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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葡萄牙概述

葡萄牙作为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现在已经远远落后于各欧洲强国，也渐渐远离了国际主流舞台

。但是作为海盗的发源地之一，葡萄牙还是很值得一游的。在这里，有历史，有民风，有风景，

有娱乐，更有美食。但现在到葡萄牙旅游的中国人还是不多。如果你喜欢澳门却略嫌它的底蕴不

够，那么里斯本就是你深入体会的不二之选。 

阳光下的波尔图(图片由网友 @小低调 提供)

与活力四射的邻国西班牙相比，葡萄牙更加安静、迷人。由于相对孤立的地理位置，葡萄牙仍然

保持着强烈的文化认同感。在农村，游人还能看到妇女们将买来的东西顶在头上。虽然葡萄牙旅

游业发展迅速，但华而不实的景点相对较少。

葡萄牙的经济基础非常传统，很大程度上依赖渔业、酿酒业和纺织业。不少人以为葡萄牙肯定出

葡萄，这倒蒙对了。葡萄牙不仅盛产葡萄，而且盛产各种名牌葡萄酒。尤其是强化葡萄酒－波特

（Port）酒举世闻名。葡萄牙又是一个纯粹的度假天堂，古老的村落、历史悠久的名称和沿海度

假胜地也无不令人流连忘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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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牙区域划分

最佳旅游时间：

6月中旬至9月中旬之间为去葡萄牙的最佳旅游时间，沿岸的各大城市气候温和宜人，内陆地区则

有点干燥炎热。另外，6月至9月之间还有很多节日，如国庆节、城市节等，届时人们都将出门狂

欢，庆祝节日的到来，此时也是了解当地民风的最好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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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去葡萄牙的行前准备

   

1、初识葡萄牙

1）面积92389平方公里（相当于两个瑞士的面积）

2）首都：里斯本

3）人口：1040万

4）语言：官方语言为葡萄牙语，约94％的居民信奉天主教。

5）常用语：bom

dia（你好），obligadola（谢谢），desculpe（对不起，麻烦你），adeus(再见），faz favor(请）

6）时区：葡萄牙是一个实行夏时令的国家（每年3月至10月），夏时令时比中国慢7个小时，其他

时候比中国慢8个小时。

7）电压：220V，50赫兹

   

2、办理签证

签证种类

1）商务签证：

商务人士应办理申根商务签证。第一次办理有效期3个月，停留期10天左右。持申根商务签证者

(如果签证上无其它注明) 可到所有申根国旅游: 比利时.荷兰.法国.德国.卢森堡.西班牙.葡萄牙、意

大利.希腊.瑞典.丹麦.芬兰.冰岛.挪威.奥地利.捷克.匈牙利.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波兰. 爱沙尼亚.拉

脱维亚.立陶宛.马耳他及瑞士.该签证不能用于从事工作。签证并不是一定能进入申根国区的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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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能入境最终由边境的边防部门作决定。

2）探亲旅游签证

适合有亲属在葡萄牙的人士。探亲签证要在葡萄牙的亲属给你出具邀请证明，是比较好签的。一

般探亲签证的签证有效期是6个月。

3） 旅游签证

所有中国公民可申请。有效期3个月，停留期15天左右。需提供有效期在6个月以上的护照等。

旅游签证：

因私护照持有者必须亲自前往葡萄牙使领馆申请签证。

1）所需资料：

一张签证申请表并贴一张近照；护照（其有效期在签证到期后仍不少于90天），护照复印件；航

空公司出具的往返机票证明；在申根地区停留期间的住宿、交通和接待证明；银行开具的经济能

力证明；在申根地区停留期间的医疗保险单据；户口本原件和有资料页数的复印件；工作单位证

明，注明申请人姓名、职务、准假证明及期限。（写明单位地址、联系电话、传真、单位公章以

及开具此证明的负责人的姓名和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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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根签证

2）签证费：

根据入境次数，停留期限和停留目的，费用在10欧元和170欧元之间。这个费用按照使馆当时的汇

率换算成人民币来支付。如果申请的签证被拒签，费用不予退还。

3）申请地址：

葡萄牙驻中国大使馆

电话：65324798

地址：北京三里屯东五街8号

澳门总领馆

电话：00853-356660

地址：pedro Nolasco da Silva街5号R/C。

德国驻广州总领事馆（代接申请签证）

申请者范围：福建、广东、海南省和广西壮族自治区居民或常驻人员

地址：广州沙面北街103号

电话：020-81922566）

奥地利驻上海总领事馆（代接申请签证）

申请者范围：上海居民或常驻人员

电话：021-64740268

地址：上海淮海中路甲3号1375号

４）免签证范围

持比利时、意大利、卢森堡、德国、法国、奥地利、西班牙、荷兰、希腊、挪威、瑞典、芬兰、

丹麦、冰岛等申根国家签证允许一次、两次或多次入境。

   

3、货币兑换

葡萄牙为欧盟国家，现在全国上下通用欧元。建议中国游客提前在国内银行兑换出适量的的欧元

                                                 8 / 76



�������

葡萄牙:葡萄王国
现金随身携带，游客也可以拿着美元到当地银行进行兑换。

ATM取现

目前葡萄牙超过半数的ATM机可以使用银联卡提取欧元现金。而且大部分商场和餐厅都可以刷卡

，游人只要看到上面有中国银联的标志都可以使用。

兑换外币

游客最好在出国前就在国内银行换好足够的欧元，因为葡萄牙银行的汇率是有名的糟糕。

营业时间：银行的营业时间是周一至周五早上8点半至下午3点。

里斯本的Cota Cambios可以提供很好的汇率（地址：Rossio 41，电话：213 220 470)

信用卡

在葡萄牙，最常使用的信用卡为：维萨卡（Visa），美国运通信用卡（American

Express），大来俱乐部信用卡（Diners

Club），欧陆卡/万事达卡（Europay/Mastercard），吉士美卡（JCB），Maestro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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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维萨卡（Visa）或者万事达卡（Mastercard）丢失或者被偷，游客可以通过以下联系方式获取

帮助：维萨卡（Visa）: 电话 800 811 107，万事达卡（Mastercard）: 电话 800 811 272。

旅人提示：最好不要在饭店或和私人兑换，以免吃亏。

   

4、当地的节庆活动

1）圣周节（Holy Week Festival）布拉加的复活节，以五彩斑斓的游行队伍为最大特色，他们举着

戴荆冠的耶稣画像（Ecce Homo），一群赤脚忏悔者举着火炬。

2）十字架节（Festas das

Cruzes）5月在巴塞卢什（Barcelos）举行，以游行队伍、民间歌舞和当地手工艺品而著名。

3）Feira Nacional 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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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ricultura每年的6月圣塔伦（Santarem）就会举办国家农业展销会，并表演斗牛、民间歌舞。

4）圣安东尼奥节（Festa do Santa

Antonio）每年的6月13日，节日的气氛就充满了里斯本的大街小巷。 

圣约翰节(图片由网友 @小低调 提供)

5）圣约翰节（Festas de Sao

Joao）节日期间，波尔图将举行盛大的街头狂欢，从每年的6月16日一直持续到24日。

6）安难女节（Festas da Nossa Senhora da Agonia Viana do Castelo）维亚纳堡的受难女节为期三天，

包括最接近8月20日的那个周末，以民间艺术、游行和焰火而闻名。

   

5、当地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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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移动的全球通手机卡在欧洲大部分国家和地区都有信号，如果只是短期出差或者旅游，可以

去移动营业厅开通国际漫游业务，大概需要缴纳200多元的押金。到了葡萄牙后，一下飞机打开手

机，就会自动收到短信：介绍关于在国外如何更加节省的拨打国际长途，当地的中国大使馆或者

总领馆电话等等。等回国后再到移动营业厅取消业务即可，拿回押金。

当然如果是长期出差，还是购买欧洲当地的SIM卡，有一种专门用来往中国打国际长途的，大概1

5欧元可以打两小时，还是很划算的。

也可以使用当地公共电话亭打电话，在公共电话亭可以使用硬币或用电话卡（葡萄牙电信商店，

邮局和一些报刊亭或者香烟店均有销售）拨打电话。所有的葡萄牙固定电话号码都是由九个数字

组成。不同国家的国家号码在公共电话亭里都会张贴。

如果要从国外向葡萄牙拨打电话，应该先拨国际公用区号00再加上葡萄牙的国家号码351。如果从

葡萄牙打向国外，请先拨00再加上该国家的国家号码和地区的区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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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在葡萄牙不可不做的Ｎ件事

   

1、在里斯本享受最正宗的葡式蛋挞

Pastéis de Belém传说中世界最好吃蛋挞店

葡萄牙美食多种多样，但葡式蛋挞却是声名卓著。里斯本的Pastéis de Belém蛋糕店，堪称葡式蛋

挞的鼻祖，绝对的"百年老店"，无论什么时候来，都是顾客盈门。刚出炉的蛋挞，撒上香醇的肉

桂粉，真的是唇齿留香，令人回味。   

Pastéis de Belém蛋挞店，不仅仅是空间上紧挨着修道院，它的诞生也跟修道院紧密相关。传说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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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葡国的自由革命之后，所有修道院均被关闭。修道院为了生存，于是就尝试着做一些甜点，

