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即時發佈 

 
瘋靡全球之世界頂級脫口秀笑匠羅素 • 彼得斯 (Russell Peters) 

‘ALMOST FAMOUS’ 世界巡演澳門站首臨新濠影滙 
 

新濠影滙綜藝館首個國際大型脫口秀     門票將於1月11日公開發售 
 

澳門/香港，二零一六年一月八日（星期五）– 國際知名笑匠羅素•彼得斯 （Russell Peters）於

2012 年憑藉其‘Notorious World Tour’ 在世界各地創下票房記錄後，決定與新濠影滙和Live 
Nation Lushington隆重宣布其最新動向，將於 2 月 26 日登陸以荷里活電影為主題的娛樂及休閒

勝地新濠影滙，以舉行其 ‘ALMOST FAMOUS’ 世界巡演之澳門站。 
  
在「新濠影滙綜藝館」迎來首場脫口秀之前，經已有不少國際樂壇巨星登陸場館，呈獻了連場震

撼感官體驗，當中包括亞洲舞台王者郭富城、「炫音狂熱」演唱會系列的華語樂壇巨星、流行歌

手許志安以及即將於羅素 • 彼得斯登場前一周獻技之國際流行樂壇天后麥當娜。 
 
羅素 • 彼得斯之‘ALMOST FAMOUS’世界巡演 將會帶來全新素材，以彼得斯御用之搞笑幽

默施展渾身解數，為觀眾帶來耳熟能詳之即興表演。「我喜歡與觀眾互動。」彼得斯說：「通過

與觀眾互相交流，令我產生出喜劇這種創作靈感。有些表演者會在舞台上依循劇本，從不偏離。

這不是我的風格。我有我的一套方式，我會利用與觀眾的互動去引導出我想要表達的主題。正因

為我這種獨特的表演風格，每場表演都是獨一無二的。」 
 
彼得斯說 ：「在踏足過世界各地表演後，最令人期待的是可以登陸『新濠影滙綜藝館』。館內

頂尖劇院級的音響設備系統，加上巧妙的舞台設計完全讓我可以近距離與觀眾互動，正正與我的

表演風格不謀而合，我深信這亦將會是我世界巡演裡其中一大亮點。我希望今次首個澳門之旅可

以繼續將笑聲帶給一眾忠實粉絲，同時亦能夠將自己的幽默感染一批新的愛好者。」 
 
「新濠影滙綜藝館」巧妙的設計除了使觀眾能置身於表演其中，綜藝館亦設有區內史無前例的豪

華私人貴賓廂房，貴賓席及豪華貴賓廊，讓團體、家庭及商務夥伴舉辦私人活動。 
 
這次巡演把彼得斯首次帶來澳門，其生動和令人捧腹的演出將會吸引到區內引頸以待的粉絲。彼

得斯是首位在紐約的著名劇院 Apollo Theater 賣得座無虛席的南亞裔喜劇笑匠；在 2012 年，他

成為首位喜劇笑匠將其於巴克萊中心 (Barclays Center) 的脫口秀售罄– 這場表演更是紐約布魯

克林區歷史上最大型的脫口秀。是次 ‘ALMOST FAMOUS’ 世界巡演已於加拿大售出超過 
150,000 門票，彼得斯亦成為了首位脫口秀大師先後 6 次成功把其位於多倫多加拿大航空中心 
(Air Canada Centre) 的表演全部售罄 。 
 



 
 
 
 
   

