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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KE
IN
P A R
在这个城市里，似乎永远不需担心找不到时尚，不用担心找不到精品酒店—除了夏季
之外。所以，如果你有“狂恋巴黎”的情结，以下10家新精品酒店，将会让你热血沸腾，
立即上网订购下一次的启航，奔往这难以抗拒的浪漫都市。 文 Neon Chan 图 酒店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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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也在低调中展现优雅，丝毫不需要
刻意地制造抢眼或吸睛的机会。设计
师称，其设计还另有一特色，就是所有

La Réserve

型窗户外，都是对称式地排列着：从出
双入对的毛绒Flexform椅子，到浴室
里的双人大理石盥洗盆皆然。他说：

1. 精品中极品

“不管 是 沙发 或 是 床头 柜 都 需 要 伴

所谓的精品酒店，即小巧精致，风格非

侣，这样一来这个现代空间里就能歌

凡。它不需要奢华得金光四射、亦不需

颂老式的浪漫风格了！”

要前卫得哗众取宠。但在这个比世界其

酒店里的公寓只有4间客房，而每

他任何地方更看重“地段”的城市里，

套公寓都配以设备完善的Gaggenau

拥有打开窗户就能远眺巴黎铁塔的景

品牌私家厨房。所以想要心血来潮烹

色，这独家的“尊享”，就相等于拥有

煮美食绝对不难，但既然来到异国旅

价值连城的卖点—因此位于Place du

游，又何须 劳师动众呢？这时 精品酒

Trocadero广场上的这家酒店，可说是

店所提供的五星级礼宾服务就能派上

城中精品酒店中的极品了。

用场：每单位的住客都有私人的停车

L a Réser ve属同名法国旅馆集

位，而且还配有如漫画《黑执事》般的

团筹备多时的第一个巴黎据点，并仅

“每日管家”。这位管家除了能打理一

提供10套私人公寓作为住宿，以麻雀

切大小事外，还能为住客在公寓内准备

虽小的意境来达到私密性，即使负责

早餐—对于想要在睡得自然醒的住

设计的Remi Tessier，亦是位设计豪

客而言，这是天大的奢侈。值得一提的

华游艇著称的名师，最 擅长将实用功

是，这里也是偶遇大明星的热点！如果

能与优 雅利落结合为一体。他在设计

想要感受巴黎时尚精英的生活品质，

上摒除一般精品酒店中常见华而不实

这里必定是首选。

的金边框架、古老油画和沉重的织锦
窗帘，实行其纯粹的单色美学主义：从
柔和的灯光到中性的装饰，然后再以
各种原材料的质感：从紫檀木、乌木、
悬 铃木、石头 展 现出层次，让视 觉 更
丰盛的同时，却不觉突兀。而想当然，
那些 来自耳熟能详的品牌：A ndrée
Putman、Maxalto、Flos和Vitra家
地址 10 Place du Trocadéro, 75016 Paris
网址 www.lareserve-paris.com

122 www.nuyou.com.my

的空间格局，除了豪华的四柱床和大

地址 41 Rue des Petites Ecuries, 75010 Paris
网址 www.hotelparadisparis.com

Hotel Paradis
2. 天堂就在此

时，隔壁的 餐厅就 是以酒品闻名的

出外旅 游最 恼人的事，便 是将时间

Vivant Cave！而且饱餐过后还能到

花费在过长的路程上。因此选择酒店

刚刚翻修完的共和国广场散散心。

的窍门，或许就要以最经典的法则，

不过如果有幸入住到面北的客房，

3. 文人浪漫风

即地点为准。
“天堂酒店”或许并非

还能打开窗户，遥望圣心堂与连绵不

巴黎第9区的新雅典街Nouvelle

人们想象地为“Katy Perry”派的

绝的巴黎屋顶。而设计师Dorothée

Athènes，即是城内的画家 工作室和文

天蓝粉嫩色系，反而对旅人而言，这

Meilichzon又是如何诠释“天堂”

