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永利皇宫简介 

 

永利皇宫是 Wynn Resorts, Limited 主席及行政总裁 – 史提芬永利先生自 2006 年永利澳门开幕以

来，第二所于澳门发展的豪华综合度假酒店。永利皇宫集史提芬永利先生逾 45 年经营度假村之伟业

大成，酒店以花卉为主题，重新定义奢华和优雅，让宾客体验无以尚之的尊贵服务。 

永利皇宫设有 1,706 间优雅华贵的客房、套房及别墅，均配备精致尊贵的细节和用品，包括永利独

有的舒适睡床及寝具、永利皇宫特配的沐浴用品、Bang & Olufsen 蓝芽音响系统、互动触控式控制

面板及免费极速宽频上网服务。 

永利皇宫才华横溢的厨师团队对烹调充满热诚，于高雅餐厅制作出精致美馔，并以精湛的烹调技艺创

造出富发想像力的佳肴。宾客在永利宫可以一边俯瞰表演湖，一边品尝正宗地道粤菜； 在逸蝶轩可

品尝到富现代感的地道中国滋味；在永利扒房可享用全城最佳的牛扒及海鲜；在时尚装潢的衬托下，

“泓”日本料理探索正宗的日式餐饮文化；而在鮨泓则可品味由大师主理的寿司。 

喜爱悠闲随性的餐饮体验，宾客可在以欧洲丰富多姿的传统市场为灵感的咖啡苑享用各式国际美食，

宾客也可在红 8 粥面品尝粤式美馔；在 99 面尝到手制面及北方经典美馔；在花悦享用精心设计的拉

面食谱；或在池畔咖啡厅的迷人美景下品尝亚洲和西式特色菜肴。喜爱甜品的宾客则可在恰如其名的

甜艺廊享用各式朱古力、雪糕及法式薄饼；而永利马卡龙则为宾客呈献一系列色彩缤纷的美味马卡

龙。于醉人的晚上，永利吧为宾客提供各种优质威士忌、葡萄酒及香槟，以及创作灵感来自酒店精选

茗茶的创新鸡尾酒系列。 

追求极致购物体验的宾客，可在永利皇宫尽情饱览全球最顶尖的尊贵品牌，轻松购物。占地 9,848 平

方米 （106,000 平方尺）的永利名店街设计尊尚，气派显赫，为宾客提供精挑细选，无与伦比的购

物体验。这个豪华的购物天堂云集超过 50 间名店，包括最时尚的时装、奢华首饰、珠宝及腕表。 

永利皇宫水疗中心让宾客从充满活力的路氹城区放缓脚步，享受宁静幽雅的理疗体验。宾客可在全澳

门最大的水疗中心尽情享用一系列的理疗疗程，包括面部护理、全身按摩及永利皇宫水疗中心独有的

雅逸疗程。永利皇宫水疗中心旨在为宾客度身订造最合适的护理服务，并采用高品质的尊贵护理产

品，让宾客感受完美极致的水疗体验。 

无论是私人派对或大规模的会议展览活动，永利皇宫的专业团队定必悉心策划及完美安排活动的每一

细节。永利皇宫的多功能会议场地占地 3,438 平方米（37,000 平方尺），包括附设剧院式舞台及可

容纳达 1,200 名宾客的无柱式设计宴会厅以及四间可灵活调动间隔的会议厅，提供十款不同的会议空

间。宾客更可于宴会展示厅率先体验活动的所有细节，确保活动安排一丝不苟。 



永利皇宫提供的缤纷娱乐体验包括乘坐观光缆车从空中俯瞰表演湖的绰约风姿；宾客亦可欣赏由享誉

国际的花卉设计师 Preston Bailey，以成千上万的花卉制作的巨型花卉雕塑。这些作品更会每季推出

新的主题，务求令所有宾客每次到访皆惊喜万分。  

在永利皇宫，宾客随处可见珍罕非凡的艺术瑰宝。为传承永利将中华艺术国宝带回中国的宏愿，永利

皇宫的艺术珍藏包括一套四件稀世中国清朝陶瓷花瓶－巴克勒公爵花瓶，融合中西文化，极富中国风

的艺术珍品，以及一些世界知名艺术家的作品，如由名师 Jeff Koons 创作的大型钢鐡雕塑《郁金

香》。 

  



 

永利皇宫客房及套房 

永利皇宫提供 1,706 间精致华丽的客房、套房及别墅，房间内每个细节均一丝不苟，并特备尊贵的个

人护理用品，让宾客享受独一无二的住宿体验。客房设计宽敞舒适，宾客可饱览表演湖及路氹城区的

迷人景色，或绿意盎然的花园景致。 

皇宫客房 永利皇宫设有 836 间皇宫客房 

 

 平均面积 68至78平方米（730至840平方尺）的豪华空间，更

设有特大落地玻璃窗 

 永利独有的舒适睡床，配以507针埃及棉织床上用品 

 永利皇宫特配的“Coco and Tonka Bean”沐浴用品 

 永利皇宫精选茗茶 

 65寸高清液晶体电视 

 Bang & Olufsen蓝芽音响系统 

 互动触控式控制面板，轻松调整灯光、窗帘、电视及温度 

 皇宫水疗客房设有配备音响体验的私人理疗室 

 免费极速宽频上网服务 

 

 

表演湖景套房 永利皇宫设有 540 间表演湖景套房 

 

 平均面积85至107平方米（915至1,150平方尺）的豪华空间包

括独立客厅，更设有特大落地玻璃窗，可欣赏表演湖景致 

 永利独有的舒适睡床，配以507针埃及棉织床上用品 

 独家舒适枕头系列可供选择 

 永利皇宫特配的“Coco and Tonka Bean”沐浴用品 

 永利皇宫精选茗茶 

 65寸高清液晶体电视 

 Bang & Olufsen蓝芽音响系统 

 互动触控式控制面板，轻松调整灯光、窗帘、电视及温度 

 表演湖景水疗套房设有配备音响体验的私人理疗室 

 免费极速宽频上网服务 

 

 

 

 

 



 

 
行政套房 永利皇宫设有 105 间行政套房 

 

