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ella 饗宴 - 飲品單點 
咖啡為瑞士Nespresso, 啤酒為世界啤酒大賞(World Beer Award)冠軍台灣精釀

單點服務項目 單價 (NT$)

(1) Nespresso Volluto 拿鐵 (冰/熱) NT$90

(2) Nespresso Volluto 美式 (冰/熱) NT$70

(3) Nespresso Volluto 濃縮 (熱) NT$70

(4) Magnet 康福茶 NT$70

(5) Bella Spa Lager 大麥精釀啤酒 NT$120

(6) 極良 Lager 大麥精釀啤酒 NT$120

(7) 極惡 Weissbier 小麥精釀啤酒 NT$120

(8) 杜康 Pilsner 皮爾森精釀啤酒 NT$120

(9) 魑魅 IPA 印度淡色艾爾精釀啤酒 NT$150

美麗饗宴點點選



Bella 饗宴 A - 完美光療凝膠 
(光療凝膠 及 手足保養品 均採用世界最頂級品牌 日本 Presto 以及 美國 O.P.I.)

服務項目 手 足

(1) 卸甲
(2) 修型
(3) 清理甘皮
(4) 深層保養 (O.P.I.)
(5) 去角質 (O.P.I.)
(6) 足底去硬皮(僅限足部服務)
(7) 光療彩膠上色 - 單色 (Presto)
(8) 敷膜
(9) 經絡穴道按摩15分鐘 (O.P.I.)

NT$2,000 NT$2,500

Bella 饗宴 B - 完美彩虹 
(採用世界指甲油最頂級品牌 - 美國 O.P.I.)

服務項目 手 足

(1) 卸甲
(2) 修型
(3) 清理甘皮
(4) 深層保養 (O.P.I.)
(5) 去角質 (O.P.I.)
(6) 足底去硬皮 (僅限足部服務)
(7) 經絡穴道按摩15分鐘 (O.P.I.)
(8) 敷膜
(9) 指甲油上色 - 單色 (O.P.I.)

NT$1,800 NT$2,300

* 美甲饗宴光療享有保固三日(指甲油恕不保固), 指甲生長產生的空隙及人為破壞不在保固範圍

美麗饗宴點點選



Bella 饗宴 - 飲品單點 
咖啡為瑞士Nespresso, 啤酒為世界啤酒大賞(World Beer Award)冠軍台灣精釀

單點服務項目 單價 (NT$)

(1) Nespresso Volluto 拿鐵 (冰/熱) NT$90

(2) Nespresso Volluto 美式 (冰/熱) NT$70

(3) Nespresso Volluto 濃縮 (熱) NT$70

(4) Magnet 康福茶 NT$70

(5) Bella Spa Lager 大麥精釀啤酒 NT$120

(6) 極良 Lager 大麥精釀啤酒 NT$120

(7) 極惡 Weissbier 小麥精釀啤酒 NT$120

(8) 杜康 Pilsner 皮爾森精釀啤酒 NT$120

(9) 魑魅 IPA 印度淡色艾爾精釀啤酒 NT$150

美麗饗宴點點選



Bella 饗宴 C - 光療凝膠 
(光療凝膠 及 手足保養品 均採用世界最頂級品牌 日本 Presto 以及 美國 O.P.I.)

服務項目 手 足

(1) 卸甲
(2) 修型
(3) 清理甘皮
(4) 深層保養
(5) 光療彩膠上色 - 單色 (Presto)
(6) 乳液調理

NT$1,200 NT$1,500

Bella 饗宴 D - 彩虹指甲 
(採用世界指甲油最頂級品牌 - 美國 O.P.I.)

服務項目 手 足

(1) 卸甲
(2) 修型
(3) 清理甘皮
(4) 深層保養
(5) 乳液調理
(6) 指甲油上色 - 單色 (O.P.I.)

NT$1,000 NT$1,300

* 美甲饗宴光療享有保固三日(指甲油恕不保固), 指甲生長產生的空隙及人為破壞不在保固範圍

美麗饗宴點點選



Bella 饗宴 E - 完美保養 
(採用世界手足保養最頂級品牌 - 美國 O.P.I.)

