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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利澳門簡介  

 
永利澳門乃亞洲首間拉斯維加斯式渡假酒店，致力不斷提升服務水準，繼續成為業界典

範。永利澳門及萬利是全球唯一榮獲八項《福布斯旅游指南》五星大獎的度假村，同時於

酒店、水療中心和餐廳三個類別中獲頒授五星大獎。 

 

置身永利和萬利這兩座風格獨具的酒店大樓，永利澳門超過 1,000 間的客房及套房均如此

舒適敞闊，優雅華貴。房間配備永利獨有的舒適雙人睡床，配以精細的埃及棉織床上用

品、獨立燈光及窗簾操控，設計精緻而周到。憑窗眺望，美輪美奐的迷人景色盡收眼底。 

  

永利澳門高雅時尚的餐廳讓您盡嚐世界級大廚的精湛廚藝。您可於米芝蓮兩星餐廳京花軒

品嚐享負盛名的譚家菜，在全澳唯一一間米芝蓮兩星日本餐廳「泓」日本料理體驗創意新

穎的東瀛盛宴，到米芝蓮星級餐廳永利軒享用精緻經典的粵菜，並於劇院式裝潢的帝雅廷

意大利餐廳品味意式美饌。享譽世界的《福布斯旅游指南》更評選永利軒、京花軒、

「泓」日本料理及帝雅廷意大利餐廳為五星級餐廳。 

 

此外，悠閒隨性的餐飲體驗同樣令人感覺心曠神怡。在休閒寫意的紅 8 粥麵享用中華美

饌；於咖啡苑細嚐環球佳餚；在咖啡廷感受獨特澳門美食文化；於七彩絢麗的 99 麵品嚐地

道的傳統拉麵及刀削麵。夕陽西下, 華燈初上，信步來到池畔的「霞」酒廊，最適合細嚐餐

前開胃酒；又或者光臨猶如珠寶盒般閃爍生輝的「炫」酒廊，在優雅的氛圍中品嚐極品雞

尾酒或香檳…… 無論何時何地，都能悠享美妙時光。 

 

欲尋找全城最尊尚的購物體驗，永利澳門定是不二之選。永利及萬利名店購物區盡顯尊尚

氣派，匯集全球頂尖時尚與珠寶品牌，更提供限量版精品，讓客人盡享奢華購物體驗，擁

有穿越時空的不朽經典，如今終於美夢成真。 

 

永利澳門設有兩間華貴寧靜的水療中心、設施完善的健身中心以及專門的美髮中心。寛敞

而靜謐的永利水療中心設有超過 30 多款理療項目供享受，而萬利水療中心則為賓客締造極

盡尊貴幽雅的私享空間。 

 

會議區備有最先進的設施，為賓客提供專業的會議服務。擁有多功能用途的會議場地佔地

2,880 平方米（31,000 平方尺），可供賓客靈活使用。永利澳門以一絲不苟、精益求精的

服務而著稱；無論是浪漫婚典、商務會議，還是私人晚宴，我們均奉上細緻周到的專業服

務，讓客戶與其賓客享受完美尊尚，超乎想像的至臻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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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早晚，永利澳門都是觀賞矚目動感、繽紛娛樂的絕佳所在。全澳首個精心設計的表演

湖，以及揉合了中國十二生肖與西方十二星座雕塑設計之位於酒店中庭的矚目表演 ─ 吉祥

樹及富貴龍；值得一提的還有萬利大堂內的海月水母水族箱，這是全世界最大的同類型水

母水族箱之一，來自日本和台灣的海月水母柔軟透明，在水中曼妙起舞，展示出迷人的水

底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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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利澳門客房及套房 

 
永利澳門設有超過 1,000 間客房及套房，所有客房及套房都為賓客提供非一般的住宿享

受。客房設有永利獨有的舒適雙人睡床、精細的棉織床上用品、獨立燈光及窗簾操控、以

及房內娛樂設施如超薄液晶電視及極速寬頻上網服務等。 

 

永利大樓客房及套房 

 

永利大樓設有 594 間客房及套房，入住永利大樓的賓客可在酒店大堂的登記櫃台或永利會

登記櫃台辦理入住手續。 

 

豪華客房 永利大樓設有 360 間豪華客房為賓客提供非一般的享受。所有入住豪

華客房的賓客需在酒店大堂的主要登記櫃台辦理入住手續。 

 

豪華客房： 

 面積 56 平方米（600 平方尺）的豪華房間 

 獨有舒適睡床及採用精細的埃及棉織床上用品 

 設有寬敞舒適的浸浴缸及獨家提供 Molton Brown 為永利渡假村特

配的“Coco and Tonka Bean”沐浴用品 

 超薄液晶體電視 

 無線電話及極速寬頻上網服務 

 

特級豪華客房 永利大樓設有 100 間特級豪華客房，賓客可尊享貴賓登記入住安排、

酒店會所、餐飲及娛樂服務。 

 

特級豪華客房： 

 面積 56 平方米（600 平方尺）的豪華房間 

 獨有舒適睡床及採用精細的埃及棉織床上用品 

 設有寬敞舒適的浸浴缸及獨家提供 Molton Brown 為永利渡假村特

配的“Coco and Tonka Bean”沐浴用品 

 超薄液晶體電視 

 無線電話及極速寬頻上網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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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房式套房 永利大樓設有 120 間一房式套房。入住套房的賓客可尊享貴賓登記入