 面积89平方米（960平方尺）的豪华空间包括独立客厅，衣帽间

及特大落地玻璃窗 

 永利独有的舒适睡床，配以507针埃及棉织床上用品 

 独家舒适枕头系列选单可供宾客选择 

 永利皇宫特配的“Coco and Tonka Bean”沐浴用品 

 永利皇宫精选茗茶、Nespresso咖啡机以及提供一系列精选顶级

咖啡 

 睡房设有65寸高清液晶体电视，客厅设有75寸高清液晶体电视 

 Bang & Olufsen蓝芽音响系统 

 互动触控式控制面板，轻松调整灯光、窗帘、电视及温度 

 免费极速宽频上网服务 

 

 

珀丽套房 

 

永利皇宫设有 198 间珀丽套房 

 

 平均面积136至170平方米（1,460至1,830平方尺）的豪华空间

包括独立客厅、衣帽间、化妆室及特大落地玻璃窗 

 永利独有的舒适睡床，配以507针埃及棉织床上用品 

 独家舒适枕头系列选单可供宾客选择 

 永利皇宫特配的“Coco and Tonka Bean”沐浴用品 

 设有气泡按摩浴缸 

 永利皇宫精选茗茶、Nespresso咖啡机以及一系列精选顶级咖啡 

 睡房设有65寸高清液晶体电视，客厅设有75寸高清液晶体电视

连 soundbar扬声器 

 Bang & Olufsen蓝芽音响系统 

 互动触控式控制面板，轻松调整灯光、窗帘、电视及温度 

 珀丽水疗套房及表演湖景珀丽套房设有配备音响体验的私人理

疗室 

 宾客可于表演湖景珀丽套房饱览表演湖的迷人景色 

 免费极速宽频上网服务 



 

 
表演湖景尊贵套房 永利皇宫设有 18 间表演湖景尊贵套房 

 

 面积达269平方米（2,900平方尺）的豪华空间，包括宽敞的客

厅、饭厅及酒吧、娱乐厅、衣帽间及化妆室，更设有特大落地

玻璃窗可欣赏表演湖的景色 

 24小时私人管家服务 

 永利独有的舒适睡床，配以意大利品牌Frette 的800 针床上用

品 

 独家舒适枕头系列选单可供宾客选择 

 永利皇宫特配的“Coco and Tonka Bean”沐浴用品 

 设有气泡按摩浴缸 

 配备私人迷你酒吧；永利皇宫精选茗茶、Nespresso咖啡机以及

一系列精选顶级咖啡 

 睡房设有65寸高清液晶体电视，客厅设有75寸高清液晶体电视

连 soundbar扬声器，娱乐厅设有85寸高清液晶体电视连5.1 环

回立体声系统 

 Bang & Olufsen蓝芽音响系统 

 蓝光DVD播放机及Soundbar扬声器 

 互动触控式控制面板，轻松调整灯光、窗帘、电视及温度 

 配备音响体验的私人理疗室 

 独家进入可欣赏表演湖景色的观景台 

 免费极速宽频上网服务 

 

 

天际花园别墅 

 

永利皇宫设有 4 间天际花园别墅 

 

 面积达362平方米(3,900平方尺)的顶级豪华空间包括宽敞的客

厅、饭厅、大钢琴、娱乐厅及化妆室，两间主人套房均备有衣

帽间，更设有特大落地玻璃窗可欣赏表演湖的景色 

 24小时私人管家服务 

 永利独有的舒适睡床，配以意大利品牌Frette 的800 针床上用

品 

 独家舒适枕头系列选单可供宾客选择 

 永利皇宫特配的“Coco and Tonka Bean”沐浴用品 

 设有气泡按摩浴缸及蒸汽淋浴 

 配备私人迷你酒吧；永利皇宫精选茗茶、Nespresso咖啡机以及

一系列精选顶级咖啡 

 娱乐室设有85寸高清液晶体电视连7.1 环回立体声系统 

 Bang & Olufsen蓝芽音响系统 

 蓝光DVD播放机及Soundbar扬声器 

 互动触控式控制面板，轻松调整灯光、窗帘、电视及温度 

 配备音响体验的私人理疗室 

 免费极速宽频上网服务 



 

 

花园别墅 永利皇宫设有 5 间花园别墅。 

 

 平均面积622至743平方米（6,700至8,000平方尺）的顶级豪华

空间，设有特大落地玻璃窗及门户可通往室外花园及长45米的

游泳池、宽敞的客厅、独立饭厅、大钢琴、桌球枱、娱乐室、

化妆室、衣帽间、私人美发室及两间主人套房（三房式花园别

墅设有三间主人套房） 

 24小时私人管家服务 

 永利独有的舒适睡床，配以意大利品牌Frette 的800 针床上用

品 

 独家舒适枕头系列选单可供宾客选择 

 永利皇宫特配的“Coco and Tonka Bean”沐浴用品 

 设有气泡按摩浴缸及蒸汽淋浴 

 私人迷你酒吧；永利皇宫精选茗茶、Nespresso咖啡机以及一系

列精选顶级咖啡 

 娱乐室设有85寸高清液晶体电视连7.1 环回立体声系统 

 Bang & Olufsen蓝芽音响系统 

 蓝光DVD播放机及Soundbar扬声器 

 互动触控式控制面板，轻松调整灯光、窗帘、电视及温度 

 配备音响体验的私人理疗室 

 三房式花园别墅设有私人健身室 

 免费极速宽频上网服务 

 

 



 

餐饮 

永利皇宫的用餐体验糅合了美食、艺术与娱乐的多重感官享受。酒店专业的厨师团队制作出令人垂涎

的佳肴，让宾客置身在优雅的环境中细意品尝精致佳肴。   

高级餐厅 
 
永利宫 

 

永利宫屡获殊荣的中厨团队，在以黄金和翡翠色调为主的奢

华餐厅环境中，打造让人难忘的正宗粤菜餐饮体验。永利宫

富层次的空间让每位宾客皆可欣赏到在表演湖的精彩娱乐。

宾客可于午膳时间品尝每日手工制作的点心和烧味菜肴，晚

膳时间则可选择时令的经典粤菜，并可搭配多达 50 种由永利

皇宫的茶艺大师亲自挑选的佳茗。 

 

