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 R E AT B A R R I E R R E E F

qualia 水療選單

qualia水療理念

水療產品

“qualia”是一個拉丁詞，指的是更深層次的感官體驗的集合。

Spa

qualia

使用澳大利亞的

Sodashi，LaGaia

UNEDITED，People4Ocean 和 Hunter Lab 品牌，這些產品
qualia水療中心位於度假村的中心地帶，地理位置優越，可以

體現了我們的理念，即使用奢華、現代、自然和有效的成分。

享受到柔和的海風和寧靜的環境，使其成為放鬆身心的理想
場所。

我們現代而自然的水療方法旨在創造個人的“你的時

間”，用整體療法來調動感官。

Sodashi - 意思是“整體性、純潔性和光芒”。 為您的皮膚、
身體和靈魂提供世界級的產品，使用最高質量的植物精華和
來自世界各地的治療級精油。 Sodashi 產品是利用自然療法

水療預約

傳統的知識和智慧配製而成的。

我們建議您提前預約。

LaGaia - 一個pH值平衡、科學配方的護膚品系列，提供有效

電話 07 4948 9484（轉接89484）

的維他命、植物提取物和來自大自然的珍貴寶石，提供無可

郵箱 spa@qualia.com.au

比擬的效果。

網站 qualia.com.au/spa
營業時間9.00am - 7.00pm、一周七天

People4Ocean - 與海洋生物學家合作製定的100% 珊瑚礁安
全的天然防曬系統。 永續的成分與溫泉級的配方相結合提供
對紫外線的保護，同時排除所有被證明對海洋和人類有害的
成分。
Hunter Lab - 將大自然的精華與綠色科學結合起來，創造出
天然的護膚品。 利用高品質的提取物、油和活性成分。 產
品充滿了滋養的礦物質、維他命和抗氧化劑。 為皮膚提供所
需。

標誌性的 Spa qualia 體驗（Signature Spa qualia Experiences）

雙人理療

通過這些獨特設計的水療療程來體驗qualia水療中心的傳統，這些療程抓住了我們原始地點的本質。 使用我們最好的原料，通過悠

Botanica - 情侶沐浴套餐

2小時

喚醒身體的殿堂護理和全身按摩，喜馬拉雅浴鹽和熱帶花浴，以及新鮮果汁和水果拼盤。

揚的節奏、觸摸和芳香，您將被帶入一場感官之旅。

體驗奢華和健康的極致，先是全身按摩，然後是我們獨特和滋養的覺醒殿堂護理。 我們將稀有植物精華烏德、乳香、玫瑰和檀香
Driftaway 感官之旅（Driftaway Sensory Journey）

1.5小時

帶鮮花浴中，浸泡在重新礦化的喜馬拉雅浴鹽中，享受一種振奮人心的感覺。 並享受新鮮果汁和水果拼盤，讓你感到身心得到淨

全身芳香按摩、面部護理、頭髮和頭皮護理
結合我們最受歡迎的療法，以舒緩緊張，放鬆肌膚，這個療程會讓你感受到“海島時間”。 使用我們標誌性的 qualia 精華油進行的
全身按摩將使您的身體得到放鬆，而滋養頭髮和頭皮的護理將使您的心靈得到平靜。 您的護理之旅將在定制的 Sodashi 面部護理
中結束，以滿足您的護膚需求，並保證您看起來容光煥發，感覺神采奕奕。$320
qualia精華（qualia Essence）

2小時

可可之旅-情侶沐浴套餐（Cacao Indulgence）

2小時

與您的愛人在私人浴室中度過完美的放鬆時間，用芳香的可可油按摩來放縱您的感官。 全身按摩，深度放鬆和釋放身體內的緊
張。 富含水分的頭髮和頭皮護理將使您的心靈平靜下來。芳香四溢的泡泡浴為您的體驗畫上圓滿的句號，並輔以一杯香檳和巧克

通過我們的特色按摩儀式來體驗 qualia 的精髓。 使用我們定制的芳香油混合物，這一系列更深層次的感官體驗從暖石脚區療法開
始，讓人聯想到在寧靜的卵石海灘上悠閒地漫步，脚下是浸滿陽光的石頭。 深入的、有節奏的全身按摩，結合微妙的拉伸，釋放
和調整身體，從頭到腳重新調整身體。 伴隨著喚醒溫暖的石英水晶眼治療和頭皮壓力點治療，以化解你的煩惱，擁抱寧靜。$410
3小時

