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曼尼‧帕奎奥与克里斯•阿尔吉里 
结束长达 27,273英里的国际媒体之旅 

 

「金光决战 2」 
 

冠军对决！ 

 
赛事将于 11月 23日在澳门威尼斯人一触即发 

并于美国透过 HBO Pay-Per-View®作现场直播 

 

门票现正公开发售 

 

 
 
澳门（2014年 9月 11日）--拳击界唯一一位曾夺得共八个不同级别的世界拳王金腰带且

拥有「十年最佳拳手」（Fighter of the Decade）头衔的曼尼‧帕奎奧（MANNY 

“Pacman” PACQUIAO），以及来自纽约且拥有医疗管理学士学位及临床营养学硕士学

位的不败 WBO 轻次中量级冠军克里斯‧阿尔吉里（Chris Algieri）于上星期五（9 月 5

日）在最后的纽约站中圆满结束了其国际媒体之旅，当天他们到访了 《华尔街日报》、

《纽约邮报》、《纽约每日新闻》以及《美联社》。 

 

是次媒体之旅为期 12 天，首站新闻发布会于 8 月 25 日在澳门威尼斯人正式展开，随后

前往了上海、三藩市、拉斯维加斯、洛杉矶以及纽约。他们在美国的首站与《旧金山纪事

报》举行了一场令人印象深刻的媒体圆桌会议，接著下午与 Comcast Sports Net Bay 

Area 电视频道会面，并于电视台内参观其全国卫星设备。上千名的粉丝在 AT&T 公园及

http://www.toprank.com/fighters/manny-pacquiao


Dodger 体育场欢迎他们，而两位拳手分别主持 Giants 对 Brewers 及 Dodgers 对

Nationals 两场比赛的开球礼。此外，他们在拉斯维加斯威尼斯人度假村酒店出席前所未

有的盛大欢迎仪式，与大批热情的粉丝们握手，还在纽约证券交易所敲响了收市钟，现场

的证券所经纪们更毫无异议地对他们即将上演的 pay-per-view 世界冠军争霸战评级为

「强力买进」。  

 

 

菲律宾拳击界标志性人物帕奎奥（56-4-3）对高材生拳王阿尔吉里（20-0）之世界次中量

级冠军战将于 11月 23日（星期日）上午 8时在澳门威尼斯人®金光综艺馆举行。是次比

赛由 Top Rank®及金沙中国有限公司携手与 MP Promotions、Joe DeGuardia's Star 

Boxing、Banner Promotions、Foreman Boys Promotions 及 Tecate 推广，並由 HBO 

Pay-Per-View®制作及现场直播。 

   

「金光决战 2」的垫赛事将有未尝战败的中国金牌拳王邹市明出战一场世界冠军前哨战，

争取挑战金腰带的资格。转型为职业拳击手不到两年的邹市明最近分别于 IBF 排名第十

一、WBA 排名第四以及在 WBC 和 WBO 排名第七。当晚的参赛选手还包括同样来自中

国的不败拳手杨连慧、香港「神奇小子」曹星如、「澳门小子」吴国权，以及来自墨西哥

的不败拳手吉尔贝托‧拉米雷斯（Gilberto Ramirez）。 

 

有关最新之赛事回合资讯，请浏览 www.toprank.com 或 www.hbo.com、Facebook专页 

facebook.com/trboxing、 facebook.com/trboxeo 或  facebook.com/hboboxing ，以及

Twitter 专页 twitter.com/trboxing、twitter.com/trboxeo 或 twitter.com/hboboxing。输入

主题标签 # PacAlgieri加入 Twitter有关对话。 

 

