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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KARL LAGERFELD 水疗中心

水疗中心位于 THE KARL LAGERFELD 的 3 楼。

THE KARL LAGERFELD 水疗中心能让每位客人沉浸在重新定义的奢华中，这是
KARL LAGERFELD 唯一的水疗杰作。他标志性的、创新的和独特的风格完全体现在

整个水疗中心的黑色大理石和金色马赛克设计中。

KARL LAGERFELD 无与伦比的创造力融合了令人惊叹的中国和欧洲装饰艺术元素。
凭借 KARL LAGERFELD 的独特创作，给您呈现出一段独特的水疗体验之旅。

THE KARL LAGERFELD 水疗中心以媲美医美效果的 111SKIN 携手打造出真正达到
临床水平的疗程效果，111SKIN 是来自伦敦 111 Harley Street 屡获殊荣的临床灵感和

科学主导的美容品牌。

THE KARL LAGERFELD 水疗中心致力于为您提供卓越的健康之旅，融合时尚、
奢华等元素，并配搭著以结果为导向创新科学配方的护肤品牌。为您在繁华都市生活

中提供一处健康的绿洲，达到真正放松，提升幸福感。



111SKIN为
THE!KARL "GERFELD
水疗中心提供的经典护理
奢华太空黑钻体验	 2小时30分钟
提拉紧致，调理修复

採用强效的111SKIN 极致奢华抗衰老配方，令面部和身体顿时 
提亮，展现无瑕状态。肌肤明显水润紧致，重拾弹性，散发健康
神采。结合创新的抗氧化配方，刺激胶原蛋白生长，显著抚平细
纹皱纹及减少色素沉著，滋润每一寸肌肤，令皮肤回复饱满、
光滑，并收紧面部线条，完美逆龄养护。

极致24K玫瑰金体验	 2小时30分钟
奢华极致，滋养镇静

可彻底恢复面部及身心活力光采的亮白护理。採用具有抗炎、
抗氧化和亮泽功效的24K纯玫瑰金，令疲惫和紧张的肌肤瞬间得
到改善。配搭高贵的玫瑰水晶指压按摩，由内至外放松和舒缓 
身心。这豪华的全身护理为出席重要场合打造无瑕肌肤，让您散
发光彩，完美抛光，闪耀细致玫瑰宝石的璀灿光芒。







111面部美学
我们为您专属定制一款拥有显著成效的面部护理，不管您的皮肤

属于哪种类型，我们都能从专利技术到以招牌手法一应俱全，达

至您心目中的理想疗程和高效的非侵入性的医美效果。

逆时空修护再生面部护理	 60分钟
有效修复，强化治愈

这强效面部护理有助受损、脆弱及敏感肌肤消除红肿和刺激，具有
镇静和舒缓作用。此疗程由 Yannis Alexandrides 博士团队研发， 
最初为接受完手术或非手术整形的客人而设，旨在加速皮肤的癒合
和自我修复。这项护理蕴含 111SKIN 的专利护肤配方 NAC Y2， 
能增强表皮屏障并具抗炎功效。结合品牌修复产品系列的强效成分，
此面部护理能针对例如乾燥、脱水、敏感和酒渣鼻等各种基本皮肤
问题，让您的肌肤更舒适健康。



太空黑钻无创性提拉面部护理	 90分钟			
提拉紧致，加强紧肤

111SKIN 最有效的系列 — 太空黑钻系列可瞬间击退老化痕迹。
此奢华疗程提供最全面的抗衰老面部护理，由内至外强化及重塑
面部轮廓，令您重拾年轻和紧实的肌肤。111SKIN 的速效去角质
成分及含丰富氧化剂的配方能透过黑钻粒子有效输送到最深肌底
层，配合理疗师的专业按摩手法及除皱美容棒，能够改善各种纹
路困扰，确保皮肤紧致，重塑及美化自然轮廓，真正打造饱满提
升的年轻肌肤。

