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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帮助
澳门官方语言为中文普通话和葡萄牙语，当地居民日常使用的语言以
广东话为主，书写使用繁体中文，不过现在许多居民也能听懂普通
话。英语在澳门也很通行，可在很多场合应用。

★ 当地语言
你好(音：Nei Ho)
呢度點去/ 呢度点去(音：Ni Dou Dim Hui)- 怎么去这个地方？
係邊度/ 系边度(音：Hai Bin Dou)- 在哪儿？
救命(音：Gau Mang)
唔該/ 唔该(音：Ng Goi)- 感谢或请别人帮忙的时候用
幾多錢/ 几多钱(音：Gei Dor Qin)- 多少钱？
平D啦(音：Pang D La)- 便宜点！
多謝/ 多谢(音：Dor Jie)
對唔住/ 对唔住(音：Dui Ng Jv)- 对不起
巴士(音：Ba Xi)- 公交
的士(音：Dic Xi)- 出租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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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CAU 澳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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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忠告
★ 入境澳门时，可能要在入境大厅等很久。

★ 澳门的瓷砖制造比较出名，路牌都是瓷片做的，路面的瓷砖也铺
成各式花样，稍加留意就能看到很多款式。

★ 澳门本岛因为巷道狭窄且单行道多，有时打车会感觉出租车司机
在绕路，所以有些地方用步行可能会更快。

★ 大三巴的背面搭有楼梯可以登上去，但女性游客不要穿短裙上
去，以免走光。

★ 各个娱乐场内都提供免费的饮料，可以随意拿来喝。

★ 澳门有许多博物馆，不过几乎所有博物馆在一周内都会有一天休
馆，大多数是周一闭馆，也有的会在周二、周三或周六闭馆。

最后更新日期：2012年5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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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速写
澳门位于中国东南沿海的珠江三角洲，距离香港约六十公里。澳门
地区由澳门半岛以及氹仔和路环两个离岛组成，它们由大桥和公路
相连接。澳门的历史城区保留了相当多的老建筑，已被列入世界文
化遗产。

澳门市区不大，依靠公交车即可方便地在城区游览。市区内随处可
见的教堂和欧式建筑充满异域风情，步行游览也非常合适。除了观
光，澳门的娱乐业非常发达，同时也是购物的好地方。这里不容错
过的还有美食，当地的土生葡菜值得尝试，还有诱人的葡式蛋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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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3 请记得爱护自然，如果要打印穷游锦囊，请尽量双面打印。

     景点 
★ 大三巴牌坊 Ruins of St. Paul's Cathedral 见地图B标识 
大三巴牌坊是澳门代表性的建筑，为天主之母教堂前壁遗址。教堂于
1835年失火被毁，仅剩正面前壁、大部分地基以及教堂前的石阶。
本地人因教堂前壁形似中国传统牌坊，将之称为大三巴牌坊。大三巴
牌坊作为澳门历史城区的一部分成为世界文化遗产。

大三巴牌坊右侧有一座供奉哪咤的哪吒庙(Na Tcha Temple)，是小
型的中式建筑，为澳门历史城区的一部份。

地址：澳门岛大三巴斜巷 
门票：免费
开放时间：全天开放 
到达方式：乘坐8A、18、18A、19、26路到白鸽巢前地站，或17
路白鸽巢总站南行花王堂街、大三巴街到达；乘坐2、3、3A、
3X、5、7、10、10A、11、18、21A、26A、33到新马路，沿
大街北行。

★ 议事亭前地 Senado Square  见地图B标识  
议事亭前地是澳门的中心，这里铺设有黑白色碎石波浪形状地面，在
周边历史建筑的映衬下，颇有南欧风格。这里是澳门美食和洋房最为
集中的地方之一，附近有民政总署、仁慈堂大楼等众多建筑。民政总
署房子虽小但内有乾坤，后花园也有东西可看。

到达方式：乘坐2、3、3A、3X、5、7、10、10A、11、18、
21A、26A、33路公车到新马路/营地大街(西行)；乘坐3、4、6、
8A、18A、19、26A、33路公车到新马路(东行)；乘坐2、3A、
5、7、10、10A、11、21A到金碧文娱中心(东行)。

