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饼一览
Mooncakes

又见中秋月圆 美味月饼何处寻
海天楼
鸟语花香庆中秋
中秋佳节，新加坡泛太平洋酒店(Pan Paciﬁc Singapore)除了呈献
多款精美手工月饼应节，今年还和新光学校艺术家发展计划(Artist
Development Programme, ADP)合作，采用两位自闭症天才艺术
家--萧越云《鸟语花》和Nurul Amirah Binte Zain《花叶颂》的作
品，印制在月饼盒和手提袋，精美大方的同时兼具实用性。凡购买一
盒月饼或限量版手提袋(售价$15)，酒店会各别捐出$1和$10予新加坡
自闭症资源中心(Singapore Autism Resource Centre)。
新口味月饼：榛果巧克力柚子冰皮月饼(1盒4个$68.80)、椰子凤梨冰
皮月饼(1盒4个$68.80)、樱桃伯爵冰皮月饼(1盒4个$68.80)、百香芒
果冰皮月饼(1盒4个$68.80)、海天楼四喜冰皮月饼(1盒4个$68.80)、
翡翠瓜仁月饼((1盒4个$69.80)
招牌月饼：純猫山王榴梿冰皮月饼(1盒4个$88.80)、双黄白莲蓉月饼
(1盒4个$73.80)、单黄白莲蓉月饼(1盒4个$69.80)
售卖日期：即日起至9月14日
地点：1楼的月饼摊位 或 3楼的海天楼
电话：9009 5936
网址/电邮：paciﬁcmarketplace.com.sg

樱桃园

满福苑

新加坡文华东方大酒店(Mandarin Oriental Singapore)的中
餐馆--樱桃园，今年推出新口味月饼还是以清新水果如龙珠
果、香橙为主，健康的同时也带给清香不腻。

新加坡洲际酒店(InterContinental Singapore)数年前以独创玫瑰花
型冰皮月饼推出面市后即大受消费者欢迎。今年，满福苑玫瑰花冰
皮月饼口味更是多样化，不妨试试。

新口味月饼：香橙五仁果月饼(1盒2个$46/4个$84)、青柠龙珠
果冰皮月饼(1盒8个$76)
招牌月饼：樱桃园四宝(1盒4个$82)、双黄低糖白莲蓉月饼
(1盒2个$46/4个$84)、缤纷映四雪冰皮月饼(1盒8个$76)、荔
枝巧克力冰皮月饼(1盒8个$76)

新口味月饼：精选茶品(Tea Collection)(1盒4个$76，爱尔兰奶油威
士忌阿萨姆茶与牛奶巧克力冰皮莲蓉月饼、花草绿茶与榛果巧克力
豆子冰皮莲蓉月饼、薄荷茶奇亚籽柠檬洛神花巧克力冰皮莲蓉月
饼、香桃茶南瓜籽姜味百香果巧克力冰皮莲蓉月饼各1个)
招牌月饼：精选茶品(1盒4个$76)、双黄白莲蓉月饼(1盒4个$76)、
低糖夏果莲蓉月饼(1盒4个$72)

售卖日期：即日起至9月13日
地点：文华东方大酒店
电话：6885 3081
网址/电邮：mosin-mooncakes@moh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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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卖日期：即日起至9月13日
地点：满福苑专柜
电话：6825 1131/6825 1132
网址/电邮：sinhb-festive@ihg.com

四川豆花饭庄
四川 豆花 饭庄(Si
Chuan Dou Hua
Restaurant)今年的新
口味是陈皮豆沙月饼，
绵密中带有一股清香的
陈皮味。将其装入典
雅的淡蓝色精美礼盒
里，不论自享或送人两
相宜。
新口味月饼：陈皮豆沙
月饼(1盒4个$58)
招牌月饼：黑金坚果白莲蓉月饼(1盒4个$60)、双黄白莲蓉月饼(1盒
4个$62)
售卖日期：即日起至9月13日
地点：全岛四间四川豆花饭庄
电话：TOP of UOB Plaza 6535 6006,
Our Tampines Hub 6386 8113,
Parkroyal on Beach Road 6505 5722,
Parkroyal on Kitchener Road 6428 3170
网址/电邮：www.sichuandouhua.com

