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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休息室 

"爱尔兰狂欢在罗马"

Scholars Lounge位于市中心，可从大多数旅游景点轻松抵达，是放松身心的
好地方，供您品尝饮料，美食和观看您最喜爱的比赛。这个爱尔兰酒吧和木
制装饰的运动酒吧将由于其布局提醒您一个教堂。爱尔兰着名文人和诗人的
版画在墙壁上摆着爱尔兰国旗。虽然日子平静，但夜晚却完全不同。熙熙攘
攘的外籍人士，学生，旅行者和更多的人，休息室有一个更加生动和喜庆的
环境。体育酒吧配有宽屏电视，让体育迷们可以享受他们的比赛以及一些惊
人的吉尼斯或其他饮料。酒吧提供各种啤酒，酒吧食物，还提供意大利面包
，鸡肉咖喱和其他一系列的美食。现场音乐 - 摇滚，流行或放克，卡拉OK之
夜和每周的测验之夜使其更具娱乐性。工作人员是英语口语，是城市中最友
好的人之一。

 +39 06 6920 2208  www.scholarsloungerome.
com/

 info@scholarsloungerome.
com

 Via Del Plebiscito 101b,
罗马

 by Johann Trasch on 
Unsplash   

纳格的头 

"与现场音乐的苏格兰客栈"

年轻的乐队经常在这个苏格兰风格的酒吧里演奏，从周四到周日，这个酒吧
变成了深夜的迪斯科舞厅。它提供生啤酒，如双麦芽激流回旋，吉尼斯和麦
当劳，传统的意大利菜肴和德州墨西哥食品，以及苏格兰和爱尔兰餐。

 +39 06 679 4620  www.nagshead.it/  info@nagshead.it  Via 4 Novembre 138B, 罗马

 by eggbank on Unsplash   

圣三一学院罗马 

"有都伯林天才的繁忙的酒吧"

来罗马，喝一杯新鲜的啤酒！在罗马市中心Via del Corso附近的这家颇受欢
迎的爱尔兰酒吧里，您可以尽情享受美食。装饰，书架上的书籍，爱尔兰文
物以及维多利亚时代建筑墙壁上的图画，给予了赞助人在图书馆参加聚会的
感觉。全天供应生啤酒，三明治，沙拉和热菜。不要忘记尝试优质的爱尔兰
咖啡！

 +39 06 678 6472  www.trinity-rome.com/  info@trinity-rome.com  Via del Collegio Romano 6,
罗马

 by jeffreyw   

芬尼根爱尔兰酒吧 

"对于回到大气层"

这个简单的，非正式的木制家具的酒吧非常受当地人和游客的欢迎。 Finneg
an的工作人员致力于营造温馨亲切的氛围，提供Becks，Kilkenny，Guinness
和Harp等经典生啤酒以及各种酒吧小吃。赶上现场足球行动在这里。

 +39 06 474 7026  www.finneganpub.com/  Via Leonina 66, 罗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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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Amie Johnson on 
Unsplash   

阿尔伯特 

"维多利亚时代的优雅在罗马"

阿尔伯特是当地人和游客中颇受欢迎的酒吧，在罗马重现爱尔兰酒吧风光。
它可能是罗马最优雅的酒吧，它完全配有从墙纸到厕所的进口英式家具和物
品。对于英国文化或思乡游客的爱好者，有卫星电视与美国和英国的节目。
各种小吃，沙拉和汉堡都伴随着各种各样的啤酒。

 +39 06 481 8795  Via del Traforo 132, 罗马

 by Archeologo   

醉酒的船 

"在广场坎波德菲奥里"

这个迪斯科舞厅的成功归功于它在罗马市中心的战略地位。 “醉酒船”的气
氛是欢迎的，由于大量的年轻人，当地居民和游客被发现在里面。有一个很
好的啤酒，鸡尾酒和小吃的选择。龙舌兰派对往往是有组织的，并与DJ有各
种音乐之夜。