★ 岗顶前地 Largo de Santo Agostinho 见地图B标识  

岗顶前地是澳门岗顶的一个广场，虽然不大，但环境清幽典雅，还有
不少人文宗教景观。著名的建筑物有圣奥斯定教堂、岗顶剧院、圣若
瑟修院、何东图书馆(周一-周六10:00-19:00，周日11:00-19:00)
等。其中圣若瑟修院及圣堂(10:00-17:00，免费参观)是巴洛克风格
的教会建筑，内部装饰很有特色，当地人称之为“三巴仔”。2005
年，这一地区作为作为澳门历史城区的一部分成为世界文化遗产。

地址：澳门半岛南部风顺堂区
到达方式：搭乘9、16、18、28B路公车到风顺堂街(由于单行线限
制，9路仅上行方向停靠，16、18、28B路仅下行方向车辆停靠)。

★ 大炮台 Fortaleza do Monte 见地图B标识  

大炮台的正式名称为圣保禄炮台，位于大三巴牌坊附近，是中国现存
最古老的西式炮台建筑群之一。澳门炮台众多，大炮台是当时澳门防
御系统的核心，占地约一万平方米。

大炮台附近有澳门博物馆 见地图B标识 (15澳门元，周二-周日
10:00-18:00)，从历史和文化角度展示澳门数百年间的变迁。

门票：免费
开放时间：7:00-19:00

到达方式：乘坐8A、18、18A、19、26路到白鸽巢前地或乘17路
到白鸽巢总站南行花王堂街、大三巴街；乘坐2、3、3A、3X、5、
7、10、10A、11、18、21A、26A、33路到新马路，沿大街北行。

★ Tips：便捷路线
从大三巴牌坊出来，想参观澳门博物馆和大炮台的话就从左边向上
走。走不太远就会有两条路，最好选择选先去看澳门博物馆，因为
去博物馆可以一路乘坐电梯，而看完博物馆出来就是大炮台。如果
选择另一条路先看大炮台就要自己爬上山，比较辛苦且浪费时间。

★ 玫瑰堂 St. Dominic's Church 见地图B标识  
澳门最漂亮的教堂之一，因教堂供奉玫瑰圣母，所以称为玫瑰堂。
教堂主体建筑富丽堂皇，外观米黄色与白色相间，配以绿色的门
窗，墙体刻着细小的花纹，巴洛克风格的祭坛典雅精致。教堂旁
的“圣物宝库”收藏有三百多件澳门天主教的珍贵文物。

地址：澳门大堂前地
门票：免费
开放时间：10:00-18:00
到达方式：乘坐2、3、3A、3X、5、7、10、10A、11、18、
21A、26A、33路公车到新马路/营地大街(西行)；乘坐3、4、6、
8A、18A、19、26A、33路公车到新马路(东行)。

★ 圣老楞佐教堂 Igreja de São Lourenço 见地图B标识 
欧洲古典式加巴洛克风格的教堂，美轮美奂，是澳门三大古教堂之
一。为祈求风调雨顺，华人称之为“风顺堂”。

地址：澳门岛风顺堂街 
门票：免费
开放时间：10:00-16:00
到达方式：乘坐9、16、18、28B路公车到风顺堂街(由于单行线限
制，9路仅上行方向停靠，16，18和28B仅下行方向车辆停靠)。

★ 港务局大楼 Quartel dos Mouros 见地图B标识 
港务局大楼是具有阿拉伯建筑风格的历史建筑，其外墙柱窗是穆斯
林式穹顶，2005年作为“澳门历史城区”建筑群的一部分被列入世
界文化遗产。注意，仅外廊可参观，建筑内部不对外开放。

地址：澳门岛妈阁斜巷 
门票：免费
开放时间：9:00-18:00 
到达方式：搭乘18、28B到港务局(港务局车站是单行线，只有下行
方向有车到达)；或乘车至妈阁庙，沿妈阁斜巷北行。

