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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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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柏林
Dublin

TR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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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贝尔法斯特比较有名的建筑就是贝尔法斯特

城堡（Belfast Castle）, 城堡俯瞰贝尔法斯

特城，让人想起了辉煌的维多利亚时代。水滨

码头 (Waterfront Hall) 艺术大厅是北爱尔兰

的文化旗舰，坐落在拉根河边的贝尔法斯特市

中心，他的音乐厅和会议中心每年都吸引来自

世界各地的艺术家在此演出。而且有不少那个

时代的古董，手工艺店，和酒吧。每年的 11 月

还有一个节日叫：The Queen's International 

Arts Festival。贝尔法斯特的造船业相当有名，

哈兰沃夫造船厂曾制造了世界上速度最快，最

豪华的轮船，泰坦尼克号就是它的杰作。

贝尔法斯特
Belfast

TR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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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爱尔兰自治区的皇家波特拉什高尔夫俱乐部也是世界上最俱

挑战性的球场之一。皇家波特拉什触击球场第 5 洞的难度较大，

需要从发球台将球准确地并落在狭窄的球道上，接着再挥动8号、

9 号铁杆将球击入处于峭壁区附近的果岭。

   名字来由：站在公园 13 世纪的邓卢斯城堡遗址 (Dunluce 

Castle)上可以俯视整个球场，皇家波特拉什邓卢斯球场(Dunluce 

Course) 因此得名。

皇家波特拉什高尔夫球场
Royal Portrush Golf Cl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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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家乡村高尔夫球场
The Royal Country Down Golf Club

    人们常用三个之“最”来形容这个球场，爱尔兰岛最古老的

高尔夫俱乐部之一、世界上最美丽的球场之一、世界上最具挑战

性的球场之一。北爱尔兰皇家乡村高尔夫俱乐部是一个令人无法

用言语形容却可震撼到你心灵的地方。倚眺高大巍峨的莫恩山脉，

傍依邓德拉姆海湾，是一个货真价实的林克斯风格的高尔夫球场。

1889 年，球场正式开业。1908 年，哈里 - 瓦尔登给球场做过一些

改造，同一年，国王爱德华七世给予球场皇家头衔。

4



www.china-pt.cn

    K Club 酒店拥有迷人的餐厅、K Spa 中心、2 个

锦标赛高尔夫球场 ( 包括 Ryder Cup Palmer 球场 ) 和

田园诗般的河畔环境，散发着5星级酒店的豪华气质。 

布置精美的卧室配有带手绘作品的浴室，套房享有周

边地区和 Liffey 河的壮丽景色。所有客房均配有卫星

电视、DVD 播放机和免费无线网络连接。客人可以在 K 

Spa中心尽享奢华和放松身心，那里设有室内游泳池、

私人 Spa 浴缸、热水浴缸和多间理疗室。酒店内还提

供一个美容美发院。 

   Legends Restaurant 餐厅俯瞰着 Palmer Course

球场，供应传统食品。River Room 餐厅为小酒馆风格，

享有 Liffey 河的景色，Byerley Turk 餐厅则供应 5

星级美食。K Club 酒店位于 2 个锦标赛高尔夫球场附

近，还提供高尔夫球教练。K Club 酒店还提供各种其

他活动，包括骑马、飞碟射击和钓鱼。 

K 俱乐部
K Club

TRIP

5



www.china-pt.cn

    阿黛尔庄园(Adare Manor) ，被认为是“温

情底蕴，建筑的典范”。与路特尔斯顿城堡、

布拉尼城堡、比尔城堡庄园、本拉提城堡和阿

什福德城堡，合称为爱尔兰六大神秘。阿黛尔

庄园坐落在 Maigue 河岸，其中有高尔夫球等各

项娱乐措施。

    阿黛尔庄园其实是坐落在 Maigue 河岸英国

诺曼要塞的古老遗址，但它可谓是爱尔兰最富

有漂亮的城堡之一了。在《康德·纳斯特旅行家》

杂志举行的“2002 年度读者评选奖”活动中，

阿黛尔庄园酒店和高尔夫度假胜地曾力压群雄，

一举夺得“欧洲头号度假胜地”的美誉。

   阿黛尔庄园四周地势起伏跌宕，位于数个错

落有致的花园环抱之中。这里有世界一流的多

种设施，其中包括多种情调的住房，也包括精

心策划的高尔夫球锦标赛、豪华温泉、风景迷

人并铺设有乡村铁路的马术中心和数家各具特

色的餐馆。在这里，客人绝不会感到孤独无趣。

阿黛尔庄园
Adare Manor

TR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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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三一学院是爱尔兰最古老的大学，由伊丽莎白一世

