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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石忘憂之旅

200分鐘

以適合您的寶石，量身定制一個忘憂之旅，

盡享銥瑞水療的精粹。
.  歡迎儀式
.  特色磨砂
.  特色按摩
.  個性化臉部護理

鑽石無瑕光澤之旅

220分鐘

嶄新的寶石精華療程，煥發肌膚天然光澤。

蘊含豐富抗氧化及提亮因子的鑽石粉末，糅合

茉莉花及依蘭依蘭精油的寧神香調，形成一道

舒靜保護層，令思緒及身心徹底放鬆及蛻變。
.  歡迎儀式
.  全身去角質按摩
.  舒緩牛奶浴
.  深層舒壓按摩
.  鑽石無暇臉部護理

Gemology 珍稀平衡之旅

150分鐘

利用富含紅寶石、石榴石和精油的活性成分為

您提供量身訂製的護理療程，捉進細胞更新，

平衡並提升身體能量。
.  歡迎儀式
.  抗衰老身體磨砂
.  礦物身體暖膜
.  Gemology 精粹按摩 

銥瑞雙人水療

220分鐘

銥瑞雙人水療是情侶或夫婦的最佳選擇。

整套療程是根據合適您的寶石量身定制，

讓您鬆弛身心，暢然於整個水療之旅。如欲

進一步提升水療體驗，可升級至我們的特色

芳療套房體驗。
.  歡迎儀式
.  特色沐浴
.  特色按摩
.  個性化臉部護理

石英岩煥彩之旅

170分鐘

以東方傳統按摩為本，刺激感官功能，促進體內

氣血運行，透過注入寶石自然元素來引進平衡及

激發身心活力。
.  歡迎儀式
.  特色沐浴體驗
.  特色磨砂
.  銥瑞東方精粹按摩

產前紓壓理療

80分鐘

這個全身護理專為將為人母的女士而設，適合

已過懷孕初期的孕婦。護理主要為肌膚增添

營養，減少妊娠紋，並紓緩腿部及下背部的

肌肉酸痛。
.  歡迎儀式
.  敏感肌膚磨砂護理
.  產前按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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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按摩

個性化寶石按摩

80分鐘 / 110分鐘

這是澳門瑞吉酒店銥瑞水療的特色護理。按摩

開始之前，理療師會詳細了解您的需要，從而

挑選最適合您的寶石、為您調配量身定制的

按摩油，配以獨特的按摩技巧，為您平衡身心

並注入正能量。

肌肉療愈按摩

80分鐘 / 110分鐘

針對特定部位的肌肉按摩，按摩強度為中到

高，普遍在運動時或運動前後進行。其目的

主要是按摩肌肉，去除肌肉疲勞、紓緩腫脹、

減低肌肉緊張、增強肌肉靈活性和預防受傷，

從而達致極佳狀態。

傳統按摩

泰式按摩

80分鐘

糅合瑜伽、穴位按摩法、柔和伸展、深層拉筋

及沉思冥想，這種獨特的治療方式有助紓緩

緊張情緒、增強活力以達致身心靈合一。

熱石平衡按摩

110分鐘

這項尊貴的按摩療程利用光滑的火山石熱力，

配合專屬的寶石及特設的按摩精油，再加上

獨一無二的按摩技巧，從而紓緩繃緊的肌肉，

感受熱石，釋放肌肉中的緊張壓力。這項護理

主要是利用熱力溫暖肌肉，並利用所選寶石

調息身心，達致最佳放鬆狀態。

東方精粹按摩

80分鐘 / 110分鐘 

透過歷史悠久的東方按摩技術，融合夏威夷

傳統 Lomi Lomi 按摩手法，讓您的氣血得以

調息，紓緩肌肉緊張及平衡身體機能。理療師

利用傳統泰式按摩紓展筋絡，中式傳統推拿則

有效放鬆肌肉。

推拿

80分鐘 / 110分鐘 

在中國超過二千年歷史的推拿按摩，有助

增強身體活力。理療師施以各種專業手法，

按壓身體上特定的穴位及經絡，打通經脈，

行氣活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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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性化寶石精華身體磨砂

40分鐘

為提升水療體驗，在護理前先進行身體磨砂，

去除死皮，提升肌膚狀態，從而有助提升水療

體驗，獲得更佳的護理效果。我們的水療顧問

會協助您挑選最合適的磨砂護理。

芳療套房體驗

30分鐘

挑選以下其中一項療程，於私人貴賓套房進行

尊屬護理，提升您的水療體驗。

 

