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们的理念 

 

巍然立于亚洲热带雨林中的青龙树，以悄然绽放沁人

馨香的金黄花冠著称。此种华丽高贵的树木启发了    

人们在无可逆转的岁月中品味时间、活出精彩的信念，

提醒我们珍惜分分秒秒，体验神怡瞬间。 

 

 

宁静之感：舒缓心神，融入宁静祥和的自然风光。安然

入座，在护疗师精心安排的足部清洁中放松，护疗后享

用香醇的草本饮料并品尝提神小食。只需片刻，便可 

忘却世间烦嚣。所有悦椿 Spa 均贴心地为您预留了     

30  分钟的静心时间，让您尽情享受非凡体验。 

 

 



价格包含 10% 的服务费与 6% 的税费 

宾客须知 

 

 

礼仪 

为确保所有宾客可以尽情享受体验，我们要求各位宾客尽量保持安静。没有成人陪护的儿童不得在 Spa 内逗

留。我们希望您小声交谈，尊重其他宾客的隐私。 

 

请将移动手机与电子设备关闭或调至静音模式。 

 

静心时间 

所有护疗（手部、足部、头发以及指定的护疗项目除外），均为宾客预留了 30 分钟的茶点及静心时间。 

 

登记 

预约成功后请至少提前 15 分钟到 Spa 前台登记，以保证足够的护疗时间。为了公平服务其他宾客，迟到将

导致服务时间缩短。 

 

贵重物品 

我们建议您不要在 Spa 中佩戴珠宝。若是有遗失的钱财或贵重物品，管理层与工作人员将不承担任何责任。 

 

烟酒 

Spa 场所禁止吸烟或饮酒。  

 

取消预约规定 

请提前 24 小时取消预约，以便我们为您另作安排。若在预约时间前的 4 小时内取消预约，我们将征收 50%

的取消费。若未按预约时间到场，我们将征收全额费用。 

 

退款规定 

护疗配套收费不得退费，未服务项目不可保留或替换至下次使用。 

 

礼品券 

选购礼品券，邀请亲友纵情享受舒适体验。欲了解详情，请联系我们的 Spa 接待人员。 

 

免责声明 

悦椿 Spa 中的 Spa 护理、服务和/或设施仅供一般护理之用，不可替代阁下可能需要的专业医疗，药品等。对

于由悦椿 Spa 护理、服务和/或设施导致或与之有关的义务、索赔、法律诉讼费用（在赔偿的基础上）、伤害

与损失，宾客将完全免除悦椿 Spa 及其控股公司、附属企业、子公司、代表、代理人、工作人员与供应商的

责任。  

 

 

 



价格包含 10% 的服务费与 6% 的税费 

悦椿招牌护理 

精选 Spa 护疗配套，令身、心、灵重振活力，焕发新生。 

 

花语沁心 Floral Chic                             

180 分钟护理                                          

                                                       RMB 2,100 

 

 

 

60 分钟悦椿按摩  15 分钟滋养美体裹身  45 分钟花袋磨砂  60 分钟任选面部护理 

 
温馨贴士：完美融合多种悦椿 Spa 经典护理项目的全方位护疗体验，为您带来值得拥有的

细致呵护。在沁人心脾的清爽花香中享受无尽的愉悦时刻。 

 

 

活力新生 Vitality Starter  

120 分钟护理                                         

                                                RMB 1,400 

 

 

 

30 分钟肌肉拉伸  30 分钟草药盐热敷  60 分钟任选身体按摩 

 
温馨贴士：缓解日积月累而成的肌肉疲劳状态，改善身体灵活性。此款护疗将让您精神奕

奕，以焕然一新的状态迎接一整天的精彩。 

 



价格包含 10% 的服务费与 6% 的税费 

                                                                        悦椿精华 

从一系列精心设计的 Spa 护疗配套中，挑选特别为男士与女士定制的个性体验。 

 

光彩美颜  Beauty Treat       

120 分钟护理                                         

                                              

 

                                              RMB 1,510 

 

 

 

60 分钟任选身体按摩或护理  60 分钟面部护理 

 
温馨贴士：适合需要从头到脚全方位呵护的宾客。自谱一段属于自己的美颜旋律，自由选

配护疗组合，令身心重振活力，由内至外焕发健康光彩。 

 

润泽净化 Purify Touch                             

120 分钟护理                                         

                                             

 

                                             RMB 1,400 

 

 

 

30 分钟暖姜美体磨砂  30 分钟元气泥膜美体润肤  60 分钟任选身体按摩 

 

温馨贴士：排毒首选，利用温暖生姜促进血液循环，磨砂深度净化身体。泥膜将去除杂

质，令肌肤重焕光泽，富有弹性。 

 

