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食
澳門，除了古蹟大三巴和議事亭前地、美食小吃與手信店林立

的官也街、比新潮比特色的豪華酒店群外，還有新奇有趣的

拍照打卡熱點，讓您百玩不膩。配合2018澳門美食年活動，

《TO'GO泛遊情報》特別挑選出澳門100個吃玩買的必訪點，

以美食為主軸，另外搭配浪漫街拍、文化藝遊和戶外活動，提

供您參考並量身訂製專屬的澳門行程。

本系列首發就為您整理出40個必吃和必買的美食亮點。

撰文．攝影：張慧娥、蕭辰羽／圖片提供：新葡京、新濠影匯、永利澳門、瑞吉金沙城中心、

沙度娜／版面設計：郭尤茹

從早到晚‧40樣美食吃透透

100分澳門 1100分玩家 吃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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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GO泛遊情報的直播影片 — 在 百老匯
美食街。
7月11日20:00·澳門 · 

大胃王吃透透—百老匯美食街

想一次品嚐多家澳門本地的老字號料理，

來到百老匯美食街就對了！從米其林餐廳「福

龍」葡國餐廳、「皇冠小館」的花膏海蟹粥，

到「榮記荳腐麵食」的荳腐花和荳腐麵、「杏

香園」的芒果鮮椰汁馬蹄沙，還有雞蛋仔、龜

苓膏、馮記三盞燈豬腳姜等道地小吃，超

過40家的店面和攤位，連大胃王艾瑞克

也直呼吃得超滿足！飽餐後坐在歡樂

坊的露天座位，欣賞鼓聲震天的亂打

秀，感染澳門舊街市的熱鬧氛圍。

live2

▲夜晚的百老匯美食街熱鬧非凡，艾瑞克不禁也舉起相機猛拍

▲皇冠小館的花膏海蟹粥是老饕的必食清單

一起搭乘「世界之最」松山纜車上山，成為澳門冒險王吧！

艾瑞克在雅文湖畔踩天鵝船，享受微風吹拂好不浪漫

澳門直播 ON AIR
澳門的美食、美景、好玩、有

趣，報您知！《TO'GO泛遊情

報》臉書粉絲專頁特邀艾瑞克

在4個澳門別具風情的景點進

行直播，更送出「台灣←→澳

門來回機票」及「台北晶華酒

店栢麗廳餐券」，讓您即時了解 

澳門、互動拿好禮，一起吃遍

玩遍100分澳門。

大家一起來按讚

從東望洋砲台可以一覽澳門景致，艾瑞克也覺得相當驚豔

▲

嘉模聖母堂位於民事登記局對面，見證許多幸福新人完婚