住安排、酒店會所、餐飲及娛樂服務。 

 

一房式套房： 

 面積達 185 平方米（2,000 平方尺），包括豪華的卧室及娛樂空間 

 特大落地玻璃窗飽覽南灣湖及澳門璀璨夜景 

 獨有舒適睡床及採用精細的埃及棉織床上用品 

 豪華的客廳內設有高級毛絨沙發、躺椅、飯廳及酒吧 

 設有寬敞舒適的浸浴缸及獨家提供 Molton Brown 為永利渡假村特

配的“Coco and Tonka Bean”沐浴用品 

 60” 超薄液晶體電視 

 房內設有私人理療室並配置 ipod 音響插座 

 

兩房式套房 永利大樓設有 14 間兩房式套房。入住套房的賓客可尊享貴賓登記入住

安排、酒店會所、餐飲及娛樂服務。 

 

兩房式湖景套房： 

 面積達 278 平方米（3,000 平方尺），包括寬敞舒適的卧室和娛樂

空間以及特大的落地玻璃窗 

 24 小時管家服務 

 設備豪華的獨立客廳及娛樂廳 

 獨有舒適睡床及採用精細的埃及棉織床上用品 

 每間客房都有獨立「他」與「她」的浴室：男士浴室備有玻璃淋浴

間，女士浴室則設有特深浴缸及私人洗手間 

 70” 超薄液晶體電視 

 房內設有私人理療室並配置 ipod 音響插座 

 

兩房式鴻景套房： 

 位於酒店最高層數，讓賓客盡覽澳門瑰麗景色 

 面積達 278 平方米（3,000 平方尺），包括寬敞舒適的卧室及娛樂

空間 

 24 小時管家服務 

 設備豪華的獨立客廳及娛樂廳 

 獨有舒適睡床及採用精細的埃及棉織床上用品 

 每間客房都有獨立「他」與「她」的浴室：男士浴室備有玻璃淋浴

間，女士浴室則設有特深浴缸及私人洗手間 

 70” 超薄液晶體電視 

 房內設有私人理療室並配置 ipod 音響插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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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利大樓套房 

 

萬利大樓擁有 410 間套房，入住萬利大樓的賓客可於萬利大堂的登記櫃台或萬利大樓的貴

賓登記櫃台辦理入住手續。 

 
萬利豪華套房 萬利大樓設有 369 間萬利豪華套房，賓客可於萬利大堂的登記櫃

台辦理入住手續。 

 

萬利豪華套房 

 平均面積達 102 平方米（1,100 平方尺）的豪華活動空間以及

特大的落地玻璃窗 

 永利獨有的舒適睡床，配以優質的埃及棉織床上用品 

 獨立玻璃淋浴間及特深的浸浴缸 

 獨家提供 Molton Brown 為永利渡假村特配的“Coco and 

Tonka Bean”沐浴用品 

 超薄液晶體電視 

 無線電話及無線極速寬頻上網服務 

 備有相連套房可供選擇 

 飽覽南灣湖及澳門璀璨夜景 

 

萬利尊貴豪華套房 萬利大樓設有 41 間萬利尊貴豪華套房，賓客可於萬利大樓的貴賓

登記櫃台辦理入住手續。 

 

萬利尊貴豪華套房 

 平均面積達 186 平方米（2,000 平方尺）的豪華活動空間及特

大的落地玻璃窗 

 設有客廳、卧室及理療室 

 永利獨有的舒適睡床，配以優質的埃及棉織床上用品 

 每間浴室均設有獨立玻璃淋浴間、浸浴缸 

 獨家提供 Molton Brown 為永利渡假村特配的“Coco and 

Tonka Bean”沐浴用品 

 65”超薄液晶體電視 

 無線電話及無線極速寬頻上網服務 

 備有相連套房可供選擇 

 飽覽南灣湖及澳門璀璨夜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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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飲及休閒焦點 

 
高級餐廳 

 

京花軒 劉國柱大師和他的七位徒弟為這間米芝蓮兩星級餐廳精心演繹

中國北方美饌。京花軒更被《福布斯旅游指南》冠予五星級餐

廳的榮譽。除了魯菜及川菜等經典名菜外，將為各位賓客帶來

非凡的清朝官府菜－譚家菜。譚家菜由祖籍廣東的清朝官僚譚

宗浚創立，他一生熱愛珍饈百味，最終揉合南方及北方菜的特

色而創造出享負盛名的美饌。 

 

衣著優雅。歡迎 5 歲以上兒童進入餐廳用膳。 

 

午膳營業時間： 

 星期六及星期日上午 11 時 30 分至下午 2 時 30 分 

晚膳營業時間： 

 星期二至星期日下午 6 時至晚上 10 時 30 分，逢星期一休

息。 

 訂座熱線：(853) 8986 3663 

 

