浴

、水

中心和海水

法

中部地区
Aguiar da Beira
Caldas da Cavaca
温泉
地址： Aguiar da Beira 3570-026 Aguiar da Beira / Guarda
電話： +351 232 680 192 / 232 689 102
子

真： +351 232 688 8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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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meida
Termas de Almeida Fonte Santa
温泉
地址： Encosta da Fonte Santa 6350 Almeida / Guarda
電話： +351 271 571 123 / +351 271 571 080

真： +351 271 571 081

子 件: geral@almeidamunicipia.pt 网站
http://www.almeidamunicipia.pt
残疾

用通道; 水酸碱度: 8,7;

Caldas da Rainha
Termas das Caldas da Rainha
温泉
地址： Hospital Termal Rainha D. Leonor - Centro Hospitalar das Caldas
da Rainha Largo Rainha Dona Leonor 2500-176 Caldas da Rainha
電話： +351 262 830 379 真： +351 262 880 579
子 件: secretariado.ca@chcrainha.min-saude.pt 网站
http://www.chcrainha.min-saude.pt
残疾

用通道; 水酸碱度: 6.7; 水温: 35; 提供住宿;

;

此 施的建立与Leonor女王有密切关 。Leonor女王是 翰二世的妻子，
她于十五世 在此 建起了度假村，使病人 可以在此享受温泉。Caldas
da Rainha如今是葡萄牙最重要的温泉浴 之一， 任葡萄牙国王每年都将
去那儿接受温泉 养。

Castro Daire

2013 葡萄牙旅游局。保留所有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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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rmas do Carvalhal
温泉
地址： Rua do Balneário - Termas do Carvalhal 3600-398 Mamouros
(Viseu)
電話： +351 232 382 342 - 232 315 881 真： +351 232 315 882
子 件: geral@termasdocarvalhal.com 网站
http://www.termasdocarvalhal.com
残疾

用通道; 水酸碱度: 9,3; 水温: 42º; 提供住宿;

“水村”本身反映了Castro Daire市的独有特色。水
，古朴，
又有美食享受。 来水村，享受芳香

;
合的 村生活，自然
法与 足的 趣。

Covilhã
Aquadome - Estabelecimento Termal de Unhais da Serra
温泉
地址： Avenida das Termas - Unhais da Serra 6200-999 Covilhã
電話： +351 275 970 030
子
残疾

真： +351 275 970 038

件: geral@aquadome.com.pt 网站 http://www.h2otel.com.pt
用通道; 水酸碱度: 8.5; 水温: 38º; 提供住宿;

;

Curia
Termas da Curia
温泉
地址： Curia

3780-541 Tamengos

電話： +351 231 519 825
子 件: termas@termasdacuria.com; reservas@termasdacuria.com
网站 http://www.termasdacuria.com
残疾

用通道; 水酸碱度: 7.2; 水温: 19; 提供住宿;

;

Curia 温泉度假 地，位于拜拉达地区中心，独特的自然与人 景 ，是全
国最 盛名的度假 地之一。度假 地座落于Curia公园内，在距1千米的地
方有一个湖，附近矗立着各种植被。除了其独特的自然 境以外，Curia享
有得天独厚的地理
，它 在著名旅游三角地 Curia ‒ Luso ‒
Buçaco，集中了各民族人种，民俗，
与不巧的 志性建筑。

Guarda
Termas de Longroiva
温泉
地址： Lugar do Rossio 6430-071 Longroiva / Guarda
電話： +351 279 849 230

真： +351 279 849 235

子 件: geral@termasdelongroiva.com.pt 网站
http://www.termasdelongroiva.com.pt
残疾

用通道; 水酸碱度: 8,79; 水温: 46º; 提供住宿;

;

2013 葡萄牙旅游局。保留所有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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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urinhã
Termas do Vimeiro
温泉
地址： Rua da Ribeira 2560 ? 084 Maceira / Torres Vedras
電話： +351 261 980 800

真： +351 261 984 621

子 件: amacedo@ohotelsandresorts.com 网站
http://www.ohotelsandresorts.com
残疾

用通道; 水酸碱度: 7.1; 水温: 26; 提供住宿;

