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Welcome to Duniye Spa,  
  
Step into our world of care, where time is left at the door and a new journey begins. 
  
At Duniye Spa we invite you to embark on a journey of mindful & joyful living. We hope to be a 
source of inspiration for your well-being.  
Whether you seek to make some healthy lifestyle changes, find some simple daily practices to pamper 
body & soul or look to rejuvenate and revitalize from the inside out, we’ll provide a customized 
approach to your needs. 
Connecting with our Inner Self, our body, with Nature and All there is, often misses its place in our 
daily busy lives. Visit us at Duniye Spa, allow yourself to slow down, relax, unwind, to reconnect, to 
be taken care of, to be inspired and guided.  
 
Experience our well-being and spa services to promote within you a deep sense of calm, joy and 
connectedness. Beauty and well-being from the inside out. 
 
Our products are not only created with love and care; they are the result of latest scientific research in 
the field of organic skin care. Highly effective ingredients such as peptides, Matrixyl, Cranberry 
extract, Kigelia Africana – just to name a few- ensure only the best is given to your skin. 
HealingEarth™ products are developed in line with fair trade and sustainability principles and are 
100% organic certified. 
 
 
Allow us to share our passion for beauty, healing and well-being. It is our commitment to  
inspire and assist you on your path to holistic, joyful and healthy living. 
 
 
In warmth, 
 

 
Group Spa Director, Duniye Spas 
  
  
  



SIGNATURE TREATMENTS** 
含亚洲传统唤醒⾜部理疗，放松⾝⼼. 
SENSE OF TOUCH 

我们的特色理疗： 这是一个诱惑您从日常生活

中逃脱出来的理疗。结合世界顶级理疗手法灵感

来自美国传统治愈技巧，期待得到深层放松与令

人振奋的理疗体验。生姜和柠檬草精华唤醒滋养

肌肤，放松肌肉组织。特色理疗作用于身体的自

然能量系统促进身体的能量循环。使用神器的非

洲马铃薯护体霜，其神奇的抗氧化功能恢复紧致

肌肤，起到滋养和深层保湿的功效。  

 75 分钟 US$ 120 

HEAVEN ON EARTH 
这是对身体和面部的朝拜: 在完成这个对身体的

膜拜仪式后，您会感觉到你压力的释放与放松。

透过巴厘式按摩，使身，心，灵，达至自然平

衡。我们的面部产品Healing Earth™系列, 配合

西藏颂钵愈合的声音, 加強放松的效果, 让您感

觉如置身天堂。。 

90 分钟 US$ 142 

MALDIVIAN ISLAND PARADISE 
我们的独家秘方护理：100%纯天然马尔代夫当地

的椰子精华。从头到脚的全身护理，将给予您光

泽柔顺的秀发、光滑柔软的肌肤还有深度的放

松。 

• 椰奶香草身体磨砂膏 

• 使用椰子精油与迷迭香混合的椰奶发膜结

合印度头部按摩。 

• 使用100%嫩椰子精油进行巴厘式按摩或肌

肉放松按摩 

 120 分钟 US$ 186 
•所有价格均加收12%的GST（商品服务税） 
 

COUPLES INDULGENCE** 
含亚洲传统唤醒⾜部理疗，放松⾝⼼. 
FULL MOON MAGIC 

與你的挚爱一起享受身体呵护, 缓解肌肉紧张, 

刺激感官, 感受自然的元素。 

• 可选择一个全身按摩 

• 身体磨砂 

• 可选择重点头部和足部按摩 

• 热带沐浴* 

• 有机迷你面膜 

• 香槟和果盘 

• 附送水疗中心按摩礼包 

 135 分钟 US$ 392 每对情侣 
 

HONEYMOON INDULGENCE 
一起来享受这浪漫的双人体验吧！特色足浴拉

开启浪漫之旅: 

对于她: 可选择巴厘式或东方按摩，紧致肌肤

身体去角质，配合温和迷迭香椰子精油修复头

发头皮按摩。. 

