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宠护自己
时间的馈赠

我们精心打造各种体验，让您放缓生活节奏，悠然品味周围环境之美。细细品味，享受当下。

欢迎来到尼亚玛岛DRIFT水疗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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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IFT水疗风尚
精选本地天然原材，打造标志性Drift水疗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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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亚玛磨砂护理 45分钟
第一步是清洁，这是所有按摩或身体护理的准备步骤。去除死皮并排除毒素，改善循环。雨淋
式花洒提供清爽愉悦的清洁体验。以椰子油、马尔代夫珊瑚砂和新鲜压榨的椰子油按摩肌肤，
轻柔去除杂质。

尼亚玛按摩护理  1小时/1小时30分钟
独具特色的精油按摩手法，见证惊艳焕变。综合体验夏威夷传统按摩、指压按摩和泰式按摩，
舒缓压力，深度放松。这是度假期间不容错过的体验。

尼亚玛修复护理 1小时30分钟
精选精油的芬芳萦绕鼻息，感受清爽悦人的身体磨砂，然后享受背部、颈部和肩部芳疗按摩。
凝胶状裹体敷料富含矿物质和植物精粹，为您补充活力；足部和头皮指压按摩运用酸橙精华，
释放您体内的活力。以冰凉的熔岩石按摩眼部，促进循环、消除浮肿。适合在旅程开始前或结
束后体验。

Drift芳香精油热石按摩 1小时30分钟 
极为舒适而滋养的全身按摩，卓效舒缓紧绷、酸痛的肌肉。夏威夷传统按摩以节奏悠长的按摩
手法为您带来无上享受，芳香凝胶瞬息舒缓肌肉，减缓紧绷感。

接着体验标志性Drift芳香精油热石按摩，结合生姜与黑胡椒精油的强大功效，舒缓疼痛的肌
肉。然后进行泰式肢体伸展以放松身体；当然还有特色面部按摩，以冰凉石块舒缓皮肤，促进
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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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IFT私人水疗室

与心爱之人一同前往尼亚玛岛Drift水疗中心，尽享舒心浪漫的愉悦体验。每间私人水疗室均位于
迷人的热带花园内，配备室外花洒、浴缸和沙发床，为您与您的灵魂伴侣营造理想休憩之所。

我们的水疗专家将助您挑选能够改善个人健康的护理与疗程。挑好后，您可尽情享受我们提供
的贴心服务。

情侣专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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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Two 2小时
自选水疗护理

室外雨淋式花洒

私人休闲时光

鲜榨果汁、茶水和热带水果

Just 2 3小时
自选水疗护理

双人室外淋浴体验

私人休闲时光

鲜榨果汁、热带水果、茶水和正宗点心

Love Is 4小时
自选水疗护理

双人室外淋浴体验

私人休闲时光

鲜榨果汁、热带水果、茶水和正宗点心

Decadent（附加服务）
1瓶普洛塞克干型气泡酒
巧克力

小食和小点心

水果拼盘

在专属私人水疗室中多享受一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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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RACEUTICALS有氧面部护理
尽享好莱坞名流般的奢华享受。巧妙结合艺术与科学，瞬息发挥卓效，让您容光焕发。采用加
压氧和独特流程，令高效御龄成分充分滋养各种肤质。这是肌肤焕变的第一步。卓效提拉紧
致、均匀肤色、深度补水，让您的肌肤焕发年轻亮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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焕活有氧面部护理 1小时
肌肤补水护理，密集滋润肌肤。焕活精华富含维生素和抗氧化物质，能够卓效提拉肌肤，均匀
肤色。瞬息改善肤况，令您的肌肤在接下来的几天内时刻光采动人。

焕活强化护理 *无附加时间
加乘焕活有氧面部护理的功效：

骨胶原 - 可生成骨胶原的尖端肽类物质，进一步提拉紧致。 
维生素C+3 - 三种维生素C同时发挥功效，提升肌肤光采。
维生素A - 新型视黄醇，令肌肤焕新，愈加细腻。
抗氧化物质 - 源自澳大利亚热带雨林的超级水果，呵护因旅行而感到疲惫的肌肤。

Atoxelene疗程 20分钟
这项护理是侵入性疗程的理想非外科替代。它采用天然氨基酸提拉肌肤，令肌肤饱满紧致，效
果立竿见影，且能大幅抚褪细纹和皱纹。

奢华疗程 1小时
这项疗程将植物亮肤因子与高浓度维生素C相结合，提亮肤色并消除暗沉及肤色不均，令美肌焕
发透亮神采。尽可能减少色素沉着，令肌肤通透、匀致、亮泽。瞬息改善肤况，令您的肌肤在
接下来的几天内时刻光采动人。