「泓」日本料理 榮獲米芝蓮兩星級及《福布斯旅游指南》五星餐廳殊榮的

「泓」日本料理為賓客呈獻最正宗的和食美饌，與三位日本米

芝蓮大師合作演繹頂級日式料理包括壽司、天婦羅及鐵板燒的

超凡技藝，為賓客帶來前所未有的感官體驗。餐廳的精緻裝潢

更為味覺享受增添美感，以一系列古董和服腰帶作點綴，充份

反映日本源遠流長的傳統美學。完美的用餐體驗為高級和食訂

下新標準。 

 

衣著優雅。歡迎 5 歲以上兒童進入餐廳用膳。 

 

 營業時間由星期三至星期一下午 5 時 30 分至晚上 11 時 30

分，逢星期二休息。 

 訂座熱線：(853) 8986 36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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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雅廷意大利餐廳 廚藝精湛的主廚致力將意大利真味及色彩帶到永利澳門。在這

家獲《福布斯旅游指南》頒授五星餐廳評鑑的招牌餐廳內，賓

客可品嚐傳統意大利薄餅、自製意大利粉、及其他意式佳餚。

帝雅廷意大利餐廳的名稱「il Teatro」取自意大利文，意思是

「劇院」，廚師們在開放式廚房內準備佳餚的過程猶如舞台上

精彩的表演，賓客更可於這優美環境下，欣賞表演湖扣人心弦

的音樂噴泉表演，以湖水、燈光及火焰效果配合完美的音樂，

集聲、色、藝於一身。 

 

衣著優雅。歡迎 5 歲以上兒童進入餐廳用膳。 

 

 營業時間由星期二至星期日下午 5 時 30 分至晚上 11 時 30

分，逢星期一休息。 

 訂座熱線：(853) 8986 3663 

 

永利軒 此米芝蓮星級餐廳的裝修跟其供應的精緻粵菜一樣，別具一

格。永利軒更是《福布斯旅游指南》評選的五星級餐廳。各款

點心和燒味於每日午膳時間供應，為顧客帶來美食新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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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膳營業時間： 

 每日下午 6 時至晚上 11 時 

 訂座熱線：(853) 8986 36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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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閒餐廳 

 

咖啡廷 咖啡廷呈獻精選中式美食。餐廳的室內設計以傳統歐洲餐館為

藍本，並滲入大量意大利藝術的元素。咖啡廷位於萬利大樓地

下的名店街內，讓賓客在寫意休閒的環境下品嚐精緻美饌。 

 

衣著休閒隨意。 

 

 營業時間由每日早上 6 時 30 分至凌晨 12 時 

 查詢熱線：(853) 8986 3663 

 

咖啡苑 集合各地美食，供應亞洲、澳門、地中海及西式菜餚，包括

早、午及晚餐，讓賓客於游泳池和花園的優美環境下享用美

饌，絕對是寫意享受。 

 

衣著休閒隨意。 

 

 營業時間由每日早上 6 時 30 分至凌晨 12 時 

 查詢熱線：(853) 8986 3663 

 

紅 8 粥麵 紅 8 粥麵餐廳靠近娛樂場，讓賓客處身佈置寫意休閒的環境體

驗高級中式餐飲享受。廚師團隊在設計非凡的開放式廚房內發

揮精湛廚藝，製作各種賣相精緻、入口美味的廣東及中國北方

的特色菜餚，包括各式各樣的點心和粉麵。賓客更可一嚐以傳

統焗爐配合氣味芳香的蘋果木烹調的北京填鴨。 

 

衣著休閒隨意。歡迎 21 歲或以上人士光臨。 

 

 24 小時營業 

 查詢熱線：(853) 8986 3663 

 

99 麵 99 麵毗連娛樂場，以傳統中國正宗地道的拉麵及刀削麵為主，

配以七彩絢麗的裝潢，讓華夏文化宛若眼前。 

 

衣著休閒隨意。歡迎 21 歲或以上人士光臨。 

 

 營業時間由每日早上 10 時至凌晨 1 時 

 查詢熱線：(853) 8986 36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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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廊 

 

「炫」酒廊 「炫」酒廊 - 猶如珠寶箱般閃耀生輝，其19世紀法國古董吊

燈令一間格調優雅的大堂酒廊頓成一件藝術珍品。 

 

衣著休閒隨意。歡迎十八歲或以上人士光臨。 

 

營業時間： 

 星期日至星期四下午 5 時至凌晨 1 時 

 星期五、星期六及公眾假期前夕下午 5 時至凌晨 2 時 

 查詢熱線：(853) 8986 3663 

 

「霞」酒廊 時尚雅緻的酒吧以鮮橙、瑪瑙等斑爛色彩為主調，讓賓客沉

醉於熱情洋溢的環境，享受以獨特材料調配而成的雞尾酒。

由永利澳門廚師團隊自家製的特色佐酒小食，適合與各款創

新的雞尾酒、優質馥郁的麥芽威士忌、餐酒及香檳一起品

嚐。 

 

衣著休閒隨意。歡迎十八歲或以上人士光臨。 

 

營業時間： 

 星期日至星期四由下午 3 時至凌晨 1 時 

 星期五、星期六由下午 3 時至凌晨 2 時 

 公眾假期前夕由下午 3 時至凌晨 2 時 

 查詢熱線：(853) 8986 3663 

 