于 1592 年创建，全称是都柏林大学圣三一学院 (Trinity 

College, University Of Dublin)。大学的建筑由两个方形庭

院组成，古老的城墙围绕着石砖建造的大楼、铺满碎石的小径

和绿油油的草坪，中间是高高的钟楼。圣三一学院是爱尔兰高

等教育的象征，不少文人学者曾就读于此。

   爱尔兰圣三一学院课程设置几乎涵盖了所有学科，包括：

自然和保健科学、系统科学、MBA、工程、建筑、电子、计算机、

文学、经济学和人文科学等。其中爱尔兰圣三一学院人文学课

程历史最为悠久，商业课的教学水平居爱尔兰之首。

圣三一学院
Trinity College

TR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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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拉尼国家公园（坐落于爱尔兰凯里郡基拉尼镇

附近，是爱尔兰建立的第一个国家公园。它的前身是

1932 年捐献给爱尔兰自由邦的莫克罗丝别墅。此后

公园被大幅度扩展，形成了面积为 102.89 平方千米

（25,420 英亩）的多样性生态系统，其中包括基拉尼

湖、国际重要橡树和欧洲红豆杉林地、以及大大小小的

山峰。它拥有爱尔兰唯一的本地红鹿群，以及爱尔兰现

存面积最大的原始森林。由于其中高质量的、多样的、

广阔的动植物栖息地，以及居住的大量物种，特别是某

些珍稀物种，该公园具有高度的生态价值。它在 1981

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指定为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网络之

一。 它也是欧盟特别保育区的一部分。

基拉尼国家公园
Killarney National Park 

TR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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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拥抱大海的波澜壮阔”——巴利巴宁球场

（Ballybunion）巴利巴宁球场是完美的林克

斯球场，因善于开发、利用自然地形而闻名。

巴利巴宁球场风景秀丽、环境幽雅、设施完善。

这里有两个 18 洞锦标赛球场，老球场和凯欣

球场，各有特色，但均属真正的林克斯球场。

球场位于壮观的北凯里海岸，处于香侬河与凯

里岬之间，美丽而崎岖的大西洋海岸形成了球

场的背景版。

   能成为一个世界级的高尔夫胜地，或许要

归功于爱尔兰令人叹为观止的自然风景。世界

上大约有 30% 的天然林克斯球场错落于爱尔兰

岛的海岸线上。在林克斯球场打球，你必须要

战胜风的力量，把球从坚硬的高尔夫球道上射

出，使其穿过一大片沙丘，并落在翠绿的草地

上——这真是一段令人激动振奋的经历，让你

意犹未尽。爱尔兰岛的球场不仅以风景著称更

以其悠久历史为人称道。1891 年成立的爱尔兰

高尔夫联盟是世界上最早的高尔夫联盟了。

巴利巴宁高尔夫球场
Ballybunion

TR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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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uinness 吉尼斯作为帝亚吉欧旗下的著名啤酒品

牌，是世界第一大黑啤酒品牌。Guinness 的品质体现在

酿造的每一个过程中。吉尼斯黑啤酒是由四种原料：大

麦，啤酒花，水和酵母酿造而成。使用烘焙的大麦酿制

的吉尼斯黑啤酒拥有特色的深色以及独特的口味。吉尼

斯黑啤酒在全世界 50 多个国家都有酿造。

吉尼斯黑啤酒厂
Guinness Storehouse

TR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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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尔兰岛高尔夫七晚八天