▲

到龍環葡韻一定要來張浪漫合照

TO'GO泛遊情報的直播影片 — 在 澳門龍環 
葡韻住宅式博物館。

7月10日12:00 ·澳門 · 

氹仔愛打卡—達人帶路拍美照

想和充滿歐陸風情的葡式建築合影拍美照，絕

對不能錯過氹仔舊城區的龍環葡韻！湖綠色的龍環

葡韻住宅式博物館、見證澳門許多新人幸福的鵝黃

色嘉模聖母堂、超適合拍婚紗的嘉模斜巷，連時常

到澳門旅行的艾瑞克都忍不住趕快呼喊攝影師，讓

他和繽紛的建築物一起大拍特拍。在氹仔在地達人

Kaman的領路下，兩人不僅介紹氹仔色彩最繽紛的建

築群，也示範多種拍美照的角度和姿勢。

live1

live3

TO'GO泛遊情報的直播影片 — 在 雅文湖畔。

7月12日15:30 ·澳門 · 

澳門小情歌—浪漫雅文湖

上午剛在澳門旅遊塔試完膽量的艾瑞克，亢奮的

情緒尚未平靜下來，下午立刻轉到浪漫的雅文湖扮文

青。雅文湖畔有許多文創小店，販售具設計感的澳門

特色禮品和藝術品，讓人忍不住想大買特買。您可以

悠閒坐在湖畔啜飲咖啡，或是到湖上踩踩天鵝船，迎

著微風欣賞美麗湖景，夜間還有精采的水舞表演，暫

離塵囂的浪漫氣氛，倘佯其中的艾瑞克也忍不住想哼

一曲小情歌呢！

TO'GO泛遊情報的直播影片 — 在 松山纜車。

7月13日11:00 ·澳門 · 

澳門冒險王—挑戰世界最短纜車

您知道全世界最「短」的纜車在哪裡嗎？答案就

是澳門的松山纜車！搭乘纜車的價錢相當實惠，來回

車票僅需澳門幣$3，就能登上澳門半島最高峰東望洋

山，欣賞珍貴世界文化遺產：東望洋砲台、聖母雪地

殿聖堂與東望洋燈塔。艾瑞克驚歎不已的聖母雪地殿

聖堂建於1622年，建築具17世紀葡國修道院特色，

拱頂與牆身繪有美麗壁畫，從砲台與燈塔還能盡情眺

覽澳門半島、離島及珠江景致。

live4

陽光主播艾瑞克（Eric）
本名李昂霖，在加拿大求學期間參加

陽光男孩比賽獲得名次，進而主持電台

節目及大型比賽活動，返台參與偶像劇

演出。作品包括《公主小妹》、《萌學

園》飾演隊長「艾瑞克」，也參與製作

及主持旅遊節目，為「News金探號」

固定班底及外景特派員。熱愛旅遊，每

年超過20趟旅行，至今旅遊足跡遍及

美、澳、歐、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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豬扒包