焕活抗老疗程 1小时15分钟
将焕活疗程和Atoxelene疗程的功效相结合，进一步提升护肤效果。瞬息抚褪细纹和皱纹，令肌
肤更加柔韧紧致，塑造精致脸廓。

奢华抗老疗程 1小时15分钟
将植物亮肤因子、高浓度维生素C和Atoxelene精华相结合，缔造光彩熠熠的年轻美肌。该疗程
旨在令肌肤更加透亮，显著抚褪细纹和皱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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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 SEMONIN身体面部综合护理
Anne Semonin身体面部综合护理巧妙结合各种芳香精油、微量元素
和海洋成分，辅以法国经典水疗方法及整体疗法，充分满足您的肌
肤需求。

个性化定制Anne Semonin项目的第一步是针对性讨论与皮肤诊断。
您的理疗师会根据您的肌肤需求和生活方式为您打造专属“美容处
方”。每次面部护理都包括一次淋巴按摩，旨在排除真皮组织中的
毒素，加强血液循环，焕亮肌肤光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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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层海洋精华净化护理 1小时15分钟
深层清洁、舒缓，补充矿物质。传统精华熏蒸法融合各类海洋元素的功效，深彻净化肌肤。高
级Anne Semonin撕拉式面膜瞬息镇定并舒缓肌肤，令肌肤更嫩滑。

极致面部护理 - 御龄抗老 1小时30分钟
新一代面部护理。这种提拉并重塑轮廓的面部护理旨在抵御明显的岁月痕迹，以“焕采冰块”
按摩眼周，发挥先进神经美容学的卓越功效。100%植物活性精华、芳香复合物和面膜，搭配引
流按摩手法，令面部重获光采，立绽年轻活力。

Drift高级定制面部护理 - 定制尊享 1小时 
每个人的肌肤均独一无二。这种植物芳香疗法巧妙结合精华、面膜和精心甄选的复合矿物质，
满足肌肤的特定需求，令肌肤重焕亮采。

御龄 - 抗老，紧致，均匀肤色
益生元护肤 - 抗氧化，平衡肌肤，抗衰老
光滑肌肤救星 - 镇定，补水，修复
母婴之乐 - 孕妇面部护理

特效补水面部护理 30分钟
通过面部清洁和矿物面膜瞬息消除倦容，促进循环，令肌肤更净彻。

奢华奇迹眼部护理（各类面部护理的附加提亮服务） 30分钟
提亮，舒压，焕活。专为脆弱的眼部区域打造的奢华护理，将眼膜与专业淋巴按摩手法相结
合，卓效抚褪岁月痕迹。

面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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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部深度按摩疗程 1小时30分钟
通过背部疗程消除疲劳，舒缓压力。在背部涂抹抗氧化发热海藻泥，然后用黑角兰精油、薰衣
草精油和蔷薇木精油进行全身芳香精油按摩。消除酸痛，排空压力，彻底放松全身。适合在旅
程开始前或结束后体验。

体形重塑 1小时30分钟
消脂纤体疗程，提拉肌肤，均匀肤色。磨砂护理结束后，以Lipoliss凝胶搭配Cryo-Lipoliss按摩
手法，消除目标部位的脂肪组织。腹部按摩和裹体护理有助于排除毒素，从而抑制脂肪团的形
成，令肌肤光滑柔嫩。

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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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您的肌肤需求选择适合的裹体和磨砂成分，打造您的专属水疗护理，享受真正个性化的水
疗之旅。我们建议您给各类按摩或面部护理增加裹体和磨砂流程，从而享受全面呵护身心的护
理体验。如需了解详情，请咨询您的理疗师。

密集补水裹体护理 30分钟
适合晒伤或缺水肌肤。极其温和的护理疗程，敏感肌也适用。以粉色泥状敷料裹体，所含营养
成分滋润并修护肌肤，令肌肤立现水润。

排毒裹体护理 30分钟
富含碘和强效海洋元素。将身体包裹在螺旋藻精粹中，促进排毒，净化肌肤。这些活性元素能
够净澈肌肤，为肌肤补充活力并减少肌肤发痒。

盐与石英晶体磨砂护理 30分钟
终极磨砂体验，采用功效卓著的Anne Semonin Nude Body Scrub磨砂膏。海盐、白砂、粉色石
英晶体粉末与芳香精油调和成奢华磨砂膏，细致去除死皮，令肌肤柔嫩丝滑、净彻透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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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士护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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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部

