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利皇宮簡介
永利皇宮是 Wynn Resorts, Limited 主席及行政總裁 – 史提芬永利先生自 2006 年永利澳門開幕以來，
第二所於澳門發展的豪華綜合度假酒店。永利皇宮集史提芬永利先生逾 45 年經營度假村之偉業大成，
酒店以花卉為主題，重新定義奢華和優雅，讓賓客體驗無以尚之的尊貴服務。
永利皇宮設有 1,706 間優雅華貴的客房、套房及別墅，均配備精緻尊貴的細節和用品，包括永利獨有的
舒適睡床及寢具、永利皇宮特配的沐浴用品、Bang & Olufsen 藍芽音響系統、互動觸控式控制面板及
免費極速寬頻上網服務。
永利皇宮才華橫溢的廚師團隊對烹調充滿熱誠，於高雅餐廳製作出精緻美饌，並以精湛的烹調技藝創造
出富發想像力的佳餚。賓客在永利宮可以一邊俯瞰表演湖，一邊品嚐正宗地道粵菜；在逸蝶軒可品嚐
到富現代感的地道中國滋味；在永利扒房可享用全城最佳的牛扒及海鮮；在時尚裝潢的襯托下，
「泓」日本料理探索正宗的日式餐飲文化；而在鮨泓則可品味由大師主理的壽司。
喜愛悠閒隨性的餐飲體驗，賓客可在以歐洲豐富多姿的傳統市場為靈感的咖啡苑享用各式國際美食，賓
客也可在紅 8 粥麵品嚐粵式美饌；在 99 麵嚐到手製麵及北方經典美饌；在花悅享用精心設計的拉麵食
譜；或在池畔咖啡廳的迷人美景下品嚐亞洲和西式特色菜餚。喜愛甜品的賓客則可在恰如其名的甜藝
廊享用各式朱古力、雪糕及法式薄餅；而永利馬卡龍則為賓客呈獻一系列色彩繽紛的美味馬卡龍。於
醉人的晚上，永利吧為賓客提供各種優質威士忌、葡萄酒及香檳，以及創作靈感來自酒店精選茗茶的
創新雞尾酒系列。
追求極致購物體驗的賓客，可在永利皇宮盡情飽覽全球最頂尖的尊貴品牌，輕鬆購物。佔地 9,848 平方
米（106,000 平方呎）的永利名店街設計尊尚，氣派顯赫，為賓客提供精挑細選，無與倫比的購物體
驗。這個豪華的購物天堂雲集超過 50 間名店，包括最時尚的時裝、奢華首飾、珠寶及腕錶。
永利皇宮水療中心讓賓客從充滿活力的路氹城區放緩腳步，享受寧靜幽雅的理療體驗。賓客可在全澳門
最大的水療中心盡情享用一系列的理療療程，包括面部護理、全身按摩及永利皇宮水療中心獨有的雅逸
療程。永利皇宮水療中心旨在為賓客度身訂造最合適的護理服務，並採用高品質的尊貴護理產品，讓賓
客感受完美極致的水療體驗。
無論是私人派對或大規模的會議展覽活動，永利皇宮的專業團隊定必悉心策劃及完美安排活動的每一細
節。永利皇宮的多功能會議場地佔地 3,438 平方米（37,000 平方呎），包括附設劇院式舞台及可容納
達 1,200 名賓客的無柱式設計宴會廳以及四間可靈活調動間隔的會議廳，提供十款不同的會議空間。賓
客更可於宴會展示廳率先體驗活動的所有細節，確保活動安排一絲不苟。

永利皇宮提供的繽紛娛樂體驗包括乘坐觀光纜車從空中俯瞰表演湖的綽約風姿；賓客亦可欣賞由享譽國
際的花卉設計師 Preston Bailey，以成千上萬的花卉製作的巨型花卉雕塑。這些作品更會每季推出新的
主題，務求令所有賓客每次到訪皆驚喜萬分。
在永利皇宮，賓客隨處可見珍罕非凡的藝術瑰寶。為傳承永利將中華藝術國寶帶回中國的宏願，永利皇
宮的藝術珍藏包括一套四件稀世中國清朝陶瓷花瓶－巴克勒公爵花瓶，融合中西文化，極富中國風的藝
術珍品，以及一些世界知名藝術家的作品，如由名師 Jeff Koons 創作的大型鋼鐡雕塑《鬱金香》。

永利皇宮客房及套房
永利皇宮提供 1,706 間精緻華麗的客房、套房及別墅，房間內每個細節均一絲不苟，並特備尊貴的個人
護理用品，讓賓客享受獨一無二的住宿體驗。客房設計寬敞舒適，賓客可飽覽表演湖及路氹城區的迷人
景色，或綠意盎然的花園景致。
皇宮客房

