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利澳门简介
永利澳门乃亚洲首间拉斯维加斯式渡假酒店，致力不断提升服务水准，继续成为业界典
范。永利澳门及万利是全球唯一荣获八项《福布斯旅游指南》五星大奖的度假村，同时于
酒店、水疗中心和餐厅三个类别中获颁授五星大奖。

置身永利和万利这两座风格独具的酒店大楼，永利澳门超过 1,000 间的客房及套房均如此
舒适敞阔，优雅华贵。房间配备永利独有的舒适双人睡床，配以精细的埃及棉织床上用
品、独立灯光及窗帘操控，设计精致而周到。凭窗眺望，美轮美奂的迷人景色尽收眼底。

永利澳门高雅时尚的餐厅让您尽尝世界级大厨的精湛厨艺。您可于米芝莲二星餐厅京花轩
品尝享负盛名的谭家菜，在全澳唯一一间米芝莲二星日本餐厅“泓”日本料理体验创意新
颖的东瀛盛宴，到米芝莲二星餐厅永利轩享用精致经典的粤菜，并于剧院式装潢的帝雅廷
意大利餐厅品味意式美馔 。享誉世界的《福布斯旅游指南》更评选永利轩、京花轩、
“泓”日本料理及帝雅廷意大利餐厅为五星级餐厅。

此外，悠闲随性的餐饮体验同样令人感觉心旷神怡。在休闲写意的红 8 粥面享用中华美
馔；于咖啡苑细尝环球佳肴；在咖啡廷感受独特澳门美食文化；于七彩绚丽的 99 面品尝地
道的传统拉面及刀削面；在如珠如包享受每日鲜制的中西烘焙美点及茶啡饮料。夕阳西下,
华灯初上，信步来到池畔的“霞”酒廊，最适合细尝餐前开胃酒；又或者光临犹如珠宝盒
般闪烁生辉的“炫”酒廊，在优雅的氛围中品尝极品鸡尾酒或香槟…… 无论何时何地，都
能悠享美妙时光。

欲寻找全城最尊尚的购物体验，永利澳门定是不二之选。永利及万利名店购物区尽显尊尚
气派，汇集全球顶尖时尚与珠宝品牌，更提供限量版精品，让客人尽享奢华购物体验，拥
有穿越时空的不朽经典，如今终于美梦成真。
永利澳门设有两间华贵宁静的水疗中心、设施完善的健身中心以及专门的美发中心。宽敞
而静谧的永利水疗中心设有超过 30 多款理疗项目供享受，而万利水疗中心则为宾客缔造极
尽尊贵幽雅的私享空间。
会议区备有最先进的设施，为宾客提供专业的会议服务。拥有多功能用途的会议场地占地
2,200 平方米（23,680 平方尺），可供宾客灵活使用。永利澳门以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的

服务而著称；无论是浪漫婚典、商务会议，还是私人晚宴，我们均奉上细致周到的专业服
务，让客户与其宾客享受完美尊尚，超乎想像的至臻体验。
无论早晚，永利澳门都是观赏瞩目动感、缤纷娱乐的绝佳所在。全澳首个精心设计的表演
湖，以及揉合了中国十二生肖与西方十二星座雕塑设计之位于酒店中庭的瞩目表演 ─ 吉祥
树及富贵龙；值得一提的还有万利大堂内的海月水母水族箱，这是全世界最大的同类型水
母水族箱之一，来自日本和台湾的海月水母柔软透明，在水中曼妙起舞，展示出迷人的水
底魅力。

永利澳门客房及套房
永利澳门设有超过 1,000 间客房及套房，所有客房及套房都为宾客提供非一般的住宿享
受。客房设有永利独有的舒适双人睡床、精细的棉织床上用品、独立灯光及窗帘操控、以
及房内娱乐设施如超薄液晶电视及极速宽频上网服务等。