逆时空强效净肌面部护理	 60分钟			
净肌修容，镇静舒缓

专门针对瑕疵肌肤的面部疗程，所採用的先进智能面膜应用
111SKIN 独家的结构美容方法。精选的强效淨肌系列产品充分运用
胶体硫和水杨酸等活性成分，可溶解死皮细胞并镇定炎症，修复
瑕疵效果卓越，让肌肤完美澄淨，明亮柔韧，焕然一新。

可配合使用高频美容仪器。





LUNAR 28 亮白面部护理	 90分钟			
亮白无瑕，均匀炫亮

此革命性面部护理荟萃尖端科研，带给您伦敦 111 Harley St. 医美 
诊所等级的激光治疗效果。这项护理利用 111SKIN Lunar 28 疗程 
的强大效能打造出光滑亮白的肌肤，彻底击退暗哑肤色，见证美白
亮肤奇蹟。透过品牌高精密产品系列的润泽，配合除皱美容棒及专
业理疗师的皇牌按摩护理，令肌肤重现极致莹亮光泽。建议护理后
使用「28天极致精粹焕白疗程」修护套装，令美肌成效更显著。

面部深层保湿护理	 60分钟
保湿丰盈，轮廓塑型

专为需要保湿及增加弹性的肌肤而设，为深层皮肤补充水份，
提升亮度并焕发丰盈感，适合各种肤质。此深层保湿护理把
111SKIN 治疗系列产品的高效保湿成份输送至至肌肤中胚层，让皮
肤倍感水润光泽，回复年轻弹滑，特别适合经常出差、爱好派对
聚会和皮肤严重缺水的人士，为肌肤彻底补水，保持水嫩透亮，
赋活肌肤。



玫瑰水晶修复面部护理	 60分钟
幼嫩平滑，修饰舒缓

奢宠的面部护理结合强效的修复元素与创新配方，达至提拉及紧
致肌肤、重点均匀肤色的效果。疗程的三步曲面部按摩手法可减
淡细纹，包括 111SKIN 的皇牌按摩技巧、除皱美容棒和玫瑰水晶按
摩，令您放松身心之余同时能缓解发炎症状和不适感，令肌肤完
美呈现玫瑰金般的闪亮色泽，维持最佳状态。

CRYO 冷疗面部护理	 60分钟
焕发再生，激发活力

糅合科研技术的全方位修护，为皮肤带来冻龄活颜的显著疗效。
疗程採用111SKIN 的再生系列，当中蕴含的天然细胞能量可激活细
胞代谢功能，补充肌肤能量，加上独家冷冻石按摩疗法，促进皮
肤血液循环及达至排毒效果，并且瞬间击退面部浮肿，打造完美
轮廓。冷疗护理于多层面刺激血管收缩，让肌肤回复紧致、重拾
弹性。专为受时差影响、忙碌疲惫的都市人而设，特别适合生活
节奏急速、皮肤暗哑及肌龄成熟的人士。真正唤醒肌肤的治疗！



多重面膜体验
汇聚奢华金箔、太空医美科学与崭新水凝面膜技术于一身，

以111SKIN 独家结构美容方法，根据不同部位的特别肌肤需要，

进行多重针对性面膜护理。疗程结合生物纤维面膜最先进的导入

技术，与强效抗衰老配方，能瞬间提升及紧致肌肤，重塑水嫩美

肌。这项增效护理为出席重要场合打造完美肌肤，令您散发明亮

光彩，宛若新生。



111身体美学
精选的身体美学护理，利用专业级独家配方的强效活性成分、

珍贵矿物质和针对性的按摩手法，让您快速回复最佳状态。

逆时空修护再生全身护理	 90分钟	
有效修复，强化治愈

採用 111SKIN 的专利强效配方 NAC Y2，能增强表皮屏障并具抗炎 
功效，即时修复脆弱、敏感和受损肌肤。此全身护理既可更生底层
肌肤，亦能平衡天然表皮屏障，加速皮肤的癒合和自我修复，为面
部及全身肌肤带来格外舒适的体验。

太空黑钻塑型身体护理	 60分钟	
紧致提拉，滋养亮泽

此奢华疗程採用 111SKIN 功效显著的高精密太空黑钻系列，塑造娇
嫩饱满的紧致肌肤，滋润全身。强效专业配方透过皇牌的排毒按
摩手法渗进身体各部位，促进淋巴排毒和紧致肌肤的同时，让您
得到无法言喻的舒逸享受。此修护有助抚平瑕疵，让肌肤变得水
嫩光滑，回复亮泽健康，雕塑出完美体态。