衣着优雅。 

 

 午膳营业时间： 星期一至星期六上午 11 时 30 分至下午

3 时；星期日及公众假期上午 10 时 30 分至下午 3 时 30

分 

 晚膳营业时间：星期一至星期日下午 5 时 30 分至晚上 10

时 30 分 

 订座热线：（853）8889 3663 

 

 

逸蝶轩 

 

逸蝶轩为宾客提供视觉与味觉享受兼备的美食体验 －在时尚

雅致的布置衬托下，正宗的地道中国滋味散发与别不同的缤

纷魅力。厨师团队于开放式厨房以创新手法呈献四川、湖

南、云南及淮扬菜精彩的一面，让宾客尽情享受传统中菜的

色香味美。。 

 

衣着优雅。 

 

 午膳营业时间：星期六至星期日上午 11 时 30 分至下午 3

时 

 晚膳营业时间：星期二至星期日下午 5 时 30 分至晚上 10

时 30 分 

 订座热线：（853） 8889 3663 

 

 

 

 

 

 



 
永利扒房 

 

永利扒房提供全城最佳的牛扒及海鲜，并呈献经典表演，让

宾客尤如置身剧院中享用晚宴。餐厅严选上乘食材，包括生

猛的海鲜如多款龙虾、贝类及每日新鲜鱼获，以及来自美

国、澳洲及日本的顶级牛排。餐厅还提供各式美酒和澳门最

佳的烈酒系列，让宾客可一边轻尝美酒，一边欣赏独特视觉

盛宴；表演开始前，餐厅灯光将被调暗，音乐淡出后幕墙便

会打开，上演令人目眩神迷的表演节目。 

 

衣着优雅。欢迎五岁或以上儿童进入餐厅用膳。 

 

 营业时间由星期三至星期一下午 5 时 30 分至晚上 11 时 

 订座热线：（853） 8889 3663 

 

 

“泓”日本料理 

 

云集八位日本料理大师的精湛技艺，“泓”日本料理为宾客

演绎正宗的日本文化、待客之道及饮食传统。宾客可以在时

尚优雅的环境中，细意品尝美味铁板烧、天妇罗、寿司及各

种日式美馔。餐厅还提供一系列罕贵独有的清酒佳酿、日本

威士忌及手工啤酒，让宾客更全面体验日本文化 。 

 

衣着优雅。 

 

 午膳营业时间：星期六及星期日上午 11 时 30 分至下午

3 时 

 晚膳营业时间：由星期四至星期二下午 5 时 30 分至晚

上 11 时 

 订座热线：（853） 8889 3663 

  

 

鮨泓 鮨泓以日本正宗的寿司吧体验作为灵感来源，提供只有 21

个座位的用餐体验，让宾客展开探索和食艺术文化的旅程。

四位寿司大师精心挑选最时令的食材，食材每天均从日本筑

地市场空运抵澳。由著名米芝莲两星寿司大师“现代之名

匠”岛宫勤大师设计菜谱，餐厅提供的“厨师发办

Omakase”体验定可满足对饮食品味有至高要求的宾客。 

 

衣着优雅。 

 

 午膳营业时间：星期六及星期日上午 11 时 30 分至下午

3 时 

 晚膳营业时间：由星期四至星期二下午 5 时 30 分至晚

上 11 时 

 订座热线：（853） 8889 3663 

 

 



 

休闲餐厅 
 

咖啡苑 

 

从世界各地的知名美食广场及市场取得灵感，咖啡苑汇聚中

西美食的精髓，为宾客重新诠绎自助餐体验。宾客可以一边

俯瞰表演湖的壮丽景色，一边品尝由十个厨师负责，以时令

食材为主题的各式佳肴。宾客更可享用包括多款美点及配搭

特色茗茶的精美下午茶。  

 

衣着休闲随意。 

 

 营业时间由每日上午 6 时 30 分至凌晨 2 时 

 查询热线：（853） 8889 3698  

 

 

花悦 

 

宾客可以在此享受前所未有的拉面体验。花悦以精心挑选的

猪骨制作细腻香浓的猪骨汤底，宾客可选择配料及手制面

条。这 21 座位的拉面吧枱设计，让宾客轻松品尝美馔后，

重展活力旅程的最佳选择。 

 

衣着休闲随意。 

 

 营业时间由每日上午 11 时至凌晨 12 时 

 查询热线：（853） 8889 3686  

 

  

红 8 粥面 

 

 

红 8 粥面的厨房团队全天候提供粤式美馔，如粥品、点心、

烧腊、叉烧与脆皮烧鹅。各式美食皆在华丽的幸运树下为宾

客奉上，寓意带来好运 。 

 

衣着休闲随意。由于餐厅位于娱乐场内，只招待年满二十一

岁或以上之宾客。 

 

 每天 24 小时营业 

 查询热线：(853) 8889 3648  

  



 
 
 
99 面 

 

99 面的厨师团队来自面食的发源地─陕西及山西，每天即

制传统手制北方拉面，在充满活力的环境中 24 小时为宾客

提供经典美食。自选配搭包括九种手制面、九款汤底及酱

料供选择， 还供应点心及其他冷热菜式。 

 

衣着休闲随意。由于餐厅位于娱乐场内，只招待年满二十

一岁或以上之宾客。 

 

 营业时间由每日上午 10 时至时凌晨 2 时 

 查询热线：（853） 8889 3678  

 

池畔咖啡厅 

 

池畔咖啡厅位于酒店游泳池的翠绿园林之中，宾客可享受

于室外用餐的乐趣及于俯瞰表演湖的酒吧尽享悠闲。餐厅

提供亚洲和西式特色轻食及美馔、下午茶小吃、清新果汁

及热带水果冰沙。 

 

衣着休闲随意。 

 

 营业时间由每日上午 10 时至晚上 9 时 

 查询热线：（853） 8889 3658  

 

  

 

 



 

甜品 

 
甜艺廊 

 