簡單的豬仔包，外皮烤得金黃酥脆，

麵包體保持鬆軟有彈性，夾入醃過十多種

香料的香煎豬扒肉，一口咬下，肉香與麵

包香融入口中，配上一杯鴛鴦咖啡奶茶，

滿意又飽足。

哪裡吃？大利來記、杜榮記、東東咖啡美食餐廳

2

小資最愛‧街邊小吃

中西文化薈萃的澳門成就了豐

富的美食底蘊，您可以漫遊街

頭或巷弄，尋找潛藏的道地小

吃、古早味糕餅和甜點，用心

感受舌尖上的美好。

蝦子撈麵

如果您首次在粥麵館點了「蝦

子撈麵」，可別期待碗內會看到整

隻蝦子！熟悉港澳小吃的艾瑞克說

明，「蝦子」是廣東話「蝦卵」之

意，竹升乾撈麵上鋪滿細細小小的

蝦卵，香氣十足，附送的老火上湯

也很甘醇，是道地的古早味。

哪裡吃？皇冠小館、祥記麵家、黃枝記

3

馬介休球

馬介休就是鱈魚乾，是葡國人愛吃也常吃的一種鹹

魚，煎烤炸燜皆宜。在澳門葡國餐廳一定要點外香酥內

鬆軟的馬介休球，可吃到一絲一絲的鱈魚乾魚肉和口感

綿密的馬鈴薯泥，忍不住要給它一個讚。

哪裡吃？九如坊、拾8咖啡、葡薏園、澳葡之家、安東尼奧餐廳

5

咖哩魚旦＆牛雜

味道濃郁香辣的咖哩魚旦和牛雜，是澳門人

常吃的下午點心或晚上宵夜。牛雜事先滷得肉質

軟嫩，其他還有魚旦（魚丸）、海鮮丸、青

菜、菇類、蘿蔔等可選，汆燙後加入特調咖

哩醬汁，風味獨特。

哪裡吃？恆友咖啡魚旦、咖哩榮、榮記牛雜

飲茶＆茶點

到茶樓以飲茶作為一天的開端，悠閒點壺普洱或香

片、配上幾樣美味的廣式茶點，體驗澳門人的生活日常。

艾瑞克在歷史悠久的龍華茶樓裡，先挑選靠窗座位，再到

點心車邊自取燒賣、馬來糕、鳳爪等手工現做點心，坐下

邊品茗、邊賞窗外的紅街市美麗建築，吃著懷舊小點，再

愜意不過了。

哪裡吃？龍華茶樓、新園茶樓、大龍鳳茶樓

6

燒臘

每到用餐時段，燒臘店傳出的陣陣香味，

以及掛在店門口的噴香油亮燒臘，彷彿在呼喚

著飢腸轆轆的遊客。不論是燒鴨、燒鵝、油雞

或叉燒飯，淋上蔥油更突顯燒臘的風味。

哪裡吃？陳光記、芬記燒臘

8

生滾粥品

廣東人煲粥的功力令人讚歎，粥底細緻綿密，幾

乎看不到米粒，在大骨熬製的湯頭內，不論加入豬肉

丸、牛肉丸、魚片、豬什或水蟹，再有薑絲的提味，

鮮甜飽足的粥品立刻讓人覺得精神滿滿、元氣十足。

哪裡吃？三元粥品專家、成記、皇冠小館、誠昌飯店

9

荳腐麵

老字號的榮記荳

腐麵食是手工豆腐製

品專賣店，其豆腐以

滑嫩著稱，因以明火

煉製，各類豆品有明顯

的焦香味，嚐來有點像深坑

豆腐的碳焦味，但口感更細緻些。

一碗看似簡單的荳腐麵，彈牙麵底加上幾片

豆香四溢的豆腐，令人驚豔。

哪裡吃？澳門果欄街47號地下、百老匯美食街

10
竹升鮮蝦雲吞麵

傳統廣式竹升麵需靠製麵師傅的功

力，打出爽脆彈牙的麵條。鮮蝦雲吞的

蝦肉超大顆，湯頭則使用豬骨、大地

魚、蝦籽熬成的高湯，鮮甜可口。

哪裡吃？黃枝記、六記粥麵、祥記麵家、老記

粥麵

4

7蛋
塔
最
好
吃

葡式蛋塔

《TO'GO泛遊情報》在澳門採訪期間進行一次非正式民

調，發現澳門人雖然各有心愛的小吃名單，但「葡式蛋塔」卻

穩居推薦排行榜冠軍，連不愛吃甜食的艾瑞克也無法抗拒外皮

酥脆、內餡焦香甜蜜的葡式蛋塔。在眾家蛋塔中，安德魯蛋塔

廣受好評，目前由女兒奧黛麗繼承家業。安德魯蛋塔的特色是

餅皮香酥、奶黃餡軟Q香滑，並透出誘人的焦糖香氣。

哪裡吃？各茶餐廳、安德魯餅店在路環、官也街、威尼斯人酒店的店鋪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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燉奶

