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欢迎来到 悦风水疗中心！

无论您是水疗爱好者，还是健康新达人，甚至只是希望得到休闲放松，我们均期待为您带来舒畅 享
受！

在悦风水疗中心，我们相信快乐是健康的关键基础之一。这也是我们护理的重点。您不需要用一 个
新时代术语或古文字典来了解我们所提供的项目 - 您只需要知道您想享受什么样的感觉！

在接下来的页面上，您会发现我们提供一系列不断研发的各种疗法，从而使您的脚步恢复轻盈， 让
笑容重回脸庞。我们的水疗顾问很乐意与您沟通并帮助安排适合您的时间与疗程，立即预约， 我们
将随时为您服务！

享受悦风 - 发现生活中的美!

细节 (The Details)

到达时间 (Arrival)
生活奔波忙碌，而我们希望您的护理体验可以悠然自得！因此，请您在预约时间提前十五至二十分钟
到达。

咨询服务 (Consultation)
我们的水疗经理和接待员非常乐意，为顾客挑选合适的疗法而达到最佳效果。所以, 我们邀请您仔细
填写个人咨 询卡，以方便了解您的需要 (别紧张， 没有标准答案) 。

健康状况 (Special Attention)
为了安全起见，如果您是孕妇、有肌肉或关节损伤、高血压、皮肤过敏，或近期接受过整容手术，请
告知我们 的水疗接待员。

贵重物品 (Valuables)
水疗中心是一个远离纷繁世界，抛开一切杂念的地方！我们建议您将珠宝、现金、手表、手机或其他
贵重物品放回房间保管。

服装 (Clothing)
这是一个您不需要担心着装礼仪的地方！您只需要穿着休闲服前来即可，我们会体贴地在护理室内为
您备好浴袍、拖鞋和一次性内衣。

儿童 (Younger Guests)
16岁以下的顾客必须由父母陪同并签署监护人同意书。

宁静环境 (Ensuring Tranquillity)
所有顾客也和您一样希望在这里享受清闲时光，因此我们希望您关闭随身的手机或平板电脑，并且请
勿在此吸烟。

取消预约 (Cancellation)
我们深知突发情况总是在所难免，所以您可以于服务开始时间二十四小时前通知我们取消预约项目，
我们将不会收取任何费用。如于不足二十四小时前取消预订，需收取预订项目费用的百分之五十；如
于不足十二小时前通知取消预订或未能出席，需收取预订项目的全额费用.



特色 (Signature)

马尔代夫海洋风情套餐 (The Maldives Oceana Touch Package) 150 分钟
250 美金
现在把尘世间的一切繁纷复杂都抛诸脑后吧,让我们和您一起开启一趟静谧和谐的心灵之旅。您的
疗程会始于身体磨砂护理,特质的身体磨砂膏富含抗氧化剂,可以有效为肌肤降温,同时提升肌肤
湿度,接着我们会用兼具泰国和印度特色的按摩技法为您放松紧绷的肌肉,最后进行水晶焕活面部
护理,促进肌肤的自然修复,让您重焕光彩。

心悦特色按摩 (Mood Massages) 60 分钟 110 美金
90 分钟 155 美金

我们研发的心悦特色按摩，让您抛开臆测，轻松挑选适合您的按摩疗程。它的奇妙之处在于，您只需
要想一想现在的心情，再想象您希望达到怎样的感受，最后选出最匹配您身心的按摩疗程即可。

如梦轻柔 (Dreamy)
抛开纷扰的世界，随着平静舒缓的音乐，催人入眠的幽香，绵绵流畅的按摩手法，使您沉静在一个完
全放松的宁静状态。尤其适合完成长途路程后，或结束一天忙碌工作的您。

悠游宁静 (Serene)
您只需舒服地躺下，放空所有思绪。这个抚慰人心的按摩，利用手掌的按压技巧，帮助您舒展肌肉，
摆脱所有肌肉紧张与肩颈不适，舒缓身心，令您仿佛置身于世外桃源。