在隔壁的糖果店出售。谁想却迅速被人们接受，成为当地的美味。从1837年开始，蛋挞的制作方

法就成为秘方，从那时起一直保持不变。变化的，只有每日川流不息的食客。

买上一份蛋挞，，再加一小杯葡萄牙咖啡，浓香的鸡蛋味道，和浓香的咖啡味道，真是无上的享

受，那感觉，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澳门，都是感受不到的。

   

2、畅游波酒之乡，品葡萄美酒

波尔图是杜罗河上游葡萄酒的集散地。古老的杜罗河横贯波尔图东西，放眼望去，雄阔宽广的杜

罗河仿佛一位沧桑的老者，带你到历史的前沿，向你述说着波尔图的过去和今朝。 

阳光下的杜罗河(图片由网友 @等待苍老了谁 提供)

                                               14 / 76

http://talk.lvren.com/home.php?mod=space&uid=271403&do=album&picid=45175


�������

葡萄牙:葡萄王国
游人不管什么时候来到河畔，都会看见河面上停着几艘满载葡萄酒的商船。这些商船正等待着把

葡萄要最值得骄傲的波尔图葡萄酒运往世界各地，难怪品质甘醇的波尔图葡萄酒被誉为葡萄牙的

“第一大使”。

波尔图的酒窖一条街上，到处散发着酒香。参观各个酒窖，热情的讲解员会像你介绍不同品牌的

葡萄酒有着不同的故事，带你参观具有悠久历史的酿酒工艺，教你鉴赏葡萄酒的高低贵贱，还可

以品尝各个口味的美酒。

   

3、观赏欧洲大陆最西端之“天涯海角”

如果你想让心爱的人感觉那种天荒地老的震撼，你一定得去那种气势磅礴的海角，有百丈峭壁，

惊涛拍岸，浩瀚无际的汪洋，很大的风，还有，一座孤独的灯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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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观罗卡角纪念碑(图片由网友 @彼岸花又开 提供)

在葡萄牙就有三个这样的海角，一个是罗卡角(Cabo da Roca)，一个是埃斯皮雀尔角(Cabo

Espichel)，另一个就是在葡萄牙南端的圣文森角(Cabo de Sao

Vicente)。这三个海角中最有名气，游人最多的是罗卡角。

罗卡角位于葡萄牙首都里斯本附近，那里海天相接，风景浩瀚。其标志性碑石上，镌刻着著名葡

萄牙诗人卡蒙斯的诗句：“陆止于此，海始于斯”，道出了来此一游的亮点—这一角落乃是欧洲

的最西端。 这里就是葡萄牙著名的罗卡角(Cabo da Ro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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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十六世纪时的葡萄牙诗人曾说，里斯本是大陆的尽头、海洋的开始，实际上，欧洲大陆的尽

头却是在离里斯本46公里的罗卡角。从里斯本去罗卡角最好是下午去，先到离里斯本28公里的辛

特拉（Sintra）绕一圈，参观这个联合国文教组织划定的文化古迹保留区，然后再驱车18公里到欧

洲最西端的这个海角，站在150公尺高的悬崖上看日落。

   

4、青花瓷不止中国有，在波尔图看中国元素 

(图片由网友 @等待苍老了谁 提供)

在葡萄牙，青花成了生活的背景。各色精美、古朴、明净的青花瓷砖画镶嵌在教堂外墙上、民居

大门旁、餐厅的座椅后。当这些平时谦逊宁静的蓝色汇集在一起，你会发现，它们拥有了令人沉

醉的强大气场，瓷砖壁画已融入了葡萄牙血液之中。葡萄牙人就是以它为背景，欢笑、哭泣、拥

抱、亲吻、道别，自如生活。那些流畅斑斓的瓷砖画，让原本平淡的生活瞬间生动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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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夜晚在里斯本感受法朵歌剧的情调

法朵（Fado）是葡萄牙独有的音乐歌曲。葡萄牙传统音乐形式“法朵”有着一百多年历史，堪称

葡萄牙国乐。一些人发现法朵音乐太过悲伤，但并不是所有的法朵音乐都很煽情。 

(图片由网友 @小低调 提供)

感受法朵的伤感情调是诸多夜生活中的一种，老城区的残旧和新城市的清新交错之时，接连听到

一首首葡语的吉他怨歌，节奏像慢板西班牙佛朗明戈，嗓音却充满蓝调般的沧桑。里斯本每个角

落都充斥着这种优美而忧伤的歌声，无论咖啡厅、食肆还是百姓家中都不停播着唱着，让本来残

旧的里斯本更添愁绪。

   

6、在阿尔加夫扬起风帆，进行一场冒险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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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满活力的大西洋海域阿尔加夫海岸是葡萄牙最流行的海滨胜地，在那儿可以享受到非常与众不

同的感觉。这个地区全年几乎完美的气候，以及那些拥有无数海礁和沙丘的迷人沙滩，温热清澈

的海水，超过150公里的海岸线使这里成为了海上运动的首选之地。 

扬起风帆去远航(图片由网友 @彼岸花又开 提供)

在阿尔加夫海岸感受海上冲浪和扬帆带来的乐趣是一件一定要尝试的事情，这里有葡萄牙甚至南

欧最干净的海水，温柔的微风，这一切为这里创造了完美的冲浪条件。

所以不管是帆船还是帆板，每年都会有数以万计的旅游者慕名来到这里，享受那不一样的海滨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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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之旅。

   

7、租个村庄去感受欧洲中世纪的生活

葡萄牙乡村(图片由网友 @默默 提供)

葡萄牙中世纪村庄圣格雷戈里乌近几年游人越来越多，像很多其他的葡萄牙古老村庄一样这里很

有中世纪的感觉，古朴的人民，低调但不失奢华的城堡。但这里又和其他村庄不一样，这座位于

首都里斯本以东180公里处的村庄被山丘和葡萄园包围。近几年这里的人民把这里装饰一番后向那

些想体验乡村生活的游客整体出租。租了村庄的游客可以尽情的在这里享受属于自己的一天，度

过一段不被任何陌生人人打扰的时光，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村庄。

 旅人提示：包租整个村庄的价格为一夜880欧元(合1064美元)，村中的10间房屋可以容纳25人。

   

8、在葡萄牙看葡式斗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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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牛是伊比利亚半岛西班牙和葡萄牙这两个民族的传统之一，但西班牙斗牛与葡萄牙斗牛有明显

不同。西式斗牛，牛在斗牛场当场被刺死。而葡式斗牛的传统做法是在最后只靠一队壮小伙把背

部已插上数剑的牛扳倒，并不刺死它。 

里斯本斗牛场(图片由网友 @默默 提供)

葡萄牙有一个叫弗朗卡德席尔瓦的小镇，小镇上的斗牛场是一个可以容纳1000余名观众的圆形露

天斗牛场。每天下午5点半，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和当地人戴着牛仔帽，顶着烈日会聚在弥漫牛粪

味的斗牛场观看精彩无比的葡式斗牛表演。

斗牛场上，拥有娴熟斗牛技术的斗牛士们骑着骏马和黑牛周旋，每当黑牛要撞到马时，他们都会

指挥骏马稍稍避开黑牛，同时拿起装有倒钩的镖箭向黑牛猛刺过去，利镖也听话的插在牛背上。

经过斗牛士一次次的戏耍黑牛，最终将其征服。观众们无不为斗牛士精彩的表演而叹服，一些观

众从看台上将鲜花、帽子、围巾、鞋子、扇子等物品扔进场内。斗牛士的助手又会把这些东西捡

起来送还给台上的观众，意思是让观众把斗牛的好运带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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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在世界最美火车站调整心情

很多人认为火车站只是一个运输中转站，没什么美不美之说！其实不然火车站不仅是一个地方的

脸面，更是一个美景和另一个美景的连接点。

在葡萄牙有一个叫圣本图的小镇，这个小镇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却因为小镇上的火车站而名

声鹊起，当你走入圣本图车站的时候抬头看见那复折屋顶和石头门脸会使人联想起19世纪的巴黎

建筑。而车站大厅更是有种与众不同的美，大厅墙壁上贴有2万多块锡釉花瓷砖，这部作品用了作

者11年的时间来完成。

每年都会有很多游人慕名来到这座被称为世界上最美的火车站，在这里他们调整心情，重新出发

。

   

10、去迷人岩石村落，找寻葡萄牙文化最深的根

在葡萄牙的埃什特雷拉山脉之中，一个高高的悬崖上，有一个名叫蒙桑图(Monsanto)的中世纪村

落，它被称为是“葡萄牙最葡萄牙的一个村庄”，那里完好地保存着葡萄牙文化最深的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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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默默 提供)

 蒙桑图小镇虽然很小，却非常具有特色，它神秘而迷人，曾当选“最具葡萄牙特色的村落”。1

2世纪的葡萄牙人在山丘上生活发展，他们利用巨石来建造住房，有时还会用某种特殊形状的石头

做屋顶，这就是为什么这里的房子被称为“只有一个屋顶的房子”。

葡萄牙文化受到了多方面影响，但仍保持个性和特点。葡萄牙最伟大的文化遗产非建筑莫属，大

量形形色色的优秀民间建筑美不胜收。这类遗产已经得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认可，一批城镇也

