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

、

念地和

址

中部地区
Coimbra
Museu do Azeite - Bobadela
地址： Travessa dos Vales, n.º 73405-008 BobadelaCoimbra
電話： +351 238 603 095
子

件: info@museudoazeite.com 网站 https://museudoazeite.com/

其它信息:
特色とサービス:
商店; 游; 餐 ;
;
支払い:
迎使用信用卡;
可通达性:
残疾 用通道; 留 位; 通向入口的无障碍通道: 全部; 无障碍入口: 全部;
内部无障碍穿行: 全部; 无障碍区域/服 : 商店, 酒吧/咖啡 , 残疾 用 施,
庭院, 礼堂; 可得信息: 字幕, 互 和 听演示, 触 探索 ; 理技巧:
障碍, 听力障碍, 行 不便, 精神残疾; 可用的支持 品/服 :
障碍,
听力障碍, 行 不便, 精神残疾;

Viseu
Museu Nacional Grão Vasco
地址： Paço dos Três Escalões 3500-195 Viseu
電話： +351 232 422 049

真： +351 232 421 241

子 件: mngv@mngv.dgpc.pt 网站 http://www.museunacionalgraovasco
.gov.pt/;http://www.patrimoniocultural.gov.pt/pt/museus-emonumentos/rede-portuguesa/m/museu-grao-vasco/
可通达性:
残疾 用通道; 残疾 用通道; 通向入口的无障碍通道: 全部; 无障碍入口:
全部; 内部无障碍穿行: 全部; 无障碍区域/服 : 残疾 用 施;
可用的支持 品/服 :
障碍;
特色とサービス:
商店; 游; 餐 ;
;
大瓦斯科（Grão Vasco）博物 博物
在三 梯 殿，旁 坐落着主教
大教堂。博物 是由弗朗西斯科德阿尔梅达莫雷拉（Francisco de Almeida
Moreira）在1915年建立的，他用 生的
来收集葡萄牙最有名的 代画
家和当代画家的作品。 在 入博物 之前 先留意一下
建筑的
，它采用了文 复兴 期的
，醒目的门廊旁 有两个有凹 的 柱。
主教的 殿是几代修道院 的作品（可能要追溯到若昂戈麦斯阿布雷 （D
. João Gomes de Abreu）的 代，他在1466年到1482年之 是主教，并
葬于此）也曾 是收容所，从1563年宗教
会 布条令开始， 里就用
来教育一定数量的年 人，也就是委 会神学院。直到16世 才完成。 收
藏的物品和 画都是关于礼
俗（ 画，雕塑， 器和象牙雕刻-有
式的， 有巴洛克式的） 有考古物品，最主要的是葡萄牙19世 的 画
，葡萄牙陶器， 方瓷器和家具。
博物 中的收藏品主要是瓦斯科 尔南德斯（Vasco Fernandes）(c.
1475-1542)的画，大瓦斯科（Grão
Vasco）的作品和主要合作人卡斯帕瓦斯（Gaspar Vaz.）的作品。

波尔

和北部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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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imarães
Santuário da Penha
地址： Penha - Costa 4810-038 Guimarães
電話： +351 253 414 114
子 件: info@penhaguimaraes.com 网站
http://www.penhaguimaraes.com
特色とサービス:
游;
; 商店; 餐 ;
可通达性:
残疾 用通道; 留 位; 通向入口的无障碍通道: 全部; 无障碍入口: 全部;
内部无障碍穿行: 全部; 无障碍区域/服 : 商店, 酒吧/咖啡 , 残疾 用 施,
庭院, 礼堂;
佩尼 圣母教堂（Santuário de Nossa Senhora da Penha） 1652年建造此
教堂，之后，于1727年成
洁受胎修道院附属建筑。 个教堂 得欣
的便是他 上特别的波利卡波奥里 拉波 德斯的瓷 和 道台。
每年朝圣于9月的第二个星期天 行。

里斯本地区
Sintra
NewsMuseum

Palácio e Parque de Monserrate

地址： Rua Visconde de Monserrate, 262710-591 Sintra

地址： Estrada de Monserrate 2710-405 Sintra

電話： +351 210 126 600 / 01

電話： +351 21 923 73 00

子

件: info@newsmuseum.pt 网站 http://www.newsmuseum.pt

時刻表:
4月 - 9月: 上午9:30 - 下午7:00
十月至三月: 上午9:30 - 下午6:00
12月25日關閉;
特色とサービス:
商店; 游; 餐 ;
;
支払い:
迎使用信用卡;
可通达性:
残疾 用通道; 留 位; 通向入口的无障碍通道: 全部; 无障碍入口: 全部;
适合有特殊需求人士的接待区; 内部无障碍穿行: 全部; 无障碍区域/服 :
商店, 酒吧/咖啡 , 残疾 用 施, 庭院, 礼堂; 可得信息: 信息面板, 字幕,
互 和 听演示; 理技巧: 听力障碍, 行 不便, 精神残疾;
可用的支持 品/服 : 听力障碍, 行 不便;
NewsMuseum調用並解釋了最近歷史劇的媒體報導，並允許訪問者與廣播
和電視進行互動。
它向那些工作不朽的記者致敬，它展示了行業的主角，它展示了戰爭報導
的演變，標誌著我們的媒體戰鬥的背景，看著我們這個時代的“壞消息”。它
揭開了宣傳和公關行業的序幕。
互動信息娛樂系統非常現代化且具有參與性，並包括一個為教育訪問準備
的小禮堂。這次體驗以葡萄牙語和英語提供，共16小時的視頻和其他格式
。

