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水疗护理





绝对的放松
所处位置高于海滩，轻柔的海风吹拂，塞舌尔四季度假村

的水疗会所隐蔽幽静，令人乐而忘忧。在您的私人水疗馆

里休息，欣赏博蒂特海滩 (PETITE ANSE) 天堂般的美景，

或通过瑜伽找到内心平衡，与宁静的自然融为一体。从印度

和亚洲的古老传统中获得灵感，将当地的药草和香料与不含

化学品并以结果为导向的产品完美融合，带来意想不到的护

肤体验。在这优美绝伦的幽静疗养地，感受周围的宁静……





我们的品牌

易经

塞舌尔独创的有机水疗护理系

列，易经的基础是古代中国哲

学的八大元素，这八大元素对

应一年的八个不同时段。每一

种元素以一种私人专属易经

油表示，这些易经油分配到

您的治疗中，以与您的生日

相配，带来真正的个性化水疗

护理体验。 

ILA

在梵语中意思是“土壤”，“ila”体
现了自然之力为真正的健康之

源的信仰。Ila 雇用尊重传统可

持续做法的工匠生产者，只使

用这些生产者采集自偏远无污

染地区的最优质的天然植物和

矿物质成分，ila 利用大地的馈

赠制造产品，滋润人的皮肤。

通过确保每一种成分的独特

纯度，ila 不仅呵护身体健康，

更可滋养情感与精神。

SODASHI

完整。纯净。容光焕发。

这就是梵文词汇“Sodashi”的意

思，完美地描述了这一品牌的

价值，而该品牌的所有不含

化学品的护肤品和水疗法均

基于该价值观而创造，毫不

妥协。Sodashi 的产品和水疗

法只采用医疗级的、来源符合

道德的精油和植物活性成分，

带来高效的治疗和滋养效果。

从生产所采用的植物种子到产

品摆上货架，Sodashi 的产品

始终忠实于其名字，它可以

显著地激发皮肤活力，给精

神和心情带来一种强烈的健

康之感。

SWISS PERFECTION

Swiss Perfection奢华系列抗

衰老面部护肤品是真正的个

性化、量身定做的产品，为您

带来独特体验。专家指定的

面部护理产品以独特地抗衰

老透皮系统为基础，包含深

度清洁、治疗面膜、按摩和定

制的后期护理。每一款 Swiss 
Perfection 面部护理产品均采

用细胞活性 IRISA® 技术进行

量身定做，使皮肤更年轻、

更柔滑、散发出自然光泽。



特色 
体验

加入我们的一个独特的特色体验， 

感受真实的塞舌尔。 

山顶融合按摩（HILLTOP FUSION 
MASSAGE）

60/90 分钟

和塞舌尔的文化遗产一样，我们的特色

按摩令全世界的人慕名而来。融合了马

来西亚、印度、欧洲和亚洲的技法，以中

到强的力度进行按摩，这种独特的按摩缓

解肌肉紧张，并利用您的易经精油、吸入

式香水和水喷雾给您带来强烈的幸福感，

为您奉上真正的个性化体验。在您的别墅

里品尝美味可口的便当，加强山顶融合按

摩体验，便当的菜单根据您的个人已经元

素而定制，通过配料补充您的体内元素。

（必须至少在山顶融合按摩前两小时点易

经便当增强套餐）

海椰子 

150 分钟

对长久以来与海椰子有关的爱情传说的

称颂，这一奢华的仪式鼓励我们爱自己。

该仪式首先采用令人精神焕发的海椰子身

体磨砂和富含营养的体膜。然后采用丰富

的海椰子身体润肤霜进行按摩，然后进行

芳香浴，放松您的身体，同时您可以欣赏

如画的海湾美景，品尝清爽的椰子饮料。

最后在身体上涂抹海椰子润肤露，使皮肤

