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人說澳門是杯鴛鴦奶，兼容並蓄地調和了東西；澳門同時也是傳

統與現代的交叉點，上個街口還處在五光十色的五星酒店，轉個彎

就來到常民生活的舊街區，不同的文化特色在此碰撞出繽紛色彩，

讓您又愛又戀。澳門千千百百的美景中，精選35處適合步行遊逛的

拍照打卡景點，既可深入探訪澳門的輝煌過往與璀璨今日，也能拍

下美照，經由社群網絡讓您與澳門之美一起傳播出去。

撰文：張慧娥／攝影：蕭辰羽‧張慧娥／模特兒：艾瑞克ERIC／圖片提供：澳門特區政府新聞局、喜來登金

沙城中心大酒店、澳門文華東方酒店、澳門銀河、TO'GO片庫 ／版面設計：郭尤茹

就是愛打卡
鏡頭下的澳門‧35處熱門景點任您挑

100分澳門 3100分玩家 吃玩

沙梨頭圖書館 文青打卡新熱點

有著紅綠黃粉嫩色彩相間的沙梨頭圖書

館，外觀相當吸引人，自2016年底開幕後，

立刻成為網路爆紅的人氣打卡點。圖書館是由

八十多年歷史的7連棟騎樓式建築活化而成，

這類建築在澳門已不多見，1樓是一般圖書閱

覽室和兒童閱覽室，2樓是藏書區和影音資料

區。當艾瑞克走進挑高中庭，見到設計別具匠

心的藝術牆面，目光旋即被古老雕花木門窗所

吸引，這些精緻的木門是從原建築拆下，也象

徵著藝術和文化的延續和保留。

沙梨頭海邊街69-81號 

周一14:00→24:00、周二→日8:00→24:00

      俊秀圍 時尚文創步行街

距離大三巴不遠的俊秀圍只是短短50公尺的小

巷弄，兩側原為舊街坊公寓，卻在業者巧心營造下成

為時尚的步行街，除了常設在店家前的五彩拼貼牛、

哈腰微笑的小紅人雕塑外，還有依據不同時節變換的

廊道裝飾，時為燈籠、時為藤蔓和飛舞其間的蝴蝶造

景，非常適合拍照。巷內有甜品店、糖果店、餐廳和

紀念品店，吃吃逛逛也別有樂趣。

56

57

新澳門 
創意最流行

中西文化交融的澳門，孕育出休閒文娛事業的豐富創意靈感，不單政府力

推文創，各家酒店在娛樂創意上也不遑多讓。看看艾瑞克化身文青，風度

翩翩走訪多個文創熱點。

文化公所 巷弄裡的人文書香

隱藏在福榮里牌坊內的文化公

所，是澳門現行文物保護名單「福隆

新街及福榮里」建築群之一，青磚綠

瓦花窗的建築已有百餘年歷史，經文

化局協助修舊如舊後，現作為集文化

書店、藝文展演、閱讀茶座等功能於

一身的綜合體。漫遊在文化公所和福

隆新街一帶，不僅感受濃濃的古味，

也可以仿照電影《盜賊們》10位中港

韓大咖明星一字排開的劇照架勢，在

此留下倩影。

福榮里9號 11:00→18:00，公眾假期休

58

街道短短的俊秀圍，開有多家有趣的文創商店

色彩繽紛的沙梨頭圖書館，外觀有如積木堆成的房子

1位於2樓的文化書店，古色古香
2文化公所座落於福榮里，該區百年前曾是澳門煙館、青樓、賭場匯聚地

1

2

TO'GO 2018年10月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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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石廣場 洋溢歐陸風情