已被列为世界文化遗址。而葡萄牙的建筑才华一直持续至今。

   

11、葡萄牙的渔村里寻找阿拉伯的痕迹

你是不是对这个题目很惊讶，怎么可能在葡萄牙找到阿拉伯世界的元素呢。其实早在中世纪时期

，当时的葡萄牙帝国无比强大，几乎和西班牙瓜分了整个世界，阿拉伯国家当然也不例外的被征

服了。

随着葡萄牙皇家贵族对奢饰品和建筑的需求提升，大量的阿拉伯世界的能工巧匠被引入葡萄牙，

而这些阿拉伯技工随着时间的流逝也定居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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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默默 提供)

现在在葡萄牙一些小渔村游玩会时会多一种独特的体验，在那里阿拉伯人的影响和痕迹随处可见

，村镇房屋中的白壁粉墙，屋顶的烟囱，以及蜿蜒曲折的大街小巷。当游人走累的时候可以随便

找一家当地阿拉伯人家歇歇脚，喝一杯主人端上的阿拉伯特有的薄荷茶，体会一下当地人民的友

好和淳朴。

当然要了解阿拉伯人丰富的历史，还需要去看看他们的教堂，去抚摸海边陡崖上的城墙，才能深

刻感受到阿拉伯遗留下来的的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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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葡萄牙的景点

   

1、欧洲瓷都—里斯本

里斯本是一座建在大西洋沿岸的首都。作为特茹河的入海口，这里曾为葡萄牙航海探险提供了优

良的地理条件。也正因如此，它成了欧洲唯一一座建在大西洋沿岸的首都。

里斯本是多种风格的混合体，古老的彩绘房、雄伟的广场、狭窄的小巷浑然一体。与其说它是一

个繁华的首都，倒不如说是一座迷人的城市，市中心面积很小，步行即可走遍每一个角落。 

里斯本全貌(图片由网友 @写谈秋末 提供)

美丽的瓷砖被葡萄牙当作国家象征之一，一直被人们用最原始的方式使用着。正如其他的任何一

个欧洲国家一样，它已经变成一种艺术的体现形式，一种摆放在家中特殊位置的艺术作品，一种

备受青睐的，用来美化房间，外墙及花园的饰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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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斯本大部分的著名景点都可以步行参观。或者，乘坐缆车、有轨电车或地铁也是不错的选择。

学生可以半价，而在周日则全部免费。

1）里斯本大教堂(Lisbon Cathedral Sé de Lisboa) 

(图片由网友 @小低调 提供)

里斯本大教堂兴建于12世纪，坐落在一个清真寺的土地上 。大教堂的第一任大主教为英国籍的吉

尔伯特，他对这里的贡献良多。日后大教堂不断的扩建和增添新的建筑，主要是因应里斯本大地

震和接踵而来的大火，今日大教堂的规模是自1930年修复工作结束而来的，融合多样式的建筑风

格

哥德式的回廊拥有美丽的双层拱形门，考古学家曾在这里挖掘出一段罗马之路、西哥德时期和清

真寺的一些遗迹，另外宝物室则展览了银器、主教大袍、雕像、手抄本和与里斯本守护神圣文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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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的遗物。

2）法朵音乐博物馆（Casa do Fado)

法朵音乐博物院以前是Alfama区的公共澡堂，采用视听结合的方式热情地介绍法朵音乐的发展历

史。博物馆里依然保留着中世纪时期的房屋风貌，曲径通幽的蜿蜒小路和历经岁月冲刷的古老建

筑，里斯本的魅力在这里展现的淋漓尽致。

价格：成人2.5欧元

电话：218 823 470

营业时间：3月至10月9:00至21:00，11月至次年2月9:00至18:00

地址：Largo do Chafariz de Dentro 1

旅人提示：

法朵是一种已经具有一百五十多年历史的葡萄牙音乐，在大街小巷的酒馆、城市里的咖啡室和会

所都可听到，其地位相当于西班牙著名的弗拉明戈舞蹈。这种音乐擅长表达哀怨、失落和伤痛的

情怀。特殊的吉他乐声与独唱者的特有腔调，空灵动人，令听者无不感到的哀凄。

3）圣若热城堡(Castelo de Sao Jorge)

古老而宏伟的城堡建立在山丘上，是俯瞰里斯本全市最色的好地方。罗马时代这里就有城堡，葡

萄牙国王曾在此居住，皇室迁到山下的皇宫后改作军营，如今城堡仅剩城墙和少量的建筑。

如果游人不想艰苦跋涉，可以在Rossio乘坐37路公共汽车，或在Largo Martim

Moniz广场乘坐28路有轨电车即可到达。

价格：成人3欧元，儿童1.5欧元

电话：218 800 620

营业时间：3月至10月9:00至21:00，11月至次年2月9:00至18:00

地址：Castelo de Sao Jorge

4）现代艺术博物馆

游人经过宜人的花园来到这家博物馆欣赏葡萄牙最杰出的现代艺术作品，其中Paula

Rego的作品，它以令人难忘的夸张主题而闻名。

价格：成人3欧元

电话：217 823 474

营业时间：周二至周日10:00至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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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Rua Dr Nicaulau de Bettencourt

5）杰洛尼莫许修道院（Mosteiro dos Jeronimos）

一座宏伟的哥德式建筑，建于1502年是葡萄牙最大的教会，里面安葬了著名航海家达伽马，石棺

上刻着航海的标记。教堂的后院回廊建筑以航海为题材的装饰，回廊后是典雅的中庭花园。附近

还有两家博物馆值得一看，那是马车博物馆和海事博物馆。 

(图片由网友 @彼岸花又开 提供)

它是最能代表葡萄牙海上强国时代的建筑物，为曼奴埃尔式建筑，它融合了哥德式及文艺复兴建

筑特色并加入所谓的曼纽尔风格的精华。1980年已获联合国宣布为重要世界遗产。

价格：成人3欧元

电话：213 620 034

营业时间：周二至周日10:00至19:00

地址：Praca do Imperio

旅人提示：

曼努埃尔建筑风格是葡萄牙在15世纪晚期到16世纪中期，因极力发展海权主义，而在艺术和建筑

上出现其独特的建筑风格，取名自当时执政的曼努埃尔一世。

6）上釉瓷砖博物馆（Museu Nacional do Azulejo)

该博物馆的内部装饰令人联想到17世纪华丽的修道院，这里展示了众多精美华丽的瓷砖，包括一

                                               28 / 76

http://talk.lvren.com/home.php?mod=space&uid=271445&do=album&picid=44869


�������

葡萄牙:葡萄王国
幅高大36米、地震前的里斯本瓷砖画。

价格：成人3欧元

电话：218 100 340

营业时间：周三至周日10:00至18:00，周二14:00至18:00

地址：Rua Madre de Deus 4

7）里斯本万国公园（Parque das Nacoes) 

(图片由网友 @等待苍老了谁 提供)

1998年世界博览会在这里举行，位于东北部焕然一新的长2公里的滨河区，这里包括欧洲最大的海

洋水族馆和生命科学中心。

 里斯本海洋馆 （The Oceans Pavilion）

欧洲最大的海洋生物水族馆之一，馆内有超过15000多种海洋生物。隔邻有航海展览馆，展出数百

艘来自世界各国的传统帆船。另一个航海知识馆有各种模型、仪器、视听设备，可以全面了解海

洋，以及历代航海科技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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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成人/儿童  10/5欧元

电话：218 917 002

营业时间：10:00至19:00

网址：www.oceanario.pt

 生命科学中心（Pavihao do Conhecimento)

这里拥有300多个互动展品，适应于各个年龄段的儿童。

价格：成人/儿童 5/2.5欧元

电话：218 917 100

营业时间：周二至周五10:00至18:00，周六和周日11:00至19:00

8）四月二十五号大桥 

(图片由网友 @小低调 提供)

欧洲第一长吊桥—四月二十五号大桥，也是世界第三长斜拉桥，这座大桥是里斯本城市的象征，

葡萄牙的骄傲。当地有这么一句话，到了里斯本不去里斯本大桥就不算去过里斯本。里斯本大桥

为一钢架式斜拉桥，主桥长1017米，高约50米，为欧洲第一大桥，万吨巨轮可自由进出。从飞机

上向下看，它宛如一条巨龙横跨特茹河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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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里斯本涂鸭博物馆

涂鸭好象是里斯本城市的一个特征，多到大街小巷的墙上到处都是涂鸦者的作品。里斯本Entre Ca

mpos地铁站附近墙上，在地铁红线Olaias出山洞两旁及隧道里，在一些立交桥下都有大面积的涂

鸦存在，在乘火车去Cascais的沿途也可以看到大片的涂鸦作品。里斯本的涂鸦的确给人一种个性

突出的感觉。这里已经成为里斯本这个城市的特点。

10）里斯本东方火车站（Orient Station）

里斯本的新门户—东方火车站，由西班牙建筑大师Santiago

Calatrava设计兴建。Calatrava素有结构诗人之称，作品宛如抽象雕塑，

04年雅典奥运的会场也是他的杰作。

火车站建于十年前98世博会期间，是世上最大的火车站之一。东方火车站凭借其建筑设计，工程

和铁路结构获得了98年Brunel Madrid大奖。 错综复杂的钢管与混凝土式的结构，使得身在其中如

入另一个感官世界。阴雨朦胧中有“情”，日月当空时有“调”。站在它的面前心中迸发出的除

了赞叹还是赞叹。

11）贝伦塔 

(图片由网友 @彼岸花又开 提供)