 

甜蜜呵护 Sweeten Up                             

120 分钟护理                                         

                                                                                                                                

 

 

                                                          RMB 1,400 

 

 

 

30 分钟桐果美体磨砂  60 分钟滋润按摩  30 分钟迷你面部护理 

 
温馨贴士：令身体焕发内在光采的首选，采用富含多种维生素与抗氧化物的桐果，有效软

化并润泽肌肤。



价格包含 10% 的服务费与 6% 的税费 

                           悦椿精华 

从一系列精心设计的 Spa 护疗配套中，挑选特别为男士与女士定制的个性体验。  

 

安神忘忧 Worry Free                             

90 分钟护理                                         

                                   
 

            RMB 1,200 

 

60 分钟爪哇按摩  30 分钟头皮按摩 

 
温馨贴士：减压护理首选。利用深层组织按摩技艺缓解肌肉疲劳，促进血液循环，打造极

致放松愉悦体验。针对各个压力点的头皮按摩将平息纷乱的思虑，令您重返安宁心境。 

 

 

 

唤醒感官 Wake Up Call                             

90 分钟护理                                         

 
 

             RMB 1,200  

 

60 分钟多元按摩  30 分钟足部按摩 

 
温馨贴士：唤醒感官的首选。精心搭配的按摩组合帮助您改善身体灵活性，缓解肌肉疲劳。

足部按摩为舒适体验画下完美句点。 

 

 

 

 

 

 



价格包含 10% 的服务费与 6% 的税费 

雨露体验 

悦椿 Spa 的特色护理配套，振奋身心的雨露体验完美结合了一泻而下的雨淋和蒸气浴，   

搭配舒爽的身体护理，让您在无与伦比的舒适中尽情放松自己，体验愉悦感官享受。 

 

极致雨露 Rainmist Indulgence 

120 分钟护理                                         

 
 

RMB 1,500 

 
10 分钟雨露护理   20 分钟生姜美体磨砂    5 分钟雨露淋浴   15 分钟生姜美体润肤与蒸气

浴   10 分钟雨露淋浴   60 分钟任选身体按摩 

 
温馨贴士：经典的雨露体验搭配一系列奢宠的身体护理，放松疲惫的身心。 

 
 

经典雨露 Rainmist Classic  

60 分钟护理                                         

                                                                                   
 

RMB   900 

 
10 分钟雨露护理  20 分钟茉莉鸡蛋花盐美体磨砂   5 分钟雨露淋浴    15 分钟大豆蜂蜜美

体润肤与蒸气浴  10 分钟雨露淋浴 

 
温馨贴士：雨露淋浴激发身体活力，搭配身体滋润护理，唤醒沉睡的感官并补充肌肤水分。 

 



价格包含 10% 的服务费与 6% 的税费 

身体按摩 

悦椿 Spa 的精选按摩系列，每一款都能舒缓身心，帮助感官重获活力。 

 

60 分钟护理                    

90 分钟护理                    

RMB 820 
RMB 1,200 

 

 

悦椿按摩 Angsana 
                                                                                   

 

温馨贴士：悦椿 Spa 的独创招牌按摩，作用于您的关键穴位，调理体内之“气”及活力。按

摩使用的欣快按摩精油，有效促进集中力，更为您注入源源活力。 
 

多元按摩 Fusion                                                                                     

温馨贴士：结合泰式与瑞典式按摩，消除酸痛，缓解僵硬，增强肌体灵活度。充沛按摩   

精油将激发无限灵感及感官活力。 
 

爪哇按摩 Javanese                                                                                     

温馨贴士：此款深层组织护理沿袭古老巴厘传统按摩技艺，释放身体压力，改善睡眠       

质量。和谐按摩精油给予心灵音乐般的舒缓与协调。 

 

泰式按摩 Thai                                                                                     

温馨贴士：以精巧轻柔的拉伸动作改善身体灵活性，然后是泰式无精油按摩，以掌压与指

压作用于身体经络。 
 

梦幻按摩 Dreams 
                                                                               

 

温馨贴士：专为疲惫劳累的宾客而设计的放松按摩，利用混有芝麻与荷荷巴油、富含维生

素 E 的温热澄净按摩精油消融肌肉紧张。 



价格包含 10% 的服务费与 6% 的税费 

便捷型按摩 

爽利提神的快节奏护疗，迅速舒缓紧绷的肌肉，激活沉睡的感官。 

30 分钟护理                    

45 分钟护理                    

RMB  466 
RMB  560 

 

背部解疲 Back Energy                                                                 
 

 