Vimeiro温泉坐落于葡萄牙西部Torres Vedras自治市，早有名气。十九世
初期拿破
争期 ，一 英葡和法国
的重要 役 生于此。Vimeir
o温泉浴 四周
，近 大海， 人感受悠 与自在。

Luso
Termas do Luso
温泉
地址： Rua Álvaro Castelões, 63
電話： +351 231 937 910

3050-230 Luso

真： +351 231 937 925

子 件: termasdeluso@maloclinicspa.com 网站
http://www.maloclinicspa.com/termasdeluso
水酸碱度: 5.5; 水温: 27;

Mação
Termas da Ladeira de Envendos
温泉
地址： Envendos 6120-019 Envendos (Mação)
電話： +351 276 990 900
子

真： +351 276 907 359

件: termas@unicer.pt

水酸碱度: 4.7; 水温: 21º;
Envendos 是一座古 ，位于Mação区， 多重要的古物出土于此， 里有
着 厚的
俗。虽然 名的由来具有争 ，但人 都知道它在Idanha-a
-Velha（
期 Egitânea）主教教区，是古路西塔尼 最重要的
之
一。在附近的Ladeira 旁，极具价 的上等温泉水流入一个叫Gap of
Aguas Calientes的地方。

Mangualde
Termas de Alcafache
温泉
地址： Rua do Balneário 3530-029 Alcafache
電話： +351 232 479 797 / 96 27 95 733
子

真： +351 232 471 296

件: geral@termasdealcafache.pt 网站 www.termasdealcafache.pt

水酸碱度: 8.4; 水温: 50; 提供住宿;
位于Beira Alta，宁静的田园山谷内，离 塞 大 9公里，度假 地周
景和
美，葡萄园，苹果园林立，清新的果香装点着空气。花 岩石的
突兀棱角装 着河床，构成一道独特有趣的 景 。Alcafache温泉 离城
市的 染与 力，是一个洁 ，放松身心的小天堂。 有 20，000平方米
的面 ，在松林
的庇 下，在 里，您的身体和身心都可以得到尽情
的放松和愉悦。除了常 活 以外，Alcafache温泉度假 地与Dão-Lafões
旅游区合作，
了一系列广泛的文化活 ，包括民 舞蹈，爵士，流行
与巴西 情的歌唱比 ，音 会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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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teigas
Termas de Manteigas
温泉
地址： Manteigas - Apartado 17 6260-012 Manteigas
電話： +351 275 980 300
子
残疾

真： +351 275 980 340

件: inatel.manteigas@inatel.pt 网站 www.inatel.pt
用通道; 水酸碱度: 9; 水温: 48; 提供住宿;

在葡萄牙 史早期，在Serra da Estrela区域的人
抵抗， 里就是Manteigas温泉的 源地。

;
与

侵略

行了

强

度假村位于Manteigas村庄，Zêzere山谷内，最大的葡萄牙山脉的魅力景
尽收眼底，其作 一种休 活
所并 展旅游 的重要性日益增 。

Monfortinho
Termas de Monfortinho
温泉
地址： Monfortinho

6060-072 Monfortinho

電話： +351 277 430 400
子
残疾

真： +351 277 430 409

件: termas.monfortinho@monfortur.pt 网站 http://www.monfortur.pt
用通道; 水酸碱度: 5.7; 水温: 31; 提供住宿;

葡萄牙定居地的
，表明Monfortinho起源在
代就已
用，
但一直到17世 才能了解他 的一些 用知 。在四十年代的一些建筑
施中， 位置
了重要作用， 已是全国最 盛名的度假 地之一。
位于Beira Baixa，避 的高原地区，Monfortinho享有得天独厚的微气候
。靠近Idanha-aVelha，Egitânia的一座古城， 里是葡萄牙 史与文化的珍
。
独有的身体与身心放松

法，保

您的Monfortinho之行流

忘返。

Monte Real
Termas de Monte Real
温泉
地址： Rua de Leiria 2426-909 Monte Real
電話： +351 244 619 020

