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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24家绝色泳池图鉴  

酒店看似只是一夜食宿，实则是一种理想化的生活方式，一次
跳到另一个世界的可能，在这里你将体验到不同的人生经历。
本期我们从 14 个国家、21 个旅行目的地的上百家酒店中，精
心挑选出 24 家酒店，它们不仅景色出众，更拥有创意十足、设
计出众的 Infinity Pool。无论你想要与世隔绝的放空，还是花
花世界里的轻歌曼舞，抑或是山海丛林边的纵情狂野，这里都
能找到你想要的答案。
[ 编辑·孙东岳、郭洋 ][ 文·汪诗原、郭小懒、Ace、DS、寇东 ][ 助理·YuShu Peng、April][设计·郑健男 ]

INFINITY 

阿曼杰格希湾六善酒店

网址：http://cn.sixsenses.com

位置：P.O. Box 212 Dibba-Musandam, PC 800，阿曼苏丹国

特色：杰格希湾六善酒店位于阿曼苏丹国穆珊旦半岛北部，一面对海，一面背靠群山，原生态的自然景色保存得非常好。也正因此，想要抵达酒店可没那么容易，

前往酒店你只能通过跳伞、坐船或开吉普车进入。虽然酒店如此隐蔽，但这里可不失精致的设计，尤其是酒店的露台泳池，它与餐厅和沙滩酒吧相连，虽然彼此连

接，但之间却有高度落差，这也似乎成为一种无形的隔断，足以让入住的你在池畔享受安静的时光。

便利 ：★☆☆☆☆娱乐 ：★★★★☆私密 ：★★★☆☆

沙漠里的“一千零一夜”

峡谷里的失落世界

美国安缦吉瑞酒店

网址：https://www.aman.com

位置：1 Kayenta Road, Canyon Point ,Utah, 84741-0285, 美国

特色：酒店深藏于一个拥有多姿景色、层状岩石的大升梯国家纪念区峡谷之中。它距最近的亚利桑那州佩吉市有 25 分钟车程。Amangiri 被巨大的 200 亿岁台地

和岩层组成的非凡沙漠景观所环绕。酒店内的泳池由一块巨石建造，堪称是世界上最孤独的泳池，也是最能听从内心的泳池。白天你可以围着大石在泳池边享受时

光慢走，晚上可以浸泡在热水池中享受漫天繁星，甚至夜晚还会点起篝火，在沙漠全景里，尽享只属于自己的世界。

便利 ：★★☆☆☆娱乐 ：★★★☆☆私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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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养云安缦

