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澳門路氹城一帶的紅樹林，是雀鳥群理想的越冬地或遷徙的
中轉站，每年吸引超過100種雀鳥前來棲息。而澳門路氹城生態保護

區內兩間新建成的觀鳥屋，正好為市民和遊客提供了一個近距離欣賞生
態區內豐富的動植物的機會，亦是影友們大展身手的好地方。 「一號觀鳥
屋」和 「二號觀鳥屋」位於生態保護一區內的南堤，面向蓮花大橋方向，
採用架空式設計，在場有專人提供生態導賞服務，讓參觀人士能進一步了解
生態區內的情況。為了方便及更近距離欣賞珍稀的候鳥、植被及自然景觀，
屋內亦有望遠鏡供參觀人士借用，加深對生態區內生態環境的認識。

生態區內物種多 自然教育意義深
直至去年底，生態保護區已發現逾130種鳥類，包括珍稀的黑臉琵

鷺。觀鳥屋的落成讓參觀者能近距離觀賞雀鳥的美態，同時讓生活節
奏急促的都市人放鬆心神感受大自然的安靜。生態一區參觀路線

兩側正修建自然研習徑，將栽種60多種特色植物，其中部分
為本澳珍稀的植物。然而，為保障生態區的自然棲息環

境不被影響，在參觀人流上將有所規範，兩間觀鳥
屋每次共可容納 45 人，現階段會先開放予

學校及社團預約參觀。

「氹仔官也街」這名稱也許在旅客甚至本地
居民心目中會用 「手信街」來代替，這裡售賣旅
遊紀念品、食品的店舖林立，杏仁餅、花生糖及
肉乾等食物各適其適。而且大部分店舖都可讓您
先試食後購買，來到這裡，絕對是口福大增的時
刻。

食品種類多籮籮
不論是外地遊客或本地居民都必然會對 「氹

仔官也街」略知一二，官也街位處澳門氹仔市中
心地帶，是著名景點之一，亦是澳門首個行人專
用區，從傳統的碳燒杏仁餅、花生糖、葡式蛋
撻、大菜糕、葡萄牙餐、上海菜館甚至是水蟹粥
亦應有盡有，吸引眾多市民及遊客慕名而來。這
裡的食品各具特色，多年來已聚集了一大批 「捧
場客」，故此食肆及手信店大排長龍、街上人山
人海的景象隨處可見。

特色工藝品盡在氹仔市集
逛過官也街，吃盡不同美食，不妨順道遊覽

官也街旁的氹仔市集。澳門民政總署於每年都會
在氹仔（官也街旁）舉辦兩期氹仔市集，每期市
集約為半年，逢周日及加開市集日上午11時至晚
上 8 時營業，共設有 30 個售賣一般貨品攤位，
售賣富有澳門特色的工藝品如澳門路牌磁貼、
小型大三巴牌坊及幸運雞擺設等。同時，為
豐富市集色彩及加強凝聚力，每市集日下
午 4 時至 5 時在市集舉辦地點設有文娛表
演節目（如：魔術、懷舊金曲、舞蹈
等）。

澳門因過往的歷史因素，至今仍保留有大量具有價值
的建築物，這是不可多得的歷史產物，是懷緬過去的元
素。位於原氹仔市政廳的路氹歷史館，記載了路環和氹仔
由一條小漁村向城市化發展的進程，不少古蹟讓人懷舊，
令人發思古之幽情。

昔日的市政廳
具藝術價值的建築

路氹歷史館的前身是昔日的離島的行政中心，據最早
的文獻記載，該葡式傳統建築建於上世紀20年代，屬新古
典主義建築風格。當地的原居民俗稱該大樓為 「衙門」。
在離島發展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此博物館就是路氹歷
史的一部分，更被收錄在《澳門文物名錄》內之具建築藝
術價值之建築物，後經澳門民政總署改建為專題博物館，
開放讓觀眾參觀。

玻璃走廊觀古蹟
展覽內容廣泛

路氹歷史館完整地保留了昔日海島市政廳的會議室擺
設，地下室的結構遺址及其內發現之文物亦為展示內容。
為了便於觀賞，當局建造了一段玻璃地板的走廊，讓市民
遊客可從地面直接觀賞地下的出土古蹟。另外，路氹歷史