永利皇宮設有 836 間皇宮客房


平均面積68至78平方米（730至840平方呎）的豪華空間，更設有特大
落地玻璃窗

表演湖景套房



永利獨有的舒適睡床，配以507針埃及棉織床上用品



永利皇宮特配的「Coco and Tonka Bean」沐浴用品



永利皇宮精選茗茶



65吋高清液晶體電視



Bang & Olufsen藍芽音響系統



互動觸控式控制面板，輕鬆調整燈光、窗簾、電視及溫度



皇宮水療客房設有配備音響體驗的私人理療室



免費極速寬頻上網服務

永利皇宮設有 540 間表演湖景套房


平均面積85至107平方米（915至1,150平方呎）的豪華空間包括獨立客
廳，更設有特大落地玻璃窗，可欣賞表演湖景致

行政套房



永利獨有的舒適睡床，配以507針埃及棉織床上用品



獨家舒適枕頭系列可供選擇



永利皇宮特配的「Coco and Tonka Bean」沐浴用品



永利皇宮精選茗茶



65吋高清液晶體電視



Bang & Olufsen藍芽音響系統



互動觸控式控制面板，輕鬆調整燈光、窗簾、電視及溫度



表演湖景水療套房設有配備音響體驗的私人理療室



免費極速寬頻上網服務

永利皇宮設有 105 間行政套房



面積89平方米（960平方呎）的豪華空間包括獨立客廳，衣帽間及特大
落地玻璃窗

珀麗套房



永利獨有的舒適睡床，配以507針埃及棉織床上用品



獨家舒適枕頭系列選單可供賓客選擇



永利皇宮特配的「Coco and Tonka Bean」沐浴用品



永利皇宮精選茗茶、Nespresso咖啡機以及提供一系列精選頂級咖啡



睡房設有65吋高清液晶體電視，客廳設有75吋高清液晶體電視



Bang & Olufsen藍芽音響系統



互動觸控式控制面板，輕鬆調整燈光、窗簾、電視及溫度



免費極速寬頻上網服務

永利皇宮設有 198 間珀麗套房


平均面積136至170平方米（1,460至1,830平方呎）的豪華空間包括獨立
客廳、衣帽間、化妝室及特大落地玻璃窗



永利獨有的舒適睡床，配以507針埃及棉織床上用品



獨家舒適枕頭系列選單可供賓客選擇



永利皇宮特配的「Coco and Tonka Bean」沐浴用品



設有氣泡按摩浴缸



永利皇宮精選茗茶、Nespresso咖啡機以及一系列精選頂級咖啡



睡 房 設 有 65 吋高 清 液 晶體 電 視， 客 廳設 有 75 吋 高清 液 晶 體電 視 連
soundbar揚聲器



Bang & Olufsen藍芽音響系統



互動觸控式控制面板，輕鬆調整燈光、窗簾、電視及溫度



珀麗水療套房及表演湖景珀麗套房設有配備音響體驗的私人理療室



賓客可於表演湖景珀麗套房飽覽表演湖的迷人景色



免費極速寬頻上網服務

表演湖景尊貴套房

永利皇宮設有 18 間表演湖景尊貴套房


面積達269平方米（2,900平方呎）的豪華空間，包括寬敞的客廳、飯廳
及酒吧、娛樂廳、衣帽間及化妝室，更設有特大落地玻璃窗可欣賞表演
湖的景色



24小時私人管家服務



永利獨有的舒適睡床，配以意大利品牌Frette 的800針床上用品



獨家舒適枕頭系列選單可供賓客選擇



永利皇宮特配的「Coco and Tonka Bean」沐浴用品



設有氣泡按摩浴缸



配備私人迷你酒吧；永利皇宮精選茗茶、Nespresso咖啡機以及一系列
精選頂級咖啡



睡 房 設 有 65 吋高 清 液 晶體 電 視， 客 廳設 有 75 吋 高清 液 晶 體電 視 連
soundbar揚聲器，娛樂廳設有85吋高清液晶體電視連5.1 環迴立體聲系
統

天際花園別墅



Bang & Olufsen藍芽音響系統



藍光DVD播放機及Soundbar揚聲器



互動觸控式控制面板，輕鬆調整燈光、窗簾、電視及溫度



配備音響體驗的私人理療室



獨家進入可欣賞表演湖景色的觀景台



免費極速寬頻上網服務

永利皇宮設有 4 間天際花園別墅


面積達362平方米（3,900平方呎）的頂級豪華空間包括寬敞的客廳、飯
廳、大鋼琴、娛樂



廳及化妝室，兩間主人套房均備有衣帽間，更設有特大落地玻璃窗可欣
賞表演湖的景色



24小時私人管家服務



永利獨有的舒適睡床，配以意大利品牌Frette 的800針床上用品



獨家舒適枕頭系列選單可供賓客選擇



永利皇宮特配的「Coco and Tonka Bean」沐浴用品



設有氣泡按摩浴缸及蒸汽淋浴



配備私人迷你酒吧；永利皇宮精選茗茶、Nespresso咖啡機以及一系列
精選頂級咖啡



娛樂室設有85吋高清液晶體電視連7.1 環迴立體聲系統



Bang & Olufsen藍芽音響系統



藍光DVD播放機及Soundbar揚聲器



互動觸控式控制面板，輕鬆調整燈光、窗簾、電視及溫度

花園別墅



配備音響體驗的私人理療室



免費極速寬頻上網服務

永利皇宮設有 5 間花園別墅。


平均面積622至743平方米（6,700至8,000平方呎）的頂級豪華空間，設
有特大落地玻璃窗及門戶可通往室外花園及長45米的游泳池、寬敞的客
廳、獨立飯廳、大鋼琴、桌球枱、娛樂室、化妝室、衣帽間、私人美髮
室及兩間主人套房（三房式花園別墅設有三間主人套房）



24小時私人管家服務



永利獨有的舒適睡床，配以意大利品牌Frette 的800 針床上用品



獨家舒適枕頭系列選單可供賓客選擇



永利皇宮特配的「Coco and Tonka Bean」沐浴用品



設有氣泡按摩浴缸及蒸汽淋浴



私人迷你酒吧；永利皇宮精選茗茶、Nespresso咖啡機以及一系列精選
頂級咖啡



娛樂室設有85吋高清液晶體電視連7.1 環迴立體聲系統



Bang & Olufsen藍芽音響系統



藍光DVD播放機及Soundbar揚聲器



互動觸控式控制面板，輕鬆調整燈光、窗簾、電視及溫度



配備音響體驗的私人理療室



三房式花園別墅設有私人健身室



免費極速寬頻上網服務

餐飲
永利皇宮的用餐體驗糅合了美食、藝術與娛樂的多重感官享受。酒店專業的廚師團隊製作出令人垂涎的
佳餚，讓賓客置身在優雅的環境中細意品嚐精緻佳餚。

高級餐廳
永利宮

永利宮屢獲殊榮的中廚團隊，在以黃金和翡翠色調為主的奢華餐廳環境
中，打造讓人難忘的正宗粵菜餐飲體驗。永利宮富層次的空間讓每位賓客
皆可欣賞到在表演湖的精彩娛樂。賓客可於午膳時間品嚐每日手工製作的
點心和燒味菜餚，晚膳時間則可選擇時令的經典粵菜，並可搭配多達 50 種
由永利皇宮的茶藝大師親自挑選的佳茗。

衣著優雅。


午膳營業時間： 星期一至星期六上午 11 時 30 分至下午 3 時；星期日
及公眾假期上午 10 時 30 分至下午 3 時 30 分

逸蝶軒



晚膳營業時間：由星期一至星期日下午 5 時 30 分至晚上 10 時 30 分



訂座熱線：（853）8889 3663

逸蝶軒為賓客提供視覺與味覺享受兼備的美食體驗 －在時尚雅緻的佈置襯
托下，正宗的地道中國滋味散發與別不同的繽紛魅力。廚師團隊於開放式
廚房以創新手法呈獻四川、湖南、雲南及淮揚菜精彩的一面，讓賓客盡情
享受傳統中菜的色香味美。。