温馨贴士：利用中强力度按摩缓解背部酸痛，消除疲劳。 

 

足部放松 Foot Loose  

温馨贴士：腿部与足部按摩，令您的脚步更为轻盈愉悦。 

 

头部与肩部按摩 Head & Shoulders 

 
                                                                                   

 

 

温馨贴士：看似简单的头部与肩部组合按摩，巧妙缓解疲劳，效果显著。 

 

 

 

 

 

 



价格包含 10% 的服务费与 6% 的税费 

足部反射疗法 

爽利提神的快节奏护疗，迅速舒缓紧绷的肌肉，激活沉睡的感官。 

 
 

九天云上 Cloud Nine 

90 分钟护理 
RMB 1,080  

 

温馨贴士：背部按摩令您深度放松，足部磨砂释放内心烦扰。最后的足部反射疗法按摩，

让您焕发活力。 

 

足底觉醒 Sole to Soul                            

60 分钟护理 
RMB 780 

 

温馨贴士：通过足部磨砂和足部反射疗法按摩，舒缓紧绷的足部肌肉，安抚疲惫不堪的身

心。 

 

*足浴随心选: 

 芳香盐：芳香盐是排毒和清洁肌肤的最佳选择。 

 柑橘：柑橘能有效提升人体免疫力，并具有抗氧化和消炎的作用。  

 生姜：生姜能促进血液循环并具有消炎的功效。 

 人参：人参有助于减轻疲劳和提高抵抗力。 

 牛奶：牛奶令肌肤滋养水润，更显娇嫩柔滑。 

 

 

 



价格包含 10% 的服务费与 6% 的税费 

                                              美颜护理 

尽情享受舒爽提神的面部护理，令肌肤重新绽放奕奕神采。 

 

 

青春之源 Age Defier 

60 分钟护理                                          

                                                                                   
 

RMB 1,510 

    

温馨贴士：此款护理富含丰富鱼子精华和珍珠粉，深层滋养肌肤，平滑细纹。以天然活性

酵素和海洋成分为特色的创新疗法，为您疏通毛孔并去除角质，彻底激活细胞新生。最后

以蕴含弹性蛋白和胶原蛋白的紧致面膜画上完美句号，重拾年轻光彩。适用于成熟皮肤。 

 

 

完美平衡 Brilliant Balancer                             

60 分钟护理                                          

 
 

RMB 900 

 

温馨贴士：此款护理能够恢复您肌肤的健康平衡。山金车花、芦荟和柠檬草等植物精华成

分抑制 T 区的油性，调节皮脂分泌并收缩毛孔。混合了高岭土、胡萝卜油和青苹果精华的

面膜修复与澄净肤质，使肌肤重现健康光彩，感受芳香疗法后的水润与活力。适用于混合

性与油性皮肤。 

 

 

容光焕发 Dewy Booster                             

60 分钟护理                                          

                                                                                   
 

 RMB 900 

    

温馨贴士：此款面部护理是修复和保湿的极选，能高效锁水，令肌肤重现年轻美态。与此

同时，富含天然植物与鲜花的精华成分，能使肌肤在深层清洁之后得到充分滋养。蕴含丰

富维他命的草莓精华面膜能唤醒肌肤，让您感受阵阵水果香气。适用于普通与干性皮肤。 



价格包含 10% 的服务费与 6% 的税费 

美颜护理 

尽情享受舒爽提神的面部护理，令肌肤重新绽放奕奕神采。 

 

 

沉静舒缓 Splendid Soother                              
60 分钟护理                                                                                 RMB 900 

  

温馨贴士：极致宠爱您的肌肤。此款面部护理有助于缓解和安抚敏感肌肤。在深层净肤并

清除肌肤杂质后，使用融合了乳木果油和洋甘菊精油的特制面膜，令您的肌肤焕发亮丽光

泽，感受由内而外的沉静舒缓。适用于敏感性皮肤。 

 

 

朗神明目 Miracle Eyes Treatment                              
30 分钟护理                                                                                  RMB 466 

 

温馨贴士：通过银杏为眼周皮肤对抗岁月问题。这一专门开发的护疗体验滋润保湿，并针

对眼眶周围的敏感区域，采用紧致技术缓解黑眼圈，消除浮肿。 

 

 

 

   

 

 

 



价格包含 10% 的服务费与 6% 的税费 

美体磨砂 

选择一款基于天然原料精心开发的身体磨砂，所用原料均在护疗之前现场新鲜调配。 

 

30 分钟护理 RMB 466 

 

杏仁牛奶 Almond Milk                             

                                                                               