全身去角質和泥漿包裹，私人雨淋，全身芳療按摩，熱療，頭髮和頭皮護理。 海洋礦物面部護理和保濕護理
捕捉聖靈群島的精髓，這項標誌性的護理將使您的感官沉浸在我們原始環境的芳香中。 用竹子和澳洲堅果的磨砂膏使您的皮膚
恢復活力，用高嶺土平衡身體，補充流失的礦物質，並在島嶼的溫暖中享受集中熱療，融化緊張區域。 之後，在我們的私人戶外
雨水淋浴中度過“你的時間”後，流動的按摩科技創造了一種柔軟的海浪撫摸你的身體的感覺。以及陽光在你皮膚上的溫暖。 奢華
的青金石膏為皮膚補充水分，然後進行深層滋養的頭髮和頭皮護理。 完成後，再進行一次提亮的海洋礦物面部護理，使皮膚充滿
光澤。$590

化和更新。 感受從內到外的煥然一新。$850/ 每對情侶

全身香薰可可油按摩，頭髮和頭皮護理，私人使用羅馬泡泡浴和巧克力拼盤和香檳酒。

暖石足部區域療法、全身特色按摩、醒目的眼部護理和壓力點頭皮療法

逃往聖靈群島 -大堡礁的精華（Whitsunday Escape）

與重點按摩科技相結合，對太陽穴和其他部位進行按摩。 此項護理將使神經系統得到平靜，並使心靈得到昇華。 讓自己沉浸在熱

力拼盤。 讓您恢復活力，完全沉浸在“島嶼時間”之中。$850/ 每對情侶
將您的套餐陞級為高嶺土平衡身體面膜和足部按摩，享受額外的 30 分鐘。$120/ 每人
Vinothérapie - 情侶沐浴套餐

3小時

全身放鬆按摩，身體去角質和護理，面部護理，頭髮和頭皮護理，私人使用雨水淋浴和羅馬浴，水果拼盤和您選擇的香檳或黑皮諾
葡萄酒。
盡情享受 qualia 的特色情侶套餐，包括全身放鬆按摩、黑皮諾身體去角質和高嶺土礦物質身體護理，富含抗氧化特性。 讓面
膜滲透並為您的皮膚注入營養，以達到緊致和美白的效果。 當身體吸收營養時，您可以享受頭髮與頭皮護理。 Sodashi 面部護
理能使皮膚恢復活力，然後您可以在一個充滿抗氧化元素中的浴缸中休息，享受您選擇的香檳或黑皮諾葡萄酒和季節性水果拼
盤。$1290/ 每對情侶

全日套餐
尋求寧靜 - 半日套餐（Tranquillity）

3小時

純粹的放鬆和放縱從這裡開始，定制的半天套餐可以滿足您的各種需求。 從我們廣泛的護理項目中挑選適合你的，以放鬆和恢復
寧靜的感覺。$590
孕期護理 - 半日套餐（Babymoon）

3小時

用我們的孕期護理好好呵護自己。 根據您所處的懷孕階段，選擇以下滋養、奢華的護理方案，以緩解和支持您的懷孕之旅：
孕期按摩、Driftaway 感官之旅（改良版）、Body Brilliance + refining body masque、所有面部護理、所有手足護理、After
Sun Soother、Soul to Sole（改良版）、Awakening Temple Treatment（改良版）、Drifting Scalp Therapy 和熱敏眼部亮膚護
理。$590
為了您的安全，按摩和身體療法只在懷孕的第二和第三階段提供。 請參閱我們的面部護理，全身按摩和手足療法，以選擇安全的
第一孕期階段護理。
深度感官放鬆 - 全日套餐（Deeper Sensory Indulgence）

5 小時

通過我們個性化的全日水療套餐，您可以體驗到令人難忘的水療享受，我們將為您量身定做，以滿足您的需求，並提供一個真正舒
適的一天。 您可以從我們廣泛的護理項目中選擇，無論您的首要任務是放鬆、療愈還是重新獲得能量，我們都將為您創造一個完
美的水療享受。 此項護理還包括一份簡單的午餐（抵達時提供選單）。$1050
請在預訂時告知水療中心您所選擇的護理項目。

