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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塔茶室 

"素食天堂"

The Lighthouse Tearoom是城市中心最受欢迎的素食和素食之一，它不仅会
以其可爱的内饰吸引您，而且还会带来丰盛的美食。在早晨，可以品尝精美
的茶，咖啡，腐烂的蛋糕和家庭烤饼。在2012年开业的他们的午餐和晚餐菜
单可能很小，但是它们提供了一系列素食和素食菜肴，这些菜肴将会让您想
要更多。

 lighthousevegetarian@gmail.com  8 Abbeygate Street Upper, 加維

 by Vita Marija Murenaite
on Unsplash   

面团兄弟 

"比萨爱"

面团兄弟公司提供真正的木制有线比萨饼，从他们的心中烘烤，充满每一个
面包屑的爱情，这一切都表明，他们的成功从开始作为一个街头食品卡车在
市场，活动和派对上开放他们的弹出餐厅在市中心一周年。他们只使用最好
的配料和新鲜的当地产品，他们的手工面团和自制酱是这家餐馆的骄傲。赶
上厨师的行动，因为你的比萨饼扔在你面前烤。用手工啤酒作为伴奏品尝他
们的作品。

 +353 871761662  www.thedoughbros.ie/  thedoughbros@hotmail.com  1 Middle Street, Cathedral
Buildings, 加維

 by yasioo   

莱昂尼达斯巧克力 

"美味的手工比利时巧克力"

莱昂尼达斯提供了一个令人垂涎的好比利时巧克力。该店是爱尔兰众多品牌
之一，提供六十种不同的品种，包括果仁糖，松露，利口酒和鲜奶油。各种
各样的展示盒可用于各种场合。 Leonidas还出售葡萄酒和巧克力的礼篮。

 Eyre Square Centre, Eyre Square, 加維

 by sharonang   

麦坎布里奇的 

"美食食品葡萄酒"

这家历史悠久的家族企业拥有忠实的顾客忠诚基础。除了在这里提供的各种
各样的精美食品，拐角处还有一个更大的现金和杂货店，提供一系列散装货
物。 McCambridge's有一个很好的奶酪的选择，也携带了Epicure系列和非常
好的咖啡。精选的葡萄酒和啤酒也可供选择。在熟食店柜台准备自制三明治
，加入各种可能的馅料和面包。

 +353 91 56 2259  mccambridges.com/  retail@mccambridges.com  Shop Street, 加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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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Irenna86   

Blacoe的 

"精美手工制作的首饰"

这位珠宝商在爱尔兰西部拥有手工制作的珠宝最好的声誉之一。这家商店由R
obert Blacoe和他的工匠团队经营。有多种Claddagh戒指可供选择，包括黄
金，白金和白银。传统的Claddagh戒指和Blacoe自己的风格都在展出。千年
之环，螺旋环和着名的凯尔特十字架的选择范围很广。这些订单可以从全球
各地采取。

 +353 91 56 8556  uniregistry.com/market/
domain/blacoe.com

 info@blacoe.com  Shop Street, 加維

 by StockSnap   

查理拜恩的书店 

"在戈尔韦中央书虫的天堂"

“查理”（Charlie's）是一家名副其实的书店，它的角落里充斥着各种各样
的二手书。独立的部分包含历史，心理学，哲学，科学和旅游名称，而查理
伯恩书店的前部有一个广泛的流行小说。一个舒适而全面的儿童部分可以在
后面找到。许多当地人来这里，浏览了几个小时，因为他们赶上当地的八卦
，墙上总是有海报，描绘即将到来的文化活动。

 +353 91 56 1766  charliebyrne.ie/  info@charliebyrne.ie  Middle Street, Cornstore
Mall, 加維

 by summa   

Cloon Keen工作室 

"香水手工制作"

Cloon Keen Atelier坐落在一个可爱的17世纪的空间，是一个爱香的人的天
堂。这个广受赞誉的香水成立于2002年，以其工匠的气味，身体护理，蜡烛
和精湛的工艺为自己打造了一个利基。浏览他们高雅的精品店，展示他们的
产品。如果你有一个蜡烛和香水日元不要错过这个地方。

 +353 91 56 5736  cloonkeen.com/  info@cloonkeenatelier.co
m

 21 A High Street, 加維

 by Jen SFO-BCN   

卡瓦酒窖 

"西班牙语在戈尔韦"

餐馆老板JP McMahon和DrigínGaffey的创意，Cava Bodega是位于市中心的着
名小餐馆和酒吧。这是西班牙小吃和葡萄酒镇上最好的地方之一。他们的公
共空间有一个质朴的外观，它是欢迎和悦目的。受伊比利亚美食启发的菜单
采用当地和工匠生产的食材。覆盖西班牙的长度和广度，其广泛的票价突出
了50多个小吃菜肴。如果您在国外旅行时遇到一些不寻常的菜肴，也可以要
求菜单中没有的菜肴。不能留下他们同样值得注意的甜点菜单。他们的酒单
按葡萄酒的性质分类。所有这些都是从西班牙进口的。一个值得品尝的经验
，卡瓦酒窖，是一定要呵护你，宠坏你，让你感到特别的异国情调的饭菜，
让你渴望更多。

 +353 91 53 9884
(Reservations)

 www.cavarestaurant.ie/  bookings@cavarestaurant.
ie

 1 Middle Street Mews,
Middle Street, 加維

 by Mike Pellinni on 
Unsplash   

Goyas美食 

"来自戈尔韦最好的法式蛋糕店的美味佳肴"

戈雅是坐在戈尔韦最好的地方之一，他们提供一些最好的烘焙食品。这间通
风的咖啡馆位于城市美丽的中世纪区域，当您进入时，新鲜烤制的蛋糕气味
弥漫在空气中。各种各样的蛋糕，糕点和其他食物比比皆是，配以茶或新鲜
的现磨咖啡。这个咖啡馆也是完全不吸烟的，在爱尔兰是一件难得的事情。

 +353 91 56 7010  www.goyas.ie/  info@goyas.ie  2-3 Kirwins Lane, 加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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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Mack_L   

麦克唐纳的海鲜屋 

"最好的爱尔兰海鲜"

McDonagh's Seafood House是爱尔兰最好的海鲜餐厅之一。位于城市的古老
中世纪部分，它分为高档的鱼和薯条店和坐在餐厅之间。在“纽约时报”，L
e Guide Du Routard和爱尔兰新闻界，这些海鲜已经获得了一系列奖项和好
评。从当地渔民的捕捞是由McDonagh的，离开船只几个小时后，新鲜烟熏三
文鱼是世界闻名。

 +353 91 56 5001  www.mcdonaghs.net  fish@mcdonaghs.net  Quay Street, 加維

 by NadineDoerle   

奥格雷迪在码头上 

"海湾海鲜"

这家屡获殊荣的餐厅为客人提供美味的新鲜海鲜，在优雅的环境中享有戈尔
韦湾景色。 O'Grady's码头自2000年首次开放以来，已经成为深受欢迎的最
受欢迎的食物。选择包括蒸贻贝，太平洋牡蛎和螃蟹等美味选项的菜单，还
有嫩牛排，鸭肉和素食菜肴这是神圣的。甜品和葡萄酒的选择也值得一试，
但是，O'Grady's最擅长的是海鲜。准备使用当天的新鲜捕获，菜单上的每道
菜都充满了正宗的味道。在码头的O'Grady's停下来享受一顿休闲的家庭午餐
，或者与那个特别的人共进一次浪漫的晚餐。

 +353 91 59 2223  www.ogradysonthepier.com/  Off Barna Road, Seapoint, Bar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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