香宫/香聚
香格里拉酒店(Shangri-La Hotel)旗下的中餐馆香宫和位于
Jewel Changi的香聚，今年推出的月饼礼盒种类多，口味
涵盖颇受欢迎的经典和创意口味，是馈赠亲友和合作伙伴
的最佳礼品。
新口味月饼：香宫迷你冰皮月饼(1盒8个$76，咖椰白巧克
力和柚子清酒各4个)、芋泥黑芝麻月饼(1盒4个$74)；香聚
四宝(1盒4个$80，有低糖双黄白莲蓉、低糖单黄白莲蓉、
低糖純白莲蓉和黑芝麻腰果荔茸)
招牌月饼：限量版香格里拉招牌迷你奶皇燕窝(1盒8个
$120)、低糖至尊四黄白莲蓉(1盒4个$120)、香宫四宝(1盒
4个$80，有低糖双黄白莲蓉、低糖单黄白莲蓉、低糖純白
莲蓉和香宫五仁)
售卖日期：即日起至9月13日
地点：香格里拉酒店大堂 / 香聚星耀樟宜
电话： 香宫 6313 4398 / 6213 4473 / 香聚 6346 0260
网址/电邮：dining.sls@shangri-la.com/
reservations@shangsocial.com

江南春
徇众要求，四季酒店(Four Seasons Hotel Singapore)旗下中餐馆江
南春，今年将招牌五仁烟鸭月饼回归，让大家再次品出其醇香。
新口味月饼：百香果芒果干冰皮月饼(1盒8个$80)
招牌月饼：双黄白莲蓉月饼(1盒4个$80)、五仁烟鸭月饼(1盒4个
$78)、四季特选(1盒4个$82)、猫山王榴梿冰皮月饼(1盒8个$98)、
奶皇燕窝冰皮月饼(1盒8个$88)、江南春精选冰皮月饼(1盒8个$88)
售卖日期：即日起至9月13日
地点：江南春
电话：6831 7220
网址/电邮：www.fourseasons.com/singapore/mid-autumnfestival

希尔顿
希尔顿酒店(Hilton Singapore)今年的月饼礼盒好特别，那
花卉图案的四层格式提盒和限量版设计师手提袋式礼盒，
不论是提着还是摆在家中珍藏，都是那么的赏心悦目。
新口味月饼：香橘杏白莲月饼(1盒4个$66)、蓝莓芝士冰皮
月饼(1盒8个$66)、百香果薄荷冰皮月饼(1盒4个$66)
招牌月饼：双黄白莲月饼(1盒4个$70)、核桃紫番薯月饼(1
盒4个$66)、荔枝白巧克力冰皮月饼(1盒8个$66)
售卖日期：即日起至9月13日
地点：酒店大堂 D9 Cakery
电话：6730 3392
网址/电邮：hiltonsingaporerestaurants.com/off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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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木园
今年，良木园酒店
(Goodwood Park
Hotel)在推出多款
传统经典口味的同
时一口气添加四种
新口味冰皮月饼。
不论是浓郁的榴梿
香亦或是绵密的莲
蓉香，必有一款适
合你的味蕾。

厨魔
月饼市场今年迎来新的竞争者。新加坡首都凯宾斯基酒店(The
Capitol Kempinski Hotel)与厨魔梁经伦的合作下，首次推出
烘皮月饼庆中秋。
新口味月饼：迷你剧院组合(1盒8个$68，4个焦糖五仁月饼、
四个迷你黄金玉米月饼)、迷你黄金玉米月饼(1盒8个$64)、迷
你焦糖五仁月饼(1盒8个$72)、白莲蓉月饼(1盒4个$68)、双黄
白莲蓉月饼(1盒4个$78)、单黄白莲蓉月饼(1盒4个$74)、美国
无花果月饼(1盒4个$72)、综合烘皮月饼(1盒4个$73)
售卖日期：即日起至9月13日
地点：首都凯宾斯基酒店和15 Stamford by Alvin Leung餐馆
电话：6715 6871
网址/电邮：kempinski.com