健康療法

整體療法
反射療法（Reflexology）

30分鐘/ 60分鐘

個人瑜伽治療（Personal Yoga Therapy）

60分鐘

也被稱為區域療法，反射療法的目的是通過對脚上的特定點施加壓力來重新平衡身體的能量。 這些穴位與貫穿身體內部器官的經

經驗豐富的瑜伽教練將為您量身定制一套適合您身體、思想和精神的瑜伽課程。 我們將為您製定一個方案，以便您回家後繼續進

絡線相對應，以達到最佳的健康狀態。$120/ $240

行瑜伽練習。$120

消化按摩（Digestive Massage）

30分鐘

這是一種排毒療法，主要是為消化器官重新注入能量。 溫和的按摩科技適用於腹部，以幫助消除體內的毒素，並釋放儲存的情

個人指導性冥想（Personal Guided Meditation）

60分鐘

通過指導性的冥想課程來平衡身心，使心靈平靜下來。 適用於從初學者到高級冥想者。$120

緒。$120
個人訓練（Personal Training）
印度頭部按摩（Indian Head Massage）

45分鐘

60分鐘

做最好的自己。 我們的私人教練在每節訓練課中都包括了靈感、激勵和教育，或者可以根據你的具體目標設計個性化的方案，以

專注於消除頸部、肩部和頭皮的緊張，這種有效的上半身按摩也有助於治療鼻竇炎、偏頭痛、眼睛疲勞和失眠。 您將感到輕鬆、

滿足您的具體目標和願望。 另外，您也可以選擇進行一次或多次訓練，讓你在享受假期的同時保持動力。我們的專家團隊在漢密

平衡和深深的放鬆。$165

爾頓島體育俱樂部提供當前課程的清單。$120

淋巴排毒按摩（Lymphatic Drainage Massage）

30分鐘

這是一項非常輕柔的按摩，通過輕柔的管道協助排毒、液體瀦留和炎症。 疏導淋巴液流向淋巴結，消除毒素，提高免疫力，促進
整體健康。$100
添加30分鐘的淨化背部清潔護理以獲得最佳效果。$120
這些治療的可用性取決於現時的情况。

需要提前預訂。 詳情請見水療接待處。

身體療法
身體光彩 - 香子蘭和檀香木（Body Brilliance）

身體儀式
60分鐘

身心靈放鬆（Soul to Sole）

60分鐘

這款香味濃郁、溫和的全身去角質護理可舒緩和鎮定身心，同時使皮膚恢復活力和水分。 Sodashi 的香子蘭身體磨砂膏可以磨去

這一系列療法從芳香的頭部蒸氣包裹開始，並使用我們的護理霜進行頭部按摩，以緩解緊張，提供必要的營養物質，使頭髮柔軟

乾燥的皮膚，而主要成分檀香木則可以緩解疲勞和疼痛的肌肉。 最後塗抹精緻細膩的香子蘭身體油，為皮膚深層補水並注入迷人

有光澤。 手部和下臂則採用溫和芳香的香子蘭身體去角質和天竺葵和薰衣草護手霜來滋養和軟化。 最後用薄荷和山金車足部護理

的香味。$220

霜，以促進血液迴圈，緩解疲勞疼痛。$220

用 30 分鐘的粉紅土精煉身體面膜來調理和緊致肌膚。$120

曬後舒緩（After Sun Soother）

60分鐘

這款終極補水產品能够冷卻和修復被曬傷的皮膚。 銅肽、蘆薈和維他命被注入身體、頭皮和臉部，補充失去的水分，消除陽光的
這項護理在懷孕期間是安全和有效的。

刺痛。 鎮定、舒緩和滋潤您被陽光親吻過的皮膚，使其恢復露水般的清新，同時通過溫和而有治療作用的頭頸部壓力點按摩來放
鬆精神。$220

身體平衡鹽療 - 喜馬拉雅鹽和植物精華（Body Balance Salt Therapy）

60分鐘

通過全身去角質和保濕，使您的身體恢復平衡，達到最終的光澤度。 這項護理首先將溫熱的舒緩油按摩到皮膚上，然後進行喜

塑塑形身體護理（Contouring Body Ritual）

馬拉雅鹽和植物精華療法去角質。 旨在緩解壓力和疲勞，同時溫和地刺激身體的迴圈。 以奢華的茉莉花和玫瑰花身體乳液按

從全身幹刷開始，對關注的部位進行有針對性的按摩，以刺激血液迴圈。 在使用富含海洋提取物和植物精華的溫熱身體面膜之

摩。$220

前，可以緊致和調理。 當您在輕鬆享受頭髮和頭皮護理時，其活性成分作用於您的淋巴系統，協助清除毒素，這是導致脂肪團形

105分鐘

成和膚色不均的一個常見因素。 之後，您可以在您的私人戶外雨水淋浴下放鬆，並用專門的塑形凝膠和乳液塗抹身體，使其緊致
用 30 分鐘的粉紅土精煉身體面膜來調理和緊致身體。$120
活力提升 - 綠茶、佛手柑和依蘭（Enlivening Boost）

