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兼具葡、中風情的澳門，浪漫情調可說別有一番風味。不管

是想度過浪漫兩人世界，或是享受一個人的異國旅行，到澳

門，絕對可以體驗浪漫驚喜之旅！

澳門15個絕對難忘的約會提案，帶您一同走訪在地景點，

在美麗建築、歡樂節慶、悠閒行程中體驗澳門的美好，

另外，5間風格別具的餐廳，讓戀人們越吃越甜蜜。

100分玩家，帶您吃玩100分澳門！
撰文‧攝影：蕭辰羽／主播‧模特兒：艾瑞克ERIC／圖片提供：澳門旅遊局、 

澳門四季酒店、澳門新濠天地、TO'GO片庫／版面設計：郭尤茹

 小情歌
想不浪漫都不行！15難忘約會提案 

100分澳門 2100分玩家 吃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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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侶同遊 就想來這裡談戀愛

澳門受葡萄牙殖民影響，建築風格繽紛別

緻，讓澳門充滿羅曼蒂克的氣息。到龍環

葡韻、聖安多尼堂、戀愛巷、巴黎鐵塔感

受魅力四射的異國情調，坐上開篷巴士與

他／她一同夜遊璀璨的澳門吧！

41 聖安多尼堂 婚禮勝地花王堂

建成於1558→1560年間的天主教聖安

多尼堂，除了是世界遺產，也是澳門三大古

教堂之一，因過往葡國人婚禮多在此舉行，

因此又被華人賦予「花王堂」的浪漫別稱。

古老的教堂先後經歷兩次祝融之災，今日見

到的外觀改建於1930年。前往聖安多尼堂

得走上好一段上坡路，也因其位於山坡上，

為遷就周圍的侷促空間，教堂僅建有一座鐘

樓，形成不對稱建築立面的特色。漫步其

中，充滿古典美的洗石子牆面，搭配墨綠色

的木門窗、響起的鐘聲，為此婚禮勝地更添

幾許浪漫氣氛。

澳門聖安多尼前地  7:00→17:30

42
龍環葡韻 經典美麗葡式建築

從房屋顏色繽紛的氹仔官也街拾級而上，就能抵

達「澳門八景」之一的龍環葡韻，常到澳門旅遊的艾

瑞克分享：「龍環」其實是氹仔舊稱，「葡韻」則是

指在地的葡萄牙建築韻味，相當推薦讀者到此感受詩

情畫意的葡風景致。其中龍環葡韻住宅式博物館最具

代表性，美不勝收的五座湖水綠房屋落成於1921年，

原為高級官員宅邸，經修復改建後免費開放參觀，分

別為葡韻生活館、匯藝廊、創薈館、風貌館與迎賓

館，建築外觀隨手即拍都是美景。也因鄰近嘉模聖母

堂和民事登記局婚禮室，許多新人在登記後就近在龍

環葡韻拍攝婚紗照，幸福氣息滿滿洋溢。

氹仔海邊馬路  10:00→19:00（18:30停止入場，周一休）

最經典美麗
葡式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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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巴黎鐵塔 承載愛與浪漫之塔