「金光决战 2」门票现正透过各大金光票务™售票处*公开发售。此汇聚多项回合的赛事

将于 2014年 11月 23日早上 8时于金光综艺馆展开。票价分别为港币/澳门币 24,080元

（钻石区﹞、20,080 元﹝白金区﹞、12,880 元﹝红宝石区﹞、9,880 元﹝金 区﹞、 

6,480 元﹝银区﹞、3,880（A 区）、1,880（B 区）及 880（C 区）。观众可另加港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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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币 88 元购买包括金光飞航往返港澳双程船票的套票。门票可透过网页

www.cotaiticketing.com、致电 +853 2882 8818（澳门）/ +852 6333 6660（香港）/ 

4001 206 618（中国）/ +63 2 395 3370（菲律宾）、香港快达票（将额外收取每张门票

的顾客服务费）网页 www.HKTicketing.com 或致电 +852 3128 8288，以及透过澳门广

星传讯网页 www.macauticket.com、致电 +853 2855 5555，或亲临澳门广星传讯门市

（门市据点资料请浏览 www.macauticket.com/TicketWeb/ServiceStations.aspx）订购。 

 

 

 

欲知更多有关讯息，请登录 www.venetianmacao.com/macau-entertainment/clash-in-

cotai-ii.html。 

 

注：赛事回合及时间可能会被更改 

 
 

以下为此次精彩的媒体之旅之图片集说明： 

 

 
 

图片说明：曼尼‧帕奎奥（左）及克里斯•阿尔吉里（右）于 8 月 25 日在澳门威尼斯人

出席宣布 11月 23日在金光综艺馆举行的「金光决战 2」世界冠军争霸战之新闻发布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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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于 9月 5日在纽约结束了为期两周的「金光决战 2」国际媒体之旅包括上海、三藩市、

拉斯维加斯以及洛杉矶的站点。 

 

 
 
 

图片说明：曼尼‧帕奎奥（左）、邹市明（中）及克里斯•阿尔吉里（右）于 8 月 26 日

在上海出席宣布 11月 23日在金光综艺馆举行的「金光决战 2」世界冠军争霸战之新闻发

布会。 

 
 

除非另有说明，以下图片由 Chris Farina 提供；如使用需授信于 Chris Farina - Top 

Rank。 完全适用条款列于图片后。 

 



 
 
图片说明：2014 年 8 月 28 日， 加利福尼亚州三藩市---第四日- 超级巨星曼尼‧帕奎奥

（右）以及纽约不败 WBO轻次中量级冠军克里斯‧阿尔吉里（左，20-0）于国际媒体之

旅的第四天现身 Comcast SportsNet Bay Area，出席 由 Jim Kozimor（中）主持之节目

《Yahoo Sports Talk Live》。 

 
 

 
 

图片说明：2014年 8月 29日， 加利福尼亚州三藩市---第五日-（中左至右）超级巨星曼

尼‧帕奎奥以及纽约不败 WBO轻次中量级冠军克里斯‧阿尔吉里（20-0）携同他们的教



练 Freddie Roach（左）及 Tim Lane（右）在 San Francisco Giants 对阵 Milwaukee 

Brewers比赛前于 AT&T公园为粉丝们及媒体特别现身，是日为国际媒体之旅的第五天。 

 
 

 
 

图片说明：2014年 8月 29日， 加利福尼亚州三藩市---第五日 - 超级巨星曼尼‧帕奎奥

（图）以及纽约不败 WBO 轻次中量级冠军克里斯‧阿尔吉里（20-0）San Francisco 

Giants 对阵 Milwaukee Brewers 比赛前于 AT&T 公园作击球训练，是日为国际媒体之旅

的第五天。 

 



 
 

图片说明：2014年 8月 29日， 加利福尼亚州三藩市---第五日 - 超级巨星曼尼‧帕奎奥

以及纽约不败WBO轻次中量级冠军克里斯‧阿尔吉里（20-0）San Francisco Giants对

阵 Milwaukee Brewers 比赛前于 AT&T 公园作击球训练，是日为国际媒体之旅的第五天。 

 
 

 
 



图片说明：2014年 8月 29日， 加利福尼亚州三藩市---第五日 – 全垒打王 Barry Bonds

（左）San Francisco Giants对阵Milwaukee Brewers比赛当晚在 AT&T公园惊喜现身并

问候超级巨星曼尼‧帕奎奥（右）。 

 
 

 
 

