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op Irish Pubs Outside of Ireland"
Wherever you are in the world, a trip to a lively Irish pub can help transport you to the Emerald Isle, if only for an evening. With

a perfectly poured Guinness in hand, you may find that everything's coming up shamrocks. Sláin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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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克索利酒吧 

"开业于1854年的酒吧"

这家酒吧开业于1854年，是东村的一个重要地标，也是曼哈顿最老的酒吧之
一。这家酒吧主要供应两种啤酒， McSorley低度啤酒和 McSorley黑啤酒。
这里地板上还有一些锯屑，而古老的砖墙上还挂着很多照片和剪报。周一到
周五的时候，这里是享受啤酒放松身心的好地方。周末的时候，这里就会有
很多游客和大学生。这家酒吧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的时候才允许女士进入。
但即使是今天，这里的顾客多数都是男士。

 +1 212 474 9148  15 East 7th Street, 纽约 NY

Delaney's 酒吧 

"爱尔兰酒吧"

这里的价格并不便宜，但这样一个纯正的爱尔兰酒吧却非常值得去看看。每
当有大型的橄榄球或足球比赛的话，这里都会挤满了人，但这里有舒适的椅
子，让人享受一些私人空间。酒吧区有时还会有诵诗夜，当然，圣帕特里克
节晚上这里还有特别的滑动，一定让你难忘。周五晚上是音乐职业。这里的
菜单有各种炖菜、马铃薯和派，还有布丁和奇健尼麦酒。

 +852 2804 2880  www.delaneys.com.hk/  noelsmyth@delaneyspubs.c
om

 18 Luard Road, One Capital
Place, 香港

 by Ewan Munro   

Tipperary 

"伦敦最古老的爱尔兰酒吧"

如果你在伦敦，寻找一个关节来获得一盘炸鱼薯条和一个吉尼斯冲洗，在桌
子上有两个选项。无论是您乘坐都柏林的渡轮，还是前往位于伦敦Fleet街的
Tipperary，享受真正的爱尔兰体验。 Tipperary成立于400多年前，赢得了
伦敦最古老的爱尔兰酒吧的称号。经过时间考验的标准，如鱼和薯条，香肠
和马什，菜单包括各种爱尔兰酒吧美食的最爱。酒吧还有其他英国啤酒，并
被列入“好啤酒指南”年度高品质酒吧名单。

 +44 20 7583 6470  66 Fleet Street, 伦敦

 by Michael Coghlan   

商业酒店酒吧 

"现场音乐和更多"

这家着名的爱尔兰酒吧位于商业酒店内，城市工人团结一致。在星期五的晚
上，兴奋的人群会变得如此之大，以至于酒吧的人们会在酒吧前面的人行道
上闲逛，享受他们的啤酒和对方的公司。每个星期的晚上，现场乐队都在欢
呼的人群前演奏。在周内与办公室工作人员交流，或在周末下午在悉尼最古
老的爱尔兰酒吧放松。在午餐时间，小酒馆提供有益健康的酒吧gr
which，您可以用完全倒入的一杯吉尼斯来冲洗。

 +61 2 9247 3570  merc@tpg.com.au  25 George Street, 悉尼 NS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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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IntangibleArts   

布伦丹Behan酒吧 

"正宗的爱尔兰酒吧"

Brendan Behan酒吧小而亲密，黑暗，气氛像爱尔兰人一样可以在没有登机的
情况下得到。现场爱尔兰音乐'seisiuns'招待忠实的顾客，他们中的许多人
有一个都柏林倾斜他们的讲话，他们的品脱吉尼斯的品脱。酒吧里有几碗薯
条，但是你不能在这里买东西。当你喝酒，欣赏爱尔兰的墙壁装饰，结交新
朋友，甚至跳舞跳汰机。

 +1 617 522 5386  www.brendanbehanpub.com/  378 Centre Street, Jamaica Plain MA

 by Anssi Koskinen   

Lir爱尔兰酒吧 

"精粹爱尔兰人"

Lir爱尔兰酒吧的内部充满金灿灿的光芒，迷人的啤酒花园让顾客可以在这个
受欢迎的爱尔兰酒吧享受清新的微风。酒吧柜台上摆放着起泡酒和葡萄酒酒
瓶，客人坐在温暖的壁炉旁的舒适椅子上。花园里摆满了盆栽棕榈树，藤蔓
，旧式灯具和白色的花园雨伞。啜饮完美的鸡尾酒，并享用爱尔兰小吃，如
康尼马拉鸡和牧羊人的馅饼。高清电视屏幕展示了冠军联赛，英超和世界杯
等主要足球比赛。

 +49 30 392 8502  www.thelir.de/  Flensburger Strasse 7, 柏林

 by Public Domain   

波士顿 

"爱尔兰的味道"

在冰岛雷克雅未克（Reykjavík），品尝爱尔兰的味道，看看波士顿，这是一
个亲密的双层酒吧。较低的水平感觉像一个传统的爱尔兰酒吧，虽然食物是
比整个爱尔兰的菜单上传统的食物有点更折衷。楼上，老主顾会发现维多利
亚时代的家具和装饰，既优雅，邀请。现场是举办现场音乐活动和鞭打美味
的鸡尾酒。

 +354 5 77 3200  Laugavegur 28b, 雷克雅未克

 by jules   

希利麦克的爱尔兰酒吧和餐厅 

"爱尔兰的味道"

