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脸部保养

The Haute Custom Beauty 脸部美容疗程
我们最豪华的量身定制美容疗程，能改善肌肤线条、加强拉提并充分滋润。以清洁肌肤开始再加以量身定制的面部、颈部以及前胸保养疗程。使用我们的
招牌半宝石以及24克拉黄金进行再生焕肤按摩，带来放松和明显的拉提效果。以来自世界各地的强效活性物质和萃取精华定制混合而成的酏剂注入肌肤。
能使您的肌肤完整修复并散发健康的光泽。 

(90 分钟) €225

The Haute 海洋美容疗程
此脸部美容疗程使用丰富的海洋营养并结合强效活性物质，能够达到增加肌肤明亮度、散发光芒的效果。以柔肤去角质深层清洁肌肤使肌肤能够吸收更多
明亮活性物质。使用我们的招牌半宝石以及24克拉黄金进行再生焕肤按摩，再加上我们的强效亮白产品和海洋精华酏剂呵护脸部、眼部、颈部以及前胸。
最后，此脸部保养疗程以肌肤舒缓精华结束，使肌肤充分滋润并散发明亮光泽。 

(90 分钟) €245

The Haute 明亮光辉美容疗程
此脸部美容疗程能够净化肌肤并使用我们的招牌半宝石以及24克拉黄金综合营养精华按摩脸部使脸部轮廓且均匀肌肤色调。以柔肤去角质深层清洁肌肤，
使肌肤明亮并协同活性成分和营养物质修复肌肤、赋予肌肤清新、健康的光彩。经过此疗程，肌肤将彻底清洁、充分滋润…。

(60 分钟) €165

The Haute 脸部净化保养疗程
此脸部深层净化疗程包括我们的招牌柔肤去角质、蒸汽以及详细的肌肤、毛孔分析和清洁。肌肤表层受到轻柔的去角质清洁，而脸部肌肤则使用我们的招牌
半宝石以及24克拉黄金进行按摩使肤色均匀并刺激脸部肌肉。以量身定制的酏剂滋润肌肤使其干净、明亮、滋润并均衡。

(60 分钟) €165

The Haute 绅士脸部美容疗程
专为净化、再生并修复肌肤而设计的美容疗程。使用蒸汽、双重清洁和细胞去角质净化肌肤以避免毛孔堵塞并散发年轻、清新的光彩。脸部肌肤受到温柔
按摩并结合强效活性物质来为肌肤充分滋润保湿。 

(60 分钟) €165

The Haute 光泽明亮脸部美容疗程
一款可净化并滋润明亮肌肤的高度强效的脸部修复美容疗程。而脸部肌肤则使用我们的招牌半宝石以及24克拉黄金进行按摩使肤色均匀并刺激脸部肌肉。
此疗程包含柔肤去角质使肌肤清净柔润。最后，再根据肌肤特性的不同需求使用量身定制的酏剂。

(35 分钟)) €110



按摩

现代日间放松按摩
肌肉舒缓并减压结合您所选择的精油芳香疗法以达到深度放松。能够舒缓紧绷的肌肉并促进健康、平衡以及活力。 

(60 分钟) €155
(90 分钟) €190

深层组织按摩疗程
治疗技术和深度按压结合强度深层肌肉运作。此按摩可帮助减轻因紧张、旅行或运动所产生的紧绷。

(60 分钟) €155
(90 分钟) €190

阿马特耶之家排毒按摩
改善微循环、舒缓紧绷的肌肉并促进放松，且为您专门量身定制各式芳香疗法精油按摩。此疗程可帮助您集中、平衡并焕发青春光彩。

(60 分钟) €155
(90 分钟) €190

活力回复腿部和脚底按摩
此按摩能够舒缓疲惫的双脚并同时加强整体修复、循环效果。独特针对您的需求设计，能够缓解肌肉酸痛、回复滋润并减轻水肿的影响。 

(45 分钟) €125

伴侣和友人共享体验

所有疗程皆可在我们的‘双重’疗程室进行，在那里我们可以提供同步疗程。

现代放松疗程

感恩大街修复疗程
此体验以60-分钟的按摩开始来舒缓并修复身体，再加上(The Haute明亮光辉美容疗程 (60-分钟脸部疗程)

(2 小时) €310

伊莲娜呵护自己疗程
伊莲娜是高级定制美容法的创始人，她总是告诉大家‘如果你不先疼爱自己，就不会有人疼爱你！’此疗程是伊莲娜最喜爱的，其中包含了她常说的基本
保养是为自己而作而不是为别人。此疗程包含了60分钟的(The Haute明亮光辉美容疗程以及高级手足保养疗程。