适用于所有皮肤类型 

温馨贴士：采用具有天然美白效果的原材，打造更加柔嫩细腻的肌肤。 

  

 

芬芳果香 Fruits Delight                             

                                                                               

适用于所有皮肤类型 

温馨贴士：此款抗氧化性出众的美体磨砂糅合了香橙、胡萝卜、苹果与柠檬汁，打造白净

亮丽肌肤。 

 

 

蜂蜜芝麻 Honey Sesame                              

                                                                     

适用于普通与干性皮肤 

温馨贴士：温柔的去角质磨砂护理，令肌肤呈现细腻光滑的美态，并散发出怡人的蜂蜜甜

香。 

 

 

茉莉鸡蛋花 Jasmine Frangipani                             

                                                                             

适用于油性皮肤 

温馨贴士：令肌肤水润光亮，并且如鲜花般芬芳馥郁。 

 



价格包含 10% 的服务费与 6% 的税费 

美体润肤 

选择令人愉悦的精选美体润肤，让护疗体验更添奢宠，使肌肤更加柔软而有弹性。 

 

                  30 分钟护理       RMB 466 

 

 

芦荟乳霜 Aloe Cream 

                                                                            

适用于干性皮肤 

温馨贴士：芦荟精华能刺激细胞新生，，为晒后的肌肤补水。 

 

鳄梨奶昔 Avocado Smoothie                             

                                                                               

适用于所有皮肤类型 

温馨贴士：鳄梨、面粉、酸奶、牛奶与蜂蜜调配而成的乳白美体润肤，令肌肤柔软细腻，

富有弹性。 

 

丰厚泥膜 Mud Mask                             

 

适用于普通与油性皮肤                                                                            

温馨贴士：利用富含有益矿物质的泥膜进行深度洁净，排出毒素，滋养肌肤。 

 

纾润橄榄 Olive Soother                             

                                                                               

适用于所有皮肤类型 

温馨贴士：以橄榄油与燕麦调配而成的裹身芳香可人，为肌肤增添魅力光泽。 

 

 

 



价格包含 10% 的服务费与 6% 的税费 

静心泡浴 

选择最中意的静心泡浴，为舒适的 Spa 体验锦上添花。 

 

30 分钟护理  RMB 466 

 

咖啡 Coffee                                                                                                                                                                           

温馨贴士：咖啡香气缭绕，令您压力尽释。 

 

桉香 Eucalyptus                                                                                                                                                                                                       

温馨贴士：振奋身心的舒适泡浴，令人神清气爽，从头到脚焕发健康光采。 

 

茉莉鸡蛋花 Jasmine Frangipani                                                                                                                                                                                                       

温馨贴士：香气宜人的芬芳花浴，振奋精神，为养生护疗画下完美句点。 

 

香橙牛奶 Orange Milk                                                                                                                                                                           

温馨贴士：添入鲜橙、牛奶与香橙精油，纯天然愈疗与营养功效显著，不可错过的安神   

泡浴。 

 

 

 

 



价格包含 10% 的服务费与 6% 的税费 

悦椿家庭之乐 

举家欢度亲情时光之际，享受一系列为成人与儿童精心设计的护理服务。                                          

适合年龄在 7 至 14 岁之间的儿童。 
 

欢聚时光 Family Bonding 

90 分钟护理                                         

                                                                                   
 

           RMB 1,988 

 

父或母护理：30 分钟美体磨砂   60 分钟身体按摩 

儿童护理：30 分钟美体磨砂   60 分钟儿童美体润肤按摩 
 

温馨贴士：畅享全新诠释的“家庭欢聚时光”。 
 

女生专利 Girls Only 

120 分钟护理                                         

                                                                                   
 

            RMB 2,332 

 

母亲护理：60 分钟身体按摩   60 分钟面部护理 

爱女护理：30 分钟美体磨砂*   45 分钟美体润肤按摩   15 分钟面膜护理   30 分钟美甲 
 

温馨贴士：专为母亲与女儿们设计，带来女王与公主般的尊贵享受。 
 

父子同乐 Boys’ Hangout 

90 分钟护理                                         

 
 

            RMB 1,988 

 

父亲护理：90 分钟身体按摩 

爱子护理：30 分钟美体磨砂*   45 分钟美体润肤按摩   15 分钟修甲 
 

温馨贴士：父子轻松惬意地共处，享受美妙的天伦之乐。 
 

*孩童美体磨砂可选服务： 

 可可大冒险 

 星河漫步  

 粉红草莓 
 

孩童面膜可选服务（仅限女士专利护理）： 
 黄瓜可人 

 草莓甜心 

 

 



价格包含 10% 的服务费与 6% 的税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