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无双款待	 豪华住宿	 驰名珍馐



良木园酒店在酒店业内极负盛名，是旅游业中实至名归的常青先锋。予1900年建成的
酒店前身为条顿俱乐部	 (Teutonia Club)	－新加坡德国侨民的专属会所。经历两次世界
大战和数百年风雨的酒店，仍傲然屹立。

如今，良木园酒店是亚太地区著名的历史遗址酒店。依据原始的建筑风格，酒店优雅

的欧风美貌已大部分被修复，而具代表性的塔楼在1989年被列为国家级历史建筑。	
酒店共有233套华丽舒适并具备现代设施的客房及套房、2个露天泳池、1个健身房、	
5家风格各异的特色餐厅、1间酒吧及一个外卖柜台。

这个国家地标座落予新加坡著名乌节路购物区内一片6公顷的山丘花园，距离金融区	
仅10分钟车程，地点之优异让良木园酒店长期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的商务及休闲游客。

保护我们的客人和员工的福祉至关重要。由指定评估师严厉的检查和认可后，良木园酒店荣获由新加坡政府颁发的新加坡保洁运动	

(SG Clean）认证。我们致力于确保大家有个安全和清洁的环境，以及给予我们的住客一个安心的住宿体验。

酒店设施及服务
•	商务中心
•	健身房
•	泳池(主池及梅菲尔泳池)
•	24小时客房服务
•	银行／外币兑换
•	托儿服务
•	租车服务

•	代客泊车服务
•	礼宾柜台
•	发廊
•	裁缝店
•	美颜及水疗护理
•	同日洗衣、乾洗、熨烫服务
•	唐朝宝藏展览厅

酒店简介

Rose Marie	套房

1900年条顿俱乐部面貌

主池



设施
实用的设施和设备皆是良木园经典的优雅礼宾服务一部分，让尊客宾至如归。

•	吹风机、浴袍及卧室拖鞋
•	熨斗及熨衣板
•	个人保险箱
•	国际直拨电话及留言设备
•	230V电源接口

所有位于大厅区、梅菲尔区及塔楼区的客房及套房皆具备：

•	免费互联网	(有线及无线链接)
•	电缆及卫星电视
•	咖啡机及茶具	(套房备Nespresso咖啡机)
•	迷你酒吧
•	浴室用品

客房类型
酒店优雅舒适的客房分布予6公顷的园地，分别在大厅、梅菲尔区、
塔楼区及柏宁区内。

具历史色彩的客房注入现代设计，更添高雅独特性，充分展现酒
店作为历史地标独具一格的风采。

豪华客房 (Deluxe Room)）
高雅豪华的装潢；舒适宽敞的空间。
面积：39平方米
客房总数：44

豪华梅菲尔客房	(Deluxe Mayfair Room)）
位于梅菲尔区内的豪华客房装潢时尚。古色古香的阳台俯瞰巴厘
风情的梅菲尔泳池或酒店周边的绿色园林。
面积：31-44平方米
客房总数：66

豪华池景客房	(Deluxe Poolside Room)）
精巧且具高雅设计元素的客房，备有能直通梅菲尔泳池旁的	
平台。
面积：31平方米
客房总数：8

豪华塔楼客房	(Heritage Room)）
予2016年底装修的豪华客房，坐落于酒店最具历史的塔楼区。	
以新古典元素设计而成的宽敞客房具备独立式起居室及卧房。
面积：36-48平方米
客房总数：15

高级套房	(Junior Suite)）
新古典风格装饰的套房备豪华的起居室及卧室。
面积：50-65平方米
客房总数：14

池景套房	(Poolside Suite)）
备舒适起居室的优雅套房；直通主池。
面积：48-55平方米
客房总数：13

豪华池景套房	(Deluxe Poolside Suite)）
典雅宽敞的套房备起居室、2间浴室及一间卧室，直通巴厘风情梅
菲尔泳池。
面积：65平方米
客房总数：5

单卧室贵宾套房	(1-Bedroom Suite)
具有独立式起居室及用膳房的宽敞套房，恬静高雅，并面向美丽
的梅菲尔泳池。卧房亦备阳台。
面积：90平方米
客房总数：1-2

客房

豪华客房

豪华梅菲尔客房

豪华池景客房



双卧室贵宾套房	(2-Bedroom Suite)
具有独立式起居及用膳房的宽敞套房，恬静高雅，并面向美丽的	
梅菲尔泳池。卧房亦备阳台。
面积：121平方米
客房总数：1-2

Rose Marie	套房	(Rose Marie Suite)
犹如贵族别墅一隅的套房包括宽敞的休息室、皮革软包装饰墙面	
的阅读室、备步入式衣帽间的豪华卧室、备桑拿的浴室、餐具室以
及备天台的奢华饭厅。
面积：260平方米
客房总数：1

