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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稿 
 

 
帕奎奧於金光決戰 2前赴港兩天之旅 

「十年最佳拳手」於 11月 23日的拳擊盛事前與傳媒及菲律賓同胞會面並於 

香港觀光 

    
（澳門，2014年 10月 27日）– 拳擊界唯一一位曾奪得共八個不同級別的世界拳王金腰帶且

擁有「十年最佳拳手」頭銜的菲律賓籍拳手曼尼‧帕奎奧（Manny “Pacman” Pacquiao，56-

5-2，38 KOs），於 10月 26日至 27日一連兩天到訪香港，宣傳其即將於 11月 23日在澳門

威尼斯人®出戰的拳擊盛事金光決戰 2。屆時他將迎戰來自紐約的不敗 WBO 輕次中量級冠軍

克里斯‧阿爾吉里（Chris Algieri，20-0，8 KOs）。 

 

帕奎奧於星期日特別現身中環皇后像廣場，與香港的菲律賓團體會面，這位菲律賓標誌性人物

受到大批興奮群眾熱烈歡迎。其後帕奎奧前往維多利亞港，乘坐融入現代設計的香港標誌性中

式紅桿帆船 — 著名的「張保仔」號，同時藉此機會與來自中國內地、香港及澳門的媒體見面。

傍晚，帕奎奧出席酒會，與菲律賓駐香港及澳門領事、以及香港的菲律賓商界及社團領袖會面

交流。 

 

翌日，帕奎奧於練習環節中與香港未嘗敗績的超蠅量級五強選手「神奇小子」曹星如（14-0，

9 KOs）、以及澳門首位職業拳手 ─ 不敗的超次中量級選手「澳門小子」吳國權（5-0，2 

KOs）會面，並向兩位新晉崛起的職業拳手給予一些建議，祝願他們在接下來於澳門威尼斯人

舉行的比賽上能再下一城。而香港殿堂級拳擊評述員韋基舜亦現身練習環節，與三位職業拳手

一同會見媒體。 

 

有關最新之賽事回合資訊，請瀏覽 www.toprank.com 或 www.hbo.com、Facebook 專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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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頁 twitter.com/trboxing、twitter.com/trboxeo 或 twitter.com/hboboxing。輸入主題標籤 # 

PacAlgieri加入 Twitter有關對話。 

 

http://www.toprank.com/
http://www.hbo.com/
https://www.facebook.com/trboxing
https://www.facebook.com/trboxeo
https://www.facebook.com/hboboxing
https://twitter.com/trboxing
https://twitter.com/trboxeo
https://twitter.com/hbobox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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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光決戰 2」門票現正透過各大金光票務™售票處 *公開發售。此匯聚多項回合的賽事

將於 2014 年 11 月 23 日早上 8 時於金光綜藝館展開。票價分別為港幣 /澳門幣 24,080

元（鑽石區﹞、20,080 元﹝白金區﹞、12,880 元﹝紅寶石區﹞、9,880 元﹝金 區﹞、 6,480

元﹝銀區﹞、3,880（A 區）、1,880（B 區）及 880（C 區）。觀眾可另加港幣 / 澳門幣 88

元購買包括金光飛航往返港澳雙程船票的套票。門票可透過網頁 www.CotaiTicketing.com、

致電 +853 2882 8818（澳門） / +852 6333 6660（香港） / 4001 206 618（中國） / +63 2 

395 3370（菲律賓）、香港快達票（將額外收取每張門票的顧客服務費）網頁

www.HKTicketing.com 或 致 電  +852 3128 8288 ， 以 及 透 過 澳 門 廣 星 傳 訊 網 頁

www.macauticket.com、致電 +853 2855 5555，或親臨澳門廣星傳訊門市（門市據點資料

請瀏覽 www.macauticket.com/TicketWeb/ ServiceStations.aspx）訂購。 

 

欲知更多詳情，請登錄 www.venetianmacao.com/macau-entertainment/clash-in-cotai-ii.html. 

 

註：賽事回合及時間可能會被更改 

 

以下為是次兩日遊精選圖片及其說明：  

 

 
 

圖片說明：「十年最佳拳手」兼菲律賓代表性人物曼尼‧帕奎奧在 11 月 23 日於澳門威尼斯

人金光綜藝館舉行的「金光決戰 2」展開前，赴港參與了兩天之旅，於星期日在中環皇后像廣

場與菲律賓同胞會面。  

 

                                                
* 澳門威尼斯人–金光綜藝館及酒店正門大堂售票處、澳門四季酒店–百利宮™售票處、澳門金沙®一樓售票處、

金沙城中心–喜來登酒店正門及假日酒店正門售票處  

http://www.cotaiticketing.com/
http://www.hkticketing.com/
http://www.macauticket.com/
http://www.macauticket.com/TicketWeb/ServiceStations.aspx
http://www.macauticket.com/TicketWeb/ServiceStations.aspx
http://www.venetianmacao.com/macau-entertainment/clash-in-cotai-ii.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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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說明：「十年最佳拳手」兼菲律賓代表性人物曼尼‧帕奎奧在 11 月 23 日於澳門威尼斯

人金光綜藝館舉行的「金光決戰 2」展開前，赴港參與了兩天之旅，於星期日乘坐了香港著名

的「張保仔」號帆船欣賞維多利亞港的美景。  

 