柔软而有光泽。







仪式
我们的仪式结合多种水疗护理，给您极大的安慰，创造多维度的体验。

ILA 星光体验 

90 分钟

从晚上 7 点开始，您将在星空下得到 
ila 独创的令人难忘的体验。该种温补的 
Potali 疗法受到阿育吠陀式传统疗法的

启发。利用我们独特的土壤和火香精油混

合物，促进整个身体有韵律的液体按摩。

草本 Potli 包充满温暖的松木、琥珀色以

及乳香，并遵循着左脉和右脉的路径迅速

移动（女性与男性活力）。该种疗法通过

围绕整个肢体的两侧来缓解肌肉疲劳和关

节疼痛。

轮穴幸福 

150 分钟

七种香精油混合物中的每一种都有其各自

的和谐品质，这些混合物组成了该种精妙

疗法的基础。针对每一位接受治疗者的需

要进行个人定制，幸福之旅涉及神经系统

的深层放松、感官的淋巴引流、细微的轮

穴治愈以及温暖的香精油浇注，让您得到

彻底的放松并唤醒您的感官。

昆达里尼女神仪式 

120 分钟

该种深度放松仪式带您体验一次自我神

秘之旅。它通过使用涂抹棒来净化您的

轮穴。在享受 Ananda 面部护理之前，

通过使用瑜伽治愈术、轮穴平衡以及热

湿敷药物来进行昆达里尼式背部及腿部

按摩。此种深度平衡序列可提升意识以及

增加乐趣和内心平静。 



仪式

印度滴油 

120 分钟

该种东方印度疗法可深度放松神经系统，

其可将心灵带到另外一个意识水平。两个

治疗专家通过使用热油来进行同步全身

按摩，以平衡具体的体质类型。一连串热

椰子油洒在前额中心 - “第三只眼”轮穴 - 
带来一种深度平静之感，同时还能深层滋

养毛发与头皮。

时差综合症痊愈 

120 分钟

该种平衡面部与肢体的疗法可让整个系统

恢复活力。一开始，令人振奋的身体按摩

刷可减少疲劳以及促进血液循环。然后

是使用 Sodashi 的自然净化身体面具来缓

解迟缓与拥塞，而且身体被一块令人舒适

的裹敷紧紧包住。接下来是令人放松的头

皮与足部按摩以及使用时差综合症痊愈

补养药，再用丰富的海洋提取物来激活

面部，以唤醒和复原肌肤。

幸福连接 

180 分钟

这种夫妻培养仪式从浪漫的爱情仪式开

始，并集中在骶骨神经、心脏和皇冠轮

穴上，其结合了精妙的香精油：激发爱情

活力的茉莉、促进深深爱意的玫瑰以及提

升心灵达到更高能量的香橙花。一步步完

成该仪式，其中仪式包括全身去角质、轮

穴治愈技术、私人沐浴以及全身马尔马

按摩，以打开能量场以及协调思想、身体

和精神。该仪式最终让您的面部焕发光彩

与光泽。







冥想山 

适合有着很好的健身基础和远足经历的客人。

不像塞舌尔的其它瑜伽课程，该瑜伽课程

包含一次远足，您可以从远足中欣赏到度

假村附近的山坡美景，还可以在日落的

时候练习呼吸技法。您可以在身处自然奇

观的时候享受到宁静片刻，您还可以眺

望海洋。

调息法

适合所有的客人。

呼吸是连接您的思想与身体的唯一方式。

呼吸是唯一一件我们每天 24 小时都在不

停重复的事情。因此，遵循缓慢深呼吸的

适当节奏模式非常重要。这些呼吸节奏模

式可加强您的呼吸系统、缓和神经系统并

减少生理欲望。

瑜伽
在塞舌尔反映印度文化的影响，瑜伽在梵

文中是“联合”的意思，瑜伽可促进身体健

康与精神宁静。从我们的水疗中心上面的

瑜伽馆的高处可看到真正振奋人心的美

景，而且度假村内以及周围的其它课程也

能让您感受到塞舌尔的自然美与宁静。



动力瑜伽 

适合有着很好的健身基础的客人。