学咖啡馆的街区。为了让酒店更巧妙地融

“天堂”的最大特色，除了毗邻北站

呢？“法式情怀的装饰性的墙纸与金

入环境，其设计概念肯定得有关联，而确

火车站（进而能轻易地以Eurostar

属灯具，结合上 北欧 复古情 调的家

实，其客房的分配以浪漫时期三对标志性

进 出），购 物 也 方 便（老 佛 爷 就 在

具，就形成一种恰好的美。”

情侣的故事为核心，他们分别是：雨果和

20 分钟的步行距离），而且 肚子饿

德鲁埃、魏尔兰和兰波、乔治桑和肖邦。
而其 名也意 指当年作 家们的书写工具：
“羽笔”。这 家仅 提 供 3 5间客房 的 酒店

Hotel Original

虽 然 走 文 人浪 漫 风，但 却是以较 现代 的
步 伐而 行，所以 找 来了知 名酒 店 设 计 师
Vincent Bastié自然有其原因。他以灰
色作为酒店的基本色调，似乎欲反映出文
人的忧郁，并以亮黄色作衬托，让情到浓
时的雀跃随时能感受到—而现实中，想
要 感 受文人的浪 漫 风，则不能 错 过邻近
地址 8 Boulevard Beaumarchais, 75011 Paris
网址 www.hoteloriginalparis.com

4. 原创新乐园
要了解“原创”，就得先了解Stella Cadente。她是位服装设计师，
毕业于法国Studio Bercot时装设计学院与纽约FIT时装学院，于
1991年创立品牌。迄今已与13家品牌知名设计师合作设计内衣，并
且一度担任法国内衣展的艺术总监，曾为巴黎老佛爷商场设计全部

的“浪漫生活博物馆”Musée de la Vie
Romantique－16, rue Chaptal。
地址 10 Rue Lamartine, 75009 Paris
网址 www.lesplumeshotel.com

Les Plumes Hotel

内衣店铺。所以交由她设计酒店，就会期望柔美与私密的交融—这
家仅有38间客房的小酒店肯定是热爱梦幻女性的首选。从迷幻森
林、美人鱼天堂、爱丽丝梦游仙境等人们耳熟能详的童话故事，在
Stella的手中却化作最不浮夸的华丽设计。其中以光纤打造的水母吊
灯，可说是酒店的最大特色，出现于一楼餐厅和客房内。所以，即使
建筑立面没有显露出更大的野心，但基于她擅长于设计“内在美”，
这部分就不得不勇闯“仙境”才能了解了，对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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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经典回春力
在巴黎，近百年的酒店多不胜数。但又
有多少家能不断再造，藉翻新来吸引
新一派的住客呢？座落在巴黎第8区香
榭丽舍大道边上的这家酒店早已经成
为“韦尔内”街道的代名词，而在新主
人的进驻，并适逢酒店成立100周年，
全新的再造自然合理。找来著名室内
设计师Francois Champsaur扛下重
任，这位以装潢艺术收藏家居家著称
的设计师，亦保留自己的风格，将酒店
化身成为新一代的艺术殿堂—从入口
和大堂的地毯，到酒吧的天花板上，都
充斥着法国视觉艺术家Jean Michel
Alberola的作品；而餐厅内的画作则
来自Katrin Bremermann和Alain
Deswarte等；其他所有的家具，则是
出自Francois之手。当然，不是所有
的旧结构都被新元素覆盖，像餐厅内
气势宏伟的玻璃屋顶就获得幸免。因
为它乃是巴黎铁塔设计师G ustave
Eiffel之作！
地址 25 rue Vernet，75008 Paris
网址 www.hotelvernet-paris.com