网址：https://www.aman.com

位置：上海市闵行区元江路 6161 弄

特点：作为安缦旗下最大的一家酒店，养云安缦历时 15 年方才建成。在建筑风格上，酒店以江西古宅与古樟树为基底复建而成，展现出浓浓的东方隐士韵味。而

在选址上同样遵循品牌“避世”原则，隐匿于上海郊区一片鲜为人知的位置。躺在改造后的古宅私人泳池内，古韵悠悠、绿意盎然的气息扑面而来，或许那句“只

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最适合此时心境。

便利 ：★★★★☆娱乐 ：★★★☆☆私密 ：★★★★★

杭州西子湖四季酒店

网址：www.fourseasons.com

位置：浙江省杭州市灵隐路 5 号

特色：西湖自古以秀美著称，古人更是将其与天堂比拟，因此来杭州必不可错过的便是这一湖碧水。位于西湖一畔的西子湖四季酒店，独享一片幽静，在这里你可

以体验到酒店倾心打造的泛舟西子湖早餐体验，也可预约游船入住。此外，你还可以品尝到杭州最棒的四季金沙餐厅，并独享西湖原有的清幽与静美。尤其是室外

无边际景观池，更是仿佛与西湖连成一片，纵身跃入，一边畅游，一边享受最美的西湖风韵，绝对会是你最独特的旅行记忆。

便利 ：★★★☆☆娱乐 ：★★★☆☆私密 ：★★☆☆☆

隐于云深处

泛游西子湖畔

桂林阿丽拉阳朔糖舍

网址：www.alilahotels.com

位置：广西省桂林市阳朔县东岭路 102 号

特色：阳朔以奇绝秀美的自然风景，享有山水甲天下之美名。在这秀美风光里，坐落有一座饱经历史沧桑的糖厂。阿丽拉阳朔糖舍便以此为基础，经由屡获殊荣的

直向建筑设计师董功和水平线室内设计师琚宾设计，将新旧、自然与建筑巧妙融合。酒店的室外泳池由原本用于运输甘蔗的码头改建而成，被碧水青山所环绕，站

于江畔仿佛一幅天然山水画卷展于眼前。夜晚，远处“印象刘三姐”的演出灯光刚好照射在池畔山间，音乐与灯光将带来神奇的视觉感受。

便利 ：★★★★☆娱乐 ：★★★☆☆私密 ：★★☆☆☆

印尼曼达帕丽思卡尔顿Reserve酒店

网址：http://www.ritzcarlton.com

位置：Jalan Kedewatan, Banjar Kedewatan, Ubud,Gianyar 巴厘 ,80571 印度尼西亚

特色：乌布一直被认为是充满魔力的地方，在这里有隐秘的寺庙、活火山的壮丽景色，以及传统巴龙舞讲述的神话故事。曼达帕丽思卡尔顿隐世精品度假酒店，便

以梵文“庙宇”为意，将巴厘岛的魔力和避世之所的安静融于一体。酒店位于起伏的梯田之中，以郁郁葱葱的丛林、阿漾河、寺庙和梯田为背景。在这里拥有 25

栋私人泳池别墅，让你在私密的泳池之中亦能饱览阿漾河及周边美景。

便利 ：★★★☆☆娱乐 ：★★★☆☆私密 ：★★★★★

打开青山画卷

隐匿丛林的静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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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皮特里扎豪华精选酒店

网站：http://www.pitrizzahotel.com

位置：Costa Smeralda, Porto Cervo, 07020 切尔沃港 , 意大利

特色：意大利撒丁岛拥有如水晶般的地中海景色，一直以来都是地中海区域最著名、最受青睐的旅游度假胜地之一。而酒店便坐落于这座著名海岛的翡翠海岸边，

四周被原生态的自然风景所环绕。在这里你只需步行 6 分钟便可到达沙滩，除沙滩美景之外，酒店内的花岗岩有机泳池则是另一大卖点。经由花岗岩雕琢的泳池，

让你在享受独有风景的同时，亦能触碰到这座古老岛屿的纯粹一面。

便利 ：★★★☆☆娱乐 ：★★☆☆☆私密 ：★★★★★

墨西哥悦榕庄卡博玛可酒店

网址：https://www.banyantree.com

位置：Blvd.Cabo Marques, Lote 1 Col.Punta Diamante Acapulco,Guerrero, 墨西哥 

特色：相对奢豪的装饰，“私密”逐渐成为今天酒店奢华与否的重要考量。这座位于墨西哥著名阿卡普尔科 (Acapulco) 钻石区悬崖之上的酒店，便在每一幢别墅里

配上了直面太平洋的私人泳池，滑开卧室落地门就能直接跳入泳池，在提供隐蔽专属天地的同时，更为感官提供了休憩之所，在这里只有空中的鸟儿才能窥见客人

裸泳。作为全球最大独立酒店品牌璞富腾酒店及度假村 Legend 系列的成员酒店 , 在服务上更是得到品质保证。

便利 ：★★☆☆☆娱乐 ：★★★☆☆私密 ：★★★★★

坦桑尼亚塞伦盖蒂四季游猎原墅酒店

网址：https://www.fourseasons.com

位置：Central Serengeti, Serengeti National Park, P.O. Box 14321，阿鲁沙，坦桑尼亚

特色：对于那些“阅池无数”的终极泳池控而言，那些配置精良、氛围怡人的正统泳池显然不能满足他们的丰富阅历和超高“Wow 点”。因此那些在选址、构思

和构造上极尽狂野的泳池才是王道。在塞伦盖蒂四季酒店，这里的主泳池紧挨着野生动物的取水口而建，周围的象群每天会数次成群结队前来酒店取水、戏水 , 问

候趴在泳池边缘上眺望广阔草原的酒店住客。

便利 ：★☆☆☆☆娱乐 ：★★★☆☆私密 ：★★★★☆

普吉岛特里萨拉别墅酒店

网址：https://trisara.com

位置：60/1 Moo 6, Srisoonthorn Road, Cherngtalay, Talang, Phuket 83110, 普吉岛 , 泰国

特色：特里萨拉，在梵语里的意思是“天堂第三座花园”。它是亚洲东南部最私密、最独特的度假酒店。自 2004 年下半年开业以来，特里萨拉酒店迅速成为普吉

岛上的一座地标性酒店，这里是唯一一座所有客房都有独立泳池和享有海景的酒店。除了绝美的自然景观外，酒店还比邻普吉岛知名的奈扬海滩 , 以及悦榕庄高尔

夫俱乐部、邦陶海滩等景点，这一切使得这家酒店更加别具特色。

便利 ：★★☆☆☆娱乐 ：★★★★☆私密 ：★★★★★

私密天堂花园

池畔看象入丛间 此处望海听涛

灵动的地中海风情
EF A T U R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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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外滩W酒店