动力瑜伽是一种全身锻炼的运动方式，

它可以锻炼出更长、更细的肌肉，并让身

体有更多的移动，以促进血液循环。该瑜

伽课程可清除您在身体和思想上的静电

干扰，以为您的冥想治疗法做好准备。

垫上普拉提 

适合有着很好的健身基础的客人。

普拉提课程可帮助您建立起很强的核心稳

定性基础，而核心稳定性可为您带来更好

的姿态和线条，并能减少您的疼痛。普拉

提课程可将身体作为一个完整的整体进行

训练；可在力量与灵敏性上创造出最优的

肌肉平衡。 

哈达瑜伽 

适合所有的客人。

本课程选择了实际上非常缓慢的古老哈

达瑜伽姿势。专注力是这项练习的关键

要素。本课程在刺激与放松之间循环，

给您带来明确的实效体验。以呼吸和冥想

实践结束。

脊椎护理瑜伽

适合所有的客人。

脊椎护理瑜伽的定期练习可提高人的灵敏

性。参加该瑜伽课程，您将会了解到，

您还可以以您之前从未做过的方式来弯曲

和伸展您的脊椎。这些姿势通过伸长结缔

组织、扩大移动范围和改善姿势来整合以

及造福您的整个身体。 

瑜伽放松 

适合所有的客人 - 由于这是一种引导性冥想治

疗法，所以要求懂点基础英语。

刺激性正坐基于传统的八支分法瑜伽，

然后要求彻底放松，将带您进入更深的意

识层面，并通过缓解心理、情感和肌肉紧

张而为您带来和谐与平静。 

阴瑜伽 

适合所有的客人。

这种瑜伽很柔和、平静且有益于健康，

它使用支柱来支撑您的身体，以让您达到

放松和平衡的状态。

笑瑜伽

适合所有的客人。

本课程以轻柔的热身技巧开始，其中的技

巧包括拉伸、诵经、拍手和身体活动。

从肺部发笑前需要进行呼吸操练，随后是

一系列“发笑操练”，这些操练结合了玩耍

时的行为方法和可视化技巧。 

健身融合

适合有着很好的健身基础的客人。

这是体重锻炼和瑜伽伸展的接合。这种混

合锻炼方式可消耗您的卡路里、驱除您的

厌倦感并增强您的体格。结果：您可以在

一个小时内将您消耗的卡路里从 600 提
高到 1000。

有关赠送及应付课程的安排，请查看该手册背面的

瑜伽日程表。 





SODASHI 面部护理
来自 SODASHI 有机滋养系列的清新活力面部护理，重新焕发您的面部肌肤活力。 

海洋精华面部护理  

75 分钟

这种面部护理充分利用海洋植物的非凡

力量，其富含螺旋藻和墨角藻提取物，

使您容光焕发并恢复您的面部弹性。

这种面部护理结合了 Sodashi 的独特面部

按摩，该种面部按摩方式使用了粉晶半

宝石、绿色沙金石和玛瑙。这种面部护理

将让您的肌肤充满活力，并让您充满幸

福之感。

高纯度提亮肌肤面部护理 

75 分钟

这种深层放松及修复面部肌肤的面部护

理可针对个人需求进行专门定制，首先

采用温和芳香的面敷柔化并去除面部角

质。滋养面膜富含草本提取物、精华和水

合物，同时面部按摩和 Sodashi 的植物精

华让皮肤感觉清爽并充满活力。

男士修复面部护理 

75 分钟

先通过 Sodashi 盐疗背部按摩（专门用于

平衡皮肤油脂和协助预防毛发内生）放松

您的身体，然后再净化面部。带木质芳香

的舒缓喷雾可减少肌肤的感光度，然而面

部按摩可以增强肌肤的感光度。皮肤看起

来深度洁净，清除皮肤毒素，并为肌肤带

来鲜活光泽。

热敷面部护理 

90 分钟

体验维生素超强吸收以及感受矿物质深层

滋养皮肤表层，其还可专门净化或滋养、

补水以及增强面部肌肤。可修复面部弹性

和坚固性，不仅是面部护理：简直堪称天

然的面部整容。