甜艺廊是城中首屈一指的甜品店，为华丽的欧式糕点注入

充满玩味的新元素，带领甜食爱好者走进这个缤纷的甜蜜

世界。灵感来自童年时的梦幻世界，即制松饼和法式薄饼

的扑鼻芳香吸引着宾客品尝色彩缤纷的糕点、雪糕、蛋

糕、朱古力和奶昔。 

 

衣着休闲随意。 

 

 营业时间由每日上午 9 时至晚上 10 时 30 分 

 查询热线：（853） 8889 3683  

 

 

永利马卡龙 

 

美味与色彩的华丽邂逅，幻化成精致可口的马卡龙，每一

件皆以最优质的材料手制而成。位处咖啡苑的入口旁，永

利马卡龙让宾客享受诱人回味的时刻，把甜蜜的味道以色

彩缤纷的礼盒带回家，与亲友共享。  

 

衣着休闲随意。 

 

 营业时间由每日上午 9 时至晚上 10 时 

 查询热线：（853） 8889 3613 

 

 

酒吧及酒廊 

 
永利吧 

 

 

室内设计尤如闪亮生辉的珠宝箱，永利吧是宾客细尝各种

优质威士忌、葡萄酒及香槟的理想地点。酒吧缀以一盏 18

世纪古董水晶吊灯，启发了调酒师团队为经典鸡尾酒注入

时尚创新元素。酒吧更备有精选茗茶、手制水晶器皿及各

式亚洲风味小食，而墙上镶满了多种宝石，让宾客一边细

尝美酒一边探索寻宝。 

衣着优雅。只招待年满十八岁或以上之宾客。 
 

 营业时间由每日下午 3 时至凌晨 3 时 

 查询热线：（853） 8889 3668  



 

购物 

全球最顶尖的尊贵经典品牌均已进驻永利皇宫，喜爱购物的宾客在此必定乐而忘返。占地 9,848 平方

米（106,000 平方尺）的永利名店街设计尊尚，气派显赫，为宾客提供在澳门无与伦比的购物体验。

这个豪华的购物天堂云集超过 50 间名店，包括高级订制服装、名贵饰品、珍贵珠宝以至高级腕表。 

商店营业时间 
 

每日上午10时至凌晨12时 

水疗用品店：每日上午9时至晚上11时 

礼品店：星期日至星期四上午7時至凌晨12時; 星期五及星期六

上午7時至凌晨2時 
   

A. LANGE & SOHNE 德国高级制表品牌朗格每年仅出品数千枚代表最高品质的金质

或铂金 950 腕表。自瓦尔特．朗格在 1990 年复兴朗格的 20

多年间，朗格研发出 51 款表厂自制机芯，雄踞世界高级腕表

品牌的领导地位。 

 

ALEXANDER MCQUEEN 具创新性，富感染力，不妥协的  – 这都是描述品牌亚历山

大．麦昆浪漫而时尚的设计风格。 

 

AUDEMARS PIGUET 爱彼是历史最悠久、现时仍由创始家族持有的高级表厂。自

1875 年创始以来，爱彼在汝拉山谷不断推陈出新，缔造了许

多出类拔萃的杰作，在高级制表史上写下不朽篇章。 

 

BALENCIAGA Balenciaga 是奢侈原创的代表品牌。该品牌由 Cristobal 

Balenciaga 于 1919 年创立，1936 年扬名于巴黎。凭藉精湛

的剪裁与缝制技术，加之对面料的不断创新，该法式时装屋定

义了现代优雅。 

 

BALLY 创新，实用，优雅。自 1851 年起，这三个原则标志着创办人

CarlFranz Bally 孜孜不倦的先驱精神 － 不断以其尖端技术及

世界级工艺，灌注这家独一无二的瑞士品牌。时至今日，

Bally 已成为独一无二的瑞士奢华鞋履及配饰品牌。 

 

BOTTEGA VENETA 精湛工艺、创新设计、实用功能及优质素材 － 自 1966 年起

Bottega Veneta 为奢华创造了一套新定义。 

 

BRIONI 自 1945 年于罗马创立，Brioni 被公认为最负盛名的意大利奢

侈男装品牌，是男性优雅的权威。独特的专门知识保证了卓越

的量身订制服装和裁缝成衣系列以及配饰。 

 

 

BRUNELLO CUCINELLI 

 

创立于 1978 年，Brunello Cucinelli 是一家意大利主营羊绒系

列的奢侈品品牌，现今已成为国际上最知名的成衣奢侈品牌之

一。 

 



BURBERRY Burberry 以优良品质、创意、时尚和不拘一格的经典形象显

赫国际，传承逾 150 年来久经历炼的卓越工艺，悉心创作既

具有实用功能又饶富独特的英国情怀的时尚服饰及配饰精品系

列。 

 

CARTIER 卡地亚曾被英国国王爱德华七世赞誉为“皇帝的珠宝商，珠宝

商的皇帝”，是世界顶级珠宝品牌之一。卡地亚创立于 1847

年，至今已有超过 160 年的历史，是世界珠宝、腕表及配饰

之翘楚。 

CHANEL FASHION “Chanel 是一种风格”– Gabrielle Chanel。Chanel 女士以

女性特有的细腻和不同流俗的前瞻眼光，为自己和所有爱美的

女性创造出风格独具的完整女性系列。由软呢外套、黑色小礼

服、2.55 菱格纹手袋至山茶花等经典标志；与 Chanel 的香水

彩妆及护肤品系列、腕表和高级珠宝，缔造终极奢华与时代美

学。   

 

专门店荟萃风格与时尚，时刻呈献品牌最新创作：时装、手

袋、鞋履、皮革配件、首饰及手表系列等。 

 

CHANEL WATCHES AND FINE 

JEWELLERY 

1932 年，Chanel 女士发表了首个高级珠宝系列，正式向高级

珠宝的殿堂迈进。现时的 Chanel 高级珠宝及腕表专门店以

Chanel 女士位于巴黎 Rue Cambon 的寓所为蓝本，重现私密

与艺术的氛围。 

 

CHOPARD 萧邦创立于 1860 年，萧邦是一间广受国际赞誉的瑞士奢侈钟

表及珠宝品牌，由家族拥有和管理，尊重传统和家族精神，重

视技艺传承，并追求先进的技术发展。 

 