真： +351 244 619 029

子 件: balneario@termasdemontereal.pt;geral@termasdemontereal.pt
网站 http://www.termasdemontereal.pt
水酸碱度: 7.2; 水温: 18º; 提供住宿;
最近向公众开放的Monte Real温泉公园，由Monte Real温泉，Monte Real
Palace Hotel酒店及Monte Real温泉浴 构成。占地24公 ，有两个网球
，一个游 室，一个迷你高尔夫球 和一个健身中心。Monte Real温泉虽
在20世 初才开始使用，但早在
期就享有名气了。自此， 里的温
泉就成了“休息”“放松”和“平衡”的代名 ，是人 追求健康和丰富生活的好
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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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las
Caldas da Felgueira
温泉
地址： Av. António Marques - Caldas da Felgueira 3525-210 CANAS DE
SENHORIM (Viseu)
電話： +351 232 945 000 真： +351 232 945 002
子 件: termas@termasdafelgueira.pt 网站
http://www.termasdafelgueira.pt
水酸碱度: 8.4; 水温: 35.8º; 提供住宿;
Caldas da Felgueira（在18世 以前称 Caldas Vale de Madeiros）, 自18
世 末投入使用以来，很快就 得非常流行，在19世 初成 人
衷造
的地方。地 宁静舒适的 境，靠近Serra da Estrela与安静的Mondego
河， 个小小的度假 地 游客宁静祥和的温馨 境。

Sabugal
Termas do Cró
温泉
地址： Praça da República 6324-007 Sabugal
電話： +351 271 581 818
子

真： +351 271 581 818

件: termas.cro@cm-sabugal.pt 网站 http://www.cm-sabugal.pt

水温: 23º;

São Pedro do Sul
Termas de São Pedro do Sul
温泉
地址： Praça Dr. António José de Almeida - Termas de São Pedro do Sul
3660-692 Várzea
電話： +351 232 720 300 真： +351 236 712 152
子
残疾

件: geral@termas-spsul.com 网站 http://www.termas-spsul.com
用通道; 水酸碱度: 8.8; 水温: 69; 提供住宿;

古
浴 的痕迹表明， 温泉是古
代就已 使用。地名“Banho”就
是从它原始的名字Balneum演化而来。据 ，在Afonso Henriques（12世
），第一个葡萄牙君主， 常光 温泉。从1895年直到共和国成立后
里起名 “Queen Amélia Thermaes”，位于美 的Vouga山谷内，并成名全
国最 盛名的度假 地之一。
Ramalho Ortigão，著名的葡萄牙作家，写到：“在S. Pedro do Sul，自然旺
盛，多 ，孕育了各种 色的生命，毗 河流 化无常， 叶从高山上慢
慢 落……”。
在几英里之外的

塞

市，是

大的建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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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ndela
Termas de Sangemil
温泉
地址： Lajeosa do Dão 3460-160 Tondela / Viseu
電話： +351 232 672 460

真： +351 232 672 445

子 件: termasdesangemil@tondelviva.pt 网站
http://termasdesangemil.tondelviva.pt
残疾

用通道; 水酸碱度: 8.6; 水温: 49; 提供住宿;

Sangemil村位于Tondela自治市的一座山谷中，毗 Dão河，周 是葡萄园
及果园，村内有同名温泉浴 。就如Alcafache一 ，一些温泉 源分布在
Dão河河畔。

速尔群
Ilha da Graciosa
Termas do Carapacho
温泉
地址： Rua Doutor Manuel de Sousa Menezes Carapacho 9880-152
Santa Cruz da Graciosa
電話： +51 295 730 505
子 件: termas.carapacho@graciosahotel.com 网站
http://www.graciosahotel.com
Carapacho温泉位于在Ilha Graciosa上， 靠近大海。人 在1750年
了
速尔群 海水的 用价 ，在18，19世 广泛 用。19世 以来，一部
分度假的家庭都来到Carapacho温泉度假 地度假。

Ilha de São Miguel
Termas das Furnas
温泉
地址： Rua das Caldeiras, nº 14 Furnas 9675-022 Povoação / São
Miguel
電話： +351 296 549 000 真： +351 296 549 001
子 件: reservas@furnasspahotel.com 网站
http://www.furnasspahotel.com
残疾

用通道; 提供住宿;

波尔

;

和北部地区

Ama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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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rmas de Caldelas
温泉
地址： Caldelas