燉奶是澳門經典的甜品代表，

特別是「雙皮燉奶」上二層凝結的

乳脂是精華，也讓燉奶的口感變得

更紮實綿密，您也可以選擇蜜紅豆

燉奶，甜蜜的紅豆和香醇的燉奶，

味道很搭。

哪裡吃？義順牛奶公司、保健牛奶公司

12

木糠布甸

木糠布甸是用淡奶油加煉乳打勻後，一層層鋪上

如木糠般的消化餅乾屑，冷藏後食用風味更佳，吃起

來比一般布丁厚實，又有點冰淇淋般的香滑口感。

哪裡吃？九如坊、沙度娜、各烘培坊

14

潮州糖水

澳門的潮州

糖水源自廣州，著

重在以芝麻、核桃、蓮子、

杏仁、馬蹄（茡薺）等天然食材所變

化出的養生甜水。製做潮州糖水的佼佼

者—杏香園，強調店內原料均以手工磨製而

成，不論是杏仁茶、椰汁杏仁核桃或是馬蹄沙，均可滋補身

體、美容養顏。艾瑞克品嚐不曾吃過的馬蹄沙時，還盛讚其清

爽滑順的口感，是台灣吃不到的好味道。

哪裡吃？杏香園、榮記荳腐麵食

11
豬腳姜

豬腳姜（薑）是廣東婦女坐月子時食用的傳統

補品，取豬的皮、肚、耳、腳等部位，以薑、甜醋

熬煮至軟Q，酸酸甜甜的豬腳姜在冬天吃可滋補養

身，夏天食用也很開胃。

哪裡吃？馮記三盞燈豬腳姜、百老匯美食街

16

鳳凰捲

澳門特產肉鬆蛋捲和咖哩肉鬆鳳凰捲，

都是著名的伴手禮，但因肉類製品無法帶進

台灣，只能在澳門當地先嗑掉。

哪裡吃？英記、鉅記、咀香園、晃記

17

葡國雞

葡國雞是澳門土生葡菜的代表菜色之一。葡國雞的濃郁湯

汁是以椰漿、咖哩、番茄丁為主，加上洋蔥、黑水欖、馬鈴薯

和少許香料一起熬煮而成，味道層次豐富，讓人一吃就愛上。

哪裡吃？東東陽光咖啡美食、波爾圖葡國餐廳、九如坊、木偶等葡國餐廳

18

楊枝甘露

楊枝甘露是流行於港澳地區的甜品，主要

成分是芒果粒、柚子肉和西米露，吃來清爽且

水果香氣十足，是盛夏消暑甜品。

哪裡吃？聰少甜品、莫義記、楊枝金撈甜品

19

巧克力

由亞洲最佳甜品師黃慧嫻Janice Wong經營的巧

克力專賣店就新開在美獅美高梅酒店大廳內。店內

的手工巧克力猶如藝術品般精緻，口味稍偏苦，是

純度很高的巧克力，搭配酸甜水果味，更為加分。

哪裡吃？美獅美高梅

20

龜苓膏

在暑熱的天氣裡，吃上一盅龜苓膏，不僅養生健體還能清涼

退火。其中老字號的華生行採用龜板和十多種中藥食材熬煮成爽

滑微澀的龜苓膏，雖然有點苦味，卻是夏日降火良方。

哪裡吃？百老匯美食街華生行、龜盅補

13

15 雪糕

在澳門還能吃到包裝像磚塊的古早味雪

糕、雪糕三明治，以及符合現代人喜好的低糖

低脂霜淇淋，口味的選擇很多元，有椰子、芋

頭、紅豆、牛奶、芒果等。

哪裡吃？禮記、莫義記、檸檬車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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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舍餐廳 悠閒的早午餐