海洋矿物精华净化护理 1小时30分钟
传统精华熏蒸法融合各类海洋元素的功效，深彻净化肌肤。高级Anne Semonin撕拉式面膜富含
高浓度矿物质和海藻萃取物，瞬息镇定并舒缓肌肤，令肌肤更嫩滑。

焕活有氧密集面部护理 1小时 
尽享好莱坞名流般的奢华享受。肌肤补水面部护理，密集滋润肌肤。采用加压氧，令高效御龄
成分充分发挥功效。显著提拉肌肤，匀致肤色，润泽美肌。

奢华奇迹眼部护理 30分钟 
专为脆弱的眼部区域打造的奢华护理，将眼膜与专业淋巴按摩手法相结合，卓效抚褪岁月痕
迹，消除压力。“特效焕采冰块”能够消除浮肿，焕活双眸。最后，涂抹奇迹眼霜，完成奢华
眼部护理。

如需美甲和足部护理服务，请参考本菜单的“Drift基本美容”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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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

背部深度按摩疗程 1小时30分钟
通过背部疗程消除疲劳，舒缓压力。在背部涂抹抗氧化发热海藻泥，然后用黑角兰精油、薰衣
草精油和蔷薇木精油进行全身芳香精油按摩。消除酸痛，排空压力，彻底放松全身。适合在旅
程开始前或结束后体验。

尼亚玛按摩护理 1小时/1小时30分钟
独具特色的精油按摩手法，见证惊艳焕变。综合体验夏威夷传统按摩、指压按摩和泰式按摩，
舒缓压力，深度放松。这是度假期间不容错过的体验。

运动按摩护理 1小时
这种强劲按摩重点舒缓特定肌肉和肌肉群。十分适合热爱运动的活跃人士 - 深层按摩可缓解疼
痛和不适，加速自然修复流程。

泰式按摩 1小时/1小时30分钟
令您重焕充沛活力，重塑身心平衡。瑜伽拉伸、施压和点压按摩，释放身体内部的能量。唤醒您
的生命力，提升柔韧性与活力。

Drift芳香精油热石按摩 1小时30分钟
独具特色的按摩疗程，结合臻纯精油与热石的强大功效，辅以夏威夷传统按摩和泰式按摩，深
度放松身体，舒缓肌肉酸痛，缓解压力与疲惫感。

Aromatherapy Associates密集舒压芳疗按摩 1小时
密集型修复按摩，深层舒缓僵硬、紧绷和疼痛的肌肉。将瑞典式肌肉纤维综合按摩法与AA闻名
国际的肌肉舒压凝胶和身体舒压精油相结合，瞬间缓解疼痛和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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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力求打造经久难忘的体验。我们的所有按摩疗程均可量身定制，充分满足您的需求，达到
理想效果。

DRIFT按摩

17



泰式按摩 1小时/1小时30分钟
令您重焕充沛活力，重塑身心平衡。瑜伽拉伸、施压和点压按摩，释放身体内部的能量。唤醒您
的生命力，提升柔韧性与活力。采用泰式按摩垫，不使用精油，提供宽松的睡衣。

巴厘岛式按摩* 1小时/1小时30分钟
传统巴厘岛式按摩。指压按摩、皮肤按摩和提拉紧致相结合，以流畅的手法提升活力并促进循
环。使用具有发热功效的辛香成分，发挥理想效果。

瑜伽推油混合按摩 2小时
瑜伽和阿育吠陀疗法是印度吠陀传统中的互补疗法。瑜伽利用阿育吠陀疗法达成其目的，而阿
育吠陀疗法则利用瑜伽实现保健益处。这个疗程包括1小时的哈他瑜伽和1小时的阿育吠陀穴位
按摩。

印度滴油和推油按摩 1小时30分钟
利用这种古老的阿育吠陀疗法强健并修护神经系统。用黑色热香油搭配传统阿育吠陀按摩手法
按摩天目穴，促进健康。

运动按摩护理* 1小时
这种强劲按摩重点舒缓特定肌肉和肌肉群。十分适合热爱运动的活跃人士 - 深层按摩可缓解疼
痛和不适，加速自然修复流程。

尼亚玛按摩护理* 1小时/1小时30分钟
独具特色的精油按摩手法，见证惊艳焕变。综合体验夏威夷传统按摩、指压按摩和泰式按摩，
舒缓压力，深度放松。这是度假期间不容错过的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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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ift安眠疗程* 1小时
这种全身按摩以精准的力道彻底放松全身，让您为彻夜安眠做好准备。可在私人套房或凉亭中
尽情享受舒适疗程。