Healy Mac的爱尔兰酒吧和餐厅受到了着名英国演员Oliver Reed的喜爱。它
坐落在一个两层平房，下层的房间，酒吧和上层保留私人功能。这个酒吧总
是充满活力的外观和热闹的人群，忙碌的一天，快乐的时刻吸引。就像一个
典型的爱尔兰酒吧一样，它在现场音乐，运动和威士忌方面都很棒。踏上流
行的曲调，为您最喜爱的运动队加油，并参加这里比比皆是的热烈对话。俄
罗斯标准伏特加，布什米尔斯爱尔兰威士忌，老虎草和巴尔维尼双木等样品
酒已经陈年12年。您还可以享受传统的炖羊肉爱尔兰经典。为了最好的体验
尝试全麦爱尔兰早餐，土豆煎饼，猪肉香肠和培根。

 +60 3 2145 1778  www.healymacs.com/  info@healymacs.com  No. 38 Changkat Bukit
Bintang, 吉隆坡

基尔肯尼 

"凯尔特人好震撼"

基尔肯尼位于Alvear和Reconquista的角落。一个伟大的爱尔兰酒吧提供精选
的进口啤酒和饮料享受，基尔肯尼是开始或结束你的夜晚的理想场所。数以
百计的聚会者经常性地填补了这个空缺，而这个趋势正在增加。虽然外墙立
面是传统的爱尔兰风格，但桌子内部却以非常规的方式排列，以保证一定的
隐私。基尔肯尼友好的工作人员也增添了愉快的气氛。

 +54 11 4312 7291  www.thekilkenny.com.ar/  thekilkenny@thekilkenny.
com.ar

 Marcelo T. de Alvear 399,
布伊诺斯爱力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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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Kees Huyser   

Mulligans爱尔兰音乐酒吧 

"正宗的爱尔兰酒吧"

作为阿姆斯特丹最古老的爱尔兰酒吧之一，Mulligans总是充满着欢乐和欢乐
。菜单上还有吉尼斯和基尔肯尼（Kilkenny）等爱尔兰主食，还有大量的当
地威士忌。现场表演，主要以凯尔特人为主，提供夜晚的背景音乐。偶尔他
们主持开放的业余音乐家麦克风会议。他们的工作人员非常友好，气氛和爱
尔兰一家热闹的酒吧相得益彰。当你在Mulligans时，你知道你已经度过了一
段美好的时光。

 +31 20 622 1330  www.mulligans.nl/  mulligans@mulligans.nl  Amstel 100, 阿姆斯特丹

 by Public Domain   

Stolly的 

"在巴黎的经典爱尔兰酒吧"

总是拥挤不绝的兴奋，Stolly's是当地人和游客喜爱的聚会场所。位于Rue
de Rivoli街的一条小街上，可能很难立即找到，但是这个爱尔兰酒吧值得搜
索下来与朋友一个舒适的夜晚。停下来享受欢乐时光的特色菜，通常在4个30
p-8p左右，可以选择美味的鸡尾酒和各种啤酒。 Stolly's也是夏日夜晚的最
爱，在此期间，您可以在露台上放松身心。如果你恰好在圣帕特里克节的光
之城，一定要到这个有趣的地方停下来。

 +33 1 4276 0676  www.cheapblonde.com/sto
llys/

 eva@cheapblonde.com  16 rue Cloche-Perce, 巴黎

 by  Sandra Fang 

犁和星 

"凯尔特音乐的上衣"

跟随凯尔特人音乐的人喜欢1975年以来的“犁”和“明星”。凯尔特音乐的
一些大腕在夜间表演现场演出。你也可以看到传统的爱尔兰舞蹈表演，而你
喜欢你的品脱。在友好和多代人群中你会受到欢迎。如何能有一个伟大的音
乐，伟大的酒宴和一个伟大的人群欢乐？这个迷人的酒吧没有食物，但你可
以自由地带来自己的。

 +1 415 751 1122  www.theploughandstars.com/  116 Clement Street, 2nd Avenue,
旧金山 CA

 by Michael Stout   

麦克维的 

"翡翠岛的味道"

在长达35年的Yonge and Richmond地区，McVeigh's是想要品尝翡翠岛的想家
爱尔兰民间人士去的地方。在这里，您将被运送到附近的酒吧，那里有爱尔
兰乐队，淡淡口音的女服务员以及您可以喝的所有吉尼斯。赶上经常表演疯
狂的小馅饼玩，并听到传统的爱尔兰音乐。而食物正是你希望的炖肉和肉馅
饼旁边的汉堡和薯条。

 +1 416 364 9698  www.mcveighspub.com  info@Mcveighspub.com  124 Church Street, 多伦多
ON

 by Public Domain   

莫莉·布卢姆的 

"传统的爱尔兰酒吧"

这是一个真正的爱尔兰经验，从灯到木镶板的一切都来自爱尔兰。莫莉·布
卢姆（Molly Bloom）是以色列第一家爱尔兰酒吧，他们的目标是成为真实的
。选择带有塔塔酱，荠菜，吉尼斯牛肉和烤牛肉的炸鱼和薯条。酒店提供各
种爱尔兰威士忌和啤酒花园。在星期一和星期五，您可以听现场传统的爱尔
兰音乐。

 +972 3 522 1558  www.molly-blooms.com/  100 Hayarkon Street, 特拉維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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