在澳門度假的時光裡想要睡到

自然醒，再悠閒來頓早午餐，不妨

趁著周日到瑞吉金沙城中心酒店的

雅舍餐廳，享受琳瑯滿目的時令海

鮮包括龍蝦、生蠔、優質肉類和各

式佳餚，最後再以誘人甜品畫下完美

句點。

澳門瑞吉金沙城中心酒店1樓 

周日早午餐12:00→15:30

25

澳葡之家 享受溫馨的土生葡菜家常料理

來到對推廣土生葡菜餐飲文化不遺餘

力的名廚Florita所負責的「澳葡之家」餐廳 

（La Famiglia），內裝以暖色系為主，搭配深

褐色木紋餐桌及雕花椅子，讓人有如回到家般

地溫暖。

Florita掌握家庭味、品味和懷舊三個原

則，將土生葡菜的精神發揮到極致，色香味俱

全。她的拿手菜很多，像是炸咖哩角、馬介休

球和非洲雞，都讓艾瑞克讚不絕口。Florita透

露說非洲雞的製做最費工，必需先調好獨門醬

汁，雞肉另以蒜蔥鹽、胡椒、花椒等香料醃24

小時，送進烤箱烤至八分熟時再倒入醬汁續烤

至香辣軟嫩；澳門人常吃的「免治」，是以豬

或牛絞肉加蒜頭、紅乾蔥、醬油爆炒至醬汁收

乾，再入炸薯丁和荷包蛋而成，伴著白飯就能

吃上一大碗。至於細路仔蛋糕是飯後甜點，內

含椰肉、杏仁、核桃、橙肉、欖仁，吃來有淡

雅的香氣且不甜膩，是小朋友的最愛。

氹仔木鐸街76號 12:00 →14:30 、18:00→22:30

24

玥龍軒 粵菜華麗盛宴

新濠影匯的玥龍軒餐廳是米其林一星的粵式餐

廳，高尚典雅的用餐環境中，不僅食材講究，搭配

的餐具也特別雍容華貴。午餐時段有提供價格較親

民的點心菜單，晚餐則有綴飾魚子醬的龍蝦，及松

茸海貝雞湯等精緻美饌。

新濠影滙酒店巨星滙2樓 周四&五12:00→15:00、

18:00→23:00，周六&日11:00→15:00、18:00→23:00

23

輕奢華美食 vs. 家常好味餐室

今年是澳門美食年，在這個創意城市

美食之都，美食處處臥虎藏龍，您可

以來到米其林指南推薦的奢華星級餐

廳，或前往時髦的異國料理名店，也

可以在道地好味的餐室，品嚐廚師們

的好手藝與新創意。

皇雀印度餐廳 香料入菜的吮指美味

皇雀是亞洲第一家米其林一星印度餐廳，主廚Justin Paul（圖右）

運用細節呈現家鄉味。招牌菜「石榴香烤肉串」一端上桌，立刻讓艾瑞

克大為驚豔，不僅因為點綴在雞肉串上的珍貴金箔，雞肉的香氣和多汁

有彈性的口感都是其特色。主廚說，雞肉先以薑蒜和檸檬汁醃過，再以

打成汁的石榴和甜菜根，混合香菜子、孜然、小茴香、乾辣椒等香料為

雞肉上色和提味，烘烤過程必需掌握火候和時間，才能烤出最美味的雞

肉。另一道賞心悅目的甜品「皇雀脆餅伴櫻桃」因製做費工，

每天限量供應25份，香脆可口的脆餅與軟勁香甜的櫻桃

互相輝映，口感層次豐富。

而在印度菜上妝點金箔，主廚表示除了可增添華麗

視覺效果，也源於印度人認為金箔對人體有好處之說。

澳門威尼斯人地面大堂，1037號（近金光綜藝館）

11:00→15:00、18:00→23:00

21

葡薏園 創新葡萄牙式小吃

澳 門 著 名 的 葡 萄 牙 主 廚 A n t ó n i o 
Coelho在其氹仔的同名餐廳對面，引進葡

萄牙小吃酒吧餐廳葡薏園，提供

遊客一處夜間小聚的場所。

店內菜餚以創新的葡式小吃

佐葡葡牙美酒或雞尾酒，

讓您無拘束地暢聊到

深夜。

氹仔木鐸街 9 號 

12:00→4:00

永利軒 頂級粵饌體驗

米其林星級和福布斯五星餐廳永利軒主打

粵菜料理，例如京典茶皇雞、清蒸龍利魚等精

巧名菜；在8月31日前也推有芬芳清靈夏味，

由各式脆口時令瓜果，結合鮮魚肉類的甜

美，伴以茉莉花和荷葉的香氣，交織出令

人驚歎的美味。

永利澳門酒店地下 11:30→15:00（周日及公

眾假期10:30→15:30）、18:00→23:00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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烤生蠔

艾瑞克盛讚Florita（圖中，右為
其先生Victor）的料理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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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廚餐廳 享受頂級牛排和海鮮

