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枢
速尔群
Ponta Delgada
Aeroporto João Paulo II
机
地址： Aeroporto João Paulo II 9500-749 Ponta Delgada Açores
電話： 286 205 400

真： 296 286 233

子 件: contactar@ana.pt 网站
http://www.ana.pt/portal/page/portal/ANA/AEROPORTO̲PDELGADA/
;

波尔

和北部地区

Maia
Aeroporto Francisco Sá Carneiro
机
地址： Pedras Rubras 4470 Maia
電話： +351 229 432 400

真： +351 229 412 543

子 件: contactar@ana.pt 网站
http://www.ana.pt/portal/page/portal/ANA/AEROPORTO̲PORTO/
;停

; 巴士; 出租

停靠站;

Porto
CP - Comboios de Portugal (Estação Porto / Campanhã)

CP - Comboios de Portugal (Estação de São Bento)

火

火

站

地址： Largo da Estação de Campanhã

4300-173 Porto

站

地址： Praça Almeida Garrett

4000-069 Porto

電話： +351 707 210 220

電話： +351 707 210 220

网站 http://www.cp.pt;http://www.cp.pt/passageiros/pt/consultar-horarios/e
stacoes/porto-campanha;http://www.cp.pt/passageiros/en/traintimes/Stations/porto-campanha

网站 http://www.cp.pt;http://www.cp.pt/passageiros/pt/consultar-horarios/e
stacoes/porto-sao-bento;http://www.cp.pt/passageiros/en/traintimes/Stations/porto-sao-bento

行李寄存; 餐 ;
;停
ATM（自 取款机）; 残疾

行李寄存; 餐

; 租 ; 巴士; 出租
用通道;

停靠站; 地

;

站于1877年9月4日开 以来，一直都是最繁忙的站点。它的
一个重要的建筑D. Maria Pia密切相关。

构与另

Internorte - Transportes Internacionais Rodoviários do Norte
途汽

站

地址： Campo 24 de Agosto, Lojas 125 F - 4300-504 Porto
電話： 225 188 821
子

真： 225 188 822

件: reserva@internorte.pt 网站 http://www.internorte.pt

;停

; 巴士; 出租

停靠站; 地

; ATM（自

取款机）;

圣本 火 站是由国王卡洛斯一世于1900年揭牌开始 运。 里原来是S.
Bento de Avé Maria修道院。 目最初是由建筑
外部 条的展示，后
来又受当代法国影响。非常 得一看的是大型入口大
了大 二万 形
瓷 。 是Jorge Colaco的杰作，瓷 上是基于史学和人类学的 形。整个
大 的彩色横
按
序
述了从早期火 出 到 在的各种交
通形式。下面的大型地板描 葡萄牙的 史 景。在北 ，上部面板描
了 Valdevez 射箭比 的 景，而下面是Egas Moniz在向你打招呼。在南
上，上部面板描 的是João一世和他的新娘Filipa de Lancastre 入波尔
的 景，而下部
的是休达的 史。其他小面板展 的是当地的生活
景。服 ：汽 站、ATM。

里斯本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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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sboa
Aeroporto de Lisboa

CP - Comboios de Portugal (Estação de Santa Apolónia)

机

火

地址： Alameda das Comunidades 1700-007 Lisboa

地址： Av. Infante D. Henrique - Caminhos de Ferro 1100-278 Lisboa

電話： +351 21 841 35 00

電話： +351 707 210 220

真： +351 21 841 36 75

子 件: contactar@ana.pt 网站 http://www.ana.pt/portal/page/portal/AN
A/AEROPORTO̲LISBOA/;http://www.ana.pt
;停

; 巴士; 出租

停靠站; 餐

;

;租

; 商店;

网站 http://www.cp.pt;http://www.cp.pt/passageiros/pt/consultar-horarios/e
stacoes/lisboa-santa-apolonia;http://www.cp.pt/passageiros/en/traintimes/Stations/Lisboa-Santa-Apol%C3%B3nia
; 行李寄存; 餐 ;
;停
;租
ATM（自 取款机）; 残疾 用通道;

; 商店; 巴士; 出租

停靠站; 地

;

圣阿波洛尼 火 站所在地原是一个同 名称的修道院，于1865年5月1日
开始运 ，当
只有一 楼。直到1873年，它才开始被重 起来，作
从欧洲各地来，前往大西洋彼岸的旅客的登船中心。

CP - Comboios de Portugal (Gare do Oriente)
火

站

站

地址： Edifício Gare do Oriente, Piso 1 - Avª. D. João II1990-233 LISBOA
電話： +351 707 210 220

Terminal Rodoviário de Sete Rios

网站 http://www.cp.pt;http://www.cp.pt/passageiros/pt/consultar-horarios/e
stacoes/lisboa-oriente;http://www.cp.pt/passageiros/en/traintimes/Stations/Lisboa-Oriente

地址： Praça General Humberto Delgado, Rua das Laranjeiras, 1500-423
Lisboa

; 行李寄存; 餐 ;
;停
警察; ATM（自 取款机）; 残疾

; 租 ; 商店; 巴士; 出租
用通道;

停靠站; 地

;

途汽

餐

;火

站

站; 巴士; 出租

停靠站; 地

;

方 站位于里斯本 部区域，是 1998年的世博会
的一个 合运
站点，同 也作 城市的主要
接口，集地 、火 、公路 端和停
于一体。本站是由著名的西班牙建筑 和工程 Santiago
Calatrava
的。Santiago Calatrava以他独特的 格 名于世，即将材料
如混凝土、玻璃和 筋 合起来 造 构的可 性，而 正是别的建筑
所 藏起来的地方。 Calatrava将 方 站 建成一个 巧雅 的大型 构
，有些人
着金属光芒的 林，而其他人
它就像哥特式大教堂
的 柱和拱门。

Oeiras
CP - Comboios de Portugal (Estação Oeiras)
火

站

電話： +351 214 431 183
网站 http://www.cp.pt

阿尔加
Faro
Aeroporto de Faro
机
地址： Aeroporto de Faro 8001-701 Faro
電話： 289 800 800

真： 289 818 802

子 件: contactar@ana.pt 网站
http://www.ana.pt/portal/page/portal/ANA/AEROPORTO̲FARO/
;

德拉

2013 葡萄牙旅游局。保留所有权利。
info@visitportuga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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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nchal
Aeroporto da Madeira (Funchal)
机
地址： Aeroporto da Madeira 9100-105 Santa Cruz
電話： 291 520 700
子

真： 291 520 761

件: anam@anam.pt 网站 http://www.anam.pt
; 巴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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