【全球 TOP10 大球场爱尔兰岛就占有 3个：皇家波特拉什高尔夫俱乐部部（第三位）、皇家乡村高尔夫俱乐（第四位）、巴利巴宁高尔夫球场（第七位）。另一个球场 K俱乐

部因 2006 年“莱德杯”举办场地并克林顿经常在 K 俱乐部打球也非常有名气。您知道吗？全球只有爱尔兰和英国的苏格兰有天然的海滨球场，在大西洋边上打球另有一番

趣风趣，也许还会遇到名人呢】

         主题亮点：爱尔兰七大金牌球场：皇家波特拉什球场、皇家乡村高尔夫俱乐部、K俱乐部、阿黛尔高尔夫俱乐部、巴利巴宁高尔夫球场、沃特维尔球场、福塔岛球场

          出发地：贝尔法斯特，结束地：科克

          天数：境外 8天

 途经城市：贝尔法斯特、波特拉什、纽卡斯尔（北爱）、都伯林、基尔代尔、利默里克、阿黛尔、利斯托韦尔、基拉尼、沃瓦特维尔、科克、金塞尔

          途经景点：贝尔法斯特市政厅、贝尔法斯特维多利亚大街、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贝尔法斯特和平墙、皇家波特拉什球场、皇家乡村高尔夫俱乐部、K俱乐部、K水疗中心、

圣三一学院、国家美术馆、梅里安乔治式广场、吉尼斯黑啤酒厂、阿黛尔高尔夫俱乐部、Banratty 城堡、阿黛尔庄园、阿黛尔庄园豪华温泉、阿黛尔庄园马术中心、巴利

巴宁高尔夫球场、基拉尼国家公园、沃特维尔球场、Mockross 别墅、福塔岛球场、金塞尔小镇

          行程标签：高尔夫、SPA、酒文化、乡村、美食、城堡、马车、垂钓、游艇

          产品属性：主题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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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期 行 程 交 通 内 容 住宿 用 餐

1

贝尔法斯特
$100KM
波特拉什
$100KM

贝尔法斯特

v

08：00 酒店早餐
09：00游览市容：贝尔法斯特是一座现代的繁华城市,市政厅气势恢弘，

那里曾经举办过泰坦尼克号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等重大事件的纪念
盛事；繁华的维多利亚大街上有着从古老的传统酒吧到适合各种
口味的背景音乐的高品位酒吧。女王大学是英国著名的高等学府。
著名的政治壁画和和平墙让你对历史上的北爱问题有全面了解。

10：30 乘车波特拉什球场
12：00 午餐
13：00参观皇家波特拉什球场，或在【皇家波特拉什球场】*打高尔夫：

在美丽的北爱尔兰 Antrim Causeway 海岸上，宽广的海岸线、庞
大的沙丘组成了一个大三角型，西望 Donegal 山，北临 Islay 岛
与南 Hebrides 群岛，东依 Giant's Causeway 和 Skerries，四
面宏伟的景观一览无余，也是一个典型的林克斯风格的球场。这
里可以远眺 13 世纪 Dunluce 古堡的遗址，Royal Portrush 也因
此被称为著名的 Dunluce 球场。1951 年，Royal Portrush 举办
了英国公开赛，这也是唯一一个不在大不列颠本土举办的英国公
开赛，那一年的冠军是 Max Faulkner。2003 年，英国女子公开
赛业余冠军赛在这里举行。而每年的 7月，这里还主办北爱尔兰
业余公开赛。

16：00 乘车返回贝尔法斯特
18：00 晚餐
19：00 入住当地酒店休息。

贝尔法斯
特

早 /中 /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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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贝尔法斯特
$60KM

纽卡斯尔（北爱）
$170KM
基尔代尔

v

08：00 酒店早餐
09：00 乘车前往皇家乡村高尔夫俱乐部
10：00 参观皇家乡村高尔夫俱乐部，或在【皇家乡村高尔夫俱乐部】*

打高尔夫：爱尔兰皇家乡村高尔夫球场的秀美风光与它的挑战
性齐名远扬，石楠花和金雀花簇拥的球道在巨大的沙丘下辗转
曲折，轮廓精巧的果岭周围是野草丛生的沙坑，不远 处就是湛
蓝的大海，到处是一片宁静安详的景色。球场就像是大自然专
门孕育出来的一样，在设计师为它规划调整打球区、果领和沙
坑以前，90% 以上的沙丘地带 已经沿着陆地天然地形成了高尔
夫球场的雏形。此外，它东临深蓝色的爱尔兰海，变幻莫测的
海风给本来就是陷阱重重的球场增加了诸多难度，因而也被认
为是世界 上最具挑战性的球场之一。