衣著優雅。


午膳營業時間：星期六及日上午 11 時 30 分至下午 3 時



晚膳營業時間：由星期二至星期日下午 5 時 30 分至晚上 10 時 30 分



訂座熱線：（853）8889 3663

永利扒房

永利扒房提供全城最佳的牛扒及海鮮，並呈獻經典表演，讓賓客尤如置身
劇院中享用晚宴。餐廳嚴選上乘食材，包括生猛的海鮮如多款龍蝦、貝類
及每日新鮮魚獲，以及來自美國、澳洲及日本的頂級牛排。餐廳還提供各
式美酒和澳門最佳的烈酒系列，讓賓客可一邊輕嚐美酒，一邊欣賞獨特視
覺盛宴；表演開始前，餐廳燈光將被調暗，音樂淡出後幕牆便會打開，上
演令人目眩神迷的表演節目。

衣著優雅。歡迎五歲或以上兒童進入餐廳用膳。

「泓」日本料理



營業時間由星期三至星期一下午 5 時 30 分至晚上 11 時



訂座熱線：（853）8889 3663

雲集八位日本料理大師的精湛技藝，「泓」日本料理為賓客演繹正宗的日
本文化、待客之道及飲食傳統。賓客可以在時尚優雅的環境中，細意品嚐
美味鐵板燒、天婦羅、壽司及各種日式美饌。餐廳還提供一系列罕貴獨有
的清酒佳釀、日本威士忌及手工啤酒，讓賓客更全面體驗日本文化。

衣著優雅。

鮨泓



午膳營業時間：星期六及星期日上午 11 時 30 分至下午 3 時



晚膳營業時間：由星期四至星期二下午 5 時 30 分至晚上 11 時



訂座熱線：（853）8889 3663

鮨泓以日本正宗的壽司吧體驗作為靈感來源，提供只有 21 個座位的用餐
體驗，讓賓客展開探索和食藝術文化的旅程。四位壽司大師精心挑選最時
令的食材，食材每天均從日本築地市場空運抵澳。由著名米芝蓮兩星壽司
大 師 「現 代之 名匠 」嶋 宮勤 大師 設計 菜譜 ，餐 廳提供 的 「廚 師發 辦
Omakase」體驗定可滿足對飲食品味有至高要求的賓客。

衣著優雅。


午膳營業時間：星期六及星期日上午 11 時半至下午 3 時



晚膳營業時間：由星期四至星期二下午 5 時 30 分至晚上 11 時



訂座熱線：（853）8889 3663

休閒餐廳
咖啡苑

從世界各地的知名美食廣場及市場取得靈感，咖啡苑匯聚中西美食的精
髓，為賓客重新詮繹自助餐體驗。賓客可以一邊俯瞰表演湖的壯麗景色，
一邊品嚐由十個廚師負責，以時令食材為主題的各式佳餚。賓客更可享用
包括多款美點及配搭特色茗茶的精美下午茶。

衣著休閒隨意。

花悅



營業時間由每日上午 6 時 30 分至凌晨 2 時



查詢熱線：（853）8889 3698

賓客可以在此享受前所未有的拉麵體驗。花悅以精心挑選的豬骨製作細膩
香濃的豬骨湯底，賓客可選擇配料及手製麵條。這 21 座位的拉麵吧枱設
計，讓賓客輕鬆品嚐美饌後，重展活力旅程的最佳選擇。

衣著休閒隨意。


營業時間由每日上午 11 時至凌晨 12 時



查詢熱線：（853）8889 3686

紅 8 粥麵

紅 8 粥麵的廚房團隊全天候提供粵式美饌，如粥品、點心、燒臘、叉燒與
脆皮燒鵝。各式美食皆在華麗的幸運樹下為賓客奉上，寓意帶來好運。

衣著休閒隨意。由於餐廳位於娛樂場內，只招待年滿二十一歲或以上之賓
客。

99 麵



每天 24 小時營業



查詢熱線：（853）8889 3648

99 麵的廚師團隊來自麵食的發源地─陝西及山西，每天即製傳統手製北
方拉麵，在充滿活力的環境中 24 小時為賓客提供經典美食。自選配搭包
括九種手製麵、九款湯底及醬料供選擇， 還供應點心及其他冷熱菜式。

衣著休閒隨意。由於餐廳位於娛樂場內，只招待年滿二十一歲或以上之賓
客。

池畔咖啡廳



營業時間由每日上午 10 時至凌晨 2 時



查詢熱線：（853）8889 3678

池畔咖啡廳位於酒店游泳池的翠綠園林之中，賓客可享受於室外用餐的樂
趣及於俯瞰表演湖的酒吧盡享悠閒。餐廳提供亞洲和西式特色輕食及美
饌、下午茶小吃、清新果汁及熱帶水果冰沙。

衣著休閒隨意。


營業時間由每日上午 10 時至晚上 9 時



查詢熱線：（853）8889 3658

甜品
甜藝廊

甜藝廊是城中首屈一指的甜品店，為華麗的歐式糕點注入充滿玩味的新元
素，帶領甜食愛好者走進這個繽紛的甜蜜世界。靈感來自童年時的夢幻世
界，即製鬆餅和法式薄餅的撲鼻芳香吸引著賓客品嚐色彩繽紛的糕點、雪
糕、蛋糕、朱古力和奶昔。

衣著休閒隨意。

永利馬卡龍



營業時間由每日上午 9 時至晚上 10 時 30 分



查詢熱線：（853）8889 3683

美味與色彩的華麗邂逅，幻化成精緻可口的馬卡龍，每一件皆以最優質的
材料手製而成。位處咖啡苑的入口旁，永利馬卡龍讓賓客享受誘人回味的
時刻，把甜蜜的味道以色彩繽紛的禮盒帶回家，與親友共享。

衣著休閒隨意。



營業時間由每日上午 9 時至晚上 10 時



查詢熱線：（853）8889 3613

酒吧及酒廊
永利吧

室內設計尤如閃亮生輝的珠寶箱，永利吧是賓客細嚐各種優質威士忌、葡
萄酒及香檳的理想地點。酒吧綴以一盞 18 世紀古董水晶吊燈，啟發了調
酒師團隊為經典雞尾酒注入時尚創新元素。酒吧更備有精選茗茶、手製水
晶器皿及各式亞洲風味小食，而牆上鑲滿了多種寶石，讓賓客一邊細嚐美
酒一邊探索尋寶。
衣著優雅。只招待年滿十八歲或以上之賓客。



營業時間由每日下午 3 時至凌晨 3 時



查詢熱線：（853）8889 3668

購物
全球最頂尖的尊貴經典品牌均已進駐永利皇宮，喜愛購物的賓客在此必定樂而忘返。佔地 9,755 平方米
（105,000 平方呎）的永利名店街設計尊尚，氣派顯赫，為賓客提供在澳門無與倫比的購物體驗。這個
豪華的購物天堂雲集超過 50 間名店，包括高級訂製服裝、名貴飾品、珍貴珠寶以至高級腕錶。
商店營業時間