4720-263 Amares

電話： +351 253 360 160

真： +351 253 361 136

子 件: mail@termasdecaldelas.com 网站
http://www.termasdecaldelas.com
水酸碱度: 8.3; 水温: 32; 提供住宿;
Caldelas温泉位于Entre Douro e Minho中心地 ，葡萄牙成立期 的一系
列重要 役就在此 生，气候温和，是修养和康复的极好去 。 里的温
泉曾被
人使用，此地出土的重要古物就是 史的
。Caldelas温泉
近Peneda-Gerês国家公园和著名城市布拉加。

Boticas
Caldas Santas de Carvalhelhos
温泉
地址： Rua das Caldas (EN 520-1), 12 5460 Carvalhelhos / Boticas
電話： +351 276 410 300
子

真： +351 276 410 301

件: carvalhelhos@mail.telepac.pt 网站 http://www.carvalhelhos.pt

水酸碱度: 7.9; 水温: 22; 提供住宿;
Aguas Santas Carvalhelhos温泉水起源于山后-上杜 省Barroso地区，
期就 有了名气，此地气 磅礴， 景壮 。在此停留不 能欣
美的自然景 ， 有机会接触当地的
和 俗， 些都是古文化的 迹
。

Chaves
Chaves - Termas & Spa
温泉
地址： Largo das Caldas 5400-534 Chaves
電話： +351 276 332 445 / 6
子

真： +351 276 332 447

件: geral.termas@chaves.pt 网站 http://www.termasdechaves.com

残疾 用通道; 水酸碱度: 6,6; 水温: 73; 提供住宿; 健身房; 医
控;
养 控; 希淋浴; 水上健身; 水按摩; 射淋浴; 洗手;
; 桑拿;
土耳其浴; 按摩; 力 法; 美容;
Chaves市，在
期叫做“Aquae Flavie”，位于山后-上杜 省中心。Ch
aves温泉是葡萄牙最重要的温泉浴 之一，其温泉水温是欧洲最高的。Cha
ves温泉起源于Alto Tâmega温泉，水 极 ， 也使Aquae
Flavie成
期伊比里 半 最繁 的城市之一。

Espinho
Balneário Marinho Municipal
海水

法

地址： Rua 6

4500 Espinho

電話： +351 227 344 179

真： +351 227 31 1053

子 件: cmesolarioatlantico@mail.telepac.pt 网站 http://portal.cm-espin
ho.pt/pt/equipamentos-municipais/balneariomarinho/apresentacao/;http://portal.cm-espinho.pt/
水按摩; 海藻治

; 桑拿; 海水游泳池;

2013 葡萄牙旅游局。保留所有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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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imarães
Caldas das Taipas
温泉
地址： Lg. das Termas

4805-079 Caldas das Taipas

電話： +351 253 577 898
子

真： +351 253 577 890

件: geral@taipasturitermas.pt 网站 www.taipasturitermas.pt

水酸碱度: 8.1; 水温: 32; 提供住宿;
Caldas das Taipas成名自
期，重要的古物在此出土。1867年
的
一 度假村 址以及出土的 雷真 柱表明，在
期 里的地址位置
就
越。Caldas das Taipas位于公园内，被Ave河
。 里的秋天享
有盛名，那 温度舒适，葡萄园
葡萄，特色十足。

Monção
Termas de Monção
温泉
地址： Av das Caldas 4795-405 Monção
電話： +351 251 648 367
子

真： +351 251 648 367

件: tesalmoncao@tesal.com 网站 http://www.tesal.com

水酸碱度: 7.4; 水温: 49; 提供住宿;
Monção温泉浴 接近Minho北部加力西
界，毗 Minho河，在Leafy公
园里，宁静又自由。度假村距离Monção 700米，可俯瞰Minho河，位于著
名的Vinho Verde地区， 里自然 景 美，盛 一种世界上独特的葡萄酒
̶葡萄牙 酒。
作
林

国内最 代的度假村， 里的温泉浴 被 色所包
散步。Monção温泉浴 是修养的极好去 。

，住

可在古

Murça
Caldas de Carlão
温泉
地址： Candedo

5090-011 Candedo (Murça)

