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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稿 
                                                         

 
金光大道度假區及澳門金沙獨家推出僅由港幣 888 元起的 

限時「金秋 8天星級熱賣」酒店住宿優惠 

澳門金沙、澳門威尼斯人、澳門四季酒店，金沙城中心的康萊德、 

喜來登以及假日酒店推出限時住宿優惠  

 
    
（澳門，2014 年 9 月 8 日）– 設有澳門威尼斯人®、澳門四季酒店、澳門金沙城中心康萊德酒

店、澳門喜來登金沙城中心酒店及澳門金沙城中心假日酒店的金光大道度假區，以及澳門金沙®，

將於 2014 年 9 月 9日至 9 月 16日晚上 8時（澳門時間）推出限時「金秋 8天星級熱賣」酒店

住宿優惠，入住日期為 2014 年 9月 9日至 2015年 2月 20日1，價格低至六折，由港幣 888 元

起2 。有關「金秋 8 天星級熱賣」的詳細內容，請瀏覽 http://www.cotaistrip.com/8-day-sale。 

 

這六間酒店為賓客提供目不暇給的豪華免稅購物、世界級酒店住宿、琳琅滿目的娛樂選擇，以

及屢獲殊榮的餐廳食府，賓客可把握此限時 8 天熱賣，以超值的價格享受一系列非凡卓越的酒

店服務及設施： 

 

澳門威尼斯人 

 每晚由港幣 1,288元 2起雙人入住豪華分層式皇室套房 

網址：venetianmacao.com 

 

澳門四季酒店 

 每晚由港幣 2,288元 2起雙人入住豪華客房 

網址：fourseasons.com/macau 

 

澳門金沙城中心康萊德酒店 

 每晚由港幣 1,388 元 2起雙人入住豪華客房 

網址：conradmacao.com 

                                                
1優惠視乎供應情況而定。受條款及細則約束。 

 
2
 所有價目以港元/澳門元計算及需另加 5% 政府稅和 10% 服務費。 

http://www.cotaistrip.com/8-day-sale
http://venetianmacao.com/
http://www.fourseasons.com/macau/
http://conradmaca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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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喜來登金沙城中心酒店 

 每晚由港幣 988元 2起雙人入住豪華客房 

網址：sheraton.com/macao  

 

澳門金沙城中心假日酒店 

 每晚由港幣 888元 2起雙人入住高級客房 

網址：holidayinn.com/macao 

 

澳門金沙 

 每晚由港幣 1,788 元 2起雙人入住豪華套房 

網址：sandsmacao.com/ 

 

「金秋 8 天星級熱賣」酒店住宿優惠僅於 2014 年 9 月 9 日至 16 日期間接受預訂房間。歡迎透

過下列途徑預訂，或向各大旅行社 3查詢。優惠房間數量有限，欲購從速﹗ 

 

設有澳門威尼斯人、澳門四季酒店、澳門金沙城中心康萊德酒店、澳門喜來登金沙城中心酒店

和澳門金沙城中心假日酒店的綜合度假城金光大道度假區，連同世界級酒店及娛樂綜合體澳門

金沙，為賓客提供一系列商務、休閒及娛樂選擇，包括世界級餐飲、零售、娛樂和會議設施，

以及屢獲殊榮的酒店住宿，定可滿足不同賓客的需求。 

 

澳門威尼斯人 

設有 3,000 間豪華套房的澳門威尼斯人，以意大利威尼斯水鄉風貌為建築藍本。賓客亦可在綜

合度假村設有 15,000 個座位的金光綜藝館觀看表演、於超過 30 間特色餐廳品嚐環球美饌，當

中包括榮獲米芝蓮星級評價的皇雀印度餐廳、於泰福馬瀧日間醫院及水療舒緩身心，或於威尼

斯人購物中心的 300 多個商戶享受購物樂趣。此外，家庭旅客可體驗貢多拉船之旅、精彩的街

頭表演藝人 Streetmosphere 的即興演出、歷險 Q 立方兒童地帶、游泳池及君度小型高爾夫球

場，盡享家庭樂趣。 

 