深层保湿身体护理	 90分钟	
保湿丰盈，消炎镇静

这是我们最全面、最深层的身体保湿护理，使全身每寸肌肤保持
水分饱满，有效柔嫩并滋养肌肤。独到的按摩手法不但能促进肌
肤底层吸收高效保湿成份，当中的透明质酸有助维持皮肤表面高
水感状态，达到美体润肤的效果。此奢宠的身体护理特别适合经
常出差、皮肤受水质环境损害的都市人，使肌肤重现饱满透亮。

玫瑰水晶修复身体护理			 60分钟	
舒缓塑型，炫亮动人

此独特、无微不至的呵护体验结合了玫瑰水晶的疗效，能凝聚肌
肤能量并注入光彩，宠护身心。透过品牌高精密及提亮系列产品
的呵护，让全身肌肤达到紧致润泽效果。玫瑰金的复元和光彩特
性将亮泽肤色完美呈现，让您散发动人光彩，尽情享受成为众人
的瞩目焦点。



超效净能背部护理			 60分钟	
净肌修容，镇静舒缓

专门针对背部瑕疵肌肤，具强效洁淨功效。疗程採用111SKIN
的强效淨肌系列，当中的有效活性成分如水杨酸、曲酸和迷迭
香纯露的净化效能可有效祛印和改善因发炎引致的色素沉淀问
题；粗糙、瑕疵或暗沉的背部肌肤经护理后将重新平衡、柔嫩
光泽。此护理同样适用于手臂和大腿部分。



111男士护理
Yannis Alexandrides 博士注意到市场上男性客户对寻求非侵入性的

医美需求增加时，便立即研发独特护理疗程以针对男性肌肤问题。

男士面部修复护理	 60分钟	
有效修复，镇静保湿

专为男士度身定制的面部护理，可清除多余油脂，有效舒缓及安
抚肌肤，让您倍感清新。男士经常因剃须及使用各种须后产品而
使肌肤受到刺激，让皮脂膜受损并引起各种皮肤问题，而111SKIN
的招牌护理疗程和 NAC Y2 的修复配方可镇静和调理肌肤，增强其
防御力，使肌肤真正恢复活力。

精选男士能量复活面部护理	 60分钟	
唤醒肌肤，凝聚活力

针对男士肌肤问题定制的面部护理，以 111SKIN 的 CYRO 系列产
品为肌肤注入净化的冷空气，减退浮肿、平衡油脂，改善肤质。 
此护理适合任何肤质及年龄的男士，透过多重活力配方让肌肤重
拾弹性与光泽，使肤色均匀亮泽。



111 芳香舒缓按摩		 60分钟	
治愈修复，调理巩固

採用深层的按摩手法，搭配111SKIN 的高科技配方及精选的高级 
香薰精油，协助生活忙碌的您舒缓绷紧的肌肉和安抚肌肤，消除 
疲劳，焕发身心。





111芳香疗法
111 芳香疗法包括四种招牌的身体按摩，每种按摩都有其专属的体验

旅程，通过定制的身体护理精油令您获得个人化的感官体验。这些

全身按摩疗程将感官享受灌输于身体各个层面。平衡身、心、灵，

得以全然放松及疗癒。

重振活力香疗体验	 60分钟	
重拾活力，焕发神采

受 Yannis Alexandrides 博士童年时于希腊的经历启发，此护理
採用甜马郁兰油配合活能热石淨化身心，以怡人香气、舒爽精油
及传统按摩技巧，助您消除压力，焕然一新。

舒心静神香疗体验	 60分钟	
滋养安抚，沉淀心灵

为减轻身心压力而设的按摩体验，利用玫瑰水晶和特别调配的按
摩油，蕴含茉莉花、晚香玉和青柠花的成分，以轻缓的按摩手
法，让感官全然放松，使身心达至平衡。



都会舒压香疗体验	 60分钟	
深度放松，静心凝神

此深入而有效的疗程受 111SKIN 总经理 Daniel Smith 在伦敦的大
都会生活所启发，利用乳香精油的功效提振身心，加上深层的肌肉
按摩，以及拉伸和舒展的手法，让您放松全身筋骨。

