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聞稿 

即時發佈 

 
「福」滿新濠影滙 

星級大使熊黛林澳門迎春接福  乘運沖天 
投入亞洲娛樂總滙之世界級頂尖娛樂  感受奢華精彩魅力所在 

 

澳門–2016 年 1 月 14 日（星期四）-- 以荷里活電影為主題的全新娛樂及休閒度假村新濠

影滙，自去年 10 月 27 日開幕以來，以其舉世矚目的世界級娛樂項目及高達 130 米的全球

首個「8」字形摩天輪「影滙之星」旋即成為澳門最新地標。適逢 2016 新春佳節即將來臨，

這個亞洲娛樂總滙亦吸引了最近陶醉於電影藝術中的熊黛林小姐以星級大使的身份前來觀

摩，在這個充滿電影感的度假村中探索「魔幻間」的魅幻奇程，更於「影滙之星」欣賞醉人

的日落美景，一同感受新濠影滙作為「亞洲娛樂總滙」的精彩魅力所在。 

 

被譽為「亞洲娛樂總滙」的新濠影滙，富有華麗裝飾派藝術風格的建築，由正門兩側高達

30 多米、氣勢雄偉的「鋼鐵雙雄」雕像以及連接於新濠影滙兩棟酒店大樓之全球首個「8」

字形摩天輪「影滙之星」打造出標誌性的外觀，同時引領訪澳旅客置身於電影世界之中，體

驗多個世界級劃時代的娛樂項目，以巨星氣派投入不同風格的度假住宿體驗、亞洲及國際佳

餚，以及由娛樂購物熱點—新濠影滙購物大道所帶來的尊貴購物體驗。 

 

電影「葉問 3」票房最近在中港台勢如破竹，更於台灣衝破 1.3 億票房，在電影中擔綱主演

葉問髮妻的熊黛林小姐今日親臨新濠影滙，全天候體驗度假村的休閒娛樂項目，不但於由米

芝蓮星級名廚譚國鋒師傅主理的「玥龍軒」感受極致雍雅的粤式餐饗體驗，一嚐多款新春菜

式，更於亞洲唯一駐場的殿堂級魔術滙演「魔幻間」為觀眾帶來壓軸驚喜，以「瞬間轉移」

的方式與火紅色法拉利跑車齊齊現身，空降「魔幻間」的國際舞台，為現場觀眾帶來連場極

盡視覺及感官刺激之旅，亦將整個新濠影滙新春探索之旅的氣氛推上高潮。 

 

首次參與國際級大型魔術表演的熊黛林表示：「這次新濠影滙新春探索之旅確實給我帶來無

比震撼，令我大開眼界。近年我比較專注電影藝術的發展，作為一個專業的演員，從來沒有

想過亞洲有一個如此壯觀並以電影為主題的綜合度假村，箇中的娛樂項目，由環境以至氣氛，

都令我仿如置身荷里活電影的場景一樣，真的令我大感意外!」 

 

「在今日的新濠影滙新春探索之旅中，最驚喜的莫過於能夠在『魔幻間』親身參與國際級大



 
 

型魔術，這是我首次與國際頂級魔幻大師同台演出，所以由綵排開始經已加倍留心所有指示，

希望能為大家呈獻最震憾人心的一幕！整個過程十分緊張，當中奇幻的感覺亦令我畢生難忘，

我總喜歡『魔幻間』散發著神秘而又懾人的魅力，90 分鐘的魔幻之旅實在非常精彩!」 

 

「魔幻間」是澳門以至亞洲均前所未見的多元劇院體驗娛樂項目，由舉世知名的魔術大師法

蘭茲．哈拉瑞精心設計、籌劃及主持，是全球首個提供多劇院魔幻感官體驗的滙演。「魔幻

間」劇院分別由「魅影劇院」、「古堡劇院」及「大師魔法劇院」三個佈局精妙的劇院組成，

讓觀眾能近距離觀賞頂尖魔術師的精湛演出。 

 

為整個新濠影滙新春探索之旅劃上完美的句號，熊黛林小姐選擇踏上高懸 130 米、全球首

個及亞洲最高的「8」字形摩天輪「影滙之星」，於黃昏時分欣賞醉人的日落景色。 

 