Hidden Hotel
6. 巴黎新秘境

正如其名，它确实是一家座落在远离
尘嚣、隐身于巷弄中的酒店。而其装
潢则有一种不食人间烟火的禅味。究
竟这 里 还算是巴黎吗？答案 绝 对可
从“香火鼎盛”的Buddha Bar追溯。
有别于巴黎的复古浪漫或现代时尚的
印象，创办人Christophe Sauvage
和Philippe Vaurs认为，因为它距离
凯旋门与香榭丽舍大道这些热门旅游
景点只有不到5分钟的路程，所以酒店
空间就需要有消除住客一天疲劳的功
能。对于热爱异国风味的人而言，其最
高级的“Exception”套房可是让人赞
叹的：占地34平方公尺，以巨大的岩
石浴缸成为亮点。而质感上，以木料、
亚麻布的装潢，创造出温暖如居家的
氛围。如果依然眷恋巴黎的奢华风，
只要躺在以椰子壳纤维、橡胶以及马

Hotel Ver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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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制成的双人床上，搭配极富弹性，
穆斯林纱做成的床帏，即有置身于宫
廷里的舒适感。
地址 28 Rue de l’Arc de
Triomphe，75017 Paris
网址 www.hidden-hotel.com

7. 巴黎伊甸园

Hotel Eden

想要在大城市如巴黎之中寻找绿意有时并不容易，除非
人们入住在杜乐丽花园Jardin des Tuileries边上，但届
时帐单上的数目则可能会让人咋舌。所以要在这里寻找
一座集热带林、棕榈园、梅花林等大自然元素于一体的
场所，就非“伊甸园”莫属—没错，它的前身即是与土
耳其的同名酒店，这次移师到“浪漫之都”的概念，规模
虽变小，但是氛围则依旧迷人。座落在靠近巴黎会展中
心Versailles15区，其僻静环境，仿佛让人置身在城中的
Merci，但少了人群来往的喧闹。住客大可坐在小巧庭院
的鲜花及灌木丛中，享用早餐、交谈、阅读或小酌。要游
览巴黎，只要步行到邻近的Vaugirard地铁站即可，而到
蒙巴纳斯大厦Tour Montparnasse，也能一睹巴黎铁塔
的风采。
地址：110 Rue Blomet, 75015 Paris
网址：http://www.hoteledenpari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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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tel du Continent
地址 30 Rue du Mont Thabor, 75001 Paris
网址 www.hotelcontinent.com

8. 七宗罪诱惑

Vice Versa Hotel

同样来自内衣设计师的杰作，Vice Versa酒店却从人性的诱惑出发，采用圣经里
的《七宗罪》作为设计点，并将之转化为精彩的客房设计。但别担心“儿童不宜”，
相反地，设计师Chantal Thomass对傲慢、妒忌、暴怒、懒惰、贪婪、贪食及色欲
的诠释却影射出旅人在异乡最向往的享受—从“贪食”客房里永远奉上的下午
茶到“色欲”客房里让人无法控制抚摸的蕾丝缎带，再到“傲慢”里的纯白、
“暴
怒”里的涂鸦、
“贪婪”里的钱财、
“妒忌”里的名品以及“懒惰”里的无所事事，
皆有引诱旅人在“房间里旅行”的假象。不过想要彻底拥有这样的感觉，或许得
到Chantal的旗舰店去逛逛（211 rue St-Honoré）。只要往附近的Boucicaut
地铁站搭乘8号线，在Madeleine站下车即可！
地址 213 rue de la Croix Nivert, 75015 Paris
网址 viceversahote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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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勇闯新世界
巴黎酒店总是难以置信地拥有一定程度的雅致，即便它只有三星。而巴黎也
同时是个不需要花大钱就可以入住知名设计师打造的客房—最佳例子：由
Christian Lacroix带来的这家“全球”酒店，不但位于巴黎市中心的第一区，
而且价格仅属中上，如果预算无法入住他设计的另一家Hotel Bellechasse，
这家新开张的酒店则可考虑作为代替。为什么？因为如同Bellechasse，设计师
的装潢手法，采用大量的经典图腾，再进行融合与拼贴的墙面呈现。有别于之
前的复古华丽感，这一次他则取材于地球6大洲—将欧洲、非洲、亚洲、美洲、
大洋洲和南极洲的独特风格分别赋予了酒店的6层楼，每层楼都拥有专属的风
格，赋予这建于19世纪的建筑冒险家驿站的概念，充满了勇闯新世界的魅力。

