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

区

中部地区
Arganil
Paisagem Protegida da Serra do Açor
保

区

网站 http://www.icnf.pt/portal/naturaclas/ap/p-prot/ppsa
&nbsp;阿索拉山保 景 区 (Paisagem Protegida da Serra do Açor)
靠阿加尼尔 (Arganil)，其中的 塔达 尔佳拉 (Margaraça) 林

Aveiro
Reserva Natural das Dunas de São Jacinto
保

区

网站 http://www.icnf.pt/portal/naturaclas/ap/r-nat/rndsj
&nbsp; 里的 光秀美， 地与大海的界 并不清晰，有沙 、湿地，有
淡水、有咸水，是很多珍 物种的家园，到此一游的
保 令人

Castelo Branco
Geopark Naturtejo da Meseta Meridional

Parque Natural do Tejo Internacional

保

保

区

网站 http://www.naturtejo.com

区

网站 http://www.icnf.pt/portal/naturaclas/ap/p-nat/pnti

&nbsp;去探
合国教科文
定的第一家葡萄牙地 公园。
地 公园 (Geopark Naturtejo) 是在中部地区展开自然游的最佳路

特

&nbsp;塔古斯河是流 葡萄牙的最 河流。 源于西班牙的塔古斯河，在
入葡萄牙之前已 流淌 很 一段距离， 入葡萄牙之 的一段 50

Coimbra
Reserva Natural do Paul de Arzila
保

区

网站 http://www.icnf.pt/portal/naturaclas/ap/r-nat/rnpa
&nbsp;建立阿奇拉沼 自然保 区 (Reserva Natural do Paul de Arzila)
的目的是保
靠蒙太古 (Mondego) 河的里 拉德塞尔 希 (Rib

Figueira de Castelo Rodrigo
Área Protegida Privada da Faia Brava
保

区
子

件: geral@atnatureza.pt 网站 http://www.atnatureza.org

&nbsp;法 布拉瓦私人保 区 (Área Protegida Privada da Faia Brava)
位于科阿峡谷 (Vale do Côa) 内，是一 荒野，野生 植物丰富，

Manteigas

2013 葡萄牙旅游局。保留所有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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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que Natural da Serra da Estrela
保

区

网站 http://www.icnf.pt/portal/naturaclas/ap/p-nat/pnse
埃斯特雷拉山 (Serra da Estrela) 自然公园是葡萄牙最大的保 区，位于中
部山区高原，高原向 北 斜，蒙太古河 (Mondego) 和
雷河

Penamacor
Reserva Natural da Serra da Malcata
保

区

网站 http://www.icnf.pt/portal/naturaclas/ap/r-nat/rnsm
&nbsp; 立莫干塔山自然保 区 (Reserva Natural da Serra da Malcata)
的目的是要保 伊比利 猞 及其栖息地。 种 危的猫科 物是

Peniche
Reserva Natural das Berlengas
保

区

网站 http://www.icnf.pt/portal/naturaclas/ap/r-nat/rnb
与佩尼 （Peniche）隔海相望的，距离海岸10公里外便是
加（Berlen
gas）群 ， 是一 完好无 的自然要塞，由三座小
成̶̶埃

Torres Novas
Reserva Natural do Paul do Boquilobo
保

区

网站 http://www.icnf.pt/portal/naturaclas/ap/r-nat/rnpb
&nbsp; 尔德柏金 伯 (Paul do Boquilobo) 距古勒 (Golegã)
6
公里，是冲 平原，有沼 和湿地，当地生活主要依靠流 其 界的

速尔群
Ilha de São Miguel
Centro Ambiental do Priolo

Reserva Natural Regional Ilhéu de Vila Franca

保

保

区

&nbsp;位于 Cancela do Cinzeiro 森林公园 (Parque Florestal da Cancela
do Cinzeiro)，属于瓦拉峰特殊保 区/吉列尔梅河普里奥洛