                                               31 / 76

http://talk.lvren.com/home.php?mod=space&uid=271445&do=album&picid=44881


�������

葡萄牙:葡萄王国
位于贝伦区的贝伦塔是为了守卫特茹河入口、阻止敌人入侵建造的一座五层防御工事。这座塔建

于1500年，后来随着海洋时代的来临，这里成为达�伽玛等航海家出发的地方。说它是一座塔，

其实外形更像一座古堡，全用白色大理石建造，通体洁白，也是葡萄牙这个国家有名的地标。

12）自由大道

位于葡萄牙里斯本巴沙区、自由大道的另一端,中央是巴西首任总督佩信四世的青铜像,两旁是喷水

池,设计仿巴黎协和广场。

13）彭巴侯爵广场

16世纪的时候这里曾经有皇宫，1755年的大地震使宫殿夷为平地，当时的总理彭巴侯爵下令大规

模重建，为纪念他，在广场中央矗立了其雕像，面向特茹河，俯瞰着自己修建的一切。从彭巴侯

爵广场（Praca do Comercio）到罗西欧广场(Rossio)之间的地区是里斯本著名的商业区Baitxa。在西

面有一座铁塔叫圣朱斯塔，它的出名是因为和巴黎的埃菲尔铁塔同出于一个设计师埃菲尔。广场

上新古典主义风格的粉红色拱廊是典型的彭巴里斯本式的代表。 

(图片由网友 @彼岸花又开 提供)

14）科米西加广场

这是一个市中心巴沙区的另一个广场，广场四周被古雅建筑包围，如今均是葡国政府的行政大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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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海港。广场的最大特色是其上立有数十座趣味雕塑，造型以各种姿态的肥胖女人为主，十

分前卫有趣，其旁尽是各种各样的咖啡座和餐厅，游人众多。

15）发现者纪念碑（Monumento aos Descobrimentos）

这座纪念碑建于1960年，为纪念发现新世界的葡萄牙的航海家们而修建。纪念碑正面对大海，上

面有环游世界的麦哲伦、发现印度的伽玛等人的雕像。当时的葡萄牙受到西班牙的压制，迫切通

过航海致富。新的大陆就代表财富，那时的航海就好象淘金，这些冒险家个个都是富甲一方。

   

2、度假圣地：阿尔加夫

阿尔加夫是度假天堂，这里有美丽的海滩和大片的高尔夫球场，而且一年四季阳光明媚。虽然过

度开发对其造成一定的破坏，但仍然令人向往。阿尔加夫的亮点包括树林茂密、坡陡峰险的蒙希

克山脉，驻有堡垒的锡尔维什村庄和历经风霜的历史名城萨格里什。

法鲁（Faro)

法鲁是阿尔加夫的省府，这是一座迷人的海滨城市，同时也是前往这片海域其他沿海地带的一个

大本营。市中心的商业街错综复杂，街上点缀着漂亮的商场、教堂。如果想避开汹涌的人流，最

好在淡季前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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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莫圣母教堂(图片由网友 @等待苍老了谁 提供)

法鲁市的港口林立了很多棕榈树，令来到这里的游客感到心情愉快。游人可以在这里的咖啡馆休

憩片刻。法鲁的Praia de Faro海滩位于城西南方向6公里，乘坐16路公共汽车可以到达。

公共汽车和火车总站位于Av da

Republica大街，就在法鲁市的城北边。旅游局向旅游者提供旅游信息传单（电话：289 803 604）。

 如何到达：

法鲁机场有国内和国际航班起降，从机场乘坐14路或16路公共汽车可以到达市中心（1.35欧元），

乘坐出租车大约需要12欧元。

每日有6班到里斯本的特快大巴（15欧元，4小时）和频繁开往其他海边城市的公共汽车。每日有5

班火车开往里斯本（18.35欧元，5小时）。

塔维拉（TAVIRA)

传统的瓷砖建筑表面和鹅卵石铺就的小巷为这座闲适的小城增添了魅力。塔维拉以其教会历史和

海鲜而闻名。旅游局可以为旅游者提供各种帮助（电话：281 322 511，Rua da Galeria

9),市政厅能提供免费上网的地方（Praca da Republica，周一至周五9:30至14:00)。

拉古什（Lag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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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夏季这个可爱的鱼缸俨然是一个海滩聚会的胜地，淡季这里悠闲、恬适、餐馆和旅馆冷冷清清

，一直到春季才重新红火起来。 

(图片由网友 @小低调 提供)

市旅游局

电话：282 764 111

地址：www.lagosdigital.com

   

3、第一大使城：波尔图

落在多罗河河口的波尔图，是葡萄牙的第二大城市，多罗河蜿蜒穿越整个城市，城中历史著名建

筑众多。更为重要的是，波尔图是多罗河上游葡萄酒的集散地，品质甘醇的波尔图葡萄酒被誉为

葡萄牙的"第一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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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等待苍老了谁 提供)

在拉丁语中，“波尔图”为“温暖的港口”之意。在历史上，波尔图就是葡萄牙的商业中心和主

要出海口，

海上大发现的成功更使得这座城市的商业活动空前繁荣，一度成为欧洲主要的金融中心。

波尔图大教堂(Porto Cathedral Se Cated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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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等待苍老了谁 提供)

波尔图大教堂又译为波特大教堂，位于Terreiro de Se小山丘上，原建于12世纪，后于17、18 世纪修

建正殿及其它部份。教堂为哥德式及巴洛克式的混合建筑，正面的玫瑰窗和祭坛右侧的回廊属于

哥德式、大门及祭坛本身则是华丽的巴洛克风格。

波尔图大学

  波尔图大学是一所高等教育组织，由共和国临时政府于一九一一年三月二十二日成立，为目前

葡萄牙较大的教育组织。

游人可以参观大学的图书馆，在这里能看到书籍排列整齐的宏伟长廊和一座修于1517年的礼拜堂

。

克莱瑞科塔

这是波尔图标志性建筑之一，这座有225级台阶高的高塔，非常受到当地人和旅游者的欢迎，当人

们登上这225级台阶时，将有幸俯瞰城市美丽的全景。

价格：1.5欧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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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时间：10:00至17:00

当代艺术博物馆

这里收藏了大量的当代葡萄牙艺术家的杰作。

价格：成人5欧元

电话：226 156 571

营业时间：4月至9月周二至周五10:00至19:00，周末10:00至20:00

10月至次年3月每天10:00至19:00

地址：Rua Dom Hoao de Castro 210

网址：www.serralves.pt

葡萄酒博物馆 

旨在探索葡萄酒的发展历史，提供信息翔实的电影、展品，并可品尝美酒。

价格：成人2欧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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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时间：周二至周日11:00至19:00

电话：222 076 300

地址：Rua de monchigue 45-52

雷伊斯国立美术馆

位于葡萄牙波尔图自由广场西边约1公里处的曼纽尔二世大道上，为18世纪中期的建筑，原为Carr

ancas宫殿。现在的名称取自葡萄牙雕刻家雷伊斯的姓。馆内收藏包括玻璃制品、陶器、地毯等室

内装饰品，宗教美术品及葡国现代画家、雕刻家的作品。

开放时间：周二至周日10:00—17:00

   

4、葡国大学城－科英布拉

科英布拉是个非常古老的城市，几百年前曾经是葡萄牙的首都，因此名胜古迹遍布全城。同时科

英布拉活力十足，而且易居，这主要归功于13世纪大学周围丰富的学生生活。这是一个奉行审美

折中的城市，有着优雅的购物街和古老的古石墙，偏僻的小巷内掩藏着很多酒吧。

科英布拉大学

科英布拉大学是葡萄牙最大最古老的大学之一，现有学生万余人。它建于1290年，1537年该大学

从里斯本迁至科英布拉皇宫。大学周边集中了很多宫殿、教堂、钟楼、博物馆、图书馆等建筑。

大学图书馆正名为国王约翰五世图书馆（The King John V Library），已有280多年的历史。图书馆

有藏书五十多万册，其中的中文书籍和有关中国的书籍就有好几层书架。图书馆内看起来象个大

宫殿，既富丽堂皇又古朴典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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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英布拉大学图书馆(图片由网友 @小低调 提供)

电话：239 822 941

开放时间：10:00至17:00

网址：www.uc.pt

圣十字修道院（Mosteiro de Santa Cruz)

这个修道院拥有一个精美绝伦的讲道坛和一处中世纪皇家坟墓，可以从市场搭乘缆车（单程1.5欧

元，可以在售货亭或售票厅买票）

价格：1欧元

电话：239 822 941

开放时间：9:00至17:00

地址：Rua Visconde da luz

Machado de Castro Museum博物馆

这个博物馆位于一座12世纪的雄伟建筑中，收藏了丰富的雕塑和绘画作品。

价格：3欧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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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239 823 727