鋪有葡式碎石的塔石廣場，是市民和

遊客的遊憩地點，經常舉辦藝文活動。站

在舞台上，可望見已與廣場連結的荷蘭園

大馬路上，矗立多棟美麗葡式建築，由遠

而近分別是文化局、塔石衛生中心、中央

圖書館和檔案館。從舞台上取景，可以一

次攝得多棟繽紛建築。

59

     塔石藝文館 典雅的歐式建築

與塔石廣場建築群連成一氣的塔石藝文館，是

獨棟的兩層樓建築，大約建於1920年代，米黃和赭

紅兩色相間的外牆、配以木製百葉窗、半圓形窗櫺

和半柱式裝飾的拱形大門，屋頂裝飾精美的女兒牆

和山牆，呈現濃厚的歐洲新古典主義風情。現為藝

術展覽場地，並保留館內原有的兩口古井。

荷蘭園大馬路95號 

60

威尼斯人貢多拉 體驗浪漫行船的氛圍

威尼斯人酒店將義大利貢多拉撐船的悠閒

體驗，原汁原味搬到澳門來，遊客可以坐在手

工打造的貢多拉船上，泛遊於聖路卡運河、馬

可孛羅運河或大運河。首次搭乘的艾瑞克難掩

興奮之情，在船夫優揚美妙的歌聲中，好奇地

觀賞岸上複刻的威尼斯風情建築，航程結束時

還猛讚「好浪漫」。 

11:00→22:00（聖路卡運河只到19:00） 

成人澳門幣＄128、兒童＄98

63

影匯之星摩天輪 從高空眺覽金光大道

嵌在新濠影匯酒店建築中間的8字形摩天輪「影

匯之星」，高懸在130公尺處，繞行一圈約15分鐘。

遊客於3樓購票後，即可前往位於23樓的搭乘口，寬

敞的摩天輪包廂內可容10人，此時耳畔響起電影《蝙

蝠俠》的激昂配樂，視線由近而遠，金光大道、試營

運的澳門輕軌、東亞運體育館和海灣風光，一一進入

眼簾。 

周一→五12:00→20:00、周六＆日、公眾假期

11:00→21:00   成人澳門幣＄100、兒童＄80

64

美獅美高梅視博廣場 盡賞數位亞洲美景

站在美獅美高梅酒店的大廳或2樓，可以開闊的視

野欣賞視博廣場四周牆面25個LED屏幕上的美麗風光。

視博廣場位於酒店的核心地帶，樓高超過4層，使用無

柱式建築結構，LED屏幕上播放的藝術影片是由美高梅

製做團隊以最新攝影技術捕捉亞洲懾人的自然和人文

景觀，影片長達7小時。在觀看影片同時，還能欣賞廣

場內種植有蘭花及其他珍稀植物的景觀牆。

65
淡黃色外觀配墨綠色百葉窗的瘋堂十號創意園，

除有展覽可賞外，室內裝潢擺設、美麗的旋轉梯和石

柱，都是拍照好角度。創意園區是展示和推廣澳門文

化藝術和創意產業的綜合大樓，每月更換展品。

61‧62

仁慈堂婆仔屋的庭園清幽，特別適合拍照

以赭紅色和米黃色為主色調的塔石藝文館很醒目

偌大的塔石廣場是藝文活動場所

影匯之星8字形摩天輪在夜間打燈後，更顯光彩奪目

▲就算一人搭乘貢多拉小船，艾瑞克也覺得浪漫滿點▲

美獅美高梅視博廣場的LED大屏幕，隨時播放攝自亞洲各地的自然
與人文采風

而隔壁的仁慈堂婆仔屋也有百年歷史，現已改名

為「藝竹苑」，定期舉辦藝術展覽和發表會，還開設

了一家頗富情調的葡國餐廳，清幽庭院裡的兩棵老樟

樹和黃色葡式建築，都是必拍的景致。

瘋堂十號．仁慈堂婆仔屋 小清新的街拍場景

中國
風情



大三巴牌坊 澳門最著名地標

宏偉的大三巴牌坊，幾乎是遊客心中形象最

鮮明的澳門地標，就算艾瑞克已來過無數次，他

仍推薦初訪者一定要來拍張紀念照。有四百多年

歷史的大三巴牌坊，原是聖保祿教堂的正面前

壁，因為一場大火燒毀教堂，僅存有著美麗雕飾

的正立面，牌坊後方展示教堂遺跡和歷史照片，

還有天主教藝術博物館可免費參觀。

想要避開大三巴牌坊前人山人海的遊客潮，

建議選擇大清早、傍晚或是入夜後到來，可以享