電話： +351 259 549 147

真： +351 259 657 393

子 件: caldasdecarlao@caldasdecarlao.com 网站
http://www.caldasdecarlao.com
水酸碱度: 8.2; 水温: 29; 提供住宿;
Caldas de Carlão温泉浴 在美 的梯田式葡萄园里， 近位于Tinhela河
谷的Alijó和Murça。到了秋天，葡萄园呈 出
的金色和
色，是罕
的令人惊 的奇景。此 出土的 迹，包括Caldas de
Carlão斜坡上的路，表明
人曾使用 里的温泉，

Penafi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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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rmas de Entre-os-Rios

Termas de São Vicente

温泉

温泉

地址： Estr. Nac. 106, km 39 - Torre 4575-416 Portela PNF

地址： Termas São Vicente 4575-373 Pinheiro PNF

電話： +351 255 616 059

電話： +351 255 617 080 / 964 941 987

子
残疾

真： +351 255 615 170

件: inatel.erios@inatel.pt 网站 http://www.inatel.pt
用通道; 水酸碱度: 8.7; 水温: 18.5º; 提供住宿;

子
;

Entre-os-Rios温泉度假村位于杜 河和塔梅加河交
，地
trees公园中心，位置得天独厚，尽享大自然壮 景色。

残疾

真： +351 255 617 089

件: termas@termas-svicente.pt
用通道; 提供住宿;

;

secular

Resende
Caldas de Aregos - Balneário Rainha D. Mafalda
温泉
地址： Caldas de Aregos 4660-013 Resende
電話： +351 254 875 259

真： +351 254 875 825

子 件: geral@termas-caldasdearegos.com 网站 http://www.termascaldasdearegos.com
残疾

用通道; 水酸碱度: 9.2; 水温: 62;

Aregos温泉位于杜 河左岸的Resende自治市， 近辛方伊什。度假村毗
Albufeira do
Carrapatelo，由众山
， 景美 ，宁静怡人。Aregos 楼是Penedo
de S. João 景楼。在那里，杜 山谷尽收眼底。

Santa Maria da Feira
Termas de São Jorge
温泉
地址： Lugar da Sé 4509-903 Caldas de São Jorge
電話： +351 256 910 360
子

真： +351 256 910 369

件: info@termas-sjorge.com 网站 www.termas-sjorge.com

水酸碱度: 8,55; 水温: 23;
São Jorge温泉度假村位于Santa Maria da Feira，距离波尔 25公里，
有美 的自然 光和 大的自然
，是 理身体，恢复活力，放松心灵
， 求 期健康的好去 。São Jorge的温泉水含有硫磺，具有治 功效。
水 的方法包括浸浴、淋浴、蒸气浴等，配合 物技 ， 骨肌
，呼
吸道慢性和 敏性疾病以及皮肤病有一定的治愈效果。
有百年 史的São Jorge温泉度假村，既有悠久的
又有 代化的 施
。新的水
域（如温泉游泳池，温泉健身 ），休 区，以及革新性技
如、艾克斯淋浴、倍尔托艾克斯淋浴和 算机化按摩浴缸成 了São
Jorge的特色。
目前温泉浴 几乎全年
， 客在淡季（二月、三月、四月、十一月、
十二月） 能享受到特惠的价格。
São Jorge温泉度假村是修养的理想之地，提供多种
目和休
也是了解Santa Maria da Feira自然文化
的良好开端。

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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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nto Tirso
Caldas da Saúde
温泉
地址： Caldas da Saúde 4784-907 Areias (SANTO TIRSO)
電話： +351 252 861 763

真： +351 252 861 764

子 件: termas@caldas-da-saude.pt 网站 http://www.caldas-dasaude.pt

Terras de Bouro
Termas do Gerês
温泉
地址： Av. Manuel Francisco da Costa, 125 4845-067 Gerês
電話： +351 253 391 113
子

真： +351 253 391 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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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erês温泉浴 自
期就有了名气，第一个温泉浴
五世国王在位 治期。

建立于17世

Gerês温泉浴 位于Peneda Gerês国家公园的小溪旁，
，是修养身心享受安宁假期的好去 。
Gerês温泉浴

的附近就是Caniçada和Salamonde大

景壮

，水

翰
极

。

Vidago
Termas de Vidago
温泉
地址： Parque de Vidago Apartado 16, 5425-307 Vidago / Vila Real
電話： +351 276 990 970

真： +351 276 100 297

子 件: spareservations@vidagopalace.com 网站
http://www.vidagopalace.com
残疾

用通道; 水酸碱度: 6.6; 水温: 18; 提供住宿;