服務項目 手 足

(1) 修型
(2) 清理甘皮
(3) 拋光
(4) 深層保養 (O.P.I.)
(5) 去角質 (O.P.I.)
(6) 足底去硬皮(僅限足部服務)
(7) 敷膜
(8) 經絡穴道按摩15分鐘 (O.P.I.)

NT$1,500 NT$2,000

* 美甲饗宴光療享有保固三日(指甲油恕不保固), 指甲生長產生的空隙及人為破壞不在保固範圍

美麗饗宴點點選



Bella 饗宴 - 美麗自主 完美凝指 
(光療凝膠 指甲油 及 手足保養品 均採用世界最頂級品牌 日本 Presto 以及 美國 O.P.I.)

單點服務項目
手 足

(1) 卸甲 高濃度玻尿酸保養 (光療凝膠 - 本店) NT$500 NT$500

(2) 卸甲 高濃度玻尿酸保養 (光療凝膠 - 他店) NT$800 NT$800

(3) 卸甲 高濃度玻尿酸保養 (水晶指甲 - 他店) NT$1,000 NT$1,000

(4) 跳色 (每色) NT$100 NT$100

(5) 拉線 NT$300 NT$300

(6) 彩繪 (一指) NT$80-150 NT$80-150

(7) 貼飾 (一指) NT$20-150 NT$20-150

(8) 漸層 NT$300 NT$300

(9) 法式 NT$400 NT$400

(10) 延甲 (一指) NT$150 NT$150

(11) 延甲 (〸指) NT$1,200 NT$1,200

(12) 設計款 ( 議價 ) ( 議價 )

* 美甲饗宴光療享有保固三日(指甲油恕不保固), 指甲生長產生的空隙及人為破壞不在保固範圍

美麗饗宴點點選

單價 (NT$)



Bella 饗宴 - 亮眼美睫 A 

輕透裸妝型 150根 單價 (NT$)

(1) 標準蠶絲毛 Standard Silk NT$1,680
(2) 經典可可毛 Classic Cocco NT$1,780
(3) 黑鑽黑睫毛 Black Diamond NT$1,780
(4) 無感蠶絲毛 Exclusive Silk NT$1,980
(5) 黑輕羽毛 Black Ferther NT$2,080
(6) 皇家水貂毛 Royal Mink NT$2,280

亮顏裸妝型 200根

(1) 標準蠶絲毛 Standard Silk NT$1,980
(2) 經典可可毛 Classic Cocco NT$2,080
(3) 黑鑽黑睫毛 Black Diamond NT$2,080
(4) 無感蠶絲毛 Exclusive Silk NT$2,280
(5) 黑輕羽毛 Black Ferther NT$2,480
(6) 皇家水貂毛 Royal Mink NT$2,680

心鑽佳人型 250根

(1) 標準蠶絲毛 Standard Silk NT$2,280
(2) 經典可可毛 Classic Cocco NT$2,380
(3) 黑鑽黑睫毛 Black Diamond NT$2,380
(4) 無感蠶絲毛 Exclusive Silk NT$2,480
(5) 黑輕羽毛 Black Ferther NT$2,880
(6) 皇家水貂毛 Royal Mink NT$3,080

 
* 美睫保固3日並致贈睫毛梳及壓縮洗顏棉, 自體睫毛自然脫落不在保固範圍內

美麗饗宴點點選



Bella 饗宴 - 亮眼美睫 B 

自然濃密型 300根 單價 (NT$)

(1) 標準蠶絲毛 Standard Silk NT$2,480
(2) 經典可可毛 Classic Cocco NT$2,680
(3) 黑鑽黑睫毛 Black Diamond NT$2,680
(4) 無感蠶絲毛 Exclusive Silk NT$3,080
(5) 黑輕羽毛 Black Ferther NT$3,280
(6) 皇家水貂毛 Royal Mink NT$3,480

女王濃密型 350根

(1) 標準蠶絲毛 Standard Silk NT$2,580
(2) 經典可可毛 Classic Cocco NT$2,880
(3) 黑鑽黑睫毛 Black Diamond NT$2,880
(4) 無感蠶絲毛 Exclusive Silk NT$3,280
(5) 黑輕羽毛 Black Ferther NT$3,480
(6) 皇家水貂毛 Royal Mink NT$3,680