焕能提神香疗体验	 60分钟	
瞬间提神，释放身心

结合令肌肉放松、促进血液循环的按摩手法，以及受冷冻技术启
发研制的芳香精油，让运动后的您迅速回复最佳状态。此护理採
用有深层消炎功效的按摩精油进行按摩，针对需要修复的肌肉，
助您消除疲劳，恢复体力。



迟到和取消政策

如欲取消或更改预约，请至少提前4小时通知水疗 
中心。为免对下一位宾客造成不便，因延迟到达水疗
中心而影响服务时间，水疗护理将不获延时，感谢您
的谅解。

如缺席、未在规定时间内取消预约或更改时间，水疗
中心将会收取相关费用。非酒店住客在预订水疗服务
时，需提供信用卡号或水疗礼券编号。

2位或以上之同行宾客，如需取消预约，恳请在预约时
间至少24小时前提出。

如果您在进行护理前24小时内感觉不适，如出现咳嗽
或类似流感症状，水疗中心将免除取消费用。我们时
刻关心您的健康，如不确定能否按约接受水疗服务，
请致电本中心查询。

年龄要求

水疗中心欢迎酒店住客及其他宾客，而进入水疗中心
的最低年龄要求为18岁。

预订水疗服务
欢迎致电 (853) 8881 3500 与我们的水疗礼宾团队
进行预约，安排适合您的护理疗程。

健康状况

我们诚挚关心每位宾客和员工的健康安全，如果您有
任何可能影响水疗护理的特殊身体状况、健康问题、
过敏史、受伤史等，请告知我们以便作合适安排。

如果您在过去14天内曾出现身体疼痛、咳嗽、发烧、
呼吸急促、喉咙痛及头痛等症状，也敬请提前通知
我们。
在进行护理疗程前请先填妥体质谘询表，我们的水疗
团队将随时为您提供协助。

怀孕

我们提供专为准妈妈而设的护理疗程，欢迎联络我们
的水疗礼宾团队和理疗师，让我们为您在这个重要的
特殊时期安排最适合您的护理与服务。

到达时间

我们建议您在预约时间前30分钟内到达水疗中心，
以便在护理进行前了解您的护理需求，同时确保您有
充裕的时间使用水疗中心的蒸气室、活力池等各种设
施，助您舒缓压力、放松心情。您也可以选择在我们
安静舒适的男女混合的休閒室开展您的水疗之旅。



礼仪
我们的水疗中心和康体中心均致力为宾客提供恬静休
閒的私人空间。为尊重所有宾客的隐私和享受安静环
境的权利，在水疗中心请避免使用手机，并尽量保持
安静，低声交谈。水疗中心严禁在其他客人在场的情
况下进行拍摄或录影。

在水疗中心享受水疗护理期间，我们将为您提供储物
柜、一次性内衣、浴袍、毛巾及拖鞋。我们建议您将
珠宝首饰和其他贵重物品放置在酒店客房的保险箱
中，或放在水疗中心提供的储物柜内。THE KARL 
LAGERFELD 水疗中心对个人财物的丢失及损坏将
不承担任何责任。

结束水疗护理疗程后，可为自己预留一点休息时间，
在我们提供的 THE KARL LAGERFELD 创意画册上
绘图填色。填色活动能有助舒缓浮躁不安的情绪，使
心灵平静下来，进入接近冥想的放松状态，获得精神
上的充分休息，沉淀思绪。

清洁
水疗中心严格遵守环境清洁、安全和卫生的承诺，在每次疗程
结束后，均会彻底消毒理疗室及所有设备。储物柜及健身器材
均会在每位客人使用后进行消毒。

吸烟和饮酒
水疗中心和康体中心范围内严禁吸烟和饮酒。

损失或损坏
THE KARL LAGERFELD 水疗中心对个人物品的丢失及损坏
不承担任何责任。

意外或伤害
THE KARL LAGERFELD 水疗中心不对任何客人造成的事故
或损伤承担责任。

价格
所有价格均以澳门币计算，需加收10%服务费和5%政府税。 
如有价格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保密
THE KARL LAGERFELD 水疗中心十分重视客人的隐私，
不会向第三方透露您的任何个人信息或数据。客人的个人信息
仅用作销售交易用途。