13：00 午餐
14：00 乘车前往都伯林
17：00 晚餐
18：00 乘车前往基尔代尔 K俱乐部豪华酒店
19：00 在【K 水疗中心】* 彻底放松：K Club 中最受欢迎的是曾经风

靡于欧洲上流社会的 K Spa。其中共有 6 个独立套房，2 间理疗
室和一个进行爱尔兰传统水疗的区域。其特色在于将全身护理、
浴疗、土耳其搓澡、泥浴及维希矿泉浴有机融合。

基尔代尔 早 /中 /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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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尔代尔
$40KM

都伯林 $40KM
基尔代尔

v

08：00 酒店早餐
09：00 参观 K 俱乐部，或在【K 俱乐部】* 打高尔夫：K CLUB 早就凭

借其顶尖的高尔夫设施、超豪华的住宿条件及独具特色的 SPA
项目成为最受欧洲上流社会青睐的极乐场所之一。拥有 K Club
的会员资格就意味着可以在这里终身坐享奢华。K Club 的两个
18 洞高尔夫球场都是由高球名宿阿诺德·帕尔默设计，一个是
沿 Liffey 河而建的 Smurfit 球场，另一个是 Liffey 河对岸的
palmer球场。其中，Smurfit球场的第7洞为帕尔默的签名球洞。
两个球场相得益彰，皆因品质卓越而著称。克林顿经常在 K 俱
乐部打球，也曾在 06 年成功举办“莱德杯”大赛

12：00 午餐
13：00 乘车前往都伯林
14：00 开始都柏林市区游览：【圣三一学院的图书馆】和【凯尔经】

*：位于爱尔兰首都都柏林，是 1592 年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
下令为 " 教化 " 爱尔兰而参照牛津、剑桥大学模式而兴建。为
英语世界七大最古老大学之一，到 18 世纪已基本形成目前的规
模。都柏林圣三一学院老图书馆 (Long Room) 久负盛名，藏有
大量的珍贵著作，其中由修道士于 9 世纪完成的 " 凯尔特经典
"(The Book of Kells) 极为珍贵。这部书源于中世纪早期教会
发展的黄金时期，以拉丁文写成，是爱尔兰古代历史上最完美
的手写巨著，记述了当时的宗教、文化、艺术等发展情况，其
中包括耶稣、圣母与圣子、圣约翰和圣马休的肖像插图。稍后
游览【国家美术馆】，【梅里安乔治式广场】, 游览闻名世界
的【吉尼斯黑啤酒酒厂】*：这是爱尔兰的国宝，也是全世界最
大，也是最知名的黑啤品牌。从它的诞生之日到现在，已经有
将近 300 年。吉尼斯先生用自己的名字命名这种黑啤酒，而这
种啤酒也成长为世界的知名品牌。百年品牌不仅是是制作工艺，
而且也是营销的艺术。其实，吉尼斯世界记录正是吉尼斯啤酒
公司的一个成功创意，其目的是提升吉尼斯品牌的知名度。

17：00 晚餐
18：00 返回基尔代尔
19：00 入住基尔代尔 K俱乐部豪华酒店。

基尔代尔 早 /中 /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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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基尔代尔
200KM
阿黛尔
$20KM

