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Kiriya Spa 养身馆位于 LiT 曼谷酒店 

所有消费需以泰铢结算，另加收 10%服务费和 7%的增值税 

 

KIRIYA SPA 养身馆 

身体按摩 

镇静香薰按摩 (Calm Massage) 

镇静香薰按摩的灵感源于泰国北部连绵起伏的碧绿山群。全套舒缓的按摩手法

有助于增强自身免疫循环，让您的身心完全放松。选用新鲜的松针、橄榄和橙

花油所制成的自然香薰弥漫四周，伴随着风铃与小铃铛舒缓地节奏，不知不觉

中唤醒您所有的感官。 

 

热海贝按摩 (Hot Seashell Massage) 

我们专业的理疗师们利用海贝受热时肌肉会自然收缩加紧的原理，再配合由传

统“Hooloo Vahi”而改编的特色按摩手法，此按摩手法传承了泰国南部循环刺激

的特点。在享受按摩中唤醒全身身体感官，同时，聆听着海浪轻抚大地的声

音，带您亲身感受来自于大海澎湃力量的召唤。 

 

鲜竹按摩 (Bamboo Massage) 

伴随 Issan 乡村音乐轻盈地节奏， 我们理疗师将使用独特滚动按压手法，创新

使用新鲜竹子，将带您进行一次前所未有的按摩体验，让您身体的每一寸肌肤

如舞蹈般弹跳。 

  价格:  70 分钟  泰铢 2,500++  

   90 分钟             泰铢 2,800++ 

           120 分钟  泰铢 3,200++ 

   140 分钟  泰铢 3,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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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消费需以泰铢结算，另加收 10%服务费和 7%的增值税 

 

 

传统泰式按摩 (Thai Massage) 

使用传统的点压式手法刺激人体全身筋络，配合瑜伽的伸展特点使身体完全舒

展。传统泰式按摩可以缓解肌肉紧张, 刺激血液循环, 使您的身心精力充沛。这

种无精油式传统按摩非常适合喜欢力道按摩的人士。 

 价格:  70 分钟  泰铢 2,000++  

 90 分钟             泰铢 2,400++ 

   120 分钟             泰铢 2,800++ 

   140 分钟             泰铢 3,000++ 

 

传统足部减压按摩 (Stress Relief Foot Massage) 

整套足部减压按摩共由三步理疗组成。首先使用纯中草药液清洗脚部，接着从

脚底开始按摩每一个穴位，逐步延伸至背部,使足部至全身的血液循环健康顺

畅。最后热敷由天然酸角和椰糖制成的足膜，软化脚部老化角质，重现的足部

健康。 

 价格: 30 分钟            泰铢     750++  

 60 分钟            泰铢 1,200++ 

 

 (包含免费足浴与足部磨砂) 

 

 

 

 



 

 

Kiriya Spa 养身馆位于 LiT 曼谷酒店 

所有消费需以泰铢结算，另加收 10%服务费和 7%的增值税 

 

身体磨砂 

蜂蜜香草新肤磨砂 (Honey & Herbs Skin Refresh) 

 

亲身体验来自遥远北部超强治愈力量的护肤疗效，汇聚了清新的山风, 山谷间植

物的芳香及古老 Lanna 文化的智慧。精选姜黄、泰国 plai 根精油、柠檬草心和

荔枝花蜜而制成的天然磨砂膏, 温和去除皮肤角质，给每一寸肌肤带来一场美味

的盛宴焕发光泽。 

七谷物磨砂 (7 Grains Scrub)                                                                           

这一刻请尽情想象，此时自己置身于泰国东北部，眼前是一望无际生机勃勃的

金色稻田。我们独家米粒身体磨砂膏含有七种不同的谷物,加入新鲜奶油和蜂蜜

慢慢调合而成，创造出一种神奇的磨砂护肤功效。轻轻地用其按摩干燥受损肌

肤使您的整个身体恢复到巅峰状态。 

椰香新肤磨砂 (Coconut Skin Refresh) 

选自生长在泰国南部热带水果而制成的纯果香身体磨砂膏。含有新鲜的椰奶，

黑芝麻,浅棕色椰肉和佛手掌，不但能有效抚平受损和干燥肌肤,还具有超强的滋

养及保湿功效。 

 价格:  50 分钟 泰铢 1,800++  

 

身体体膜 

蜂蜜熟木瓜体膜 (Honey & Ripe Papaya Wrap) 

充满异国芬香的水果体膜,自然果蜜能够深层滋润嫩滑肌肤,修复肌肤受损组织。 

 价格:  30 分钟            泰铢 1,500++  

(包含免费足浴与足部磨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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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riya套餐系列 