華麗濃密型 450根

(1) 標準蠶絲毛 Standard Silk NT$3,280
(2) 經典可可毛 Classic Cocco NT$3,680
(3) 黑鑽黑睫毛 Black Diamond NT$3,680
(4) 無感蠶絲毛 Exclusive Silk NT$3,980
(5) 黑輕羽毛 Black Ferther NT$4,280
(6) 皇家水貂毛 Royal Mink NT$4,380

 
* 美睫保固3日並致贈睫毛梳及壓縮洗顏棉, 自體睫毛自然脫落不在保固範圍內

美麗饗宴點點選



Bella 饗宴 - 亮眼美睫 C 

6D 多層次 0.07 單價 (NT$)

(1) 400 根 NT$3,000
(2) 500 根 NT$3,600
(3) 600 根 NT$4,200
(4) 700 根 NT$5,200

6D 多層次 0.05 單價 (NT$)

(1) 500 根 NT$3,000
(2) 700 根 NT$3,800
(3) 1000 根 NT$4,600
(4) 1200 根 NT$5,500

6D 山茶花 單價 (NT$)

(1) 400 根 NT$3,200
(2) 500 根 NT$3,800
(3) 600 根 NT$4,500
(4) 700 根 NT$5,500

 
* 美睫保固3日並致贈睫毛梳及壓縮洗顏棉, 自體睫毛自然脫落不在保固範圍內

美麗饗宴點點選



Bella 饗宴 - 亮眼美睫 D 

下睫毛 40 根 單價 (NT$)

(1) 標準蠶絲毛 Standard Silk NT$480
(2) 無感蠶絲毛 Exclusive Silk NT$680

下睫毛 60 根 單價 (NT$)

(1) 標準蠶絲毛 Standard Silk NT$680
(2) 無感蠶絲毛 Exclusive Silk NT$880

下睫毛 80 根 單價 (NT$)

(1) 標準蠶絲毛 Standard Silk NT$880
(2) 無感蠶絲毛 Exclusive Silk NT$1,080

下睫毛 100 根 單價 (NT$)

(1) 標準蠶絲毛 Standard Silk NT$1,080
(2) 無感蠶絲毛 Exclusive Silk NT$1,280

下睫毛 120 根 單價 (NT$)

(1) 標準蠶絲毛 Standard Silk NT$1,280
(2) 無感蠶絲毛 Exclusive Silk NT$1,480

 
* 美睫保固3日並致贈睫毛梳及壓縮洗顏棉, 自體睫毛自然脫落不在保固範圍內

美麗饗宴點點選



Bella 饗宴 - 本店補睫 A 

＋40~60 根 單價 (NT$)

(1) 標準蠶絲毛 Standard Silk NT$400
(2) 經典可可毛 Classic Cocco NT$450
(3) 黑鑽黑睫毛 Black Diamond NT$450
(4) 無感蠶絲毛 Exclusive Silk NT$600
(5) 黑輕羽毛 Black Ferther NT$700
(6) 皇家水貂毛 Royal Mink NT$800

＋60~90 根 單價 (NT$)

(1) 標準蠶絲毛 Standard Silk NT$700
(2) 經典可可毛 Classic Cocco NT$750
(3) 黑鑽黑睫毛 Black Diamond NT$750
(4) 無感蠶絲毛 Exclusive Silk NT$900
(5) 黑輕羽毛 Black Ferther NT$1,000
(6) 皇家水貂毛 Royal Mink NT$1,100

＋90~120 根 單價 (NT$)

(1) 標準蠶絲毛 Standard Silk NT$1,000
(2) 經典可可毛 Classic Cocco NT$1,050
(3) 黑鑽黑睫毛 Black Diamond NT$1,050
(4) 無感蠶絲毛 Exclusive Silk NT$1,200
(5) 黑輕羽毛 Black Ferther NT$1,300
(6) 皇家水貂毛 Royal Mink NT$1,400

 
* 包含睫毛SPA
* 美睫保固3日並致贈睫毛梳及壓縮洗顏棉, 自體睫毛自然脫落不在保固範圍內
* 因自體睫毛生長期限制, 補睫最多二次, 之後必須重接

美麗饗宴點點選



Bella 饗宴 - 本店補睫 B 

＋120~150 根 單價 (NT$)

