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心静轩 

 

传承自数百年的亚洲传统，悦榕的温馨幽居将静谧氛围、浪漫风格与异域风情完美结合。                    

悦榕 Spa 的建筑灵感源自当地的风土人情，与周围的自然美景交相辉映。悦榕 Spa 护疗秉承数代传

统精髓，不断追求创新手法。养生与美容秘方蕴藏古老的疗愈方法，混合芳香精油、草药与香料。

护疗师以富有灵性的按摩手法为感官带来阔别已久的纯粹愉悦，打造备受赞誉的悦榕 Spa 体验。 

 

 

宁静之感：舒缓心神，与四周宁静祥和的自然风光融为一体。安然入座，在护疗师精心安排的足浴

中放松，细啜一口香醇草本饮料，品尝提神小食，让您全然放松，远离世间尘嚣。悦榕 Spa 所有护

疗均贴心地为您预留了 30 分钟的静心时间。享受非凡体验尽在悦榕 Spa。 

 

 

 

 

 

 

 

 

 

 

 



悠闲价：周一至周四（公共节假日除外） 

价格包含服务费与税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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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将收取 50%

的取消费。若未按预约时间到场，我们将收取全额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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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悦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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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由悦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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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宾客将完全免除悦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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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悠闲价：周一至周四（公共节假日除外） 

价格包含服务费与税费 

 

悦榕招牌护理 

无微不至的极致呵护体验，全方位的悦榕招牌护疗，顿时令您的筋骨舒活起来，                

让身、心、灵活力新生。 

 

皇家悦榕 Royal Banyan 

150 分钟护理                                          
原价：SGD 686.19   悠闲价： SGD 623.81                                                                                           

 

广受欢迎的皇家悦榕护疗，融合东方与西方按摩技艺之精华，促进血液循环，缓解              

肌肉酸痛。此护疗使用渗透于芝麻油的温热草药包，为您提供最经典的悦榕 Spa 体验。 

 

香荽青瓜美体磨砂 • 皇家悦榕草药包按摩 • 疗愈草药浴 

 

 

 

大师级理疗体验 Master Therapist Experience                                        

90 分钟护理                                                                         原价：SGD 427.25           悠闲价： SGD 388.41        
 

重焕久违活力。体验护疗大师的超卓技艺，纵情享受融汇多种按摩技法的独家护疗。经验

丰富的护疗师将仔细了解每一位宾客的身体状况，从而帮助您定制最佳护疗配套，完美满

足个别需求。 

 



悠闲价：周一至周四（公共节假日除外） 

价格包含服务费与税费 

 

悠远疗法 

此系列经典护疗遵循绵延数世纪之久的古老传统，蕴含健康与美丽的永恒奥秘。 

中式传统 Chinese Traditions    

90 分钟护理 

                                                                                 

原价：SGD 427.25 

 

悠闲价： 388.41 

 

数百年来，推拿这一按摩手法被用于调理体内之气，从而改善新陈代谢并增强身体活力。

这一极为有效的传统护疗，将让您重返身心合一的谐调境界，享受彻底的极致放松。 

   

东方按摩  

 

印尼式传统 Indonesian Traditions    

120 分钟护理 

                                                                                   

原价：SGD 543.77 

 

悠闲价：SGD 494.34 

 

取自中爪哇的皇宫所流传下来的养生秘方，为您带来皇室般的高贵体验。巴厘式深层组织

按摩，以强劲结实的捶打消除肌肉疲劳。疗愈效果极佳的疗法采用百年美容配方，以传统

滋养原料以及久负盛名的花浴唤醒沉睡的感官。 

 

巴厘按摩 • Lulur 美体磨砂 • 酸奶美体沐浴 • 鲜奶美体润肤 • 印尼传统草本浴 

 

泰式传统 Thai Traditions                           

120 分钟护理 

                                                                                    

原价：SGD 543.77 

 

悠闲价： SGD 494.34 

 

拉伸肌体的按摩，缓解体内疲劳，改善身体灵活度。享受热流在肌肉上游走所带来的舒适

感以及被泰式草药包裹的无比温暖。沉浸于提神醒脑、健体强身的姜汁泡浴，瞬间释放沉

重的疲劳，令肌肤焕发新生光采。 

 

舒爽生姜 • 泰式草药热疗  • 经典泰式按摩 • 芬芳姜浴 



悠闲价：周一至周四（公共节假日除外） 

价格包含服务费与税费 

 