澳門四季酒店 

澳門四季酒店為追求優質和個人化服務及為高私隱度的尊貴旅客提供超卓非凡的體驗。賓客可

在此便捷直達網羅世界頂尖品牌的四季名店，以及多家供應環球美酒佳餚的餐廳和酒吧。賓客

更可在特設的戶外設施如游泳池、私人池畔休閒小屋和度假村主題花園及陽臺享受寧靜及悠閒

時刻。 

                                                
3於預訂客房時，請說明訂購「8天星級熱賣」優惠。 

http://sheraton.com/macao
http://holidayinn.com/macao
https://www.sandsmaca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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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金沙城中心康萊德酒店 

澳門金沙城中心康萊德酒店為世界頂級豪華酒店。酒店位於金沙城中心，樓高 40 層，客房及套

房設備極盡奢華，並可俯瞰路氹。客人除可在金沙廣場內的 100 間名店盡享購物樂趣或於屢獲

殊榮的菩提水療、池畔或健身中心放鬆身心外，亦可享用一系列餐廳提供的各式佳餚，包括高

級中菜餐廳「朝」的正宗中菜、可嚐盡各國滋味的奧旋自助餐，以及擁有招牌下午茶和創意小

食的大堂酒廊。  

 

澳門喜來登金沙城中心酒店 

位於金沙城中心的澳門喜來登金沙城中心酒店可直達各間高級商舖、多元化的餐廳及世界級娛

樂活動場地。酒店內的「喜來登行政俱樂部」裡擁有設備完善的「喜來登行政酒廊」可供賓客

放鬆身心、社交和工作。澳門喜來登酒店的賓客可在酒店的多間特色餐廳，包括「班妮」、

「盛宴」或「鮮」品嚐美味的亞洲和國際菜餚，亦可在喜來登「炫逸」水療中心享受身心放鬆

之旅或在三個寬闊游泳池中悠然暢泳。  

 

澳門金沙城中心假日酒店 

澳門金沙城中心假日酒店為客人提供友好、親切的服務。金沙廣場除提供餐飲及購物樂趣外，

更引進了亞洲區內獨有之「金光大道度假區 ─ 體驗夢工場」，節目包括每天舉行的動畫人物

巡遊、動畫明星餐飲體驗以及與《史力加》、《荒失失奇兵》、《功夫熊貓》、《馴龍高手》

及《古魯家族》等人物的會面環節。 

 

澳門金沙 

澳門金沙擁有 289 間豪華套房，提供包羅萬有的選擇，由特色餐廳、室外恆溫泳池、豪華水療

及美容中心、會議及宴會設施，以及位於仙樂都酒吧的精彩現場表演節目。 

 

 

澳門威尼斯人 

國際長途電話： 

+853 2882 8856 
 

免費專線： 

中國: 4001 208 826 

香港: 001 800 337 87827 

 

room.reservations@venetian.com.mo 

 

澳門四季酒店 

國際長途電話： 

+853 2881 8881 
 

免費專線： 

香港: 800 932 228 

reservations.mac@fourseasons.com 

mailto:room.reservations@venetian.com.mo
mailto:reservations.mac@fourseason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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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金沙城中心

康萊德酒店 

國際長途電話： 

+86 4008 200 500 
 

免費專線： 

中國： 4008 200 500 

香港： 800 968 391  

新加坡： 1800 737 1818 

台灣： 008 0165 1818 

馬來西亞： 1800 80 1818 

 

macao.reservations@conradhotels.com 
 

澳門喜來登金沙

城中心酒店 

 