(2.5 小时) €310

现代套装疗程
三小时的纯粹幸福使您放松并重焕青春光彩。
 - 60 分钟按摩
 - 60 分钟脸部保养 (The Haute明亮光辉美容疗程或The Haute脸部净化保养疗程)
 - 90 分钟The Haute手足保养疗程

(3.5 小时) €450
The Haute Custom Beauty 全新的你‘ 美容体验

Haute Custom Beauty希望客户都能对于肌肤保养和美容更进一步、能够表现最好的自己，而此体验以深入的肌肤咨询和追踪开始并使用The Haute Custom 
Beauty 的脸部保养品。在脸部保养结束时，您将可带At the end of your facial you go home with The Haute Custom Beauty 定制30天美容套装产品。Haute 
Custom Beauty的全球客户都必须等上几星期才能拿到产品，不过身为美容中心此体验的客户，您将可将其带回家。
 - 90 分钟Haute Custom Beauty脸部保养品
 - 30 天美容套装产品+ 一个海洋净肤产品，就如同在Vogue Marie Claire Stylist以及世界上各知名杂志上所看到的。[零售价为€750]

(2 小时) €975

这是一款

美容体验
体验创新并根据您的肌肤特性、护肤目的、油谱、生活形态以及敏感程度而量身定制的30天美容疗程。透过广泛的肌肤调查和研究，我们发展出一套可根
据您的需求而配制的专有方法。您将在20分钟的个人咨询后得到您的专有定制美容疗程 (我们在世界各地的客户通常需要等待几个星期的时间。)  

包含30天定制美容疗程以及海洋净肤产品€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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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容服务

The Haute 手部保养
享受豪华的手部去角质疗程，包括使用强效明亮的酏剂的手部按摩和指甲护理。

(45 分钟) €70

The Haute 足部保养
以豪华的泡脚、去角质和按摩缓解并修复疲惫的双脚并使用细胞舒缓拉提酏剂以促进细胞更新，疗程也包含足部保养以及美甲。

(60 分钟) €90

The Haute 基础手部保养 (30 分钟) €50
The Haute 基础足部保养 (45 分钟)  €70
延长或增加-足部保养后的腿部及足部按摩  (15 分钟) €30

彩妆 €150
新娘妆(在美容中心) €250
新娘妆测试及咨询(在美容中心) €150
彩妆上增加睫毛 €40

The Haute 个人化妆和形象顾问
与我们的造型师咨询并评估什么是搭配您的形象并最受欢迎的化妆上色技巧。咨询、化妆、秘诀以及技术。

(120 分钟) €300

私人造型师和私人购物服务
预定您的个人造型师，带您在巴塞罗那最独特的精品和珍藏珠宝店的同时找到最适合您身形和个人风格打扮。

价格请另洽

The Haute 美发护理: 清洗 / 保养 / 护理 
(60 分钟) €100

The Haute 美发护理与造型 (80 分钟) €175
红毯造型：Haute 护理 / 彩妆  (2.5 小时) €250

眉型设计 €50
染眉 €20
染睫毛及烫睫毛 €65
染睫毛 €25

除毛服务：
价格请洽美容中心。

美发沙龙服务：
价格请洽美容中心。

到府美容服务

我们可以前往您下榻的酒店或住处提供美发和彩妆服务，让您可在特殊活动、约会或夜间活动时大放光彩 (巴塞罗那市内，其他地区请另洽。)

彩妆 €195
快速明亮光辉脸部美容 (25 分钟) & 彩妆 €275
新娘妆 €350
彩妆上增加睫毛 €40
The Haute 美发护理 €155
The Haute 美发护理与造型 €230
The Haute 新娘美发  €275
红毯造型 (Haute 美发护理 / 彩妆) €320
The Haute 基础手部保养 (30 分钟) €85
The Haute 基础足部保养 (45 分钟)  €105
The Haute 基础手足保养 (115 分钟) €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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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容中心使用政策

美容中心环境放松并清静。我们要求您尊重其他客户，请将手机设定为振动或静音模式。 

我们建议您在预约时间的前15分钟到达。如果您在预约时间后抵达，我们将尽力配合您；但是，我们有可能无法在剩余的时间内完成全套服务。由于我们
的24小时预约取消政策，您必须支付全套服务费用。

Haute Custom Beauty 礼物卡可适用于购买产品或服务。若欲购买，请洽美容中心或来电询问。

年龄限制
进入美容中心的最低年龄是18岁，未成年者则需由成年人陪同。 

事故或伤害
The Haute Custom Beauty 美容中心不为客户所遭受的任何事故或伤害负责。

健康状况
请在预约时告知我们您的键康状况、过敏或任何可能影响您在美容中心使用服务的创伤。如果您怀有身孕请告知我们，我们有专为孕妇设计的特别疗程。 

预约取消政策
我们要求在预约时间前至少24小时取消预定，否则将需支付全部费用。

所有价格皆已含税
价格和疗程可随时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