受較清淨的空間。

66

大砲台＆澳門博物館 眺景兼了解澳門歷史

位於大三巴牌坊對面山崗上的大砲台，居高臨下，

是固若金湯的防禦核心，砲台上仍留有多門古砲，遊客

喜歡從城垛處眺賞市區繁榮景致。不想循著大砲台路徑

上山的遊客，可取巧從左側電扶梯先經澳門博物館大

門，再直上砲台花園。

至於澳門博物館，是一處可

以藉由圖文資料、影像紀錄、實

物與模型等展品快速了解澳門歷

史文化的景點，內部的老建築場

景也是拍照的熱門點。 

澳門博物館  澳門博物館前地112號

10:00→18:00，周一休  

成人澳門幣＄18、兒童＄8

67

議事亭前地 美麗建築拍不停

每天有大批人潮聚集的議事亭前

地，是澳門的熱門景點，以圓形荷花

噴水池為中心，周遭有鵝黃、粉紅、

粉綠或咖啡色的葡式建築，地面則鋪

上黃、黑色相間的波浪紋碎石，彷彿

海浪一波波湧來。因為遊客眾多，消

費力旺盛，這裡也匯聚餐廳、伴手

禮、小吃、服飾等店家。

69

郵政總局 寄張明信片給自己

緊鄰議事亭前地的郵政總局是一

棟具有古典風格的建築，1929年設

計建造，多年來為澳門人提供郵政服

務。局內也展示許多珍藏的澳門郵

票，對集郵有興趣的遊客可來尋寶；

或者寄張明信片給自己，待回國後收

到明信片時將格外感動。

70

瘋堂斜巷 新興的文創產業基地

瘋堂區的發展已有四百多年歷史，街道兩旁保留許多古

老的美麗葡式建築，是拍照的好背景。近年在政府鼓勵下，吸

引視覺藝術、服裝、影像、動漫等創作者進駐，或在此展示作

品；假日時還有街頭藝人表演，來此逛逛，可以感受澳門旺盛

的文創生命力。

71

媽閣廟 尋求心靈平靜之地

媽閣廟是澳門最古老的廟

宇，也是當地人的信仰中心，

估計已有二百多年的歷史。媽

閣廟由入口大門、牌坊、正

殿、弘仁殿、觀音閣和正覺禪

林組成，廟內供奉天上聖母，

香火鼎盛。

媽閣前地1號 7:00→18:00

72

老澳門  
雅痞最時尚

漫步在澳門歷史城區、高樓街和花王堂區的大街小巷，此時艾瑞克又轉型

為時尚雅痞，用眼睛和相機欣賞融合中葡特色的建築，也捕捉文化滿溢的

澳門小城風光。

議事亭前地是通往大三巴的起點，周圍匯聚知名
的伴手禮和小吃店

1媽閣廟已有二百多年歷史 2媽閣廟內由正殿、弘仁殿、觀音閣等多棟建物組成

古典的郵政總局

澳門地標大三巴牌坊，是遊客必拍景點

瘋堂斜巷是文創產業基地，也是熱門打卡點

美麗典雅的玫瑰堂前總擠滿遊客

1 2

68玫瑰堂 古典精緻的教堂

前往大三巴牌坊途中，必經外觀

典雅的玫瑰堂，這座創建於1587年的

教堂，主體為黃色外牆，並有白色紋

飾和綠色門窗，看來清新且溫馨，走

進教堂，莊嚴的聖殿內有精緻的壁畫

和雕塑。玫瑰堂每年的盛事是於5月

13日舉辦的花地瑪聖母巡遊活動，隊

伍從玫瑰堂出發後一直行進到主教山

小堂，然後舉辦露天彌撒，每年吸引

不少信徒參與。

板樟堂前地 10:00→18:00

▲大砲台上仍可見多門古砲朝向外海▲

澳門博物館內打造老民宅建築的樣貌

TO'GO 2018年10月48 TO'GO 2018年10月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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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若瑟修院大樓聖堂 小一號的大三巴