館的展覽品是不同的團體和居民進行文物徵集、訪問等研
究活動而來的。其展覽共分八個展室，展覽內容環環緊
扣，讓人一步一步了解路氹的的歷史變遷與居民生活。

樓高二層的路氹歷史館，共分為八個展室，設有放映
專區，以生動的短片介紹路氹的變化。展覽陳列內容豐
富，一樓大堂的展覽室主要透過路環出土文物、海島市政
廳地下室石結構遺址、離島各村落之變化和宗教文化等，
讓觀眾了解早期路氹歷史及文化活動。而二樓的展覽室分
別介紹前海島市政廳的歷史、農業及部分手工業概況、路
氹建築特色及路氹近年發展的方向，讓觀眾對路氹近現代
政治發展及經濟生活有深刻的認識。

地 址：氹仔告利雅施利華街
開放時間：上午十時至下午六時

（下午5時30分停止入場）。逢星期一休館。
票 價：成人澳門幣5元，持學生證或10人以上團體票

澳門幣2元，12歲以下或65歲以上免費入場。
逢星期日免費開放。

巴士路線：11,22,28A,30,33,34於氹仔中葡小學站下車
查詢電話：(853)2882 7103／(853)2882 5631

大熊貓 「開開」和 「心心」落戶澳門已經一
年多，與無數的觀眾見面，牠們趣致的表情和動
作，讓參觀過的觀眾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和歡笑
聲，在春天時節，不妨再訪農林公園內的熊貓
館，感受大自然的活力。

熊貓館設計仿天然環境
仿照天然環境建造的澳門大熊貓館位於路環

石排灣郊野公園內，建築佔地約 3000 平方米，
整個建築運用原有的地形特色進行設計且依山而
建，呈扇形的分布。大熊貓館的外觀造型設亦以
自然為主，活動場的圍牆以仿山石包裹，營造一
個自然山水環繞的大熊貓的活動場地。活動場地
設計以貼近大熊貓的自然生活環境作為考慮，重
點加強綠化元素，同時加入水池、攀爬木等大熊
貓玩樂設施，另外，因應大熊貓喜好較涼爽的環
境及物件，室內活動場更特別設有一組自動製冷
的仿造石塊，讓大熊貓在炎熱天氣下可消暑降
溫，在專人照顧下牠們無拘無束地過着愜意的生
活。

室內外活動區
近距離觀賞大熊貓
為了讓 「開開」、 「心心」有舒適的生
活空間，館內設有室內及室外活動

區，面積合共約 1000 平方米。室
內活動場的上蓋以半透明膜覆

蓋，可以把自然光線引進室
內，減少使用室內燈光，環
保之餘亦可讓大熊貓有一
個 自 然 舒 適 的 天 然 環
境。室外活動場地方面
則採用開放式設計，並
盡量保留了原有的樹
木，讓大熊貓在合適的
天氣狀況下，到室外環
境自由活動。觀眾可以

在這兩個活動區，透過大型的強化玻璃觀景窗近
距離觀賞大熊貓的起居生活，從而了解大熊貓的
生活習慣。

大熊貓資訊中心
了解熊貓生活點滴

為配合大熊貓落戶石排灣郊野公園，熊貓館
旁設有 「澳門大熊貓資訊中心」，中心內的展品
以生動有趣的方式展出大熊貓的特徵、習性、形
態、成長過程、生活環境等，小朋友還可透過場
內的各式遊戲，進一步認識大熊貓，提高他們從
小對生態保育及環境保護的意識。

熊貓館外圍亦設有 「澳門大熊貓禮品館」，
售賣以大熊貓為主題的精品及紀念品，包括有公
仔、手袋、服裝、文具及家庭用品等多個類別，
供參觀的市民及各地遊客購買，以加強宣傳及推
廣大熊貓館之主題形象。另外，小食店及露天茶
座等設施亦設於禮品館旁。