永利大楼客房及套房
永利大楼设有 596 间客房及套房，入住永利大楼的宾客可在酒店大堂的登记柜台或永利会
登记柜台办理入住手续。
豪华客房

永利大楼设有 360 间豪华客房为宾客提供非一般的享受。所有入住豪
华客房的宾客需在酒店大堂的主要登记柜台办理入住手续。

豪华客房：

特级豪华客房

▪

面积 56 平方米（600 平方尺）的豪华房间

▪

独有舒适睡床及采用精细的埃及棉织床上用品

▪

设有宽敞舒适的浸浴缸

▪

超薄液晶体电视

▪

无线电话及极速宽频上网服务

永利大楼设有 100 间特级豪华客房，宾客可尊享贵宾登记入住安排、
酒店会所、餐饮及娱乐服务。

特级豪华客房：
▪

面积 56 平方米（600 平方尺）的豪华房间

▪

独有舒适睡床及采用精细的埃及棉织床上用品

▪

设有宽敞舒适的浸浴缸

▪

超薄液晶体电视

▪

无线电话及极速宽频上网服务

一房式套房

永利大楼设有 120 间一房式套房。入住套房的宾客可尊享贵宾登记入
住安排、酒店会所、餐饮及娱乐服务。

一房式套房：
▪

面积达 185 平方米（2,000 平方尺），包括豪华的卧室及娱乐
空间

两房式套房

▪

特大落地玻璃窗饱览南湾湖及澳门璀璨夜景

▪

独有舒适睡床及采用精细的埃及棉织床上用品

▪

豪华的客厅内设有高级毛绒沙发、躺椅、饭厅及酒吧

▪

设有宽敞舒适的浸浴缸

▪

60” 超薄液晶体电视

▪

房内设有私人理疗室并配置 ipod 音响插座

永利大楼设有 16 间两房式套房。入住套房的宾客可尊享贵宾登记入住
安排、酒店会所、餐饮及娱乐服务。

两房式湖景套房：
▪

面积达 278 平方米（3,000 平方尺），包括宽敞舒适的卧室和
娱乐空间以及特大的落地玻璃窗

▪

24 小时管家服务

▪

设备豪华的独立客厅及娱乐厅

▪

独有舒适睡床及采用精细的埃及棉织床上用品

▪

每间客房都有独立“他”与“她”的浴室：男士浴室备有玻璃
淋浴间，女士浴室则设有特深浴缸及私人洗手间

▪

70” 超薄液晶体电视

▪

房内设有私人理疗室并配置 ipod 音响插座

两房式鸿景套房：
▪

位于酒店最高层数，让宾客尽览澳门瑰丽景色

▪

面积达 278 平方米（3,000 平方尺），包括宽敞舒适的卧室及
娱乐空间

▪

24 小时管家服务

▪

设备豪华的独立客厅及娱乐厅

▪

独有舒适睡床及采用精细的埃及棉织床上用品

▪

每间客房都有独立“他”与“她”的浴室：男士浴室备有玻璃
淋浴间，女士浴室则设有特深浴缸及私人洗手间

▪

70” 超薄液晶体电视

▪

房内设有私人理疗室并配置 ipod 音响插座

万利大楼套房
万利大楼的套房全面翻新，尽显奢华，入住万利大楼的宾客可于万利大堂的登记柜台或万
利大楼的贵宾登记柜台办理入住手续。
万利豪华套房

万利大楼设有 369 间万利豪华套房，以巧克力赤陶色为主色调，
卧室内放置着以菊花为主要设计元素的艺术品及采用蜘蛛纹大理
石制的精致床边桌，可同时显现出现代及经典中国设计的独特风
格。宾客可于万利大堂的登记柜台办理入住手续。

万利豪华套房
▪

平均面积达 102 平方米（1,100 平方尺）的豪华活动空间
以及特大的落地玻璃窗

万利尊贵豪华套房

▪

永利独有的舒适睡床，配以优质的埃及棉织床上用品

▪

独立玻璃淋浴间及特深的浸浴缸

▪

超薄液晶体电视

▪

无线极速宽频上网服务

▪

备有相连套房可供选择

▪

饱览南湾湖及澳门璀璨夜景

万利大楼设有 41 间万利尊贵豪华套房，套房以柔和的象牙色，香
草色和焦糖忌廉色为主色调，客厅中心的地毯带有东方元素的抽
象菊花图案，墙面镶嵌着天然青铜金属框的绉绸面料壁画，整体
风格糅合古典中国设计元素，营造出沉稳奢华的氛围。宾客可于
万利大楼的贵宾登记柜台办理入住手续。

万利尊贵豪华套房
▪

平均面积达 186 平方米（2,000 平方尺）的豪华活动空间
及特大的落地玻璃窗

▪

设有客厅、卧室及理疗室

▪

永利独有的舒适睡床，配以优质的埃及棉织床上用品

▪

每间浴室均设有独立玻璃淋浴间、浸浴缸

▪

65” 超薄液晶体电视

▪

无线极速宽频上网服务

▪

备有相连套房可供选择

▪

饱览南湾湖及澳门璀璨夜景

餐饮及休闲焦点
高级餐厅
永利轩

此米芝莲二星餐厅的装修跟其供应的精致粤菜一样，别具一
格。永利轩更是《福布斯旅游指南》评选的五星级餐厅。各
款点心和烧味于每日午膳时间供应，为顾客带来美食新体
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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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帝雅廷意大利餐厅

▪

每日下午 6 时至晚上 11 时

▪

订座热线：(853) 8986 3663

厨艺精湛的主厨致力将意大利真味及色彩带到永利澳门。在这
家获《福布斯旅游指南》颁授五星餐厅评鉴的招牌餐厅内，宾
客可品尝传统意大利薄饼、自制意大利粉、及其他意式佳肴。
帝雅廷意大利餐厅的名称“il Teatro”取自意大利文，意思是
“剧院”，厨师们在开放式厨房内准备佳肴的过程犹如舞台上
精彩的表演，宾客更可于这优美环境下，欣赏表演湖扣人心弦
的音乐喷泉表演，以湖水、灯光及火焰效果配合完美的音乐，
集声、色、艺于一身。
衣着优雅。欢迎 5 岁以上儿童进入餐厅用膳。
▪