在 2015 年，彼得斯‘ALMOST FAMOUS’世界巡演帶到澳洲、新西蘭、南非、英國、歐洲和

亞洲。其上一次的世界巡演共到了 26 個國家，演出超過 200 場，吸引了全球超過 30 萬名觀眾

欣賞。 
 
「新濠影滙綜藝館」是設有 5,000 個座位的多用途綜藝館，擁有最頂尖的配套設施，將成為舉辦

大型國際及地區巡迴演唱會、著名舞台劇、體育賽事、頒獎典禮及其他世界級活動的理想場地。

此乃新濠影滙各式各樣的嶄新娛樂設施之一，新濠影滙是一個以荷里活電影為主題的新世代休閒

度假勝地，勢將打造成亞洲娛樂總滙，為澳門的娛樂度假村的定位提升至更高層次。 
 
“彼得斯成功地以其機智風趣的喜劇方式，和藉嘲諷各種族文化刻板印象的笑話而令得每位觀眾

離場時都是眉開眼笑” –  The Nation 
 
“彼得斯一直在發掘新的題材＂他形容其新作 The Almost Famous Tour 減少了對文化差異的

嘲諷而較著重於 ‘彼得斯的文化’” – 洛杉磯時報 
 
“…出類拔萃的笑匠。他很明顯是個天生的表演者…”   – 衛報 
 
場場爆滿! 撲飛請早! 
 
羅素 • 彼得斯 （Russell Peters） ‘ALMOST FAMOUS’世界巡演澳門站 的門票將於二零一

六年一月十一日〈星期一〉上午十時正開始透過新濠影滙官方網站 www.studiocity-macau.com
或電話號碼+853 8885 3333 / 800 906 282 （香港免費號碼）正式公開發售。 

門票亦透過香港快達票官方網站 www.hkticketing.com 、熱線號碼+852 3128 8288、 或快達票

售票處，包括各場館票房、K11 Select 及通利琴行公開發售。 

 
  

http://www.studiocity-macau.com/
http://www.studiocity-macau.com/
http://www.hkticketing.com/


 
 
 
 
   

 
 

門票售價 （香港/澳門幣）： 
 
貴賓廂房 – $ 50,000 （24 座位） / $ 25,000 （12 座位） 
貴賓席*  – $ 1,580    
A 區   – $ 1,280 
B 區   – $ 1,080 
C 區   – $ 880 
D 區  – $ 680 
 
*貴賓席觀眾可於豪華貴賓廊專享指定飲品或享用各式餐飲選擇（需額外收費） 
 
如欲查詢或預訂貴賓廂房（12 座位 / 24 座位），請電郵至scecsales@sc-macau.com 或聯絡張
小姐（Karen） +853 8865 3154 
 
 

### 
新濠影滙  – 這才是娛樂 
 
有 關 新 濠 影 滙 的 資 料 ， 歡 迎 瀏 覽 : www.studiocity-macau.com 及 加 入 新 浪 微

博 www.weibo.com/studiocity 或 Facebook http://www.facebook.com/studiocitymacau， 
  
有關最新的新聞稿、影片及多媒體資訊，歡迎瀏覽 : www.studiocitymacaumedia.com。  
 

mailto:請電郵至scecsales@sc-macau.com
http://www.studiocity-macau.co/
http://www.weibo.com/studiocit
http://www.facebook.com/studiocitymaca
http://www.studiocitymacaumedia.com/


 
 
 
 
   

安全港聲明   
 
本新聞發佈包含前瞻性聲明。該等聲明乃根據一九九五年美國私人證券訴訟改革法

案 (U.S.Private Securities Litigation Reform Act of 1995) 中的「安全港」規定作出。本公司在向

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提交的定期報告、向股東提交的年度報告、新

聞發佈，以及在本  公司管理人員、董事或僱員向第三方提供的書面材料及口頭聲明中，亦可能

作出書面或口頭的前瞻性聲明。所有不是歷史事實的聲明，包括關於本公司的看法和預期  的聲

明，均屬於前瞻性聲明。前瞻性聲明涉及內在的風險和不確定性因素。許多因素可導致實際結果

與任何前瞻性聲明中所預期的結果有重大差異。該等因素包括但  不限於：(i)澳門及菲律賓博彩

市場的增長與訪澳及訪菲人數的增長；(ii)資金及信貸市場的波動；(iii)本地及環球經濟境；(iv)本
公司預期的增  長策略；及 (v)本公司的未來業務發展、經營業績及財務狀況。該等前瞻聲明可以