★ 郑家大屋 Mandarin's House 见地图B标识 
郑家大屋是清末思想家郑观应的故居，院落大宅很有特色的，建筑
以中式形制为主，又兼有西式风格，是澳门历史城区的一部分。

地址：澳门岛龙头左巷10号 
门票：免费参观，在窗口登记一下即可。
开放时间：10:00-18:00，17:30停止入场；周三休馆。
到达方式：可搭乘18、28B路公车到亚婆井前地(由于单行线影响，
该站只有下行车辆停靠)； 或者可乘车到妈阁，沿妈阁街北行即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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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用信息
★ 游客中心 Tourist information 见地图标识 
澳门在多个地点都设有游客中心，提供旅游信息咨询等服务，可以
索取免费地图。以下列出部分游客中心：

议事亭前地利斯大厦：9:00-18:00。
外港客运码头：9:00-22:00。
关闸：9:15-13:00，14:30-18:00。
松山灯塔：9:00-13:00，14:15-17:30。
澳门国际机场：9:00-13:30，14:15-19:30，20:15-22:00。
澳门国际机场客运大楼阁楼：10:00-19:00。
澳门渔人码头：10:00-13:00，14:00-18:00。
氹仔临时客运码头 9:30-13:00，14:30-18:15

★ 地图
澳门的游客中心、码头等地都有免费地图，比较好的酒店前台也可
以索要地图。还有一些公共设施也提供免费地图，如赛车博物馆。

★ 电话
澳门市区各处都有公用电话，大多设置于繁忙的街道、公园、酒店
及各种公用设施内，可拨打本地和国际长途电话。投币式只接受投
币，电话卡式接受智能电话卡及信用卡，还有一种全能式公用电话
投币和卡片都可以接受。澳门电讯“实时倾”电话卡及“电讯
卡”服务也可以在公用电话上使用。公用电话拨打澳门市内电话每
次收费为1澳门元，可通话5分钟。

拨打国际电话时，使用澳门电讯CTM的“IDD 050”国际通讯服务
会比较便宜，在机场、码头以及澳门电讯公司的门市部都能买到预
付卡。按拨打地区和时段不同，打回中国大陆的费用在1.29-1.89
澳门元之间。使用方法是“050+国家号码+地区号码+电话号
码 ” ， 须 连 续 拨 打 中 间 不 停 顿 ； 致 电 香 港 则 只 需 拨
号“050852”及香港电话号码即可。该服务的开通时段是周一-周
五22:00-次日7:00，以及周六和周日全天。

★ 网络
在议事亭前地利斯大厦的旅游谘询处、公共图书馆、一些酒店和网
吧内都能上网。

“WiFi任我行”是澳门免费提供的WiFi热点服务，贴有该标志的区
域都覆盖有无线网络，游客可以在每天8:00-次日1:00连接使用，
每次连接限时45分钟，断开后可再次
连接。网络名称为“wifigo”(非加
密)和“wifigo-s”(加密)，加密网络
的登录名称和密码同为“wifigo”。
www.wifi.gov.mo

★ 货币帮助 
澳门的官方货币单位是澳门币(MOP)，以元为单位，在澳门售卖的
商品和所提供的服务收费一律以澳门币计算。

澳门并没有外汇管制，货币可自由兑换。旅客可以于银行、酒店、  

         ★ 黑沙海滩 Praia de Hac Sá 见地图A标识 
      黑沙海滩长约1350米，是澳门地区最大的天然海滩，以前由于
其独特的黑色沙粒而得名，是澳门进行水上活动或观星的首选地点。
但近年来因为水土流失，黑沙海滩的面积逐渐缩少，当地用黄色的新
沙补充海滩，以至于原有的黑色海沙大部分被覆盖。

地址：澳门路环岛南侧

★ 圣安多尼教堂 Igreja de São Antonio 见地图B标识 
建于1558-1560年间，是澳门三大古教堂之一。后来由于火患而残
损，于1930年重修，形成了今天的规模。葡萄牙人的婚礼多在此举
行，华人将这里称为“花王堂”。

地址：白鸽巢前地

★ 妈阁庙 A-Ma Temple 见地图B标识 
妈阁庙的正式名称是妈祖阁，是澳门最古老的庙宇之一。妈阁庙建筑
本身面积不大，但却是很多澳门人和游客必去的地方。2005年作为
澳门历史城区的一部分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