营业时间由星期四至星期日下午 5 时 30 分至晚上 11
时 30 分，逢星期一至星期三休息。

▪

订座热线：(853) 8986 3663

“泓”日本料理

荣 获米 芝 莲 二星 级 及 《 福 布 斯旅 游 指 南》 五 星 餐 厅 殊 荣的
“泓”日本料理为宾客呈献最正宗的和食美馔，为宾客带来前
所未有的感官体验。餐厅的精致装潢更为味觉享受增添美感，
以一系列古董和服腰带作点缀，充份反映日本源远流长的传统
美学。完美的用餐体验为高级和食订下新标准。
衣着优雅。欢迎 5 岁以上儿童进入餐厅用膳。
晚膳营业时间：
▪

星期四至星期日下午 5 时 30 分至晚上 10 时 30 分，逢
星期一至星期三休息。

▪

京花轩

订座热线：(853) 8986 3663

京花轩被冠以米芝莲两星殊荣与《福布斯旅游指南》五星荣
誉。除了鲁菜及川菜等经典名菜外，将为各位宾客带来非凡的
清朝官府菜－谭家菜。谭家菜由祖籍广东的清朝官僚谭宗浚创
立，他一生热爱珍馐百味，最终揉合南方及北方菜的特色而创
造出享负盛名的美馔。
衣着优雅。欢迎 5 岁以上儿童进入餐厅用膳。
▪

京花轩目前暂停开放，直至另行通知

▪

订座热线：(853) 8986 3663

休闲餐厅
咖啡廷

咖啡廷呈献精选中式美食。餐厅的室内设计以传统欧洲餐馆为
蓝本，并渗入大量意大利艺术的元素。咖啡廷位于万利大楼地
下的名店街内，让宾客在写意休闲的环境下品尝精致美馔。
衣着休闲随意。

咖啡苑

▪

营业时间由每日早上 8 时至晚上 10 时

▪

查询热线：(853) 8986 3663

集合各地美食，供应亚洲、澳门、地中海及西式菜肴，包括
早、午及晚餐，让宾客于游泳池和花园的优美环境下享用美
馔，绝对是写意享受。
衣着休闲随意。

红 8 粥面

▪

营业时间由每日早上 8 时至晚上 10 时 30 分

▪

查询热线：(853) 8986 3663

红 8 粥面餐厅靠近娱乐场，让宾客处身布置写意休闲的环境体
验高级中式餐饮享受。厨师团队在设计非凡的开放式厨房内发
挥精湛厨艺，制作各种卖相精致、入口美味的广东及中国北方
的特色菜肴，包括各式各样的点心和粉面。宾客更可一尝以传
统焗炉配合气味芳香的苹果木烹调的北京填鸭。
衣着休闲随意。欢迎 21 岁或以上人士光临。

99 面

▪

24 小时营业

▪

查询热线：(853) 8986 3663

99 面毗连娱乐场，以传统中国正宗地道的拉面及刀削面为主，
配以七彩绚丽的装潢，让华夏文化宛若眼前。
衣着休闲随意。欢迎 21 岁或以上人士光临。
▪

营业时间由每日早上 11 时至凌晨 12 时

▪

查询热线：(853) 8986 3663

如珠如包

半开放式设计的如珠如包是结合创意与滋味的烘焙店，餐厅全
天候提供多款中西烘焙美点，配合永利特色珍珠奶茶与各式特
制茶啡饮料，是宾客悠闲小聚的最佳去处。
衣着休闲随意。
▪

营业时间由每日早上 9 时至晚上 10 时（试业中）

▪

查询热线：(853) 8986 3663

酒廊
“霞”酒廊

时尚雅致的酒吧以鲜橙、玛瑙等斑烂色彩为主调，让宾客沉
醉于热情洋溢的环境，享受以独特材料调配而成的鸡尾酒。
由永利澳门厨师团队自家制的特色佐酒小食，适合与各款创
新的鸡尾酒、优质馥郁的麦芽 威士忌、餐酒及香槟一起品
尝。
衣着休闲随意。欢迎十八岁或以上人士光临。
营业时间：