新口味月饼：奇异
火龙果蜂蜜冰皮
月饼(1盒4个$56)、黑刺榴梿冰皮月饼(1盒4个$108)、黑白精选冰
皮月饼(1盒2个$62，猫山王和黑刺榴梿各1个)、冰皮组合(1盒4个
$66，奇异火龙果蜂蜜、杨枝甘露、金蜜、D24榴梿各1个)
招牌月饼：猫山王榴梿冰皮月饼(1盒4个$88)、D24榴梿冰皮月饼
(1盒4个$70)、杨枝甘露冰皮月饼(1盒4个$56)、双黄白莲蓉月饼
(1盒4个$72)
售卖日期：即日起至9月13日
地点：The Deli
电话：6730 1868
网址/电邮：mooncake@goodwoodparkhotel.com

翡翠月饼
翡翠(Crystal Jade)一路来秉持着打
造低糖健康月饼而家喻户晓。在这个
节日里，一系列“低糖健康”月饼就
装在以银杏叶为主题设计的雅致礼盒
里，非常受欢迎。
新口味月饼：迷你八宝烘皮月饼(1盒
8个$68)
招牌月饼：低糖双黄白莲蓉月饼(1盒
4个$68)、翡翠四喜(1盒4个$68，低
糖瓜子白莲蓉、低糖单黄白莲蓉、低
糖双黄白莲蓉、翡翠五仁各1个)

莆田月饼
莆田莲姐(Putien Madam Leng)手
工酥皮月饼，有两种口味，既槟榔
芋馅和紫薯馅。各别采用自泰国的槟
榔芋和来自日本的上等紫薯。在层层
酥皮包裹下的内馅，其口感皆绵密留
香，回味无穷。

售卖日期：即日起至9月13日
地点：全岛翡翠餐馆
网址/电邮：www.crystaljade.com

鸿桃轩
多年来，新加坡滨华大酒店(Marina
Mandarin Singapore)的鸿桃轩以低
糖烘皮月饼系列而受到注重健康者的
欢迎。今年也不列外，大家不妨试试
其新推出的海盐坚果焦糖莲蓉月饼，
另有一番滋味。

招牌月饼：槟榔芋酥皮月饼/紫薯酥
皮月饼(1盒4个$52/1盒2个$28/单个
$14)、单黄槟榔芋酥皮月饼/单黄紫
薯酥皮月饼(1盒4个$58/1盒2个$32/
单个$16)、精选混搭(1盒4个$55)

新口味月饼：海盐坚果焦糖莲蓉月饼
(1盒4个$68.80)
招牌月饼：黄金黑芝麻(1盒4个
$68.80)、精品双喜(1盒2个$39.80，双
黄白莲蓉、黄金黑芝麻各1个)

售卖日期：即日起至9月13日
地点：全岛莆田餐馆
网址/电邮：www.putien.com/
outlet/

售卖日期：即日起至9月13日
地点：鸿桃轩
电话：6845 1118
网址/电邮：peachblossoms.
marina@meritushotel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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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豪董厦
万豪董厦酒店(Singapore Marriott Tang Plaza
Hotel)和往年一样，一口气推出多款各具特色月饼，
不论在选料、制作手艺、口味、包装上都能满足宾客
的不同口味喜好，给予不同的美味中秋体验！
新口味月饼：精选法式火腿枣蓉坚果月饼，和2015
斯古堡一级正牌贵腐甜白葡萄酒苏玳，法国(375毫
升)(1盒4个$238)、薰衣草法式火腿莲蓉坚果月饼(1
盒4个$80)、百里香蜂蜜心山莓酸奶冰皮月饼(1盒8个
$70)、玫瑰酒心摩卡蓉冰皮月饼(1盒8个$70)、香槟
酒心椰香蓉冰皮月饼(1盒8个$72)
招牌月饼：双黄白莲蓉月饼(1盒4个$76)、传统五仁
鸡肉干月饼(1盒4个$72)、纯正猫山王榴梿冰皮月饼
(1盒8个$82)
售卖日期：即日起至9月13日
地点：酒店正门预订处
电话：6831 4708
网址/电邮：www.singaporemarriott.com/
mooncakes

