon)
fonaCAB
Liverpool（利物浦）
Paris Charles de Gaulle
(梅诺卡岛)（马翁）
fonacab.com
London City
（巴黎戴高乐机场）
Naples（那不勒斯）
028 9033 3333
（伦敦城市机场）
Prague（布拉格）
Paphos（帕福斯）
Manchester（曼彻斯特） Reykjavik (Iceland)
Palma Majorca（帕尔马）
Newquay（纽基）
（雷克雅未克）
（冰岛）
（马略卡岛）
Southampton
Salzburg（萨尔茨堡）
Reus（雷乌斯）
（南安普顿）
Split（斯普利特）
Rhodes（罗兹）
Valencia（瓦伦西亚）
GEORGE BEST
（乔治 贝斯特）贝尔
法斯特城市机场
belfastcityairport.com
028 9093 9093

贝尔法斯特国际机场
belfastairport.com
028 9448 4848

租车信息
Enterprise Rent A Car
enterprise.com
0800 800 227
取车/交车地点:
贝尔法斯特国际机场,
George Best
贝尔法斯特城市机场,
157 Cromac Street,
Boucher Crescent。
Europcar
europcar.co.uk
贝尔法斯特市中心
028 9032 5520
取车/交车地点:
贝尔法斯特国际机场,
George Best贝尔法
斯特城市机场, 90-92
Grosvenor Road。

Rhino Car Hire
(经纪人)
rhinocarhire.com
0845 508 9845
取车/交车地点:
贝尔法斯特国际机场,
George Best贝尔法斯特
城市机场, 贝尔法斯特
Titanic Quarter（泰坦尼
克区）以及贝尔法斯特
市中心。

Sixt Car Rental
sixt.co.uk
0844 248 6620
取车/交车地点: 贝尔法斯
特国际机场, George Best
贝尔法斯特城市机场,
Titanic Quarter 区。

Venice（威尼斯）

以上信息在发表时
准确，但是会在不提
前通知的情况下变
更。
请向航空，航运
公司查询航班和轮
船运行时刻表。

Scheduled Ferry Sailings
出发
卡琳赖安
道哥拉斯
利物浦
卡琳赖安
霍利黑德
菲什加德

到达
贝尔法斯特
贝尔法斯特
贝尔法斯特
拉恩
当莱瑞
罗斯莱尔

轮船公司
Stena Line (超快)
Isle of Man Steam Packet Co
Stena Line (ferry)
P&O Irish Sea (ferry)
Stena HSS (superfast ferry)
Stena Line (super ferry)

航程时间
2 小时15 分
2 小时45 分
8 小时
2 小时
2 小时
3 小时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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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贝尔法斯特区
Visitor Information Centre
（游客信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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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目一新的Ten Square 酒店

历经两年的大装修让这座地标性奢华酒店面貌焕然一
新。
现在，Ten Square酒店坐拥 131间豪华客房。

在市中心
尽享奢华

入住本酒店的高级顶层套房，享受
无与伦比的奢华和壮观的城市全
景。
在大型套间里和朋友们一起庆
贺特别的日子。
套间带专用露台和
大按摩浴缸。
到Loft Bar（楼顶吧 ）享用下午茶
或一杯可口的鸡尾酒。

酒店预定电话：028 9024 1001 | 邮箱：reservations@tensquare.co.uk | 网站：www.tensquare.co.uk

贝尔法斯特
的四颗明珠
（黑斯廷斯）酒店集团

在精品酒店里享受贝尔法斯特特有的热情好客
访问网站：hastingshotels.com 或致电垂询：+44 (0) 28 9047 106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