與崗頂劇院同樣座落於崗頂前地的聖若

瑟修院聖堂，於1758年建成，因為外觀和規

模與聖保祿教堂（大三巴牌坊前身）類似，

澳門人又稱其為「三巴仔」，意為小三巴。

聖堂正面有華麗的巴洛克式紋飾，是熱門的

拍照打卡點。

三巴仔橫街 10:00→17:00

74

聖老楞佐大樓教堂 美侖美奐的教堂建築

聖老楞佐教堂創建於16世紀中葉，是澳門

三大古教堂之一，後來幾經重建，今日規模底

定於1864年。立面山牆高18公尺，兩側鐘樓更

高達21公尺，黃色外觀以歐洲古典式基礎再加

上巴洛克風格的裝飾，顯得典雅美觀。

風順堂街 10:00→17:00

75

東方基金會 澳門花園式住宅先河

這座美麗大方的宅邸，原是葡國皇室貴族、

澳門保險之家創始人之一的巨富俾利喇（Manuel 

Pereira）的別墅，現為東方基金會會址。入口處

的西班牙式大台階是其特色，室內則為展覽空

間。溫柔雅緻的規畫和配置，成為澳門豪宅別墅

的先趨。

白鵂巢公園旁 9:30→18:00，周六、日和公眾假期休

76

紅街市 列入澳門文物的傳統市場

原名「提督街市」的紅街市，因其紅磚外觀而得

名，建於1936年，以帶有角樓和塔樓的建築主體，被

視為澳門早期現代主義建築的代表。一早來到紅磚市已

是人聲鼎沸，當地人穿梭在生鮮蔬果、魚產肉品的攤位

間，仔細挑選家常食材；遊客則不忘走向前方的傳統茶

樓—龍華茶樓，享用悠閒的早茶時光。

罅些喇提督大馬路與高士德大馬路口 7:30→19:30

77

東望洋砲台 眺賞澳門半島的制高點

據守在澳門最高峰東望洋山頂的東望洋

砲台，修建於1622年，能俯瞰整個半島，可

見其重要的軍事地位。砲台基地內還建有聖

母雪地殿聖堂和東望洋燈塔，小巧的聖堂內

有不少壁畫遺跡；一旁的燈塔建於1864年，

是中國海岸第一座現代燈塔。

東望洋山頂，可搭乘松山纜車到山頂後再步行前往

砲台9:00→18:00、聖母雪地殿教堂10:00→18:00

79

三盞燈 匯聚東南亞美食的地區

「三盞燈」的正式地名是相當繞口的「嘉路米

耶圓形地」，用以紀念第105任總督。至於三盞燈

為何現在看來是四盞燈？有一說是呈三角錐體排列

的4顆燈泡從不同方向望去，只能看到三盞，所以

名之；也有人認為是其中一個毀損了，才剩三盞，

說法莫衷一是。唯一有共識的是，此地已成東南亞

美食的聚集地，舉凡緬甸椰汁雞麵、魚湯粉、馬來

西亞的叻沙和肉骨茶，都能嚐到。

78

1聖若瑟修院聖堂內存有第一位到遠東傳教的耶酥會士聖方濟
各．沙勿略的手肱骨，供教徒敬禮 2華麗的祭壇為巴洛克式設
計，裝飾甚多，其中四支腰纏金葉的旋柱最有特色

1 2

能在這麼優美的崗頂劇院觀賞表演，是一大雅事

東方基金會址的建物原是貴族宅邸

立於圓環中的三盞燈，地名由來眾說紛紜

「紅街市」屋如其名，有著紅磚外觀

華人稱聖老楞佐堂為風信堂，粵語諧音稱為「風順堂」，
有祈求風調雨順之意

乾隆時期外銷茶具—
青花加金彩山水紋茶具

盧廉若公園是港澳區唯一的蘇州園林

聖母雪地殿堂和東望洋燈塔相緊鄰 從砲台上可眺望海上景致

      盧廉若公園 賞蘇州園林的美好

規畫有小橋、流水、假山、迴廊、荷花池的盧廉

若公園，是港澳地區唯一的蘇州園林，幽靜的環境值

得慢慢徜徉；清早可見大批晨運的民眾，情侶也喜歡

來此散步談心。位於公園內的澳門茶文化館，布置古

色古香，１樓展示茶葉相關歷史和知識、館方珍藏的

茶具，並布置老式茶館一隅，2樓可供遊客品茗。

羅利老馬路與荷蘭園大馬路口 

公園6:00→21:00、茶文化館

9:00→19:00，周一休

80

崗頂劇院 昔日重要的社交場合

氣勢恢宏的崗頂劇院位於崗頂前地，周遭

薈萃各人文宗教建築，原名「伯多祿五世劇

院」的崗頂劇院，是一棟綠白相間的新古典主

義建築，於1860年落成，當時音樂會和歌劇演

出絡繹不絕，是葡萄牙人重要的社交場合，現

在仍為澳門優雅而具特色的表演場地。 

崗頂前地 10:00→18:00，周二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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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模聖母堂 見證愛情之地