开放时间：9:30至17:30

地址：largo Dr Jose Rodrigues

圣米迦勒教堂（St. Michael） 

(图片由网友 @小低调 提供)

大学内的古教堂之一，建于1517-1522年，分别在十六、十八世纪进行过装修。该教堂的特点主要

是小巧玲珑，金碧辉煌。里面所有的东西都是精雕细琢的艺术杰作。教堂内的壁画都是十八世纪

以前的原作，但其色彩依然保持鲜艳。这个教堂非常游人非常多，每天都有大批游客来参观。青

年男女都爱选个吉利的日子到这儿来举行婚礼。

   

5、皇家度假小镇-辛特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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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特拉是里斯本北郊的一座小镇，距离里斯本市20公里，人口2.5万人，空气新鲜，风景优美。辛

特拉从公元13世纪后半期开始，成为皇室的避暑胜地。公元18世纪末开始，一些富商纷纷在这里

建造别墅。辛特拉是葡萄牙传统的皇家夏日度假胜地，非常受到旅游者们的欢迎。这里地形起伏

，多山路。

小城街景(图片由网友 @等待苍老了谁 提供)

整个城镇就像一个历史性的主题公园，有些景点是不可不看的，这些景点大部分都可以免费参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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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里斯本卡的旅游者可以享受打折的优惠。

辛特拉王宫（Palacio Nacional de Sintra)

辛特拉王宫始建14世纪由约翰一世下令修建，直至16世纪曼努埃尔一世统治时期才完工。从14-18

世纪修建多次，建筑式样融合了哥德式、摩尔式及葡萄牙式风格。在葡萄牙成立共和制前，一直

是国王的避暑宫殿。其中最大的“天鹅厅”装璜极美，天花板上描绘着27只不同姿势极为生动的

天鹅。另有花砖装饰的“人鱼厅”，收藏中国象牙塔的“中国厅”，饰有美丽花砖壁画及贵族徽

章的“徽章厅”等等。

(图片由网友 @彼岸花又开 提供)

价格：成人/儿童 4/2欧元

电话：219 106 840

营业时间：周四至周二10:00至17:30

阿尔科巴萨隐修院

阿尔科巴萨隐修院建于1153年，即西多会伟大的精神领袖之一圣伯纳德逝世那一年，为了感谢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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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会对收复国家过程中所做的贡献，准许“白衣修士”们在里斯本以北建成了全欧洲最美的隐修

院。阿尔科巴萨修道院规模宏大、建筑风格鲜明、用料上考究、建造细腻，是中世纪哥特艺术的

典型代表作，是宗教建筑的杰作。从1989年起，这里就被列入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 

佩拉宫

(图片由网友 @彼岸花又开 提供)

位于辛特拉城最高峰的王宫及其周围的“长城”是该城古建筑群中最古老、最宏伟、最艰险的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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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之一。王宫建于十六世纪初，位于海拔 540米的山顶，高20多米，仅地面以上就有十多层。整个

宫殿严格说来是个城堡式宫殿，全部用花岗岩砌成，门窗则采用玉石雕琢。王宫内有历代国王及

王后的寝室，宫女及侍卫的居室以及王公大臣们开会与取乐的场所。

摩尔城遗迹(Castelo dos Mouros)

(图片由网友 @彼岸花又开 提供)

摩尔城遗迹建于十一世纪，与佩拉宫隔山相望。与佩拉宫相比，这边是破落的遗址，有着荒凉之

美。虽然逶迤起伏的城墙现在长满了青苔，但却占据着整个山头，规模之大与年代之久让人浮想

联翩。伴着清爽的山风顺着城墙走，可以欣赏山腰葱翠茂密的树林及其环抱着的几座绿中白得夺

目的别墅和山麓下淡橙色的辛特拉城。

   

6、欧陆最西端-罗卡角（CAPE RO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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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最西角在什么地方，可能有的朋友还不知道。它就是位于里斯本以西约三十公里处的罗卡角

。在罗卡角的悬崖峭壁旁竖立着一座巨大的纪念碑，纪念碑顶部是个金属十字架。纪念碑上刻有

西班牙著名诗人卡蒙斯Camoes的诗句：“大地到此结束，海洋从这里开始” （Where the land ends

and the sea begins）。还标有“此处的地理位置为北纬38度47分，西经9度30分，海拔140米”。每

一位游客都无不在此摄下那值得纪念的一瞬间。 

(图片由网友 @小低调 提供)

   

7、幸存的古城：奥比都斯

奥比都斯是个建于十七世纪以前的古城，位于葡萄牙中部海岸，里斯本往北100公里的地方，是当

初葡萄牙国王送给王后的结婚礼物。

一七五五年，葡萄牙曾遭受毁灭性大地震，大部份城市毁于一旦，而奥比都斯的绝大部份建筑则

得以幸存。因此，修复后的欧必多思城保留了古代葡萄牙的建筑风格。实际上它是一个名符其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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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石头城，无论是城墙还是教堂，也不管是民居还是地面，全都用石块彻成。周围高大的城墙和

城堡将小镇围得严严实实，由白墙、黄瓦、雕塑、鲜花构成的街道令人流连忘返。身着民族服装

的葡萄牙姑娘热情大方，游人一路可品尝她们给的当地产的水果和食品。街道两侧的建筑无论是

商店还是住家都是开放的，都可进去参观。几乎家家都有一些工艺品摆在门口和客厅供游客欣赏

和选购。 

奥比都斯教堂(图片由网友 @等待苍老了谁 提供)

奥比都斯又被称为世界十大婚礼城市，，“婚礼之城”奥比都斯碎石路旁，错落有致地伫立着白

屋子，屋顶一律为橙黄色瓦。去过那儿之后，你会情不自禁地做上几行诗，这是诗意的感动，也

是所有去过这里的人的共同感受。

旅人提示：

奥比都斯的手工艺品和民族色彩服饰比较著名，可以买来送给亲友作礼物。但这里的治安和葡萄

牙其他地方一样欠佳，建议游客住星级宾馆。

   

8、卡斯卡伊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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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斯卡伊斯市（Cascais）位于葡萄牙首都里斯本市以西30公里，面积约100平方公里，人口18.4万

，是葡萄牙第三大城市。交通便利，旅游业发达，是葡萄牙著名的海滨旅游胜地。

斯卡伊斯曾是一个渔村，在14世纪开始发展，成为了往来里斯本的一个繁忙的港口城市。然而到1

9世纪后期，当洗海水澡非常流行的时候，这个城市变成了有名的海滨旅游胜地，这场改革的首席

设计师就是葡萄牙国王唐.路易斯一世(Dom Luís I ),他把葡萄牙王室的避暑山庄搬到了这里，在

这里修建了官邸和五个别墅，王室在这里度过整个炎热的夏天。这里也从此完全改变了原来渔村

的面貌。

作为欧洲著名的旅游城市，卡斯卡伊斯尤其注重美化环境。这里街道整洁，绿树成荫，建筑多为

红瓦白墙，颇具阿拉伯风格。由于中国无锡与卡斯卡伊斯结为了友好城市，市政厅附近的一条步

行街还被命名为“无锡街”。卡斯卡伊斯市的地面全是用小方块石头拼成，并用涂料画出一道道

蓝色的海浪波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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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葡萄牙的美食

   

1、葡萄牙人的饮食习惯

总的来说，葡萄牙人每天有三餐。

早上，在七点半到十点之间吃早点。早点通常是由一杯饮料（牛奶咖啡，咖啡或者果汁）和一片

烤面包或三明治。人们通常喜欢在街边咖啡店或是蛋糕店吃早点。

午餐是一天中的主餐，一般在中午十二点到下午两点半之间。一个星期中，人们的大部分午餐几

乎都是在离工作地点近的饭店里进行的。

晚餐时间是在晚上七点半到十点半之间。对于大部分人来说，晚餐的组成部分一般都比较齐全，

包括一碗汤，一盘主食和一个饭后甜点（一般是蛋糕或者水果）。

在午餐和晚餐之间，下午（大约十七点左右）来一次下午茶对葡萄牙人来说也是非常普遍的事情

。一杯饮料和一个蛋糕是下午茶常见的选择。在葡萄牙，在外面吃饭是非常普遍的事情。

无论是午餐还是晚餐，特别是在周末，常常是人们回见朋友或出门游玩的好机会。各种不同的餐

馆可以满足喜好不同口味的人们的需求。餐馆的营业时间一般是中午从十二点到下午三点，晚上

从七点到十点。但许多餐馆的营业时间通常比这个长，特别是那些在大城市和繁华地段的餐馆。

除了在商业中心的餐馆是几乎每天都营业外，其余的一般每个星期都有一天的休息时间。

   

2、葡萄牙的美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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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鲜