“炫”酒廊

▪

星期日至星期四由下午 3 时至凌晨 1 时

▪

星期五、星期六由下午 3 时至凌晨 2 时

▪

公众假期前夕由下午 3 时至凌晨 2 时

▪

查询热线：(853) 8986 3663

“炫”酒廊 - 犹如珠宝箱般闪耀生辉，其19世纪法国古董吊
灯令一间格调优雅的大堂酒廊顿成一件艺术珍品。
衣着休闲随意。欢迎十八岁或以上人士光临。

永利轩酒廊

▪

“炫”酒廊目前暂停开放，直至另行通知

▪

查询热线：(853) 8986 3663

远离繁喧的理想地，宾客可享用特式鸡尾酒、红酒及含酒精
饮料, 伴以自家制佐酒小食。
衣着休闲随意。欢迎 21 岁或以上人士光临。
▪

永利轩酒廊目前暂停开放，直至另行通知

▪

查询热线：(853) 8986 3663

购物
永利澳门为其尊贵的宾客提供全城最尊尚的购物体验。永利名店购物区占地 5,482 平方米
（59,000 平方尺），其设计尊尚，气派显赫，拥有环球最顶尖、最豪华的购物名店。

商店营业时间

每日上午 10 时至凌晨 12 时
礼品店: 每日上午 7 时至凌晨 12 时

AUDEMARS PIGUET

爱彼(Audemars Pigue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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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udemars
Pigue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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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TTEGA VENETA

Bottega Veneta 在 1966 年创立于意大利威尼托区维琴察，
自此为奢华赋予一套新定义。深受意大利文化与工艺的启
发，Bottega Veneta 既有深厚的传承根源，同时展现国际风
尚，成为别树一帜的奢华品牌。

BULGARI

1884 年于罗马创立 ，在现今国际高级货品市场内占有重要
位置。该品牌现拥有超过二百家专门店，遍布全球高级购物
区 。产品系列包括首饰、手表、配饰及香水等。

CARTIER

卡地亚(Cartie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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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rti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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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新卡地亚精品店位于永利澳门的‘吉祥树’及‘富贵龙’
旁，为每位顾客提供卡地亚全系列精品。

CHANEL BEAUTE

作为澳门永利商场首间美容专门店，CHANEL BEAUTE 香水
及美容专门店让你亲身享受极致奢华的护肤、化妆品及香水
系列。全新 CHANEL BEAUTE 融合创意及品牌文化，带来
革新、超越平凡的优游自在购物体验。

CHANEL FASHION

精品店荟萃风格与时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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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2 年，Chanel 女士发表了首个高级珠宝系列，正式向高

AND FINE JEWELL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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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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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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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追求先进卓越的技术发展。经典著名
的珠宝及腕表系列包括 Happy Diamonds、高级珠宝系列、
L.U.C 及 Mille Miglia 。

CHRISTIAN DIOR

专门店备有最新的高级皮革用品、女装和鞋履设计，全部出
自 Dior 灵魂人物 John Galliano 的手笔。

CIGAR EMPORIUM

装潢设计充满时尚特色，Cigar Empor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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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glo”等著名品牌。店内更设有一个 24 小时衡温衡
湿雪茄陈列室，确保雪茄长期保持最佳状况。客户更可使用店
内的专柜以存放名贵雪茄。

ERMENEGILDO

Ermenegildo Zegna 是世界顶级男士服装品牌的翘楚。品牌专

ZEGNA

门店除销售手工精细的西装服饰外，更备有多种高雅便服、皮
革系列及饰物任君选择。

GIORGIO ARMANI

占地 300 平方米的 Giorgio Armani 时装店充份体现其品牌经
典的优雅及时尚。其男装、女装及配饰尽显 Giorgio Armani
脱俗的品味。

GRAFF

自 1960 年在伦敦成立以来，Graff 出品都是珍贵罕见，举世
无匹的珠宝。不论质量、风格还是工艺都是世上最顶尖的先
驱。Graff 是一家不折不扣的钻石公司，其一站式的经营概
念，正如创始人 Laurence Graff 所言品牌出品的是“从矿场一
直到让女仕们佩戴上的珠宝”，指的是由直接取得原石、打磨
及切割、设计以至镶嵌，做工均精益求精，唯以完美为念。
Graff 珠宝在世界各角落全力寻觅最完美、最高质量的钻石和
宝石。今天，Graff 珠宝在世界各地拥有超过 30 家珠宝店。

GUCCI

Gucci 于 1921 年在佛罗伦斯创立，是稳占世界领导地
位、并拥有源远流长传统文化的著名高级品牌。Gucci 素
来贯彻其品牌的核心价值，坚持于意大利原产地以巧手工
艺缝制富卓越品质的产品。Gucci 于世界各地共设逾 220
家品牌专门店，致力为客户提供独有的豪华购物体验及个
人化服务。

HUBLOT

认识宇舶的人都知道这是一与众不同的瑞士制表品牌，时
时刻刻以惊人的速度大步前进、创造未来。从腕表的复杂
功能与革命性材质，到世界级的协同合作，例如法拉利、
FIFA 世界杯和 Italia Independent，宇舶代表着“Art of
Fusion”理念，将传统带向未来。

