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獅美高梅酒店】 
糅合耀目的珠寶盒外觀設計，美獅美高梅令人注目的建築猶如一棟現代雕塑藝術，使其

成為繁華城市中心的最新地標。美獅美高梅將設有約 1,400 間客房及套房、偌大的會議

空間、頂級水療設施、零售商店、餐飲配套，以及首度由拉斯維加斯帶至澳門的天樂閣。

唯有在這裡，您才能享受這種極致豪華及精彩繽紛的創新體驗。 

踏進這裡，您可以發現亞洲首個動感劇院，並在擁有全球首屈一指的壯觀數碼影像科

技、達標準足球場大小之視博廣場中樂而忘返。我們將以革命性的技術為您創造前所未

有的娛樂感官享受。此外，美獅美高梅設有九間餐廳及酒吧，各具特式，並致力為您呈

獻非同凡響的購物及合家歡體驗。 

「美獅美高梅藝術收藏」囊括超過 300 件聞名中外的藝術珍品，將與酒店的內部公共空

間完美融合。藏品包括曾經在紫禁城內擺放的 28 幅清朝古董地毯、出自著名藝術家手

筆的現代及當代亞洲畫作和雕塑、本地和鄰近地區新進藝術家的委託創作，以及大型裝

置藝術品等。 

云云藝術珍品當中以「主席典藏」系列最為引人入勝。此系列是由美高梅中國控股有限

公司聯席董事長及執行董事何超瓊女士，及香港文化企業家及獨立策展人許劍龍先生，

親自搜羅策劃。「主席典藏」的主題為「以藝術連繫世界」，所有藏品呈現東方及西方特

色，以及傳統與創新精神。美高梅斥資逾 124萬美元購藏超過 25件作品，齊集現代與

當代亞洲藝術家之作，包括蕭勤、劉丹、劉國松、林國成、薛松、夏小萬和鄭路等一衆

藝術大師的傑作。 

★ 行程內容： 

第一天  台中/澳門機場~抵達後安排品嘗正宗葡萄牙風味餐，後入住 2018
年全新開幕的美獅美高梅酒店、越夜越美麗~~  

視博廣場是個創新奇幻的虛擬世界，為賓客呈獻多維度的

感官體驗。位處美獅美高梅的核心地帶，視博廣場連接酒

店大堂內的一系列商店和餐廳，為購物及餐飲體驗增添樂

趣 

擁有亞洲最大面積及全球最大面積之一的 LED 螢幕和涵

蓋超過 2000 個不同品種植物的植物牆，使其成為全球最

大的室內藝術花園。變幻無窮的視博廣場將會因應賓客心

情、天氣、時間及季節等轉換環境。視博廣場約有一個足

球場的長度，讓賓客於 1000 米的超高清 LED 顯示屏、

700多個 LED燈與 125個高性能揚聲器組合下欣賞壯觀

的影像。 

而在」世界之窗」里，賓客可於視博廣場內欣賞和體驗中

國的自然美景，以及在中國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世界

文化遺產的景色。花園內展示了超過 200 種不同的蘭花

種類，當中有不少品種是中國特有。 

 