左起：澳門威尼斯人及百利宮營運高級副總裁兼總監簡浩龍；Top Rank 行政總裁 Bob Arum；

曼尼‧帕奎奧；名人堂教練弗雷迪‧羅奇（Freddie Roach）。 

 

 
 

圖片說明：「十年最佳拳手」兼菲律賓代表性人物曼尼‧帕奎奧 (前排中) 在 11月 23日於澳

門威尼斯人金光綜藝館舉行的「金光決戰 2」展開前出席酒會，與菲律賓駐香港副領事

Charles Andrei P. Macaspac (前排左二)、菲律賓駐澳門總領館代辦 Raymond Pete V. Delfin 

(前排右二)，以及香港的菲律賓商界及社團領袖會面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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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說明：「十年最佳拳手」兼菲律賓代表性人物曼尼‧帕奎奧在 11 月 23 日於澳門威尼斯

人金光綜藝館舉行的「金光決戰 2」展開前，赴港參與了兩天之旅，於星期一與本地廣受歡迎

的拳手曹星如及吳國權在健身房內一同進行了拳擊練習。  

 

 
 

圖片說明：「十年最佳拳手」兼菲律賓代表性人物曼尼‧帕奎奧在 11 月 23 日於澳門威尼斯

人金光綜藝館舉行的「金光決戰 2」展開前，赴港參與了兩天之旅，於星期一在健身房內進行

了拳擊練習。帕奎奧即將於賽事上迎戰來自紐約的不敗 WBO 輕次中量級冠軍克里斯‧阿爾吉

里，以捍衛其WBO次中量級冠軍頭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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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說明：香港未嘗敗績的超蠅量級五強選手「神奇小子」曹星如在 11 月 23 日於澳門威尼

斯人金光綜藝館舉行的「金光決戰 2」展開前，在曼尼‧帕奎奧訪港兩天期間，於星期一在健

身房內進行了拳擊練習。 

 

 
 

圖片說明：不敗的超次中量級選手「澳門小子」吳國權在 11 月 23 日於澳門威尼斯人金光綜

藝館舉行的「金光決戰 2」展開前，在曼尼‧帕奎奧訪港兩天期間，於星期一在健身房內進行

了拳擊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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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說明：香港殿堂級拳擊評述員韋基舜在 11 月 23 日於澳門威尼斯人金光綜藝館舉行的

「金光決戰 2」展開前，在曼尼‧帕奎奧訪港兩天期間，於星期一探訪了在健身房內進行拳擊

練習的「十年最佳拳手」兼菲律賓代表性人物曼尼‧帕奎奧，以及本地廣受歡迎的拳手曹星如

及吳國權。 

 

左起：弗雷迪‧羅奇；曹星如；吳國權；曼尼‧帕奎奧；Bob Arum；韋基舜。 

 
 

### 
 

 

關於澳門威尼斯人
®
 

於 2007 年開幕的澳門威尼斯人®是澳門首間大型綜合度假村，以意大利威尼斯水鄉風貌為建築藍本。

澳門威尼斯人設有 3,000 間豪華套房、120 萬平方呎 (11 萬 1,000 平方米) 的會議展覽設施和擁有

15,000 個座位的金光綜藝館，適合舉辦各類世界性體育賽事及文娛活動。澳門威尼斯人亦設有 1,800

個座位的豪華威尼斯人劇場，以舉辦最頂尖的國際及中式娛樂節目，還有超過 30 家著名餐廳食府、泰

福馬瀧日間醫院及水療、樂趣無窮的室內遊樂場歷險 Q 立方，以及威尼斯人購物中心內的 300 多間商

鋪。室外另設有多個泳池、池畔休閒小屋和一個小型哥爾夫球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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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沙中國有限公司旗下度假村的娛樂設施 

金沙中國有限公司擁有一個清晰願景，將澳門打造成亞洲頂級娛樂目的地。 

 

設有15,000個座位的金光綜藝館是亞洲區內唯一一個根據售票情況被演唱會行業雜誌Pollstar評選為全

球首100個最佳活動舉行場地之一。這個南華地區最頂尖的娛樂目的地專門舉辦全球及地區性最盛大的

音樂、體育和頒獎典禮活動。名人巨星亦經常揀選此地作為其亞洲巡迴表演的首站。 

 

設有 1,800 個座位的多功能威尼斯人劇場為大中華區內最豪華的娛樂表演場地之一。設有身穿禮服的劇

場接待員、香檳服務、特色餐飲，以及其他獨一無二的頂級設施，威尼斯人劇場提供親切、奢華及專屬

的場地體驗。威尼斯人劇場擔當著一個重要的角色，致力為澳門呈獻最頂尖的中式及國際娛樂表演，帶

給觀眾不一樣的豪華劇場體驗。 

 

設有 650個座位的金沙劇場定期舉行國際著名歌手、表演家或藝人的高水準演出。無論是傳統中國舞蹈

員或是現代化的表演、歌唱團或是當代樂隊，金沙劇場提供包羅萬有的中西式娛樂節目選擇。 

 

擁有無可匹敵的多元化娛樂項目選擇，金沙中國有限公司正為澳門迎來一個娛樂新世代。 

 

如欲查閱最新的娛樂表演及活動日程，請瀏覽網頁www.venetianmacao.com/entertainment-hk.html。 

 

 

http://www.venetianmacao.com/index-hk.html
http://www.venetianmacao.com/entertainment-hk.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