通過如「可能」、「將要」、「預計」、「預期」、「目標」、「旨在」、「估  計」「擬」、

「計劃」、「相信」、「潛在」、「繼續」、「有望」或其他類似用語來識別。有上述風險、其

他風險、不確定性或因素的資料詳載於本公司向美國證  券交易委員會提交的存檔文件。除適用

法律另有要求之外，本新聞發佈提供的任何資料截至本新聞發佈發佈日期有效，本公司不承擔更

新此等資料的任何義務。  
 
關於彼得斯 
 
彼得斯最近也在 NBC 的節目 Last Comic Standing 中與蘿珊妮·巴爾 （Roseanne Barr）和基

南•艾佛利•韋恩 （Keenen Ivory Wayans） 一同擔任裁判。他亦於導演 莊•法來奧 （Jon 
Favreau） 備受好評的喜劇電影「滋味旅程」 （Chef） 中客串演出。  
 
自 2008 年，彼得斯是首批自資，自行生產及發行的喜劇笑匠之一，他的特輯“Red, White and 
Brown”和 2012 年在 O2 體育館舉行的“Green Card Tour LIVE”總共在北美地區共賣出了超

過 35 萬張。他的新作“Notorious” 是 Netflix 的第一個原創喜劇，再加上由四部分組成的紀錄

片”Russell Peters Vs The World”，彼得斯目前在 Netflix 上有超過 7 小時的影音片段。 
 
彼得斯在工作以外亦是一名慈善家，歷年來他捐出超過百萬美元予不同的慈善團體，醫療機構等，

受惠機構包括加拿大的賓頓市民醫院、加拿大 Heart House 醫療中心、Gilda’s Club 癌症康復中

心、 多發性硬化症協會以及為其高中而設之獎學金。“The Russell Peters North Peel”獎學金

經已協助一名合資格而有需要的學生升讀大學，並已連續 5 年提供獎學金予有需要的學生。 
 
自 2009 年至今，彼得斯是福布斯榜上的美國 10 大最高收入喜劇笑匠之一，彼得斯在過去 25 年

努力成為現時全球最受歡迎的喜劇笑匠之一。 
 
關於新濠影滙   
 
新濠影滙將以娛樂為主導的新世代休閒度假體驗，打造澳門成為世界級旅遊中心，勢必為澳門的

娛樂勝地定位提升至更高層次。  
  
新濠影滙以荷里活影城為概念，是一個以電影為主題的全新娛樂及休閒勝地，致力成為澳門最多

元化的娛樂設施。新濠影滙位於路氹城的黃金地段，毗鄰蓮花大橋連接橫琴島的出入境檢查站及

擬建的澳門輕軌車站，將成為提供最多世界級娛樂設施的綜合度假村。 
   



 
 
 
 
   