地址：澳门岛妈阁上街 
门票：免费
开放时间：每天 07:00-18:00
到达方式：搭乘1、2、5、6、7、10、10A、11、18、21A、
26、28B、MT4路公车到妈阁庙站；或乘坐1、2、5、7、9、
10、10A、11、18、21A、26、MT4路公车到妈阁庙前街。

★ 龙环葡韵 Casas - Museu da Taipa 见地图A标识 
“龙环”是氹仔的旧称，“葡韵”是指葡萄牙的建筑风格，又指氹仔
海边马路一带的景致。龙环葡韵整体包括海边马路的五幢葡式别墅、
嘉模教堂、前嘉模图书馆和两个小公园，是澳门极有代表性的景观。
五幢葡式住宅建筑其中三幢被改建为博物馆，分别为“土生葡人之
家”、“海岛之家”及“葡萄牙地区之家”。

地址：澳门氹仔海边马路
开放时间：10:00-18:00，17:30后停止入场。周一休馆，周日免费
票价：成人票5澳门元，学生及团体票2澳门元，12岁以下及65岁以
上免费。
到达方式：乘坐11、15、22、28A、30、33、34路公车可到。

★ 圣方济各圣堂 Chapel of St. Francis Xavier 见地图A标识 
位于路环市区中心的巴洛克式教堂，建于1928年。圣堂前立有
1910 年战胜海盗一役的纪念碑。教堂临海，很安静，游客不太多。
这里还是电影《游龙戏凤》和韩剧《宫》等多部影视剧的取景地。

地址：离岛路环岛计旦奴街(近康公庙)
门票：免费参观
开放时间：10:00-18:00

http://www.wifi.gov.mo
http://www.wifi.gov.mo


P 5 我们搭乘廉价航空，也选择豪华游轮。我们出现在青年旅舍，也不放过古堡豪宅。我们会自己做饭，也光顾米其林星级餐厅。

         银号等兑换外币或旅行支票。澳门国际机场和葡京酒店内提供
        24小时兑换外币服务。1元人民币约兑换1.27澳门元，1元港
币约兑换1.03澳门元，1美元约兑换8澳门元(2012年5月)。一般说
来，机场的汇率不如市区内好。

澳门大部分酒店、商场、餐厅都接受信用卡，包括官也街上的一些饭
馆也可以使用信用卡。不过还是有不少小吃店、私人店铺等不能刷
卡，所以准备适量的现金也很有必要。

银联卡在澳门也被广泛接受，在很多地方都可以刷卡消费，可以看看
商店是否贴有银联标识或询问店员。银联卡也可以从ATM机上直接
取澳门币，不过根据不同发卡行的规定，可能会收取一定的手续费。

★ Tips: 选择更合适的货币 
澳门主要使用当地的澳门币，不过离开澳门后就不能使用了。港币也
可以在澳门使用，是第二流通的货币。近年，人民币在澳门也被广泛
应用。在澳门买东西，一般人民币、港币、澳门币是通用的，但是从
汇率上来看，使用人民币最不划算。虽然用澳门币最合算，但兑换多
少不好掌握，多余的澳门币还要再兑换回其他货币，比较麻烦。如果
不买太多东西，直接用港币消费比较方便，店家也会用港币找零，而
且和澳门币的汇率相差无几。

★ 邮局 见地图A、B标识 
澳门的邮政服务完善，邮政网点遍布澳门、氹仔及路环各处，提供至
世界各地的信件、包裹及特快专递服务。澳门外港码头入境大堂及澳
门国际机场的离境大堂就设有邮局，开放时间都为周一-周六
10:00-19:00。

除了在邮局购买邮票，澳门市区内还设有不少自动售邮票机，提供
24小时邮政服务，各面值的邮票都能买到。从澳门向中国大陆寄明
信片的价格是3.5澳门元(航空)或2.5澳门元(平邮)。
www.macaupost.gov.mo