高效睡眠美容療程 

禮盒可於護理進行中使用或另行購買。當中

包括一系列提升睡眠質素的產品，助您獲享

更佳睡眠質素。禮盒適合經常外遊的貴賓或

尋求優質睡眠的人士使用。高效睡眠美容

療程乃任何按摩或面部護理的附加服務，

您可光臨水療中心或於您的客房內盡享這項

尊貴體驗 。

健康美點

您可在護理療程之後，或在水療護理之時，

在銥瑞水療的健康餐單中，挑選輕盈美食。

請向水療顧問查詢健康餐單。

銥瑞個性化寶石精華浴

20分鐘

傳統的水療，均以水作為精粹所在。沐浴於糅

合您的寶石及水療精油之中，必能令您心馳神

往，舒適安逸。

緊緻明眸眼部護理

30分鐘

由 Gemology 提供的緊緻明眸眼部護理，利用

寶石萃取物及礦物質，有效緩解眼睛疲勞；

並有效淡化黑眼圈、鎮靜眼睛浮腫及減少

幼紋。這項護理主要提升臉部護理，為您的

身體護理療程錦上添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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礦物修護護理

45分鐘

以豐富的礦物質包裹全身，補充肌膚所需，使

皮膚得到全面滋潤，回复天然光澤。

抗皺礦物護理

45分鐘

澳門瑞吉酒店銥瑞水療專用的抗衰老礦物護

理，融匯獨特成份，為肌膚提供修護、保濕的

功效，增添肌膚活力，煥發天然神采，並保護

肌膚對抗衰老及暗啞膚色。

瘦身療程

45分鐘

瘦身療程主要是促進排毒、強化循環系統和

減少橙皮紋，進一步滋潤和緊緻肌膚。

尊貴的 Gemology 身體護理讓您能從頭到腳讓享受極致奢華的呵護，寶石萃取的活性成份刺激身體

的能量和活力水平一個簡單的護理，能讓心靈沉醉寧靜、帶您遨遊瑰麗的寶石世界，喚醒身心靈並綻

放從內到外煥然一新的動人神釆!

喚醒身、心、靈的寶藏

「珍貴寶石中的天然礦物質給肌膚最頂級的呵護。」 

Chrystelle Lann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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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Gemology 提供的先進面部護理，選用多達20種寶石及其他珍稀微量元素，達至最佳護膚

效果。

珍貴微量元素礦物美容

「隨著肌齡增長及周而復始的外來污染，肌膚營養漸漸流失，如果不及時處理，膚色會變得暗啞、

細紋及鬆弛等老化現象便會逐漸出現，Gemology 研創利用寶石對抗歲月在肌膚上留下的

痕跡，其寶石產品能令肌膚重煥光采，帶來預防、修復和保護肌膚三大概念。」

Chrystelle Lannoy

鑽石體驗 尊貴體驗

鑽石凝時緊緻護理

80分鐘 

這項臉部護理選用的產品配方珍稀獨特，含

珍貴鑽石粉末，並糅合一品紅及蘭花，為皮膚

帶來極致的呵護體驗。有效紓解肌膚繃緊，

減淡皺紋，散發神采。

紫晶平衡調養護理

70分鐘

護理配方專為混合性肌膚而設，有助收細毛

孔，令皮膚更緊緻柔滑。紫晶是改善膚質的

珍貴成份，天然的人參精華則有效強健肌膚，

改善暗啞膚色。

珍珠臻白淡斑亮膚護理

80分鐘 

療程結合珍貴的鑽石及珍珠成分，能徹底美白

淡斑，從肌底散發陶瓷光感。以特別研製的

珍珠雪葩面膜強效抑制黑色素形成，柔軟肌

膚，回復水潤透亮。對出席社交晚宴活動和追

求自然透亮妝容的女士尤為適合。

菱鋅礦修護抗敏護理

70分鐘

菱鋅礦有效減低肌膚發紅狀況，其特有功效

有效鞏固及保護肌膚。這項護理能快速紓緩

因過度乾燥而引致的繃緊情況。

礦物膠原蛋白護理

80分鐘 

這項尊貴的皮膚護理，選用鑽石、翡翠或紅寶石

的稀罕礦物，再為肌膚注入強大的膠原蛋白成

份。您可根據肌膚需要，從以下三項護理中，

挑選最合適自己的護理。
.  鑽石活顏緊緻護理
.  翡翠深層滋潤護理
.  紅碧寶石亮採護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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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受國際巨星、模特兒及美容達人認可的高端美容品牌 Intraceuticals 活氧護理專家，其註氧護

