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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店

传奇

隐逸

经典

奢华

设计

GOLDENEYE

GEEJAM

ROUND HILL HOTEL & VILLAS

TRIDENT HOTEL

ROCKHOUSE HOTEL

Oracabessa Bay, St. Mary
1-876-6229009
goldeneye.com

掩藏于北部海岸Oracabessa湾的村落中，
距首都金斯顿约两小时车程。

由碧海、密林和瀉湖环绕；
室内设计出自BIBA
创始人、时尚教母芭芭拉·赫兰妮可（Barbara
Hulanicki）之手，极尽活泼、绚烂、时髦之能事。

穴居生活

The Caves的客房是
12座色彩鲜亮的小屋，
由一对设计师组合操刀。
浪漫晚餐可以选在望海
至高点，
也可以在由
烛光映亮的山洞里。
（ islandoutpost.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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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n San, Port Antonio
1-876-9937000
geejamhotel.com

John Pringle Drive, Montego Bay
1-876-9567050
roundhill.com

位于蒙特歌湾（Montego
Bay）的一处半岛，距离机场

位于距金斯顿两小时车程的
安东尼奥港，
坐拥牙买加最好的几处沙滩
和最火热的夜生活据点。

Anchovy, Port Antonio
1-876-6337000
tridentportantonio.com

独占牙买加北岸安东尼奥港一处优美的港湾。

仅20分钟车程。
由自带36间客房的临海主楼和27栋
私家别墅构成。内部兼具1953年开幕初期的
经典风韵和明快的当代海岛风格。

由录音工作室改造而来，
掩藏于茂盛的热带
丛林中，
室内呈当代设计风格，
是纯白和前卫艺术
品的对话，
如同置身贝弗利山豪宅。

West End Road, Negril
1-876-6181533
rockhousehotel.com

位于牙买加最西端，
周围分布着不少
露天夜场，
距机场约1.5小时车程。

住宅式氛围，
于现代派中掺入了20世纪
五六十年代气息，
由大量艺术原作和
设计家具冲撞，
静谧又不失俏皮。

以《鲁滨逊漂流记》为设计灵感，
依托三万平方米的热带丛林，
是现代派、
热岛风和原生态风格的混合体。

好莱坞明星、超模、名流。

你会见到潮人、派对动物、年轻人和自然派，
但绝对听不到孩子的嬉闹
（这里谢绝12岁以下儿童）。

诺尔·考沃德、格雷斯·凯莉都是其

政要、作家和明星。伊恩·弗莱明在此写完了
14部007邦德小说，约翰尼·德普、凯特·莫斯和
克林顿夫妇都曾下榻于此。

音乐人、电影人和隐居客。比约克、
莎朗·斯通都曾来此居住。

19座别墅分别直面潟湖、沙滩和碧海。
伊恩·弗莱明故居改造的别墅拥有五间套房，
自带私人海滩和泳池。

共七间客房。三间位于英国名设计师安东尼
韦德操刀的别墅中，
另四间均为独立树顶别墅。
标配设计家具、家庭影院和无敌海景。

主楼36间海景客房均由拉夫·劳伦设计，
可欣赏日
落美景；
27处别墅大多自带私人泳池和热带园林。
所有客房都备有Elemis沐浴套装和蓝山咖啡。

共13间直面碧海的私宅风格别墅，
配有邮轮甲板式露台和私人泳池。

14间工作室客房全都配备露台或阳台，20座草顶
别墅或掩藏于丛林，
或构筑于火山岩之上（由岩
石阶梯直入碧海，
是水上运动爱好者的福音）。

树屋风格的The Gazebo主营当地美食，
鲜烤龙虾配南瓜酱和烤羊都不容错过。

半开放布局的Bush Bar身处密林深处，
供应口感绝佳的牙买加菜肴和亚洲风情美食。

由传奇名厨马丁·麦金雷（Martin Maginley）
掌勺，
菜式呈当代加勒比风。另设三间酒吧。

可俯瞰无边泳池的Veranda是享用
早午餐的妙处；
Mike晚餐俱乐部的菜式呈
Fusion风格，中和了日料和牙买加菜的特质。

Rockhouse主营新派牙买加菜；
Pushcart可以尝到很多加勒比街边美食；
Pool Grill供应各色烧烤和轻食。

丰富的活动、独特的底蕴、绚烂的设计
和静谧的氛围。宾客可以泛舟或游泳
前去潟湖畔的水疗馆享用Spa护理。
相比如此美妙的环境，
服务尚有提
升空间；
部分别墅在早晨可能会受附
近学校和教堂的音乐声的打搅。

双人间约¥6,200

忠实拥趸。杰奎琳和约翰·肯尼迪
曾在10号别墅内度蜜月。

有车辆和司机免费带你深入探寻当地；
酒店内设一处超棒的录音工作室；
私密的氛围和惊艳的设计。

尽管酒店体验绝佳，
但距机场
两小时的车程有些煎熬。

双人间约¥4,240

极为出众的早餐、下午茶和烧烤；
丰富的运动项目
及出众的儿童俱乐部；
俯瞰港湾的迷人景致。水疗
馆隐藏于一座18世纪庄园宅邸中，
氛围绝佳。

撰文：汪诗原 编辑：晨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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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房报告 在加勒比最美的五间酒店里对话天堂

Jamaica

Where to Stay

餐饮消费昂贵；
经常一房难求。

双人间约¥2,800

精美的园林、私宅般的氛围；

Mike晚餐俱乐部有乐队助兴，
演奏的爵士乐超棒。

相较其定价，
餐饮水准
依然有提升的空间。

双人间约¥4,500

景观、餐饮、礼宾、服务、氛围，
一切都超乎寻常的棒，
别错过去
悬崖泳池迎着日落游泳。

房间不够宽敞；
酒店外不适合散步。

双人间约¥1,080

CNTRAVELER.COM.CN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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