网址：http://www.wtwhotel.com

位置：上海市虹口区旅顺路 66 号

特点：在诸多酒店品牌中，W 酒店具有非常鲜明的品牌特征，丰富的艺术和文化氛围，让它成为举办户外派对中当之无愧的首选之地，尤其是拥有露台泳池的 W

酒店更是不可错过的风景。置身于上海外滩的 W 酒店，便拥有一处可以欣赏整个浦东天际的露台泳池。在这里，夏日相约伙伴，到户外露台池畔畅饮美酒，大概

是上海夏日里最热闹的呈现。

便利 ：★★★★★娱乐 ：★★★★★私密 ：★★☆☆☆

腾冲玛御谷悦榕庄

网址：https://www.banyantree.com

位置：云南省腾冲县北海乡玛御谷温泉小镇 

特色：悦榕庄一直以来主打休闲度假理念，因此吸引了不少忠实粉丝。而说到温泉养生度假，恐怕没有比坐拥西南温泉度假地的腾冲悦榕庄更具吸引力的。酒店位

于高黎贡山腹地，温泉资源丰富，一个个由温泉泳池组成的温泉疗养群落交错分布，与其说是露天泳池，倒不如说是温泉浴池。而在温泉区之外，酒店另设有四个

露天矿疗温泉池。在这里你可以体验到露台温泉浴池别样的水疗玩法。

便利 ：★★☆☆☆娱乐 ：★★★☆☆私密 ：★★★★☆

大理海纳尔·云墅

网址：http://www.slhhotels.cn

位置：云南省大理市苍海高尔夫国际社区 2-5 栋 

特色：酒店今年 2 月份正式开业，它位于大理安静一隅，面朝洱海、背靠苍山，是云南首家隶属于全球奢华精品酒店联盟的成员酒店。酒店正中拥有一座全透明的

露台泳池，在这里你可以俯瞰整个洱海风景，泳池与洱海仿佛融为一体。要说这里最适合的莫过于池畔瑜伽或太极，在大理缦美的“苍山洱海”下，一展一伸间，

呼吸着自然的气息也是一次令人难忘的度假记忆。

便利 ：★★★★☆娱乐 ：★★★★☆私密 ：★★☆☆☆

三亚保利瑰丽酒店

网址：https://www.rosewoodhotels.com

位置：海南省三亚市海棠区海棠北路 6 号

特色：在高端酒店林立的三亚，拥有露台泳池的酒店多如牛毛。但三亚保利瑰丽酒店的露台泳池却是其中最特别的一处风景，酒店露台泳池位于酒店 13 层，采用

无边式的设计。这样的设计与位置，让它与远方的海洋似乎连成一片。作为三亚最高的泳池之一，你可以远眺到对岸的蜈支洲岛。坐拥三亚的“天海一线”与清新

空气，不好好来场池畔运动都是一种浪费。

便利 ：★★★☆☆娱乐 ：★★★★☆私密 ：★★★☆☆

游入云端水池

一面苍山，一面洱海 群山暖心汤

城市网红新地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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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瑞吉鹿谷酒店
位置：2300 Deer Valley Drive East Park City, Utah 84060, 美国

康斯丹毛里求斯王子度假酒店
位置：Choisy Road,Belle Mare, 贝尔马尔 , 毛里求斯

斐济莫米湾万豪度假酒店
位置：Savusavu Road, Momi，斐济岛

印尼阿丽拉乌布酒店
位置：Desa Melinggih Kelod, Payangan,Giayar 80572, 乌布，印度尼西亚

越南宁丹湾六善酒店
地址：Ninh Van Bay, Ninh Hoa, 宁凡湾 , 芽庄 , 越南 

新加坡富丽敦酒店
位置：1 Fullerton Square, 滨海湾 , 049178 新加坡

英国巴斯庚斯博罗温泉酒店
位置：The Hetling Pump Room，Hot Bath St，Bath BA1 1SJ, 英国

深圳星河丽思卡尔顿
位置：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三路 116 号

北京前门皇家驿栈
位置：北京市东城区前门商业区鲜鱼口 87 号

意大利卡鲁索贝尔蒙德酒店
位置： Piazza San Giovanni del Toro 2, 84010 拉维罗 , 意大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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