葡萄牙位于南欧洲沿海，有海洋暖流 的"眷顾"，气候温和，海产丰富，这份天赐的礼物，便顺理

成章地成了葡菜的主料。您可以品尝一下简单的烤鱼，总是那么地新鲜。正如您想的那样，鱼和

海鲜广泛分布在整个海岸线上，海鲜拌饭和鱼拌饭都是明智的选择。

葡萄牙餐的一大特色是以顶级新鲜的鳕鱼 (腌制后就是"马介休"咸鱼)、游水虾、螃蟹及各类贝壳

类海鲜，泡制出自成一格的前菜和主菜。而与这些菜式配合来品尝的，是葡萄牙的葡萄酒。

葡萄酒

葡萄牙葡萄酒出名的有很多—那里也是最早种植葡萄，酿制葡萄酒的地方。波特酒(PORT)、马德

拉酒(MADEIRA WINE)，还有玫瑰酒(Rose)、登(DAO)、多罗(DOURO)是葡萄牙特有的葡萄酒，

在享受美食的不同阶段，配以不同的酒，品尝前菜时,

佐以葡国北部特产的葡萄白酒—青酒，能提升口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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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道菜都有适合的酒来做搭配。葡萄牙全国都生产葡萄酒，如果说波尔图（Porto）的葡萄酒很

有名，那么杜罗（Douro）与阿伦特茹（Alentejo）的红葡萄酒，以及其他地方的很多葡萄酒也都

毫不逊色。

其他

葡萄牙家常菜：在肉菜中，一个全国性的建议：常用的葡萄牙做法就是把肉和蔬菜放一起炖，且

用多些水。

橄榄：葡萄牙的橄榄品质好，经常用来跟各种做法的鳕鱼配菜（据说鳕鱼有1001种做法）。

奶酪：常提起的是塞拉（Serra）的奶酪，但是葡萄牙中部地区与阿伦特茹地区的奶酪也都很好吃

。还有甜点，它们来源于许多修道院，以前是在那里做成的。一定不能放弃品尝蛋塔，常常跟咖

啡搭配吃，我们总是吃得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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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葡餐：１）前菜配青酒

２）主菜配上波特酒

３）饭后甜品以巧克力慕丝配红酒最流行

   

3、餐厅推荐

里斯本餐厅推荐

里斯本的海鲜很多，所以在里斯本就餐很多餐厅都是以海鲜为主，而当地人对巴西的一切又有种

贪得无厌的渴望。

Restaurante O Sol

这是一家能够促进长寿的素菜馆，登上陡峭的台阶能够看到远处的城堡。这里主要经营的是一些

大豆汉堡包之类的健康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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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主菜2.5至5欧元

电话：213 471 944

地址：Calcada do Duque 23

Gandhi Palace

这个餐厅地处这个地区的中心，对于那些想吃咖喱饭菜的人来说是个不错的选择。如果你喜欢吃

更辣的口味，可以直接和服务员说，因为里斯本当地人的口味比较轻。

价格：主菜7欧元

电话：218 873 839

地址：Rua do chao da Feira 25

Casa Suica（咖啡店）

这是这个地区的一家咖啡店，店内装着木质窗框，美味的奶油蛋糕都有可爱的名字，此外还有香

喷喷的面包卷。这家店周六和周日是不营业的。

价格：主菜最低6欧元

电话：213 412 038

地址：Rua do Salitre 117

 Cervejaria da Trindade 

Cervejaria da Trindade的瓷砖墙 (图片由网友 @小低调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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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家有拱顶的餐馆，尽管食物毫无特色，但却位于一座从前的修道院内，在这里就餐能欣赏

到靓丽的瓷砖。

价格：主菜7欧元

电话：213 423 506

地址：Rua Nova da Trindade 20c

Rosa da Rua

这是一家时尚的餐馆，内部装饰奉行极简主义风格，以金属和石头为主。经过改良的菜肴有栗子

炸猪肉，花生奶油沙司牛排。

价格：主菜8欧元

电话：213 432 195

地址：Rua da Rosa 265

Confeitaria de Belem

这家铺着古典瓷砖的优雅餐厅据说拥有葡萄牙最好的蛋挞（pasteis de nata)

价格：蛋挞1欧元

电话：213 637 423

地址：Rua de Belem 86-88

Bem Belem

这里经营着低热量美食，极受欢迎，有肉串，虾和鱿鱼。

价格：主菜8欧元

电话：213 648 768

地址：Rua Vieira Portuense 72

阿尔加夫餐厅推荐

 Creperia

这个餐厅有极富创造性地在薄荷饼内加入了羊乳干酪和榛子或鸡肉、菠萝和蘑菇。

价格：主菜4.5欧元

电话：964 579 941

地址：Praca Ferreira de Almeida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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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elha Casa

这家餐厅供应真正的传统食物，比如烤肉串、猪肉和菠萝、排骨布丁。

价格：主菜7欧元

电话：289 824 719

地址：Rua do Pe da Cruz 33

Bica

这里是一个填饱肚子的好地方，餐馆的鱼汤很受当地人和游客们的好评。

价格：7欧元

电话：281 332 483

地址：below Pensao Lagoas

 Piri-Piri

这里主要经营的美味有Cataplana（这是一种炖鱼）以及用红辣椒烹制的鸡肉活蛤。如果游客喜欢

的话可以向店家买上一瓶餐厅特制的红辣椒。

价格：7欧元

电话：282 763 803

地址：Rua Lima Leitao 15

No Patio

这里主要经营牛排、牛肉馅饼、粘稠的太妃糖布丁等。

主菜：8欧元

电话：282 763 777

地址：Rua Lancarote de Freitas 46

波尔图美食推荐

 Dura  Sempre

这个餐厅的荧光灯，狭小的桌子，但是这里的美食会让游人胃口大开，如牛排，面包屑滚牛肉，

还有分量很足的米饭和炸土豆条。

价格：主菜4.5欧元

电话：222 008 488

地址：Rua da La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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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Muro

这家餐厅的菜肴品质上乘，价格公道。这家河畔的餐馆的菜肴不仅味道鲜美，而且非常实惠，从

，其中包括一些素材。店内装饰非常特别。

价格：主菜７欧元

电话：222 083 426

地址：Muro dos Bacalhoeiros

Ramao

这个餐厅里的餐桌上铺着格子桌布，这家小餐馆经营美味的北方特色菜，例如内脏和烤羊，别忘

记了尝尝餐厅的胡桃饼。

价格：主菜7.5欧元

电话：222 005 639

地址：Praca Clarlos Alberto 100

Simbiose

这个餐厅专为甜蜜的情侣准备，烛光餐厅俯瞰河面。经营常见的葡萄牙菜肴，并无特别之处，每

日都有价格合理的自助餐。

价格：主菜11欧元

电话：222 030 398

地址：Rua Santa Catarina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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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葡萄牙的住宿

里斯本住宿：

里斯本市有许多小型而便宜的旅馆，如果想享受的夜生活可以在Bairro Alto一带寻找住宿地。

Se Guest House

这家店的店主路易斯热衷旅游和文化，所以在这座19世纪的旅馆会聚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工艺品。

从一些浪漫的房间里能够眺望到高耸的大教堂。浴室光可鉴人，非常干净。总之，这个旅店到处

流露出迷人的魅力。

价格：双人间70欧元

电话：218 864 400

地址：Rua Sao Joao da Praca 97

Pousada da Juventude

位于一座漂亮的古老建筑里，非常整洁，但没有厨房设施。在Rossio乘坐46路或90路公共汽车，或

乘坐AeroBus都能到达。

价格：宿/双 17/43欧元

电话：213 532 696

地址：Rua Andrade Corvo 46

Pensao Globo 

这里的店主非常热情，而且会讲英语，非常利于交流。这家旅馆是一家设施简单的廉价旅馆。其

中301,302和303房有大窗子，可以俯瞰树木繁茂的街道。

价格：单/双 20/30欧元

                                               57 / 76



�������

葡萄牙:葡萄王国
电话：213 462 279

地址：Rua do Teixeira 37

网址：www.pglobo.com

波尔图住宿

Pensao Londres 

这家温馨的旅馆极受欢迎，有一种老式的吸引力，挑高的房间非常宽敞，还铺着地毯。四层的房

间能够将整座城市尽收眼底，因为太受欢迎，夏季需要提前预定。

价格：单/双/三  50/70/90欧元

电话：213 462 203

地址：Rua Dom Pedro V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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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址：www.pensaolondres.com.pt

Pensao Duas Nacoes 

这个地方是背包客的最爱，房间的墙壁被刷成明亮的基本色调，舒适干净。

价格：单/双/三 13.5/21.5/24欧元

电话：222 081 616

地址：Guiherme Gomes Fernandes 59

Pousada da Juventude

这个颇有品味的青年旅社位于市中心以西4公里处，如需住宿，必须提前预定，从Prac a da

Liberdade 广场乘坐35路公共汽车可以到达。

价格：宿/双 18/42欧元

电话：226 177 257

地址：Rua Paulo da Gama 59

EMIAL：porto@movijovem.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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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葡萄牙特产和购物

   

1、葡萄牙特产

蓝色彩瓷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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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上釉陶瓷砖，一般为蓝色，可用于房屋内部及外部装饰。葡萄牙蓝色瓷砖非常具有代表性，