Hotel O
10. 来太空漫游
巴黎酒店可以是华丽、装饰性著
称的复古派，但有时候，它也可以
是前卫、有机主义的未来派。因为
前者有着如Philippe Starck的始
作俑者，那后者的代表，则肯定就
非新晋设计师Ora-ïto莫属了，而
且，他设计这家新酒店，连名称
上都简略得仅剩下个“O”字—
当然，不少人亦认为那是他名字
的缩写，进而表现出他个人狂妄
的自恋。但这位时尚新宠儿并非
纸上谈兵，他实行简洁设计，散发
着极致宁静平和的气息。而且有
别于一般人想象的“未来感”，酒
店的空间感并非如《2001：太空

地址 19 Rue Hérold, 75001 Paris
网址 www.hotel-o-paris.com

漫游》般冰冷，反而在鲜明的黄、
橘、绿、蓝、紫的色彩中，添加了
优雅的木料与纹理，让整体不过
火的奢华，加上和谐性的设计，展
现出让人感到舒适的重点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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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泉乡
箱根位于日本“富士山”的山麓，自古以来一直是
日本人最爱的观光胜地。打从江户时代（16031867年）开始，箱根就以优质温泉的疗效而闻
名，而且处处都有适合眺望富士山美景的景点，
让旅人随时都能从各种不同的角度欣赏富士山
的风貌。此外，历史悠久的关所遗迹和铺着石砖
的古老街道，散发着浓浓的怀古幽情。诸多个性
派美术馆也进驻此地，以箱根雕刻森林美术馆
最负盛名，而此地的自然景观更是随着四季更迭
呈现不同的味道。

1 箱根汤寮

2 北原玩具博物馆

箱根汤本的全新一日游温泉。森之温泉、森之餐：箱根汤寮首

展示品以赛璐珞玩具、玩

都圈最大规模的19间包租露天个人池、大众池、地炉料理和休

具车博物馆及卡通人物为

闲等设备完善的一日游温泉设施。亦可只到餐厅消费。

主，此外还不时举办特展，

琳琅满目的玩具

展出珍贵唱片等各种的收藏品。馆内的展
示品充满怀旧风情与手工质感，令人心醉
神迷。

3 小王子博物馆
博物馆主要介绍“小王子”书中的世界、追
忆作者暨飞行员—圣修伯里的生涯。博
物馆的庭园以圣修伯里母亲的故乡“普罗
旺斯地区”的风景为设计概念，馆中除了
放映纪念影片的剧场外，也陈列着他的相

畅游小王子世界

片、信件和资料等。

注定冒险
曾经 被 海 啸 击 垮 的 泰 国 K h a o L a k，令 当地 许 多酒 店 都 得
重修，C a s a d e l a F l o r a 度 假村也因此以全 新 的 形象示
人。T.T.O.P设计团队将36栋方盒子的别墅紧密聚在沙滩边，其
中8间更配有私人泳池。面对着清澈的安达曼海，也被Khao Lak
Lam Ru国家森林公园包围，可以在热带雨林中徒步、走进溶洞探
险、潜水等等，得天独厚的条件注定是要吸引喜欢户外活动，热
爱冒险的年轻人。
每一栋别墅都有开阔的海景视野，相对独立也保有高度的隐
私。在度假村中走动，不时会和精彩的家具摆设擦肩而过，如Anon
Pairot Design Studio订制的泳池铝制躺椅、餐厅桌椅、接待处的长
板凳都各有特色。由于许多地方设置连接通道方便旅客穿梭在La
Aranya、泳池、Spa中心、健身房，旅客自然能以不同的高度感受景
色，随着海风吹拂的棕榈树净化心灵。

地址
67/213 Moo 5, Khuk Khak, Takuapa, Phang Nga, 82190,
Thailand

酒店照片提供 DESIGN HOTELS

来箱根泡温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