熊黛林抵達「影滙之星」時，大表興奮地說：「終於來到這個『8』字形摩天輪了! 一直聽聞

澳門這個全新地標，亦早已計劃帶家人前來遊覽，今次正好先讓我視察一下環境，為下個旅

程作好準備。起初踏進高懸 130 米的摩天輪確實有點緊張，不過隨著摩天輪緩緩的運行升

起，從車廂內更可俯瞰整個澳門的景色，真的要拍照留下在澳門最美好的一刻! 我覺得情侶

們可以跟我一樣選擇日落時分乘搭，沉醉在浪漫的一刻，絶對是澳門必遊的地標及令人難以

忘懷的一個體驗。」 

 

新濠影滙設有超過 30 家餐廳及食肆，當中更不乏由國際知名大廚主理的頂級特色食府，包

括由米芝蓮兩星名廚譚國鋒掌舵的尊尚粵式食府「玥龍軒」、融合摩登上海餐饗及近距離魔

術表演於一身的「上海魅影」，以及即將在新濠影滙開設全新餐廳的夏威夷地道料理大師

Alan Wong 及法籍米芝蓮多星名廚 Alain Ducasse 為客人呈獻非凡星級餐飲藝術。 

 

新濠影滙總裁利展霆先生表示：「新濠影滙作為全新亞洲娛樂總滙，致力為旅客呈獻獨一無

二的世界級休閒娛樂、餐飲、住宿及時尚生活體驗，堅守『這才是娛樂』的服務承諾，最重

要的是推動澳門旅遊業更深度及更多元化的發展，鞏固澳門作為亞洲首屈一指的旅遊勝地的

地位。新濠影滙的團隊將於新春期間呈獻更多更精彩的推廣，希望在新一年繼續為所有訪澳

旅客呈獻無可比擬的度假村體驗，亦藉此新春佳節順祝大家福滿乾坤，萬事如意！」 

 

為迎接農曆新年，新濠影滙現正推出「巨星主導娛樂套票」1，入住日期由即日起至 2016

                                                      
1 新濠影滙「巨星主導娛樂套票」受其他條款及細則適用 



 
 

年 6 月 30 日，二人僅由港幣 1,698++起，立即預訂更可於指定日期專享港幣 300 元折扣優

惠。新濠影滙「巨星主導娛樂套票」包括： 

- 巨星滙尊貴套房一晚住宿 

o 續住即可於第二晚享最優惠房價減港幣 600 元之優惠2 

- 二人於「星滙餐廳」享用自助早餐／午餐  

- 「影滙之星」門票兩張 

- 四選一：「蝙蝠俠夜神飛馳」門票兩張／「華納滿 Fun 童樂園」兩小時門票（包括兩

位成人及一位小童）／「漣」水療澳門幣 300 元現金券／「派馳」迎賓飲品兩杯 

- 港幣 100 元娛樂消費券 

- 享用室內恆溫游泳池、戶外游泳池、巨星滙健身中心及「綠野游蹤」3 

- 免費無線上網 
 
請即行動，前往 www.studiocity-macau.com/tc/promotions/detail/direct-your-star-holiday
預訂新濠影滙「巨星主導娛樂套票」，自選娛樂休閒體驗，打造屬於您的新春假期！ 

 
此外，賓客更可率先預購矚目娛樂套票，體會星級震撼！「驚世娛樂通行證」只售港幣 580
元，即可於「影滙之星」盡覽澳門迷人景致、體驗「蝙蝠俠夜神飛馳」的 4D飛行震撼及投

入「魔幻間」的炫幻魔術旅程。而「沖天飛馳套票」則只需港幣 220 元，包括「影滙之星」

門 票 及 「 蝙 蝠 俠 夜 神 飛 馳 」 門 票 各 一 張 。 詳 情 請 瀏

覽 www.studiocity-macau.com/tc/promotions/detail/entertainment-passes。請即致電購

票︰澳門 (853) 8868 6767，免付費電話 ─ 香港 800 900 783 / 中國內地 400 616 3120 
/ 台灣 008 0187 6037。 