永利軒酒廊 遠離繁喧的理想地，賓客可享用特式雞尾酒、紅酒及含酒精

飲料, 伴以自家製佐酒小食。 

 

衣著休閒隨意。歡迎 21 歲或以上人士光臨。 

 

 營業時間由每日上午 10 時至凌晨 2 時 

 查詢熱線：(853) 8986 36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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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物 

 
永利澳門為其尊貴的賓客提供全城最尊尚的購物體驗。永利名店購物區佔地 5,482 平方米

（59,000 平方尺），其設計尊尚，氣派顯赫，擁有環球最頂尖、最豪華的購物名店。 

 
商店營業時間 每日上午 10 時至凌晨 12 時 

理療用品店：每日上午 9 時至晚上 10 時 30 分 

禮品店: 每日上午 7 時至凌晨 3 時 

  

BULGARI 1884 年於羅馬創立 ，在現今國際高級貨品市場內佔有重

要位置。該品牌現擁有超過二百家專門店，遍佈全球高級

購物區 。產品系列包括首飾、手錶、配飾及香水等。 

 

CARTIER 卡地亞(Cartie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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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ti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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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新卡地亞精品店位於永利澳門的『吉祥樹』及『富貴

龍』旁，為每位顧客提供卡地亞全系列精品。 

 

CHANEL FASHION 精品店薈萃風格與時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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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RISTIAN DIOR 

 

專門店備有最新的高級皮革用品、女裝和鞋履設計，全部

出自 Dior 靈魂人物 John Galliano 的手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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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GAR EMPORIUM 

 

裝潢設計充滿時尚特色，Cigar Empor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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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glo”等著名品牌。店內更設有一個 24 小時衡溫衡

濕雪茄陳列室，確保雪茄長期保持最佳狀況。客戶更可使用店

內的專櫃以存放名貴雪茄。 

 

DUNHILL Dunhill 乃純正英國品牌，自 1893 年創立以來一直竭力追求完

美，務求成為深受男士愛戴的品牌。Dunhill 的專門店為男士

提供各式各樣的優質高級商品，包括男士服裝、皮具系列及配

飾。 

 

ERMENEGILDO 

ZEGNA 

Ermenegildo Zegna 是世界頂級男士服裝品牌的翹楚。品牌專

門店除銷售手工精細的西裝服飾外，更備有多種高雅便服、皮

革系列及飾物任君選擇。 

 

FERRARI 我們誠邀賓客親臨法拉利專門店，瀏覽店內別樹一格的法拉利

商品系列，包括運動服裝、珍藏品、紀念品及汽車模型。 

 

GIORGIO ARMANI 佔地 300 平方米的 Giorgio Armani 時裝店充份體現其品牌經

典的優雅及時尚。其男裝、女裝及配飾盡顯 Giorgio Armani

脫俗的品味。 

 

GRAFF 

 

自 1960 年在倫敦成立以來，Graff 出品都是珍貴罕見，舉世

無匹的珠寶。不論質量、風格還是工藝都是世上最頂尖的先

驅。Graff 是一家不折不扣的鑽石公司，其一站式的經營概

念，正如創始人 Laurence Graff 所言品牌出品的是“從礦場

一直到讓女仕們佩戴上的珠寶”，指的是由直接取得原石、打

磨及切割、設計以至鑲嵌，做工均精益求精，唯以完美為念。

Graff 珠寶在世界各角落全力尋覓最完美、最高質量的鑽石和

寶石。今天，Graff 珠寶在世界各地擁有超過 30 家珠寶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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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CCI 

 

Gucci 於 1921 年在佛羅倫斯創立，是穩佔世界領導地

位、並擁有源遠流長傳統文化的著名高級品牌。Gucci 素

來貫徹其品牌的核心價值，堅持於意大利原產地以巧手工

藝縫製富卓越品質的產品。Gucci 於世界各地共設逾 220 

家品牌專門店，致力為客戶提供獨有的豪華購物體驗及個

人化服務。 

 

HERMÈ S 於 1837 年在巴黎製造馬具起家，今天愛馬仕製造多達 14

種不同產品系列，由男女衣飾、生活精品到香水，每件產

品均流露出別具創意的設計、工匠精湛的技術，以及追求

完美的精神。 

 

HUGO BOSS 在時裝界內舉足輕重的 HUGO BOSS，全球已擁有超過 

1000 家連鎖店，現再次擴充其版圖，於永利澳門酒店開

設全亞洲第一所 BOSS Selection 時裝店。高貴的 BOSS 

Selection 男裝系列展現出 BOSS 一貫的高級時尚品味。 

 

JAEGER-LECOULTRE 

（位於萬利大樓） 

 

創始於 1833 年的瑞士頂級鐘錶積家，是首個在 Vallée 

de Joux 設廠的鐘錶品牌，憑藉 1,213 款機械機芯和 398

項註冊專利，在高級製錶領域獨領風騷，堪稱業界典

範。賓客現可於澳門永利積家專門店內選購積家品牌的

高級鐘錶。 

 

LORO PIANA 奢華產品製造商 Loro Piana 搜羅全球最上等的原材料，

製作意大利高品質的針織服裝、配飾及禮品系列。在永

利澳門的專門店，您可選購一系列頂級的喀什米爾羊毛

及駱馬絨毛織品。 

 