光滑。$410
60分鐘

這款淨化和振奮人心的護理，首先是進行身體去角質，使用有機綠茶鹽療法，以刺激迴圈淋巴系統，消除毒素，重塑身體礦物質。
完成這一體驗後，再進行一次檸檬草、澳洲堅果和柏樹油的喚醒身體乳液按摩，以補充水分、提升和增强活力。$220
用 30 分鐘的綠泥淨化身體面膜來進一步增強該護理的排毒功能。$120
我們建議在我們的身體療法中額外新增一個 30 分鐘的按摩，以獲得純粹的放鬆。$120

按摩療法
放鬆（Relaxation）

60分鐘/ 90分鐘

喚醒殿堂護理（Awakening Temple Treatment）

45分鐘

在這種純粹的放鬆風格的按摩中放鬆身心，使用無香味的精油和瑞典式按摩科技來釋放不必要的壓力，使您恢復平靜和活力。$220

這款獨特而奢華的護理結合了稀有植物精華烏德、乳香、玫瑰和檀香的工藝。 隨著加熱的精油注入頭皮，開始進入深度放鬆的狀態。

/ $295

理療將集中在按摩太陽穴、第三眼輪、頸部、肩部和脚部，將使神經系統平靜下來，使你的思想進入冥想狀態。 它是消除疲勞和壓力
的完美護理，讓您重新煥發活力。$175

芳香療法（Aromatherapy）

60分鐘/ 90分鐘

用您選擇的有機芳香療法來提高這種經典的瑞典式按摩的體驗，使您的感官得到愉悅。 結合流動有效的按摩手法，為您的整個身體

額外的 45 分鐘水潤身體按摩，使用烏德混合身體油，讓您的光彩加倍。$145

帶來徹底的放鬆感。$220 / $295
暖石（Warm Stone）
孕期按摩（Pregnancy）

60分鐘/ 90分鐘

准媽媽們將享受我們的孕期安全墊和富含維他命的按摩油，以滋養和舒緩皮膚。 在寧靜的水療環境和我們經驗豐富的治療師的舒緩

90分鐘

通過光滑、天然形成的玄武岩石頭的重量和溫度來消除壓力和緊張。 有節奏的按摩結合夏威夷風格的 LOMI LOMI 科技，溫熱的石頭
在您的皮膚上滑動，用石頭點壓按摩，融化肌肉緊張。 這種豪華的按摩將使你的身體和心靈得到深深的放鬆。$320

之手下，充分放鬆自己。$220 / $295
直觀的身體治療（Intuitive Body Work）

90分鐘

為了您的安全，按摩只在懷孕的第二和第三階段提供。 請參閱我們的面部護理、整體護理和手足護理，以選擇安全的第一孕期階段

我們經驗豐富的理療師將使用各種科技，為您的主要問題量身定做，緩解您身體中不必要的緊張，並使您的身體得到調整和活力。 您

水療。

的理療師將為您提供個性化的治療，結合補救性和整體性科技，為您提供準確的理療。 科技可能包括放鬆、補救、暖石、反射療法、
觸發點、能量療法、肌筋膜釋放等等。$320

深層組織（Deep Tissue）

60分鐘/ 90分鐘

讓您的身體擺脫導致疼痛或限制活動的肌肉緊張。 我們經驗豐富的理療師將放鬆您的深層肌肉，重新平衡和緩解身體。 非常適合一

調和身體（Harmonising Body Work）

般的運動愛好者和任何喜歡深層精油按摩的人。$240/ $320

按摩、混合精油、水晶和聲音治療的組合，調整身體的七個主要脈輪。 這套整體性的全身按摩儀式具有溫和的恢復作用，將使您感到
集中、平靜和關懷，從而達到整體和諧的狀態。$320