想感受法式浪漫風情，就到澳門巴黎人酒店的巴黎鐵塔

吧！推薦先在澳門巴黎人酒店7樓觀景台停留，近距離欣賞巴

黎鐵塔全貌，留下紀念合照。澳門巴黎鐵塔尺寸是原版艾菲爾

鐵塔的一半，雖不比巴黎壯觀，卻多了幾分親切，觀景台上的

愛情鎖橋亦是仿建巴黎的藝術橋，您可以在紀念品店購得愛情

鎖，將愛的箴言鎖在橋上。搭乘電梯到塔頂37樓的觀景台能

夠飽覽澳門市景，白天與傍晚18:00點燈後各有風情，是愛侶

們能登高欣賞夕陽與夜景、情話綿綿的最佳去處。

路氹金光大道連貫公路，澳門巴黎人酒店 

11:00→23:00（最晚入場時間22:30） 

成人MOP（澳門幣）$100、 

  12歲以下兒童MOP$80、

  家庭票（2成人+2孩童）

  MOP$288

開篷巴士夜遊 穿梭璀璨澳門夜景

想在最短時間熟悉澳門城市精華區，搭乘開篷

巴士無疑是最佳選擇，50分鐘左右的夜遊行程，

可將澳門最令人心醉的一面盡收眼底。開篷觀光巴

士從外港碼頭旅客詢問處門口集合出發，帶您一覽

澳門「三大夜景」—當鋪街別有風情的獨特霓虹

招牌、西灣大橋（彩虹橋）點燈後的絢麗景色、比

美拉斯維加斯的路氹金光大道，以及澳門「三大特

色」—壯麗的澳門銀河度假村、上演精采音樂噴

泉的永利皇宮、璀璨燈光秀匯演的澳門巴黎鐵塔。

行程中有數處停車點讓您不需擔心沒時間拍美照，

車上配有中英語導覽，讓您在欣賞繁華夜景時，也

能輕鬆了解澳門與其文化歷史。

外港客運碼頭抵達大廳1646號鋪  19:00發車，每晚一

班，提前15分鐘候車。日間行程9:30→16:15，共10班車次，

行程與夜間略為不同  MOP$150，2歲以下孩童免費

45

44

戀愛巷 愛上初戀的粉色

位 於 大 三 巴 牌 坊 附 近 的 戀 愛 巷

（Travessa da Paixão）是許多情侶到訪

澳門必遊景點，如此唯美的名字其實來自

於翻譯誤會，葡萄牙文中的Paixão是熱情

（Passion），原要表達信徒對天主的虔

誠，但陰錯陽差造就的夢幻巷名，加上巷

弄兩側歐風的嫩粉色及鵝黃色雅緻建築，

讓戀愛巷成為婚紗和電影拍攝的熱門場

地，更順勢開設了「戀愛．電影館」，到

訪此地不妨與戀人挽著手走走50公尺長的

美麗巷弄，與童話般的粉牆綠窗合影，順

道看場獨立電影，回味初識的滋味。

戀愛巷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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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灣‧雅文湖畔 湖畔曬悠閒

