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宿
中部地区
Luso
Grande Hotel de Luso

Hotel Alegre

旅

旅

住宿 / 旅

/ ****

住宿 / 旅

/ ***

地址： Rua Dr. Cid de Oliveira, 86 3050-210 Luso

地址： Rua Emídio Navarro nº 2 3050-244 Luso

電話： +351 231 937 937

電話： +351 231 930 256

真： +351 231 937 930

子 件: reservas@hoteluso.com 网站
http://www.hoteluso.com;http://www.facebook.com/HoteldeLuso
其它信息:
注册: 29;
特色とサービス:
中央供暖; 保姆; 酒吧;
;
室; 游 室; 床位数: 261; 房数量: 117;
套房数量: 3; 非吸烟区; 空 ; 游泳池; 室内游泳池; 壁球; 指 价格: $$$ (60€
- 90€);
アクセス:
停
; 巴士;
客室設備:
室内有空 ; 室内有
; 室内保 箱; 室内有
机; 室内有吹 机;
室内上网服 ; 室内有小酒吧;
可通达性:
残疾 用通道; 残疾 用 施; 残疾 用通道;
支払い:
迎使用信用卡; 旅行支票;
時刻表:
早
: 08h00-10h30;

真： +351 231 930 556

子 件: geral@alegrehotels.com 网站 http://www.alegrehotels.com;http:
//www.youtube.com/watch?v=-GpgVULvRL4;http://www.youtube.com/Hot
elAlegre
其它信息:
注册: 61;
特色とサービス:
中央供暖;
; 酒吧;
;
网 接入服 ; 游泳池;
アクセス:
停
; 巴士; 火 站;
客室設備:
室内有
; 室内有
机;
支払い:
迎使用信用卡; 旅行支票;

室; 游

室; 床位数: 36; 房数量: 18;

Hotel Eden
旅

住宿 / 旅

/ ***

地址： Rua Emídio Navarro 3050-224 Luso- Mealhada
電話： +351 231 930 191

Hotel Central
旅

住宿 / 旅

子

/ **

地址： Rua Emidio Navarro, 20 3050-244 Luso
電話： +351 231 939 254

真： +351 231 939 042

子 件: geral@hotelcentral-luso.com 网站 http://www.hotelcentralluso.com
其它信息:
注册: 781;
特色とサービス:
中央供暖; 酒吧;
;
室; 允 携
物; 床位数: 30; 房数量: 15;
网 接入服 ; 非吸烟区; 空 ; 指 价格: $$ (30€ - 60€);
客室設備:
室内有空 ; 室内有
; 室内有
机; 室内有吹 机; 室内有暖气装置;
アクセス:
巴士; 火 站;
;
可通达性:
残疾 用通道; 残疾 用 施; 残疾 用通道;
支払い:
迎使用信用卡; 旅行支票;
時刻表:
早
: 08h00-10h00; 客房服
表: 08h00-10h00;

Pensão Choupal / Residencial
旅

住宿

地址： Rua Poeta Cavador, 1 - 3050 - 243 LUSO
電話： 231939628
子

件: residencialchoupal@sapo.pt

真： +351 231 930 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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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它信息:
注册: 1433;
特色とサービス:
中央供暖; 酒吧;
;
室; 游 室; 允 携
物; 床位数: 83; 房数量:
57; 套房数量: 2; 网 接入服 ; 空 ; 游泳池; 商店; 网球 ; 健身房;
室内游泳池; 美容与美 ; 迷你高尔夫;
アクセス:
停
; 巴士; 火 站;
客室設備:
室内有空 ; 室内有
; 室内有
机; 室内有吹 机;
可通达性:
残疾 用通道; 残疾 用通道;
支払い:
迎使用信用卡; 旅行支票;

Solares de Portugal - Vila Duparchy
庄园旅游
地址： Luso 3050-235 Luso
電話： +351 231 930 790; +351 258 93 17 50 真： +351 231 930 307;
+351 258 93 13 20
子 件: info@center.pt ;duparchy@solaresdeportugal.pt;
principe.santos@clix.pt 网站
http://www.solaresdeportugal.pt/EN/solar.php?casaid=79
其它信息:
注册: 180;
アクセ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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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とサービス:
室; 床位数: 38; 房数量: 19;

停
;
特色とサービス:
室; 床位数: 9; 房数量: 6; 游泳池;