活力再现 (Rejuvenated)
这个按摩法蕴含科学依据，将利于淋巴排毒的按摩技法，配以细心挑选的精油，帮助您加速去除由于
压力、污染以及忙碌的生活而积聚的有害毒素。令您容光焕发、恢复活力，准备好迎接全新的挑战。

精力充沛 (Invigorated)
我们独创的深层肌体按摩，专为渴望摆脱长期负压的疲劳人士所量身打造。针对平日身体的负压部
位，通过强而有力的重压手法及按摩技巧，缓解肌肉紧张感，同时释放出源源不断的愉悦情绪。

补充能量 (Energised)
将传统泰式按摩的精粹古为今用。通过伸拉、捏揉等传统的泰式按摩手法，缓解肌肉的紧张纠结，增
强能量并改善血液循环。体验之后，可以让您步履轻盈，活力满满地迎接美好明天！

泰式放松 (Siam Sabai)

Sabai 在泰语中的意思是 “放松”。这种受泰国传统启发的治疗方法，让您在放松的同时体验乐趣
和 愉悦。

特色泰式按摩 (Signature Muay Thai Massage) 90 分钟 155 美金
120 分钟 220 美金

沿袭泰式古法草药包热敷，配合富有节奏的深度按压及轻柔抚压，缓缓地将热力释放到肌肤深层，再
配合温热的精油，令身体充分放松舒缓。

泰式热石按摩 (Siamese Stones Massage) 90 分钟 155 美金
遵循古法的火山热石疗法精粹，专业技师手持热石在身体上滑动，让石头的热力缓解释放至肌体深层
中，促进血液循环，消除紧张感，为您带来深层次的放松状态。

泰式足疗按摩 (Siamese Foot Massage) 30 分钟 65 美金

所有价格均以美金计算，另需加收 10% 服务费及 12% 政府税。



60 分钟 95 美金
您知道足底有贯穿全身的神经末梢和压力穴位吗? 选择三十分钟的足疗按摩，您将获得彻底放松，选
择六十分钟的足疗按摩，您将对足部反射疗法受益匪浅，深有体会。

泰式背部舒缓按摩 (Siamese Back Tension Relief) 60 分钟 95 美金
由专业按摩技师针对您的背部、颈部和肩部，为您解析不同护理将为身体带来的改善。通过技师专业
的指尖和手掌按压，充分缓解紧张及压力，非常适合刚下飞机，路途劳顿的客人。

泰式头部按摩 (Siamese Head Massage) 60 分钟 95 美金
灵感来源于印度古法按摩，这项护理对于患有偏头痛或失眠的人最为有效。同时，通过富有节奏及柔
和的揉捏，令每位客人都能获得深度放松。

水晶焕活面部护理疗程 (Crystal Fresh Facial) 30 分钟 75 美金
将深层洁面护理与水晶面部修复结合，延缓肌肤衰老，令肌肤活力透亮，绽放光彩。

水疗之旅 (Spa Therapy Journeys)

我们精心设计了多款套餐组合让您能体验最好的悦风水疗。您可选择两小时的精华护理，或三小时的
豪华组合。

全身焕肤 (Body Glow) 120 分钟 220 美金
全身焕肤套餐能使您体验悦风水疗的精华。您可以 选择先来心悦磨砂去角质或是全身裹敷去排毒
,然 后再进行心悦特色按摩以促进血液循环。

深层解压 (Super Stress Relief) 120 分钟 220 美金
我们的深层解压提神护理通过全身肌肉放松按摩和更有针对性的头部脚部按摩帮助您驱散身体的疲
惫。

全身焕活 (Essential Body Revival) 180 分钟 300 美金
您可以根据个人喜好来制定属于您的独一无二的水疗体验,选择任意一种身体磨砂和身体按摩,最
后以足部按摩收尾。