HERMES

于 1837 年在巴黎制造马具起家，今天爱马仕制造多达 14
种不同产品系列，由男女衣饰、生活精品到香水，每件产
品均流露出别具创意的设计、工匠精湛的技术，以及追求
完美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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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始于 1833 年的瑞士顶级钟表积家，是首个在 Vallee

（位于万利大楼）

de Joux 设厂的钟表品牌，凭藉 1,213 款机械机芯和 398
项注册专利，在高级制表领域独领风骚，堪称业界典
范。宾客现可于澳门永利积家专门店内选购积家品牌的
高级钟表。

LORO PIANA

奢华产品制造商 Loro Piana 搜罗全球最上等的原材料，
制作意大利高品质的针织服装、配饰及礼品系列。在永
利澳门的专门店，您可选购一系列顶级的喀什米尔羊毛
及骆马绒毛织品。

LOUIS VUITTON

具备超过 150 年历史的法国殿堂级品牌路易威登以非凡
创意及精湛的工艺传统提供最优雅时尚的皮革用品、衬
饰、腕表、鞋履及太阳眼镜等，让尊贵的客人享受显赫

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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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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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IAGET （位于万利大楼）

国际著名瑞士腕表及珠宝品牌 Piaget 位于永利澳门的专
卖店为顾客提供可遇而不可求的奢华购物体验。贵宾可
于专卖店内欣赏伯爵一系列的顶级腕表及珠宝，包括经
典及极具代表性的多个系列、卓越非凡的复杂功能腕表
及独一无二的高级珠宝系列。

PRADA

专门店内备有女装手袋、饰物、鞋履及一系列男装皮革
用品均为 Miuccia Prada 所设计。

RICHARD MILLE

昭示着钟表制造业革命的新世代。从每一枚腕表都可以
强烈感受到品牌缔造者绝不为常规而妥协的革新派精
神。

SAINT LAUR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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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FFANY & COMPANY

是美国著名的设计世家及国际瞩目的高级珠宝品牌。自
1837 年起，Tiffany 设计的璀璨钻石及珍贵首饰深受无数
国际领袖、皇室成员及超级名星所爱戴。誉享全球的

Tiffany Blue Box 更令世人怦然心动。
VACHERON CONSTANTIN

江诗丹顿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钟表制造商，自 1755 年

（位于万利大楼）

于日内瓦创立以来，从未停止生产。作为一间全面的钟
表生产商，由机械至机芯开发、技术至设计等创作，以
至生产工序，均由江诗丹顿全盘掌控。
从十八世纪至今，品牌的精神与信条依然不变。不论古
今，江诗丹顿所创制的时计，均秉承三项优良传统：卓
越技术、完美设计、严谨工序。

VAN CLEEF & ARPELS

法国顶级珠宝品牌 Van Cleef & Arpels 梵克雅宝起源自
阿尔弗莱德．梵克 (Alfred Van Cleef) 与艾斯特尔．雅宝
(Estelle Arpels) 两人的浪漫爱情故事，并于 1906 年在
巴黎凡顿广场创立首间精品店，以卓越精湛的珠宝工艺
及创意设计而闻名于世。Van Cleef & Arpels 梵克雅宝
的精品店将展示一系列夺目耀眼的珠宝首饰及腕表精
品，包括其特色的 Alhambra 系列及瑰丽典雅的高级珠
宝创作。

VERSACE

Versace 一向以奢华见称，产品质素超卓、设计独特，
而且款式新颖。此 Versace 专门店备有男、女装衣服及
配饰出售，货品相当齐全，包括皮包、鞋履、腰带、眼
镜，以及珠宝系列。

礼品店

礼品店供应各种日常生活必需品，宾客更可在此选购永
利独有的床上用品、客房用品、精美的景泰蓝制礼品以
及 Jimmy Crystal 等送礼佳品。

表演湖
高耸的水柱和火焰随着多元的音乐作品包括百老汇歌剧及中文金曲扬扬起舞。激情澎湃、
红蓝交错的耀眼 LED 灯影效果与优雅的水舞构成强烈对比，让表演湖的演出份外震撼和富
动感，扣人心弦。
湖水

在平静的湖面下，装有逾 300 个湖水喷咀和发射器，并贮存了
3,028,329 公升（800,000 加仑）的水，以进行音乐喷泉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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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D 灯光

逾 1,500 盏 LED 灯泡为表演湖注入色彩缤纷的动力。独立控制的
彩色灯泡，配合湖水的舞动，缔造不同的气氛、节奏及情绪，景
象壮丽。

火焰

七场壮观的喷火场面，穿插于湖水的激情舞动中，增添原始热力
与光芒。

音乐

表演湖音乐作品包括古典音乐、流行曲目及百老汇歌剧的曲调。
完美的编制令精彩动感的表演齐集水、光、色和火等多种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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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水景
设计公司雇用 200 名专业人士。