★ Tips: 明信片 
从澳门寄回大陆的明信片可以直接写国内的邮编和地址，不用写繁体
字，地址前加上“中国大陆”就行了。邮局和街上的邮政亭一般不卖
明信片，建议去一些书店或者小店购买明信片。有些邮政亭可以盖印
有澳门景点的特殊邮戳，不妨留意一下。

澳门邮政总局
地址: 澳门议事亭前地邮政局总部大楼
开放时间：周一-周五9:00-18:00，周六9:00-13:00。

博物馆商店邮政分局
地址：马交石炮台马路7号
开放时间：周二-周日9:30-17:30

海洋花园邮政分局
地址：凼仔花园街海洋花园紫鹃苑地下
开放时间：周一-周五12:00-19:00

路环邮政分局
地址：路环打缆街邮政分局大楼
开放时间：周一-周四9 :00 -12 :00，13 :30 -17 :45；周五
9:00-12:00，13:30-17:30。

   旅行日历
★ 旅行季节

澳门气候较为温暖，平均气温约20ºC，全年温差变化大致在
16ºC-25ºC之间，湿度较高。9-12月是澳门的秋季，此时湿度较
低，天气温和，最适合旅游。每年5-8月的夏季天气炎热，也是雨
季，可能会有暴雨，所以夏季是澳门的淡季。注意，夏季有时有台
风，当台风临近时，澳凼大桥、路凼公路会暂时封闭，飞机航班和
往返港澳之间的船只会暂时取消。

春秋季白天较热，早晚稍凉，最好带上夹克衫之类的衣物。夏季只
穿T恤等轻便的衣服即可。冬季较为干冷，阳光却不少，1月是全年

最冷的时节，但最低气温一般不低于5ºC，可穿羊毛衣物和外套。

★ 节日
元旦 1月1日
新年前夜，澳门的各大酒店、酒吧、迪厅等场所都会聚满人群一起
庆祝。广场上也会有新年晚会，在接近零时零分的时候，大家一起
倒数，在欢呼声中踏入新年。晚上，南湾湖会燃烟花，庆贺新年的
来临。

春节 农历正月初一
澳门的春节有自己的特色，在教堂和欧式建筑林立的小城里逛花
市、放鞭炮很有不一样的感觉。春节期间，澳门的主要街道和广场
都张灯结彩、摆放鲜花；从除夕夜零点开始，人们纷纷到妈阁庙和
观音堂参拜，直至天亮。大年初一要到亲友家中拜年和互赠“利
是”(红包)，市中心的街道和广场上有各式各样的贺年节目，如舞
龙、舞狮、音乐舞蹈表演等等。

土地诞 农历二月初二
澳门民众信仰土地神的风气很盛，不但众多商号、民居安置土地神
的塑像，还有多座土地庙。每逢土地诞期间都有一些祭祀和供奉，
最隆重贺诞是雀仔园一带，那里的人们用金猪酬神、请戏班上演神
功戏并且举办粤曲演唱晚会等活动。

复活节 2013年3月31日
澳门复活节对当地天主教社群十分重要，纪念和庆祝活动一般分三
天进行。在此期间，澳门各堂区的教堂都会举行庆典弥撒。其中一
些传统仪式在别处已不多见，所以有不少邻近的地区的教徒专程前
来参加。

妈祖诞 农历三月廿三
妈祖又称天后、娘妈，是最受澳门居民敬重的神明。天后庙殿多处
可见，居民家中，尤其是渔民和水上居民的每条船上，也都要供奉
天后。每到诞期，当地人都要去天后庙参拜。

澳门艺术节2012年5月1日-6月2日
澳门艺术节每年由文化局主办，除了本地文化团体参与外，还会邀
请世界各地的艺术团体前来献艺。艺术节的主要内容有：音乐、舞
蹈、艺术展览、曲艺、戏剧、电影等等。
www.icm.gov.mo

醉龙节 农历四月初八
澳门的重要节日之一，是渔业行会的传统节日。从事渔业工作的人
每年都举行醉龙醒狮大会庆祝，以舞醉龙方式到澳门各区巡游。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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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6 穷游网倡导的穷游精神，是⼀一种背上行囊，清爽上路，简朴行走，自由心灵，穷尽天下美景的潇洒生活方式。