区

&nbsp; 拉弗 卡 (Ilhéu de Vila Franca) 在 2004 年被 定
保 区。 一地区是海底火山
形成的，
打造出完美的

地区自然

Ilha do Faial
Vulcão dos Capelinhos - Faial
保

区

&nbsp;卡佩里霍斯火山 (Vulcão dos Capelinhos) 位于坎佩 半
(Península dos Capelos)，半 恰 若干地 WNW-ESSE
走向断 的火山

波尔

和北部地区

2013 葡萄牙旅游局。保留所有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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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ouca
Geoparque de Arouca
保

区

网站 http://www.geoparquearouca.com
&nbsp;2009 年在 合国教科文
的主持下，阿 卡地
(Geoparque de Arouca)
接受了欧洲地 公园网 的表彰，其地
的价

公园

Braga
Parque Nacional da Peneda-Gerês
保

区

网站 http://www.icnf.pt/portal/naturaclas/ap/pnpg
&nbsp;佩内达山 (Serra da Peneda) 和 尔山 (Serra do Gerês)
位于葡萄牙
的西北地区，地 上米尼奥 (Alto Minho) 和德拉什

什蒙

Bragança
Parque Natural de Montesinho
保

区

网站 http://www.icnf.pt/portal/naturaclas/ap/p-nat/pnm
&nbsp;整个公园都透露出 厚的 村气息，村落中的房舍 是
的
或花 岩建成，与 景完美融合在一起。人 有 候甚至感 不到房

岩

Esposende
Parque Natural do Litoral Norte
保

区

网站 http://www.icnf.pt/portal/naturaclas/ap/p-nat/pnln
&nbsp;北海岸自然保 区 (Parque Natural do Litoral Norte)
介于河与海之 ，在卡瓦杜河 (Cávado) 入海口与阿普利 村之
18

延近

Macedo de Cavaleiros
Paisagem Protegida da Albufeira do Azibo
保

区

网站 http://www.azibo.org/
&nbsp;在德拉什- 什-蒙特什 (Trás-os-Montes)
北地区的核心地 ，您
抽出一些
游 阿兹布河口保
(Paisagem Protegid

景

区

Mogadouro
Parque Natural do Douro Internacional
保

区

网站 http://www.icnf.pt/portal/naturaclas/ap/p-nat/pndi
&nbsp;杜 国 自然公园 (Parque Natural do Douro Internacional)
着杜 河形成的国家 界的走向，覆盖了米 达-都-杜 (Miranda

2013 葡萄牙旅游局。保留所有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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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la Real
Parque Natural do Alvão
保

区

网站 http://www.icnf.pt/portal/naturaclas/ap/p-nat/pnal
&nbsp;奥望自然公园 (Parque Natural do Alvão) 的 光着 令人沉醉，独
特的地 断 造就了壮 的瀑布、丰富多 的自然生 系 和保

里斯本地区
Alcochete
Reserva Natural do Estuário do Tejo
保

区

网站 http://www.icnf.pt/portal/naturaclas/ap/r-nat/rnet
&nbsp;塔古斯河从西班牙的阿尔瓦拉辛山 (Serra de Albarracin)
源，全程 1,100 公里，是流 葡萄牙境内的最 河流。里斯本

部区

Costa de Caparica
Paisagem Protegida da Arriba Fóssil da Costa de Caparica
保

区

网站 http://www.icnf.pt/portal/naturaclas/ap/p-prot/ppafcc
&nbsp;化石崖由一片
不断的沉 岩
成，是欧洲西部此类地
中最重要的一 范例，形成于千万年前的上新世 期。那 ，大海在

构

Setúbal
Parque Natural da Arrábida

Reserva Natural do Estuário do Sado

保

保

区

区

网站 http://www.icnf.pt/portal/naturaclas/ap/p-nat/pnar

网站 http://www.icnf.pt/portal/naturaclas/ap/r-nat/rnes

&nbsp;阿拉比达 (Arrábida) 自然公园 靠大海，介于塞 巴尔 (Setúbal)
与小
塞辛布拉 (Sesimbra) 之 ，自然美景无可匹 ，湛 的