Aromatherapy Associates芳疗体验 1小时/1小时30分钟
这种疗法能够释放身体各部位淤积的压力。以精准的力道刺激神经系统。瑞典式神经肌肉按摩
法可舒缓肌肉压力，淋巴引流按摩有助于促进健康循环。

Aromatherapy Associates密集舒压芳疗按摩 1小时30分钟
密集型修复按摩，深层舒缓僵硬、紧绷和疼痛的肌肉。将瑞典式肌肉纤维综合按摩法与AA闻名
国际的肌肉舒压凝胶和身体舒压精油相结合，瞬间缓解疼痛和压力。

Aromatherapy Associates孕妇芳疗护理 1小时
以这种全身护理舒缓压力和紧绷感，缓解腿部沉重和背部酸痛。包括全头皮和面部按摩，舒缓
身心，补充活力。

Drift芳香精油热石按摩 1小时30分钟
夏威夷传统按摩以节奏悠长的按摩手法为您带来无上享受，芳香凝胶瞬息舒缓肌肉，减缓紧绷
感。接着体验标志性Drift芳香精油热石按摩，结合生姜与黑胡椒精油的强大功效，舒缓疼痛的
肌肉。然后进行泰式肢体伸展以放松身体；当然还有特色面部按摩，以冰凉石块舒缓皮肤，促
进循环。

*部分护理和疗程可按需在您的私人套房或凉亭的舒适环境中提供。请致电水疗中心前台，了解
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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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效护理

背部舒压 30分钟
舒缓背部、颈部和肩部的压力及肌肉紧绷感。

印度头部按摩 45分钟
这种点压式按摩法重点按摩头部、颈部和肩部，消解压力，补充活力。

耳烛疗法 45分钟 
耳烛疗法是一种轻柔、舒缓的非侵入性疗法，能够缓解耳部、鼻子和喉部问题。适合在飞行和
水肺深潜前体验，以恢复耳压。

足部指压按摩 30分钟
指压按摩重点按摩足部穴道，从而放松身体，令身体重归平衡。

玫瑰盐排毒和椰子油磨砂护理 30分钟
喜马拉雅玫瑰盐极为纯粹，因其疗愈特性而闻名。其中的矿物质可滋养肌肤，并帮助排除肌肤
中的毒素。椰子油卓效润泽，薰衣草精油舒缓镇静，彻底放松身心。

椰子油咖啡提拉紧致磨砂护理 30分钟 
咖啡粉末、椰子油和海盐彼此调和，深度磨砂，令肌肤无比嫩滑。将三合一复合精粹涂抹于需
要磨砂的部位并轻柔按摩，促进血液循环，令肌肤更加嫩滑紧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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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域椰子油裹体护理 30分钟 
全身包裹于舒悦的椰子油敷料中，为肌肤补充水分，令肌肤柔韧嫩滑。

芦荟胶裹体护理 30分钟
修护和疗愈。经过暴晒或者摄入过多辛辣食物？无需担心，芦荟胶裹体护理十分有效。这种疗法
能够镇静、修护、疗愈肌肤。

奢华奇迹眼部护理（各类面部护理的附加提亮服务） 30分钟
提亮，舒压，焕活。专为脆弱的眼部区域打造的奢华护理，将眼膜与专业淋巴按摩手法相结
合，卓效抚褪岁月痕迹，消除压力。冷冻疗法冰块能够去除浮肿，焕活双眸。最后，涂抹奇迹
眼霜，完成眼部护理。

特效补水面部护理 30分钟 
通过面部清洁和矿物面膜瞬息消除倦容，促进循环，令肌肤更净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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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与儿童区

让儿童体验水疗 - 让他们从小就对健康益处产生热情 - 有助于培养我们作为成年人对自身健康的
责任感。

家庭菜单

家庭水疗护理 1小时30分钟
无论是在您的奢华私人套房或凉亭，或是在私人水疗室，均可畅快享受。舒缓奢华的热浴令家
长的担忧消失无踪，同时孩子们可以享受30分钟的放松按摩。之后，家长可以分别享受1小时的
尼亚玛按摩护理。