想體驗澳門慢活時光，不妨到南灣．

雅文湖畔踩踩天鵝船，親民的票價、優

美的景致，浪漫氛圍滿點！就連艾瑞克

也忍不住跳上可愛的天鵝船，徜徉於波

光瀲灩的景致中，只希望身邊再多一個

人該有多好。湖畔更有在地文創小店供

您採買，「M軸空間」以最受歡迎的「遊 

覓」與「O-Moon」兩個品牌為主，在

微笑工房則可買到梁英偉（別名零點參

捌）等身心障礙藝術家的別緻作品。

南灣雅文湖畔  11:00→19:00  雙人水

上單車（天鵝船）MOP$20/30分鐘、四人水上

單車MOP$40/30分鐘  5歲以下兒童不可乘坐

澳門漁人碼頭 超美羅馬競技場

澳門漁人碼頭占地約13公頃，園區內分為唐城區、東

西匯聚區與勵駿碼頭，涵蓋了歐亞非三大洲各國主題館，

浪漫建築讓人彷彿置身歐洲，寬敞舒適的環境不需人擠

人，拍攝異國情調婚紗與美照不再是難事。最受歡迎的莫

過為東西匯聚區裡的古羅馬表演場，建築擬真程度令人驚

豔；欲用餐也相當方便，勵駿碼頭中的羅馬館、阿姆斯特

丹館和開普敦館都有餐廳提供美味料理。

澳門新口岸友誼大馬路及孫逸仙大馬路羅馬館1樓

47

百老匯美食街 遍嚐小吃 

不管是初到澳門，還是澳門

旅遊老手，要一次品嚐最經典的道

地美味，到百老匯美食街就對了！

白天的美食街看來如一般街道，華

燈初上後的絢麗模樣則讓人印象深

刻，除了數間米其林餐廳，應有盡

有的美味街邊小吃，更是老饕情侶

們可以邊走邊逛、甜蜜分享食物的

最佳去處。推薦三盞燈馮記豬腳

姜、澤賢記白鴿巢雞蛋仔、華生行

龜苓膏、沙溪涼茶，美味小吃讓您

吃到肚皮撐破都心甘情願。

百老匯美食街

49

澳門荷花節 荷香樂滿城

以蓮花作為區徽的澳門，每年夏天都會舉辦盛大的荷

花節，2018年以紫重陽為主題荷花，雖然節慶已過，您仍

有機會在明年或夏末秋初時節，於龍環葡韻前荷塘、議事

亭前地、紀念孫中山市政公園、大三巴、盧廉若公園、澳

門旅遊塔等地點，欣賞搖曳生姿的荷花。

龍環葡韻、議事亭前地、盧廉若公園、紀念孫中山市政公園、花城

公園、路環聖方濟各聖堂  6月8→17日

51

農曆新年花車巡遊匯演 美侖美奐賀歲活動

每年中國新年期間，澳門處處張燈結綵，特殊景致

和連番上陣的熱鬧活動都讓遊客感到新奇。第一場花車

巡遊約於年初三舉辦，十多部裝飾喜氣的耀眼花車、來

自不同國家的隊伍與澳門本地的表演隊，在巡迴途中為

您獻上出色演出。華麗的花車也會在活動期間於戶外展

出，在夜晚亮燈後更是光采耀目。

澳門半島、離島多處景點  2月上旬

55

必看節慶 中西交融歡樂時光

澳門月月都有精采節日，更有不少浪漫

又歡樂的節慶，邀您用足跡行遍澳門，

將感動與美景留在心中，成為難忘的美

好回憶。

澳門國際煙花比賽匯演 睽違一年的花火大秀

第29屆澳門國際煙花比賽匯演，於9月初→10月

1日間的五個夜晚，由10隊分別來自菲律賓、韓國、

日本、比利時、法國、葡萄牙、德國、奧地利、義大