演出时间

▪

星期一至星期三由中午 11 时至晚上 10 时，每 30 分钟轮
流呈现于宾客眼前。

▪

星期四至星期日由中午 12 时至晚上 7 时，每 30 分钟轮
流呈现于宾客眼前；由晚上 7 时至 10 时，每 20 分钟轮流呈
现于宾客眼前。

▪

表演全长约三分钟。

中庭
吉祥树 / 富贵龙
位于酒店中庭的表演
喻意龙精虎猛、繁荣兴旺、吉祥如意，两项位于酒店第二期入口中庭的瞩目表演 ─ 吉祥树
及富贵龙，结合雕塑、影像与灯光效果，随音乐节奏跃动，为永利澳门的宾客带来极尽视
听之娱。中庭亦揉合了中国十二生肖与西方十二星座之雕塑。
吉祥树

黄金吉祥树破土而出，一柱擎天；金枝玉叶，闪闪生辉。
吉祥树高 11 米，共有 60 枝主枝、超过 2,000 枝分枝及 98,000
块叶子。吉祥树及其叶子由三种不同颜色组合而成，并使用最优
质之物料。叶子由 24K 纯金及黄铜薄片组成。根基则混合使用了
黄铜金属薄片及 24K 纯金叶。整棵树以颜色玻璃漆巧妙地着色；
并合共使用了 340 公升金漆、25,000 平方尺金叶、6 公斤金薄
片、3 公斤亮金物料，以及用以点缀金叶的 117 公升金漆。
七彩缤纷的灯光，照亮吉祥树，并营造出犹如四季般千变万化的
壮丽景象。
水晶吊灯 – 瑰丽闪烁的水晶吊灯从一分为二的 LED 影像屏幕中
徐徐降下。水晶吊灯直径为 11 米，展现超过 21,000 颗耀眼水
晶，每颗均装上雪白灯泡，增添灿烂光芒。
LED 影像屏幕 – 巨型 LED 影像屏幕直径为 20 米，随着中国十二
生肖圆顶如鸢尾花般缓缓盛开，展示一系列变化万千的旋转图
像，缔造不同的节奏及情绪。

演出时间

演出时间为每日中午 12 时至晚上 10 时，每 60 分钟呈现于宾客
眼前。表演全长约五至八分钟。

富贵龙

一条威猛的金龙，盘绕着瑰丽盛放的莲花，腾云驾雾般从中
庭的地底缓缓跃升至 28 尺的高度，显现苍劲矫捷的气势。金
龙的双目闪烁耀眼、炯炯有神，加上龙鼻喷出的烟雾及灯光
效果，令龙首更添慑人神韵。位于中央的莲花悄然绽放至 12
尺的阔度，营造出水晶灯般的闪耀效果，璀璨夺目。
整座富贵龙雕塑包括龙身及莲花由强化树脂制成的模制纤维
及钢铁组合而成，龙身及底座的表面铺上共 2,450 平方尺的
金叶。底座的雕塑是模仿镶嵌于纯金装饰框架的翡翠雕刻，
以彩绘玻璃树脂仿制翡翠外壳，并以 15,452 颗发光二极管
（LED）灯泡嵌入全像摄影底片来模仿翡翠发出的光芒。

中国十二生肖

金碧辉煌的中庭圆顶直径为 21 米，铸造了十二只栩栩如生的

圆顶

中国十二生肖动物雕塑，包括鼠、牛、虎、兔、龙、蛇、
马、羊、猴、鸡、狗及猪。

西方十二星座

中庭地上的铜圆顶直径为 10 米，刻上 18 世纪天文学中的十

圆顶

二星座，与中国十二生肖圆顶相呼应。十二星座雕塑包括白
羊座、金牛座、双子座、巨蟹座、狮子座、处女座、天秤
座、天蝎座、人马座、山羊座、水瓶座及双鱼座。

演出时间

富贵龙现暂停开放，直至另行通知

制作
制作设计

Mark Fisher, London, England

机械工程顾问

M.G. McLaren P.C., New York, USA

建筑设计 / 结构设计 / 装饰设计

Wong and Ouyang Hong Kong

室内设计

Hirsch Bedner Associates, California, USA

舞台灯光设计

Patrick Woodroffe, London, England

音响影像顾问

Joel Gread, California, USA

吉祥树设计 / 安装

Michael Curry Design, London, England

富贵龙设计

富贵龙同样由 Michael Curry Design 设计，
并于其位于美国奥勒岗州的工作室制造。雕
塑主要以人手雕琢，并投入约 5,000 个工时
完成。雕塑的重量达 12,000 磅，须分成
160 个组件作附运及组装。

