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终生拥有，世代相传 
位于巴西班让的永久地契项目，毗邻圣淘沙、 

名胜世界、中央商业区、肯特岗公园和拉柏多公园。 

静雅小区，尊属享受
五层楼住宅仅120席，让您充分享受私密空间。

联系八方，无往不利
综合购物商场，未来直通巴西班让地铁站， 

为生活提供绝佳便利。

超凡脱俗，独特优雅
后工业时期的前卫建筑外观，内蕴法式园林景致， 

绿意环绕天台泳池及健身房。清新活力，恬静超凡。

精挑细选，品味非凡
琳琅美食、雅致餐厅和各式商店位于地面层， 

生活情趣与新锐品味近在咫尺。 

发掘万般精彩 
收获无限惊喜 

BIJOU 将精致的生活方式晋升为独特

的自我风格。灵感源自后工业时代的

纽约城市风范，融合以现代法式元素，

创造出别致而充满惊喜的美好天地。

自由空间 //地点优越 // 四通八达 //

咖啡座/商店/地铁



启发 
美好生活
地点优越的新兴发展地段为多个行业带来
无限机遇，邀您置身其中，参与其盛。

优尚地段，脉动全城，四通八达，
让您无往不利。

自由空间任您想象，打造自己的舒适天地。



发掘SOHO
美妙生活



领略 
区位风尚
巴西班让将新加坡的老街区逐渐演变成为引领
潮流的时尚地段，BIJOU 带您探索这个充满奇趣
的新天地。

需要享受片刻宁静，拉柏多公园和肯特岗公园
就在毗邻，为您在喧嚣的城市中另辟悠闲自在的
盎然绿意。

几分钟的车程便可轻松抵达世界顶级娱乐胜地
圣淘沙名胜世界、本地最大的生活馆和购物商场
怡丰城，以及繁华商务中心丰树商业城，尽享生活、
工作、娱乐的每一刻。

BIJOU - 现代生活方式的清新诠释



坐拥
一切便利  
无限惊喜令人兴奋。BIJOU为您带来多元化的
全新生活体验，精品商店与各色餐馆遍布四周，
购物或用餐仅数步之遥。

便捷交通， 更有廊道直通地铁站，让您从住家轻松
前往全岛各处，无往不利。

BIJOU 位于中央商业区外沿，仅13分钟车程便可
抵达滨海湾金融中心。

BIJOU - 城市生活尽在眼前



发掘 
万变空间 
BIJOU犹如一件精心雕琢的玲珑宝饰，交汇奢华
与创意，灵感源自法式园林的细腻华丽与中庭建筑
的恬静典雅。

灵活空间任您变化，多样选择依您所需。1房和
2房紧密式单位均备有挑高天花板设计；2房式和
4房式单位亦可设计为双钥匙户型。

舒适空间， 直通天台花园、泳池与健身房，令您
在工作与生活之间弹性切换，保持身心平衡。

BIJOU - 体验更有艺术品位的优质生活





地点优越
四通八达
自由空间

地点优越

自由空间

四通八达

1 分钟车程即达丰树商业城

1  分钟车程即达莱佛士医院（巴西班让）

3 分钟步程即达巴西班让地铁站

3 分钟车程即达西海岸高速公路

5 分钟车程即达新加坡国立大学

6 分钟车程即达怡丰城

9 分钟车程即达新加坡理工学院

9 分钟车程即达圣淘沙名胜世界

13 分钟车程即达滨海湾金融中心

13 分钟车程即达莱佛士坊

美好生活
随心开启



发掘 
层出不穷的

新奇喜悦



您的SOHO自由生活，由此开启

售楼热线 65348000

www.fareastsoho.com.sg

重要声明：本文所载资料仅供参考，不可构成合约部分。我们已尽所能达致内容精确性，如有所偏差，本发展商与销售代理恕不负责。

所有绘图仅作示意用途以表达楼房设计概念，在相关机构的核批过程中而或有所修正与更改。

您可尽情探索生活、开拓眼界。 

一方天地宜居宜业，充满无限可能，展现无限潜能。
 

SOHO家居，个性家居，由您作主！

Bijou: JU-I Properties Pte Ltd (198101697R) · Developer's License No.: C1128 · Tenure: Freehold · Land Description: Lot 1644P Mk 3 at Jalan Mat Jambol /  
Pasir Panjang Road · Expected Vacant Possession Date: 31 December 2018 · Expected Legal Completion Date: 31 December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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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AIMER: The information contained herein is subject to change and cannot form part of an offer or contract. While every reasonable care has been taken in 
providing this information, the developer or its agent cannot be held responsible for any inaccuracies. Whilst we believe the contents of this brochure to be correct 
and accurate at time of print, they are not to be regarded as statements or representations of fact. Illustrations in the brochure are artist's impressions, which serve 
only to give an approximate idea of the project. All artist's impressions and all plans are subject to any amendments as may be approved by the relevant author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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