利和中國的參賽隊伍，以絢麗和諧頌、奇幻花火夢及

天籟亮星空等五個主題，呈現國際級煙花搭配音樂的

絢爛演出，璀璨煙火每年都吸引數以萬計遊客到場。

澳門旅遊塔前方海面  9月1、8、15、24日及10月1日

52

澳門國際幻彩大巡遊 充滿活力的藝術遊行

舉辦至今年已第19屆的澳門國際幻彩大巡遊，每年為澳門

在地與來自世界各地的表演藝術團體提供舞台，巡遊隊伍分為

以中國文化節和葡語系國家特色或民間故事為題的「主題隊」、 

主題不設限的「藝術巡遊隊」兩個類別，帶領您在文化氣息濃

厚的大街小巷中探險，認識澳門獨特色彩。巡遊路線由大三巴

牌坊開始，最後回到終點西灣湖廣場，展演澳門獨特魅力。

途經大三巴牌坊、賣草地街、板樟堂街、板樟堂前地、議事亭前地、羅

結地巷、大堂街、大堂斜巷、南灣大馬路、區華利前地、南灣湖景大馬

路、何鴻燊博士大馬路、西灣湖廣場  12月16日15:00→19:00

54

澳門光影節 大型光雕表演

12月是繽紛浪漫的月份，

來到澳門可以感受濃濃的耶誕氣

息，觀看綴滿城市各處的燈飾裝

置藝術，還能在著名景點與古蹟

觀賞令人驚歎的光影藝術表演，

結合不同表演場地所呈現的光雕

效果，年年有驚喜，滿城的斑斕

燈飾讓人彷彿闖入奇幻世界，漫

遊於星光點點的燈海中。

澳門半島、離島  12月2→31日

53

玩耍浪漫 甜蜜拍拖這樣玩

除了知名景點外，本次不妨跟著當地

人的腳步，體驗澳門休閒浪漫的一面

吧！踩天鵝船、遊走羅馬競技場，身

心滿足、感情更加溫！

46

金光大道夜景 越夜越美麗

澳門夜晚最繁華地段之一的路氹

金光大道，從氹仔往路環方向，兩側

林立澳門銀河、新濠天地、澳門威尼

斯人、百利宮、金沙城中心、澳門巴

黎人、新濠影匯等酒店，漫步於閃耀

的金光大道，奢華氣派的鎏金建築在

夜幕襯托下更加壯觀，光是欣賞夜景

都是迷人享受。想來張紀念合影，建

議您前往金沙城中心與威尼斯人中間

天橋上的觀景台，可將金光大道與澳

門巴黎鐵塔一次收入取景框中。

路氹連貫公路北段

50
主教山小堂 登西望洋山賞澳門

主教山小堂又稱海崖聖母小

堂，位於西望洋山上，從此處可居

高臨下俯瞰媽閣地區、西灣與南灣

一帶，如果想登高欣賞澳門半島的

夜景，教堂前廣場絕對是首選。優

美的教堂重建於1935年，高聳的

鐘樓、面海屹立的大理石刻聖母雕

像，更為此地添靜謐氣氛。雖然教

堂夜間不開放，您仍可在教堂旁的

西望洋聖母眺望台欣賞絕美夜景。

澳門西望洋山頂  10:00→1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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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坊 SAFFRON 時尚創意泰國料理