每日上午10時至凌晨12時
水療用品店：每日上午9時至晚上11時
禮品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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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SÖHNE

德國高級製錶品牌朗格每年僅出品數千枚代表最高品質的金質
或鉑金 950 腕錶。自瓦爾特．朗格在 1990 年復興朗格的 20 多
年間，朗格研發出 51 款錶廠自製機芯，雄踞世界高級腕錶品牌
的領導地位。

ALEXANDER MCQUEEN

具創新性，富感染力，不妥協的 – 這都是描述品牌亞歷山大．
麥昆浪漫而時尚的設計風格。

AUDEMARS PIGUET

愛彼是歷史最悠久、現時仍由創始家族持有的高級錶廠。自
1875 年創始以來，愛彼在汝拉山谷不斷推陳出新，締造了許多
出類拔萃的傑作，在高級製錶史上寫下不朽篇章。

BALENCIAGA

Balenciaga 是 奢 侈 原 創 的 代 表 品 牌 。 該 品 牌 由 Cristóbal
Balenciaga 於 1919 年創立，1936 年揚名於巴黎。憑藉精湛的
剪裁與縫製技術，加之對面料的不斷創新，該法式時裝屋定義
了現代優雅。

BALLY

創新，實用，優雅。自 1851 年起，這三個原則標誌着創辦人
CarlFranz Bally 孜孜不倦的先驅精神 － 不斷以其尖端技術及世
界級工藝，灌注這家獨一無二的瑞士品牌。時至今日，Bally 已
成為獨一無二的瑞士奢華鞋履及配飾品牌。

BOTTEGA VENETA

精湛工藝、創新設計、實用功能及優質素材 － 自 1966 年起
Bottega Veneta 為奢華創造了一套新定義。

BRIONI

自 1945 年於羅馬創立，Brioni 被公認為最負盛名的意大利奢侈
男裝品牌，是男性優雅的權威。獨特的專門知識保證了卓越的
量身訂制服裝和裁縫成衣系列以及配飾。

BRUNELLO CUCINELLI

創立於 1978 年，Brunello Cucinelli 是一家意大利主營羊絨系列
的奢侈品品牌，現今已成為國際上最知名的成衣奢侈品牌之
一。

BURBERRY

Burberry 以優良品質、創意、時尚和不拘一格的經典形象顯赫
國際，傳承逾 150 年來久經歷煉的卓越工藝，悉心創作既具有
實用功能又饒富獨特的英國情懷的時尚服飾及配飾精品系列。

CARTIER

卡地亞曾被英國國王愛德華七世讚譽為「皇帝的珠寶商，珠寶
商的皇帝」，是世界頂級珠寶品牌之一。卡地亞創立於 1847
年，至今已有超過 160 年的歷史，是世界珠寶、腕錶及配飾之
翹楚。

CHANEL FASHION

「Chanel 是一種風格」– Gabrielle Chanel。Chanel 女士以女
性特有的細膩和不同流俗的前瞻眼光，為自己和所有愛美的女
性創造出風格獨具的完整女性系列。由軟呢外套、黑色小禮
服、2.55 菱格紋手袋至山茶花等經典標誌；與 Chanel 的香水
彩妝及護膚品系列、腕錶和高級珠寶，締造終極奢華與時代美
學。
專門店薈萃風格與時尚，時刻呈獻品牌最新創作：時裝、手
袋、鞋履、皮革配件、首飾及手錶系列等。

CHANEL WATCHES AND FINE
JEWELLERY

1932 年，Chanel 女士發表了首個高級珠寶系列，正式向高級
珠寶的殿堂邁進。現時的 Chanel 高級珠寶及腕錶專門店以
Chanel 女士位於巴黎 Rue Cambon 的寓所為藍本，重現私密
與藝術的氛圍。

CHOPARD

蕭邦創立於 1860 年，蕭邦是一間廣受國際讚譽的瑞士奢侈鐘
錶及珠寶品牌，由家族擁有和管理，尊重傳統和家族精神，重
視技藝傳承，並追求先進的技術發展。

DOLCE & GABBANA

創立於 1985 年，現已成為當今國際時裝舞台領軍品牌。品牌
扎實的 DNA 採用傳統裁剪工藝，風格來源於西西里地中海文
化。Dolce & Gabbana 生產高端成衣、皮具、鞋履、配飾、高
級珠寶及手錶。

ERMENEGILDO ZEGNA

Ermenegildo Zegna 是世界頂級奢華男士服裝品牌的翹楚，代
表了當代意大利品味及生活文化。品牌有超過 100 年的悠久歷
史，由品牌建立初期於意大利 Trivero 設立羊毛工廠，到今天已
發展成為一個國際時裝集團，提供男裝、皮具、絲質配飾、香
水及眼鏡等優質時尚產品。

ETRO

Etro 由 Gimmo Etro 先生於 1986 年建立，作為「新傳統主義」
的象徵，它代表著「意式風尚」和「意大利製造」的奢侈品品
牌，更意味著藝術家們精湛技藝和大膽創新精神的完美結合。

FABIO CAVIGLIA

1963 年，時裝設計師 Fabio Caviglia 在羅馬威尼托街開設了他
第一家專門店；40 年後，這個以他命名的時裝品牌已經成為男
裝的翹楚。縱觀發展歷程，品牌秉承其創辦人的理念，為眼光
獨特的客戶製作出優雅精緻、意大利全手工打造的高級男裝。

FERRARI

法拉利的飛躍駿馬標誌，象徵豪華尊尚的生活態度，以及嚮往
自由的賽車精神。自 2002 年在意大利馬拉內羅市開設全球首
間專門店以來，法拉利已於全球開設 27 間專門店，其中 2 間進
駐永利集團旗下酒店。歡迎各位前來選購各款以賽車為主題的
商品，包括男裝、女裝、皮革用品、時尚飾品、裝飾擺設及童
裝系列，讓您犒賞自己或送禮給摯愛親朋。

FRANCK MULLER

瑞士高級鐘錶品牌 Franck Muller，一直以創新複雜的技術結合
一絲不苟的設計創下先河並擁有超過 50 項全球首創及專利，更
被譽為「複雜功能大師」。

GIORGIO ARMANI

Giorgio Armani 品牌始於 1975 年，系列以優雅及時尚見稱，配
上卓越的製作手藝、細緻的設計細節、俐落的線條和高品質的
材料，使品牌產品至臻完美。

