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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vegar na costa algarvia
阿尔加
有 200
公里的海岸 ，气候宜人，海水平静，很适合船的航行，即使您自己没有船，也能租船或参

出海，去欣

海岸

的美

。

从海上游
一地区
您的是完全不一 的感 ，
遇到的都是惊喜。 里有金色的 崖， 海水侵 出大大小小的洞穴和各种不
同的形状，特别是在拉各斯 (Lagos) 与阿尔布 拉 (Albufeira)
之 ； 里同 有 色的峭壁和白色沙丘
下的广袤海 ， 景美 ， 化无 。西面的大海波涛汹涌，向 到了 格里什 (Sagres)
附近，海水却 得温暖、平静，更适合休 。
里也有 得一游的河流，比如阿拉德河 (Arade)，在波尔蒂芒 (Portimão) 和 尔 斯 (Silves) 之 的 段河域有很多地方
水清澈，在大面 的 色植被包 中阿拉伯 期的 迹若 若 。在遥 的 部，沿瓜的
河 (Guadiana)
逆流而上，宏 河岸两 的 景令人愉悦，沿途可以看到
、
的房舍和牧 。 一地区 有西 法莫撒 (Ria
Formosa)， 里是保 区，有湿地、沙丘和人迹罕至的
，有无 的海 ，清澈的海水。

景秀

、泉

您可乘坐有牌照的小船游 或参 旅游，多家公司都
有此类 目。很多游 包括船上午餐，或在某个僻静的海湾
有
的葡萄
牙沙丁 野餐。 里也有以生 游 主的旅游，可以在西 法莫撒自然公园 (Parque Natural da Ria
Formosa)、 林 和圣安 尼奥雷阿尔城湿地保 区 (Reserva Natural do Sapal de Castro Marim e Vila Real de Santo António)
植物。
但 于会掌舵的人来 ，什么都比不上 自
小艇去探 那些 匿在沙丘与峭壁 的小湾、以及从 地上无法抵达的无人海 更美妙
的了。在阿尔加 酷 的夏季阳光下到 些水域潜水，就好似置身世外桃园。您甚至无需 有船只， 里有多家公司提供租 服 ，你
可租用几个小 甚至几天。此外，如果您喜
，想追求刺激
大 ，阿尔加 可是理想之地，尤其是最西面的海域。
大海与
帆船比 提供了 佳的条件，吸引了世界各地的参 者来到 里。阿尔加 在很多久
地，要么是中途站。每个人都可以从事帆船运 ，因 在很多沿海城 都 有航海学校和游艇俱
：那就是 制路 ，扯起 帆，解开
， 帆启航！

盛名的国 帆船 事中要么是比
部。 有一种方式可以了解阿尔加

租船
要了解可能提供船只租

服

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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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船游
想要了解更具体信息，

阿尔加

提供巡游服

的公司名

，网址是：www.visitportugal.com，或者可以

系旅游服

。

比如有以下几种
：
- 乘船游，从 格里什的达 里拉港 (Porto da Baleeira) 出 去游
格里什 (Sagres) 附近阿尔加 海岸最西端；
- 在拉各斯 (Lagos)、阿尔 桑德佩拉 (Armação de Pera)、卡沃埃 (Praia do Carvoeiro)
海 及 地区其他地方的有牌照公司可提供乘船游， 您去欣 海岸沿 的 景、海浪 刻出的巨大洞穴和岩洞；
- 乘坐从阿尔布 拉(Albufeira) 和 拉摩拉 (Vilamoura)
出 的沿海迷你
，很多都提供船上午餐或在能够停泊的小海湾享用午
餐。有些游
船上
活 ，一般是在傍晚 分开始，可欣 海 城 的夜景；
- 有多支乘船 路从法 (Faro)、奥良 (Olhão) 和塔瓦拉 (Tavira) 出 游 西 法莫撒自然公园 (Parque Natural da Ria Formosa)，船
只沿公园水道在小 和半
穿行，可
野生 物（尤其是 类）和植物。 些船加上水上出租，也能抵达一些
，那里有宁静的
海 ；
- 也可以从圣安 屁奥雷阿尔城 (Vila Real de Santo António) 和阿尔科廷 (Alcoutim) 出 游 瓜的
河 (Rio
Guadiana)，您可看到沿途未 大 模旅游开 的地区的自然 光；
- 在西 法莫撒自然公园 (Parque Natural da Ria Formosa) 和 林 及圣安 尼奥雷阿尔城湿地保 区 (Reserva Natural do Sapal de
Castro Marim e Vila Real de Santo
António)的管理 可以参加
游的 保之旅并 取相关信息，可以更
地了解 些地方的 植物群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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