视频顾问

SMW, Hong Kong

防火顾问

Arup Fire, San Francisco, USA

机械工程师

Show Canada Industries Inc. –

水晶灯安装 / 电子显示屏安装 /

Quebec Canada

铜制圆顶接合仪安装 / 铜制圆顶 /
吉祥树升降机
铜制圆顶接合仪雕塑

Jacqueline Pyle, London, England

铜制圆顶接合仪雕塑制造商 / 安装

Trevi – Las Vegas, USA

特别音响影像安装

Electrosonic Inc, Hong Kong

电子显示屏制造商

Lighthouse, Hong Kong

舞台灯光安装

Linfair, Hong Kong

海月水母水族箱
位于万利大楼大堂的海月水母水族箱乃全世界最大的水母水族箱之一，拥有来自日本及台
湾的海月水母，向宾客展示震撼而迷人的水底魅力。这些美丽的透明生物生长于世界各地
的温带和亚热带海洋，其钟状身体的直径最长可生长至 30 厘米，它们在水族箱灯光的照耀
下曼妙畅游，构成亮丽的画面。

海月水母

海月水母一般生长于世界各地的温带和亚热带海洋，而位于万
利的品种则源自日本及台湾。这些受饲养的水母寿命可达两
年，而其钟状身体的的直径最长亦可生长至 30 厘米。

学名

海月水母 (属羊须水母科)（Aurelia aurita）

陈列水族箱

陈列水族箱容量约 11,000 升，长 7.5 米、高 2.2 米、阔 0.7
米，相信是世上最大的水母水族箱。

饮食

这里的水母不是进食天然食粮浮游生物，而是由酒店特别培
殖、活生生的甲壳纲动物 － 卤虫属（Artemia）。团队成员每
天会喂饲水母四次。

护理

万利大楼的水母水族箱由四位受过训练的水族管理员照顾。他
们负责管理水母的日常饮食，以及水族箱的过滤系统、维修和
水质。每天早上水母都会作息片刻，期间管理员都会把水族箱
的所有灯关掉，并盖上一幅来自加洲、画有黄色水母的壁画。

繁殖计划

万利大楼水母水族箱的繁殖计划是收集成年水母的幼虫以繁殖
更多小水母。当幼虫变成水螅珊瑚虫（polyps）后，就进入了
水母幼体的第一阶段，名为蝶状幼体（ephyrae）。蝶状幼体
（ephyrae）会被放进位于主陈列水族箱后的水箱继续其奥妙的
生命周期，逐渐变成幼年海月水母，最后成长为成年水母。

地点

海月水母水族箱位于万利大堂。

会议及宴会服务
宴会及会议场地

永利澳门的会议区备有最先进的设施，为宾客提供专业的会议
服务。多功能用途的会议场地占地 2,200 平方米（23,680 平方
尺），设有 6 间会议室，当中包括一个面积达 952 平方米附有
剧院式舞台设计的宴会厅。

特点

▪

气派豪华的宴会厅拥有剧院式舞台及所需视听器材

▪

所有会议厅均可因厅情况而灵活间隔

▪

所有会议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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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视听器材支援

▪

提供周全的商务服务

▪

专责队伍照顾宾客饮食及宴会安排的所有需要

▪

主题派对及活动

▪

顶级大厨炮制佳肴美食

酒店及宴会营业部能为宾客提供全面有关影音的需要

水疗中心，美发中心及健身中心
永利水疗中心
永利水疗中心

荣获《福布斯旅游指南》五星奖的永利水疗中心拥有专业的理疗师
及供应优质的水疗用品，提供前所未有的舒适体验。我们设有超过
30 多款理疗项目，包括面部护理、全身按摩、手足护理及水疗护理
等。我们的理疗师均受过专业训练且全店采用高品质的护理产品，
当中，尊尚护理服务包括独家的“翡翠玉映疗程”、“茶艺美妍面
部护理”、“澳葡式按摩”、“人参矿石热疗”和“推拿”等，让
宾客感受完美极致的舒缓体验。

营业时间

水疗中心设备

健身中心

每日早上 10 时 30 分至晚上 9 时

美发中心

每日上午 10 时 30 分至晚上 7 时 30 分

水疗中心

每日早上 11 时至晚上 9 时

水疗中心拥有 14 个理疗室，提供按摩、全身护理、面部护理及水疗
护理等服务。男女宾部均备有完善设施，包括蒸汽室、桑拿室及水
疗设备，并设有储物柜、毛巾、拖鞋、头发及面部护理用品等。
永利水疗中心占地 1,026 平方米（11,044 平方尺），位于永利大楼
一楼。

美发中心

美发中心为女士和男士提供专业的理发及发型设计服务。16 岁以下
的宾客需在成人陪同下惠顾。
美发中心位于永利大楼一楼。

健身中心

健身中心提供各个级别的健身设备。专业健身顾问能为宾客提供个
人指导，一起踏上修身健体之路。健身中心只供酒店住客使用。

万利水疗中心
万利水疗中心

荣获《福布斯旅游指南》五星奖的万利水疗中心是为宾客度身打
造的避世天堂。每间私人理疗套房均设备完善，备有蒸气室、桑
拿室、香薰水疗设施及及休憩间等。客人可于奢华宽敞的私人理
疗套房内尽情享受一系列特式疗程、推拿按摩服务，以及效果显
著 的 面 部 护 理 疗 程 ， 体 验身 心 舒 缓 之 旅 。 精 选 护 理服 务 包 括
“一．六．八”、“细水长流”及“喜喜”疗程等。