白底蓝花的瓷片贴在屋外也贴在室内。 瓷片大小不一，图案以葡萄牙风光为多。阿尔玛区的古玩

店及跳蚤市场均有历史悠久而造型美观的瓷砖出售。

法多民歌：

葡萄牙的传统音乐，歌唱思乡忧愁和生活艰难的情绪。“法多”一词来自拉丁语，本义是“命运

”。1830年左右开始出现于里斯本的平民区。位于阿尔玛脚下的“葡萄牙吉他及法多屋”会告诉

游人哪里可以听到正宗法多民歌。

鳕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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鳕鱼

鳕鱼的烹调方法有365种之多。一天一种也可以吃一年了。以前这是最便宜的菜，因为葡萄牙妇女

们不想让家人吃同样的东西，比爱迪生还勤奋地钻研烹饪。经典做法是将其脱去盐分，加入橄榄

油和洋葱一起制作，可以就着米饭和煎土豆一起香喷喷吃。

波特酒：

既可以做开胃酒、饭间葡萄酒，也可以做饭后的消化酒。波特葡萄园位于波特地区以东的杜罗河

峡谷，绵延42000公顷。而产于葡萄牙北部的绿葡萄酒则是一种酿制时间较短而口味较轻的白葡萄

酒。

石膏门窗模型

石膏浇铸的门窗模型可以带给你回忆和美的享受。石膏模型比较贵，巴掌大小的一个约合人民币1

00多元。

葡国鸡

被葡萄牙人视为正义与善良的化身，从九厘米至十几厘米大小不等，是不错的馈赠礼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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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葡萄牙购物场所

里斯本跳蚤市场 

(图片由网友 @等待苍老了谁 提供)

每逢周二和周六，这个位于里斯本的圣克拉拉广场的旧货市场就会变成人声鼎沸的市集。在街边

的小店和摊位，你能找到一切有意思的东西，诸如幸运豆，皮草，西洋棋套装，玩具锡兵，古式

的希腊开瓶器，特色打火机等，在破烂堆里寻宝比起到纪念品店，更能淘出有特色的东西来，尤

其葡萄牙曾有不少殖民地，这里简直就是异国风情物品的集中营。

西欧最大购物中心：卡斯卡伊斯购物中心

内部应有尽有，仅电影院就有16个，其中家具城和超级市场占地面积极大，足可以在里逛上一整

天。最“抢镜头”的是购物中心C座大厅内的一座巨大水钟，它足有三层楼高，钟座和指针都由

透明的玻璃管制成，时钟的动力来自来流的液压，尽管身躯庞大，这座水钟却走时准确。由于整

个钟体都是透明的，因此水的流动可以看得一清二楚，不禁使人想起“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

”的绝句。看来无论中外，都会不约而同地将流动的水与流逝的时间联系在一起。

里斯本罗西奥广场—科梅尔西奥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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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ssio—Comercio）

有很多土产店，当地称为Baixa的地区，金、银饰品（戒指、耳环、颈链）以及镀金银线的饰品。

此外，最吸引顾客购买的有皮鞋、手提袋和配件、桌布、床单、毛巾、衬衫等亦物美价廉。

Colombo购物中心

座落于葡萄牙首都里斯本近郊的区域型购物中心，其设计就是以海洋国家及发现新大陆者的骄傲

所融合的主题，同时，也加注了葡萄牙式的传统建筑特色，Colombo是一个感受到很强烈葡萄牙

风味的现代零售不动产，是全欧洲前五大的区域型购物中心。

                                               64 / 76



�������

葡萄牙:葡萄王国
  

八、葡萄牙的交通

   

1、如何到达葡萄牙

１）飞机

北京—葡萄牙

中国国际航空公司、中国南方航空公司、汉莎航空公司、乌克兰空中世界航空公司开通有北京飞

往里斯本的航班。汉莎航空公司开通有北京飞往里斯本的航班。

 上海—葡萄牙

中国国际航空公司、汉莎航空公司、乌克兰空中世界航空公司开通有上海飞往里斯本的航班。汉

莎航空公司开通有上海飞往波尔图的航班。

详情可查询上述航空公司的网站。

主要机场

葡萄牙的主要机场是Aeroporto Portela（电话：218 413 700）在里斯本市中心以北约8公里。

波尔图的Aeroporto Francisco Sa Carneiro（电话：229 432 400）和阿尔加夫的Aeroporto de

Faro（电话：229 800 801）也处理国际航班。

登陆www.anaaeroportos.pt常看这三个机场的详细信息，但该网站只有葡萄牙语。

2）轮船

英国和葡萄牙之间现在还没有开设渡轮，但可以乘坐P&O(www.poferries.com)或Brittany(

www.brittanyferries.co.uk)的轮船到达西班牙北部，然后从陆路到葡萄牙。

3）长途汽车

英国

Eurolines 公司（电话：0870 514 3219，www.eurolines.co.uk) 的班车每周两次开往葡萄牙，在里斯本

（42小时）和波尔图（40小时）均有站。长途汽车从伦敦的维多利亚车站出发，通过轮渡渡过海

峡，中途在西班牙Buniel和法国的里尔停车。伦敦到里斯本的额价格为179英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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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

Eurlolines

运营西班牙至葡萄牙的路线，包括马德里至里斯本（40欧元，8小时），塞维利亚至里斯本（36欧

元，4小时）和巴塞罗那至里斯本（80欧元，16小时），所有线路均一周至少发车3班。

电话：91 506 33 60

网址：www.eurolines.es

Alsa

每天有两班马德里至里斯本的班车

电话：90 242 22 42

巴黎

IASA

开通了众多由巴黎出发的线路，并提供学生折扣。目前往返于巴黎和里斯本之间的昆曲用为135欧

元。

电话：014 3539082

传真：014 3534957

４）火车

有两条标准的长途列车线路通往葡萄牙。

一条从巴黎乘坐TGV Atlaantique到伊伦（西班牙）换车前往里斯本，到了里斯本后再次换车前往

阿尔加夫，可以直接从SNCF订票（French Railways，www.sncf.com)．

所有从伦敦出发的列车同样途径巴黎，在伦敦较大的火车站或Trains Europe（电话：01354

660222，www.trainseurope.co.uk）买票。

   

2、国内交通

自行车

骑山地车是在葡萄牙探险的一种不错的方式，但由于葡萄牙人喜欢在道路盲角处总是喜欢超车，

所以在葡萄牙骑自行车还是很危险的。

葡萄牙的大部分城镇都设有租车点（大约10欧元/天）。自行车不准许带上火车，但大部分公共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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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准许自行车作为行李被带上车。

公共汽车

Rede Expressos

连接300个目的地。多数汽车站的售票处都提供一种打印出来的车票，大汽车站都张贴着线路和时

刻表。

电话：969 502 050

网址：www.rede-expressos.pt

葡萄牙的公共汽车服务分为三个等级：舒适、快捷、可直达各主要城市的expressos，地区性快车ra

pidas，以及在每个路口处都停车的Carreiras。

旅人提示：

葡萄牙有一种为26岁以下乘客准备的公共汽车优惠卡，购买这种优惠卡可以享受20%的优惠。

小汽车和摩托车

Automovel Clube de Portugal

这是葡萄牙最重要的网络。提供医疗、法律和交通事故上的援助，并与很多国外的汽车俱乐部都

有业务来往，包括AA和RAC。

电话：969 502 050

网址：www.rede-expressos.pt

国内火车

葡萄牙国营铁路公司（Caminhos de Ferro Portugeses）提供四种铁路交通服务，分别为rapido、inter

cidade、interregional和regional。intercidade和interregional的票价至少是地方铁路票价的两倍，建议

预定车票。

有一种叫做Alfa的IC快车连接里斯本、科英布拉和波尔图。

地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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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斯本地铁地图

  作为重要的城市传统交通工具，里斯本和波尔图的地铁的运营时间是从早上六点到凌晨一点。

里斯本古老的地铁线路贯通了城市的大部分地区，很多线路至今仍然在被使用。而无论是新旧地

铁线路都装饰着著名的葡萄牙瓷砖壁画（azulejos），将地铁站变成了真正的底下博物馆。（

www.metrolisboa.pt）  波尔图地铁是近年来才建成的，由五条线路组成-蓝线，红线，黄线，绿线

和紫线。其中紫线地铁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地上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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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旅人推荐行程

   