利默里克
$20KM
阿黛尔

v

08：00 酒店早餐
09：00 乘车前往阿黛尔
12：00 午餐
13：00 参观阿黛尔庄园，或在【阿黛尔高尔夫俱乐部】* 打球：由传

奇人物罗伯特琼斯设计，这个雄伟的设计为他赢得了良好的国际
赞誉，也成为了他的得意之作之一。这是一个18洞的锦标赛球场，
于 1995 年开始投入使用。阿黛尔庄园一直是保护精美的公园，
拥有众多壮观的成熟树木，并纳入水功能，包括在前九洞的一个
14 英亩的湖泊，以及麦格河蜿蜒贯穿着整个球场，使整个球场设
置都充满了挑战性。阿黛尔高尔夫俱乐部地理位置优越，距离香
农机场仅 25 分钟，从都柏林出发也在两个小时车程之内。阿黛
尔庄园高尔夫球场被爱尔兰高尔夫月刊评委爱尔兰第一的内陆高
尔夫球场。

16：00 乘车前往利默里克
17：00 参观【Banratty 城堡】*：本拉提城堡的最初建构者是 13 世纪

的一名叫托马斯的诺尔曼人，由于战争的关系，古堡的主人几经
更换，它是爱尔兰保存最完整修复最彻底的城堡。

19：00 享用史称 "世界著名的【本拉提中世纪晚宴】*”：几十年来每
天傍晚都会有一场如同中世纪时家宴的宴会，先是一段古典音乐
会，然后入席，宴会上提供的是特别的传统美食和酒饮。这样的
晚宴每晚都全部订出。

21：00 返回 Adare 庄园酒店休息。

阿黛尔 早 /中 /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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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黛尔
$70KM

利斯托韦尔
$80KM
基拉尼

v

08：00 酒店早餐
09：00在阿黛尔庄园自由活动：庄园占地面积达840英亩，森林、湖泊、

草甸、城堡融为一体，起伏的草坡，一眼望不到边的森林，庄园
四周地势起伏跌宕，位于数个错落有致的花园环抱之中。这里有
世界一流的多种设施，其中包括多种情调的住房，也包括精心策
划的【阿黛尔庄园豪华温泉】*、风景迷人并铺设有乡村铁路的【阿
黛尔庄园马术中心】* 和数家各具特色的餐馆。在这里，你绝不
会感到孤独无趣。

12：00 午餐
13：00 乘车前往利斯托韦尔
14：00 参观巴利巴宁高尔夫球场，或在【巴利巴宁高尔夫球场】* 打

高尔夫：如何才能体会到高尔夫的惊险与刺激？很简单：去林克
斯球场，而巴利巴宁老球场无疑是这些球场中的代表。这里，是
爱尔兰高尔夫球的精神领地，站在碧海蓝天的球场上挥杆的瞬间，
你已找到如何成为一名真正高尔夫球手的答案。了解她就会更爱
她当你在爱尔兰喝下著名的吉尼斯酒烈性啤酒，并品尝了用威士
卡沙司烹调的美味烤肉之后，穿过香农河进入凯里郡，便可来到
被高尔夫球迷公认为的“不列颠群岛十佳高尔夫球场”之一的著
名林克斯球场——巴利巴宁老球场。老球场建造于 1893 年，之
后又经过多次改造，恐怕已经没有人能确切地说出最初的设计者
是谁。难以相信，这里曾经是个藉藉无名的小地方，后来因为被
一些顶级职业球手发现而成为爱尔兰最好的锦标赛球场，5 次英
国公开赛得主汤姆·沃森（Tom Watson）称它为“世界上最好、
最美的林克斯风格球场”，并于 1995 年对这个他钟爱的百年球
场进行了更新，将其更美丽的容颜展现在世人面前。

17：00 乘车前往基拉尼
18：00 晚餐
19：00 入住当地酒店休息。

基拉尼 早 /中 /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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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基拉尼
$80KM

沃特维尔
v

08：00 酒店早餐
09：00 参观美丽的【基拉尼国家公园】：基拉尼国家公园坐落于爱尔

兰凯里郡的基拉尼小镇（Killarney），建立于 1932 年，占地
面积 102 平方公里，为爱尔兰第一个国家公园，是爱尔兰唯一
的马鹿群栖息地，也是爱尔兰拥有最大天然森林的国家公园。
森林公园内可安排【马车】*、【钓鱼】*、【游艇】*等活动，
或参观维多利亚女王曾经下榻过的【Mockross 别墅】*

