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即時發佈 

 

新濠影滙宣佈主辦麥當娜《Rebel Heart Tour》世界巡迴演唱會澳門站 

流行樂壇天后即將震撼登陸新濠影滙綜藝館 

 

國際巨星勢將為澳門樂壇締造傳奇 

 
澳門訊，二零一五年九月十五日（星期二） – 流行樂壇天后麥當娜(Madonna)落實將於

『新濠影滙綜藝館』舉行其《Rebel Heart Tour》世界巡迴演唱會澳門站，勢必瘋靡一眾

亞洲歌迷，並為新濠影滙締造傳奇，為陸續登場的國際巨星陣容打響頭炮！ 

 
投資額高達32億美元的新濠影滙是一個以荷里活電影為主題的娛樂度假村項目，將於二零

一五年十月二十七日隆重開幕。長青流行樂壇天后麥當娜將首次強勢登陸澳門，以澳門作

為她於九月在蒙特利爾展開的世界巡迴演唱會的其中一站，讓新濠影滙充分展現其亞洲娛

樂之都的魅力。 

 
《Rebel Heart Tour》將於二零一六年二月二十及二十一日在澳門強勢登場，以配合麥當

娜最新推出的第 13 張專輯《Rebel Heart》。該專輯載有榮登美國最權威性唱片排行榜

Billboard的百大單曲榜 (Billboard Hot 100 hit)單曲《Bitch, I’m Madonna》，此曲更邀得

巨星碧昂絲(Beyoncé)、妮琪•米娜(Nicki Minaj)、肯伊•威斯特(Kanye West)、麥莉•希

拉(Miley Cyrus)、凯蒂•佩芮(Katy Perry)及瑞塔•奥拉(Rita Ora)參與影片的演出。 

 
麥當娜於今年首季透過唱片公司 Interscope Records發行《Rebel Heart》專輯, 隨即展開

《Rebel Heart Tour》世界巡迴演唱會，並獲得好評激賞：「《Rebel Heart》是講述在一

種激情，對愛情尋尋覓覓的長期自我反思」音樂雜志《滾石》 (ROLLING STONE); 

「《Rebel Heart》與創造者一樣，經歷痛苦但最終可以克服」《洛杉磯時報》 (L.A. 

Times); 「麥當娜是一個全球矚目的巨星，吸引力在流行音樂界無人能及」音樂網站

NOISEY; 「《Rebel Heart》絕對出色，可稱得上是麥當娜三十二年歌唱生涯中最優美細

膩的旋律之一」《紐約每日時報》（NY Daily News）。 

 
身為刷新 3 億張唱片銷量記錄的藝人、填詞人及監製，麥當娜被一致譽為最成功、最革新

及屹立不倒的舞台天后，其地位不言自喻。麥當娜於二零零八/零九年的《Sticky & Sweet》

巡演打破並成為獨唱藝人巡迴演唱會演出收入最高記錄; 而於二零一二年的《The MDNA 》

巡演亦被譽為當年最成功的巡迴演唱會。 

 
新濠影滙總裁利展霆先生表示：「我們感到非常驕傲，宣佈『新濠影滙』將成為澳門的代

表，在『新濠影滙綜藝館』這個娛樂熱點舉行這場國際級巨星演唱會，與著名的紐約麥迪

遜廣場花園(Madison Square Garden)及倫敦 O2體育館(The O2 Arena)齊名。」 

 

「今次，新濠影滙能夠吸引到如此國際級巨星，且全面配合舉辦其世界巡迴演出，充分展

現出我們一直的宗旨及承諾，鼎力支持澳門發展為休閒娛樂勝地。」 

 

「這亦是澳門首次舉辦如此盛大的世界頂級演唱會。憑藉『新濠影滙綜藝館』的劇院級音

響設備系統、豪華私人貴賓席，以及其精心設計的空間感，讓觀眾近距離欣賞現場演出，



 

我們深信新濠影滙所呈獻的非凡音樂體驗將會是澳門史上最精彩絶倫的。」利展霆先生補

充。 

 

『新濠影滙綜藝館』於上星期舉行的最潮最熱音樂季度啟動禮上，正式宣佈亞洲「舞台王

者」郭富城將是其首個強勢登場的巨星。其他頂級演唱會亦將陸續登場，包括三場由台灣

歌手擔綱演出的演唱會，每場均星光熠熠，打頭陣的以備受矚目的當紅歌手羅志祥為首，

第二場的以林俊傑和黃麗玲為主打，最後的一場由田馥甄壓軸帶領其他的台灣歌手演出

(詳見附表)。 

 

新濠影滙綜藝館為一個設有 5,000 個座位的多用途綜藝館，擁有專為舉行震撼的世界級演

唱會、大型體育盛事，頒獎典禮及其他特別活動而設的頂尖配置。 

 

以荷裡活電影為概念的世界級娛樂休閒度假村「新濠影滙」即將於二零一五年十月二十七

日開幕，而綜藝館為其中最精彩的娛樂設施之一。以亞洲娛樂總匯為定位的新濠影滙，勢

將把澳門娛樂勝地的地位提升至史無前例的層次。 

 

新濠影滙位於澳門路氹的黃金地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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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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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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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studiocity-macau.com/
http://www.weibo.com/studiocity
http://www.facebook.com/studiocitymacau
http://www.studiocitymacaumedi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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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亦正於澳

門路氹城發展以電影為主題的大型娛樂、零售及博彩綜合度假村新濠影滙

(www.studiocity-macau.c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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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lcocrow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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榜首五十家企業之一，由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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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altiramacau.com/
http://www.cityofdreamsmacau.com/
http://www.mochaclubs.com/
http://www.studiocity-macau.com/
http://www.cityofdreams.com.ph/
http://www.melcocrow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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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媒查詢，請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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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studiocity-macau.com/
http://www.weibo.com/studiocity
mailto:louisaWong@melco-crown.com
mailto:niniliu@melco-crow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