1、南欧风情游

第1天 北京—伊斯坦布尔

晚上机场搭乘土耳其国际航空公司飞机经伊斯坦布尔转机前往西班牙的第二大城市巴塞罗那，巴

塞罗纳不仅是地中海最大的城市，而且是欧洲最灿烂的时尚中心之一，其现代建筑、流行式样、

设计水平遥遥领先于其它国家。

第2天 伊斯坦布尔—巴塞罗那

抵达后游览巴塞罗那市区（2小时），在巴塞罗纳主王宫前合影留念，之后参观1992年奥林匹克会

址，参观巴塞罗纳旧港和高耸的哥伦布广场纪念碑。漫步奥林匹克新港，岸边数座豪华五星级酒

店，港口停泊着数以百计的私家游艇，港口附近的奥运村有着超过2000座运动员公寓，现已归当

地富人私有。之后漫步在车水马龙的中央大道兰布琅花街，在世界顶级品牌店里铺采购喜爱的名

品。

第3天 巴塞罗那—萨拉戈萨

早餐后继续巴塞罗那市区游览（约1小时），参观巴塞罗那的圣家教堂是西班牙最伟大的建筑设计

师高迪未能完成的作品，而后由著名建筑设计师安东尼奥�高迪用毕生心血筑建。描绘出基督诞

生、受难死亡，整个建筑华美异常，令人叹为观止，是建筑史上的奇迹。它是站在巴塞罗那市中

心的任何一个地方都可看到的标志性建筑。接着前往桂尔公园是富商桂尔先生出资请高迪设计建

造的。其中最著名的是巴塞罗纳市的标致-蜥蜴。还有最初做为市场使用的百柱厅。公园所有建筑

造型大胆奇异色彩丰富构思巧妙，可以说是惊世之做。夜宿萨拉戈萨，曾经不可一世的费尔南多

二世国王统治的阿拉贡王朝首府，也是著名的宫廷画大师弗朗西斯科戈雅的出生地。

第4天 萨拉戈萨—马德里

早餐后前往马德里并市区游览（约2小时）位于伊比利亚半岛中心，地处梅塞塔高原，海拔６７０

米，是欧洲地势最高的首都。参观美丽的西班牙皇宫（欧洲第三大皇宫，仅次于凡尔赛宫及维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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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的皇宫）。建于十八世纪中叶加尔罗斯三世，是波尔梦王朝代表性的文化遗迹，其豪华壮丽程

度，在欧洲各国皇宫中堪称数一数二。西班牙皇宫建在曼萨莱斯河左岸的山岗上，它是世界上保

存最完整而且最精美的宫殿之一；参观著名的唐吉克德铜像。马约尔广场－独特风格的四方形广

场以及马德里最热闹的太阳门广场，其中一个熊雕像便是广场的标志。特别安排伯纳乌球场参观

，感受世界杯冠军国胜利之后的愉悦氛围。

第5天 马德里—科尔多瓦—格拉纳达

早餐后前往格拉纳达途径科尔多瓦，科尔多瓦坐落在瓜达尔基维尔河畔，在通往大西洋的安达卢

西亚大道旁边。 古城靠近莫雷纳山脉，附近有许多通向梅塞塔高原的公路，古城周围是一片丰美

的农作物平原，可以沿途欣赏美丽的异国风光，夜宿格拉纳达。

第6天 格拉纳达 龙达 塞维利亚

早餐后游览石榴之城格拉纳达（约1小时），参观世界文化遗产、穆斯林摩尔国王艺术的鼎盛之作

-美丽的阿兰布拉宫，"世上没有比出生在格拉纳达却是个瞎子更悲惨的遭遇了"，这句诗被刻在阿

兰布拉宫的土城墙上，表达出格拉纳达举世无双的美丽。参观位于查理五世夏宫附近的阿尔卡萨

瓦要塞，这里是摩尔人最后的军事要塞，登上高塔可鸟瞰格拉纳达。被风蚀的墙壁和锈迹般般的

防御攻势，定会给您留下深刻印象，后前往被深谷断崖绝壁环绕风景如画的隆达（约30分钟），

也是近代西班牙斗牛的发源地。接着前往塞维利亚，抵达后晚餐入住酒店休息。

第7天 塞维利亚—里斯本

早餐后游览西班牙安达鲁西亚省的首府—塞维利亚（约1小时），塞维利亚曾是摩尔王朝的首都、

西班牙文艺复兴的焦点、安达卢西亚文化的守护天使⋯⋯如同热情的佛朗明哥舞般，需要是阿娜

多姿、风情万种的女人，才能舞出令人不可抗拒的魅力，而塞维利亚，她的独特之处就是散发着

这种多采多姿、兼容并蓄的美感。市区观光：黄金塔、阿卡萨城堡、西班牙广场诉说着昔时今日

的美丽风采。附近的花之小径更是吸引人的情调区域，坐在白墙环抱的小巷，来杯悠闲咖啡，尽

情享受惬意人生！后前往葡萄牙首府-里斯本，抵达后晚餐入住酒店休息。

第8天 里斯本—罗卡—里斯本

十六世纪葡萄牙著名诗人路易斯在他的诗中写道："里斯本位于大陆结束的终点和大海的起点"。 

上午市区观光（约1小时），游览贸易广场，大教堂、海洋发现纪念碑、杰罗尼摩尔斯修道院、贝

林塔。下午前往圣乔治城（约30分钟），圣乔治城是观光客绝对不可错过的景点，从这里看下去

里斯本及海洋美景尽收眼底。前往CA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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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CA，欧洲大陆的最西端的罗德角（30分钟），号称"大地尽头、海洋开端"，晚间回到里斯本。

第9天 里斯本—伊斯坦布尔—北京

早餐后自由活动，稍作休息，收拾行礼，驱车前往葡萄牙国际机场办理登机手续，经由伊斯坦布

尔转机回京。

第10天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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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旅人特别提示

1）在葡萄牙的餐厅就餐，不要着急吃端上来的餐前点心，因为这些点心往往是要收费的，最好跟

服务人员问清后再食用。

2）里斯本卡（Lisboa Card)：这是里斯本市政府推出的一种打折卡，很受自助游游客的欢迎。凭

着这张卡可以不受限制地乘坐里斯本市多数城市交通工具（包括28座博物馆，历史博物馆和其他

景点门票）。这种卡在机场、旅游局和旅行社都可以购买到(价格：24/48/72小时

13.5/23/28欧元）。

３）如果是自驾游的旅游者一定要记住葡萄牙的限速规定，在葡萄牙城区内，车辆允许的最大速

度是50公里每小时；在普通公路上车辆可行驶的最大速度是100公里每小时；在高速公路上，车辆

可行驶的最大速度是120公里每小时。

４）通常来说，葡萄牙是一个不用给小费的国家，因为服务费用已经包括在葡萄牙的各种小费之

中，当然如果服务人员的服务真的很体贴周到，能得到您的认可，也可以留下百分之五到百分之

十作为小费。

５）药店营业时间是工作日的上午九点到下午十九点（部分在十三点到十五点的午餐时间关门）

，和周六的上午九点到下午十三点。夜间营业的药店都开着一个绿色的十字灯。在所有的药店门

上您都能发现一个告示，告诉您附近夜间营业的药店的位置。

６）在开车时一般不允许使用手机，除非您使用手机扬声器或者耳麦，如果发现交通违章，会受

到一定惩罚。

７）邮政局周一到周五9:00-18:00营业。市中心和机场的邮政局营业时间更长，周六照常营业。

８）中国驻葡萄牙大使馆，电话：00351-21-3967748

9）里斯本民风尚好，当地人基本不说英文，所以问路最好预先写好在纸条上面。

10）葡萄牙全国道路，都是由无数碎石板拼凑、铺垫出来的，徒步旅游时，女生千万不要穿高跟

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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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旅行葡萄牙关键词

Fado

一种在葡萄牙流传了150年的民谣音乐，最正宗的Fado出现在葡萄牙小巷深处的酒馆里，诗意的歌

词与空灵的吉他是Fado的灵魂。当今世界最伟大的Fado乐队是葡萄牙的Madredeus(圣母合唱团)，

在葡萄牙的任何唱片店，都可以买到他们的演唱专辑。

《里斯本物语》

里斯本物语电影海报

德国大导演文德森1994年拍摄的一部电影，主人公以电影音效师的身份游走于里斯本大街小巷，

收集各种城市声音。电影中大量出现里斯本的城市风景。

“间谍之王007”的摇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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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007”，人们的脑海里自然会浮现出那个永远英俟潇洒、智勇双全的英国超级间谍詹姆斯�

邦德，他浑身是胆，深入虎穴，战胜了无数强敌，“间谍之王”的美誉当之无愧。殊不知，“007

”正是在卡斯卡伊斯孕育诞生的。蜚声国际的英国悬念小说大师伊恩�弗莱明是007系列小说大师

伊恩�弗莱明是007系列小说的作者。伊恩作为英国皇家海军情报部中尉，指挥的"30AU"特工执队

执行第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在卡斯卡伊斯策划阿尔巴尼亚国王索古从纳粹占领区潜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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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反馈

感谢您的使用：）

欢迎将您的意见反馈给我们，以便更好地完善本攻略，为您的出行提供更贴心帮助 >>

热门旅游攻略推荐

丽江：柔软时光 峨眉山：养生修佛 杭州：人间天堂

北京：祖国的心脏 香港购物2011 魅力宝岛自由行

尼泊尔：千佛之国 马尔代夫：花环群岛 瑞士：瑞不可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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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d.lvren.cn/feedback/
http://d.lvren.cn/gonglue/lijiang
http://d.lvren.cn/gonglue/emeishan
http://d.lvren.cn/gonglue/hangzhou
http://d.lvren.cn/gonglue/beijing
http://d.lvren.cn/gonglue/xiangganggouwu
http://d.lvren.cn/gonglue/taiwanzyx
http://d.lvren.cn/gonglue/niboer
http://d.lvren.cn/gonglue/maerdaifu
http://d.lvren.cn/gonglue/ruis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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