玉楼
今年的中秋节，新加坡富丽敦酒店(The
Fullerton Hotel)除了推出传统经典口味之外，
更精选了本地人喜爱的食材入蓉，为中秋引来
别样的传统美食艺术。
新口味月饼：冰皮万隆(Bandung)(1盒4个
$62)、冰皮椰丝球(1盒4个$62)、五仁杏桃干(1
盒4个$64)、限量版富丽敦明月宝典(1盒$238)
招牌月饼：精装招牌限量版富丽敦黄金十五月
(1盒$198，1个8黄大月饼和14个不同口味的迷
你烘皮月饼)、冰皮香兰椰糖(1盒4个$62)
售卖日期：即日起至9月13日
地点：The Fullerton Cake Boutique
电话：6877 8943
网址/电邮：bit.ly/jadeoriginalsmooncake19

乐天
由于去年推出的创新口味深受食客的喜爱，今
年乐天餐饮集团(Paradise Group)再次把这
一系列手工制作，不含防腐剂的各式口味月饼
推出和大家一起同庆中秋！

宴庭
新加坡瑞吉酒店(The St. Regis
Singapore)的宴庭餐馆，在馅料上保
留了传统的蛋黄莲蓉的同时也添加了
更多口感细腻、清新之口味，诠释了
品质在传统和创新之间的始终如一。
新口味月饼：皇室奶茶乌龙茶冰皮月
饼(1盒8个$78)、芋头杏片咸蛋冰皮月
饼(1盒8个$76)、煎蕊瓜子冰皮月饼
(1盒8个$76)
招牌月饼：黑芝麻蓉咸花生巧克力冰
皮月饼(1盒8个$78)、顶级猫山皇冰皮
月饼(1盒8个$118)、四皇白莲蓉月饼
(1盒4个$111)、夏威夷果仁低糖白莲
蓉月饼(1盒4个$75)
售卖日期：即日起至9月13日
地点：宴庭和La Patisserie
电话：6506 6852/9488 2741
网址/电邮：festive.midautumn@
stregis.com

招牌月饼：精致迷你冰皮月饼(1盒8个$58，备
有香橙柳丁荔枝、咖啡玛奇朵黑芝麻、茉莉榛
子脆、日式栗子桂花四种口味)、迷你黄金流
沙奶黄月饼(1盒8个$56)、潮州经典芋泥月饼
(1盒4个$54)、经典传统烘皮低糖月饼(1盒4个
$54-$64，备有香純白莲蓉、单黄白莲蓉、双
黄白莲蓉、至尊五仁、花好月圆五种选择)
售卖日期：即日起至9月12日
地点：全岛乐天餐饮集团餐馆
网址/电邮：festive@paradisegroup.com.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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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尔蒙
莱佛士酒店
华厅
乌节酒店(Orchard Hotel)华厅月饼以选取
多种健康食材，融汇传统广式月饼风格，并
以低糖制作，令月饼健康的同时味感纷呈。
新口味月饼：山楂瓜子冰皮月饼(1盒8个$70)
招牌月饼：迷你奶黄咸蛋冰皮月饼(1盒8
个$70)、陈年花雕蓝莓冰皮月饼(1盒8个
$70)、低糖双黄夏果白莲蓉月饼(1盒4个
$76)、低糖单黄夏果白莲蓉月饼(1盒4个
$74)、招牌五仁(1盒4个$74)
售卖日期：即日起至9月13日
地点：酒店大堂月饼销售亭
电话：6739 6577
网址/电邮：bit.ly/MillenniumMooncakes2019