DOLCE & GABBANA 创立于 1985 年，现已成为当今国际时装舞台领军品牌。品牌

扎实的 DNA 采用传统裁剪工艺，风格来源于西西里地中海文

化。Dolce & Gabbana 生产高端成衣、皮具、鞋履、配饰、

高级珠宝及手表。 

 

ERMENEGILDO ZEGNA Ermenegildo Zegna 是世界顶级奢华男士服装品牌的翘楚，代

表了当代意大利品味及生活文化。品牌有超过 100 年的悠久

历史，由品牌建立初期于意大利 Trivero 设立羊毛工厂，到今

天已发展成为一个国际时装集团，提供男装、皮具、丝质配

饰、香水及眼镜等优质时尚产品。  

 

ETRO Etro 由 Gimmo Etro 先生于 1986 年建立，作为“新传统主

义”的象征，它代表着“意式风尚”和“意大利制造”的奢侈

品品牌，更意味着艺术家们精湛技艺和大胆创新精神的完美结

合。 

 

  



FABIO CAVIGLIA 1963 年，时装设计师 Fabio Caviglia 在罗马威尼托街开设了

他第一家专门店；40 年后，这个以他命名的时装品牌已经成

为男装的翘楚。纵观发展历程，品牌秉承其创办人的理念，为

眼光独特的客户制作出优雅精致、意大利全手工打造的高级男

装。 

 

FERRARI 法拉利的飞跃骏马标志，象征豪华尊尚的生活态度，以及向往

自由的赛车精神。自 2002 年在意大利马拉内罗市开设全球首

间专门店以来，法拉利已于全球开设 27 间专门店，其中 2 间

进驻永利集团旗下酒店。欢迎各位前来选购各款以赛车为主题

的商品，包括男装、女装、皮革用品、时尚饰品、装饰摆设及

童装系列，让您犒赏自己或送礼给挚爱亲朋。 

 

FRANCK MULLER 瑞士高级钟表品牌 Franck Muller，一直以创新复杂的技术结

合一丝不苟的设计创下先河并拥有超过 50 项全球首创及专

利，更被誉为 “复杂功能大师”。 

  

GIORGIO ARMANI Giorgio Armani 品牌始于 1975 年，系列以优雅及时尚见称，

配上卓越的制作手艺、细致的设计细节、俐落的线条和高品质

的材料，使品牌产品至臻完美。 

  

GRAFF 格拉夫由劳伦斯．格拉夫于 1960 年在伦敦创立，格拉夫是世

上最无以伦比的珠宝的代名词。格拉夫是一个家族企业并采用

垂直整合式的业务模式，亲身参与珠宝制作的每一步，包括采

购原石、切割，以至设计和镶嵌。现在，格拉夫在全球拥有逾

50 家珠宝店。 

 

GUCCI Gucci 是全球顶级时装品牌之一，1921 年创始于佛罗伦斯。

Gucci 以卓越品质及意大利精制手工艺而举世闻名，专门设

计、生产及销售顶级制品，包括皮具、鞋履、成衣、丝织品、

手表及高级珠宝。Gucci 是开云集团旗下的品牌。 

 

 
HERMES 创立于 1837 年，爱马仕在巴黎开设马鞍及马具产品专门店。

对精致素材和简约表现的热衷，对传世手工技艺的挚爱以及那

种不断求新的活力，在爱马仕代代相传。现时，爱马仕产品系

列包括：皮包及行李箱、马具、丝巾、女装、男装、餐具等⋯⋯

并分销至全球各地。 

 

HUGO BOSS Hugo Boss 集团起源于德国，是世界高端奢侈品市场的领导

者之一，主要致力于设计及销售全系列高档男女服饰精品。集

团旗下核心品牌 Boss 涵盖摩登经典的商务装、优雅晚礼装、

休闲运动装以及鞋履和皮具等配饰。 

 



 
IWC SCHAFFHAUSEN 自 1868 年以来，瑞士制表商沙夫豪森 IWC 万国表不断制作

具有持久价值的腕表。公司热切追求创新解决方案和独创技

术，在国际上已赢得广泛赞誉。IWC 万国表糅合精准无比的

性能和独一无二的设计，打造体现高级制表艺术最高境界的典

范之作。  

 

JAEGER-LECOULTRE 积家表厂自 1833 年来在高级制表历史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并以杰出的创作及发明体现品牌的丰厚传统，如无匙上链系

统、三问腕表专用的静音调节器、重量不到 1 克的积家 101

机芯、经典的 Reverso 翻转系列腕表，以及前所未见的 Dual-

WingR 双翼设计理念等。凭藉 1,249 款机械机芯和 413 项注

册专利，积家完美展现大工坊制表大师的无穷创意与热情。 

 

MIU MIU Miu Miu 为 Miuccia Prada 于 1993 年创办之品牌，风格 

突出，展现一抹细致的性感。品牌拥有强烈的个性，为 

创意、魅力及独立精神的化身。 

 
MONCLER 盟可睐 Moncler 1952 年在法国格勒诺布尔创立。品牌糅合时

尚与创新，创造出从日常都市装到专业登山服等各类精品系

列。 

 

MONTBLANC Montblanc 创立逾百年至今，一直坚持以传统底蕴与至臻工艺

创作每一款产品。Montblanc 六角白星标志是品牌追求完美的

代号 － 由书写工具、钟表、皮具、饰物配件、香氛以至眼镜

产品等，Montblanc 推动文化领域发展的同时更致力不断追求

卓越。 

 

OFFICINE PANERAI 沛纳海于 1860 年在佛罗伦萨创立，原身为钟表工坊，多年来

为意大利海军供应精准的计时仪器。时至今日，沛纳海于瑞士

诺沙泰尔(Neuchatel)开设制表厂，融合了意大利的设计和瑞

士的制表技术。 

 

PACIFIC CIGAR 装潢设计充满时尚特色，Pacific Cigar 提供各式各样的高级手

卷雪茄及精致美观的雪茄专用配件，如 Elie Bleu、登喜路、

都彭和 Siglo 等著名品牌。店内更设有一个 24 小时恒温恒湿

雪茄陈列室，确保雪茄长期保持最佳状况。 

  