新增一個 30 分鐘的淨化背部清潔護理，以獲得最佳效果。$120

90分鐘

Sodashi 面部療法
定制面部護理（Bespoke Facial）

60分鐘

我們的定制面部護理使用 Sodashi 的豪華和有效的植物和芳香療法的協同作用。 我們的理療師將評估您的皮膚並為您量身定制個
性化的護理，注入植物活性成分以達到最佳的皮膚健康。 我們的產品適用於所有的皮膚類型，可以鎮定紅腫，淨化充血，平衡和
修復，滋養和重塑，使皮膚煥發出美麗的光彩。$220
美白海洋礦物質面部護理（Brightening Marine Mineral Facial）

75分鐘

通過這款煥發活力的亮麗面部護理，為您的皮膚重新注入活力。 利用海洋植物海藻和螺藻，這項面部護理旨在為皮膚充氧，恢復
和提高光澤度，並新增自然光澤。 在您享受手臂、手部和頭皮按摩的同時，溫熱的面膜將被塗抹在皮膚上，讓其浸潤，以達到最
終的放鬆和恢復。$285
熱能注入式面部護理（Thermal Infusing Facial）

90分鐘

對於乾燥、缺水的皮膚來說，或者對於淨化和平衡混合性皮膚來說，這種“大自然的滋養”是必須的。 在享受頸部、肩部、頭皮和
手部按摩的同時，使用效果顯著的熱能面膜，必要的維他命和礦物質會滲透到皮膚深層，使皮膚得到深層水潤和平衡。$320
心臟脈輪輻射面部護理（Heart Chakra Radiance Facial）

90分鐘

通過這種融合的理療管道，打開你的心扉，融化緊張。 從融合精油的按摩開始，沿著脊柱的水晶擺放和聲音治療為身體的脈輪系
統帶來平衡與和諧。 層層的植物精華為皮膚補充水分，以白玉按摩肌膚，用以提升和緊致。 這種組合式面部護理將恢復你內在的
光彩，以達到最佳的光澤度。$320
Samadara 抗衰老面部護理（Samadara Age-Defying Facial）

105分鐘

這款密集補水和滋養的護理將緊致、提高彈性、糾正色素沉澱和减少細紋，以恢復年輕的光澤。 一系列植根於阿育吠陀療法的抗
衰老科技將喚醒皮膚的自然癒合能力。 同時分層使用最優質的植物活性成分來改善皮膚紋理。 玫瑰石英水晶面部按摩，融化緊張
的情緒，並使皮膚得到改善，使 Samadara 霜深入皮膚。 沉浸在這一奢華有效的水療護理中。$365
面部護理可以與身體護理一起進行，以獲得從頭到腳的完整水療體驗。

其他護理

手足護理
足部護理（Foot Print Pedicure）

60分鐘

快速面部護理（Express Facial）

30分鐘

泡脚、去角質、脚跟磨砂、水膜、指甲和角質層處理、腿部和脚部按摩和拋光。 在您舒適的私人水療套房和我們寧靜的環境中，充

這款快速面部護理通過面部清潔、Sodashi 獨特的去角質敷料、芳香噴霧和面膜來提升膚色。 護理結束後，為面部、頸部、眼部

分享受。 理療師則為您舒緩疲勞的雙腳。 這項護理將使您感到神清氣爽，並體驗閒適的“島嶼時間”。$165

和唇部塗抹營養豐富的潤膚劑。$120

手部護理（Hand Print Manicure）

60分鐘

舒緩足部護理（Soothing Foot Therapy）

30分鐘

熱敷、去角質、水膜、指甲和角質層處理、手部按摩和拋光。 在舒適的水療床上放鬆的同時，溫熱的酵素去角質和保濕面膜使您的

撫慰疲憊和疼痛的雙腳。 Sodashi 的海拉爾鹽去角質霜能使皮膚重新煥發活力，同時刺激血液迴圈。 含有山金車、薰衣草和薄荷

雙手恢復活力，然後是奢華的手部按摩和指甲及角質層護理。 然後，您可以選擇一款色澤美麗的指甲油。$165

油的 Sodashi 薄荷脚霜被按摩到脚和小腿上，以提供完全的放鬆。$120

經典手足護理（Classic Manicure and Pedicure）

90分鐘

熱敷、指甲和角質層處理、保濕和拋光。 享受兩方面的最佳服務，專注於解决手部與足部的問題，並進行快速修護和拋光。$255

頭皮護理（Drifting Scalp Therapy）

30分鐘

奢華而富含水分的頭皮水膜，通過嫺熟的按摩，讓您的感官得到釋放，壓力和緊張得到緩解。 當您的頭髮被包裹在熱毛巾中時，
頭髮得到深層滋養並恢復絲綢般的光澤，讓您的心靈也得到放鬆。$120