 

泰北典雅套餐 (The North Elegance) 

蜂蜜香草新肤磨砂  50 分种 (泰铢 1,800++)  

AKA 热敷法           50 分钟  (泰铢 1,800++) 

镇静按摩             70 分钟  (泰铢 2,500++）  

价格:   泰铢 5,200++       180 分钟 

 

 破晓曙光套餐 (The Dawn Influence) 

 七谷物磨砂         50 分钟  (泰铢 1,800++)  

蜂蜜熟木瓜体膜     30 分钟  (泰铢 1,500++)  

 鲜竹按摩           70 分钟  (泰铢 2,500++)  

价格:        泰铢 4,500++      160 分钟 

  

南海秘密套餐  (South Sea Secret) 

椰香新肤磨砂       50 分钟  (泰铢 1,800++)  

热海贝按摩         70 分钟  (泰铢 2,500++)  

价格:        泰铢 3,600++      130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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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按摩套餐 (Central Serenity)  

传统泰式按摩       70 分钟  (泰铢 2,000++)  

传统足部减压按摩   60 分钟  (泰铢 1,200++)  

价格:        泰铢 3,000++      140 分钟  

(包含免费足浴与足部磨砂） 

Kiriya 面部护理 (Kiriya Facial) 

 面部肌肤是非常敏感脆弱的，Kiriya推出一对一诊疗服务，我们的spa理疗师会

根据每一位客人不同的肤质进行面部护理。 护理包括面部清洁，爽肤护理，去

角质，面部按摩及美肤面膜。我们坚持使用纯天然产品，温和有效地为您解决

肌肤问题。 

价格:       60 分钟        泰铢 1,800++  

 

AKA 热敷法 

AKA 热敷法是由我们理疗师用 Mor Hom 草药包对身体进行热敷，Mor Hom 是

靛青色的传统民族棉布，用其而制成的草药包，不但具有优越的吸热性, 而且十

分柔软而富有弹性。药草包可对全身进行热敷理疗，能有效减轻肌肉疼痛, 缓解

压力, 促进全身血液循环。 

价格:       50 分钟        泰铢 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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沐浴水疗 (Bathing Ritual) 

 

泡泡浴 (Bubble Bath) 

身体不仅享受侵入丰富泡沫中的美妙感觉, 而且能有效舒缓肌肉及关节疼痛, 促

进身体血液循环。 

 

牛奶营养浴 (Skin Nourishing Milk Bath) 

营养浴中含有滋养肌肤的蛋白成分, 能有效舒缓及滋润干燥敏感肌肤。 

  

鲜花浴 (Floral Bath) 

尽情享受热带鲜花华丽飘逸的浪漫，溶入芳香的精油， 使您的身体呈现出一个

全新的状态。 

 

草药浴 (Herbal Bath) 

好好放松自己，静静地享受我们的异国情调的草药浴, 利用草药传统保健的疗

效，带给您纯天然的洗礼。 

 价格:    25 分钟          泰铢 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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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时间 

Kiriya Spa每日营业时间为早上10：00至晚上22：00. 

请注意每日最后理疗的时间为，60分钟内的理疗时间为晚上21：00， 60分钟

以上的理疗时间为晚上19：00。 

 

到达需知 

为了使客人能够享受到我们 Kiriya spa 优质服务，我们建议客人能够提前已预

约时间抵达本馆，我们将在 spa 养身馆大堂迎接您的到来，随后将安排客人进

行所预约的 spa 理疗内容。 

 

保持安静 

为了确保所有客人共同享受 Kiriya Spa 的安静环境,我们恭敬地请求所有的客人

切勿大喧哗。请把手机与随身电子产品存放在您自己的房间内。 

 

特别注意 

如果您是高血压,心脏病,皮肤病，或其它病发症及孕妇，我们建议您在进行任何

spa 理疗前先咨询你的医生。如果你有任何的理疗或身体的特殊要求，请告知

为你服务的理疗师。 

考虑到所有的客人的身体健康(及法律规定)本 spa 养身馆内禁止吸烟，酗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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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规定 

如需取消预约，请至少提前 6 小时与我们联系，我们将为您重新安排预约时间, 

需参考新预约当日的计划，再做安排。 

任何原因而取消预约， 如果少于 4 小时，客人需自行承担 50%取消费用。 

“失约”将扣除全部费用。 

 

付款方式 

所有消费需另加收 10%服务费和 7%的增值税。 

接受现金或信用卡付款。 

欢迎使用 VISA/MASTER/ JCB。 

如果是本酒店的客人，可以将您的 spa 理疗费用签到您的客房账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