第二天  澳門半島-大三巴-議事亭前地-漁人碼頭+新葡京酒店馬首.鑽石+永

利發財樹~美高梅酒店天幕廣場 
【大三巴牌坊】是天主之母教堂（即聖保祿教堂）正面前壁

的遺址。 

聖保祿教堂附屬於聖保祿學院。該學院於 1594年成立，1762

年結束，是遠東地區第一所西式大學，設文法學部、人文學

部、倫理神學部等。由其培養的傳教士，除到日本、中國外，

還到越南、泰國、柬埔寨等地傳教。 

【議事亭前地】 於 1784年，前身為市政廳，後曾多次重修，

目前規模是 1874年重修時形成的，具有明顯的南歐建築藝術

特色。二樓的圖書館於 1929年啟用，以葡國瑪弗拉修道院的

圖書館 (Biblioteca do Convento de Mafra) 為設計藍本，

裝潢和傢具陳設具有濃厚的古典氣息，現在專門收藏 17至

20 世紀 50 年代的外文古籍。 

【盧家大院】位於大堂巷七號住宅，是澳門著名商人盧華紹（盧九）家族的舊居。據屋

內左次間天井檐口的題詩年份顯示，約於清光緒十五年（1889 年）落成。盧家大屋是

用厚青磚建造的中式兩層建築，是典型的中式大宅，也是晚清時期粵中民居溫婉纖細建

築風格的典型。 

【圓明園馬首銅像】為何鴻燊博士於 2007年以 6,910萬港

元購得，他表示將無條件捐贈中國，而這次交易創下中國清

代雕像的世界最高成交價。鑄造「獸首」所選用的材料為當

時清廷精煉的紅銅，外表色澤深沉、內蘊精光，歷經數百年

而不銹蝕，堪稱一絕。 

【何鴻燊之星】此顆為全球最大的罕見墊型鑽石，達 218.08 卡，被美國 GIA組織評為

全球最完美切割、完美對稱及成色最高的 D色全美鑽石。 

【永利發財樹】四季變幻的時刻，吉祥樹將展現挺拔之姿，

分享幸運的祝願，與富貴龍輪流在中庭散發魅力。悠揚的音

樂響起，燈光柔和映照，當金色天幕開啟一刻，21,000顆水

晶伴隨 11米高的吊燈降下，與自地台升起的 11米高吉祥樹

遙相呼應，將璀璨迷人的光芒盈滿一室。吉祥樹 60 枝樹幹

上，合共有超過 2,000 根分枝，上面點綴了多達 98,000 塊由

24K 純金及黃銅薄片組成的葉子，在燈光下瑰麗閃爍。優雅旋轉的樹身在立體投射下，

變換出四季不同景色，從初春的嫩綠到盛夏的金光，再由秋天的紅葉，蛻變成冬天的白

雪景致，將自然的美態靈巧捕捉。吉祥樹的表演將每隔 30 分鐘，與富貴龍輪流上演。 

 餐食 早餐：XXX   中餐： XXX        晚餐:葡萄牙風味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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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高梅酒店天幕廣場】位於澳門美高梅的中心地帶，設計

蘊含濃厚的古歐陸風格，同時糅合澳門的葡萄牙文化遺產特

色，展現獨特氣派。廣場亦是澳門美高梅的樞紐，連接著酒

店內頂級的配套設施，當中包括美饌佳餚、娛樂、宴會、會

議、購物，以及《福布斯旅游指南》五星評級之綜合度假酒

店的尊尚體驗。 

第三天  專車前往眺望澳門巴黎人鐵塔-新濠影匯酒店搭乘 8 字型摩天輪-威
尼斯人酒店運河巡禮 +銀河度假村運財銀鑽噴泉+搭乘湖景永利皇宮纜車~

澳門機場/台中  

【澳門巴黎鐵塔】依照艾菲爾鐵塔 1/2 比例建造，並設有

超過 6,600 只絢麗閃亮的景光燈，以極致用心造就亞洲矚

目的新地標!充滿驚奇與無限魅力，這攝人心魄的建築物讓

所有來到澳門的旅客為之傾倒！白天，在陽光照耀下，體

驗這非凡氣派與富麗堂皇。夜晚，登上巴黎鐵塔，盡享金

光大道的壯麗景色。每晚上演的幻彩燈光秀，為澳門帶來

與眾不同的巴黎魅力、奇觀及華麗。再到鐵塔上的餐廳品

嚐各款特色佳餚，享受無可比擬的難忘體驗！ 

【新濠影匯酒店】宏觀新濠影滙酒店的超凡格調，為澳門塑

造一個奢華璀璨的電影世界；細賞瑰麗裝潢及尊尚設施，瀰

漫別注巧思，為優逸巨星級享受賦予全新定義。兩座酒店大

樓「明星滙」及格調非凡的「巨星滙」合共提供 1,600間時

尚型格的客房及套房，閃爍耀目，無與倫比，極致演繹超凡

氣度，一切由您主導。在這裡，每分每秒都享受巨星度假禮遇，到游泳池樓層的熱帶主

題河道「綠野游蹤」寫意飄流，或選擇於「漣」水療來一趟煥然身心之旅，或於薈萃環

球星級美食的多間食府享受多重感官盛宴，以及意想不到的娛樂體驗，精彩連場，目不

暇給。巨星級尊寵體驗、最難忘的愉快回憶，只在新濠影滙獨家呈獻。 

【影滙之星】 

踏上高懸 130 米、全亞洲最高及全球唯一 8 字形的摩天輪「影滙之星」，17 個大型觀

光艙，讓您盡覽澳門迷人景致，讓情緒高漲，運氣高升。讓旅客從一個刺激的角度觀賞

澳門全景；給熱戀情侶締造心跳回憶。 

【威尼斯人度假村】內有大運河購物中心是澳門最大型的室

內購物中心，位於澳門威尼斯人度假村酒店第三樓層，面積

達 968,000平方呎，雲集超過 350家購物商戶、數十家食

店和 3 條各長 390呎的運河。整個購物中心被一幅偌大的

 餐食 
早餐：酒店自助餐       中餐：星級美獅美高梅雅吉午市簡餐 

晚餐：星級新葡京酒店粥麵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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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幕覆蓋，天幕可配合電腦控制的燈光效果，營造出晨昏日出日落的雲彩和天色，配合

