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部地区
Figueira da Foz
Casino Peninsular - Figueira da Foz
地址： Rua Dr. Calado, nº 1
電話： +351 233 408 400
子
残疾

3080-153 Figueira da Foz
真： +351 233 403 403

件: geral@casinofigueira.com 网站 http://www.casinofigueira.com
用通道; 酒吧;

;

迎使用信用卡; 最小年

限制: 18;

Figueira
，一个在Figueira da Foz的
中心，每天邀 参 者 看大
上演的常
目， 可在 琴酒吧享受美食和
的服 。要想尽情享
受一个愉快的夜晚，您 可以去游 大
运气。 影院和Kastigo俱
部是令 个地方更愉快及快 的重要 成。游 大 是一个独特的建筑。
在 里您可以体 打法式
的激
刻，21点，美国
和”法式 行” (
一种葡萄牙骰子游 )。Figueira
的 代化主要体 在老虎机房。在 里
， 代的装潢 格，特别的灯光布置和运用与筹 的叮当声混和在一起，
提供安装了多 最新技 的300多台
，身 其境，如同
令人兴
的“
”和“
。”

波尔

和北部地区

Espinho
Casino Espinho - Solverde
地址： Rua 19, nº 85

4501-858 Espinho

電話： +351 227 335 500
子

真： +351 227 313 193

件: casinoespinho@solverde.pt 网站 http://www.solverde.pt

Espinho ‒ Solverde
每天客人都可以享受
和魅力，
众眼花

是一个在
音 和国
乱著名。

日气氛里，理想的晚宴地点。
演出。

个

以色彩，舞蹈，灯光

餐 和酒吧：
百家 餐 (每天有国 演出), 250位;
大西洋 550位; 多米 酒吧 150位。

Póvoa de Varzim
Casino da Póvoa
地址： Edifício do Casino da Póvoa de Varzim
4490-403 Póvoa de
Varzim
電話： +351 252 690 888 真： +351 252 690 871
子 件: reservas.cpovoa@estoril-sol.com 网站 http://www.casinopovoa.com
Póvoa
提供独特的
目。超
式 行” (一种葡萄牙骰子游 )。

650台老虎机，21点，美式

和”法

里斯本地区
2013 葡萄牙旅游局。保留所有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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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Estoril
Casino Estoril
地址： Praça José Teodoro dos Santos
電話： +351 214 667 700
子

2769-514 Estoril

真： +351214 667 965

件: info.cestoril@estoril-sol.com 网站 http://www.casino-estoril.pt

位于Estoril，距离里斯本18公里，离国 机
大的
，在世界上享有崇高的威望。

20公里，Estoril

是欧洲最

Lisboa
Casino Lisboa
地址： Alameda dos Oceanos ? Parque das Nações 1990-204 Lisboa
電話： +351 21 892 90 00

真： +351 21 892 90 59

子 件: info.casinolisboa@estoril-sol.com 网站
http://www.casinolisboa.pt
提供身份 ; 残疾
最小年 限制: 18;

用通道; 停

; 酒吧;

;

迎使用信用卡;

阿尔加
Monte Gordo
Casino de Monte Gordo
地址： Av. Infante D. Henrique
電話： +351 281 530 800
子

8900 Monte Gordo

真： +351 281 530 849

件: casinomontegordo@solverde.pt 网站 http://www.solverde.pt

提供 照; 提供身份 ; 残疾 用通道; 停
迎使用信用卡; 旅行支票; 最小年 限制: 18;

; 酒吧;

;

位于距西班牙 境 6公里，距离里斯本300公里，离法 国 机 65公里
，全新的Monte Gordo
是阿尔加 最活 的吸引地方之一。多元化的
目及众多的
游 提供 游客强烈的感官刺激以及梦幻般的 忘
刻。
：夜 演出，音 晚会，餐 ，酒吧，俱 部。游 ：217台老虎
机，”法式 行” (一种葡萄牙骰子游 )，扑克游 ，21点。

Portimão
Hotel Algarve Casino
地址： Av. Tomás Cabreira - Praia da Rocha 8500-802 Portimão
電話： +351 282 402 000
子

真： +351 282 402 099

件: hotelalgarve@solverde.pt 网站 http://www.solverde.pt

提供 照; 提供身份 ; 残疾 用通道; 停
迎使用信用卡; 旅行支票; 最小年 限制: 18;

;

; 酒吧;

;

在Praia da Rocha，Hotel Algarve Casino 合舒适和精致，
和放松，
休 和商 ：它是一个度假的理想 境。附近的主要旅游基
施有（高
尔夫球 ，游船
，水上公园，酒吧，舞 和住宿） 成了一个国 大
都会。 有私人停
，
，商 ，汽 出租，理 店。

2013 葡萄牙旅游局。保留所有权利。
info@visitportuga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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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arteira
Casino de Vilamoura
地址： Praça do Casino

8125-909 Quarteira

電話： +351 289 310 000
子

真： +351 289 310 099

件: casinovilamoura@solverde.pt 网站 http://www.solverde.pt

提供 照; 提供身份 ; 残疾 用通道; 停
迎使用信用卡; 旅行支票; 最小年 限制: 18;

; 酒吧;

;

Vilamoura
位于离里斯本290公里，距离法 国 机 25公里，是在Al
garve的最令人兴 的交 点。除了它的国 表演和令人流 的游 室，客
人 可以在著名的夜 会“Blakjack”尽情放松， 也是夜里最大的亮点。
：夜 表演，音 晚会，餐 ，酒吧，俱 部。游 ：500台老虎机，”
法式 行” (一种葡萄牙骰子游 )，扑克，21点。

阿

特茹

Tróia
Casino de Troia
地址： Marina de Troia 7570-789 Carvalhal - Grândola
電話： +351 265 101 500
子

件: rp@casinotroia.pt 网站 http://www.casinotroia.pt

15h00 - 03h00; 提供身份 ; 残疾
迎使用信用卡; 最小年 限制: 18;

用通道; 停

; 酒吧;

德拉
Funchal
Casino da Madeira
地址： Avenida do Infante 9004-513 Funchal
電話： +351 291 140 424

真： +351 291 235 894

子 件: casino.madeira@pestana.com 网站
http://www.casinodamadeira.com
残疾

用通道; 停

; 酒吧;

;

迎使用信用卡; 最小年

限制: 18;

2013 葡萄牙旅游局。保留所有权利。
info@visitportuga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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