儿童选项：在水疗沙龙看电影、吃冰激凌或爆米花、体验美甲、编发服务，或在探险者儿童俱
乐部内享受1小时的免费照护服务。

亲子水疗 30分钟/1小时 
让您和您的孩子一同体验亲子按摩。修复家庭关系，缓解现代生活压力。

家庭瑜伽 45分钟 
私人家庭瑜伽为整个家庭带来内心的平静与安宁。沙滩、开着空调的伸展室、抑或是您的私人
套房或凉亭，随心选择地点，尽情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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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芙妮海豚按摩 30分钟/1小时
让您的孩子体验按摩的绝佳方式，这种体验能够帮助孩子们了解如何应对压力。按摩过程中，
家长或监护人必须陪同，且必须穿着泳衣或内衣。男女童分别由相应性别的理疗师提供按摩。

儿童自选护理角

小海星高级定制面部护理 30分钟
芦荟胶晒后护理 30分钟
红爪上尉美甲 30分钟
快乐的大脚足部护理 30分钟

儿童附加服务

美甲* 15分钟
附加美甲服务*
编发*
快乐瑜伽*
护理结束后的圣代冰激凌*

*免费

儿童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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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IFT水疗套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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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天
Drift磨砂和裹体护理
足部指压按摩

第二天
椰子油和马尔代夫砂足部护理
热带户外水浴
尼亚玛按摩护理

第三天
椰子油和马尔代夫砂足部护理
深度肌肉舒缓按摩
Drift高级定制面部护理

3天 - 焕新套餐 4小时50分钟
修护、调理。该疗程包括深度磨砂、按摩和面部护理。密集修护疗程，充分打开毛孔，在热带阳
光下镀上一层健康的棕色光泽。为您的皮肤涂抹一层椰子油和粉色高岭土，进一步润泽肌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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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天
海盐与石英晶体磨砂护理
足部指压排毒按摩

第二天
热带户外水浴
Drift芳香精油热石按摩

第三天
背部释压按摩
Intraceuticals焕活有氧面部护理

第四天
晒后密集补水修护
印度头部和肩部按摩

第五天
私人瑜伽课程
泰式按摩

5天 - 赋活套餐 7小时35分钟
舒缓和补充活力。体验舒缓的海盐和石英晶体磨砂护理，然后由按摩理疗师为您按摩，让全身上
下恢复活力。周三，补水型有氧密集面部护理，深入密集补水，瞬息提拉面部肌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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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天 - 活力套餐 9小时55分钟
补充活力，重绽光采。深度修护按摩和瑜伽令您放松身心。利用海洋矿物质的天然功效，进行
排毒磨砂、裹体和面部护理。然后享受Pedro Sanchez美发服务和Intraceuticals有氧面部护理。

第一天
Drift安眠按摩
足部排毒按摩

第二天
海盐与石英晶体磨砂护理
排毒裹体护理

第三天
海洋矿物质面部净化护理
深度肌肉舒缓按摩

第四天
私人瑜伽课程
泰式按摩

第五天
尼亚玛按摩护理

第六天
印度头部按摩
Pedro Sanchez沙龙美发

第七天
Intraceuticals焕活有氧面部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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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水、冲浪和漂流
为潜水者和冲浪者量身定制的三天水疗套餐

28



3天 - 冲浪者水疗修复护理 4小时30分钟

3天 - 潜水者水疗修复护理 4小时30分钟

第一天 - 潜水前的准备护理
椰子油和马尔代夫砂足部护理
Drift芳香精油热石按摩

第二天 - 潜水后的修复护理
椰子油和马尔代夫砂足部护理
潜水者修护按摩 

第三天
酸橙、椰子油和马尔代夫砂足部护理
Drift高级定制面部护理
奢华奇迹眼部护理

第一天
椰子油和马尔代夫砂足部护理
泰式按摩

第二天
椰子油和马尔代夫砂足部护理
深度肌肉舒缓按摩 

第三天
椰子油和马尔代夫砂足部护理
Drift高级定制面部护理
芦荟胶裹体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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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身与保健