&nbsp; 多 (Sado) 河 源于 雅 (Beja) 附近的 吉雅山 (Serra da
Vigia)，蜿蜒向北流 阿 特茹的平原，全程 180 公里，在塞 巴

Sintra
Parque Natural de Sintra-Cascais
保

区

网站 http://www.icnf.pt/portal/naturaclas/ap/p-nat/pnsc
&nbsp; 卡角 (Cabo da Roca) 是欧洲大 的最西端，自古被
是“地尽
于此，海始于斯”，是辛特拉-卡斯 什 (Sintra-Cascais) 自然公园

阿尔加
Olhão

2013 葡萄牙旅游局。保留所有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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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que Natural da Ria Formosa
保

区

网站 http://www.icnf.pt/portal/naturaclas/ap/p-nat/pnrf
&nbsp;西
里有迷

法莫撒 (Ria Formosa) 河口是具有国 重要意 的一片湿地，
的运河、
、湿地和河 ，位于加朗 (Garrão) 与曼

Vila Real de Santo António
Reserva Natural do Sapal de Castro Marim e Vila Real de Santo
António
保

区

网站 http://www.icnf.pt/portal/naturaclas/ap/r-nat/rnscmvrsa
&nbsp;瓜的
河 (Guadiana) 源于西班牙，
850
公里，在圣安 尼奥雷阿尔城 (Vila Real de Santo António)
即将 入大海之前蜿

阿

特茹

Barrancos
Parque de Natureza de Noudar
保

区

网站 http://www.parquenoudar.com
&nbsp; 达尔自然公园 (Parque de Natureza de Noudar) 位于巴
(Barrancos)，靠近与西班牙的 界， 境仍然保 完好，其中的

什

Castro Verde
Centro de Educação Ambiental de Vale Gonçalinho
保

区
子

件: lpn.cea-castroverde@lpn.pt 网站 http://www.lpn.pt

&nbsp;要游
德堡 (Castro Verde)
门保
类的保 区，必 从
利尼
Educação Ambiental de Vale Gonç

境教育中心 (Centro de

Mértola
Parque Natural do Vale do Guadiana
保

区

网站 http://www.icnf.pt/portal/naturaclas/ap/p-nat/pnvg
&nbsp;位于峡谷内的瓜的
河 (Guadiana) 在狭窄的河道内蜿蜒奔流，河
两岸不 会遇到古老的水磨坊，或陡峭的
地中海灌木 的山

Odemira
Parque Natural do Sudoeste Alentejano e Costa Vicentina
保

区

网站 http://www.icnf.pt/portal/naturaclas/ap/p-nat/pnsacv
&nbsp;阿 特茹西南部和 森蒂娜海岸自然公园 (Parque Natural do
Sudoeste Alentejano e Costa Vicentina) 是欧洲沿海保 最安好的地

2013 葡萄牙旅游局。保留所有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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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rtalegre
Parque Natural da Serra de São Mamede
保

区

网站 http://www.icnf.pt/portal/naturaclas/ap/p-nat/pnssm
&nbsp;在圣- 麦德山 (Serra de São Mamede)
我 会看到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阿 特茹
(Alentejo)， 里到 是高山，再也看不到
起伏

Rio Maior
Parque Natural das Serras de Aire e Candeeiros
保

区

网站 http://www.icnf.pt/portal/naturaclas/ap/p-nat/pnsac
&nbsp;埃雷和坎迪埃 斯山自然公园 (Parque Natural das Serras de Aire e
Candeeiros) 的最大 富 藏在其内部。 片石灰岩山体 洞

Santiago do Cacém
Reserva Natural das Lagoas de Santo André e da Sancha
保

区

网站 http://www.icnf.pt/portal/naturaclas/ap/r-nat/rnlsas
&nbsp;圣安德烈和桑 泻湖自然保 区 (Reserva Natural das Lagoas de
Santo André e da Sancha) 位于阿 特茹 (Alentejo)，占据了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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