Vila Pouca de Aguiar
Termas de Pedras Salgadas
温泉
地址： Parque de Pedras Salgadas 5450-140 Bornes de Aguiar
電話： +351 932 640 521
子
残疾

件: pedras@unicer.pt 网站 www.aguadaspedras.com
用通道; 水酸碱度: 6.3; 水温: 17;

2013 葡萄牙旅游局。保留所有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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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zela
Caldas de Vizela
温泉
地址： Rua das Termas, 37 4815-416 Vizela
電話： +351 351 253 480 360

真： +351 253 480 361

子 件: termas@termasdevizela.com 网站
http://www.termasdevizela.com
水酸碱度: 9.4; 水温: 55; 提供住宿;

;

Vizela温泉包含三个度假村，多个温泉池（
度假村。
Vizela温泉毗
景
。

Vizela河，

50个），是葡萄牙最大的温泉

近葡萄牙的“出生地”Guimarães，独具特色，

里斯本地区
Costa de Caparica
Centro de Thalasso da Costa da Caparica
海水

法

地址： Av. 1º de Maio nº 25-A
電話： +351 212 905 655

2825-397 Costa de Caparica

真： +351 212 912 657

子 件: geral@thalassocaparica.com 网站
http://www.thalassocaparica.com
水按摩; 海藻治 ; 按摩; 美容; 桑拿; 土耳其浴; 健身房; 水上健身;
海水游泳池; 力 法; 日光浴室; 手浴;
; 射淋浴;

Estoril
Termas do Estoril
温泉
地址： Av Portugal 2765-272 Estoril
電話： +351 214 658 610
子

真： +351 414 665 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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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尔加
Albufei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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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l Spa Health Club - Real Bellavista Hotel & Spa
海水

Real Spa Thalasso - Grande Real Santa Eulália Resort & Hotel
Spa

法

海水

地址： Av. do Estádio 8200-127 Albufeira
電話： +351 289 540 060

真： +351 289 540 061

電話： +351 289 598 030

子 件: spa.hc@realbellavista.com 网站
http://www.realspaandthalasso.com
残疾 用通道; 水按摩; 海藻治 ; 按摩; 足
提供住宿;
; 健身房; 迎使用信用卡;

法

地址： Praia de Santa Eulália 8200-916 Albufeira
真： + 351 289 598 001

子 件: spa.grse@grandereal.com 网站
http://www.realspaandthalasso.com

; 美容; 桑拿; 土耳其浴;
射淋浴;

残疾 用通道; 水按摩; 海藻治 ; 按摩; 足 ; 美容; 桑拿; 土耳其浴;
提供住宿;
; 健身房; 海水游泳池; 射淋浴;

Lagoa
Vilalara Thalassa Resort
海水

法

地址： Praia das Gaivotas, Alporchinhos, Porches
電話： +351 282 320 000
子

8400-450 Lagoa

真： +351 282 320 077

件: reservas@vilalararesort.com 网站 http://www.vilalararesort.com

水按摩; 海藻治 ; 按摩; 美容; 桑拿; 土耳其浴; 健身房; 水上健身;
; 射淋浴;

力

法;

海水浴 中心是欧洲知名的浴 中心。Sofitel 酒店，隶属于Accor 集 ，
是五星 的豪 酒店， 格遵守并按照塔拉 国
章的 定
建造。
了
客 造方便舒适的休
境，中心内 有自己的医生，骨
，
理
，水
，全都
最新技 培 上 。
在各种健康与保健 法中，最知名的是“健身 法”，“戒烟 法”，“腿部滋养
法”及包括修复与美容的“基本 法”。 中心内 提供整骨 法，指 按摩
，灵气 法和太极拳，可按照菜
各种 法。Sofitel Thalassa
Vilalara是您放松休 ，愉悦身心的最佳
。

Monchique
Caldas de Monchique
温泉
地址： Caldas de Monchique 8550-232 Monchique
電話： +351 282 910 910

真： +351 282 910 991

子 件: spa@monchiquetermas.com 网站
http://www.monchiquetermas.com
残疾

用通道; 水酸碱度: 7,6; 水温: 31; 提供住宿;

;