Palácio Nacional da Pena
地址： Estrada da Pena
電話： +351 21 923 73 00
子

2710-609 Sintra
真： +351 21 923 73 50

件: info@parquesdesintra.pt 网站 http://www.parquesdesintra.pt

其它信息:
使用 椅的游客不能

入佩

，因

沿途有多个台

。有特殊需要的人

子

真： +351 21 923 73 50

件: info@parquesdesintra.pt 网站 http://www.parquesdesintra.pt

其它信息:
有特殊需要的人可

参

。

辛特拉公园通
行 不便人士提供 助 施，确保游客无障碍旅行。有
可 接到手
椅的 Swiss-Trac
，以及可使用的
巴士，助您到达各种有趣的景点。
特色とサービス:
商店; 游; 餐 ;
;
支払い:
迎使用信用卡;
可通达性:
留 位; 通向入口的无障碍通道: 部分; 无障碍入口: 全部;
适合有特殊需求人士的接待区; 内部无障碍穿行: 部分; 无障碍区域/服 :
商店, 酒吧/咖啡 , 残疾 用 施; 可得信息: 触 探索 ; 理技巧:
听力障碍, 行 不便; 可用的支持 品/服 :
障碍, 听力障碍, 行 不便,
精神残疾;
蒙塞拉德公园 殿（Palácio e Parque de Monserrate） 个梦幻的
式
的花园是由威廉姆• 克福德所建立的，他非常喜 辛特拉山。 蒙塞拉德公
园 殿，是一个古老的庄园，里面有果园和庄稼， 庄园属于杰拉德•德
斯莫，在18世 他将 庄园租 了梅洛和卡斯特 家族。 庄园的建造者
威廉姆• 克福德与弗朗西斯• 克也同 居住于此。 当 ，作 蒙塞拉德
子爵一世的弗朗西斯• 克，找到了 景学家威廉姆•斯托克达勒、植物学家
威廉姆•内 尔以及园 学家詹姆斯•布尔特一同来打造了庄园的美景，当你
走在公园里的 候，会看到有几条蜿蜒曲折的小路穿梭在 墟之中，周
有瀑布和湖水， 得有些 乱无章。 在 个花园里，可以看到 多来自
葡萄牙以及来自五大洲的植物（草莓 、冬青 、 木 ，等等）， 里
种 了来自世界各地的花，可以看到来自澳大利 、墨西哥以及日本的
花。 之， 里有超 2500种植物。
在 个 殿里，最著名的是音
（Sala da
Música）和几个奢 的接待 ，比如印第安 格的客 （Sala de Estar
Indiana）、餐 （Sala de Jantar）以及
， 些大 全部位于地下
。游客 可以上到第一 ，私人卧室都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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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

参

。

佩

公园是可参 的，并有各种帮助行 不便人士的 施，包括可以安装
引装置的手
椅和覆盖到 殿路 的无障碍巴士。
特色とサービス:
商店; 游; 餐 ;
;
支払い:
迎使用信用卡;
可通达性:
留 位; 通向入口的无障碍通道: 部分; 适合有特殊需求人士的接待区;
无障碍区域/服 : 商店, 酒吧/咖啡 , 残疾 用 施; 理技巧: 听力障碍,
行 不便; 可用的支持 品/服 :
障碍, 听力障碍, 行 不便, 精神残疾;
佩
（Palácio Nacional da Pena） 雄 的佩
（Palácio de
Pena）是葡萄牙19世 众多复古
式建筑的典范之一。
殿位于佩
山， 个地方的原址是由圣
尼姆 士 的修士所建立的修道院。 里
在1836年
了 尔南多•德• 斯•古博格戈塔国王与 利 二世皇后的
婚礼。由于 辛特拉的喜 ，所以就在原来修道院的土地上修建了皇家避
暑皇 。 由于国王夫 比 喜 复古的 格（新哥特式、新曼努埃尔式、
新伊斯 式以及新文 复兴式），所以采用了 种 格修建了此皇 并制
作了一系列的收藏品，同
以此 格修建了一个英国式的 景宜人花园
， 里 种 了从外国引 的 木。 在皇 内部，同 是按照国王喜 的
格来建造的，尤其是 座教堂，在 里可以看到那扇用白色大理石打造
的祭 画屏，由尼古 •山特莱奈(他 是里斯本圣哲 姆派修道院的建筑
之一)
。 里 收藏了 多有名的壁画以及瓷 装 品。 殿旁 的其
中一个 楼， 在是餐 ，在 里可以望到辛特拉的全景以及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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