座落於小山崗上的嘉模聖母

堂是氹仔唯一的天主教堂，有133

年歷史，淡黃色鑲白邊的建築物

在陽光輝映下特別耀眼，新人喜

歡來此拍攝婚紗照。艾瑞克和氹

仔在地達人Kaman特別在教堂棕色

大拱門前、長長的嘉模斜巷前， 

示範拍攝美照的角度和姿勢，簡

單易學，不妨依樣畫葫蘆。

氹仔嘉路士米耶馬路/嘉模前地 

10:00→18:00，周二休

恩尼斯總統前地 鬧區中的寧靜小花園

位於路環鬧區的恩尼斯總統前地是遊客必經之

處，廣場上的小圓環

遍植花木，中間有座

小噴水池，周遭有多

家餐廳、咖啡館和社

區小攤販，當地人和

遊客都喜歡坐在這裡

休息閒聊。

88

十月初五馬路海邊街 悠閒散步好去處

從恩尼斯總統前地往海邊方向走，就能連接十月

初五馬路海邊街。沿海的石路上遍植榕樹，三五步就

設有木椅可供休憩、眺望海港，一路漫遊可以領略閒

適緩慢的漁村風情。

89

      特色店家 好吃好拍的新商品

氹仔舊城區是遊客必逛的景區，除了官也街外，

艾瑞克建議可漫步其他巷道找到更多驚喜。告利雅施

利華街22號的O-Moon文創店，專售具當地特色元素的

精品，店內角落掛上巨大明亮的月亮模型，背牆為手

繪澳門特色建築圖案，歡迎客人拍照互動。Digreen雪

糕店有榴槤、黑糯米等特別口味的冰棒，也有日本正

流行的芫荽味冰淇淋，繽紛的雪糕色彩讓人一時難以

選擇。對面的喵您進來甜品店，可一次購足雞蛋仔、

豬扒包、奶茶、法式閃電泡芙條等當地美食甜品。

85

氹仔路環 
古韻新創好風光

氹仔除了路氹城林立的光鮮酒店群外，舊城區以嘉模聖母堂和官也街

為中心，還能找到不少具有葡韻風情的建築；淳樸的路環不僅有昔日

漁村風光，也有多處電影場景可造訪。

      路環圖書館 清幽宜人的建築

聖方濟各教堂前方的路環圖書館，建築的

氣勢恢宏，正面猶如古希臘式神廟，有山牆、

列柱、門廊等建築特色，黃色牆面搭配綠色百

葉窗，是遊客拍照的好背景。

87

      聖方濟各教堂 白天夜晚都美麗

路環最醒目的建築非聖方濟各教堂莫屬，鵝黃色

的外牆、寶藍色的窗櫺加上白色邊框飾帶，就像一棟

小巧的童話建築，與教堂前廣場的波浪紋石材鋪面、