图片说明：2014年 8月 30日， 内华达州拉斯维加斯市---第六日 - （左至右）金沙中国

有限公司总裁兼行政总裁爱德华‧卓思、超级巨星曼尼‧帕奎奥、纽约不败 WBO轻次中

量级冠军克里斯‧阿尔吉里（20-0）以及金沙中国有限公司广告及品牌营销管理企业副

总裁马志高于拉斯维加斯威尼斯人度假村酒店出席「欢迎仪式」，是日为国际媒体之旅的

第六天。 

 



 
 
图片说明：2014年 9月 1日， 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市---第八日 - 超级巨星曼尼‧帕奎奥

与纽约不败 WBO 轻次中量级冠军克里斯‧阿尔吉里（20-0）于星期一亮相 ESPN 位于

洛杉矶的录影室，是日为国际媒体之旅的第八天。 

 
 

 
 

图片说明：2014年 9月 1日，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市---第八日 - 超级巨星曼尼‧帕奎奥

与纽约不败 WBO 轻次中量级冠军克里斯‧阿尔吉里（20-0）于星期一亮相 ESPN 位于

洛杉矶的录影室，是日为国际媒体之旅的第八天。 

 
 



 
 

图片说明：2014年 9月 1日，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市---第八日 - 超级巨星曼尼‧帕奎奥

与纽约不败 WBO 轻次中量级冠军克里斯‧阿尔吉里（20-0）于星期一亮相 FOXSports

位于洛杉矶的录影室，出席其美国赛前节目，是日为国际媒体之旅的第八天。 

 
 

 
 
图片说明：2014年 9月 1日，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市 ----  超级巨星曼尼‧帕奎奥于 Los 

Angeles对阵Washington Nationals比赛前在 Dodger体育馆投出第一球，是日为他与纽

约不败WBO轻次中量级冠军克里斯‧阿尔吉里（20-0）国际媒体之旅的第八天。 



 

 
 
图片说明：2014年 9月 3日，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市 ---- 第十日 - （左至右）超级巨星

曼尼‧帕奎奥及纽约不败 WBO轻次中量级冠军克里斯‧阿尔吉里（20-0）于洛杉矶的新

闻发布会上摆拍，是日为国际媒体之旅的第十天。帕奎奥开玩笑地站上椅子以弥补其与阿

尔吉里的身高差距。 

 
 

 
 

图片说明：2014年 9月 3日，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市 ---- 第十日 - （左至右）名人堂兼

Top Rank推广人 Bob Arum于洛杉矶只有站位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超级巨星曼尼‧帕奎



奥（左）及纽约不败 WBO轻次中量级冠军克里斯‧阿尔吉里（右，20-0）的比赛，是日

为国际媒体之旅的第十天。 

 
 
 

 
 

图片说明：2014年 9月 4日 ，纽约州纽约市 ---- 第十一日 – 纽约证券交易所评级帕奎奥

对阿尔吉里（20-0）即将对决的金光决战 2 收费电视直播为「强力买进」---- （中左至右）

超级巨星曼尼‧帕奎奥以及纽约不败 WBO轻次中量级冠军克里斯‧阿尔吉里（20-0）连

同纽约证券交易所所长 Thomas W. Farley（右二）、金沙中国有限公司总裁兼行政总裁

爱德华‧卓思（左）以及 Star Boxing的 Joe DeGuardia（右）于星期四在纽约证券交易

所敲响收市钟，是日为国际媒体之旅的第十一天。 

 
 



 
 

图片说明：2014 年 9 月 4 日，纽约州纽约市---- 第十一日 - （左至右）超级巨星曼尼‧

帕奎奥及纽约不败 WBO轻次中量级冠军克里斯‧阿尔吉里（20-0）出席纽约的新闻发布

会，是日为国际媒体之旅的第十一天。 

 
 

 
 
图片说明：2014 年 9 月 5 日，纽约州纽约市---- 第十二日 - （左至右）超级巨星曼尼‧

帕奎奥及纽约不败 WBO轻次中量级冠军克里斯‧阿尔吉里（20-0）在纽约市《纽约每日

新闻》办公室为报张拍照，是日为国际媒体之旅的第十二天。 

 
 



 
 