SAMADARA 面部护理 

75/105 分钟

Samadara 终极抗衰老面部护理利用了一

系列扎根于阿育吠陀式传统疗法的抗衰

老技术，以上疗法专门用于唤醒肌肤的天

然活力。该面部护理让时光倒流，并通过

粉晶按摩的方式让您的肌肤变得高度保湿

和滋润。这是一种适宜于所有肤质的奢

华体验。







SWISS PERFECTION 面部护理
专门针对您的肌肤改变需求 - 可用于不同季节、荷尔蒙变化或不同环境， 

SWISS PERFECTION 面部护理通过使用广受好评的细胞活性 

IRISA® 技术来防止面部衰老，让您的肌肤焕发年轻光泽。

细胞 
专属提拉概念 

60 分钟

这种五步提拉疗法受到抗衰老

医学技术的启发，它可为您

的肌肤带来立竿见影的惊人

效果。这是一种专为解决肌

肤松弛、下垂以及起皱纹的配

方。作为一种天然提拉疗法，

其提拉效果长效持久。

细胞 
恢复水润疗法 

60 分钟

这种独特的修复治疗专为解决

皱纹、缺水以及皮肤纹理紊

乱的肌肤。可让您的肌肤恢复

光滑，重焕活力。皱纹明显

减少，并且达到最佳的肌肤水

润状态。

细胞焕采 
提亮疗法 

60 分钟

感受到色素沉着明显减少，

并提高肌理以及美白肌肤。

这种革命性的面部护理专门用

于迅速美白肌肤黑点，为您带

来一张光滑面孔，并紧致您的

肌肤。 

细胞 
抗氧化疗法 

60 分钟

通过向您的肌肤注入维

生素 C，这种高活性抗氧化面

部护理可激发胶原蛋白生产

并使您的肌肤恢复光泽和紧

致性。肌肤得到修复并重新焕

发活力。这种疗法可完美抗击

由自由基造成的过早衰老，

以及环境对肌肤造成的损害。



扩展疗法
扩展疗法可用于所有的面部肌肤疗法，或者作为个人水疗体验 

（45 分钟）单独使用。

 
颈部和肩部肌肤 

细胞疗法 

20 分钟

这种专门的护理可修复和重塑颈部和肩

部肌肤。它专为解决皱纹、肌肤下垂

和松弛。肩部肌肤能得到明显的修复和

巩固。

 
手部和手臂肌肤 

细胞疗法 

20 分钟

这种修复性疗法可治疗色素沉着，并能

完美滋养手部肌肤，同时还能防止上臂

肌肤松弛。

 
眼周肌肤 
细胞疗法 

20 分钟

这种神奇疗法集中于面部的大部分皮肤

最脆弱的区域，其可以修复并提升眼周

肌肤。平缓眼部线条和皱纹，消除所有疲

劳痕迹。肌肤变得紧致且焕发光泽。





按摩
缓解疲劳肌紧张，并通过选择进行修复性身体按摩来让您得到放松。

昆达里尼 

75 分钟

这种通过 ila 进行轻压的背部疗法可平衡

神经系统，期间会在轮穴上使用舒缓和加

强肌肤效果的油、喜马拉雅山盐以及万寿

菊湿敷药物。以昆达里尼命名的印度女神

身形似蛇 — 昆达里尼是指一种潜藏于脊

椎底部的休眠能量。当被唤醒时，这种能

量会向上面的第三只眼靠近，以提升活力

和启发精神。

马埃按摩 

90 分钟

这种疗法中西结合，其融合了欧洲的精油

按摩和亚洲的手掌按摩和拉伸。还添加了

本土的塞舌尔配料的草本湿敷药物，可缓

解疼痛和紧张情绪。

特色土壤按摩 

60/90 分钟

结合了 Sodashi 的独特技术，这种疗法使

用缓慢的击打动作来减轻情感和身体上

的紧张。采用了天然的木香植物油和精

华液，这种按摩方式可提升淋巴循环以及

清除身体能量通道的堵塞。可促进深度

睡眠，以及平衡和重新焕发身体、思想和

精神上的活力。

贝壳舒压按摩 (SHELL SERENITY 
MASSAGE) 