GRAFF

格拉夫由勞倫斯．格拉夫於 1960 年在倫敦創立，格拉夫是世
上最無以倫比的珠寶的代名詞。格拉夫是一個家族企業並採用
垂直整合式的業務模式，親身參與珠寶製作的每一步，包括採
購原石、切割，以至設計和鑲嵌。現在，格拉夫在全球擁有逾
50 家珠寶店。

GUCCI

Gucci 是全球頂級時裝品牌之一，1921 年創始於佛羅倫斯。
Gucci 以卓越品質及意大利精製手工藝而舉世聞名，專門設
計、生產及銷售頂級製品，包括皮具、鞋履、成衣、絲織品、
手錶及高級珠寶。Gucci 是開雲集團旗下的品牌。

HERMÈS

創立於 1837 年，愛馬仕在巴黎開設馬鞍及馬具產品專門店。
對精緻素材和簡約表現的熱衷，對傳世手工技藝的摯愛以及那
種不斷求新的活力，在愛馬仕代代相傳。現時，愛馬仕產品系
列包括：皮包及行李箱、馬具、絲巾、女裝、男裝、餐具等⋯⋯
並分銷至全球各地。

HUGO BOSS

Hugo Boss 集團起源於德國，是世界高端奢侈品市場的領導者
之一，主要致力於設計及銷售全系列高檔男女服飾精品。集團
旗下核心品牌 Boss 涵蓋摩登經典的商務裝、優雅晚禮裝、休閒
運動裝以及鞋履和皮具等配飾。

IWC SCHAFFHAUSEN

自 1868 年以來，瑞士製錶商沙夫豪森 IWC 萬國錶不斷製作具
有持久價值的腕錶。公司熱切追求創新解決方案和獨創技術，
在國際上已贏得廣泛讚譽。IWC 萬國錶糅合精準無比的性能和
獨一無二的設計，打造體現高級製錶藝術最高境界的典範之
作。

JAEGER-LECOULTRE

積家錶廠自 1833 年來在高級製錶歷史上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並以傑出的創作及發明體現品牌的豐厚傳統，如無匙上鏈系
統、三問腕錶專用的靜音調節器、重量不到 1 克的積家 101 機
芯、經典的 Reverso 翻轉系列腕錶，以及前所未見的 DualWing®雙翼設計理念等。憑藉 1,249 款機械機芯和 413 項註冊
專利，積家完美展現大工坊製錶大師的無窮創意與熱情。

MIU MIU

Miu Miu 為 Miuccia Prada 於 1993 年創辦之品牌，風格
突出，展現一抹細緻的性感。品牌擁有強烈的個性，為
創意、魅力及獨立精神的化身。

MONCLER

盟可睞 Moncler 1952 年在法國格勒諾布爾創立。品牌糅合時尚
與創新，創造出從日常都市裝到專業登山服等各類精品系列。

MONTBLANC

Montblanc 創立逾百年至今，一直堅持以傳統底蘊與至臻工藝
創作每一款產品。Montblanc 六角白星標誌是品牌追求完美的
代號 － 由書寫工具、鐘錶、皮具、飾物配件、香氛以至眼鏡產
品等，Montblanc 推動文化領域發展的同時更致力不斷追求卓
越。

OFFICINE PANERAI

沛納海於 1860 年在佛羅倫薩創立，原身為鐘錶工坊，多年來
為意大利海軍供應精準的計時儀器。時至今日，沛納海於瑞士
諾沙泰爾(Neuchâtel)開設製錶廠，融合了意大利的設計和瑞士
的製錶技術。

PACIFIC CIGAR

裝潢設計充滿時尚特色，Pacific Cigar 提供各式各樣的高級手
捲雪茄及精緻美觀的雪茄專用配件，如 Elie Bleu、登喜路、都
彭和 Siglo 等著名品牌。店內更設有一個 24 小時恆溫恆濕雪茄
陳列室，確保雪茄長期保持最佳狀況。

PIAGET

伯爵於永利皇宮的專賣店引領訪客一同探索品牌的繽紛奇妙世
界，見證伯爵在高級鐘錶和珠寶這兩大專業範疇的精湛技藝，
相互融合，別具一格。

PRADA

Prada 於 1913 年在米蘭成立，創辦人 Mario Prada 為 Miuccia
Prada 的祖父。時至今天，Prada 產品包羅男女皮具、成衣、
鞋履，設計創新細緻，時尚現代，同時結合品牌典型的優秀工
藝。 Prada 也活躍於眼鏡和香氛領域。

RALPH LAUREN

Ralph Lauren 是高級生活精品市場首屈一指的設計、市場營銷
及分銷企業，產品分為四類：服裝、家居用品、配飾及香薰。

RICHARD MILLE

Richard Mille 對高科技研發、創新材質、航天和 F1 賽車的熱忱
以及革新派精神，詮釋著高級鐘錶文化的巔峰。

ROGER DUBUIS

自 1995 年以來，Roger Dubuis 羅傑杜彼即在現代高級製錶領
域中佔一席位。品牌秉持勇於創新的精神，作品融合大膽亮眼
的設計，展現品牌於高級製錶機械領域的精湛工藝和權威地
位，在 21 世紀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

ROGER VIVIER

Roger Vivier 創立於 1963 年，現任創意總監 Bruno Frisoni 每
季都為品牌注入新的時尚元素，不斷探索和豐富著 Mr. Roger
Vivier 的設計與理念，已然已使品牌發展成為全球奢華配飾品
牌。

ROLEX

勞力士為瑞士製錶業的領導品牌，總部設在日內瓦，以精湛工
藝和專業技術享譽全球。品牌著名的蠔式腕錶，每一枚均憑藉
其精準獲得天文台精密時計認證，成為卓越、性能和尊貴的險
徵。

SAINT LAURENT

成立於 1961 年的 Yves Saint Laurent，於 2016 年 4 月任命
Anthony Vaccarello 為其創意總監,其现有系列包括以“Saint
Laurent Paris” 為標誌的男女成衣，皮具等產品。

SALVATORE FERRAGAMO

Salvatore Ferragamo 為世界上其中一個最著名的意大利高級品
牌。一直以來，品牌以獨特風格、混合格調、創意和革新著
稱，其品質及工藝均源自於「全意大利製造」，為每一件產品
帶來美譽保證。