沉醉心神 (Head Over Heels) 180 分钟 300 美金
沉醉心神套餐专为宠爱美丽的您而设计,疗程始于身体裹敷或者身体磨砂,接着您可以任选一种心
悦按摩来进一步放松全身,最后进行的面部护理可以根据您的需求有针对性地改善面部肌肤。

*面部美白护理和面部抗衰老护理需额外收费。

面部护理 (Facial treatments)

我们的面部护理选用全球知名品牌产品系列，有助提升水疗体验，让客人拥有一次难忘的感官体验。

面部水漾保湿护理 (Hydration Facial Treatment) 60 分钟 135 美金
为干燥疲惫的肌肤注入水分，使用含有奢华滋养脂质和独特面部细肤精华的面膜来抚平细纹加倍滋润
肌肤，塑造年轻紧致的肌肤轮廓，焕发青春活力。具有紧致、重现水润肌肤之功效，同时令肌肤细致
有弹性。

所有价格均以美金计算，另需加收 10% 服务费及 12% 政府税。



敏感肌肤和晒后舒缓护理 (Sensitive and After Sun Treatment) 60 分钟 135 美金
无论是由压力、紫外线、环境因素或过度日晒所引起的肌肤泛红，这项突破性的护理可以立刻舒缓安
抚发炎、敏感的肌肤。这项护理包括两种具有快速镇静和具冷敷作用的面膜，非常适合偶发或长期被
皮肤发红问题困扰的客人。

深层洁面护理 (Deep Cleansing Facial Treatment) 60 分钟 135 美金
深层洁面护理可溶解堵塞毛孔的杂质，细致毛孔，清除暗哑、干燥的皮肤细胞，让肌肤其恢复光滑和
均匀的色调。专业的深层洁面护理包括焕肤程序，可有效打开堵塞毛孔，让肌肤透亮光滑。

面部美白护理 (Brightening Facial Treatment) 75 分钟 135 美金
针对黑斑、色斑、雀斑、肤色不均等肌肤问题，采用独家双效美白配方，令肌肤重拾透亮及光泽。如
果您正想改善肌肤的光泽与弹性，重焕青春，此项护理将是您的理想之选。

面部抗衰老护理 (Anti-Ageing Facial Treatment) 75 分钟 150 美金
这项全面抗衰老面部护理对抗初露端倪的衰老问题非常理想。它的高效焕肤程序可有效减少皱纹，并
有持久保湿效果。只需一次治疗就能让您的皮肤变得更光滑年轻。

身体护理 (Body treatments)

磨砂、裹敷或按摩。此系列身体护理套餐由悦风水疗特色产品打造而成。

茉莉和薄荷身体磨砂膏 (Jasmine & Mint Body Scrub) 60 分钟 75 美金
让这款磨砂为您揭开茉莉花的舒缓功能和薄荷的提神效力。丰富的抗氧化剂和维他命A可以为您的
肌肤深层补水使其如丝般顺滑,重焕青春光彩。

芒果糯米饭身体磨砂 (Mango Sticky Rice Body Scrub) 60 分钟 75 美金
创造奇效！融合了芒果油、椰奶和糯米，这款色香味俱全的磨砂护理轻柔地去除皮肤角质，通过补充
维生素和矿物质让皮肤得到充分滋润。涂满全身的椰奶更会让您闻起来甜美迷人！

晒后修复身体敷裹 (Sun Soother Body Wrap) 60 分钟 75 美金
不小心被热情的烈日导致肌肤晒伤？就用凉爽滋润的芦荟与黄瓜萃取精华来熄灭全身火辣辣的疼痛
吧！太阳辐射会消耗肌肤蕴含的水分，这些纯天然的植物元素不仅可以让肌肤舒缓和降温，还能消退
被晒伤发红 的肤色。

所有价格均以美金计算，另需加收 10% 服务费及 12% 政府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