海拔250米，位于美 的塞拉日蒙希克山谷，并在一个郁郁葱葱的 境中，
温泉是一个令人遐想的田园 洲， 离了 世的喧 ， 入了一个清幽宁
静的 地。在Fóia 峰，你可以享受无限重峦叠嶂的美景， 景
而壮
。 在公元1世 ，
人已 开始使用蒙希克海水，并称它
“圣水”在蒙
希克来源地区考古建筑中
了 多重要的 据，可 明 一点。 是另
外一个 阿尔加 （Algarve）包裹在平静中的地方，它将提供 您，圣洁
的休息 所和
。 靠近西尔 斯， 得一提的古代阿拉伯城市，以及
格里什， 起了
代， 有其主要的 起人，Henrique王子（14,15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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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lhão
Real Spa Thalasso - Real Marina Hotel & Spa
海水

法

地址： Av. 5 de Outubro 8700-307 Olhão
電話： +351 289 091 300
子

真： +351 289 091 301

件: spa@realmarina.com 网站 http://www.realspaandthalasso.com

残疾 用通道; 水按摩; 海藻治 ; 按摩; 足
提供住宿;
; 健身房; 迎使用信用卡;

; 美容; 桑拿; 土耳其浴;
射淋浴;

Portimão
Prainha Clube
海水

法

地址： Praia dos Três Irmãos 8500-072 Alvor
電話： +351 282 458 258

真： +351 282 458 258

子 件: thalgoprainhahealthclub@gmail.com 网站
http://www.prainha.net
水按摩; 海藻治 ; 按摩; 美容; 桑拿; 土耳其浴; 健身房;
水上健身; 海水游泳池; 射淋浴;

迎使用信用卡;

Prainha Clube俱 部是阿尔加 地区最古老，最 盛名的度假旅游 地之
一，地理位置 越，服
施 全。
跟国 知名品牌Thalgo 化 品牌的理念与精髓，
与 代相 合，Pra
inha建立了Thalgo-Prainha海洋浴 中心，旨在 游客 提供更好的服 ，
确保游客 的美 ，幸福与健康。
Thalgo-Prainha海洋浴

中心的服

量由Thalgo

室科学

游客 可享受室内游泳池，水 按摩，桑拿，土耳其沐浴，
健身，淋浴房按摩和个性化的按摩服 。

。
格

淋浴，

参 Thalgo中心，有 多可供
的 法：减
法，微量元素 法，海
水浴 法，“ 同与健康 法”， 后治 ，“海洋沐浴” 法，“每周美容与健
身”，减肥与排毒 法，抗脂 法， 养 法
，“水与海洋 法”和戒烟 法。

Vilamoura
Vila Sol World-Class Spa
海水

法

地址： Morgadinhos - Vilamoura
電話： +351 289 300 550
子

真： +351 289 300 566

件: spa@vilasol.pt 网站 http://www.vilasol.pt

温泉位于高尔夫度假村&amp;Vila Sol温泉 养基地中心。当游客 入
企 四周的花园 ，水 体 便开始了，在 里他 可以逃离每天的日
常 事，真正的放松身心。 温泉的开
理念是 醒游客 的身心感
受， 他 提供一个全方位的健康休
所。接待区与舒适的度假 地由
两 楼 成。室内装 ，
与 代 合， 游客
造一个温馨的氛
，是我 理想的休 度假天堂。温泉的
与 全的配套 施， 造 的
游客
至如 ，体 平衡与和 的心灵世界。温泉内提供每天，每周或
定期的养生 划，或 每位游客量身定制各种适合的 养 划， 足游客
的各种需求。温泉内
有休 室与酒吧，提供新 的水果与天然的茶
，愉悦游客。私人休息室提供美 服 ， 包括美甲与化 。温泉中心的
工作人 ，
情，
有素，真 地服 每一位到 的游客， 他
至如 。