專線巴士方便參觀
為方便市民旅客與大熊貓 「開開」和 「心

心」見面，訪客可選擇乘坐 50 路線巴士前往，
服務時間由早上 7 時至晚上 9 時，約 12-20 分鐘
一班。路線行程如下：亞馬喇前地←→孫逸仙博
士大馬路←→澳門東亞運動會體育館←→路氹邊
檢大樓←→澳門大熊貓館←→路環市區。車資按
照現行一般巴士車資收費。

澳門大熊貓館開放時間為10：00－13：00
及 14：00－17：00（最後入館時間為 16：
45），憑票入場，每日分6個場次，每場次分批
進館。逢星期一休館，若為公眾假期，則順延至
翌日休館。詳情可以瀏覽澳門熊貓網 www.
macaupanda.org.mo，網站亦提供門票銷售情況
實時資料，亦會顯示未來30天的售票情況。如
有任何查詢，可致電民政總署市民服務熱線
（853）28337676查詢。

「生態屋」
近距離觀賞珍稀候鳥

遊 「龍環葡韻」
感受不一樣的都市

熊貓館 郊遊樂

手信一條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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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保護區
簡介

路氹城生態保護區佔地約 55 公
頃，內有草灘、蘆葦和樹林，並有出
入水管與十字門水道相連通，據資料
顯示，路氹城生態保護區現有植物 72
種、魚類 20 多種、軟體動物 11 種、
昆蟲 25 種及甲殼類 13 種，生態保

護區豐富的生物及食物吸引了
不同的雀鳥及候鳥在此覓

食及棲息。

農曆新春剛過去，為新的一年掀
開了序幕。在春意盎然的季節，百花
正茂、綠草如茵、候鳥棲息，大地在
寒冷的冬季甦醒過來，正是郊遊感受
大自然氣息的最好時刻，讓我們重溫
這久違了的影像。

澳門，除了有多姿多采的娛樂消
閒活動外，熱鬧繁華的小城背後卻有
着一片恬靜怡人的後花園。為遠離繁
喧生活、喜歡自然生態的您提供了另
類的選擇。

記者：區賢達 歐展翅 唐煥兒

氹仔的龍環葡韻是
著名的住宅博物館建築

群，吸引了無數的旅客以
至本地居民前往觀光遊覽，

她特色的建築群組；獨特的外
貌，是留下美好印象、拍下精采

照片的絕佳地點。其實她的另一側
紅樹林區，環境清幽，群居了不少的

候鳥，是觀鳥愛好者的另一好去處。

「龍環葡韻」 的由來
「龍環葡韻」原來有兩個意思， 「龍

環」是舊時的澳門居民對氹仔的稱謂，而
「葡韻」則指葡萄牙的建築風格。這裡有5

幢建築於 1921 年，達 90 年歷史的古老葡萄
牙式小平房住宅，見證澳門由小漁村發展成
國際知名城市的過程。這些外牆漆上翠綠色
彩具有葡萄牙特色的小別墅，是氹仔重要的
文物建築與文化遺留物，同時亦是澳門極富
代表性的景點之一。它們曾經是昔日的澳葡
政府高級官員的官邸，亦是一些土生葡人
的私人住宅。後來政府進行全面收購，並
進行徹底的修復，把其中三幢改建為博物
館，由東到西分別建成是 「土生葡人之
家」， 「海島之家」及 「葡萄牙地區之
家」，另外兩間分別是 「展覽館」和

「迎賓館」。

龍環葡韻住宅式博物館
「土生葡人之家」是這裡最具特色的博

物館。從家具、擺設及裝飾物當中見證土生
葡人於澳門居住生活狀況，反映了中西文化
的融合，也是澳門獨有的寫照。 「海島之
家」舉辦的 「昔日葡韻情懷展」，由 「龍環
葡韻」的歷史及建築背景出發，透過近 100
件有關的舊文件、相片、服飾、家具擺設
等，介紹當時土生葡人在 「龍環葡韻」的生
活情況。 「葡萄牙地區之家」共分為兩層，
展出葡萄牙不同地區的少數民族服飾、圖片
和手工藝品，透過他們富有地區特色的衣
着，從中了解該處居民的生活模式，社會風
俗及生活習慣。市民及遊客可在這裡重溫20
世紀初在澳門的土生葡人的生活方式。展覽
館則定期地舉辦不同類型和性質的展覽。而
迎賓館是不對外開放，主要用於舉辦宴會、