60/90 分钟

享受用经过加热的海洋贝壳沿着疲劳肌按

摩的穿透强度 - 释放您在公司压力下带来

的纠结和紧张情绪。这些贝壳富含海洋矿

物质和干燥海洋藻类，这些贝壳可产生一

股抚慰人心的热量、提高血液循环以及缓

解压力。

保健按摩 

60/90 分钟

这种按摩方式采用更深层的压力以及各种

针对性技术，以促进受伤性肌肉或紧张性

肌肉的复原以及提高灵敏性和活动范围。

当然还非常适合剧烈运动后进行，也非常

适合寻求更加强烈体验的按摩爱好者。

传统泰式按摩 

60/90 分钟

传统泰式按摩已经有几个世纪的历史，

这种按摩方式可除去身体经络的障碍，

以提高身体的灵敏性，振奋精神。这种康

复治疗对身体具体位置进行轻揉按摩进行

深层渗透，再加上辅助运动，给您带来放

松和身心愉悦。



反射疗法 

60 分钟

这种古老疗法刺激连接肢体、器官、

肌肉或骨骼的足部反射点。疲惫和紧张

感消失，并且您会感觉到整个身体变得

平衡，如同重生一般。

月子护理按摩 

60/90 分钟

用我们训练有素的治疗师提供的 ila 对孕

期的妈妈在侧躺后舒适的部位进行产前

按摩，以针对孕期妈妈第二或第三妊娠晚

期的需求，而按摩过程中会使用紧张解除

和结构平衡技术。这种专家级治疗可以缓

解轻微不适和放松心情。90 分钟的治疗

以使用轻柔的全身磨砂膏开始。 





身体磨砂膏和身体裹敷
用我们针对性的磨砂膏和裹敷来美白您的肌肤。  

选择针对性的关键集中部位或让我们的专业治疗师来细心护理您的整个身体， 

以让您的肌肤得到修复以及容光焕发。 

日光浴 

75 分钟

这种专业治疗可抚慰您干裂或曝光过度的

肌肤。用 Sodashi 的薰衣草和天竺葵植物

精华对身体进行舒适地挤压，以沉静脸上

和身体的红光，同时使用冷却喷雾来减少

身体热量。使用洗液进行补水，甚至可用

来改变肌肤色调，以防止肌肤损害和促进

肌肤重新恢复活力。 

显效洁净身体爽肤水 

75 分钟

这种治理方法开始时使用 Sodashi 的磨砂

膏和净化型荷荷巴油身体洁面乳。使用粉

色泥土和草本身体面膜和舒适裹敷，并进

行令人放松的头皮按摩。肌肤显得紧致、

补水以及更加适应环境。

净化海洋身体裹敷 

90 分钟

这种净化疗法使用深层治疗海洋植物和矿

物质，开始时使用含有 Sodashi 的有机绿

茶盐的清爽磨砂膏。先使用温和的海洋身

体面膜和进行裹敷，然后使用甘美的润肤

霜柔化肌肤并让肌肤重新恢复活力。

SODASHI 修整 

90 分钟

该温和身体面膜和包裹中含有针对肌肤的

火山泥和地表浮石磨砂膏。该面膜富含海

藻和海洋提取物，可刺激毒素的清除 - 这
是造成脂肪团的普遍原因。清爽沐浴后，

经修整的身体让肌肤恢复正常色调并富

有光泽。

极乐体验/充满能量的 & 排毒性磨砂膏 

60 分钟

ila 产品因其纯粹成分和深层滋养修复功

能而出名。这两种身体磨砂膏非常适合治

疗脂肪团、紧张和泄气。它们可刺激淋巴

系统，并帮助从身体内部深层净化，让整

个身体感到容光焕发和充满活力。



芳香浴
在您水疗体验的最后进行一次芳香浴，以满足您的水疗嗜好。