聳立於新濠影滙的外牆，這 130 米高的全球最高 8字形摩天輪「影滙之星」連接新濠影滙的兩棟

酒店大樓。此綜合度假村將為旅客提供無可比擬的休閒娛樂、酒店、零售、餐飲及時尚生活體

驗。  
  
此度假村將提供各式各樣的嶄新娛樂設施，包括設有 5,000 個座位的多用途綜藝館「新濠影滙綜

藝館」，可供舉行演唱會、戲劇及體育活動；以及設有 300 個座位的電視直播室「8 號轉播廳」，

可供製作專在亞洲區發行的真人騷及遊戲節目。其他娛樂體驗包括「魔幻間」魔術劇場；以

華納兄弟旗下之蝙蝠俠為主題的「蝙蝠俠夜神飛馳」；佔地  40,000 平方呎、專為小朋友而

設並設有華納兄弟及 DC 漫畫特許經營的角色人物及各種機動遊戲的家庭娛樂中心「華納

滿 Fun 童樂園」；以及將充滿伊維薩島風格的夜生活帶進澳門的「派馳」環球派對熱點。  
  
新濠影滙致力呈獻無可比擬的休閒娛樂及住宿體驗，推動澳門在休閒、商業及旅遊等方面更具深

度及更多元化，鞏固澳門作為亞洲首屈一指的旅遊勝地的地位。  
 
有 關 新 濠 影 滙 的 資 料 ， 歡 迎 瀏 覽 : www.studiocity-macau.com 及 加 入 新 浪 微

博 www.weibo.com/studiocity。 
 
關於新濠影滙綜藝館   
 
新濠影滙綜藝館將為澳門作為娛樂勝地的定位帶來全新面貌，傾力為亞洲旅客呈獻更多精彩絕倫

的現場娛樂表演體驗。「新濠影滙綜藝館」是澳門最豪華頂級的表演場地，是國際樂壇巨星級演

唱會之必經站和新一代巨星之夢幻舞台。 
 
設有 5,000個座位的多用途綜藝館擁有最頂尖的配套設施，包括劇院級音響設備系統、專門控制

室及衛星廣播基礎設施，將為新濠影滙提供連串現場娛樂盛事。綜藝館內設有 16間豪華私人貴

賓廂房，以及 242個貴賓席和可提供餐飲款待的豪華貴賓廊。 
 
新濠影滙綜藝館由全球最大運動及娛樂企業之一的 Comcast-Spectacor旗下之 Spectra管理，勢

將成為舉辦大型國際及地區巡迴演唱會、著名舞台劇、體育賽事、頒獎典禮及其他世界級活動的

理想場地。 

 
關於 Live Nation Lushington (Hong Kong) Ltd 
 
Live Nation Entertainment （NYSE: LYV）是領導全球的現場娛樂表演公司，旗下包括世界市場

領導者  Ticketmaster、Live Nation Concerts、Artist Nation Management 和 Live Nation 
Media/Sponsorship。Ticketmaster.com 是全球節目購票領導者，亦是世界最頂尖的電子商務網

站之一，每個月有超過 2600 萬個瀏覽者。Live Nation Concerts 每年為全球超過 2 千個藝人製

作超個 2 萬個演出。Artist Nation 是世界頂尖藝人經理人公司，旗下擁有超過 250 個藝人。這些

商務令 Live Nation Media/Sponsorship 網絡成為娛樂市場問題解決提供者，讓超過 800 個廣告

商能透過 Live Nation 全年舉行的現場演出及多個電子平台接觸到 2 億個客戶。Live Nation 在 10
個亞洲國家包括中國、香港、日本、印尼、菲律賓、台灣、泰國、南韓及新加坡營運。  
 
Lushington 成立於 1990 年，是在亞洲擁有 27 年管理經驗的私人公司。Lushington 最初為籌辦

Eric Clapton 的首個亞洲巡演而成立，至今賣出超過 148 萬張門票，營業額超過 1 億 1 千萬美元。

今日，Lushington 和亞洲的演唱會圈子均在茁壯成長中。Lushington 高興能成為新加坡最先和

http://www.studiocity-macau.com/
http://www.weibo.com/studiocity


 
 
 
 
   

重要的搖滾、流行和爵士樂卓越籌辦者，帶來如 Coldplay、Bob Dylan、Oasis、Simon & 
Garfunkel、Linkin Park、Sting、Santana、Red Hot Chili Peppers、Michael Jackson、Elton 
John、The Police、Green Day、Eagles、Rod Stewart 和 Johnny Cash 等的演出。 
 
欲知更多資料，請瀏覽 www.livenationlushington.net 
 
 
傳媒查詢，請聯絡： 
 
新濠影滙 

黃綺琴 
電話：+853  8868 7554 

電郵：louisawong@melco-crown.com 

  
 
廖克妮  
電話：+853 8868 7316 
電郵：niniliu@melco-crown.com  

 
Live Nation Lushington (Hong Kong) 聯絡 :  
Nora Wong 
Tel：+852 2989 9239 

Email：nora.wong@livenation.asia 
 

 Angel Chiu 
Tel：+852 2989 9239 
Email：angel.chiu@livenation.asia 
 

 

http://www.livenationlushington.net/
mailto:louisawong@melco-crown.com
mailto:niniliu@melco-crown.com
mailto:nora.wong@livenation.asia
mailto:angel.chiu@livenation.asi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