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园和水族
波尔

和北部地区

Porto
Sea Life Porto
地址： 1ª Rua Particular do Castelo do Queijo 4100-379 Porto
電話： +351 226 190 400

真： +351226 190 409

子 件: slcporto@merlinentertainments.biz 网站
https://www.visitsealife.com/porto/
特色とサービス:
酒吧; 商店;
;
アクセス:
巴士; 地 ;
支払い:
迎使用信用卡;
可通达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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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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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触 探索 ; 理技巧:
障碍, 行 不便, 精神残疾;
可用的支持 品/服 : 行 不便, 精神残疾;

Vila Nova de Gaia
Parque Biológico de Vila Nova de Gaia

Zoo Santo Inácio

地址： Rua da Cunha 4430-757 Avintes (Vila Nova de Gaia)

地址： Rua 5 de Outubro, 4503 4430-809 Vila Nova de Gaia - Porto

電話： +351 227 878 120

電話： +351 227 878 500

子

真： +351 227 833 583

件: geral@parquebiologico.pt 网站 http://www.parquebiologico.pt

アクセス:
停
; 巴士; 火 站;
特色とサービス:
酒吧; 商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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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la Nova de Gaia生

公园

在 个生 公园里，探索 地区曾 的 貌、祖先的生活方式，你会
里的 植物生命感到惊 ！位于Vila Nova de Gaia市的一个 林 作地区
， 公园内自然栖息地生 着着数以百 的物种。35公 的公园坐落在Feb
ros河流域，Febros河流入杜 河左岸。它的两岸 留存着老旧的 村房子
、河筑 和水 。
公园的主要目的是培养人
区域景 的理解，包括它的各种 成要素
（ 植物、气候、 村建筑、 用和 俗、水文特征等等），以及 林
作景 和周 城市之 的 比。 公园内 有一个野生 物康复中心，用
以接收受 或非法被囚禁的野生 物， 有一个苗圃，每年生 成千上万
棵植物，种类超 300多种， 些植物用于本公园和或Gaia市的公共 化。
了探索更多景点，游客
从游客接待中心开始他 的旅行。在游客接
待中心，游客将有机会学 大量的 境教育活 ， 得探索公园之路径的
信息。游客
可以在公园里狩 或 行无 游的旅行。 可以参 有关

子

真： +351 227 878 517

件: info@zoosantoinacio.com 网站 http://www.zoosantoinacio.com/

アクセス:
停
; 巴士;
特色とサービス:
酒吧; 商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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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种Zoo Santo Inácio 目活 都有一个共同的主 ：地球和 代人类的行
方式。 里的庄园房子和19世 花园将会 你回到波尔 商人的19世
世界， 里 有 物公园。所有想要欣 爬行 物的游客将有机会看到来
自帝汶 的巨型蜥蜴和
的蛇类。

而那些喜
行物种的游客可以参 昆虫 养所， 有水生 类的胡泊和
有外来植物和 类的大型
温室。 歌特别的公园 有美洲雪豹、
达加斯加狐猴、加拉帕戈斯群 海 ，巴塔哥尼 野兔、澳大利 袋鼠等
其他我 平常没有机会 到的 物。3月8日到9月29日期 ，每天上午11点
、下午2点和下午4点半都有一个猛禽 行和培 示范表演，同
有 他
的特点、栖息地、 性、起源和其他令你好奇心的事 行解 。 是一
个不容
的机会。 于年 的游客，也有一个 有家畜的
， 你有
机会学 如何制作蜂蜜和奶酪。
商店里可以 到本
的特 ̶美
好一天
束后的完美 念品， 心情更加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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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展

。

Vinhais
Parque Biológico de Vinhais
地址： Rua das Freiras, nº 13 5320 Vinhais
電話： +351 273 771 040 / 933 260 304

真： +351 273 771 040

子 件: geral@parquebiologicodevinhais.com 网站
http://www.parquebiologicodevinhais.com
時刻表:
9:00 - 18:00;
可通达性:
残疾 用通道;
アクセス:
停
;
特色とサービス:
酒吧;
生物公园是由Vinhais

。

会

在Montesinho自然公园内的一个公共

所

本公园的目的是帮助解
地区的景 ，不 包括其自然部分，如植物、
物和地 学，而且 有其文化和 史部分；自然保 ；生物多 性和生
旅游的倡 。

里斯本地区
Lisboa
Jardim Zoológico de Lisboa

Oceanário de Lisboa

地址： Estrada de Benfica, 158-160 1549-004 Lisboa

地址： Esplanada D. Carlos I - Doca dos Olivais - Parque das Nações
1990-005 Lisboa
電話： +351 218 917 000 真： +351 218 917 000