PIAGET  伯爵于永利皇宫的专卖店引领访客一同探索品牌的缤纷奇妙世

界，见证伯爵在高级钟表和珠宝这两大专业范畴的精湛技艺，

相互融合，别具一格。 

 

  

 

 

 



PRADA Prada 于 1913 年在米兰成立，创办人  Mario Prada 为 

Miuccia Prada 的祖父。时至今天，Prada 产品包罗男女皮

具、成衣、鞋履，设计创新细致，时尚现代，同时结合品牌典

型的优秀工艺。 Prada 也活跃于眼镜和香氛领域。 

 

RALPH LAUREN Ralph Lauren 是高级生活精品市场首屈一指的设计、市场营

销及分销企业，产品分为四类：服装、家居用品、配饰及香

薰。 

 

RICHARD MILLE Richard Mille 对高科技研发、创新材质、航天和 F1 赛车的热

忱以及革新派精神，诠释着高级钟表文化的巅峰。 

 

ROGER DUBUIS 自 1995 年以来，Roger Dubuis 罗杰杜彼即在现代高级制表

领域中占一席位。品牌秉持勇于创新的精神，作品融合大胆亮

眼的设计，展现品牌于高级制表机械领域的精湛工艺和权威地

位，在 21 世纪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 

 

ROGER VIVIER Roger Vivier 创立于 1963 年，现任创意总监 Bruno Frisoni 每

季都为品牌注入新的时尚元素，不断探索和丰富着 Mr. Roger 

Vivier 的设计与理念，已然已使品牌发展成为全球奢华配饰品

牌。 

 

ROLEX 劳力士为瑞士制表业的领导品牌，总部设在日内瓦，以精湛工

艺和专业技术享誉全球。品牌著名的蚝式腕表，每一枚均凭藉

其精准获得天文台精密时计认证，成为卓越、性能和尊贵的险

征。  

 
SAINT LAURENT 成立于 1961年的 Yves Saint Laurent ，于 2016年 4月任命 

Anthony Vaccarello 为其创意指导，其现有系列包括以

“Saint Laurent Paris”为标识的男女成衣，皮具等產品。 

 

SALVATORE FERRAGAMO Salvatore Ferragamo 为世界上其中一个最著名的意大利高级

品牌。一直以来，品牌以独特风格、混合格调、创意和革新著

称，其品质及工艺均源自于“全意大利制造”，为每一件产品

带来美誉保证。 

 

礼品店 礼品店呈献各式各样的日常用品，包括时尚高贵的永利床上用

品系列，全面满足宾客的生活所需。宾客亦可在此选购特色纪

念品及精美艺术精品，为挚爱亲朋送上心意。 

 

THE WYNN SHOP 尊贵奢华体验，极致细腻呵护──永利独家的星级得奖度假体

验，现在您亦可安在家中享受。 The Wynn Shop 提供一系列

高级旅游及家居精品，包括尊尚美容与水疗用品、时尚运动服

饰及泳装等，您还可以将永利经典行李箱与葡萄牙香薰带回

家，延续瑰丽享受。 



 
TOD’S 一个享负盛名的意大利品牌。品牌一直追求优雅而简洁的奢

华，极致的品味，和高尚的皮具品质，这些便是长久以来

Tod’s的标志性特征。 

 

TUDOR 穿越时空与梦想，始创于 1926 年的帝舵表将我们带进一个优

雅、炫目并极具高性能的世界。帝舵表秀丽的曲线及夺目的外

形，是象征活力与时尚的标志。 

 

VACHERON CONSTANTIN 江诗丹顿是创始于 1755 年的钟表制造商，通过制表大师从不

间断地世代传承其专业制表技术，打造永恒不朽的时计杰作展

现高级制表精神，始终秉承品牌的三大基本价值理念，即精湛

的制表技艺、和谐且具创意的美学设计以及至臻完美的艺术工

艺。 

 
VALENTINO Valentino 是举世知名的意大利奢华品牌之一，产品包括：高

级订制服、成衣以及一系列配饰，包括手袋、皮鞋、小型皮

具、腰带、眼镜、腕表及香水。 

 

VAN CLEEF & ARPELS 梵克雅宝源于 1895 年，创始人艾斯特尔．雅宝 (Estelle 

Arpels)和阿尔弗莱德．梵克(Alfred Van Cleef)的一段美好姻

缘，并在 1906 年于巴黎的芳登广场开设了首间旗舰店。世家

百年以来一直是高级珠宝及腕表创作的翘楚，低调细致优雅之

象征。其灵感不论源自于大自然、高级订制服或无穷的想像，

皆展现永恒的和谐与不朽之美。 

 
VERSACE 成立于 1978 年，Gianni Versace S.p.A. 是全球时装设计领先

品牌之一。1997 年由艺术总监 Donatella Versace 掌管旗下

设计、制造、销售、以及时装零售和生活产品，包括高级订

制、男女成衣、珠宝、腕表、配饰、香水和家具。 

 



 

会议及宴会服务 

无论是私人派对或大规模的会议展览活动，永利皇宫的专业团队定必悉心策划及完美安排活动的每一

细节。铺满了华丽地毯的宴会厅为不同的场合提供最合适的场景。而会议和会展的场地的布置则充满

特色的元素，包括精美的漆面、抛光镜面和特别定制刺绣了经典 18 世纪中国风设计的屏风。  

宴会厅，会议厅及董事厅  永利皇宫的多功能会议场地占地 3,438 平方米（37,000 平方

尺），四间会议厅可因应需要灵活调动间隔，提供十个不同的

会议空间；两间董事厅及一个占地 1,620 平方米（17,400 平

方尺） 无柱式设计的宴会厅，并附设剧院式舞台。 

 

特点  气派豪华的无柱宴会厅开扬宽敞，楼高八米高，并附

设专业技术服务的剧院式舞台 

 所有会议厅均可通往露台，并可灵活调动间隔，同时

举办几个不同的会议  

 所有会议厅及董事厅均天然光线充足 

 所有会议场地均配备先进科技设备，包括顶级影音器

材以及宽频和无线上网功能 

 

