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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Graystock   

狗吠公园酒店 

"舒适的狗屋"

Dog Bark Park Inn酒店风格迥异，是一家舒适的住宿加早餐酒店，为家庭提
供愉快的体验。该物业由Dennis和Frances拥有，他们是电锯艺术家，也有自
己的商店，出售一系列木制雕刻品。宾馆建在世界上最大的小猎犬之内，位
于狗的口鼻（顶层）上的阁楼是儿童入睡的好地方。这间旅舍的客房都配备
了必要的设施，并设有私人浴室。一个令人兴奋的短期假期的地方，狗吠园
欢迎您的热情服务和舒适的气氛。

 frances@dogbarkparkinn.com  2421 Business Highway 95 at the Dog, Cottonwood ID

 by Nicolás Boullosa   

Treehotel酒店 

"美妙的户外目的地"

如果自然和冒险激发你，那么树酒店是你最好的住宿。提供五个独特的树屋
，从一个舒适的情侣单位到一个家庭小屋，他们舒适，给周围的森林和山脉
的最佳视图。试试可容纳8人的桑拿房。酒店内还设有一间餐厅，您可以在那
里尝试新鲜烹制的野味游戏菜肴。蜻蜓是一个可容纳12人的会议室，如果您
计划过夜，也可以提供床位。季节性的户外活动可以在这里享受，如皮划艇
，钓鱼，骑自行车等。

 www.treehotel.se/  info@treehotel.se  Edeforsväg 2 A, Harads

 by Boyko Blagoev   

Faralda起重机酒店 

"豪华个性化"

顾名思义，Faralda起重机酒店实际上位于一个超过地面50米（164英尺）高
的起重机内。酒店位于阿姆斯特丹的NSDA造船厂，由于其独特的设计而获得
了巨大的人气。酒店只有三间套房，但这些套房的设计考虑到了不同的主题
。神秘套房的设计纯粹是富裕的;豪华大号床，皇家家具和深沉的色调，结合
了城市下方的壮丽景色，使其成为空灵美的缩影。秘密套房拥有现代化的核
心，并继续提供城市的原始视图，金色企鹅增强套房的独特性。第三和最后
一个套房是自由精神套房，它的温和色调淋浴，自由精神套房提供了海港的
壮丽景色。

 www.faralda.com/  Tt. Neveritaweg 33, NDSM plein 78, 阿姆斯特丹

 by foam   

达斯公园管饭店 

"其中的一种"

污水管的想法是令人反感的。达斯公园管酒店打算改变所有与他们改造的排
水管（房间）是独特和舒适的。这些工业排水管道从废料场采取并且被转换
了设计好的住所。住客可以支付任何他们想要支付或可以负担的金额。每个
管道都配有一张床，天窗和货架以及行李空间。

 www.dasparkhotel.net/  info@dasparkhotel.net  Donaulände 21, Ottenshe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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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Zemlinki!   

Ariau亚马逊塔 

"迷失在旷野"

如果你在马瑙斯，渴望冒险留下来，亚历亚马逊塔是一个完美的地方去。这
座建于亚马逊热带雨林中间的树顶，是世界上最大的树顶酒店。从乘船到达
，它周围的景色美丽，在这里提供的服务，酒店提供了一个独特的逗留在每
一个可能的方式。分为八个塔，它具有设备齐全，舒适的客房和套房，酒吧
和餐厅。吹嘘一个优秀的客房服务和商务中心，这个地方将使泰山的生活看
起来像cakewalk！除了提供优质的住宿，还有各种各样的活动，其中与粉红
色的瓶鼻海豚游泳，热带雨林徒步旅行和树木攀登强烈建议。毋庸置疑，即
使在这里短暂停留也会令人难忘。

 www.ariauamazontowers.com/  info@ariautowers.com  Parana do Ariau, Iranduba, Manaus

 by ADT 04   

Attrap'Rêves 

"生活在一个泡沫"

有没有想过泡在泡沫里是什么感觉？询问那些有经验的人住在一个清澈的
泡沫房子里面。 Attrap'Rêves酒店位于法国Aullach，距离马赛大约9.65公
里（6英里），提供6种不同的泡沫客房。谈论不寻常的住宿！这里的体验
需要一个美妙的夜晚，能够欣赏上面闪烁的星星。每一个冒泡的住宅都是风
格完成的，每个主题围绕着一个概念。 Attrap'Rêves酒店拥有可持续和生态
友好的氛围，让您度过难忘的时光。检查他们的网站上的各种一揽子交易信
息。

 www.attrap-reves.com/en/  contact@attrap-reves.com  Chemin de la Ribassière, Allauch

 by Engin_Akyurt   

Kakslauttanen北极度假村 

"壮观的灯光秀"