LOUIS VUITTON 具備超過 150 年歷史的法國殿堂級品牌路易威登以非凡

創意及精湛的工藝傳統提供最優雅時尚的皮革用品、襯

飾、腕錶、鞋履及太陽眼鏡等，讓尊貴的客人享受顯赫

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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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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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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IAGET （位於萬利大樓） 國際著名瑞士腕錶及珠寶品牌 Piaget 位於永利澳門的專

賣店為顧客提供可遇而不可求的奢華購物體驗。貴賓可

於專賣店內欣賞伯爵一系列的頂級腕錶及珠寶，包括經

典及極具代表性的多個系列、卓越非凡的複雜功能腕錶

及獨一無二的高級珠寶系列。 

 

PRADA 專門店內備有女裝手袋、飾物、鞋履及一系列男裝皮革

用品均為 Miuccia Prada 所設計。 

 

RICHARD MILLE 昭示著鐘錶製造業革命的新世代。從每一枚腕錶都可以

強烈感受到品牌締造者絕不為常規而妥協的革新派精

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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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OLEX 本店展出多款精選勞力士手錶，必定能滿足貴客精挑細

選的要求。 

 

禮品店 禮品店供應各種日常生活必需品，賓客更可在此選購永

利獨有的床上用品、客房用品、精美的景泰藍製禮品以

及 Jimmy Crystal 等送禮佳品。 

 

理療用品店 專門店位於水療中心的樓層內，網羅全線高級護膚及理

療產品，當然不少得永利澳門的特色浴室精品－Desert 

BambuTM 及茶香系列。賓客亦可隨意選購永利水療中心

的專用按摩油、浴袍及拖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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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FFANY & COMPANY 是美國著名的設計世家及國際矚目的高級珠寶品牌。自

1837 年起，Tiffany 設計的璀璨鑽石及珍貴首飾深受無數

國際領袖、皇室成員及超级名星所愛戴。譽享全球的

Tiffany Blue Box 更令世人怦然心動。 

 

VACHERON CONSTANTIN 

（位於萬利大樓） 

江詩丹頓是世界上歷史最悠久的鐘錶製造商，自 1755 年

於日內瓦創立以來，從未停止生產。作為一間全面的鐘

錶生產商，由機械至機芯開發、技術至設計等創作，以

至生產工序，均由江詩丹頓全盤掌控。 

 

從十八世紀至今，品牌的精神與信條依然不變。不論古

今，江詩丹頓所創制的時計，均秉承三項優良傳統：卓

越技術、完美設計、嚴謹工序。 

 

 VAN CLEEF & ARPELS 法國頂級珠寶品牌 Van Cleef & Arpels 梵克雅寶起源自阿

爾弗萊德‧梵克 (Alfred Van Cleef) 與艾斯特爾‧雅寶 

(Estelle Arpels) 兩人的浪漫愛情故事，並於 1906 年在巴

黎凡頓廣場創立首間精品店，以卓越精湛的珠寶工藝及創

意設計而聞名於世。Van Cleef & Arpels 梵克雅寶的精品

店將展示一系列奪目耀眼的珠寶首飾及腕錶精品，包括其

特色的 Alhambra 系列及瑰麗典雅的高級珠寶創作。 

 

 VERSACE Versace 一向以奢華見稱，產品質素超卓、設計獨特，而

且款式新穎。此 Versace 專門店備有男、女裝衣服及配飾

出售，貨品相當齊全，包括皮包、鞋履、腰帶、眼鏡，以

及珠寶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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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演湖 

 
高聳的水柱和火焰隨著多元的音樂作品包括百老匯歌劇及中文金曲揚揚起舞。激情澎湃、

紅藍交錯的耀眼 LED 燈影效果與優雅的水舞構成強烈對比，讓表演湖的演出份外震撼和富

動感，扣人心弦。 

 

湖水 在平靜的湖面下，裝有逾 300 個湖水噴咀和發射器，並貯存了

3,028,329 公升（800,000 加侖）的水，以進行音樂噴泉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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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D 燈光 逾 1,500 盞 LED 燈泡為表演湖注入色彩繽紛的動力。獨立控制的

彩色燈泡，配合湖水的舞動，締造不同的氣氛、節奏及情緒，景

象壯麗。 

 

火焰 七場壯觀的噴火場面，穿插於湖水的激情舞動中，增添原始熱力

與光芒。 

 

音樂 永利先生（Mr. Wynn）為噴泉親自挑選的音樂作品包括古典音

樂、流行曲目及百老匯歌劇的曲調。完美的編制令精彩動感的表

演齊集水、光、色和火等多種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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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水景

設計公司僱用 200 名專業人士。 

 

演出時間  星期日至星期五由上午 11 時至晚上 9 時 55 分 

 星期六及公眾假期前夕由上午 11 時至晚上 10 時 55 分 

 

表演全長約三分鐘，每 15 分鐘輪流呈現於賓客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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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庭 