感官之旅 

从一系列精选的项目中根据个人偏好随心选择，定制独具个性的 Spa 体验。 

选择您心仪的护疗时长，自由混搭身体护理项目。 

 

90 分钟护理 

120 分钟护理 

150 分钟护理 

原价 SGD 427.25     悠闲价 SGD 388.41 

           SGD 593.41                    SGD 539.46 

           SGD 712.09                    SGD 647.35 

 

 

淑女挚爱 For The Ladies 

  

• 60 分钟身体按摩 

• 30 分钟美体磨砂 

• 30 分钟美体润肤  

• 30 分钟悠心沐浴 

 
 

绅士之选 For The Gentlemen 

 

• 60 分钟身体按摩 

• 30 分钟背部按摩或 30 分钟足部按摩 

• 30 分钟美体磨砂 

• 30 分钟美体润肤 

• 30 分钟悠心沐浴 

 

 

*为了获得最佳的放松和疗愈效果，组合按摩的持续时间为 90 分钟。 



悠闲价：周一至周四（公共节假日除外） 

价格包含服务费与税费 

 

全身按摩 

奢宠的按摩加上专业护疗师的精湛按摩技艺，令您倍感放松，身轻如燕。爱慕精油              

（Touch of Love）与平静精油（Touch of Peace） 两款按摩精油任选其一，放松心神，             

效果显著。 

60 分钟护理 

90 分钟护理 

原价 SGD 297.78    悠闲价 SGD 270.71 

           SGD 375.46                   SGD 341.33 

 

巴厘按摩 Balinese   

中等至高强度按摩。护疗师以指压与掌压搭配缓慢、扎实而富有节奏感的动作按压，醒脑

提神，舒缓疲劳发紧的肌肉，帮助身心彻底恢复活力。 

深层组织按摩 Deep Tissue   

中等至高强度深层次按摩。偏重的按压手法将有效舒展筋骨，力求在最短时间内释放肌肉

压力，促进肌体深层放松。 

轻柔触按 Gentle Touch  

轻度至中等强度的按摩。轻柔绵长的掌法与拇指施压交替进行，抚慰紧绷肌肉，适合于      

喜好轻度按压人士、孕妇、儿童与老年人。 

泰式经典按摩 Thai Classic   

完美结合温和拉伸动作与富有韵律节奏的按摩与施压动作，帮助肌体重获平衡并促进体内

能量流动。此款经典按摩利用传统泰式手法，用手掌对背部进行强压，同时搭配温柔的拉

伸动作。 

泰式精华按摩 Thai Essence 

由传统泰式按摩改良的中等至高强度按摩，从头到脚改善肌体灵活度。以手掌与拇指向关

键点施加压力，缓解肌肉疲劳，重振身体活力。由宾客身着两件式服装享受的无精油           

按摩。 



悠闲价：周一至周四（公共节假日除外） 

价格包含服务费与税费 

 

融会贯通 

专为忙碌人士设计的按摩体验，以轻柔的足部擦拭奏响悠扬的护疗乐章，用可口的小点心

画下完美的休止符。所有按摩项目均使用温热澄净精油，舒缓神经并滋润肌肤。 

 

30 分钟护理 

45 分钟护理 

原价 SGD 194.21    悠闲价 SGD 176.55 

           SGD 245.99                   SGD 223.63 

 

 

背部解疲按摩 Back Reviver 

针对长时间案头工作引发的背酸背痛而设计的护疗体验，消除疲劳与疼痛的理想之选。 

 

足部解疲按摩 Foot Release 

体贴的足底呵护，通过按摩关键压力点帮助疲惫不堪的肌肉放松并恢复活力，彻底缓解足

部酸痛。 

   

手部放松按摩 Hand Relax 

缓解压力与疲劳，为手臂、手掌与手指提供良好养护。此按摩有助于防止手指僵硬，改善

灵活性。 

 

 



悠闲价：周一至周四（公共节假日除外） 

价格包含服务费与税费 

 

美体磨砂  

30 分钟护理 
原价     SGD 233.05  

悠闲价  SGD 211.86 

 

 

澄净苹果绿茶 Apple Green Tea Polisher            适用于所有皮肤类型/敏感皮肤 

以温和的天然苹果果酸净化肌肤，同时利用抗氧化性出众的绿茶粉滋养皮肤。这一护疗能

够促进皮肤细胞再生，打造更为柔嫩的肌肤。 

 