(1) 標準蠶絲毛 Standard Silk NT$1,200
(2) 經典可可毛 Classic Cocco NT$1,300
(3) 黑鑽黑睫毛 Black Diamond NT$1,300
(4) 無感蠶絲毛 Exclusive Silk NT$1,400
(5) 黑輕羽毛 Black Ferther NT$1,600
(6) 皇家水貂毛 Royal Mink NT$1,700

＋150~180 根 單價 (NT$)

(1) 標準蠶絲毛 Standard Silk NT$1,400
(2) 經典可可毛 Classic Cocco NT$1,500
(3) 黑鑽黑睫毛 Black Diamond NT$1,500
(4) 無感蠶絲毛 Exclusive Silk NT$1,600
(5) 黑輕羽毛 Black Ferther NT$1,800
(6) 皇家水貂毛 Royal Mink NT$1,900

＋180~200 根 單價 (NT$)

(1) 標準蠶絲毛 Standard Silk NT$1,600
(2) 經典可可毛 Classic Cocco NT$1,650
(3) 黑鑽黑睫毛 Black Diamond NT$1,650
(4) 無感蠶絲毛 Exclusive Silk NT$1,800
(5) 黑輕羽毛 Black Ferther NT$2,000
(6) 皇家水貂毛 Royal Mink NT$2,100

 
* 包含睫毛SPA
* 美睫保固3日並致贈睫毛梳及壓縮洗顏棉, 自體睫毛自然脫落不在保固範圍內
* 因自體睫毛生長期限制, 補睫最多二次, 之後必須重接

美麗饗宴點點選



Bella 饗宴 - 本店補睫 C 

＋200~230 根 單價 (NT$)

(1) 標準蠶絲毛 Standard Silk NT$1,800
(2) 經典可可毛 Classic Cocco NT$1,850
(3) 黑鑽黑睫毛 Black Diamond NT$1,850
(4) 無感蠶絲毛 Exclusive Silk NT$2,000
(5) 黑輕羽毛 Black Ferther NT$2,200
(6) 皇家水貂毛 Royal Mink NT$2,300

＋230~250 根 單價 (NT$)

(1) 標準蠶絲毛 Standard Silk NT$2,000
(2) 經典可可毛 Classic Cocco NT$2,050
(3) 黑鑽黑睫毛 Black Diamond NT$2,050
(4) 無感蠶絲毛 Exclusive Silk NT$2,200
(5) 黑輕羽毛 Black Ferther NT$2,400
(6) 皇家水貂毛 Royal Mink NT$2,500

＋60~500 根 單價 (NT$)

(1) 6D 多層次補睫 0.07 500~3000
(2) 6D 山茶花 600~3200

＋100~800 根 單價 (NT$)

(1) 6D 多層次補睫 0.05 800~4000

* 包含睫毛SPA
* 美睫保固3日並致贈睫毛梳及壓縮洗顏棉, 自體睫毛自然脫落不在保固範圍內
* 因自體睫毛生長期限制, 補睫最多二次, 之後必須重接

美麗饗宴點點選



Bella 饗宴 - 飲品單點 
咖啡為瑞士Nespresso, 啤酒為世界啤酒大賞(World Beer Award)冠軍台灣精釀

單點服務項目 單價 (NT$)

(1) Nespresso Volluto 拿鐵 (冰/熱) NT$90

(2) Nespresso Volluto 美式 (冰/熱) NT$70

(3) Nespresso Volluto 濃縮 (熱) NT$70

(4) Magnet 康福茶 NT$70

(5) Bella Spa Lager 大麥精釀啤酒 NT$120

(6) 極良 Lager 大麥精釀啤酒 NT$120

(7) 極惡 Weissbier 小麥精釀啤酒 NT$120

(8) 杜康 Pilsner 皮爾森精釀啤酒 NT$120

(9) 魑魅 IPA 印度淡色艾爾精釀啤酒 NT$150

美麗饗宴點點選



Bella 饗宴 - 他店補睫 

單價 (NT$)

(1) 標準蠶絲毛 Standard Silk NT$11 / 根
(2) 經典可可毛 Classic Cocco NT$12 / 根
(3) 黑鑽黑睫毛 Black Diamond NT$12 / 根
(4) 無感蠶絲毛 Exclusive Silk NT$13 / 根
(5) 黑輕羽毛 Black Ferther NT$14  / 根
(6) 皇家水貂毛 Royal Mink NT$15  / 根
(7) 6D 多層次補睫 6D Fluffy Cotton Candy 0.05 NT$8  / 根

