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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稿 
                                                         

 

与 DreamWorks 动画明星于金光大道度假区欢度生日 

与众不同的生日派对体验、欢乐满载的自助餐及 DreamWorks 娱乐表演 

    
（澳门，2014 年 8 月 11 日）– 你有没有曾梦想与《史瑞克》、《马达加斯加》、《功夫熊

猫》及《驯龙高手》中广受欢迎的 DreamWorks Animation 动画明星一同庆祝生日呢？金光大

道度假区正是让宾客梦想成真的地方。“金光大道度假区 ─ 体验梦工场”将由即日起在金沙

城中心推出“体验梦工场”生日大派对，让小寿星及童心未泯的宾客与家人、朋友及他们最

爱的 DreamWorks Animation 动画人物一同享受这个独特的派对体验。 

 

“体验梦工场”生日大派对  

金沙城中心为小寿星们预备了一场区内独一无二、在综合度假村内举行的生日派对。生日派对

套票价格为港币/澳门币 6,888*元，可供 15 位成人及 15 位小童于“体验梦工场”动画明星早

餐区的私人区域举行生日派对，透过以 DreamWorks 为主题作装饰的互动环境，让宾客恍如

置身在心爱的 DreamWorks 动画电影中，享用一顿与别不同的自助餐。套票亦包括一系列让

寿星们难忘的体验，如小寿星可选择与一位 DreamWorks 动画人物会面互动及拍照留念；加

上获赠一个两磅的 DreamWorks 主题生日蛋糕，让生日派对倍加圆满。宾客更可于派对后前

往金沙城中心或澳门威尼斯人®的历险 Q 立方儿童游乐场，以 8 折优惠入场，让他们延续欢乐

的气氛至当天下午。  

 

此汇聚多国美馔的自助早餐包括师父大师粥、虾仁炒饭、喷火龙烤火腿、温泉烚蛋、夜疯魔早

餐香肠、香烤三文治及西多士、秘制鸡丝汤面、精选点心及一系列新鲜出炉的酥脆甜点。 

 

此外，由即日起至 2014 年 9 月 30 日，凡年满 12 岁或以上之宾客将获邀参与乐趣满载的

DreamWorks Animation 冒险之旅，在金沙城中心内的 4 个不同地点集齐一套 8 张的“体验梦

工场”巨星卡作留念。收集点为澳门金沙城中心假日酒店东翼大堂礼宾部、两间礼品轩及历险

Q 立方 2 儿童地带。万勿错过免费集齐全套限量版“体验梦工场”巨星卡的机会！ 

 

与 DreamWorks 动画人物共进大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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宾客可于金光大道度假区感受“体验梦工场”源源不绝的精彩活动，包括乐趣满载的“体验梦

工场”动画明星早餐 ─ 设有“体验梦工场”动画明星舞台表演的主题自助早餐，亦可体验全

新的“体验梦工场”驯龙高手之维京战士大餐 ─ 可于维京主题的环境下边欣赏动画明星的表

演边品尝美食的主题夏日自助晚餐，而《驯龙高手》中广受欢迎的动画明星冇牙仔、小嗝嗝及

亚丝翠，《疯狂原始人》中的皮带猴以及《天才眼镜狗》的主角亦将现身与宾客会面及拍照。   

 

“体验梦工场”动画明星早餐： 

时间：  上午 9 时至 10 时 30 分（星期二至星期五） 

上午 10 时至 11 时 30 分（星期六至星期一） 

地点：  澳门金沙城中心四楼乌鲁木齐宴会厅  

价格：  成人：澳门币 238 元* 

 小童（4 至 12 岁）：澳门币 138 元* 

 家庭套票（3 位成人及 1 位小童）：澳门币 688 元* 

 

“体验梦工场”驯龙高手之维京战士大餐： 

日期：  由即日起至 2014 年 9 月 30 日  

时间：  每晚 7 时至 9 时 

地点：  澳门金沙城中心四楼乌鲁木齐宴会厅 

价格：  成人：澳门币 338 元* 

 小童（4 至 12 岁）：澳门币 220 元* 

 家庭套票（3 位成人及 1 位小童）：澳门币 999 元* 

 

万勿错过成为首位与 DreamWorks 动画人物一同庆祝生日的宾客，或与挚友及家人一同享用

DreamWorks 为主题的早餐或晚餐的良机。座位数量有限，建议提早订座；订座请致电+853 

8113 7915/16，或电邮至 shrekfast@sands.com.mo。  

 

更多 DreamWorks 活动 

“体验梦工场”巨星大巡游于每天下午 3 时在金沙广场举行，一众动画人物及表演者边跳着

舞边与群众互动，沿着巡游路线与群众挥手和握手 ─ 喜欢摆臀舞的人士切勿错过！而“体验

梦工场”快乐全接触活动则于每天下午 4 时在金沙城中心的御桃园举行，宾客可与自己喜爱

的动画人物作近距离接触和合照。  

 