兩側拱廊和花台構成別緻美景，也是電影《游龍戲

鳳》的拍攝場景。

路環計單奴街

86

嘉模會堂 希臘式建築列柱之美

距離嘉模聖母堂不遠的嘉模會

堂，前身是氹仔的電燈總局，現為多

用途文藝表演活動中心，粉綠色的外

觀和希臘列柱式長廊是必拍場景。

82

路環最有名的建築—聖方濟各教堂

嘉模聖母堂是氹仔最浪漫的地方，新人喜歡來此拍婚紗照

粉綠色的路氹歷史館看來穩重壯觀

艾瑞克和Kaman示範如何拍美照

嘉模會堂的列柱式長廊可拍出深邃感
斜行式升降機可節省市民或遊客爬山的負擔

小巧的恩尼斯總統前地

十月初五馬路海邊街可讓遊客悠閒散步、看海景

路環圖書館的正面有漂亮的希臘式列柱

艾瑞克推薦，來路環島一定要吃安德魯蛋塔

大潭山斜行升降機 登高望遠眺好景

連接龍環葡韻與大潭山的斜行升降機

是2017年才落成的嶄新公共設施，雖是為

了便利居民交通而建，但是新奇的斜行式

升降機也讓遊客想要嚐鮮。

從龍環葡韻沿光復街前行可達 7:00→18:00

81

擁有近一百年歷史的路氹

歷史館，前身是氹仔海島市政

廳，現為展覽館，展示路環的

出土文物、路氹一帶的歷史和

文化。粉綠色建築的雄偉外

觀，讓人印象深刻。

氹仔告利雅施利華街 免費

10:00→18:00，周一休 

路氹歷史館 了解離島常民生活83

84

▲朱古力奧利奧雞蛋仔▲

O-Moon店內獨特的拍照
場景，圖左為設計總監Jet

      安德魯餅店 原始老店的滋味

澳門最有名的安德魯蛋塔餅店是從路環發跡，本

店成為美食饕客必打卡之地。濃郁香甜的奶黃餡和酥

脆的餅皮讓人無法抵擋其魅力，難怪艾瑞克一來到路

環，立刻飛奔到安德魯老店購買剛出爐的蛋塔。

路環撻沙街1號地下 7:00→2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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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鮮火鍋．海鮮餐廳 享受海鮮美饌