(8) 6D 多層次補睫 6D Fluffy Cotton Candy 0.07 NT$9  / 根

(9) 6D 山茶花 Camellia Eyelashes NT$10  / 根

* 包含睫毛SPA
* 美睫保固3日並致贈睫毛梳及壓縮洗顏棉, 自體睫毛自然脫落不在保固範圍內
* 因自體睫毛生長期限制, 補睫最多二次, 之後必須重接

美麗饗宴點點選



Bella 饗宴 - 飲品單點 
咖啡為瑞士Nespresso, 啤酒為世界啤酒大賞(World Beer Award)冠軍台灣精釀

單點服務項目 單價 (NT$)

(1) Nespresso Volluto 拿鐵 (冰/熱) NT$90

(2) Nespresso Volluto 美式 (冰/熱) NT$70

(3) Nespresso Volluto 濃縮 (熱) NT$70

(4) Magnet 康福茶 NT$70

(5) Bella Spa Lager 大麥精釀啤酒 NT$120

(6) 極良 Lager 大麥精釀啤酒 NT$120

(7) 極惡 Weissbier 小麥精釀啤酒 NT$120

(8) 杜康 Pilsner 皮爾森精釀啤酒 NT$120

(9) 魑魅 IPA 印度淡色艾爾精釀啤酒 NT$150

美麗饗宴點點選



Bella 饗宴 - 美睫其他服務

美睫其他服務 單價 (NT$)

(1) 卸睫 (他店) NT$600
(2) 卸睫 (本店) NT$400
(3) SPA 清洗 NT$250
(4) 修整眉型 NT$150
(5) 眼部穴道按摩10分鐘 NT$350
(6) 耳穴貼壓(鈦珠水晶)/每顆 NT$200

美睫加購商品

(1) Jovisa 植睫專用清潔棉片 (含清潔乳) NT$400
(2) Jovisa 睫毛防水保養筆 NT$600
(3) Jovisa 睫毛生長滋養液 NT$990
(4) Eyelash Boss 植睫專用 清潔/卸除 極細棉籤 NT$200

美麗饗宴點點選



Bella 饗宴 - 美麗自主 完美體態 
(美體除毛保養品 採用世界最頂級品牌 義大利 RICA)

單點服務項目 單價 (NT$)

(1) 光潔美指 (前臂及手部除毛) NT$900

(2) 光潔美足 (小腿及足部除毛) NT$1,600

(3) 凝透美臂 (全臂除毛) NT$1,600

(4) 凝透美腿 (全腿除毛) NT$2,200

(5) 清爽亮麗 (腋下除毛) NT$800

(6) 亮麗光潔 (比基尼線除毛) NT$2,000

(7) 冰清玉潔 (巴西除毛) NT$3,000

(8) 美型光潔 (造型除毛) NT$2,500

美麗饗宴點點選



Bella 饗宴 - 完美日常 
(手足與睫毛保養品 均採用世界頂級品牌 美國 O.P.I., 以及 日本 Jovisa)

單點服務項目 單價 (NT$)

(1) O.P.I. 古布阿蘇指緣油 (8.6ml) NT$500

(2) O.P.I. 古布阿蘇指緣筆 (7.5ml) NT$500

(3) O.P.I. 古布阿蘇護手霜 (50ml) NT$550

(4) O.P.I. Nail Envy 護甲油 (15ml) NT$800

(5) O.P.I. 高濃度玻尿酸保養 (基底護甲油) NT$700

(6) O.P.I. 高濃度玻尿酸保養 (賦活指彩) NT$700

(7) O.P.I. 高濃度玻尿酸保養 (保色護甲油) NT$700

(8) O.P.I. 高濃度玻尿酸保養套組 (一組3瓶) NT$2,000

(9) Jovisa 睫毛防水保養筆 NT$600

(10) Jovisa 植睫專用清潔棉片 (含清潔乳) NT$400

(11) Jovisa 睫毛生長滋養液 NT$990

(12) Eyelash Boss 植睫專用 清潔/卸除 極細棉籤 NT$200

(13) Rica 酪梨奶油蠟後抑毛水精華 NT$2,200

(14) Rica 椰奶特潤水乳液 NT$3,000

美麗饗宴點點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