吉祥樹 / 富貴龍 

位於酒店中庭的表演 

 
喻意龍精虎猛、繁榮興旺、吉祥如意，兩項位於酒店第二期入口中庭的矚目表演 ─ 吉祥樹

及富貴龍，結合雕塑、影像與燈光效果，隨音樂節奏躍動，為永利澳門的賓客帶來極盡視

聽之娛。中庭亦揉合了中國十二生肖與西方十二星座之雕塑。 

 

吉祥樹 黃金吉祥樹破土而出，一柱擎天；金枝玉葉，閃閃生輝。 

 

吉祥樹高 11 米，共有 60 枝主枝、超過 2,000 枝分枝及 98,000

塊葉子。吉祥樹及其葉子由三種不同顏色組合而成，並使用最優

質之物料。葉子由 24K 純金及黃銅薄片組成。根基則混合使用了

黃銅金屬薄片及 24K 純金葉。整棵樹以顏色玻璃漆巧妙地著色；

並合共使用了 340 公升金漆、25,000 平方尺金葉、6 公斤金薄

片、3 公斤亮金物料，以及用以點綴金葉的 117 公升金漆。 

 

七彩繽紛的燈光，照亮吉祥樹，並營造出猶如四季般千變萬化的

壯麗景象。 

 

水晶吊燈 – 瑰麗閃爍的水晶吊燈從一分為二的 LED 影像屏幕中

徐徐降下。水晶吊燈直徑為 11 米，展現超過 21,000 顆耀眼水

晶，每顆均裝上雪白燈泡，增添燦爛光芒。 

 

LED 影像屏幕 – 巨型 LED 影像屏幕直徑為 20 米，隨著中國十二

生肖圓頂如鳶尾花般緩緩盛開，展示一系列變化萬千的旋轉圖

像，締造不同的節奏及情緒。 

 

演出時間 演出時間為每日早上 10 時 30 分至晚上 11 時 30 分，每 30 分鐘

輪流呈現於賓客眼前。表演全長約五至八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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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貴龍 一條威猛的金龍，盤繞著瑰麗盛放的蓮花，騰雲駕霧般從中

庭的地底緩緩躍升至 28 尺的高度，顯現蒼勁矯捷的氣勢。金

龍的雙目閃爍耀眼、炯炯有神，加上龍鼻噴出的煙霧及燈光

效果，令龍首更添懾人神韻。位於中央的蓮花悄然綻放至 12

尺的闊度，營造出水晶燈般的閃耀效果，璀璨奪目。 

 

整座富貴龍雕塑包括龍身及蓮花由強化樹脂製成的模製纖維

及鋼鐵組合而成，龍身及底座的表面鋪上共 2,450 平方尺的

金葉。底座的雕塑是模仿鑲嵌於純金裝飾框架的翡翠雕刻，

以彩繪玻璃樹脂仿製翡翠外殼，並以 15,452 顆發光二極管

（LED）燈泡嵌入全像攝影底片來模仿翡翠發出的光芒。 

 

中國十二生肖 

圓頂 

金碧輝煌的中庭圓頂直徑為 21 米，鑄造了十二隻栩栩如生的

中國十二生肖動物雕塑，包括鼠、牛、虎、兔、龍、蛇、

馬、羊、猴、雞、狗及豬。 

 

西方十二星座 

圓頂 

中庭地上的銅圓頂直徑為 10 米，刻上 18 世紀天文學中的十

二星座，與中國十二生肖圓頂相呼應。十二星座雕塑包括白

羊座、金牛座、雙子座、巨蟹座、獅子座、處女座、天秤

座、天蠍座、人馬座、山羊座、水瓶座及雙魚座。 

 

演出時間 演出時間為每日早上 10 時至凌晨 12 時，每 30 分鐘輪流呈

現於賓客眼前。表演全長約五至八分鐘。 

 

 

製作 

 

製作設計 

 

Mark Fisher, London, England 

機械工程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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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築設計 / 結構設計 / 裝飾設計 Wong and Ouyang Hong Kong 

 

室內設計  Hirsch Bedner Associates, California, USA 

 

舞台燈光設計 

 

Patrick Woodroffe, London, England 

 

音響影像顧問 

  

Joel Gread, California, U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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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祥樹設計 / 安裝 

  

Michael Curry Design, London, England 

 

富貴龍設計 富貴龍同樣由 Michael Curry Design 設計，

並於其位於美國奧勒崗州的工作室製造。雕

塑主要以人手雕琢，並投入約 5,000 個工時

完成。雕塑的重量達 12,000 磅，須分成

160 個組件作附運及組裝。 

 

視頻顧問 SMW, Hong Kong 

 

防火顧問 Arup Fire, San Francisco, USA 

 

機械工程師 

水晶燈安裝 / 電子顯示屏安裝 /  

銅製圓頂接合儀安裝 / 銅製圓頂 /  

吉祥樹升降機  

Show Canada Industries Inc. –  

Quebéc Canada 

銅製圓頂接合儀雕塑 

 

Jacqueline Pyle, London, England 

 

銅製圓頂接合儀雕塑製造商 / 安裝 

 

Trevi – Las Vegas, USA 

特別音響影像安裝 

 

Electrosonic Inc, Hong Kong 

電子顯示屏製造商 

 

Lighthouse, Hong Kong 

舞台燈光安裝 Linfair, Hong K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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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月水母水族箱 