埋在雪地下，玻璃圆顶冰屋和温暖点燃的木制小屋点缀着迷人的Kakslauttan
en北极度假村的广阔空间。配备了令人难以置信的舒适的宿舍，酒店让客人
从舒适的圆顶冰屋中欣赏到极光的炽热条纹和午夜太阳的白炽光芒。酒店还
为客人提供更宽敞的小木屋，由松树林建成的芬兰天堂为这个体验增添了一
丝乡村气息。当客人们不被北极光的闪烁所吸引，他们可以花时间在荒凉的
拉普兰乡村地区参与各种活动，如赫斯基狩猎，马狩猎，莱门约基游船或淘
金。令人惊叹的位置，舒适的住宿，世界一流的服务和一系列引人入胜的活
动结合在一起，使您度过一段值得品味的体验。

 www.kakslauttanen.fi  hotel@kakslauttanen.fi  Kiilopääntie 9, Saariselkä

 by bigquestionmarks   

Hang Nga疯狂的房子 

"疯狂的世界"

在Hang Nga Crazy House，进入一个弯曲的楼梯，山洞般的客厅和巨大的蜘
蛛网。由于其古怪的景点，这个地方吸引了许多游客和当地人。被当地人称
为“疯狂的房子”，你可以在这里找到一个长颈鹿茶室，桥梁形状像树枝，
熊皮地毯和其他这样的坚果东西的客房。这座房子是由越南前总统崔龙（Chi
nong）的女儿杭阿（Hang Nga）建造的。客房的大部分家具和装饰都来自幻
想和民间传说。参观这个地方是一个完整的有趣的经验。

 +84 63 382 2070  www.crazyhouse.vn/  info@crazyhouse.vn  3 Huỳnh Thúc Kháng
Street, Ward 4, Da L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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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Kyle Greenberg   

自由精神领域 

"不寻常的树屋"

自由精神领域是从巨大的道格拉斯冷杉中悬浮的巨型球体，为树屋提供了新
的维度。提供三种不同大小，不同设施和材料的球体，这些“房间”有许多
窗户，让您一窥森林生物和动物。 Free Spirit Spheres配备了基本的电力
和供暖系统，是一个令人兴奋的周末度假之地，让您更加接近大自然。当风
吹起时，它也像一个温柔的摇摆，但这些球不是为了温顺的心。

 www.freespiritspheres.com/  rosey@freespiritspheres.com  420 Horne Lake Road, Qualicum Beach
BC

 by Lars Thulin   

ICEHOTEL 

"有些人喜欢冷"

当我们还是小孩的时候，我们有多少人想象住在一个冰屋里？那么现在有可
能。 Jukkasjärvi的ICEHOTEL是第一个这样的建筑和结构杰作，它每年冬天
都会融化并重建，所以没有一年是最后一年。套餐和节目是冒险经历最终的
冬季仙境。不过，不要太担心，顾客一般在ICEHOTEL住一个晚上，而下一个
住在一个单独的建筑里的温暖的房间里。酒店拥有原始冰艺术，一个冰大厅
（冰吊灯完成），冰礼拜堂，和最初的Absolut Icebar（斯德哥尔摩ABSOLUT
ICEBAR的前身）。

 www.icehotel.se/  info@icehotel.com  Marknadsvägen 63, Jukkasjärvi,
Kiruna

 by Oleg Volkov   

Jumbo Stay 

"住在喷气式客机"

如果您正在斯德哥尔摩寻找一个古怪的，独一无二的住宿，Jumbo Stay可以
是一个好主意。酒店坐落在一架退役的波音客机上，不仅可以让客人体验住
在飞机上的感觉，而且客房还配备了平面电视和免费WiFi。酒店的其他设施
还包括酒店内的酒吧和咖啡厅。如果你正在寻找更高的体验，你也可以考虑
预订豪华的驾驶舱套件。对于那些寻找一个难忘的住宿的理想选择，在Jumbo
Stay预订房间肯定不会让你失望。

 www.jumbostay.com/  booking@jumbostay.com  Jumbovägen 4, Sigtuna

 by Wanderlust Hotel 

旅行癖酒店 

"对于异想天开的旅行者"

对于旅客寻找一个简单的地方，既奇怪又美妙，Wanderlust恰好适合。四个
层次，每个主题和风格，如创意舒适和工业魅力折衷主题，视觉吸引力的创
意旅行者。一旦完成了颜色的轰击，艺术风格的房间也可以舒适地运作，包
括Posturepedic床和Toto阵雨。酒店内的用餐区Cocotte提供午餐和晚餐，并
遵循酒店的普遍吸引力，没有固定的菜单。一个迷人的地方留在这里度假！

 www.oakwood.com/singapore/singap
ore/wanderlust

 WLH-Res@unlistedcollection.com  2 Dickson Road, 新加坡

 by Jules' Undersea Lodge 

朱尔斯的海底小屋 

"前水下研究实验室"

对于最终的冒险假期，在这个度假村度过一两天。以前是一个水下研究实验
室，它的一个单元包括一个单人卧室和一个厨房，最多可容纳六人的房间。
坐在海底的柱子上，客人在这个结构下游泳，穿过一个四英尺六英尺的“月
池”。客房服务以防水容器提供早餐，午餐和每日报纸。建议尽早预订。那
些不希望在这里预订房间的人可以访问小屋几个小时，甚至把他们的饭菜交
给他们在水下。

 jul.com/  info@jul.com  51 Shoreland Drive, Key Largo F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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