为欢庆莱佛士酒店(Raffles Hotel
Singapore)以全新面貌回归，这家标
志性的古迹酒店就以精美手工制作的创
新和传统月饼做献礼庆佳节，让芳香四
溢的滋味传递花好月圆的真挚愿景。
新口味月饼：迷你牛油果香芒柚子冰皮
月饼(1盒8个$76)
招牌月饼：香槟巧克力冰皮月饼(1盒
8个$78)、双黄夏果白莲蓉月饼(1盒4
个$78)
售卖日期：即日起至9月13日
地点：Raffles Arcade
电话：6412 1122
网址/电邮：rafflescelebrations.com.sg

在过去几年，费尔蒙酒店(Fairmont
Singapore)旗下中餐馆四川阁每年都会献
上新品味月饼。今年也不列外，在点心师傅
Mandy的巧手下，以茶、果香为馅，打造了
数款截然不同的口味。
新口味月饼：橘皮杏桃白莲月饼(1盒4个
$72)、迷你法国伯爵茶奇亚籽冰皮月饼(1盒
8个$72)、迷你甜菜玫瑰冰皮月饼(1盒8个
$72)
招牌月饼：迷你香槟巧克力冰皮月饼(1盒8
个$76)、迷你兰姆酒葡萄干巧克力冰皮月
饼(1盒8个$74)、双黄白莲蓉月饼(1盒4个
$76)、单黄夏果白莲蓉月饼(1盒4个$74)
售卖日期：即日起至9月13日
地点：酒店2楼临时(快闪)展台
电话：6338 8785
网址/电邮：celebrationscentral.com.sg

新故乡
边尝月饼边品茗？
新加坡雅庭假日酒
店(Holiday Inn Atrium Singapore)的新故乡酒楼在中秋期间让
大家在购买月饼时也能买到搭配的茶品如白牡丹、竹叶青、锦
上添花等，在家自享或送人皆相宜。
新口味月饼：迷你白莲蓉迷迭香蜂蜜巧克力冰皮月饼(1盒6个
$66)、迷你白莲蓉新加坡司令巧克力冰皮月饼(1盒6个$66)
招牌月饼：金牌奶皇迷你月饼(1盒6个$68，需3天预订)潮州单
黄芋泥月饼(1盒4个$76，需3天预订)、娘惹榴梿月饼(1盒4个
$76，需3天预订)、低糖双黄白莲蓉月饼(1盒4个$74)
售卖日期：即日起至9月13日
地点：新故乡和酒店大堂
网址/电邮：singaporeatrium.holidayinn.com/esh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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饭夫人
明月传情，新
加坡南岸JW
万豪酒店(JW
Marriott Singapore South Beach)与饭夫人合作，挑选上乘
馅料，倾情推出款款精致，带有浓浓心意的月饼。
新口味月饼：蓝莓月饼(1盒4个$74)、普洱茶奇亚籽月饼(1盒
4个$74)、顶级坚果月饼(1盒4个$82)、甜蜜蜜冰皮月饼(1盒8
个$76，含有酒精成分)、顶级猫山王冰皮月饼(1盒8个$82)
招牌月饼：双黄白莲蓉月饼(1盒4个$82)
售卖日期：即日起至9月13日
地点：节庆柜台(隔邻Beach Road Kitchen)和饭夫人餐馆
电话：6818 1908
网址/电邮：jw.sinjw.festive@marriott.com

MDM LING

家味
新加坡美爵乐斯酒店(Grand Mercure Roxy Singapore)
旗下中餐馆家味，今年推出的新口味月饼以冰皮为主，不
论是软糯清甜抑或是浓郁香气，定有一种合您的味蕾。
新口味月饼：樱花冰皮月饼(1盒8个$50.80)、绿茶瓜子
冰皮月饼(1盒8个$50.80)、香蕉巧克力冰皮月饼(1盒8个
$53.80)、海盐焦糖冰皮月饼(1盒8个$53.80)
招牌月饼：榴梿冰皮月饼(1盒8个$53.80)、夏果白莲蓉月
饼(1盒4个$49)、单黄白莲蓉月饼(1盒4个$51)
售卖日期：即日起至9月13日
地点：Wave咖啡座, 家味中餐馆或酒店大堂摊位
电话：6340 5882
网址/电邮：www.grandmercureroxy.com.sg