禮品店

禮品店呈獻各式各樣的日常用品，包括時尚高貴的永利床上用
品系列，全面滿足賓客的生活所需。賓客亦可在此選購特色紀
念品及精美藝術精品，為摯愛親朋送上心意。

THE WYNN SHOP

尊貴奢華體驗，極致細膩呵護──永利獨家的星級得獎度假體
驗，現在您亦可安在家中享受。The Wynn Shop 提供一系列高
級旅遊及家居精品，包括尊尚美容與水療用品、時尚運動服飾
及泳裝等，您還可以將永利經典行李箱與葡萄牙香薰帶回家，
延續瑰麗享受。

TOD’S

一個享負盛名的意大利品牌。品牌一直追求優雅而簡潔的奢
華 ，極致 的品味 ，和高 尚的皮 具品質 ，這些 便是長久 以來
Tod’s 的標誌性特徵。

TUDOR

穿越時空與夢想，始創於 1926 年的帝舵表將我們帶進一個優
雅、炫目並極具高性能的世界。帝舵表秀麗的曲線及奪目的外
形，是象徵活力與時尚的標誌。

VACHERON CONSTANTIN

江詩丹頓是創始於 1755 年的鐘錶製造商，通過製錶大師從不
間斷地世代傳承其專業製錶技術，打造永恆不朽的時計傑作展
現高級製錶精神，始終秉承品牌的三大基本價值理念，即精湛
的製錶技藝、和諧且具創意的美學設計以及至臻完美的藝術工
藝。

VALENTINO

Valentino 是舉世知名的意大利奢華品牌之一，產品包括：高級
訂製服、成衣以及一系列配飾，包括手袋、皮鞋、小型皮具、
腰帶、眼鏡、腕錶及香水。

VAN CLEEF & ARPELS

梵克雅寶源於 1895 年，創始人艾斯特爾‧雅寶(Estelle Arpels)
和阿爾弗萊德‧梵克(Alfred Van Cleef)的一段美好姻緣，並在
1906 年於巴黎的芳登廣場開設了首間旗艦店。世家百年以來一
直是高級珠寶及腕錶創作的翹楚，低調細緻優雅之象徵。其靈
感不論源自於大自然、高級訂製服或無窮的想像，皆展現永恆
的和諧與不朽之美。

VERSACE

成立於 1978 年，Gianni Versace S.p.A. 是全球時裝設計領先
品牌之一。1997 年由藝術總監 Donatella Versace 掌管旗下設
計、製造、銷售、以及時裝零售和生活產品，包括高級訂製、
男女成衣、珠寶、腕錶、配飾、香水和家具。

會議及宴會服務
無論是私人派對或大規模的會議展覽活動，永利皇宮的專業團隊定必悉心策劃及完美安排活動的每一細
節。鋪滿了華麗地毯的宴會廳為不同的場合提供最合適的場景。而會議和會展的場地的佈置則充滿特色
的元素，包括精美的漆面、拋光鏡面和特別定制刺繡了經典 18 世紀中國風設計的屏風。
宴會廳，會議廳及董事廳

永利皇宮的多功能會議場地佔地 3,438 平方米（37,000 平方
呎），四間會議廳可因應需要靈活調動間隔，提供十個不同的會
議空間；兩間董事廳及一個佔地 1,620 平方米（17,400 平方呎）
無柱式設計的宴會廳，並附設劇院式舞台。

特點



氣派豪華的無柱宴會廳開揚寬敞，樓高八米高，並附設專業
技術服務的劇院式舞台



所有會議廳均可通往露台，並可靈活調動間隔，同時舉辦幾
個不同的會議



所有會議廳及董事廳均天然光線充足



所有會議場地均配備先進科技設備，包括頂級影音器材以及
寬頻和無線上網功能

服務



周全的商務服務



專業的會議服務及宴會營業部團隊



主題活動



頂級廚師團隊炮製佳餚美食



酒店專屬花卉團隊



酒店專業的影音團隊



專業的婚宴統籌及管家服務

視聽服務支援

酒店專屬的影音團隊能為賓客提供全面有關影音服務

宴會展示廳

宴會展示廳按宴會廳規格而建，賓客可於此率先體驗活動的所有
細節

永利皇宮水療中心
水療中心

永利皇宮是全澳最大的水療中心，精心設計及提供一系列優質的水療產
品及療程。從中國最引人入勝的宮廷取得靈感，永利皇宮水療中心是一
個隱世迷人、寧靜幽雅的瑰麗宮廷。水療中心提供接近 30 款療程，其
中專為男士及女士分別設計的精選療程分別為「帝王俊雅之旅」及「女
王恬逸之旅」。

營業時間

健身中心

每日早上6時至晚上10時30分

游泳池

每日早上 7 時至晚上 9 時
（四月至十一月）
每日早上 7 時至晚上 8 時
（十二月至三月）

水療中心設施

美髮中心

每日早上 10 時 30 分至晚上 9 時 30 分

水療中心

每日早上 6 時至晚上 10 時 30 分

永利皇宮水療中心佔地 4,497 平方米（48,403 平方呎），擁有 22 間舒
適的理療室。每間獨立的貴賓套房皆設有私人的休憩間、按摩浴池及水
療空間。
水療中心的獨立男女賓部均備有完善設施，包括充氣水療床、水力按摩
池、冷水池、桑拿室、蒸汽室、香薰水療淋浴及恆溫蒸氣浴室。儲物櫃
內備有浴袍及拖鞋，頭髮及身體護理用品亦齊備。

美髮中心

美髮中心為賓客提供專業的理髮及髮型設計、美甲及美容服務，悉心為
賓客打造別出心裁的亮麗造型。

健身中心

健身中心擁有一應俱全的健身設施及特設瑜珈室，另可為賓客安排私人
教練，滿足不同程度的健身需求。酒店住客更可享用最先進的 Cybex
健身器材。健身中心只供酒店住客使用。

游泳池

室外游泳池讓賓客在無拘束的環境下暢泳，更提供水療按摩池及 6 間池
畔小屋。

花卉藝術
享譽國際的花卉設計師 Preston Bailey 與史提芬永利先生破天荒攜手合作，成功把平凡的材料變成非凡
的藝術品。童年時往遊樂場的興奮回憶，以成千上萬的新鮮和永生植物、刺繡亞麻布、玻璃、鋼鐵、樹
脂和水晶等材料將之昇華，將瑰麗回憶重新演繹。這些作品歌頌花卉為美的象徵，是完美和諧的化身。