 +39 06 6830 0535  info@drunkenship.com  Campo de'Fiori 20/21, 罗马

 by SocialButterflyMMG   

La Botticella 

"意大利Steelers酒吧！"

如果你想在罗马找到一些美国和钢人的粉丝，那么前往波提切拉（La Bottic
ella），在那里你会找到一位加拿大风情迷人的罗马老板乔瓦尼·波吉（Gio
vanni Poggi），等着欢迎你。舒适的酒吧设有户外座位，提供令人印象深刻
的葡萄酒，新鲜水果鸡尾酒，诱人的叮咬以及各种当地美国和欧洲啤酒。 La
Botticella是意大利匹兹堡钢人队的官方酒吧，您可以在这里观看所有主要
的体育赛事，同时享受美好的时光。干杯!

 +39 06 686 1107  labotticellaroma@gmail.com  Via di Tor Millina 32, 罗马

 by Engin_Akyurt   

爱尔兰剧院 

"最好的爱尔兰酒吧之一"

这家爱尔兰酒吧就位于罗马最繁华的地段，在这里，你还可以感受到一点爱
尔兰风情。这里有电视、视频和现场爱尔兰音乐表演。这里还提供热菜和冷
自助餐，还有吉尼斯生啤酒和各种苏格兰、爱尔兰威士忌。酒吧在白天还推
出“快乐午餐”，在下午还有茶和精美茶点。这家好客的酒吧是罗马最好的
酒吧之一，而且是典型的爱尔兰式酒吧。酒吧里有很多小房间，都是用一条
窄窄的长廊而连通的。

 +39 06 686 1341  www.abbey-rome.com/  abbeypub@hotmail.com  Via del Governo Vecchio
51-53, 罗马

Birreria Trilussa 

"混搭＆Bingle"

Birreria Trilussa在当地非常有名，本周几乎所有的夜晚都挤满了人。这个
地方很古朴，游客通常站在酒吧旁边喝着饮料。老啤酒厂是相当有名的，非
常赞赏。分布在四个房间，共约300个座位，还提供户外座位。菜单提供各种
饮料和一些小吃，沙拉和三明治。菜单还包括从60种意大利面和50种比萨饼
的各种美味的项目。这是一个很好的饮料和混合的地方。您可能也想要庆祝
小型私人活动和聚会。提前打电话了解更多信息。

 +39 0 6581 9067  Via Benedetta 19, 罗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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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pasevichbogdan   

G Dee Jay酒吧 

"摇滚你的世界"

Dee Jay酒吧是特拉斯提弗列区的一家时尚酒吧。这是一个很好的去处，在当
地人和游客中非常受欢迎。他们的菜单提供各种鸡尾酒和典型的酒吧饮料陪
伴饮料。在顶层广播体育节目中传播的两个故事，是一个喧闹的空间;而低音
层则充满了RnB和hip-
hop音乐，是一个更安静的空间。这个地方也接受主要的信用卡。

 +39 347 994 1825  g.djbar@hotmail.it  Vicolo del Cinque 60, 罗马

 by Scott Mattoon   

提琴手的手肘 

"真正的爱尔兰欢迎"

尽管这个城市里最古老的酒吧，The Fiddler's Elbow仍然保持着罗马夜生活
的最佳位置，其令人印象深刻的促销活动，食品和饮料清单及其所提供的有
趣选择。这个着名的爱尔兰酒吧总是挤满了居民和路过的游客。这是一个很
好的地方，可以在相邻的许多小房间中的任何一个中闲逛，或者玩飞镖或游
泳池。有很多选择的啤酒，如吉尼斯，贝克斯和基尔肯尼，以及酒吧的食物
和小吃。现场电视屏幕还举办流行的比赛放映。

 +39 06 487 2110  www.thefiddlerselbow.co
m/fiddlers_rome/rome_eng
/welcome.htm

 fiddlerrome@fastwebnet.i
t

 Via dell'Olmata 43, 罗马

 by Leighann Blackwood on 
Unsplash   

德鲁伊的书房酒吧 

"活泼的爱尔兰酒吧"