豪華手部和足部護理（Deluxe Hand and Foot Pamper）

150分鐘

這款豪華護理是手足保養的終極療程，豪華水療美甲和水療足部護理包括了暖石足部療法，讓您獲得深度放鬆的體驗，同時沉浸在

熱能亮膚護理（Thermal Eye Brightening Treatment）

30分鐘

這個舒適地護理療程中，讓您看起來和感覺到神采奕奕。$415

通過這項密集的護理，提升和明亮您的眼部區域。 在清潔和調理臉部後，白泥熱能面膜為您的肌膚注入純淨的植物精華，使脆弱
的眼部肌膚得到深層滋養。 通過眼部提拉凝膠和滋養眼霜來結束這項豪華護理，撫平細紋、去除黑眼圈和浮腫。$120

去除甲油（Shellac Nail Polish Removal）
如需此服務請在預訂時告知，以留出額外的時間。$40

30分鐘
淨化背部清潔護理（Purifying Back Cleansing Treatment）

30分鐘

溫暖的芳香敷料，在上半身進行富含礦物質的喜馬拉雅鹽去角質處理，有助於清除角質和毒素。 在背部敷上溫熱的淨化綠泥面
法式拋光必須在預訂時提出，並取決於理療師的專業知識。

膜，以進一步排毒，使皮膚清澈、清新。 然後塗抹恢復活力的身體乳液，使皮膚得到滋養和恢復活力。$120
在任何全程水療護理中加入我們的額外項目，以完整您的水療體驗。

水療禮儀
抵達

水療中心的禮節

請至少在預約前 15 至 30 分鐘到達水療中心。 這將使您有時間填寫諮詢錶，

作為對所有溫泉客人的善意考慮，譟音在任何時候都要保持在最低限度。 任何

使用蒸汽室和 Vichy 淋浴，並在休息室享受我們的特色茶。

時候。 我們要求在進入水療中心之前，將手機調至靜音狀態。

您的遲到可能會影響到您的整個治療時間，因為我們努力按計畫進行，這是對
每一位客人的禮遇。

付款方式
我們接受 EFTPOS 和所有主要的信用卡。 住宿客人可選擇掛房賬。

取消
如果您需要重新安排或取消預約，請注意當天的變更將導致 100% 的取消費

禮品券

用。

送一份閃亮的健康、美麗的皮膚和全面的恢復作為禮物。 Spa qualia 禮品券。
可在水療中心接待處或通過致電購買。

孕期
在懷孕的前三個月，不建議進行某些水療。 如果您是孕婦，請在預訂時告知水

沙龍服務

療中心接待人員，以便我們可以幫助您選擇最合適的護理。

所有髮型、美容和沙龍的預約，請致電 Island Hair &amp; Beauty。 電話：07
4946 8244，它位於島的度假村一側。 沙龍服務包括特殊場合的化妝、髮型和

健康

噴霧式曬黑。 可根據要求提供從 qualia 接送的服務。 需要預約。

您的健康和福祉是我們的首要任務。 囙此，你必須告知我們任何可能影響您理
療選擇的健康狀況。

水療商品
用我們美麗的澳大利亞產品來補充您的水療體驗，或在您自己的家裡創造出

隱私

Spa qualia 的氛圍。 請向您的理療師諮詢適合您的產品，或訪問水療中心接待

我們的專業治療師對您的隱私給予最大的尊重，並會對您的任何個人資訊進行

處，查看我們為所有年齡段的男性和女性提供的美麗產品系列。

完全保密。 我們的目的是提供一個安全的、基於信任的治療環境 - 一個和平的
避世之所，讓您真正享受您的水療體驗。

外部客人政策
qualia 的客人可以優先預訂水療，建議提前預訂。 住在島上其他地方的客人的

著裝

預訂請求將被列入等待名單，並在前一天晚上確認。 另外，Spa wumurdaylin

請穿上讓你感覺最舒適的衣服。 抵達後，您將能够使用個人儲物櫃、浴袍、拖

可以接受所有客人的預訂，並接受提前預訂。 撥打 07 4946 8669 提前預訂。

鞋和一次性內褲。 使用蒸汽室時，請穿上毛巾或泳衣。
價格可能會有變化。 公共假期收取15%的附加費。
貴重物品
更衣室裏有儲物櫃，為您提供方便。 我們強烈建議您將貴重物品和珠寶放在櫃
子裏。

qualia.com.au/sp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