 
位於萬利大樓大堂的海月水母水族箱乃全世界最大的水母水族箱之一，擁有來自日本及台

灣的海月水母，向賓客展示震撼而迷人的水底魅力。這些美麗的透明生物生長於世界各地

的溫帶和亞熱帶海洋，其鐘狀身體的直徑最長可生長至 30 厘米，它們在水族箱燈光的照耀

下曼妙暢游，構成亮麗的畫面。 

 

海月水母 海月水母一般生長於世界各地的溫帶和亞熱帶海洋，而位於萬

利的品種則源自日本及台灣。這些受飼養的水母壽命可達兩

年，而其鐘狀身體的的直徑最長亦可生長至 30 厘米。 

 

學名 海月水母 (屬羊鬚水母科)（Aurelia aurita） 

 

陳列水族箱 陳列水族箱容量約 11,000 升，長 7.5 米、高 2.2 米、闊 0.7

米，相信是世上最大的水母水族箱。  

 

飲食 這裡的水母不是進食天然食糧浮游生物，而是由酒店特別培

殖、活生生的甲殼綱動物 － 鹵蟲屬（Artemia）。團隊成員每

天會餵飼水母四次。 

 

護理 萬利大樓的水母水族箱由四位受過訓練的水族管理員照顧。他

們負責管理水母的日常飲食，以及水族箱的過濾系統、維修和

水質。每天早上水母都會作息片刻，期間管理員都會把水族箱

的所有燈關掉，並蓋上一幅來自加洲、畫有黃色水母的壁畫。 

 

繁殖計劃 萬利大樓水母水族箱的繁殖計劃是收集成年水母的幼蟲以繁殖

更多小水母。當幼蟲變成水螅珊瑚蟲（polyps）後，就進入了

水母幼體的第一階段，名為蝶狀幼體（ephyrae）。蝶狀幼體

（ephyrae）會被放進位於主陳列水族箱後的水箱繼續其奧妙的

生命週期，逐漸變成幼年海月水母，最後成長為成年水母。 

 

地點 海月水母水族箱位於萬利大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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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及宴會服務 

 
宴會及會議場地 永利澳門的會議區備有最先進的設施，為賓客提供專業的會議

服務。多功能用途的會議場地佔地 2,880 平方米（31,000 平方

尺），設有 6 間會議室以及一個面積逹 952 平方米附有劇院式

舞台設計的宴會廳。 

 

特點  氣派豪華的宴會廳擁有劇院式舞台及所需視聽器材 

 所有會議廳均可因廳情況而靈活間隔 

 所有會議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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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供周全的商務服務 

 專責隊伍照顧賓客飲食及宴會安排的所有需要 

 主題派對及活動 

 頂級大廚炮製佳餚美食 

 

視聽器材支援 酒店及宴會營業部能為賓客提供全面有關影音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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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療中心，美髮中心及健身中心 
 

永利水療中心 

 
永利水療中心 

 

榮獲《福布斯旅遊指南》五星獎的永利水療中心擁有專業的理療師

及供應優質的水療用品，提供前所未有的舒適體驗。我們設有超過

30 多款理療項目，包括面部護理、全身按摩、手足護理及水療護理

等。我們的理療師均受過專業訓練且全店採用高品質的護理產品，

當中，尊尚護理服務包括獨家的「絲絨煥活療程」、「矜貴魚子面

部護理」、「澳葡式按摩」、「人參礦石熱療」和「推拿」等，讓

賓客感受完美極致的舒緩體驗。 

 

營業時間 健身中心 每日早上 6 時至晚上 10 時 30 分 

 

美髮中心 星期日至星期四： 

上午 10 時 30 分至晚上 7 時 30 分 

星期五及星期六： 

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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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體及面部護理服務由上午 9 時至晚上 10 時 30 分提供。 

 

水療中心設備 

 

水療中心擁有 14 個理療室，提供按摩、全身護理、面部護理及水療

護理等服務。男女賓部均備有完善設施，包括蒸汽室、桑拿室及水

療設備，並設有儲物櫃、毛巾、拖鞋、頭髮及面部護理用品等。 

 

永利水療中心佔地 1,026 平方米（11,044 平方呎），位於永利大樓

一樓。 

 

美髮中心 

 

美髮中心為女士和男士提供專業的理髮及髮型設計服務。16 歲以下

的賓客需在成人陪同下惠顧。 

 

美髮中心位於永利大樓一樓。 

 

健身中心 健身中心提供各個級別的健身設備。專業健身顧問能為賓客提供個

人指導，一起踏上修身健體之路。健身中心只供酒店住客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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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利水療中心 

 
萬利水療中心 榮獲《福布斯旅遊指南》五星獎的萬利水療中心是為賓客度身打

造的避世天堂。每間私人理療套房均設備完善，備有蒸氣室、桑

拿室、香薰水療設施及及休憩間等。客人可於奢華寬敞的私人理

療套房內盡情享受一系列特式療程、推拿按摩服務，以及效果顯

著的面部護理療程，體驗身心舒緩之旅。精選護理服務包括

「一．六．八」、「細水長流」及「喜喜」療程等。 

 

營業時間 健身中心 每日早上 6 時至晚上 10 時 30 分 

 