您可以独自或在与您的爱人都接受治疗后共同在充满花瓣、

肉桂叶和橙片的大浴缸里浸泡芳香浴。当红色和橙色乌云布满

夜晚的天空，给 PETITE ANSE 海湾的壮观景象增添了不少乐

趣，并让您享受到一次不停歇的大逃亡。

抚慰人心的 

30 分钟

有营养的椰奶富含薰衣草和依兰树的精华。这种完美结合让您心里

恢复平静，并让您的身体有一种舒适和振奋之感。

清新活力 

30 分钟

输入有薄荷油的牛奶中添加了桉树精华。这些提神的芳香剂可清理

您的呼吸道、理清您的思绪以及帮助恢复您的整体活力。



美容院和发廊
在该水疗中心的山顶宁静地带还有可提供全方位服务的美容

院和发廊，您可以到那儿进行护理和美容。 

头发护理

这种护理方法非常适合干枯或卷曲的头发护理，它可以使您在

海滩游玩一天后恢复您的头发的光泽。当地生产的椰子油可对

您的头皮和毛干进行天然保湿，然后再是对头皮、颈部和肩部

进行按摩，以让您身心放松。

椰子油头发护理

60 分钟

指甲护理

这些贴身护理服务结合了对肌肤的滋养护理以及对指甲的完美

装扮。

修指甲或足部护理  

75 分钟

这里还提供全方位美容和脱毛服务。请联系水疗中心，以获取详情。





水疗之旅
这是一种真正个性化的放松体验，在塞舌尔的这样一种针对性水疗与健康体验计划

为您的闲暇时光增添了不少乐趣。我们这儿持续多日的水疗计划旨在解决某些特定

生活方式的需求。每一个计划都旨在帮助您找到可提高您的生活均衡的方式。您可

以独自、与搭档或朋友来体验这次水疗之旅，我们会给您足够多的时间来适当放松

自己，而我们则是为了给您的健康带来持久的影响。从当地汲取灵感，带您感受一

次海风体验或心灵之旅，以及体验美容贴身护理或者浪漫的两人式大逃亡。为了更

新的认识自己，请来加入我们这个全民避风港吧！ 



塞舌尔最受欢迎之地 

该处位于海滩之上，可感受到从山顶吹

来的微风，而您可以在您自己的私人水

疗馆里放松身体和心情，还可以欣赏 
Petite Anse 的天空美景。体验贴身服务，

而这种服务受到当地草本植物和香味料结

合的启发。在这个极其优美的隐蔽处感受

这个魔幻天堂的宁静，再加上这里的无限

活力，让您感觉得到了重生。

服务包括： 

• 海椰子仪式 

• 塞舌尔马哈按摩 

• 私人冥想山 (Mountain Meditation)

• 山顶融合按摩

海洋连接

生活可能会给身心带来压力。当您得到

减压，感受到这样一种贴身服务时，这些

日常烦扰就会从您的思虑中消失殆尽。

通过精华液和水分保湿，让您感受到重新

充满活力。通过专门选择的天然护理，

让您回归平静和放松状态。

服务包括： 

• 海滩私人瑜伽  

• 净化海洋身体裹敷 

• 贝壳宁静按摩 

• 海洋精华面部护理

心灵之旅 

将您的内部能量从休眠状态中释放出来。

在使用生命力 (Kundalini) 让您的身心得

到恢复后，通过平衡您的轮穴，您的身心

将会体验到一种愉悦之感以及感觉全身充

满活力。在我们实践各种古老的技术时，

您只需要注意您的呼吸节奏，以便您能感

受到您与大地之间的能量传递。

服务包括： 

• 私人冥想山 (Mountain Meditation)