獲得2013→2015《香港、澳門米其林指南》推薦

餐廳的尚坊，菜色集經典泰式料理大成，含括泰國皇室

料理大蝦春捲、鄉間流行菜餚泰柚蟹肉沙拉、家常菜海

鮮酸辣冬蔭功蝦湯等，經過主廚創意改良，讓泰式傳統

料理更添時尚。餐廳設計以當代亞洲為主題，主牆以

黑色紋理石點綴金色的飛翔銅鳥雕塑，充滿東方氣息。

餐廳內為開放式廚房，烹調過程可一目了然，推薦

雙人份的正宗泰式料理套餐，包含海鮮冬蔭功湯、綠咖

哩雞、爆炒黑椒龍蝦、泰式炒空心菜配脆皮豬肉、香芒

糯米飯配椰子雪糕。溫和暖胃的海鮮冬蔭功湯，使用泰

國直接進口的新鮮河蝦搭配香茅、青檸、魚露、高良

薑，香氣四溢；品嚐完濃郁香滑的綠咖哩雞，再吃口香

芒糯米飯配椰子雪糕，辛辣與香甜互相協調，令人回味

無窮。現場另有泰國古琴演奏泰國古典及國際流行樂，

別有一番情調。

澳門悅榕庄  7:00→23:00 

正宗泰式料理套餐MOP$728（2人份）

360°旋轉餐廳 全澳門最高自助餐廳

想在高空中俯瞰澳門白天、日落或夜晚

景致，一邊品嚐土生葡菜和中西美食，可到

澳門旅遊塔60樓的360°旋轉餐廳。每1.5小時

旋轉一圈的餐廳，讓您坐在兩百多公尺高的

窗前餐桌，邊用餐邊欣賞零死角的澳門。自

助餐廳亦提供鮮美的生魚片、現點現做的義

大利麵、賞心悅目的甜品及各式飲品，

不同時段價位不同，在用餐時還能

看到玩笨豬跳（Bungy）與高飛跳

（Sky Jump）的遊客，瞬間下衝的

各種姿態，相當刺激，提醒您想在

此欣賞煙花匯演，得盡早訂位。

雅吉 AJI 日系血統祕魯料理

當您聽到「日系祕魯菜」（Nikkei Cuisine），是

否有點難以想像嚐起來的味道﹖日本和祕魯在19世紀

末簽訂協定合約，為數不少的日本人搭乘船隻到祕魯

工作，二次世界大戰開打後日本經濟衰退，讓更多日

人選擇移民到祕魯，也將日本飲食文化帶入，造就使

用祕魯食材、日式烹調的特別料理形式。

雅吉由「2018 San Pellegrino全球50大最佳餐

廳」排名第7的Maido星級廚師津村光晴（Mitsuharu 

Tsumura）掌舵、得意弟子Edwin Guzman Navarro坐鎮

主廚。推薦料理為酸香味鮮的醃赤貝、改良自祕魯傳

統牛心料理的八爪魚串燒與慢煮30小時的香嫩牛舌，

悅目的擺盤、充滿祕魯風味的炸粟米和紫薯蓉，加上

使用液態氮等特別料理方式，品嚐美饌同時也能欣賞

烹飪藝術之美。半開放式座位既能享受穿過透明玻璃

天幕的自然光、隱蔽私人時光，亦能欣賞環繞視博廣

場播放的數位藝術作品。

美獅美高梅  11:00→15:00、18:00→23:00（周二休） 

午間套餐MOP$488（1人份）

御膳房The Tasting Room 米其林二星法式餐廳 

位於新濠天地頤居酒店3樓的御膳房，由星級法國主

廚Fabrice Vulin掌勺，從法國直接進口頂級食材，透過創

新的烹調技術，重新演繹極致奢華的法式料理，讓來客

品嚐世界級珍稀食材。推薦「烚布列塔尼藍龍蝦、日本

柚子及西瓜醋汁」、「精選法國牛柳、牛肉紅酒汁野生蘑

菇塔及馬鈴薯舒芙蕾」；甜點

必嚐「法國草莓、香橙花」， 

草莓薄片疊成的花形甜點，外

表和清甜滋味都讓人回味再

三。想以最親民價格品嚐二星

料理，周間的午膳套餐是最佳

選擇，MOP$488就能享用星

級美食，CP值相當高。

澳門處處是美食，除了在地特有的土生葡

菜、中西薈萃美食，更有國際美饌。無論

是日系祕魯料理、時尚泰國料理、觀景餐

廳、知名甜點店與經典下午茶，都能感受

澳門美食無限魅力！

各國珍饈美味齊聚

華屋 Windows 閒啜優雅午茶時光 

澳門四季酒店的華屋，全天候提供咖啡、飲品，

其中下午茶更是來訪不可錯過的經典美味，可以選擇

坐在裝潢如古典歐洲宮廷般的餐廳內，也可入坐綠意

盎然的戶外座位，讓午後時光更為寫意。下午茶套餐

中，鹹點有午餐肉、煙燻鴨、蟹肉塔、酪梨三明治，

甜點有反烤蘋果塔、閃電泡芙、胡蘿蔔蛋糕、起司蛋

糕、酒桶蛋糕、巧克力塔，以及必嚐的四季英式司康

搭配香草奶油醬與草莓醬，配上一壺熱茶，就是身心

放鬆的最佳享受。

澳門四季酒店  10:30→22:30（下午茶14:30→17:30）

下午茶套餐MOP$538（2人份）

新濠天地  12:00→14:30、18:00→22:30  「精選午膳

套餐」三道菜午餐MOP$488、五道菜午餐MOP$588、「精選

周末午膳套餐」MOP$788

 澳門旅遊塔60樓  11:30→13:00、13:30→15:00、

15:30→17:00、18:30→22:00 

 自助午餐MOP$298、下午茶套餐MOP$198、 

自助晚餐送海鮮拼盤MOP$500

澳門美食+

TO'GO 2018年9月58 TO'GO 2018年9月 59

中國
風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