欢庆新加坡开埠200周年和喜迎中秋的到来，Mdm Ling Bakery今年还
特别把招牌上海三色月饼的形状改成舢舨型以做纪念。Mdm Ling和
The Everyday Revolution (TER)合作并由TER旗下艺术家Looi Sio Siang
为她设计“和谐”月饼盒。此外，凡购买一盒月饼，她也会捐$1
给TER。
新口味月饼：和谐精选(1盒4个$52，备有紫薯翡翠、绿豆蓉翡翠、绿豆
白莲、豆沙绿茶香各1个)
招牌月饼：潮州金黄酥皮芋泥月饼(1盒4个$68，备有单黄或素)、潮州
金黄酥皮番薯(1盒4个$68，备有单黄或素)、超凡纯正猫山王榴梿(1盒8
个$88)、“源发饼家”招牌上海三色月饼(1盒3个$52，备有原味莲蓉、
香兰、豆沙)
售卖日期：即日起至9月12日
电话：8787 4142
网址/电邮：www.mdmlingbakery.com或hello@mdmlingbakery.com

Janice Wong Singapore
由亚洲最佳甜点师傅黄慧娴(Janice Wong)
今年从日本精心挑选当地最好食材制成的限
量版冰皮月饼，口感细腻，淡香柔滑，是品
味之选。
新口味日式月饼：一盒($65)有九款口味- -北
海道烤黄豆粉(Kinako)、高知柚子、德岛甜
薯、和歌山梅子、爱知红豆、静冈绿茶、京
都烤绿茶、熊本栗子、千叶花生

老成昌
中秋节，借月饼滋味传递祝福心意。
今年的老成昌(Old Seng Choong)也
在其四大天王和四大美人中添加了新
口味，以满足大家的不同口味喜好。
新口味月饼：肉干红莲蓉月饼(1盒4
个$68.80)、“四大美人”里添加了新
品--冰皮芋头南瓜和冰皮香兰与椰糖
招牌月饼：四大天王(1盒4个$68.80，
南瓜子白莲蓉、蛋黄馅白莲蓉、黑芝
麻瓜子蛋黄馅、肉干红莲蓉各1个)、
四大美人(1盒8个$68.80，冰皮柚子马
丁尼、冰皮兰姆黑巧克力珍珠、冰皮
芋头南瓜、冰皮香兰与椰糖各1个)、
冰皮猫山王榴梿(1盒8个$88)
售卖日期：即日起至9月13日
地点：老成昌旗舰店 #01-48 Clarke
Quay Central
网址/电邮：www.oldsengchoong.
com

皇冠假日

预购日期：即日起至8月25日
网址/电邮：janicewong.online

樟宜机场皇冠假日酒店(Crowne Plaza Changi
Airport)今年的月饼礼盒，还是以深受大家
喜爱的以旅行为主题的限量版手提箱，呈梅
子色的手提箱里装的依旧是健康美味月饼。
新口味月饼：精选冰皮月饼(1盒4个$85，
备有菊花与冬瓜茶、红枣与枸杞子、伯爵
茶与珍珠、抹茶与红豆各1个)、瓜子黑芝麻
月饼(1盒4个$76)、菠萝蜜白莲蓉月饼(1盒4
个$72)
招牌月饼：低糖四黄白莲蓉月饼(1盒4个
$88，只限网上订购)、低糖双黄白莲蓉月饼
(1盒4个$80)
售卖日期：即日起至9月13日
地点：酒店大堂酒廊
电话：6823 5367
网址/电邮：bit.ly/cp-mooncakes-est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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