• Foumba 私人瑜伽 

• 精炼身体爽肤水 

• 生命力按摩

• Ananda 面部护理

• ila 星光体验

• 别墅内沐浴仪式

水疗之旅



针对爱人 

与您的爱人一起享受这次难忘之旅。

这些感知上的仪式专门针对情侣/夫妇共

同体验，这种仪式可帮助镇定您的神经系

统以及促进身体、情感和精神层面的重新

结合。庆祝您的蜜月、周年纪念日或其它

特殊时刻的绝佳和难忘的方式。

服务包括： 

• 幸福连接 

• 浪漫的 ila 星光体验

• 别墅内沐浴仪式

优雅 & 美丽

度过一个美好的旅程，以及各种水疗

服务，创造一种多维体验。在经过这次非

常独特的美好旅程后，您会感觉到全身得

到了放松、充满活力以及焕发青春。

服务包括： 

• Samadara 面部护理

• 精炼身体爽肤水 

• 特色土壤按摩 

• 椰子油头发护理 

• 修指甲和足部护理

相比逐个预定，通过预定水疗之旅，您至少可以节省 10% 的费用，而且不管您是预订的日常

水疗学期还是结合完全修复护理，服务安排都非常灵活，每一个计划都可以进一步依照顾客

具体要求而进行定制，以满足个人的不同需求。不同的护理还可以在几天内或一系列连续学

期中进行预订 - 我们的专业水疗团队将根据您所选的水疗之旅对您进行指导。 



儿童水疗体验
了解一些良好的肌肤护理基本知识和放松的好处永远都不算太早。  

我们的儿童水疗护理针对 6 至 11 岁的顾客。 

椰子和香草鸡尾酒身体护理  

60 分钟

在包裹头发和编辫子之前，可在您的头发

上使用温和的椰子油。然后享受一次荷荷

巴油手部护理和用椰子乳木果对足部和腿

部进行按摩。全身护理！ 

睡眠时间按摩 

60 分钟

按摩最开始先进行轻柔按压和长时间的

敲击。这种护理可促进身心放松和舒适

睡眠，并提高自信心。 

手指甲悉心护理 

30 分钟

对忙碌的手进行完全呵护：开始时用温和

的芳香料对手部进行按压，享受芳香和去

角质的荷荷巴油玻璃粉和甘美的护手霜，

然后再用漂亮的指甲油进行美甲。 

脚趾甲悉心护理 

45 分钟

使用温和的荷荷巴油玻璃粉磨砂膏对脚

趾和足部进行处理，以让其恢复生机，

然后再用清爽的润肤霜对小腿和足部进行

按摩。护理过程还包括使用指甲油对您的

脚趾甲进行塑造和涂色！

为了维持一种安全且轻松的气氛，我们要求，儿童水疗顾客应由父（母）或监护人陪同，陪同

人员必须签署一份允许接受护理的弃权书。







TOTALLY YOU 按摩 

60/90 分钟

通过轻柔按压和长时间的敲击进行的完美

按摩。发现重新平衡身体、拉伸肌肉和刺

激血液循环的最好方法 - 从现在起的未来

几年内出现。 

青少年精神面部护理 

30/60 分钟 
这种深层洁净护理专门针对青少年肌肤，

其使用了富含矿物质的泥土洁面乳，以恢

复和平衡堵塞的毛孔。为获得最佳效果，

您可预订一系列护理选择，并询问您的治

疗师为您推荐最佳产品，以继续在家护理

您的肌肤。 

母亲 & 女儿仪式 

2 小时 45 分钟 
2 个多小时的纯归属感：青少年精

神面部护理、修指甲 & 足部护理

（针对女儿）；海洋精华面部护理、修指

甲 & 足部护理（针对妈妈）。保证可享受

到这两种服务。 

还有父亲 & 儿子仪式 

2 小时 15 分钟 

男孩儿们千万不要错过！青少年精神面

部护理和颈部、背部和肩部按摩（针对

儿子）；男士面部护理和颈部、背部和肩