旋轉木馬

體積

「旋轉木馬」高4.8米 （16 呎） 闊5.7米（19 呎）

花卉

「旋轉木馬」由超過83,000朵花所製成，花種包括：玫瑰、牡丹、繡球
及翠雀

重量

「旋轉木馬」的重量接近8.6公噸

燈光

「旋轉木馬」採用了360個燈泡及3,882個麥穗燈泡

組件

「旋轉木馬」由超過4,000件獨立部件所組成（不包括花卉）

摩天輪
體積

「摩天輪」高6.4米（21呎），闊超過3米（10呎），圓周4.8米（16呎）

花卉

「摩天輪」由超過 103,000 朵花所製成，花種包括：玫瑰、繡球、小玫
瑰及鈕扣菊

重量

「摩天輪」的重量超過5公噸

燈光

「摩天輪」採用了1,160個燈泡

組件

「摩天輪」的支架由美國拉斯維加斯 Forte Specialty Contractors 的雕塑
大師 Mod Toonrud 親手製作

在搖搖板上的猴子
體積

「在搖搖板上的猴子」闊5.5米（19呎），高4米（14呎）

花卉

「在搖搖板上的猴子」由超過 45,000 朵花所製成，花種包括：白晶菊、
玫瑰、繡球花，康乃馨及天竺牡丹

重量

「在搖搖板上的猴子」的重量接近2公噸

燈光

「在搖搖板上的猴子」採用了184個燈泡

組件

「 在 搖 搖 板 上 的 猴 子 」 的 支 架 由 美 國 拉 斯 維 加 斯 Forte Specialty
Contractors 的雕塑大師 Mod Toonrud 親手製作，由超過 2,000 件獨立
部件所組成（不包括花卉）

鬱金香花田裡的風車
體積

「鬱金香花田裡的風車」高5.5米 （19 呎） 闊4.5米（15 呎）

花卉

「 鬱金香 花田裡 的風車 」由超 過 75,000朵花 所製成， 花種包 括： 玫 瑰、
洋桔梗、繡球花、牡丹、小玫瑰，雛菊及千金子藤

重量

「鬱金香花田裡的風車」的重量接近3公噸

燈光

「鬱金香花田裡的風車」採用了1,000個燈泡

組件

「鬱金香花田裡的風車」由超過3,000件獨立部件所組成（不包括花卉）

傑克魔法盒
體積

「傑克魔法盒」長、闊及高各1.8米（6呎），傑克跳出魔法盒時距離地面
達4.6米（15呎）高

花卉

「傑克魔法盒」由超過 30,000 朵花所製成，花種包括：玫瑰、雛菊、天
竺牡丹、百日菊、小玫瑰及太陽花

重量

「傑克魔法盒」的重量接近2公噸

組件

「傑克魔法盒由超過 1,800 件獨立部件所組成（不包括花卉）

費伯奇彩蛋
體積

「費伯奇彩蛋」闊2.4米（8 呎），鳳凰升起時距離地面達4.9米（16呎）高

花卉

「費伯奇彩蛋」由超過60,000朵花所製成，花種包括：玫瑰、杜鵑、小玫瑰及
繡球花

重量

「費伯奇彩蛋」的重量接近2公噸

燈光

「費伯奇彩蛋」採用了6組可移動的舞台燈光裝置

組件

「費伯奇彩蛋」由超過2,000件獨立部件所組成（不包括花卉）

熱氣球
體積

「熱氣球」 包括了兩個小型氣球高3米（9.8尺），圓周1.5米（5尺）; 兩個中
型氣球高3.7米（12尺），圓周1.8米（6尺）及一個高5.2米（17尺），圓周
2.7米（9尺）的大型氣球

花卉

「熱氣球」 由超過90,000朵花所製成，花種包括：繡球花，玫瑰，乒乓菊，
小玫瑰，康乃馨，海葵，大理花和百日菊

重量

「熱氣球」 的重量接近2公噸

組件

「熱氣球」 由超過1,500件獨立部件所組成（不包括花卉）

表演湖
無論是浪漫與優美或是澎湃與震撼，表演湖都能令賓客目眩神迷，沉醉於水舞、音樂與光影之中。經過
精心編排的動感表演每 20 分鐘呈現於賓客眼前，在賓客抵達酒店時增添一抹戲劇性的色彩。
湖水

表演湖佔地 26,783 平方米（288,289 平方呎），平均深度 1.2 米（3.9 呎），
最深點 1.6 米（5.25 呎）。湖內貯存了 33,219,000 公升（8,775,531 加侖）的
水，每 10.8 小時更新及以雨水補充。

在平靜的湖面下，裝有逾171個Oarsmen®噴咀，18支Hypershooter®發射器
和1,004支MiniShooter®發射器。水花從湖底升起，隨著時而柔和時而雄壯的
音樂伴奏，作多角度的噴射。

燈光

逾4,105盞 RioLights®燈泡及1,400盞StrobeStar®燈泡令表演湖閃爍璀璨，注
入色彩繽紛的動力。獨立控制的燈泡配合湖水的舞動，締造不同的氣氛、節奏
及情緒，景象壯麗。

音樂

永利先生為噴泉親自挑選的音樂作品包括古典音樂及百老匯歌劇及中文歌曲。
完美的編曲令精彩動感的表演齊集水、光和色等多種元素。

製作

動感音樂噴泉由水景設計公司（WET）開發，其設計突顯各個項目的獨有特
色。WET噴泉的設計是根據不同的環境及文化背景而設。

水景設計公司於1983年由主席兼首席執行官馬克富勒（Mark Fuller）創辦，自
此不斷擴展，目前聘有設計師、工程師和技術專業人士，為全球各地設計、開
發及安裝音樂噴泉。

表演時間

表演全長約3.5分鐘，每日由中午12時至晚上7時，每30分鐘輪流呈現於賓客眼
前；由晚上7時至至午夜12時，每20分鐘輪流呈現於賓客眼前。

觀光纜車
乘坐觀光纜車是進入永利皇宮最華麗的方式。賓客選乘觀光纜車可於 28 米（91 呎）的高空俯瞰表演湖
及路氹的迷人景觀，當途經表演湖的北面及南面時，壯觀的金龍會歡迎賓客 。而特別訂製的音響系統
更會同步播放歌曲以配合表演湖的舞動噴泉表演，讓賓客在飽覽路氹璀璨美景的同時，亦可享受繽紛的
娛樂體驗。
體積

觀光纜車的最高點高 28 米(91 呎)，總長超過 679 米（2,228 呎）。設有 13 座
輸電塔、兩座偏轉塔及兩座金龍塔，帶領著觀光纜車圍繞表演湖運行。賓客可
在位於表演湖外邊或位於酒店南邊入口的觀光纜車站上車或下車。