柏宁套房	(Parklane Suite)
位于酒店附属建筑的复式套房特为长住宾客设计，具备完善实用	
的设施和设备。2种不同格式的柏宁套房供不同要求的宾客选择：

复式单室套房：	600平方寸(55.74平方米)
上层卧室；下层则备起居兼用餐空间、	小厨房、浴室及阳台。
客房总数：32

复式套房：	800平方寸(74.32平方米)
一层备起居兼用餐空间、小厨房及阳台；上层备一间卧室及浴室。
客房总数：32

客房预定：
电话：+65 6730 1811 / 1844
传真：+65 6738 5034
电邮：rmresv@goodwoodparkhotel.com

豪华塔楼客房

池景套房

豪华池景套房

柏宁套房梅菲尔泳池



良木园酒店世代以经典独特的珍馐美馔著名，而出自酒店厨房的原创美食至此依然令人食指大动。由简单的餐点至高级美食，酒店7个风格	
各异的餐饮概念呈现多层次的选择。

由	Gordon Grill	独具特色的推车牛肉剖切服务，至岷江川菜馆的精致中菜、由岷江在登布西山的道地北京烤鸭，至	L’Espresso 著名的英式下午
茶;	由	Coffee Lounge 美味的传统台湾粥品，至	The Deli 外卖柜台上令人难以抗拒的榴梿泡芙和应季月饼	-	总有合乎您口味的选择。

具英殖民时期风格的温馨餐厅，以多种
类德台湾粥品、特色本地菜式及本地风
味下午茶著名。

座位容量		120人

早餐		6am - 10.30am
午餐		12noon - 2.30pm
晚餐		6pm - 10.30pm

本地自助式下午茶		3pm - 5.30pm

Coffee Lounge 
+65 6730 1746

令人垂涎的糕点及自制饼干。

营业时间		9am - 9pm

The Deli	外卖柜台
+65 6730 1786

作为新加坡顶级牛扒西餐厅之一，这里
以优质牛扒和欧式餐点著名。

座位容量		60人

午餐		12noon - 2.30pm
晚餐		7pm - 10.30pm

不论您想品的是开胃酒、餐后酒或	
鸡尾酒，亦可到此小酌一杯。

座位容量		20人	(座)
	 	40人	(站)

营业时间		10am - 12am
欢乐时光		6pm - 9pm

Gordon Grill
+65 6730 1744

Highland 酒吧
+65 6730 1744

坐落于绿油油的登布西山，这设予在
5,000 平方英尺的黑白殖民地建筑是以
道地的北京鸭、精致点心和经典四川及
粤菜著名。

座位容量		130人	(户内)
	 	 20人	(户外)	
	 	8人	(吧台)

午餐		11.30am - 2.30pm
晚餐		6.30pm - 10.30pm

除了美味的午餐及晚餐之外，您也可在
此享受英式下午茶，或在傍晚品尝精致
点心和鸡尾酒。

座位容量		68人	(户内)
														70人	(户外)

营业时间		10am - 12am

午餐		12noon - 2pm
晚餐		6pm - 10.30pm

L’Espresso
+65 6730 1743

英式下午茶	
（周一至周五）		2pm - 5.30pm
（周六至周日及公假）	
		12noon - 2.30pm	(首批入座)
			3pm - 5.30pm	(第二批入座)

点心及鸡尾酒时间		6pm - 10.30pm

欢乐时光		6pm - 9pm

岷江川菜馆	
+65 6730 1704

岷江在登布西山
(7A和7B登布西路)
+65 6774 0122

餐饮美食

	网上订位，	请浏览	www.goodwoodparkhotel.com

经典粤菜及四川菜肴，包括每日午市	
的推车点心服务。

座位容量		100人	(户内)
																		 	60人	(6间包房)
														 		93人	(户外)

午餐及点心
（周一至周六）		11.30am - 2.30pm
（周日）		11am - 2.30pm

晚餐		6.30pm - 10.30pm



酒席承办

由大型商业探讨会及政府官员会议，至婚宴、主题晚会及小型聚会，经验丰富的良木园酒店所承办的活动多样，各个旨在达客户所愿。	

八角形格局的温莎宴会厅	(Windsor Ballroom)，象征中国风水中的八卦图讨吉祥好意头，是酒店最庞大奢华的空间。温莎宴会厅也可分隔	
为2或4个房间，适合较小型的商业会议或分组会议。带自然光线带优雅都铎宴会厅	(Tudor Ballroom) 则备私人招待前厅，适合小型聚会。
都铎庭院	(Tudor Courtyard) -	高贵典雅的玻璃式帐房由一片绿意盎然的垂直绿墙围绕着，是举办婚宴，鸡尾酒会及商业聚餐的最佳场地。