图片说明：2014年 9月 5日，纽约州纽约市---- 第十二日 - 纽约不败WBO轻次中量级冠

军克里斯‧阿尔吉里（20-0）到访在纽约市的《美联社》总部，是日为他与超级巨星曼

尼‧帕奎奥国际媒体之旅的第十二天。 

 
    

 
 
图片说明：2014年 9月 5日，纽约州纽约市---- 第十二日 - 纽约不败WBO轻次中量级冠

军克里斯‧阿尔吉里（20-0）在纽约市《华尔街日报》办公室的访问中亮出其特别的

Hermatite「力量之石」，是日为他与超级巨星曼尼‧帕奎奥国际媒体之旅的第十二天。 

 



 
 

 
 

图片说明：2014年 9月 5日，纽约州纽约市---- 第十二日 -超级巨星曼尼‧帕奎奥(右)及

纽约不败 WBO轻次中量级冠军克里斯‧阿尔吉里（左，20-0）到访位于纽约市《华尔街

日报》办公室，是日为国际媒体之旅的第十二天。 

 
 
 
 

#          #          # 

 
金沙中国有限公司旗下度假村的娱乐设施 

金沙中国有限公司拥有一个清晰愿景，将澳门打造成亚洲顶级娱乐目的地。 

 

设有15,000个座位的金光综艺馆是亚洲区内唯一一个根据售票情况被演唱会行业杂志Pollstar评选为全球首

100个最佳活动举行场地之一。这个南华地区最顶尖的娱乐目的地专门举办全球及地区性最盛大的音乐、体

育和颁奖典礼活动。名人巨星亦经常拣选此地作为其亚洲巡迴表演的首站。 

 

设有1,800个座位的多功能威尼斯人剧场为大中华区内最豪华的娱乐表演场地之一。设有身穿礼服的剧场接

待员、香槟服务、特色餐饮，以及其他独一无二的顶级设施，威尼斯人剧场提供亲切、奢华及专属的场地

体验。威尼斯人剧场担当著一个重要的角色，致力为澳门呈献最顶尖的中式及国际娱乐表演，带给观众不

一样的豪华剧场体验。 

 

设有650个座位的金沙剧场定期举行国际著名歌手、表演家或艺人的高水准演出。无论是传统中国舞蹈员或

是现代化的表演、歌唱团或是当代乐队，金沙剧场提供包罗万有的中西式娱乐节目选择。 

 
拥有无可匹敌的多元化娱乐项目选择，金沙中国有限公司正为澳门迎来一个娱乐新世代。 

 

如欲查阅最新的娱乐表演及活动日程，请浏览网页http://cn.venetianmacao.com/entertainment-cn.html。 

 

http://cn.venetianmacao.com/entertainment-cn.html


关于澳门威尼斯人®
-度假村-酒店 

于 2007年开幕的澳门威尼斯人
®
-度假村-酒店是澳门首间大型综合度假村，以意大利威尼斯水乡风貌为建

筑蓝本。澳门威尼斯人设有 3,000间豪华套房、120万平方迟 (11万 1,000平方米) 的会议展览设施和拥有

15,000 个座位的金光综艺馆，适合举办各类世界性体育赛事及文娱活动。澳门威尼斯人亦设有 1,800个座

位的豪华威尼斯人剧场，以举办最顶尖的国际及中式娱乐节目，还有超过 30家著名餐厅食府、泰福马泷日

间医院及水疗、乐趣无穷的室内游乐场历险 Q立方，以及威尼斯人购物中心内的 300多间商铺。室外另设

有多个泳池、池畔休閒小屋和一个小型哥尔夫球场。 

 

如欲索取更多相关资讯，请浏览网页 http://cn.venetianmacao.com/index-c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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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凼仔与路环的填海地带，于路凼中心点提供一站式、包罗万有的精彩体验。金

光大道度假区已把路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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閒目的地。 

 

金光大道度假区全天候提供多姿多采的旅游项目选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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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万平方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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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激的博彩娱乐、海陆空的交通运输配套，以及包括国际佳餚餐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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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欲索取更多相关资讯，请浏览网页 http://www.cotaistrip.com/index-

c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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