城际交通
★ 机场 见地图A标识 
✈ 澳门国际机场Aeroporto Internacional de Macau，MFM
澳门国际机场位于氹仔，跑道建于氹仔岛外的填海地段之上。机场面
积不大，但24小时运作，有往返大陆多个城市以及港台的航班，也
开通有至东南亚地区的航线。旅客可直接由机场乘车去往市内各目的
地，机场距离外港客运码头约15分钟车程，到关闸约20分钟车程，
距路氹边境5分钟车程。

巴士
由机场前往市区及酒店最方便的方法就是乘坐各酒店提供的免费穿梭
巴士。穿梭巴士等候区位于北面停车场，服务时间为每天
11:00-21:00，每15-20分钟一班。各大酒店均有接机服务，旅客可
提前预订或抵达时再作安排。

除了酒店的穿梭巴士，机场与市区之间有公共汽车连接，车号为
26、36、AP1、MT1、MT2、N2，沿途也会经过几家主要的酒
店。按距离远近票价为2.8-5澳门元不等，服务时间基本都为清晨至
午夜，目的地有筷子基北湾、路环市区、海洋花园瞭望台、关闸、城
市日前地、临时客运码头等。其中筷子基北湾-临时客运码头的N2路
车是0:00-次日5:55的通宵夜班车。

出租车
机场出租车乘车点位于入境层大楼外，从机场到市区的车费在40澳
门元左右，视路程远近价格有所不同。除了车资外，每车另收附加费
5澳门元，需要放置在行李箱的大件行李每件加收3澳门元。

          醉龙与内地舞龙的方式不同，醉龙只有头和尾而没有龙身，
         由两名舞龙师傅各执头尾舞动，还要一边舞龙一边喝酒，舞步
似醉非醉，十分独特。

花地玛圣像巡游 5月13日
为纪念葡萄牙人最崇拜的花地玛圣母显灵而举行的典礼。巡游时，圣
母像由一身素白的妇女们抬着走在队伍前列，队伍中有三名儿童打扮
成目睹圣母显灵的孩，上百名的信徒沿途唱圣诗、念祷文跟随。巡游
从圣母玫瑰堂出发，最后到达主教山上的圣母小教堂，并在此举行露
天弥撒。

端午节/龙舟竞渡 农历五月初五
澳门和内地同样庆祝端午节。节日期间，除了吃粽子之外，还会在南
湾湖内举行热烈的龙舟赛。

重阳节 农历九月初九
澳门人有在重阳节登高、扫墓、吃重阳饼的习俗。在这一天，除了到
墓园拜祭先人，很多人也会与家人一起登上螺丝山、松山。

澳门国际烟花比赛汇演 每年9月首个周六至国庆期间的5个晚上
澳门每年一度的国际级烟花盛事，由来自世界各地的参赛队伍燃放五
彩缤纷的烟花。最佳观赏地点有西湾湖广场、主教山西望洋公园、南
湾湖边、氹仔海洋花园大马路等。

圣诞节 12月25日
澳门圣诞节的节日气氛非常浓厚，期间很多饼店和酒店会出售传统的
葡式圣诞蛋糕，全城的大街小巷挂满各种各样的灯饰，各个教堂内都
传出钟声和唱圣诗的歌声，很有欧陆风情。

★ 长途汽车 
澳门与广东之间的长途客运非常方便，有班车往来于广东的主要城
市。澳门国际机场即是长途客车的乘车站，可往返横琴口岸、拱北
关口、东莞、花都、广州、番禺等地。

★ 船 
澳门与香港、珠海、深圳、广州等城市之间都有班船往来。来往香
港澳门之间的喷射船和双体船分别由四间航运公司营运：喷射飞
航“TurboJET”、路氹金光大道金光飞航、香港新世界第一渡轮及
香港西北航运快线。