对于他:  深度背部按摩或肌肉放松按摩，配合

使人振奋的生姜香茅身体去角质，专业足部按

摩。 

105分钟 US$ 322 每对情侣 
HIM & HER   
无比浪漫的享受！在烛光与精油香气的环绕下，沉

醉于巴厘式按摩中.结束后还有香槟送上。 

 75分钟 US$ 228 每对情侣 

** 我们的推荐:  
我们推荐鲜花精油的沐浴，附赠热带茶点 

20分钟 US$ 22 每人/ US$ 34 每对情侣 

 

 
	



 60分钟 US$ 108 

90分钟 (含草药药膏)  US$ 130  

 
BALINESE MASSAGE 
结合指压按摩、滚皮和放松的温柔平静式按摩，

有着安抚和安定的作用。 对于首次尝试完美按

摩体验的您，这绝对是个明智的选择。 
 

MUSCLE EASE MASSAGE 
使人振奋的深度按摩结合瑞典特色按摩技术，为

您消除肌肉的紧绷和酸痛之感，可选择更深的力

道。 

 

STRESS RELIEVER BACK MASSAGE  
治愈式深层次放松的热石按摩主要集中背部和上

半身区域。使用传统草药药膏为您舒缓紧绷的肌

肉压力。      (60 分钟)  
 

AROMATHERAPY MASSAGE 
芳香療法按摩根據你的心情,自選按摩精油, 使

您身心放松。這個按摩用溫和的節奏, 促进淋巴

引流和愈合。  
 

ORIENTAL MASSAGE 
与传统按摩技术相结合的强力按摩，结合传统的

泰国按摩技术、巴厘岛和印式头部按摩。 

 
THAI MASSAGE 
泰式瑜伽按摩，重视关节和提高身体的灵活性，

强调身体姿势的对齐。（无精油）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MASSAGE ‘A LA CARTE’  
个人化的按摩, 舒缓你的肌肉紧张和不适, 自选

时间以及按摩风格,享受独特的按摩体验。 

 

•所有价格均加收12%的GST（商品服务税） 

 

 

 

FACIAL CARE 
 

我们的产品HEALING EARTH™系列是100%有机产

品品牌, 由富抗氧化的葡萄籽油和植物草本精

华成分混合而成。 

Skin fit使用傳統的刮痧石, 粉晶和玉滚轴刺激

面部深屠肌肉。振奮, 緊致和拉提皮肤, 强化

肌肉群, 延緩衰老。 

 
 
SKIN FIT - VITA FIRMING FACIAL 
適合所有膚質, 特別是熟龄和干燥肌肤, 改善

皮肤弹性，减少明显的细纹和老化迹象。使用

Matrixyl™和蔓越莓与三重酵素果酸, 深層去角

質, 促进胶原蛋白和维生素, 恢复肌肤光澤。  
 75分钟 US$ 118 

 

SKIN FIT - PINOTAGE HYDRA FACIAL 
他与她都适合, 持久的深层保湿面部护理, 使

用高度浓缩的纯有机精华素, 恢复皮肤光泽。

这个面部护理疗程, 根据您的肤质拟定, 以达

显着效果。我们的皮肤治疗师会为您拟定最佳

护理方案。                        60分钟 US$ 108 
 
 
ENHANCER - BEAUTIFUL EYES 
配合新的眼部护理技术EyeSlices™来完成您的

面部护理，眼部精华护理能帮助您抚平眼角细

纹，黑眼圈，消除浮肿红肿，提高皮肤亮度，

让您拥有迷人双眼。 

 US$ 9.5 (可使用一次)  

US$ 16.5 (可使用10次 – 家庭护理) 

 
 

 

Prices subject to 12% GST (goods and service tax)  

 



BODY CARE 
CELLU-SLIM CAPPUCCINO BODY 
RITUAL 
紧致和调色 

创新的混合咖啡和Body Complex 3TM, 改善微循

环, 消除妊娠纹并减少橘皮纹 享受完整的身体

体验。这个疗程包括全身去角质, 减淡橘皮纹

热量膜, 有紧致,调色和抚平细纹之效, 还有淡

淡的咖啡香味。 

*一星期使用2次可达最佳效果 

 75分钟 US$ 122 
 
TROPICAL ALOE VERA RITUAL 
治愈与修复 

太晒了吗？让最纯净的自然疗法来修复您的肌

肤吧！使用芦荟来帮助您的全身降温并治愈晒

伤的皮肤。使用水润柔肤精华素来帮助您的面

部表皮恢复光泽和修复晒伤肌理。  

75分钟 US$ 118 

 

COCONUT BODY POLISH 
去角质与滋润 

使用新鲜的具有保湿功能的椰子为您的全身肌

肤去角质，让身体肌肤重现明亮。  

 60分钟 US$ 96 

 
GINGER LEMONGRASS BODY POLISH 
振奋与消除紧绷 

准备好新鲜的生姜：使人振奋的生姜香茅去角

质能帮助肌肤的新陈代谢，放松肌肉的紧绷和

去角质。这是忙碌一天后的最佳选择！含背部

放松按摩 

 60分钟 US$ 96 

增添洁肤与去角质 

15分钟 US$  24  
 
•所有价格均加收12%的GST（商品服务税） 

 