「鮮」餐廳是港澳米其林美食推介餐廳中唯一

的火鍋餐廳，每日提供亞洲特色一人火鍋、鮮活蹦

跳的海鮮，和別緻的亞洲佳餚。餐廳魚缸內放滿來

自世界各地的龍蝦、蜆蚌、鮑魚等生猛海鮮等待賓

客挑選，火鍋湯底有頂上清湯、肉骨茶、娘惹叻

沙、麻辣、魚羊黃豆等不同選擇，周末更加碼推出

海鮮夜，有多款上盛海鮮、優質肉類和新鮮蔬菜的

組合。另外，70道精選經典手工點心和巧手小菜的

點心自助餐，也是餐廳一大特色。

氹仔望德聖母灣大馬路，喜來登金沙城中心大酒店1樓 

11:30→15:00、18:00→23:00

    御苑餐廳 用餐兼賞景的好地方

御苑餐廳位於東方文華酒店2樓，有良好視野可

俯瞰南中國海與南灣湖的醉人風光，廚師團隊每天採

用新鮮食材，以精緻手法打造經典美食，例如芝士輪

義大利飯是以Acquerello蘑菇配上帕瑪森起士，和新

鮮黑松露一起燉煮，香氣十足；紅咖哩大蝦濃湯則能

吃到暴多的鮮甜蝦肉。

新口岸新填海區孫逸仙大馬路945號

12:00→15:00、18:00→22:30

    里斯本地帶 道地葡國料理

位於路環的里斯本地帶餐廳原本就受饕客歡

迎，後因韓劇《宮．野蠻王妃》在

此拍攝更是聲名大噪。餐廳菜餚以

正宗葡國菜為主，口味較重且偏

鹹，人氣餐點有白酒炒蜆、葡

式章魚、非洲雞、炸馬介休、

牛排、海鮮焗飯等。

路環水鴨街8號地下

12:00→15:00、18:30→22:00

黃昏時分，來到充滿南歐小城氛圍的氹仔舊城

區，不妨與好友找家餐酒館坐下先飲杯小酒，再悠閒

地用餐聊天至深夜。告利雅施利華街邊的「果阿之夜

印度小吃酒吧餐廳」（Goa Nights）是今年新開的餐

廳，菜式以時尚風格和創新印度風味菜為主，加上極

具創意的雞尾調酒，讓遊客感受到濃濃的異國風情，

波希米亞風格的酒吧是由屢獲殊榮的印度調酒師

Chetan Gangan負責，創意無限的他總能運用不同的

基酒、烈酒、水果、香料等組合，調出各款清爽、酸

甜或濃郁口感的雞尾酒。餐廳部協理Shilpa Sethi則

推薦融合中印特色的果阿豬肉刈包，和適合炎熱天氣

的印度烤餅蘸醬組合。軟嫩的豬肉刈包吃來還真有台

式刈包的熟悉感，豬肉並帶有蒜、薑、辣椒的辛香和

辣味，非常過癮；至於喜歡清淡飲食者，可以撕片略

微香酥的烤餅，蘸上鷹嘴豆泥、小黃瓜優格或是茄子

泥，也是不錯的晚餐小吃選擇。

氹仔告利雅施利華街118號

18:00→凌晨1:00，周一休

美食饗宴 

5家必拍美照餐廳
用餐時看到餐廳美麗高雅有特色的裝潢，以及美美的擺盤，難免想

要拍下美照作為紀念。精選5家好吃又好拍的餐廳，讓您一飽口福外

還能拍個夠。

澳門美食+

銀河酒店2樓的福臨門餐廳，主推頂級粵菜

御苑餐廳裝潢大氣，可眺望海景

位於喜來登金沙城中心大酒店的鮮餐廳，以菜色豐盛且優質的火鍋聞名

老字號的里斯本地帶餐廳

炸豬扒拌蜆肉

1果阿之夜餐廳協理Shilpa（左）詳細為艾瑞克介紹印度特色小吃 2用餐前先來杯小酒，放鬆心情 3融合中印飲食文化的豬肉刈包
4這杯雞尾酒最後還要點上迷人的火焰

1 3 4

    果阿之夜酒吧餐廳 品嚐印度小吃．創意雞尾酒

  飲 酒 過 量 ， 有 害 健 康

2

    福臨門餐廳 完美呈現經典粵菜真味

福臨門中餐廳主打頂級粵菜品系，廚師堅持採

用優質食材並傳承高水準的手藝。餐廳提供點心菜

單和自選菜單二種選擇，招牌菜

色中的原隻鮑魚酥，在酥皮鬆塔

上擺放燉煮入味的鮮醇飽魚，光

看外型就讓人感到食指大動，另

一道釀焗鮮蟹蓋也是功夫菜。福

臨門的消費高貴不貴，點心價格

每道澳門幣＄46起。

氹仔望德聖母灣大馬路銀河酒店2樓

11:00→15:00、18:00→23:00

福臨門的原隻鮑魚酥，口感濃郁鮮醇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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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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