外港客运码头 Macau Outer Harbour Ferry Terminal

见地图B标识 
外港客运码头简称“外港码头”，俗称“港澳码头”或“新港澳码
头”，位于澳门半岛海港前地，是澳门其中一个出入境口岸。有往
返香港上环、尖沙咀、屯门、香港国际机场、中国广州南沙港、深
圳福永及蛇口的客运航线。由外港客运码头前往香港航程约1小时。
到达方式：乘坐3、10A、28A、1A、32、AP1、3A、10、
10B、10X、28B、28BX路公车或澳巴12和N1路线可到。

临时客运码头 Terminal Marítimo Provisório da Taipa
见地图A标识 
氹仔临时客运码头位于澳门国际机场客运大楼的北面沿海，由北安
大马路东走，或者伟龙马路北走皆可通达。码头提供来往香港及深
圳蛇口的客轮服务，包括由澳门至香港（上环、九龙尖沙咀、赤鱲
角）、江门及深圳（蛇口、福永）的航线等等。
到达方式：乘坐26、36、AP1、MT1、MT2、N2路公车可到。

喷射飞航 TurboJET
喷射飞航是一个快速客运渡轮服务品牌，主要提供24小时来往香港
和澳门的航海服务，也提供香港国际机场海天客运码头来往澳门外
港码头的跨境服务。日航7:00-18:00，夜航18:15-次日6:30。
7:00-23:59每15分钟一班，繁忙时将增加至每5分钟一班；零点之
后至次日早上7点间通宵有船，但班次间隔时间比较长。

乘坐喷射飞航在港澳之间往来，单程约需1小时。普通位票价：平日
日航为151港元(香港-澳门)和140港元/澳门元(澳门-香港)，周末及
节假日的日航票价上浮12港元，夜航票价上浮34港元。(注意，节
假日指香港及澳门的假期，可能与大陆的假日不一致。)
www.turbojet.com.hk/gb/schedule/prd.asp

★ Tips：提前上船
乘坐喷射飞航可以提前在网上订票，或在窗口购票。有时不一定需
要严格按照票面时间乘船，如果早到有可能提前走，因为每个班次
在登船口都有非本次船票乘客排队的口，当购本次船票的人都上船
之后，会视空位情况让排队的乘客提前搭乘。

市内交通
澳门市内交通便捷，多种公共交通工具可接载游客在澳门、凼仔及
路环之间往来。许多大型娱乐场所及酒店在关闸口岸、外港码头等
主要的出入境口岸设有接驳巴士，为游客提供的交通接送服务。如
果想充份体验澳门的小城气息，也可以尝试选择人力三轮车或租用
小型旅游车辆来游览。

http://www.icm.gov.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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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7 尊重当地人，保持开放的心态，享受旅途中的⼀一切意外。旅途的每⼀一次等待，每⼀一次迷路，说不定都会留下美好的回忆。

          ★ 公交 
     澳门有大型和小型两种公交车行驶在澳门市区、凼仔和路环之
间，班次频密，所有的公车都是空调车，运营时间一般为
6:00-24:00。各车站均有中、葡文的站牌，说明各公共巴士的行走
路线。在机场和各码头及口岸外通常就有多个公车站点。

往返澳门半岛和氹仔岛之间的公交车有11、22、25X、28A、30、
33、34和MT4路；到机场的线路有AP1、MT1、MT2、N2、26和
36路；21A、25、26、26A、50、MT3和N3路往返澳门、氹仔和
路环之间。此外，还有很多其他线路的公交车穿行在澳门市区的大街
小巷。在澳门市区内乘坐公交车每人3.2澳门元，去往氹仔每人4.2澳
门元，去往路环每人5澳门元，去往黑沙海滩每人6.4澳门元，去往澳
门国际机场每人4.2澳门元。根据目的地不同投币的价格也不同，站
牌上有标注。司机会注意乘客是否投足金额，不够的话会提醒。车上
投币不设找零，乘车需自备零钱，澳门币、港币、人民币都可以使
用，但按汇率来看使用人民币不太划算。

澳门大部分旅游景点都可乘坐公交车到达，不过乘车时需要留意行车
方向是否正确，因为单行线较多，且很多线路的上行和下行站点可能
并不在马路对面。一些公车上可以索取免费的乘车指南，上面会列出
每辆公车的具体线路，对游客很有帮助。另外，出行时最好避开上下
班时的乘车高峰，并且要准备一张地图，搞明白目的地的大致位置再
找合适的公交车乘坐。