水療中心 每日早上 6 時至晚上 10 時 30 分 

 

身體及面部護理服務由上午 9 時至晚上 10 時 30 分提供。 

 

水療中心設備 萬利水療中心的佈局及設計匠心獨運、一絲不苟，臻於為賓客呈

獻完美極致的理療體驗。水療中心擁有八間私人理療套房，包括

一間雙人理療套房，每間套房均提供完善設備，包括桑拿室、香

薰水療設備、蒸氣室、浴室及高級沐浴用品，並設有理療服務專

員提供協助。 

 

萬利水療中心佔地 1,068 平方米（11,500 平方尺），位於萬利大

樓一樓。 

 

健身中心 賓客可享用健身中心的各種先進健身設備以鍛鍊全身肌肉，包括

嶄新的 Kinesis Wall、多款 TechnoGym 心肺鍛鍊儀器、活力健

身球、健美球及瑜伽墊等。專業私人健身教練團隊能為賓客提供

更具針對性的個人健身訓練。健身中心只供酒店住客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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娛樂場 
 

面積 娛樂場約佔地 26,106 平方米（281,000 平方尺）。 

 

賭桌遊戲 娛樂場內設有不同的賭桌遊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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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利澳門有數不盡的電子博彩機，每局注碼由港幣 0.05元

至 6,000 元。賓客可自由選擇遊戲主題及形式，電子博彩機

不接受一般硬幣或籌碼。萬利大樓的娛樂場亦設置多座電子

博彩機，每局注碼由港幣 0.20 元至 6,000 元不等。 

 

撲克 撲克房提供不同投注額的無限額德州撲克及彩池限紅奧馬哈

撲克來迎合不同客人的需求。如需詳細資料，請親臨撲克房

索取德州撲克遊戲指南或直接向撲克隊的職員查詢。 

 

鴻利尊享優惠 鴻利卡是永利澳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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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免費客

房住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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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人若與兒童同行，請謹記澳門法例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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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間於娛樂場內的吸煙室均設

有獨立通風系統及在負氣壓的環境下運作。永利澳門更安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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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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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利澳門 

 

背景資料 

 
行政總裁兼執行董事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AND 

EXECUTIVE DIRECTOR WYNN 

RESORTS, LIMITED &  

WYNN MACAU, LIMITED 

 

馬德承 Matthew O. Maddox 

永利澳門有限公司總裁兼執行董事 

PRESIDENT & EXECUTIVE DIRECTOR 

高哲恆 Ian M. Coughlan 

WYNN MACAU, LIMITED 

 

 

永利澳門有限公司首席營運總裁兼執行董事 

CHIEF OPERATING OFFICER & 

EXECUTIVE DIRECTOR  

WYNN MACAU, LIMITED 

 

陳志玲 Linda Chen 

永利澳門有限公司董事會主席 

CHAIRMAN 

WYNN MACAU, LIMITED 

 

盛智文 Allan Zeman 

永利澳門營運總裁 

CHIEF OPERATING OFFICER 

WYNN MACAU 

 

簡浩龍 Ciaran P. Carruthers 

總裁 

PRESIDENT  

WYNN DESIGN & DEVELOPMENT 

 

John Littell 

營運管理公司 

MANAGEMENT COMPANY 

 

Wynn Resorts, Limited. 

承建商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禮頓中建聯營 

Leighton – China St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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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體設計 

OVERALL DESIGN 

Wynn Design & Development 

執行副總裁 （建築） 

EXECUTIVE VICE PRESIDENT  

OF ARCHITECTURE 

 

DeRuyter O. Butler 

概念設計 

CONCEPT ARCHITECTURE 

 

Wong & Ouyang 

Mike Hong Architect 

總體室內設計 

PRINCIPAL INTERIOR DESIGN 

 

Wynn Design & Development 

Hirsch Bedner Associates, Los Angeles 

 

景觀建設 

LANDSCAPE ARCHITECTURE 

 

St. Legére Design International Ltd., Hong 

Kong 

品牌形象設計 

BRAND IDENTITY & LOGO 

DEVELOPMENT 

 

Slover & Company 

MinickJiao Design, Hong Kong 

圖則製作 

GRAPHIC PRODUCTION 

Watermark Associates Designers and 

Consultants Ltd., Hong Kong 

MinickJiao Design, Hong Kong 

Review by Roger Thomas 

 

餐廳設計 

RESTAURANTS CONCEPT & 

DEVELOPMENT 

 

Wynn Design & Development 

Hirsch Bedner Associates, Los Angeles 

 

 

 

執行副總裁 （設計） 

EXECUTIVE VICE PRESIDENT  

OF DESIGN 

 

 

Roger P. Thom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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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幕日期  

OPENING DATE 

 

永利澳門：2006 年 9 月 6 日  

萬利大樓：2010 年 4 月 21 日 

客房  

ACCOMMODATIONS 

360 間     豪華客房 

100 間     特級豪華客房 

120 間     一房式套房 

   4 間      兩房式湖景套房 

 10  間      兩房式鴻景套房 

369  間      萬利豪華套房 

  41 間       萬利尊貴豪華套房 

 

媒體垂詢  

MEDIA CONTACT 

廖曉齡 (Katharine L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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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