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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omatherapy is a therapeutic
treatment which enhances wellbeing, relieves stress and helps in
the rejuvenation and regulation of
the human body.

OF

AROMATHERAPISTS

This treatment is recognized by
orthodox and complementary
health professionals to be one of
the most beneficial natural therap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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