電話： +351 217 23 29 00
子

真： +351 217 23 29 01

件: info@zoo.pt 网站 http://www.zoo.pt

子

可通达性:
残疾 用通道;
特色とサービス:
酒吧; 商店;
;
アクセス:
巴士; 火 站; 地 ;
里斯本 物园位于市中心，已有120年的
要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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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色とサービス:
酒吧; 商店;
;
アクセス:
巴士; 火 站; 地 ;

史，是一个鼓励教育和

的重

物园是世界上最全 物收藏之一（近400个物种，2000只 物），并提
供全套景点服 ，游客可以享受很多有趣放松的 刻，但最重要的是，他
离开的 候也会 着 一天的美好心情。
景点：海豚湾、彩虹公园、
、爬行 物屋、儿童
类和爬行 物表̶̶所有 目只需一 通票！

、海

参

个由美国建筑 Peter Chermayeff
的水族 ， 我 的知 面可
出了各个方面的挑 。 里居住着450多个物种， 植物数量达15000。
30个水族缸里有7000多立方米的海水，并重 了各种海洋生 系 ，海洋
水族
游客提供了独特 人的体 。
地和水下 别之 的交替重 了四个特定的栖息地：北大西洋的岩石海
岸、南极的海岸 、太平洋的海 森林和印度洋的珊瑚礁。

喂养以及

阿尔加

2013 葡萄牙旅游局。保留所有权利。
info@visitportuga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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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lves
Krazy World - Algarve Zoo
地址： Lagoa de Viseu ‒ Apartado 3Estrada Algoz ‒ Messines8365-907
Algoz
電話： +351 282 574 134 / 916 441 826
子

件: geral@krazyworld.com 网站 http://www.krazyworld.com

アクセス:
停
; 巴士;
特色とサービス:
酒吧; 商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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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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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技巧:
障碍, 听力障碍, 行 不便, 精神残疾;
Krazy World游

园--Algarve

物园

Krazy World游 园是一个 物园，在Silves旁 ，游客 会
有一系列
与 物世界有关的活 ，如爬行 物
表演或喂食珍稀 物， 有机会
看到来自 方的物种。 有一个
，两个小型高尔夫球 ：Krazy高尔
夫球 和Jungle高尔夫球 ，一个非常受 迎的小型游
，
游泳池和
两条越野 道。要
所有的有趣活 ，游客可 理全年会 ，本年度内
随 可以来参 。

阿

特茹

Montemor-o-Novo
Monte Selvagem - Reserva Animal
地址： Monte do Azinhal, Lavre 7050-467 Montemor-o-Novo
電話： +351 265 894 377
子

真： +351 265 847 188

件: geral@monteselvagem.pt 网站 http://www.monteselvagem.pt

可通达性:
残疾 用通道; 残疾 用通道; 留 位; 通向入口的无障碍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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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庭院; 可得信息: 信息面板, 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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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アクセス:
停
; 巴士; 火 站;
特色とサービス:
酒吧; 商店;
参 野生
的路程，
提供了

物园。野生 物园离里斯本，圣塔 或埃武拉都只有一个小
有各 不同种类的 物，
物 提供良好的条件，也 孩子
多有趣的活 。全家
来 里度 愉快的一天吧。

2013 葡萄牙旅游局。保留所有权利。
info@visitportuga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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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a
Fluviário de Mora
地址： Parque Ecológico do Gameiro 7490 Cabeção-Mora
電話： +351 266 448 130
子

真： +351 266 446 034

件: fluviariomora@net.novis.pt 网站 http://www.fluviariomora.pt

アクセス:
停
;
特色とサービス:
酒吧; 商店;
;
探索河流和湖泊。他

的栖息

物，他

的秘密，他

的美

。

穆拉市的Fluviarium在世界上排第三， 你有机会 得第一手有关葡萄牙和
世界各地的河流湖泊里的生物的
。从著名的物种到稀有 本。从精神
的表演者到几乎被忽 的物种。
在穆拉市的Fluviarium的大型水族缸，藏着一个河流湖泊的美妙世界，等待
你来
。做好 划和保 措施，因
也是 中心的一个挑 。充分享
受生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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