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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柏林城堡 

"爱尔兰时期的总督府"

都柏林城堡象征着英国700年的统治，自从盎格鲁-诺曼人在这里建立了他们
的堡垒。后来，这座城堡成为英国任命的爱尔兰总督的总部。直到1922年才
最终移交给爱尔兰爱尔兰自由。城堡的公寓里设有装饰豪华、精美的房间，
而铺满了正式的花园地毯增添了诱人的环境。城堡的结构中隐藏着具有历史
意义的徽章和收藏品，就像奥兰治国王威廉捐赠的庄严的王座，以及现在解
散的圣帕特里克骑士的各种旗帜。城堡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座办公大楼的建筑
物；被用于国事活动和许多政府机构都设在这里。城堡将历史和艺术融为一
体，举办了一系列以历史和艺术为中心的展览。城堡庭院也是华丽的皇家教
堂和华丽的 切斯特·比替图书馆Chester Beatty Library .。这座宏伟的城
堡确实是都柏林最无价的财产之一，是一扇通往了解这个国家不朽的中世纪
历史的窗户。

 +353 1 677 7129  www.dublincastle.ie/  dublincastle@opw.ie  2 Dame Street, 都柏林

 by Tim Tregenza   

马什的图书馆 

"波光粼粼的文学世系"

马什图书馆建于1701年，是爱尔兰历史最悠久的公共图书馆。建筑师威廉·
罗宾逊爵士也设计了很多都柏林城堡。受都柏林大主教大主教纳西索斯·马
什（Narcissus Marsh）委托，它于1707年开放。图书馆坐落在一座辉煌的安
妮女王大厦内，藏在圣帕特里克大教堂后面，置身于非常漂亮的正式花园中
。图书馆的内部装饰很好，装饰着书架的镀金山墙和高高耸立在书架上的斜
角。参观者可以看到读者被锁定的笼形凹室，他们希望学习珍本书籍。前几
个世纪的书籍收藏引起了极大的兴趣。

 +353 1 454 3511  www.marshlibrary.ie/  keeper@marshlibrary.ie  St. Patrick's Close,
都柏林

 by William Murphy   

剑桥大学三一学院 

"爱尔兰总理大学"

Trinity是伊丽莎白一世于1592年创立的，是都柏林大学爱尔兰最古老，最负
盛名的高等教育中心的唯一成员。大学课程分为三大学院，25所学院提供本
科和研究生学位和文凭课程。三一学院以其严格的入学流程而闻名于学术领
域，也被评为世界前150名大学之一，吸引了来自全球的雄心勃勃的学生。尽
管它位于都柏林市中心，但校园却保留着宁静的空气，令人愉悦的新旧建筑
可以俯瞰一系列的四合院或庭院。其中，标志性的钟楼和礼拜堂是最着名的
，与图书馆一起藏着大量古籍和稀有的手稿;其中最受尊敬的是“凯尔斯之书
”（Book of Kells）。这本手稿的历史可追溯到公元800年，其中包含了340
部作品，这些作品展示了新约四部福音书。如今，三一学院或都柏林附近的
伊丽莎白女王圣三一学院正式名称，是都柏林最受欢迎的旅游景点之一，也
是其最顶尖的教育机构。

 +353 1 896 1000  www.tcd.ie/  admissions@tcd.ie  College Green, 都柏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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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Liamfm .   

邮政总局 

"复活节上升的家"

1818年由弗朗西斯•约翰斯顿（Francis
Johnston）设计，奥康内街（O'Connell Street）的邮政总局（GPO）被称为
1916年复活节起义的遗址。爱尔兰志愿者星期一在复活节星期六抓住了这座
建筑物，并且连续六天与英国人对抗，直到GPO被起火。该建筑在1929年完全
恢复。在里面，矗立着一座铜像，描绘了神话爱尔兰战士库楚拉因的死亡，
献给那些在起义中死去的人。
GPO已经获得了标志性的地位;示威和抗议活动经常在外面举行。

 www.anpost.com/About/History-
Heritage/History

 info@gpowitnesshistory.ie  O' Connell Street, 都柏林

 by bjaglin   

修道院剧院 

"爱尔兰的历史的国家戏院"

由W.B.创立于1904年叶芝和格雷戈里夫人，修道院是爱尔兰的国家剧院，仍
然是成熟和新兴的爱尔兰剧作家的重要推手。剧院早年引起很大争议，1926
年O'Casey的“The Plough and the Stars”影响了民族主义情绪，并激起了
叶芝亲自斥责观众，他们对1916年民族主义运动的描述感到不高兴。虽然现
在一般争议较少，但新的爱尔兰戏剧仍然在地下室剧场孔雀舞台上演。剧院
的修道院大楼自1961年以来一直开放，但正在发生变化。目前管理层正在考
虑在河流南岸进行搬迁。

 +353 1 878 7222 (Box
Office)

 www.abbeytheatre.ie  info@abbeytheatre.ie  26 Lower Abbey Street,
都柏林

 by Photograph by Mike Peel
(www.mikepeel.net).   