亮白姜汁柠檬 Ginger Lemon Cleanser                           适用于油性皮肤 

温热的新鲜生姜搭配柠檬酸，打造出这一完美的磨砂护疗。在天然原料的沁鼻芳香中放松

身心，肌肤将重获细腻柔嫩的质感与健康红润的光采。 

 

舒爽香柠檬 Kieffer Lime Refresher                                适用于正常/油性皮肤 

新鲜柠檬皮拥有沁人心脾的清爽芬芳，可发挥杀菌功效。富含维生素 E 的小麦胚芽成分有

助于淡化表皮细纹，蜂蜜成分更能滋润肌肤。 

 

清滢姜黄蜂蜜 Turmeric Honey Cleanser                       适用于所有皮肤类型 

姜黄以较高的治疗及清洁功效而著称，将其与蜂蜜、罗望子与芝麻籽混合，创造出此款         

极为清新的磨砂体验。从磨碎的芝麻籽中流出的芝麻油成分能够有效防止皮肤因磨砂而变

得干燥。 

 

 

 

 



悠闲价：周一至周四（公共节假日除外） 

价格包含服务费与税费 

 

美体润肤 

30 分钟护理 
原价     SGD 233.05  

悠闲价  SGD 211.86 

 

疗愈芦荟薰衣草 Aloe Lavender Healer                         适用于所有皮肤类型/敏感皮肤 

芦荟与薰衣草均以卓越的疗愈与净化功效而闻名。此款极适用于敏感皮肤的美体润肤能够

滋润肌肤，缓解表皮刺激，其淡雅清香还有助于安神放松。 

 

滋养菊香 Chrysanthemum Enhancer                        适用于所有皮肤类型 

由营养价值较高的干菊花、蜂蜜与柠檬汁调制而成的润肤护疗配方，帮助肌肤重焕光泽活

力，富含蛋白质的豆奶成分发挥出更为丰富的滋养功效。 

 

润泽蜂蜜鳄梨 Honey Avocado Healer                          适用于所有皮肤类型 

润泽效果极佳的蜂蜜搭配滑润细腻的鳄梨，重塑柔软健康肌肤，沁人心脾的清香带来无尽

的愉悦体验，令人精神焕发。 

 

香柠檬体膜 Kieffer Lime Mask                                       适用于所有皮肤类型 

被无尽芬芳与清爽的香柠檬包裹，怡人体验能让您倍感放松。其原料能被快速吸收，令您

的肌肤柔嫩，光滑如丝。 

 

 

 

 

 

 



悠闲价：周一至周四（公共节假日除外） 

价格包含服务费与税费 

 

悠心沐浴 

30 分钟护理 
原价     SGD 233.05  

悠闲价  SGD 211.86 

 

排毒泡浴 Detoxing Bath                             

享受千百年来放松解乏的首选——盐浴。添加柑橘后，更为体验增添清新感。 

 

净化泡浴 Purifying Bath                  

在润泽效果极佳的泡浴中享受皇室般的精心呵护，令肌肤重焕青春亮泽。 

 

放松泡浴 Relaxing Bath                             

添入本地特产花卉，在一片馥郁芬芳之中让心情顿时愉快。 

 

养颜泡浴 Rejuvenating Bath                          

以富含抗氧化物的柠檬草与生姜等草药提振精神，有效提亮肤色，帮助肌肤重焕活力               

生机。 

 

 



悠闲价：周一至周四（公共节假日除外） 

价格包含服务费与税费 

 

手足护理 

让双手与双足尽情享受一场精细贴心的呵护之旅。 

 

60 分钟护理 
原价     SGD 168.31 

悠闲价  SGD 153.01 

 

 

悦榕基础手部护理 Banyan Hand Basics 

为手部与指甲提供最贴心的浸润呵护，帮助它们保持水润亮泽的最佳状态，并可根据个人

偏好修剪指甲。 

手部泡浴 • 手部磨砂 • 指甲护理 • 手部润泽 

 

 

悦榕基础足部护理 Banyan Foot Basics 

贴心呵护足部，先让足浴放松一下双足，彻底地清洁净化，然后通过足部磨砂去除死皮，

再根据个人偏好修剪趾甲。 

足部沐浴 • 足部磨砂 • 指甲护理 • 足部润泽 

 

 

 

美甲服务 Nail Painting  30 分钟护理 
原价     SGD 90.63 

悠闲价  SGD 82.39 

 

让美丽的指甲点亮每一天的好心情，精心涂抹的指甲油为您手足护理体验另添奢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