阿

特茹
2013 葡萄牙旅游局。保留所有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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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nteira
Termas da Sulfúrea - Cabeço de Vide
温泉
地址： Sulfúrea - Termas de Cabeço de Vide Avenida da Libertação, 45
D 7460-004 Cabeço de Vide
電話： +351 245 634 206 真： +351 245 634 444
子 件: jfreg.cabecodevide@mail.telepac.pt 网站 http://www.jfcabecodevide.pt
德 的温泉度假 地保留有古
人的浴室 迹，据
，古浴室建于
奥古斯都大帝（公元前 119 年） 期，
最著名的硫磺温泉宁静怡人，
是修身养性的好去 。水 中心坐落于 德的里 拉山谷，在城
南 1
公里 ，是阿 特茹平原公 的一
洲，将泉水的 效与 一地区恬静
的 境融 了一体。其 的建筑有三 ，除了治 区域外， 包括接待区
、室内游泳池、凉水区、健身房、水 中心、酒吧/咖啡 、和一个无 的
室内天井。近 4,000 年来，人 一直在利用着 些温泉的神奇 效，据信
骨关 病（ 湿）、呼吸类疾病（哮喘、支气管炎、鼻 炎、鼻炎）和
皮肤病有治 作用，也正因
些独有的特性，使 里成 了葡萄牙国内
最繁 的 养 地之一。

Nisa
Termas da Fadagosa de Nisa
温泉
地址： Ternisa, E.M. - Apartado 90 6050-909 Nisa
電話： +351 +351 245 799 050 / 927 814 393/4
子

真： +351 245 799 059

件: ternisa@gmail.com 网站 http://www.termasdenisa.pt

水酸碱度: 8,15 ± 0,17; 水温: 19ºc;
Fadagosa Nisa 温泉 养 地位于塔霍河与Nisa郡的交界 40多公里 ，
有非常美 的景 。附近 有 多重要的
代与史前
迹，尤
其是S. Gens古巨石建筑群。

德拉
Funchal
CS Atlantic Club - Sea SPA

Hotel Tivoli Madeira

海水

海水

法

地址： Estrada Monumental, 175-177
電話： +351 291 717 700

9000 Funchal

法

地址： Rua Simplício dos Passos Gouveia, 29 9004 - 576 Funchal
Madeira
電話： +351 291 702 000 真： +351 291 702 020

真： +351 291 717 701

子 件: info@madeira.vidamarresorts.com 网站
http://www.vidamarresorts.com
水按摩; 海藻治 ; 按摩; 美容; 桑拿; 土耳其浴; 健身房; 水上健身;
日光浴室; 手浴;
; 射淋浴;

力

法;

子 件: reservations.htma@tivolihotels.com 网站
http://www.tivolihotels.com
水按摩; 海藻治

; 按摩; 美容; 桑拿; 土耳其浴; 健身房; 水上健身;

射淋浴;

Tivoli Madeira是一家五星 的酒店，位于丰沙尔旅游服 区内，海 散步
沙 上，离市中心 5分 的路程。温和的气候，舒适的温度，与壮 的自
然景 相 合，使 德拉与Tivoli酒店成
佳的度假 地。酒店内配 海
水浴 中心，
海 温泉，提供身心与身体的保健 法。“减 放松 划”采用海藻治 技
与Sothys"指尖放松 法”，在保 身心舒适的同 ， 客 提供精神的永久
愉悦。你也可以
部或身体“抗疲
划”。 德拉Tivoli酒店，品 与
合，是您最佳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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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lha de Porto Santo
Hotel Thalasso Vila Baleira
海水

法

地址： Sítio do Cabeço da Ponta
電話： +351 291 980 890
子

9400-030 Porto Santo

真： +351 291 980 801

件: talasso@ferpinta.pt 网站 http://www.vilabaleira.com

Vila Baleira酒店位于圣港 ，距市中心4.5公里， 机 6公里，地理位置
越， 境清雅幽静。酒店内 有最 代化的海水浴 中心，在金色沙
与大西洋海域清澈的海水中提供独特的治 。酒店旨在 全球社会日益增
的国 大都市的人 提供疾病 防与治 的保健服 ，享受 里舒适温
馨的生活。
酒店面向大海，游客 可尽情享受海
来的 趣，同 酒店内配 256
客房与56
全的T1公寓。酒店的服 广泛， 有最 新的技 与所
的 在“病 ”生活抗争： 力，疲 ，乏力，不运 ， 食不当，吸烟，
骨关 疾病，消化系 疾病和 后恢复等等。酒店内 有休
所，
包括 影院，儿童俱 部与多 商店。
海水浴

，

您完美的感

，我

将做的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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