 
有關新濠影滙的資料，歡迎瀏覽： 
新濠影滙官方臉書（facebook）專

頁： 
https://www.facebook.com/studiocitymacau/ 

新濠影滙官方新浪微博： http://weibo.com/studiocity 
新濠影滙官方推特（twitter）： https://twitter.com/studiocitymacau 
新濠影滙訂房熱線： [澳門] +853 8865 6868 

 [中國免費電話] 4001203228 
[香港免費電話] 800906988 

新濠影滙訂房電郵：  reservations@sc-macau.com 

                                                      
2 折扣優惠適用於同類型套房連二人早餐。所有價格及附加費用均需加收 10%服務費及 5%政府稅。

住宿優惠需視乎供應情況而定及需預先訂房；不適用於指定日子。條款及細則適用。 
3 「綠野游蹤」於冬季暫停開放（2015 年 12 月 1 日至 2016 年 2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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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濠影滙官方網站： http://www.studiocity-macau.com/tc/ 
有關新聞稿、影片及多媒體資訊： www.studiocitymacaumedia.com 
 
新濠影滙 – 這才是娛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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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新濠博亞娛樂有限公司 

新濠博亞娛樂之美國預託股份於納斯達克全球精選市場 (納斯達克：MPEL) 上市，為一家發展商及

資產擁有者，並在亞洲經營娛樂場博彩及娛樂度假村業務。新濠博亞娛樂目前經營位於澳門氹仔的

博彩酒店澳門新濠鋒 (www.altiramacau.com) 及位於澳門路氹城的博彩及綜合娛樂場度假村新濠天

地 (www.cityofdreamsmacau.com)。新濠博亞娛樂的業務亦包括澳門最大的非賭場博彩機業務摩卡

娛樂場 (www.mochaclubs.com)。本公司亦是新濠影滙 (www.studiocity-macau.com) 的主要擁有人

及營運商，該項目位於澳門路氹城，是一個以電影為主題的綜合娛樂、零售及博彩度假村。菲律賓

方面，Melco Crown (Philippines) Resorts Corporation 的附屬公司MCE Leisure (Philippines) 

Corporation正於馬尼拉娛樂城經營及管理賭場、酒店、零售及娛樂綜合度假村新濠天地 (馬尼拉) 

(www.cityofdreams.com.ph)。有關新濠博亞娛樂的更多資料，請瀏覽 www.melco-crown.com。 

 

新濠博亞娛樂得到其主要股東的全力支持，兩個主要股東分別為新濠國際發展有限公司 (「新濠」) 及

Crown Resorts Limited (「Crown」)。新濠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上市，主要股東為何猷龍

先生，他本人亦為新濠博亞娛樂之聯席主席、執行董事兼行政總裁。Crown 為澳洲證券交易所上市

http://www.studiocity-macau.com/tc/
http://www.studiocitymacaumedia.com/
http://www.altiramacau.com/
http://www.cityofdreamsmacau.com/
http://www.mochaclubs.com/
http://www.studiocity-macau.com/
http://www.cityofdreams.com.ph/
http://www.melco-crown.com/


 
 
榜首五十家企業之一，由 James Packer 先生領導，他本人亦為新濠博亞娛樂之聯席主席兼非執行

董事。 

  
關於新濠影滙 

新濠影滙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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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新聞稿由众智亞洲代表新濠影滙發放。欲查詢更多詳情，請聯絡： 

 
众智亞洲 新濠博亞娛樂 

Darryl Chien 簡百瑜 
電話：+86 21 53089680 ext. 806 / 
      +86 186 2169 0637 
電郵：darryl.chien@mazarineap.com  
 
Nancy Chan 陳詩雅 
電話：+852 3101 4683 / 852-9777 0177 
電郵：nancy.chan@mazarineap.com  

Natalie Leung梁寶怡   
電話：+853 8868 7273  
電郵：natalieleung@melco-crown.com  
 

Emily Ng 吳文沁 
電話：+853 8868 7558  
電郵：emilymsng@melco-crow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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