                                                
* 需另加 10%服务费 

mailto:shrekfast@sands.com.mo


Page 3 of 5 

宾客亦可逢星期六及星期日傍晚 6 时于澳门金沙城中心假日酒店池畔旁体验独家的电影之夜，

欣赏独家放映的 DreamWorks 动画电影。而“体验梦工场”内备受爱戴的动画明星，如《史

瑞克》的史瑞克及費歐娜、《功夫熊猫》的阿宝及悍嬌虎、《马达加斯加》的亚利克斯及企鹅

小队、《疯狂原始人》的皮带猴，以及《天才眼镜狗》的主角更会现身电影之夜，与在场的大

小朋友互动一番。  

 

金光大道度假区是家族及挚友于富互动性的“金光大道度假区—体验梦工场”重拾童年的一站

式目的地！如欲了解更多相关详情，请浏览 www.cotaistrip.com/dreamworks-experience-

cn.html。  

  

 

 

图片说明：“金光大道度假区 ─ 体验梦工场”将由即日起于金沙城中心推出“体验梦工场”

生日大派对，让小寿星们及童心未泯的宾客可与家人、朋友及他们最爱的 DreamWorks 

Animation 动画人物一同享受独一无二的派对体验。 

 

file://cfilesrv04/userdata-c/vannia.chio/SC%20localization/www.cotaistrip.com/dreamworks-experience-cn.html
file://cfilesrv04/userdata-c/vannia.chio/SC%20localization/www.cotaistrip.com/dreamworks-experience-c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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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说明：“体验梦工场”驯龙高手之维京战士大餐是金沙城中心最近推出的维京主题夏日自

助晚餐，宾客可于特色主题的环境下欣赏动画明星的舞蹈表演及品尝美食，而《驯龙高手》中

广受欢迎的动画明星冇牙仔、小嗝嗝及亚丝翠，《疯狂原始人》中的皮带猴以及《天才眼镜狗》

的主角亦会现身金沙城中心与宾客共享欢乐时光。 

 

 
 

图片说明：由即日起至 2014 年 9 月 30 日，凡年满 12 岁或以上之宾客将获邀参与乐趣满载的

DreamWorks Animation 冒险之旅，在金沙城中心内的 4 个不同地点集齐一套 8 张的“体验梦

工场”巨星卡作留念。收集点为澳门金沙城中心假日酒店东翼大堂礼宾部、两间礼品轩及历险

Q 立方 2 儿童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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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说明：“体验梦工场”巨星大巡游于每天下午 3 时在金沙广场举行，一众动画人物及表演

者边跳着舞边与群众互动，沿着巡游路线与群众挥手和握手。 

 

### 
 
 

 
 
关于金光大道度假区 – 澳门的综合度假城 

金沙中国有限公司是澳门最大规模的综合度假村发展商、业权人及营运商。名为金光大道度假区的庞大

综合度假城项目坐落于相连着氹仔与路环的填海地带，于路氹中心点提供一站式、包罗万有的精彩体验。

金光大道度假区已把路氹发展成为一个综合度假城，是一个国际旅客首选的商务及娱乐休闲目的地。 

 

金光大道度假区全天候提供多姿多彩的旅游项目选择，为旅客提供约 9,000 间豪华及价格适中的酒店客

房及套房等住宿选择。金光大道度假区亦同时提供国际巨星现场表演节目、超过 600 间国际品牌的豪华

免税购物商店、总面积达 130 万平方呎 (12 万平方米) 的会议展览场地，以供举行亚洲区内首屈一指的

会议展览。此外，海陆空的交通运输配套，以及包括国际佳肴餐厅、酒吧及酒廊的超过 100 个餐饮选择

皆汇聚于此。金光大道度假区已成为旅客不容错过的目的地，并为大家带来难忘的体验及无可媲美的娱

乐享受。 

 
金光大道度假区由澳门威尼斯人®-度假村-酒店、设有澳门四季酒店的澳门百利宫™，以及设有全球最大

的康莱德酒店、喜来登酒店及假日酒店的金沙城中心所组成，是一切皆尽在咫尺的亚洲终极旅游目的地。 

 

金光大道度假区 ....澳门由此起。如欲索取更多相关信息，请浏览网页 www.cotaistrip.com/index-

cn.html。  

 
关于 DreamWorks Animation 

DreamWorks Animation 为全球各地的观众制作高质素的娱乐项目，包括 CG 动画故事片、电视特别节

目和系列，以及现场娱乐产品。公司拥有世界一流的创意人才、经验丰富的管理团队，以及先进的电影

制作科技和技巧。DreamWorks Animation 连续五年荣获《财富》杂志评选为“全美 100 家最佳雇主”。

2013 年，DreamWorks Animation 在该名单上位列第十二位。DreamWorks Animation 的所有影片均以

3D 技术制作。公司曾上影的动画影片共有二十九部，包括《史瑞克》、《马达加斯加》、《功夫熊

猫》、《驯龙高手》、《鞋猫剑客》及《疯狂原始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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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