國際長途電話： 

+853 2880 2000 
 
免費專線： 

中國： 4001 693 388 

香港： 3051 2898  

澳門： 6269 9088 

res.sheratonmacao@staystarwood.com 
 

澳門金沙城中心

假日酒店 

國際長途電話： 

+86 21 2033 4888 
 

免費專線： 

中國： 4008 840 888 

香港： 800 966 222 

澳門： 0800 738 

台灣： 0080 186 3388 

holidayinncotai.reservations@ihg.com 
 

澳門金沙 

國際長途電話： 

+853 2882 3330 
 

免費專線： 

中國： 4001 208 826 

香港： 001 800 337 87827 

room.reservations@sands.com.mo 

 

mailto:macao.reservations@conradhotels.com
mailto:res.sheratonmacao@staystarwood.com
mailto:holidayinncotai.reservations@ihg.com
mailto:room.reservations@sands.com.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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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光大道度假區 澳門金沙 

 

 
 

圖片說明：澳門威尼斯人、澳門四季酒店、澳門金沙城中心康萊德酒店、澳門喜來登金沙城中

心酒店、澳門金沙城中心假日酒店及澳門金沙將於 2014 年 9 月 9日至 16 日推出「金秋 8天星

級熱賣」酒店住宿優惠，賓客只需於推廣期內預訂 2014 年 9 月 9 日至 2015 年 2 月 20 日期間

的酒店住宿，即享該此限時特別住宿優惠。 

 
 

### 
 
關於金光大道度假區 – 澳門的綜合度假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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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沙中國有限公司是澳門最大規模的綜合度假村發展商、業權人及營運商。名為金光大道度假區的龐大

綜合度假城項目坐落於相連著氹仔與路環的填海地帶，於路氹中心點提供一站式、包羅萬有的精彩體驗。

金光大道度假區已把路氹發展成為一個綜合度假城，是一個國際旅客首選的商務及娛樂休閒目的地。 

 

金光大道度假區全天候提供多姿多采的旅遊項目選擇，為旅客提供約 9,000 間豪華及價格適中的酒店客

房及套房等住宿選擇。金光大道度假區亦同時提供國際巨星現場表演節目、超過 600 間國際品牌的豪華

免稅購物商店、總面積達 130萬平方呎 (12萬平方米) 的會議展覽場地，以供舉行亞洲區內首屈一指的會

議展覽。此外，刺激的博彩娛樂、海陸空的交通運輸配套，以及包括國際佳餚餐廳、酒吧及酒廊的超過

100 個餐飲選擇皆匯聚於此。金光大道度假區已成為旅客不容錯過的目的地，並為大家帶來難忘的體驗及

無可媲美的娛樂享受。 

 

金光大道度假區由澳門威尼斯人®
-度假村-酒店、設有澳門四季酒店的澳門百利宮™，以及設有全球最大

的康萊德酒店、喜來登酒店及假日酒店的金沙城中心所組成，是一切皆盡在咫尺的亞洲終極旅遊目的地。 

 

金光大道度假區....澳門由此起。如欲索取更多相關資訊，請瀏覽網頁 www.cotaistrip.com/index-hk.html。  

 

關於澳門金沙
®
 

於 2004 年開幕的澳門金沙®是世界級的酒店及綜合娛樂度假勝地，擁有 289 間豪華套房。在閃耀奪目的

金色外牆內，澳門金沙提供包羅萬有的選擇，由特色餐廳、室外恆溫泳池、豪華水療及美容中心、會議

及宴會設施、各式博彩娛樂，以及精彩絕倫的現場表演節目。澳門金沙還設有專門接待國際特邀貴賓的

御匾會，提供 51間特大華麗套房，設計時尚型格，為追求生活品味的賓客提供最貼身周到的服務。 

 

澳門金沙是澳門首個由跨國集團擁有及經營的綜合娛樂休閒酒店，迅速奠定了澳門未來發展的里程碑。 

 

如欲索取更多相關資訊，請瀏覽網頁 www.sandsmacao.com/index-cn.html。  

 

 

 

http://www.cotaistrip.com/index-hk.html
http://www.sandsmacao.com/index-cn.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