理療程配搭玻尿酸，將賦活精華直達肌底並有效吸收。此專利技術使皮膚在接受療程後瞬間變

得更有光澤、更加緊緻而且更為完美無瑕。

INTRACEUTICALS 皇牌注氧療程

盈潤美肌

50分鐘

為缺水肌膚即時大量補水。補濕精華液蘊含

豐富維生素及抗衰老因子，令皮膚頓時飽滿水

潤，膚質狀態明顯提升。

適合膚質：全部

盈亮平皺

30分鐘

媲美整形級之美容療程，被公認為最有效但非

侵入性治療的替代品。「盈亮平皺」療程之天

然氨基酸具有速效提拉、緊緻及飽滿效果，特

別針對改善表情紋，柔和皮膚紋路及線條。

適合膚質：全部

盈潤晶彩

60分鐘

此療程可加強補水效果：
.  膠原蛋白精華液—逆齡關鍵的膠原蛋白
.  再生肽，令皮膚加倍緊緻。
.  維生素C+3—3種維生素C促進健康明亮
.  膚色，並強化肌膚的防禦能力。
.  維生素A精華液—革新的網膜醇有助柔化
.  平滑粗糙的皮膚，減少細紋和皺紋的出現。
.  活顏絲悅修護精華液—取自澳洲雨林的
.  天然水果養分，有助減少皮膚泛紅，
.  特別適合勞累壓力肌膚。

適合膚質：全部

逆齡嫩肌療程

80分鐘

感受「盈潤美肌」或「盈彩亮白」配合「盈亮平

皺」帶來的逆齡效果。結合兩者之顯著療效，

積極擊退色斑、提升肌膚緊緻度，肌膚即時盈

潤飽滿，色素皺紋亦隨之明顯減淡。

適合膚質：全部

盈彩亮白

60分鐘

揭開美白新一頁！結合天然植物美白精華及高

濃度維生素C之「盈彩亮白」療程，快速傳遞

有效亮白成份直達肌底，有助肌膚淡斑及均勻

膚色，提升肌膚光澤及活力。

適合膚質：暗沉及色澤不均肌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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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提供獨一無二的療程，讓您享受不同凡響的待遇。融合健康和美容概念，提供不同的手部及足

部護理。所有專業修甲技師均接受 Margaret Dabbs 培訓，技術精湛細緻，為您提供優秀的尊貴

服務。所有護理療程均選用獲獎無數的 Margaret Dabbs 手部及足部護理產品，具手足護理、抗衰

老及修復功能的良方，更散發著橘子和天竺葵的香氣，清新怡人。

銥瑞尊貴手部護理

80分鐘

提升基本美甲服務素質，為您提供更佳體驗。

此項特色手部護理選用 Margaret Dabbs 全線

產品，並加入手部及前臂按摩，締造完美效

果，讓您感受最細緻周到的手部護理。

銥瑞尊貴足部護理

80分鐘

讓您的雙腿盡享尊貴一刻，效果持久。選用

Margaret Dabbs 足部護理全線產品，並加入

足浴及腿部按摩，締造完美護理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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蜜蠟脫毛

我們選用最可靠、高質素的 Caron Wax 脫毛產品，為您提供最安全及衛生的護理體驗。

蜜蠟脫毛服務包括：

全腿              60分鐘

小腿              40分鐘

比堅尼位          30分鐘

全手臂            40分鐘

半手臂            30分鐘

腋下              25分鐘

眼眉              20分鐘

上唇              20分鐘

下巴              20分鐘

沙龍

女士吹頭

女士剪髮及吹頭

男士剪髮及吹頭

小童剪髮

染髮

銥瑞深層滋養頭髮護理

髮型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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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琥珀抗氧活能護理

60分鐘

這項綜合護理有助減輕環境對肌膚造成的

傷害，以及重組肌膚皮脂層。新一代 AHA 由
5種天然果酸合成，有效去除皮膚雜質及

死皮，淨化肌膚，爽潔柔滑，使皮膚煥發健康

光采。

男士美甲護理

50分鐘

此項護理專為註重儀容的男士而設，精選具有

強化丶保濕及修護功效的 Margaret Dabbs
手部護理產品。

翡翠莹透滋补护理

80分鐘

翡翠的再生功效及其抗壓特性，有效對抗衰

老，驅走疲倦。通過抗氧化療程，讓面部細胞

再生，使輪廓柔滑緊緻，讓您時刻煥發年輕，

保持最佳狀態。

男士美足护理

50分鐘

Margaret Dabbs 足部護理產品配方獨特，

為雙腿帶來爽潔保濕的功效。

紅寶及紅碧玉亮採光澤護理

80分鐘

這項護理揉合紅碧玉、紅寶石、栗子及榛子的

精華，研創獨特配方，改善肌膚整體彈性，

以及活化肌膚細胞和均衡膚色。

背部蜜蠟脫毛

60分鐘

Caron Wax 蜜蠟產品，帶給您潔淨衛生，柔順

潤滑的脫毛享受。此項護理有效去除多餘毛髮

同時潤澤肌膚。

男士煥發之旅

170分鐘

透過我們一流的塑身計劃，能伸展肌肉，去除

因運動引致的損傷與疲勞，鬆弛肌肉緊張，

紓緩酸痛。
.  身體磨砂
.  肌肉療愈按摩
.  個性化皮膚護理

修眉

20分鐘

專為男士而設的眉型修飾服務，是面部護理

其中重要一環，展現自然容貌的光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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