营业时间

水疗中心设备

健身中心

目前暂停开放，直至另行通知

水疗中心

目前暂停开放，直至另行通知

万利水疗中心的布局及设计匠心独运、一丝不苟，臻于为宾客呈
献完美极致的理疗体验。水疗中心拥有八间私人理疗套房，包括
一间双人理疗套房，每间套房均提供完善设备，包括桑拿室、香
薰水疗设备、蒸气室、浴室及高级沐浴用品，并设有理疗服务专
员提供协助。
万利水疗中心占地 1,068 平方米（11,500 平方尺），位于万利大
楼一楼。

健身中心

宾客可享用健身中心的各种先进健身设备以锻炼全身肌肉，包括
崭新的 Kinesis Wall、多款 TechnoGym 心肺锻炼仪器、活力健
身球、健美球及瑜伽垫等。专业私人健身教练团队能为宾客提供
更具针对性的个人健身训练。健身中心只供酒店住客使用。

娱乐场
面积

娱乐场约占地 25,270 平方米（272,000 平方尺）。

赌桌游戏

娱乐场内设有不同的赌桌游戏，“廿一点”、“加勒比扑
克”、“轮盘”、“骰盅”以及各式各样的“百家乐”。

电子博彩机

永利澳门有数不尽的电子博彩机，每局注码由港币 0.05 元
至 6,000 元。宾客可自由选择游戏主题及形式，电子博彩机
不接受一般硬币或筹码。万利大楼的娱乐场亦设置多座电子
博彩机，每局注码由港币 0.20 元至 6,000 元不等。

扑克

扑克房提供不同投注额的无限额德州扑克及彩池限红奥马哈
扑克来迎合不同客人的需求。如需详细资料，请亲临扑克房
索取德州扑克游戏指南或直接向扑克队的职员查询。

鸿利尊享优惠

鸿利卡是永利澳门与客人建立亲切关系的第一步。客人可利
用鸿利卡玩电子博彩机或赌桌游戏，赢取优惠，包括免费客
房住宿、餐饮、优先预订及获邀出席特备节目。如欲查询优
惠详情，请亲临娱乐场的鸿利会查询。

未成年人士不得进入娱乐场

客人若与儿童同行，请谨记澳门法例禁止 21 岁以下人士进
入娱乐场。

负责任博彩

负责任博彩是我们营运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份。假如您或您
认识的亲友出现问题赌博的征状，请填写“自我隔离或第三
者提出之隔离申请”表格，表格可于娱乐场的帐房索取。
问题赌博辅导热线：(853) 2832 3998。适可而止 R。

无烟环境

为了让娱乐场内的空气流通，两间于娱乐场内的吸烟室均设
有独立通风系统及在负气压的环境下运作。永利澳门更安装
了 IonairR 空气清新系统，无论宾客身在何处，都能享受到
洁净的空气。该系统的电离过程能减少在空中传播的微生
物、细菌、霉、霉菌，同时中和烟味及其他异味，从而制造
清新舒适的室内环境。洁净空气的制造过程与大自然一样，
是透过正负离子的活化作用形成，不经过紫外线或化学添
加。宾客可放心于洁净和健康的环境下尽情耍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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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利澳門酒店，澳門外港填海區仙德麗街 wynn macau, rua cidade de sintra, nape, macau
電話 tel (853) 2888 9966 傳真 fax (853) 2832 9966 預訂熱線 reservations (853) 8986 9966
wynnmacau.com

开幕日期

永利澳门：2006 年 9 月 6 日

OPENING DATE

万利大楼：2010 年 4 月 21 日

客房

360 间

豪华客房

ACCOMMODATIONS

100 间

特级豪华客房

120 间

一房式套房

6 间

两房式湖景套房

10 间

两房式天际套房

369 间

万利豪华套房

41 间

万利尊贵豪华套房

媒体垂询

廖晓龄 (Katharine Liu)

MEDIA CONTACT

推广传讯高级副总裁
电话: (853) 8889 3901
katharine.liu@wynnmacau.com
钱盈 (Serena Chin)
公关传讯总监
电话: (853) 8889 3909
serena.chin@wynnmacau.com

永利澳門酒店，澳門外港填海區仙德麗街 wynn macau, rua cidade de sintra, nape, macau
電話 tel (853) 2888 9966 傳真 fax (853) 2832 9966 預訂熱線 reservations (853) 8986 9966
wynnmacau.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