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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牙用无尽的 景和 景台款待各方游客。从里斯本那些宁静宜人的 景台到野趣天成的葡萄牙海岸 ，您第一眼看到 些 景便会
陶醉其中。从城堡、高山、 崖和村庄的最高 ，葡萄牙将自己尽呈在您眼前，您一定要去了解她的一切，并欣 其万般美 。
圣 西 (Santa Luzia) 圣殿、
堡 (Viana do Castelo)
也 是受巴黎圣心堂的启 ，在圣 西 山的山 矗立着一座新拜占庭 格的教堂，供奉的是与山同名的圣人，要俯瞰利 (Lima) 河入
海口
日落、欣 海 与美 的
堡市， 里都是最 理想之地。爬上教堂
欣
景，想象自己是一只会展翅高 的 儿。
如果您希望
下 一刻，并以教堂作 照片主景的 ，就必 再爬高一些才能取得最佳拍 效果。您在等待最佳光 的同 ，可以在
景色同 壮美的波 达从众多精美葡萄酒中
一种品 一下。在没看到更好的 景之前 一天是不能 束的。
从加 新城 (Vila Nova de Gaia) 的 拉皮拉尔 (Serra do Pilar) 修道院看波尔
要看到波尔 最迷人的全景，最
的做法就是从加 新城的走廊和露台望下去。杜 河 (Douro) 的 一
角，将城市的美 尽情展 在您的眼前。从 拉皮拉尔修道院高度惊人的 景台望去，最美的景致当属宏
市的象征，而在旧城区，天空下大教堂和教士塔楼 (Torre dos Clérigos)
的 廓清晰可 。不必赶
，从容欣
景，杜 河川流不息奔向大西洋。

俯瞰全城提供了最好的
的路易斯一世
， 是城

蒙桑多 (Monsanto) 城堡
蒙桑多是葡萄牙一个小小的内 城 ，在海拔 758 米的高度，即所 的蒙桑多 (Cabeço de Monsanto) 上有一个 史悠久的城堡。从
蒙桑多城堡的最高点及其 卵石 成的 景台上望去，到 都散 出葡萄牙的田园精神， 也是 什么 里会被称 “葡萄牙最具葡萄牙
韵味的村庄”。
里斯本圣佩德 •阿尔坎塔拉 (São Pedro de Alcântara) 景台
圣佩德 •阿尔坎塔拉 景台是一 平台，可以俯瞰里斯本城区以及圣若 城堡所在的山坡。要抵达那里需乘坐格洛
(Glória)
梯， 梯可拉近光复广 (Praça dos Restauradores) 与巴洛奥尔多 (Bairro Alto)
之 的距离。佩德 五世国王将 片本欲用于延 阿瓜里弗 (Águas Livres) 渡槽的土地改造 两 花园，其 点 着众多葡萄牙人物的
雕像和 念地。在上
景台的一 瓷 装 板准确 明了 得 找的地 。
里斯本圣若 (São Jorge)。 城堡
里斯本的城堡是由国王若昂一世在迎娶了英国 卡斯特的菲莉帕公主后命名，目的是要 城堡 于英国保 神的保 之下。 里最初属
于西哥特人，然后是阿拉伯人，最后是基督徒，很多人来参 都是 了逛一逛迷 般的城堡。 里的城 和塔楼使城堡在 找“美景”的人
的心目中占有很重的份量。 个 固的 景台确 出色地配搭里斯本城区、巴洛奥尔多和塔古斯河，能够将城市最好的全景之一展 出
来。
里斯本圣 西 (Santa Luzia) 景台
从里斯本的圣 西
景台能够看到阿法
从
景台能够看到建在前阿拉伯城

(Alfama) 的屋 和塔古斯河的入海口。 里未 雕琢的花园 近供奉 尔他 士 的教堂，
迹上的城市。 壁与阳台
了瓷 ，虽然在城市令人惊 的 景映 下相形
，但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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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幅妙不可言的全景。花园出口 的两 装 板展 了 1755 年地震之前以圣若 城堡和商
Comércio)（当年被称
殿广 ） 主体的城市 景。了解他 ，然后从 里眺望里斯本。

广

(Praça do

的摩尔城堡 (Castelo dos Mouros)。 辛特拉 (Sintra)
摩尔城堡年久失修的城 沿着佩 公园的最高 蜿蜒而行。角塔和瞭望塔 相互呼 ，一条小道穿 令人眼花 乱的通道，爬上 500
台 后便到了城堡主楼。从辛特拉山您可以看到全城以及点 在城堡周 土地上的房屋，天气晴朗 ， 能看到蔚 的大西洋。您沿着
有千年 史的城堡城 拾 而上虽然辛苦，但是能看到全景也足以抵
份辛 。好好想一想，您有什么妙句要表达，很多名人看到
座阿拉伯城堡的 廓以及站在城堡上俯瞰城市的美景 都会兴 异常，往往会迎
喊出他 心中的感激 美之情。
(Palácio da Pena)。 辛特拉 (Sintra)
里原本是供国王度假休 所用。 里的气候比里斯本要凉爽，更能够欣 到田园 般、又有神秘之感的 景，因此在古代 里是葡萄
牙君主和 族夏天避暑的地方。
位于辛特拉山 (Serra de Sintra) 的一个山岬 。 里有茂密的 林和庄 的房屋， 殿就象是一
座多彩的灯塔矗立于一片 色之中。 殿是建筑中的瑰宝，有石 与瓷 装 ， 有各种异想天开的特色，如人 (Tritão) 柱廊，刻在石
上，形状有 壳、珊瑚和葡萄藤，象征着 地与大海之 的和
一。 殿
与角塔周 有 数众多的 景台，从那里可以欣 到
俯瞰城市和周 的壮 景色，天气晴朗 甚至能够看到大海。 个地方的魅力来自于 些全景和千 万化的城堡 廓所触 的激情。确
， 里是葡萄牙不可
的一 景点。
辛特拉
角 (Cabo da Roca)
在大洋海浪有力拍 下的岬角是一个天然 景台，可以在 140 米的高度眺望浩瀚的大海，也可以 360º 欣 辛特拉-卡斯 什自然公
园的 景。 里是欧洲最西端，岩石上的一个里程碑
出了确切位置，所以 里不 壮美，其地理意 也冠之以近乎魔幻的光 。位
于迷人灯塔里的旅游服
会
， 明您已 踏上 些坐 ，在一 近乎世界尽 的地方 美 景的美 。
瓦 达斯 尔旺 (Varandas de Marvão)。阿 特茹
和阿 特茹蒙 拉斯 (Monsaraz) 和麦尔特拉 (Mértola)
等固若金 的城 一 ， 尔旺也可以从地面一直 望到高 入云的 景。 里的城堡，周 人称之 ¡° 巢¡±，矗立于一 海拔 900
米的岬角 ，从城堡上可以欣 到 尔旺城无与 比的景致，可以看到城里白色的房屋和迷 般的街道、大自然的奇迹圣- 麦德山
(Serra de São Mamede) 自然公园和埃斯特雷拉山森林，甚至能够看到 界另一 卡塞雷斯 (Cáceres) 地区的瓦 西 德阿尔坎塔拉
(Valencia de Alcântara)。 个地方古 候曾 是防御入侵的堡 ，如今 是 瞰、或者不如 是 瞰葡萄牙内 地区美景的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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