文化藝術講座或舉
行一些特色美食活動
等。

紅樹林環境清幽
龍環葡韻側的紅樹林，因環境

清幽，吸引了不少候鳥前來過冬或
棲息，在這裡可觀賞到黑臉琵鷺、白
鷺、灰鷺、翠鳥和鴛鴦等鳥類，不少觀
鳥愛好者亦會到這裡拍下候鳥的美態。
另外，每年夏季舉辦的荷花節亦會在這
片濕地舉行，屆時博物館對開的濕地會種
滿荷花，形成一大片 「荷海」，甚為壯
觀。在富有西方特色的建築和自然生態的
氣氛包圍下，不論是靜靜的坐着閒息，還是
放慢腳步迎着微風觀賞雀鳥，都是放鬆心神
的好方法。

博物館地址

開 放 時 間

票 價

查 詢 電 話

網 頁

巴 士 路 線

澳門氹仔海邊馬路

每日上午十時至下午六時
（下午五時三十分停止入場）逢星期一休息

澳門幣五元，學生及團體票澳門幣二元；
十二歲以下或六十五歲以上免費入場。逢星期日免費。

(853)2882 7103/2882 7527

http://www.iacm.gov.mo/museum

11,15,22,28A,30,33,34

觀鳥屋樓高兩層讓人
舒適地觀看鳥類又不干擾
牠們的生活

屋內備有望遠鏡供參觀人士借用

龍環葡韻旁邊的紅樹林
經常看到成群的候鳥

龍環葡韻環境優美

候鳥棲息

路氹歷史館
了解路氹的發展經過

▲飲食店舖常現 「人龍」▲

60年的老店舖吃出懷舊風味

▲手信街內經常見到的人氣鼎盛場面

▲特色小吃留住訪客的腳步▲

先試食後購買是這裡常見的推銷手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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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氹歷史館記載了路環和氹仔
由一條小漁村向城市化發展的進程▲

獨特的玻璃地板走廊讓人沿路
觀賞埋於地下的古蹟

熊貓館仿天然環境而建讓大熊貓舒適地生活

遊罷了路氹的城郊，是 「飽餐醫肚」的時候，施
督憲正街與告利雅施利華街兩條相連的街道位於氹仔
的市中心地帶，這裡食店林立，中、西餐飲食文化共
融，讓人食指動； 「開餐」之聲不斷。

觀賞過候鳥的樓息，拍下不少難忘的片段、看過
大熊貓悠閒地吃竹葉、到訪過路氹歷史館，大家正面
臨考慮晚餐菜式的時刻，想吃盡不同款式的美食，當
然要到訪施督憲正街與告利雅施利華街，這裡可是名
副其實的食盡一條街，由街頭走到街尾有合共十數間
傳統中菜、葡國菜、韓式燒烤、咖啡廳等不同類型的
食肆，可謂包羅萬有、食盡各地美食。若然想一次過
嘗盡不同食店的美食，一天時間實在是太少了，這裡
食物種類之多，真是要大家來數一數食店的數量，按
自己口味計算一下時間。

在氹仔區的中菜飯店，不得不提新陶陶酒家，表
面上它是一棟樓高四層的舊式餐館，但這裡已有60年
歷史。由於該店經營多年，具一定的知名度，顧客人
數眾多，提前訂座較為方便，為了保持新鮮和質量，
某些菜式更需提前預訂，店內以雞煲翅及風味雞最為
馳名，值得一試。

中菜和葡國菜不是你的口味？不要緊，這裡的食
肆數量之多，總有一間合適的。例如廣受年輕人喜愛
的燒烤火鍋，漢城韓國燒烤火鍋是另類的選擇，三五
知己圍着烤爐烘着，吃着烤肉談天說地，共度難忘時
刻，絕對可以樂上大半天。其他的美食元素中西共
融、私房菜、現代混合菜式……總之各色各樣等待大
家發掘，說不定讓人帶來意外驚喜。

食盡一條街

▲各式食店像是左右鄰里

▲葡國餐廳以傳統葡萄牙風格特色外牆來吸引食客

生態保護區是愛好者
拍攝鳥類生活的好去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