Vila Aurora
庄园旅游
地址： Rua Barbosa Collen, nº 6 3050-243 Luso
電話： +351 231 930 150
子

真： +351 231 930 150

件: vilaaurora@vilaaurora.com 网站 http://www.vilaaurora.com

特色とサービス:
中央供暖; 保姆;
室; 床位数: 13; 房数量: 6; 双人房: 6; 客房在主楼: 6;
网球 ; 游泳池; 吸烟客房; 空 ; 允 携
物; 按摩浴缸; 壁球;
アクセス:
停
; 巴士; 火 站;
客室設備:
室内有吹 机; 室内有暖气装置; 室内有空 ; 室内有
机; 室内有
;
支払い:
迎使用信用卡; 旅行支票; 指 价格: $$ (30€ - 60€);
時刻表:
早
: 08h30-11h00; 客房服
表: 08h00-24h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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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行程
中部地区
Buçaco
布
(Buçaco)、
(Bairrada) 周 游

索 (Luso)、

里

(Curia) ̶ 拜拉达

在布
(Buçaco) 广袤的森林以及 索 (Luso) 和 里 (Curia)
的温泉水 中心之 ，您会找到一 能令自己身心愉悦的地方。
里从秀美的 景开始，主要特色是布
山 (Serra do
Buçaco)，一个神奇的地方。16 世 教皇 令予以保 ， 里逐 被改造
成修士 修的地方，与世隔 。如今山上星星点点地 会
教堂和圣所
，共同 成了拜苦路，沿着国家森林的小径便可看到。当然 里 有其他
的旅游路 和
游的游 ，您可看到百年老 、多 湖泊和石 十字架
，会
您 忘体 的地方包括蕨谷 (Vale dos Fetos) 和冷泉 (Fonte
Fria)。
另一
忘的美景当然是枝繁叶茂的 木掩映下的皇 酒店。 座新曼奴
埃尔式皇 建于 19
世 末，供葡萄牙最后几位国王居住。皇 占据了圣克 斯修道院
(Convento de Santa Cruz) 的一部分，其中，一些回廊和小房 保存至今。
也是一个迷人的地方，可以 造浪漫，与大自然 密接触。
附近，在布
山的西坡上，就是 索温泉浴 (Termas do Luso)，最受
迎的一种 用 泉水就取自 里。 里的水
史 要追溯到 19
世 末期，而其水 效能在更早的 18 世 便已广 人知。 里保留了最初
的建筑，配上新 的水
施，成 保健养生的好去 。
大 在 15 公里之外， 里 温泉浴 (Termas da Curia)
也是保健休 的可去之地。在 里，到 是 20 世 初期的建筑，置身其中
恍然已回到“美 年代”。除了水
施， 里 有很多迷人的酒店、一个
延大 一公里 的人工湖、一个健身中心、网球 和高尔夫球 。一切
了健康生活！
除了水，葡萄酒和美食同 是“拜拉达”(Bairrada) 一地区的 傲。烤乳猪
是 里最著名的一道特色菜，吸引很多人 程到此品 。要是配上 自
地区的白、 或起泡葡萄酒，那就更理想了。如果想更好地了解 些，可
以参 相 的博物 ，如拜拉达葡萄酒博物 (Museu do Vinho da
Bairrada) 和阿 卡地下博物 (Aliança Underground Museum)，或沿着拜
拉达旅行路 ，在 造商的酒厂和酒窖品 并
美酒。旅游 束， 杯
共 。
有用信息
另 :
- Rota da Bairrada
http://www.rotadabairrada.pt
- Visit Centro de Portugal
http://www.visitcentro.com/en/
到地方
走公路：A1 ‒ 梅阿利

达 (Mealhada)/EN 234 出口

乘火 ：(www.cp.pt) 在科英布拉 B (Coimbra B)

乘

索-布

(Lu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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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çaco) 方向的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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浴

、水

中心和海水

法

中部地区
Luso
Termas do Luso
地址： Rua Álvaro Castelões3050-230 Luso
電話： +351 231 937 910
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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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色とサービス:
水酸碱度: 5.5; 水温: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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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方式
中部地区
Luso
Posto de Turismo - Luso-Buçaco
地址： Rua Emídio Navarro, 136 3050-902 Luso
電話： +351 231 939 133

真： +351 231 939 007

子 件: geral@turismodocentro.pt 网站
http://www.turismodocentro.pt;http://www.visitcentrodeportugal.com.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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