服务  周全的商务服务 

 专业的会议服务及宴会营业部团队 

 主题活动 

 顶级厨师团队炮制佳肴美食 

 酒店专属花卉团队 

 酒店专业的影音团队 

 专业的婚宴统筹及管家服务 

 

视听服务支援 酒店专属的影音团队能为宾客提供全面有关影音服务 

  

宴会展示厅 宴会展示厅按宴会厅规格而建，宾客可于此率先体验活动的所

有细节 

 



 

永利皇宫水疗中心 
 

水疗中心 

 

永利皇宫是全澳最大的水疗中心，精心设计及提供一系列优质的水疗

产品及疗程。从中国最引人入胜的宫廷取得灵感，永利皇宫水疗中心

是一个隐世迷人、宁静幽雅的瑰丽宫廷。水疗中心提供接近 30 款疗

程，其中专为男士及女士分别设计的精选疗程分别为“帝王俊雅之

旅”及“女王恬逸之旅”。 

 

营业时间 
 

健身中心 
 

每日早上6时至晚上10时30分 
 

游泳池 

 

每日早上 7 时至晚上 9 时 

（四月至十一月） 

每日早上 7 时至晚上 8 时 

（十二月至三月） 

 

美发中心 每日早上 10 时 30 分至晚上 9 时 30 分 

 

水疗中心 每日早上 6 时至晚上 10 时 30 分 

 

水疗中心设施 
 

永利皇宫水疗中心占地 4,497 平方米 （48,403 平方尺），拥有 22 间

舒适的理疗室。每间独立的贵宾套房皆设有私人的休憩间、按摩浴池

及水疗空间。 

  

水疗中心的独立男女宾部均备有完善设施，包括充气水疗床、 水力按

摩池、冷水池、桑拿室、蒸汽室、香薰水疗淋浴及恒温蒸气浴室。 储

物柜内备有浴袍及拖鞋，头发及身体护理用品亦齐备。 

 

美发中心 美发中心为宾客提供专业的理发及发型设计、美甲及美容服务，悉心

为宾客打造别出心裁的亮丽造型。  

 

健身中心 
 

健身中心拥有一应俱全的健身设施及特设瑜珈室，另可为宾客安排私

人教练，满足不同程度的健身需求。酒店住客更可享用最先进的

Cybex 健身器材。健身中心只供酒店住客使用。  
 

游泳池 

 

室外游泳池让宾客在无拘束的环境下畅泳，更提供水疗按摩池及 6 间

池畔小屋。 



 

花卉艺术 

享誉国际的花卉设计师 Preston Bailey 与史提芬永利先生破天荒携手合作，成功把平凡的材料变成非

凡的艺术品。童年时往游乐场的兴奋回忆，以成千上万的新鲜和永生植物、刺绣亚麻布、玻璃、钢

铁、树脂和水晶等材料将之升华，将瑰丽回忆重新演绎。这些作品歌颂花卉为美的象征，是完美和谐

的化身。 

旋转木马 

 

体积 “旋转木马”高4.8米 （16 尺） 阔5.7米（19 尺）  

 

花卉 “旋转木马”由超过83,000朵花所制成，花种包括：玫瑰、牡丹、绣球  

及翠雀 

 

重量 “旋转木马”的重量接近8.6公吨 

 

灯光 “旋转木马”采用了360个灯泡及3,882个麦穗灯泡 

 

组件 “旋转木马”由超过4,000件独立部件所组成（不包括花卉）  

 

 

摩天轮 

 

体积 “摩天轮”高6.4米（21尺），阔超过3米（10尺），圆周4.8米（16

尺） 

 

花卉 “摩天轮”由超过 103,000 朵花所制成，花种包括：玫瑰、绣球、小玫

瑰及钮扣菊 

 

重量 “摩天轮”的重量超过5公吨 

 

灯光 “摩天轮”采用了1,160个灯泡 

 

组件 “摩天轮”的支架由美国拉斯维加斯 Forte Specialty Contractors 的雕

塑大师 Mod Toonrud 亲手制作 

 

 



在摇摇板上的猴子 

 

体积 “在摇摇板上的猴子”阔5.5米（19尺），高4米（14尺） 

 

花卉 “在摇摇板上的猴子”由超过 45,000 朵花所制成，花种包括：白晶

菊、玫瑰、绣球花，康乃馨及天竺牡丹 

 

重量 “在摇摇板上的猴子”的重量接近2公吨 

 

灯光 “在摇摇板上的猴子”采用了184个灯泡 

 

组件 “在摇摇板上的猴子”的支架由美国拉斯维加斯 Forte Specialty 

Contractors 的雕塑大师 Mod Toonrud 亲手制作，由超过 2,000 件独

立部件所组成（不包括花卉） 

 

 

郁金香花田里的风车 

体积 “郁金香花田里的风车”高5.5米 （19 尺） 阔4.5米（15 尺）  

 

花卉 “郁金香花田里的风车”由超过75,000朵花所制成，花种包括：玫瑰、        

洋桔梗、绣球花、牡丹、小玫瑰，雏菊及千金子藤 

 

重量 “郁金香花田里的风车”的重量接近3公吨 

 

灯光 “郁金香花田里的风车”采用了1,000个灯泡 

 

组件 “郁金香花田里的风车”由超过3,000件独立部件所组成（不包括花卉）  

 

 

 



杰克魔法盒 

 

体积 “杰克魔法盒”长、阔及高各1.8米（6尺），杰克跳出魔法盒时距离地  

面达4.6米（15尺）高 

 

花卉 “杰克魔法盒”由超过 30,000 朵花所制成，花种包括：玫瑰、雏菊、

天竺牡丹、百日菊、小玫瑰及太阳花 

 

重量 “杰克魔法盒”的重量接近2公吨 

 

组件 “杰克魔法盒”由超过 1,800 件独立部件所组成（不包括花卉） 

 

 

费伯奇彩蛋 

体积 “费伯奇彩蛋” 阔2.4米（8尺），凤凰升起时距离地面达4.9米（16尺）高 

 

花卉 “费伯奇彩蛋” 由超过60,000朵花所制成，花种包括：玫瑰丶杜鹃丶小玫瑰

及绣球花 

 

重量 “费伯奇彩蛋” 的重量接近2公吨 

 