爱尔兰国家博物馆 - 考古学 

"爱尔兰的国宝库"

国家博物馆 -
考古学馆藏有从公元前7000年到20世纪的文物。基尔代尔街（Kildare Stree
t）遗址是维京时代的作品，也是凯尔特人的杰作，也是世界上青铜器时代最
大的黄金收藏品之一。收藏的核心是可以追溯到早上800年的阿尔达酒杯（Ar
dagh Chalice）。该博物馆还包括一个展览，涉及1916 - 1922年间爱尔兰争
取独立的斗争。有一个愉快的咖啡馆和书店现场。提前打电话了解更多。

 +353 1 677 7444  www.museum.ie/en-
IE/Museums/Archaeology

 Kildare Street, 都柏林

 by Bjørn Christian
Tørrissen   

自然历史博物馆（爱尔兰） 

"维多利亚女王时代陵墓与毛绒动物！"

这个古怪而迷人的博物馆自1857年开放以来几乎没有任何变化。进入这个博
物馆后，会见了一万年前死去的爱尔兰麋鹿的三具骷髅。腌制罐中放有各种
各样的生物，包括章鱼，水蛭和蠕虫。检查楼上的世界收集，其中包括犀牛
，熊猫和两只鲸鱼。还值得一看的是Blaschka海洋植物的收集。总之，这个
博物馆提供了一个奇妙的洞察世界的维多利亚博物馆作为陵墓。

 +353 1 677 7444  www.museum.ie/en/intro/
natural-history.aspx

 bookings@museum.ie  Merrion Street, 都柏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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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尔兰国家美术馆 

"美术爱好者的避风港"

在爱尔兰国家美术馆，您会发现该国最大的艺术收藏。他们有一个永久收集
来自欧洲各地的伟大作品，包括卡拉瓦乔，莫奈和毕加索的作品。画廊不仅
涵盖了所有的主要艺术学校，而且还包括从十四世纪到二十世纪的艺廊作品
。画廊除了展示精美的艺术作品外，还致力于艺术品的保护，研究以及为儿
童和成人举办活动和节目。永久收藏是免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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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3 1 661 5133  www.nationalgallery.ie/  info@ngi.ie  Merrion Square West,
都柏林

 by William Murphy   

詹姆斯·乔伊斯中心 

"一个适合的贡品"

这个格鲁吉亚的联排别墅得到了美丽的恢复，得益于乔伊斯爱好者，爱尔兰
参议员和维权人士David Norris的努力。曾经是丹尼斯·马吉尼（Dennis
Maginni）和他的舞蹈学校的家，詹姆斯·乔伊斯中心（James Joyce Center
）举办了一系列活动，包括乔伊斯都柏林（Georgia）的电影，讲座和徒步旅
行。该中心还组织布鲁姆日，每年庆祝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将于6月16日
举行。

 +353 1 878 8547  www.jamesjoyce.ie/  info@jamesjoyce.ie  35 North Great Georges
Street, 都柏林

 by William Murphy   

爱尔兰现代艺术博物馆 

"精湛的画廊在历史背景下"

1991年，皇家医院的修复地址正式开放为爱尔兰现代艺术博物馆。这个辉煌
的17世纪的建筑现在是举办一些精彩的展览的场所，并进行了一些教育和社
区为导向的项目。酒店提供免费的导游服务，其中包括参观教堂，宴会厅和
美丽的巴洛克式花园。入场是免费的。

 +353 1 612 9900  imma.ie/?path=index.htm  info@imma.ie  Military Road, Royal
Hospital, Kilmainham,
都柏林

 by William Murphy from
Dublin, Ireland   

格拉斯内文公墓 

"都柏林最好的大墓地"

参观坟场可能不是你快乐的一天的想法，但格拉斯内文公墓是都柏林最迷人
的地方之一。这是爱尔兰历史上一些最有名的人物，包括前爱尔兰总统埃蒙
·德·瓦莱拉（Eamon de Valera）和肖恩·T·奥赖利（Sean T. O'Reilly
）的最后安息之所。其他埋葬在大气层的政治英雄包括迈克尔·柯林斯，丹
尼尔·奥康奈尔，查尔斯·斯图尔特·帕内尔和罗杰·凯斯门特。也可以找
到诸如杰拉德·曼利·霍普金斯（Gerard Manley
Hopkins）和布伦丹·贝汉（Brendan
Behan）等文学人物的坟墓。购买遗产地图找到关键的坟墓。入场是免费的。

 +353 1 882 6500  www.dctrust.ie/location
/glasnevin.html

 info@glasnevincemetery.i
e

 Finglas Road, 都柏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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