部按摩（针对爸爸）。两者品质结合。 

指甲护理 

45 分钟

沉浸于全方位的美甲和足部服务，以及对

您的手部或足部进行彻底护理。选择一种

适合您的指甲油；有着经典颜色款的指

甲油或一些可为您的假期带来无限乐趣

的东西， 

为了维持一种安全且轻松的气氛，我们要求青少年水疗顾客向我们保证，其父母或监护人必须

签署一份弃权书。

青少年水疗 
我们的青少年水疗护理服务会向您提供

一份护理说明书，以帮助您更好地理解

自然疗法。这项护理仅针对 12 至 17 岁

的顾客。 





如何接受水疗服务
为了帮助您更好地体验四季酒店水疗服务，以下是针对一些常见问题所做的回答： 

我应该穿什么？

您可以怎么舒适怎么穿。我们建议您在接

受大多数护理时不要穿任何衣物，但是如

果您喜欢的话，您也可以穿内衣（每个护

理套间都会提供可选的一次性内衣裤）。

四季酒店的所有治疗师都是高技能的专业

人员，他们经过层层培训，以确保为您提

供完全的舒适体验和隐私。

如果我有特殊的健康考虑将如何？

如果您有高血压、过敏症、身体疾病或

残疾，或者您是孕妇，请在预订治疗前告

知水疗中心。请告知我们您可能存在的任

何其它健康问题。

如果我是孕妇将如何？

在怀孕的第一孕期，出于对您及您孩子的

安全考虑，我们不提供任何按摩或身体

治疗服务。在怀孕的第二和第三孕期，

我们可以提供专为怀孕女士定制的孕妇按

摩服务。任何孕期内，您都可以享受到面

部护理和美甲服务。

如果我想在我的私人别墅里接受治疗将如何？

我们很乐意到您的别墅为您提供我们的

水疗治疗。请在预定后耐心等待 15-30 
分钟，以便我们为您安排人员和做准备，

而且您还可以申请人员补充。

如果我在约定时间迟到了将如何？

要是您在约定时间迟到了，我们会相应地

减少对您提供治疗的时间。您的治疗将在

适当时间终止，以便不会延迟下一位顾客

的治疗时间。

如果我需要取消治疗服务将如何？

我们会特别为您保留您的约定时间。

我们要求提前四小时通知我们约定取消或

变更，否则将收取全额费用。如果您在规

定时间内未出现，我们将收取全额费用。



特里斯坦·亚当斯作品

阿莉莎·亚当斯作品

特里斯坦·亚当斯作品

特里斯坦·
亚当斯
特里斯坦·亚当斯于 2007 年开始

画画，他受到他的父亲迈克尔·

亚当斯 MBE 和他姐姐阿莉莎·

亚当斯的作品的启发，他们都是生

活和工作在塞舌尔的全职艺术家。

特里斯坦出生于塞舌尔，他的艺术

作品反映了其对塞舌尔群岛的热爱

以及对群岛上发现的大自然的音乐

性的热爱。

他坚持每天画画，他的许多作品都

陈列在他父亲的画廊里，他还与他

的姐姐阿莉莎·亚当斯共同分享许

多作品。您可以在塞舌尔逗留期间

去参观一下他们的画廊，从该度假

村到那儿只需要很短的车程。 

迈克尔·亚当斯艺术画廊

Anse Aux Poules Bleues
电话号码：  
+248 4361006
手机号码：  
+248 2523153
电子邮件：adams@seychelles.net

开放时间为周一至周五的上午 

10 点至下午 4 点，以及周六的上午 
10 点至中午 12 点，周日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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