 

BEAUTY CARE 
 

SOUL 2 SOLE 
使用迷迭香椰子油修复滋润您的秀发，结合手

臂、颈部与肩部的按摩, 再以穴位按摩收尾。

这个疗程给您从头到脚的呵护。  

 60分钟 US$ 102 
 
COCONUT HAIR CRÈAM BATH 
 
在海中畅游一天后, 以传统的椰奶发膜修复滋

润您的秀发,是一个最好的选择。先以暖和的

椰子油按摩头皮,滋养和软化头发, 再用热毛巾

包裹椰奶发膜, 深度软化和滋润干燥的头发。

最后以具有保湿功能的椰子油或素馨花乳液按

摩颈部和肩部。 
 

60分钟 US$ 102 
 

DELUXE SPA MANICURE  
先为您的双手去除死皮，修剪指甲，抛光服

务，再配合双手与手臂的按摩,最后为您的指

甲涂上您最喜爱的颜色。 

 60分钟 US$ 62 

 

DELUXE SPA PEDICURE  
先以天然草本药材浸泡呵护双脚，再磨砂为双

脚去除死皮以及去茧，还有用薄荷乳液为足部

与腿部按摩，最后为您的指甲涂上您最喜爱的

颜色。 

 

60分钟 US$ 62 

SALON TREATMENTS 
请参照价目单选择项目。提供脱毛，修眉和美

发服务。 

 
 
 
 



 

 

HOLISTIC WELL BEING 
透过传统疗程, 正念练习, 瑜珈和静坐, 重塑您

的元气。  
 
SOUND BATH 
声音的振动可以穿透我们的全身, 不只耳朵能

听的到, 身体每一个细胞都能感受到。我们的

专家治疗师使用喜马拉雅颂钵音乐, 平衡你的

身体，心灵和灵魂, 带你进入深度放松，冥想

和愈合的状态。 

60 分钟 US$ 99 
 
REIKI 
著名的减压放松的日式按摩技术，唤醒人体自

愈能力，通过“手部传导按摩”使生命能量流

动和释放，给您带来平静的幸福感。 

60分钟 US$ 99 
 
REFLEXOLOGY 
善待足部将会对全身心有益处。在脚部对穴位

进行按摩将能平衡与促进身体自我修复。   

60分钟 US$ 99 

 
 

HIMALAYAN SALT STONE THERAPY 
排毒和修復 

这个套餐一开始通过足部排毒儀式, 高度放松

和补充矿质的按摩结合了温暖的喜马拉雅盐岩, 

含有84种矿物微量元素，可以减轻压力，紧

张，疼痛和炎症。用喜马拉雅盐岩去角質, 使

皮肤光滑和滋润, 体验一种深层次的平衡与幸

福感。  

75分钟 US$ 122 

 

YOGA & MEDITATION 
练习瑜伽的最终目标是实现自我发展。在瑜伽

教练的带领下调整身心平衡。 

 *敬请预约 
 
 

 

HOW TO SPA  
• 开放时间从上午十时至晚上八时,在非开放

时间使用水疗护理需另外支付25美元一个

人 

• 请在水疗护理前冲淋卸去所有防晒霜 

• 请提前15分钟到水疗吧以便您有充裕的时

间感受整个理疗过程 

• 如果需要重新安排护理时间，请提前至少6

小时通知我们；取消预定不足6小时将收取

50%的护理费用，没有在约定时间前来的我

们将收取全额费用 

• 优惠套餐不退还，不可转让，需要提前预

约 

• 所有价格均加收12%的GST（商品服务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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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D ON SERVICES 
以下项目均可自主搭配，加入所选理疗项目套

餐当中配合使用，使疗效更加显著。 
                                                                           
BACK, NECK & SHOULDER MASSAGE 
集中在背部的令人振奋的深层组织按摩，搭配

专业的按摩手法，将令您疲劳尽除，精神百

倍。 

 30 分钟 US$ 56 

EXPRESS FACIAL 
使用有机天然产品，让您的脸庞在短时间内就

可看到明显效果!   

 30 分钟 US$ 56 
 
INDIAN HEAD MASSAGE 
柔顺秀发椰子油按摩 

使用迷迭香椰子油滋润您的头皮和秀发，结合

印度头部、颈部与肩部的按摩。椰子油是一种

天然的护发素, 令头发有自然光泽, 保护头发

免受阳光和海洋的伤害。  

 

 30分钟 US$ 5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