礼券
我们的水疗护理礼券是向您心爱的人或亲友表达心意的理想 
之选。我们的水疗礼宾部将竭诚为您服务，满足您的送礼要求。

水疗零售
我们的水疗产品中使用的所有产品都可以作为零售商品提供，
以继续您在家中的护肤和身体护理。

退款政策
疗程套餐不可退换。





THE!KARL "GERFELD
康体中心
THE KARL LAGERFELD 住客独享

營业时间

欢迎致电 (853) 8881 3550 与我们的康体礼宾团队查询营业时间。

为了确保您的安全，请在使用设施前请仔细阅读并遵守每项设施
的使用指引。如需协助，请随时联系我们的康体中心工作人员。

使用康体中心服务期间，我们会为您提供储物柜和毛巾。
THE KARL LAGERFELD 拖鞋可于康体中心接待处购买。

为减少浪费，保护环境，请按需使用一次性用品、毛巾和水。



游泳池
设有室内和室外游泳池，设备齐全，服务卓越，为您提供多元舒
适的综合度假村体验。

25米温控室内游泳池装潢著令人惊叹的马赛克设计，灵感全取于 
KARL LAGERFELD 的素描绘本中。

您可以在池畔躺椅或沙发上与朋友一起放松，享受著悠然的轻音
乐放松身心。

池畔管家可随时为您提供餐点和饮料。

温控室外游泳池在夏季开放，您可在私人泳池边小屋尽情享受夏日
时光，饱览郁郁葱葱的法国花园，感受身心舒畅的终极夏日体验。

池畔躺椅不设预定，先到先得。





健身房
THE KARL LAGERFELD 健身房是度假村内最静谧、阳光充足的
健身场所。採用国际知名健身产品品牌泰诺健的最新设备。

健身房配备各种各样的自由重量训练器材、跳绳、健身球、阻力带
和瑜伽垫。

健身房提供专业的泰诺健健身教练指导服务，为您设计具有针对性的
训练内容，体验个性化的智能训练，激励并指导您改善训练内容， 
使您迅速抓紧训练重点。您可以同时使用 MyWellness® 应用 
程序，随时记录和跟进锻炼情况，更可以按照程式里的培训计画和
视频教程进行锻炼，修正您的训练方式。

我们专业的健身教练可为您提供一对一的训练课程指导，通过 HIIT
课程、户外训练营、户外瑜伽或定制健身计画引导您完成训练。



	

养生课程
美颜瑜伽	 60分钟

加入我们的美颜瑜伽课程，调整您内在的灵魂，协调身体机能，
纠正体态。此定制课程会给您带来积极的能量和您所需要的平静。
通过综合强化和伸展姿势与深呼吸、冥想或放松的方式释放处于
都市生活中的压力，同时享受身心的全面锻炼。

满月冥想	 60分钟

新月前后的时间，是冥想的最佳时机。沉淀心神、冥思细想，有助 
明晰自己前进的道路，设定明确的奋斗目标，积极迈向人生新起点。



健身课程
高强度间歇训练	 30分钟 

高强度间歇训练也称 HIIT 锻炼，可促进新陈代谢，能比传统有氧
运动燃烧更多脂肪。简而言之，HIIT锻炼具有快速、剧烈的运动 
爆发力，有效提升心率，是减磅消脂的有效运动。

私人教练专业课	 60分钟 

无论您的健身目标是什么，请与我们的驻店私人教练一起将您的训
练提升到新的水准，他将帮助您解锁想要的结果，并根据您的目标
定制训练计画。

拉伸运动	 30分钟 

伸展运动是一种强有力的工具，可以改善您的姿势，提高您的力量
水准，增强您的运动范围。当您伸展时，我们专注于正念和冥想 
练习，让您的大脑从现代压力中得到放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