课程
我们提供一系列锻炼课程，帮助您调整身体状态，挑战自身并补充活力。可在水疗中心前台了
解每周课程表。

保健项目
我们致力于整体修护，推出多款保健疗程和套餐，重点为身体排毒，维护身心健康。如需了解
详情，请联系水疗中心前台。

个人训练
我们为宾客提供一对一训练课程。各个能力和健身水平均有相应课程，经验丰富的教练为您量
身定制合适的训练项目，助您实现目标。

瑜伽和普拉提
我们可按需为您安排由私教提供的一对一瑜伽或普拉提课程。我们的课程适合各个能力水平，
上课地点为度假村Pump健身房或户外，依天气而定。

爆汗腹肌训练
以高强度训练锻炼腹部，提升整个核心肌群。这是一种循环训练，每组20秒，休息10秒，一次
八组，旨在锻炼深层肌肉，加速健身效果。

循环训练
加强力量，塑造健美身形。循环训练是一系列以高低密度交替、重复完成的锻炼，利用您的体
重或各种外加重物来强健心血管肌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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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疗修护
通过一对一理疗提升关节活动度，修复陈伤，舒缓肌肉并强韧关节。水疗修护被众多修护中心
广泛采纳，因为在水中运动可以减少压力并缓解疼痛，有助于加速修复流程。

免费日落瑜伽课程
周三和周日，冲浪点附近的Surf Shack开设瑜伽课程。如需了解详细的时间和地点，请致电水疗
中心。
*季节性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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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IFT基本美容与细节美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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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美容

Margaret Dabbs高级美甲 1小时 
标志性美甲服务，为您打造靓丽美甲。一系列Margaret Dabbs Londo美甲产品让您尽享舒悦。
做完美甲后，还可享受手部和下臂舒缓按摩。

Margaret Dabbs高级足部护理 1小时
标志性足部护理，贴心呵护双足。使用Margaret Dabbs London足部美甲产品，效果出众、持
久。完成足部美甲后，可享受舒缓的足浴和足部按摩。

男士美甲 50分钟
男士足部护理 1小时
指甲塑形和抛光 20分钟

细节美容

美发沙龙
请致电水疗中心，了解美发沙龙服务详情。

除毛
提供面部和身体热蜡除毛服务。按需提供价目表。提供印度细线除毛服务，为您修眉并去除唇毛。

毛发染色

染眉 15分钟
染睫毛 30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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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IFT指南
护理和疗程

无论单人或双人，我们均提供合适的疗程和体验：

尼亚玛岛Drift水疗中心：海景套房和水疗室，配备室

外浴缸、花洒、花园和休息区。

您的私人套房或凉亭：无需四处走动 - 我们会上门提

供一系列精选水疗体验，让您在舒适隐秘的私人套房

或凉亭中尽享惬意（可能加收25%的服务费）。

夜间服务：水疗中心24小时开放。即便是夜间，您也

可随时享受到菜单上的精选理疗服务。Drift夜间服务

（晚上9.00至上午9.00）可能加收25%的服务费。

所有价格均以美元计算，并加收服务费和适用的政府

消费税。

到达时间

为了确保您在我们的度假村享受到至臻水疗体验，我们

希望您比预约时间提前15分钟到达。如果您想使用并探

索休憩区，我们诚邀您在私人时间前来。

取消服务

我们了解您可能需要更改行程。我们希望您在运营时段提

前12小时通知我们。在12小时内取消预约需要支付50%

的取消费。在4小时内取消预约及预定未到需要支付全额

费用。

预订服务

为了避免让您失望，我们强烈建议您提前预约所有疗程和

体验。水疗中心前台接待员会为您提供建议，让您了解住

宿期间的最佳时间和服务项目。

迟到服务

如果您比预约时间更晚到达，您将在剩余的预约时间内

享受我们尽可能提供的优质体验。为确保下一位预约者

的时间，我们可能不得不减去您迟到的时间。需要支付

全额费用。

健康状况

预约时，请告知水疗中心前台及理疗师您的健康状况、

是否有病症或过敏，以及是否正在服用任何药物。我们

建议您在做完面部护理、芳疗或热蜡除毛后的6小时内不

要进行日光浴。

水疗中心服装

我们将为您提供护理期间所需的一切，包括一次性内

衣、浴袍、拖鞋和毛巾。蒸桑拿、汗蒸和水疗浴时必须

穿着泳衣。

环境氛围

尼亚玛岛Drift水疗中心拥有清新纯净的环境，远离任何

噪音污染。请勿吸烟并关闭您的手机，与我们一同维护

宁静清幽的环境。

年龄要求

13岁以下的儿童在体验水疗时必须由家长或监护人陪

同。男女童分别由相应性别的理疗师提供按摩。

贵重物品

我们建议您不要携带贵重物品。尼亚玛岛Drift水疗中心

对任何损失或损坏概不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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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尔代夫共和国，南尼兰杜环礁，邮政信箱2002
电话：+960 676 2828 | 传真：+960 676 2676

niyama.com

马尔代夫私人岛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