纜車車廂

每個纜車車廂可載客 6 人，以順時針方向圍繞表演湖運行，讓賓客以最佳角度
俯瞰表演湖的聲色表演及路氹城區的迷人景觀。觀光纜車共設有 34 個纜車車
廂，每小時接載 1,200 位乘客，每日接載 18,000 名乘客。為確保乘客在車廂
內舒適，所有的車廂均為冷氣車廂，並設有燈光及音響資訊娛樂系統。

金龍

兩條金龍分別駐守於表演湖的北面及南面，每當乘客經過時便會以燈光效果歡
迎賓客到訪。

運行時間



每日早上 10 時至午夜 12 時



來回程時間為 10 分鐘

鬱金香
這令人驚艷的雕塑作品出自藝術家 Jeff Koons 的《慶典》系列，是他創作了超過 20 年的心血結晶。
《慶典》系列以極度現代及具前瞻性的藝術作品，展現像孩子般純真的概念。創作時間由 1995 至
2004 年，《鬱金香》是《慶典》系列中最大型及最複雜的作品。《鬱金香》有五個獨特的版本，全部
以高鉻不銹鋼製造，採用高度鏡面拋光，並以鮮艷的色譜鍍色，鏡面反映觀眾和藝術品本身。雖重 2.7
公噸，這雕塑作品卻給人無重的感覺，反映出藝術家從動物氣球中取得靈感。
體積

《鬱金香》高 2.1 米 （6.9 呎），闊 4.5 米 （14.8 呎），長 5.2 米 （17.25
呎）。

創作者

Jeff Koons 生於美國賓夕凡尼亞州約克郡。他的公共雕塑藝術品享負盛名，
其中 1992 年的標誌性花卉雕塑《小狗》在美國洛克菲勒中心展覽後現在被
永久性陳列於西班牙的畢爾包古根漢美術館。另一件花卉雕塑《分割木馬》
（2000）曾於法國亞維儂的教皇宮、凡爾賽宮及瑞士貝耶勒基金會展覽。

Koons 於文化領域的成就非凡，獲獎無數。最近，美國國務卿克林頓在美國
國務院使館藝術辦公室表揚 Koons 在國際文化交流中作出傑出的頁獻。

娛樂場
面積

娛樂場佔地約39,109平方米 （420,000平方呎）

賭桌遊戲

娛樂場內設有不同的傳統及新式賭桌遊戲，如「廿一點」、「加勒
比撲克」、「輪盤」、「骰盅」以及各式各樣的「百家樂」。

電子博彩機

永利皇宮設有種類繁多的電子博彩機，每局注碼由港幣0.05元至
6,000元。賓客可選擇多種遊戲主題及形式，電子博彩機不接受一
般硬幣或籌碼。

鴻利尊享優惠

鴻利卡是永利皇宮與客人建立親切關係的第一步。客人可利用鴻利
卡玩電子博彩機或賭桌遊戲，贏取優惠，包括房價優惠、免費餐
飲、優先預訂及獲邀出席特備節目。如欲查詢優惠詳情，請親臨娛
樂場的鴻利會查詢。

未成年人士不得進入娛樂場

澳門法例禁止21歲以下人士進入娛樂場。

負責任博彩

負責任博彩是我們營運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份。假如您或您認識的
親友出現問題賭博的徵狀，請填寫「自我隔離或第三者提出之隔離
申請」表格，表格可於娛樂場的帳房索取。
問題賭博輔導熱線：（853） 2832 3998
適可而止

無煙環境

為了讓娛樂場內的空氣流通，娛樂場內的吸煙室內均設有獨立通風
系統及在負氣壓的環境下運作。永利皇宮更安裝了Ionair®空氣清新
系統，無論賓客身在何處，都能享受到潔淨的空氣。該系統的電離
過程能減少在空中傳播的微生物、細菌、霉、黴菌，同時中和煙味
及其他異味，從而製造清新舒適的室內環境。潔淨空氣的製造過程
與大自然一樣，是透過正負離子的活化作用形成，不經過紫外線或
化學添加。賓客可放心於潔淨和健康的環境下盡情耍樂。

永利皇宮
背景資料
主席

史提芬永利 Stephen A. Wynn

CHAIRMAN &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WYNN RESORTS, LIMITED
總裁

麥馬度 Matt Maddox

PRESIDENT
WYNN RESORTS, LIMITED
永利澳門有限公司總裁兼執行董事

高哲恆 Ian M. Coughlan

PRESIDENT & EXECUTIVE DIRECTOR
WYNN MACAU, LIMITED
永利澳門有限公司執行董事兼首席營運總裁

陳志玲 Linda Chen

EXECUTIVE DIRECTOR &
CHIEF OPERATING OFFICER
WYNN MACAU, LIMITED
永利皇宮營運總裁

羅偉信 Frederic Luvisutto

CHIEF OPERATING OFFICER
WYNN PALACE
總裁

John Littell

PRESIDENT
WYNN DESIGN & DEVELOPMENT
營運管理公司

Wynn Resorts, Limited

MANAGEMENT COMPANY
承建商

禮頓建築（亞洲）有限公司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Leighton – Contractor Asia Ltd.

總體設計

Wynn Design & Development

OVERALL DESIGN
執行副總裁 （設計）

Roger P. Thomas

EXECUTIVE VICE PRESIDENT
OF DESIGN
執行副總裁 （建築）

DeRuyter O. Butler

EXECUTIVE VICE PRESIDENT
OF ARCHITECTURE
概念設計
CONCEPT ARCHITECTURE

Wynn Design & Development
Mike Hong Architect

總體室內設計

Wynn Design & Development

PRINCIPAL INTERIOR DESIGN
景觀建設

Lifescapes International, Inc.

LANDSCAPE ARCHITECTURE
品牌形象設計
BRAND IDENTITY & LOGO DEVELOPMENT

Slover & Company
MinickJiao Design, Hong Kong

圖則製作

Eslick Design, Tulsa, Oklahoma

GRAPHIC PRODUCTION
餐廳設計
RESTAURANTS CONCEPT & DEVELOPMENT

Vincent Wolf Associates, New York
Rockwell Group, New York

開幕日期

2016 年 8 月 22 日

OPENING DATE
客房

5

花園別墅

ACCOMMODATIONS

4

天際花園別墅

18

表演湖景尊貴套房

198

珀麗套房

105

行政套房

540

表演湖景套房

836

皇宮客房

媒體垂詢

廖曉齡 (Katharine Liu)

MEDIA CONTACT

推廣傳訊高級副總裁
電話: (853) 8889 3901
katharine.liu@wynnmacau.com
錢盈（Serena Chin）
公關傳訊副總監
電話: （853）8889 3909
serena.chin@wynnmacau.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