特点：

所有会议及多功能室皆具备最前卫的电话会议及音响视觉器材，包括：

•	所有多功能室具宽带互联网（无线链接）
•	所有多功能室具备位置实用的自动显示器及荧屏

定制外烩服务－	您只需邀请客人，所有一切让我们为您承办
良木园酒店专业的餐饮外烩服务团队能协助所有活动和宴会策划人打造让人印象深刻的盛宴。为确保每一项活动的成功，专属人员将在整个

策划过程中的每一个步骤细心地引导客户，由音乐至花卉摆设，由餐牌至餐桌布置，一个细节不漏。

我们的厨师及服务人员会到聚会场地所在处亲自为您服务。不论是花园会、早餐会议或正式的晚餐，我们都能为您提供最合适的餐点及服务，

甚至一组戴白手套的司膳官！结合酒店获奖餐厅岷江川菜馆及	Gordon Grill 的厨师经验，我们的外烩团队能准备一系列不同特色的餐点。

宴会／外烩服务：

电话	+65 6730 1821		 传真	+65 6738 5034	 电邮	banquet@goodwoodparkhotel.com

一平方米＝	10.764平方英尺，一米＝3.28英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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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莎宴会厅	(Windsor Ballroom)
镜像墙面、高耸的天花板、耀眼的水晶吊灯、无支柱隔挡的宽阔空间	-	具独特	

八角形格局的温莎宴会厅令人叹为观止。温莎宴会厅也可分隔为2或4个房间。

都铎宴会厅	(Tudor Ballroom)
水晶吊灯、殖民地时期风格的室内设计以及令人感觉舒畅的米色调让都铎宴会厅	

含蓄中带奢华，既温馨又具魅力。长方形格局的宴会厅两侧备落地窗，室内自然	

光线充足。宴会厅所备的私人招待前厅亦是宴会前鸡尾酒会的最佳场地。

大厅

多弗会议室
(Dover)

阿伦德尔会议室
(Arundel)

汉普顿会议室
(Hampton)

利兹会议室	
(Leeds)

吧
台

招待区

主入口



酒店地图

良木园酒店位于新加坡的购物休闲中心，在乌节路和史各士路之间，距离
珊顿大道金融、商业区仅10分钟路程，乘搭出租车从酒店到樟宜国际机场
只需要25分钟，是休闲和商务出行的理想之选。

新加坡保洁运动(SG	Clean)认证	–	酒店	
新加坡旅游局	
企业新加坡

建设局绿色标志奖－金奖 
新加坡建设局

优异酒店服务奖	
新加坡旅游局

优异服务奖	－	银奖、金奖、明星奖	
新加坡酒店业协会

优异奖状及旅客之选奖	
到到网

全国礼貌奖	－	服务金奖	
新加坡酒店业协会	
新加坡行善运动理事会

金奖	(旅店)	
安可达网

推荐奖	(旅店)	
福布斯旅游指南

酒店安全奖	
新加坡酒店业协会

最佳午后休闲	－	入围	
好客邦网

新加坡服务奖	(前五名)	
(Gordon Grill)	
新加坡旅游局

推荐 
(酒店、Gordon Grill、岷江) 
新加坡米其林指南

区域最佳餐馆指南	
(Gordon Grill、岷江)	
《Asia Tatler》

新加坡最佳餐厅	
(Gordon Grill、岷江)	
《Singapore Tatler》杂志

新加坡顶级餐厅	
(Gordon Grill、岷江)	
《Wine & Dine》杂志

最佳餐厅	(中餐)	
(岷江)	
亚洲酒店业白金奖

最佳餐厅	（西餐）	
(Gordon Grill)

亚洲酒店业白金奖	
卓越奖	
(Gordon Grill)	
《Gourmet & Travel》G 最佳餐厅奖

最佳商务午餐	(西餐)	
(Gordon Grill)	
《Gourmet & Travel》G 最佳餐厅奖

新加坡50最佳蛋糕	
(榴梿慕斯蛋糕)	
《海峡时报》	星期刊

新加坡最佳榴梿泡芙	
《联合晚报》

及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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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木园酒店
新加坡史各士路	22号	228221
电话：	+65 6737 7411
传真：	+65 6732 8558
enquiries@goodwoodparkhotel.com

荣誉及奖状

联系方式

www.goodwoodparkhotel.com
MEMBER OF THE GOODWOOD GROUP OF HOTELS

GoodwoodParkHotel goodwoodparkhotelsg goodwoodparks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