特色街道、運河、157 呎的里亞特橋，環境典雅瑰麗，令旅客仿如置身昔日威尼斯的街

道。 

【銀河酒店運財銀鑽秀】美輪美奐的運財銀鑽是以孔雀羽毛為設計靈感，在大廳的正上

方以孔雀開屏華麗的姿態呈現，更結合一座高達 3 公尺的璀璨巨型鑽石水晶燈飾，在水

幕中央緩緩旋轉，隨即落在仿輪盤設計的七彩噴水池中，搭配不斷轉變的繽紛色彩燈光

秀，挑動遊客們心中的熱情，其寓意為財來運轉的好兆頭，共舞出一記精彩絕倫的魔幻

表演秀，佇立在堂內的澳門旅遊客們屏氣凝神，欣賞匠心獨具的震撼設計！ 

【永利皇宮纜車】觀光纜車有如氣派盡顯的飛龍帶您升上

半空，盡情飽覽表演湖的璀璨景色，再徐徐降落在花園之

中，感受接待員的親切款待。在永利皇宮知名的觀光纜車

之中，您可以以華麗獨特的方式展開世界級的度假之旅，

領略無可比擬的奢華體驗。六座位的觀光纜車寬敞舒適，

配備冷氣設施，您可以在半空中一邊愜意飽覽永利皇宮的

全貌，一邊細聽聲音導航，欣賞表演湖的噴泉表演和繁華

的路氹城景色，熱切期待在永利皇宮的每段精彩旅程。 

 

 餐食 早餐：酒店自助餐  中餐：威尼斯人渢竹自助餐  晚餐：豬扒包+機上簡餐         

 住宿 溫暖的家 



台中廣播 vs 一般市場 行程比較表 
行程內容 台中廣播  優質行程 市場一般行程 

搭乘長榮航空班機，台中

清泉崗來回 
省去桃園機場往返交通勞頓 

桃園或廉價航

空，不含行李不含

機上娛樂及餐食 

入住 2018 年 2 月 13 日

春節前盛大開幕，全新開

幕 5星美獅美高梅酒店 2

晚 

*每天酒店內豪華自助式早餐 

*面積為 43 至 51 平方米、大理石浴室，配

備雨灑式淋浴間、獨立浴缸及雙人梳妝台

 美高梅優質沐浴及個人護理用品、55

吋智能電視*附免費WIFI，享受 5 星酒店飯

店設施 

*中庭表演場地裡設置 23 個 LED 屏幕，可

放映樓高 4層樓的影像，場地覆蓋達 8100

平方米，比一個足球場更大 

一般 4-5 星酒店 

不含早餐 

澳門道地美食體驗 

1.道地葡萄牙風味餐 

2.星級新葡京酒店粥麵庄 

3.澳門豬扒包+蛋塔點心 

4.美獅美高梅酒店雅吉星級套餐 

5.威尼人酒店渢竹自助餐 

無餐(自由行) 

亞洲娛樂之都澳門景點-

看世界縮影 

大三巴牌坊、議事亭前地、永利發財樹、

巴黎人酒店鐵塔外觀、乘坐 8 字型摩天輪、

搭乘永利皇宮纜車 

無(自由行無導遊

無車) 

澳門半島+氹仔島全覽 
有，三天還有專屬旅遊巴士直達各景區及

導遊隨團解說、全團慢慢品味澳門風華。 

無，自己找路搭乘

穿梭巴士。 

全程導遊領隊小費 有(含 200X3 天=NT600) 小費另外付 

全程含兩地機場稅、燃油

附加費 
是 

無(須另付

2000~3000台幣) 

機場來回專車定點接送 有 

無(自行前往機場

或付車資

500-800 元) 

台中廣播獨享生日會 有 無 

專業.風趣 DJ 導遊 同

行、贈送精美旅行紀念品 
有 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