12：00 午餐
13：00 乘车前往沃特维尔球场
14：00 参观沃特维尔球场，或在【沃特维尔球场】* 打高尔夫：高尔

夫球爱好者的天堂，沃特维尔高尔夫球场被评为第五届英国和爱
尔兰最好的高尔夫球场。

17：00 游览沃特维尔小镇：在爱尔兰是非常受欢迎的度假胜地，也曾
很长时间受到查理 • 卓别林的喜爱。沃特维尔拥有美丽的海滩，
是钓鱼爱好者大显身手的最佳地点。沃特维尔镇是 18 世纪由爱
尔兰贵族巴特勒家族命名并建立，小镇随着大西洋海岸线绵延，
将 Ballinskellings 海湾纳入怀中。沃特维尔镇一直以默片大师
卓别林曾举家拜访为豪。卓别林左手拄着拐杖的铜像静静地矗在
街旁，映着背后的海天一色，迎接游客们的光临。他的女儿约瑟
夫 • 卓别林对于沃特维尔情有独钟，并买下了一栋白色房屋以缅
怀她的父母。约瑟芬 • 卓别林还赞助举办了首届纪念查理 • 卓别
林的“喜剧电影节”。喜爱卓别林的游客可以选择 8 月 25 日 -8
月 28 日来沃特维尔参加卓别林喜剧电影节（Charlie Chaplin 
Comedy Film Festival），在卓别林的诙谐中重温那忘却的怀念。

18：00 晚餐
19：00 入住 Waterville House 酒店休息。

沃特维尔 早 /中 /晚

TRIPTR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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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沃特维尔
$180KM
科克

v

08：00 酒店早餐
09：00 乘车前往科克
12：00 午餐
13：00 参观福塔岛球场，或在【福塔岛球场】* 打高尔夫：拥有 18

洞的锦标赛高尔夫球场，上一次举办爱尔兰公开赛是 2002 年，
当时的冠军被丹麦球手索伦 - 汉森夺走。这座位于爱尔兰最南
部的科克郡的高尔夫度假村也举办了 2001 年的爱尔兰公开赛，
八届欧巡赛奖金王科林 - 蒙哥马利在那里拿下了自己三场爱尔
兰公开赛胜利的最后一场。如今，中国投资商 The Kang Group 
Worldwide 于 2013 年 9 月 27 日买下了福塔岛度假村，又将欧巡
赛带回了这座迷人漂亮的高尔夫度假村，而中国投资商也大力支
持爱尔兰公开赛，成为赛事的赞助商。爱尔兰公开赛于 2014 年
搬到福塔岛度假村，得到了前世界头号球手麦克罗伊和 2014 年
莱德杯欧洲队队长保罗 -麦克金尼的支持。

18：00 晚餐
19：00 入住 Waterville House 酒店休息。

科克 早 /中 /晚

8

科克
$50KM
金塞尔
$50KM
科克

v

08：00 酒店早餐
09：00 乘车前往金赛尔
10：00 游览金塞尔是著名的海滨度假小镇，位于科克市南部。1601 年

西班牙人到达金塞尔，随后金塞尔成为一个造船港口。如果是旅
游季节，这里会变得异常的热闹，酒吧、餐厅到处是欢乐的海洋。
这里有十二、十三世纪的教堂和城堡，气候宜人，风景如画，是
海滨避暑胜地。市南 11 公里处为老金塞尔角，有灯塔。金塞尔
的节日也非常有趣，9 月的艺术节，来自世界各地的艺术家将表
演 10 天。另外在 10 月第一个周末还举行 4天美食节。

13：00 午餐
14：00 返回科克
15：00 抵达科克

—— 早 /中 /晚

          行程中加粗部分为景点，未标明注解景点为外观景点，一般是不对外开放；标有“【  】”并黑色字体景点为首道免费入内景点，可能有中文耳机或其他收费项目；

标有“【  】”并蓝色字体加“*”景点为收费景点，如客人不特别要求入内的情况下自动视为外观。若行程中涉及协议中进入参观的收费景点临时关闭情况 ，我方

选择更换类似景点或退门票的方式处理，敬请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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