座落於新葡京酒店的大廚餐廳，連續四年獲得米其林指南

一星殊榮。餐廳的裝潢氣派高雅，提供來自日本、澳洲、美

國、荷蘭等世界各地最頂級的牛排及海鮮供客人現場挑選，也

有豐富的自助沙拉吧、日本壽司吧和自製甜品。

南灣葡京路新葡京酒店3樓 12:00→14:30、18:30→22:30

27

九如坊 美味的葡國菜

是遠近馳名的葡國菜餐廳，價格雖然偏高，

但推薦可品嚐吸飽鴨肉油脂香味的焗鴨飯、非洲

雞和清爽不甜膩的木糠布甸。

澳門板樟堂巷3號地下 

12:00→23:00、周一休

28

利多餐室 有媽媽味道的家常菜

隱身在小巷弄中的利多餐室專賣土生葡國菜，店主

是高齡102歲的土生葡人Dona Aida de Jesus，她將習自

媽媽的手藝推廣為深受土生葡人喜愛的家常菜餚。雖然

受香料或料理方式影響，餐點顏色較單調，但可嚐嚐燉

得入味又軟滑的紅豆豬手、咖哩雞、免治薯粒等。

高士德士多鳥拜斯大馬路69號 12:00→21:30

29

必買伴手禮

伴手禮是為旅遊留下記憶的

最佳詮釋。奇妙的是，除了

地標型紀念品外，在澳門最

想買回家的伴手禮竟都是和 

「吃」有關的商品。

鹹切酥

口 感 酥 脆 鹹 香 的 小 點

心，各家食材配方略有不

同，大抵中間捲心層鋪有滿

滿的花生、核桃碎，加上各

式香料，讓人回味無窮。

32
雞仔餅

外酥內軟、甜中帶

鹹的雞仔餅，內餡以南

乳、蒜茸、胡椒粉、五

香粉和鹽等成份為主，

一試成主顧。

33
公仔麵

超市貨架上滿滿各種口

味的公仔麵，其中最威的就

屬龍蝦和鮑魚口味。也有多

種可沖泡的義大利麵杯麵。

哪裡買？來來超市、新苗超市、

新八百伴百貨公司

34

沙丁魚罐頭

延續葡萄牙人的喜好

口味，沙丁魚也是澳門菜

的主要食材之一。在超市

或葡國商品專賣店內可買

到番茄汁或橄欖油漬、煙

燻等口味的沙丁魚罐頭。

哪裡買？各大超市、新填巷

LMC辣魚店、氹仔葡國商店

35

曲奇餅

曲奇餅就是cookie的粵語

音譯，強調手工製做的餅

乾添加腰果或核桃碎，

口感更芳香，如果不想

排隊買熱門品牌，超市

也有頗多選擇。

哪裡買？樂宮餅家、各大超市

40

醬油

如果想嘗試做出道地澳葡菜

料理，就得準備生抽、老抽等

不同製程的醬油來搭配，才能

讓料理色香味俱全。

哪裡買？各大超市

38

杏仁餅

香酥的杏仁餅以上等杏仁、綠豆粉、糖和油，遵

循古法烘焙而成，除了原味外，各店家也研發出芝

麻、蛋黃、松子等多元口味，可嚐到堅果的香氣。

哪裡買？大三巴街、官也街和各大酒店內，都可找到鉅記、英

記、咀香園、晃記和最香等餅家的店面。

31

南北貨

在各地傳統市場內或周邊街

區，可買到大蝦米、干貝、香

菇、燕窩等南北貨，適合買來贈

送給婆婆媽媽們。

哪裡買？紅街市、營地街市等傳統市場

37

蜜餞

百年老字號「同益

百花魁菓子廠」生產的

蜜餞、姜神精，是許多

港澳人從小吃到大的零

嘴，尤其是那富有古味

的仙女捧蟠桃外包裝，

更是讓人印象深刻。

哪裡買？各大土產店

39

36檸檬乾

加入不同中藥材泡

製而成的檸檬乾，熱飲

對生津止渴、祛痰鎮

咳、利尿消腫、消滯健

胃相當有助益，也可冰

鎮後當冷飲喝。

哪裡買？白鴿巢麥當勞樓上

的老字號檸檬王

新好利咖啡餅店 養顏美容的蛋塔

澳門到處能吃到葡式蛋塔，但是主推有燕窩

和雪蛤蛋塔的店家就在氹仔的新好利咖啡餅店，

適合貪吃又愛美的女性食客。

氹仔地堡街13-15號 7:30→18:00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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