Druid Den's Pub酒吧是着名的酒吧，深受罗马爱尔兰和英国人的欢迎。爱尔
兰风格的环境和家具营造出都市生动的氛围。凯尔特人音乐晚会在德鲁伊的D
en Pub俱乐部举办，由Guinness和Kilkenny的草稿协助。人们也可以发现年
轻的人群在各种电视屏幕上播放的现场比赛中欢呼雀跃。飞镖板也是人们争
相争夺的地方。更严重的人还可以关注这里播出的24X7新闻直播。

 +39 06 4890 4781  www.druidspubrome.com/  druidsdenrome@gmail.com  via di San Martino ai
Monti 28, 罗马

 by Edward Franklin on 
Unsplash   

莫里森 

"爱尔兰水坑"

这家温馨的爱尔兰酒吧深受游客和罗马人的欢迎。酒店提供国际美食和各种
小吃，酒吧提供来自吉尼斯集团的生啤酒和爱尔兰和稀有的苏格兰打蛋器。
以木材装饰时尚，还有独特的个人风格，如旋转的灯光。

 +39 06 322 2265  www.morrisons.it/  Via Ennio Quirino Visconti 88, 罗马

 by Tatiana Rodriguez on 
Unsplash   

L'Oasi della Birra 

"对于啤酒爱好者"

在L'Oasi della Birra，啤酒控制着菜单。生啤酒有很多种选择，从Weiss到
Marzen，去啤酒节，萨尔瓦多，还有圣诞啤酒。有各种各样的食物，从小吃
到汤，以补充你的热闹的饮料。

 +39 06 574 6122  enopalombi@gmail.com  Piazza Testaccio 38/41, 罗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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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Gerrie van der Walt on 
Unsplash   

Fonclea 

"意大利艺术家演奏的现场音乐"

这里经常有人因为要欣赏这家罗马酒吧的现场音乐。Fonclea仅仅是一间在两
个地下室的酒吧而已，但这里的装饰却让人感到舒适放松。这里其中一个地
下室房间是专门为意大利乐队的现场表演而设的。而另外一个房间则比较安
静，是朋友聚会的好地方。Fonclea还提供一系列的三明治、前菜和沙拉。

 +39 06 689 6302  www.fonclea.it/sitofonc
lea/index.html

 fonclea@tiscali.it  Via Crescenzio 82A, 罗马

 by TheFork 

谭潭 

"丛林疯狂！"

谭潭访问不只是饮料，这本身就是一种冒险。一个酒吧和更多的丛林主题嘉
年华，多年来已经分支出来，并增加了“比萨店”的描述。即使进入这个丛
林也不是正常的。有一张幻灯片，你需要先得到。即使在里面，疯狂仍在继
续，如果你想在舞台上观看音乐表演，你必须使用绳索桥。潭潭是一个以充
分娱乐的方式带出内心的孩子的地方。

 +39 3472335786  tamtampub@libero.it  Via Attilio Mori 11, 罗马

加入我们:

cityseeker.com

条款及条件  |   隐私政策  |   应用程序接口  |   联系我们  |   版权 2022 CITYSEEKER

Powered by TCPDF (www.tcpdf.org)

https://unsplash.com/@gitfo?utm_source=eventseeker&utm_medium=referral
https://unsplash.com/?utm_source=eventseeker&utm_medium=referral
https://unsplash.com/license
https://cityseeker.com/zh/rome/134479-fonclea
https://www.thefork.it/ristorante/tamtam-ristopub-r549711?cc=56873-f81
https://cityseeker.com/zh/rome/789782-谭潭
http://cityseeker.com
https://cityseeker.com/doc/wCities - Terms of Service 2012.doc
https://cityseeker.com/doc/wCities-Privacy_Policy.doc
http://wcities.com/
https://cityseeker.com/san-francisco/about-us
http://www.tcpdf.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