灯光 “费伯奇彩蛋” 采用了6组可移动的舞台灯光装置 

 

组件 “费伯奇彩蛋” 由超过2,000件独立部件所组成（不包括花卉） 

 

 



 

热气球 

体积 “热气球” 包括了两个小型气球高3米（9.8尺），圆周1.5米（5尺）; 两个

中型气球高3.7米（12尺），圆周1.8米（6尺）及一個高5.2米（17尺），

圆周2.7米（9尺）的大型气球 

 

花卉 “热气球” 由超过90,000朵花所制成，花种包括：绣球花，玫瑰，乒乓菊，

小玫瑰，康乃馨，海葵，大理花和百日菊 

 

重量 “热气球” 的重量接近2公吨 

 

组件 “热气球” 由超过1,500件独立部件所组成（不包括花卉） 

 



 

 

 

表演湖 

无论是浪漫与优美或是澎湃与震撼，表演湖都能令宾客目眩神迷，沉醉于水舞、音乐与光影之中。经

过精心编排的动感表演每 20 分钟呈现于宾客眼前，在宾客抵达酒店时增添一抹戏剧性的色彩。 

湖水 
 

 

表演湖占地 26,783 平方米（288,289 平方尺），平均深度 1.2 米（3.9 

尺），最深点 1.6 米（5.25 尺）。湖内贮存了 33,219,000 公升（8,775,531

加仑）的水，每 10.8 小时更新及以雨水补充。  

 

在平静的湖面下，装有逾171个Oarsmen®喷咀，18支Hypershooter®发射器

和1,006支MiniShooter®发射器。水花从湖底升起，随着时而柔和时而雄壮的

音乐伴奏，作多角度的喷射。 

 

灯光 

 

逾4,105盏RioLights®灯泡及1,400盏StrobeStar®灯泡令表演湖闪烁璀璨，注

入色彩缤纷的动力。独立控制的灯泡配合湖水的舞动，缔造不同的气氛、节

奏及情绪，景象壮丽。 

 
音乐 
 

永利先生为喷泉亲自挑选的音乐作品包括古典音乐及百老汇歌剧及中文歌

曲。完美的编曲令精彩动感的表演齐集水、光和色等多种元素。 

制作 
 

动感音乐喷泉由水景设计公司（WET）开发，其设计突显各个项目的独有特

色。WET喷泉的设计是根据不同的环境及文化背景而设。 
 

水景设计公司于1983年由主席兼首席执行官马克富勒（Mark Fuller）创办，

自此不断扩展，目前聘有设计师、工程师和技术专业人士，为全球各地设

计、开发及安装音乐喷泉。  

 

表演时间 
 

表演全长约3.5分钟，每日由中午12時至晚上7時，每30分钟轮流呈现于宾客

眼前；由晚上7時至午夜12时，每20分钟轮流呈现于宾客眼前。 

 
 

 



 

观光缆车 

乘坐观光缆车是进入永利皇宫最华丽的方式。宾客选乘观光缆车可於 28 米（91 呎）的高空俯瞰表演

湖及路氹的迷人景观，当途经表演湖的北面及南面时，壮观的金龙会欢迎宾客 。而特别订制的音响

系统更会同步播放歌曲以配合表演湖的舞动喷泉表演，让宾客在饱览路氹璀璨美景的同时，亦可享受

缤纷的娱乐体验。 

体积 观光缆车的最高点高 28 米(91 尺)，总长超过 679 米 （2,228 尺）。设有 13

座输电塔、两座偏转塔及两座金龙塔，带领着观光缆车围绕表演湖运行。宾

客可在位于表演湖外边或位于酒店南边入口的观光缆车站上车或下车。 

缆车车厢 每个缆车车厢可载客 6 人，以顺时针方向围绕表演湖运行，让宾客以最佳角

度俯瞰表演湖的声色表演及路氹城区的迷人景观。观光缆车共设有 34 个缆车

车厢，每小时接载 1,200 位 乘客，每日接载 18,000 名乘客。为确保乘客在

车厢内舒适，所有的车厢均为冷气车厢，并设有灯光及音响资讯娱乐系统。 

 

金龙 两条金龙分别驻守于表演湖的北面及南面，每当乘客经过时便会以灯光效果

欢迎宾客到访。 

 

运行时间  每日早上 10 时至午夜 12 时 

 来回程时间为 10 分钟 

 

  

 



 

郁金香 

这令人惊艳的雕塑作品出自艺术家 Jeff Koons 的《庆典》系列，是他创作了超过 20 年的心血结晶。

《庆典》系列以极度现代及具前瞻性的艺术作品，展现像孩子般纯真的概念。创作时间由 1995 至

2004 年，《郁金香》是《庆典》系列中最大型及最复杂的作品。《郁金香》有五个独特的版本，全

部以高铬不锈钢制造，采用高度镜面抛光，并以鲜艳的色谱镀色，镜面反映观众和艺术品本身。虽重

2.7 公吨，这雕塑作品却给人无重的感觉，反映出艺术家从动物气球中取得灵感。 

体积 《郁金香》高 2.1 米 （6.9 尺），阔 4.5 米 （14.8 尺），长 5.2 米 （17.25 

尺）。 

 

创作者 Jeff Koons 生于美国宾夕凡尼亚州约克郡。他的公共雕塑艺术品享负盛

名，其中 1992 年的标志性花卉雕塑《小狗》在美国洛克菲勒中心展览后现

在被永久性陈列于西班牙的毕尔包古根汉美术馆。另一件花卉雕塑《分割

木马》（2000）曾于法国亚维侬的教皇宫、凡尔赛宫及瑞士贝耶勒基金会

展览。  

 

Koons 于文化领域的成就非凡，获奖无数。最近，美国国务卿克林顿在美

国国务院使馆艺术办公室表扬 Koons在国际文化交流中作出杰出的页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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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幕日期 
OPENING DATE 

 

2016 年 8 月 22 日 

客房 5 花园别墅 

ACCOMMODATIONS 4 天际花园别墅 

 18  表演湖景尊贵套房 

 198 珀丽套房 

 105 行政套房 

 540 表演湖景套房 

 836 皇宫客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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