免费接驳巴士
许多酒店都有免费的接驳巴士从机场、口岸和码头接送游客，例如威
尼斯人、葡京/新葡京等。如果目的地正好是这些酒店或者在其附
近，选择免费巴士既省钱又方便。

★ TAXI 
澳门的出租车分为黄色及黑色两种，但收费是一样的：起步价13澳门
元/1600米，之后1.5澳门元/230米，停车候客每分钟1.5澳门元；
如需放置大件行李，则每件行李加收3澳门元。从澳门往路环或在澳
门国际机场的士候客区乘车，除了车资外，另收附加费5澳门元；凼
仔往路环加收2澳门元。但由澳门往氹仔或由两离岛返回澳门，则无
须加收任何附加费。

关闸、外港码头、澳门国际机场的出租车站，以及各大型娱乐场和酒
店如葡京酒店、金沙娱乐场、永利澳门度假村酒店及星际娱乐场等地
都比较容易打到出租车。也可以电话叫车，总台电话：(853) 2851 
9519、2893 9939、8500 0000 及2828 3283。

★ 自行车
澳门半岛内不适合骑车游览，因为汽车太多且很多道路自行车不能通
过。但在氹仔市区可以租到自行车，骑车漫游氹仔及路环的景点也别
有一番乐趣。不过注意澳氹大桥上禁止骑自行车。

活动
★ 娱乐场
澳门的博彩业非常发达，有“东方蒙特卡洛”之称。娱乐场分别位于
澳门半岛和氹仔的一些酒店内，如威尼斯人度假村 见地图A标识 

、永利度假村 见地图B标识 、葡京娱乐场 见地图B标识 、新

葡京酒店 见地图B标识 、美高梅金殿酒店等，还有金沙娱乐场 见
地图B标识 、巴比伦娱乐场以及新濠天地的新世代娱乐场等。这
些娱乐场每天24小时开放，可自由进出，不用入场费。娱乐场内没
有衣着限制，但宜整洁。在澳门，各娱乐场的规则一致，而且只接
受澳门币或港币的投注。注意，18岁以下的游客及21岁以下的当地
人士禁止入内；场内禁止拍照及摄像。

★ 赛马、赛狗

澳门赛马场 见地图A标识 坐落于氹仔西南部，赛马会全年编排赛
事，赛季由每年9月开始至翌年8月底。骑师和出赛马匹均来自世界
各地，赛场气氛非常热烈。赛狗是另一项刺激度不输赛马的赛事，
且澳门是亚洲地区惟一合法经营赛狗的地区。赛事在澳门北区的逸
园赛狗场 见地图B标识  举行，所有出赛狗只都是行动敏捷的格力
猎犬，每个赛事日有十多场赛事，头场晚上7:30或9:00开跑。

★ 夜生活
澳门可谓是不夜之城，许多商店、酒吧、餐厅都通宵营业。夜间的
休闲节目也非常丰富，不仅有很多酒吧和餐厅可以消遣时光，还有
不少歌舞表演。

澳门的酒吧种类繁多，既可以享受五星级酒店内的豪华酒吧，也可
以在街边的当地酒吧畅饮，在澳门文化中心和观音铜像附近的孙逸
仙大马路一带，还聚集着一些风格别致的酒吧和餐厅。在凼仔赛马
会对面也有一些别具特色的酒吧，气氛温馨。

歌舞表演在澳门也很盛行。葡京酒店日丽餐厅有疯狂巴黎艳舞团的
演出，这是澳门历史最悠久的舞台表演，演出时间为每天晚上
22:00-22:30。其他酒店和娱乐场也多有自己的歌舞表演。

★ 步行
澳门地方不大，在大三巴牌坊和妈阁庙之间有一条穿过历史城区的
步行线路，途经议事亭前地、岗顶前地、圣老楞佐教堂、郑家大
屋、港务局大楼等地，走走逛逛就能很好地游览老城风貌。除了上
述景点，还有不少其他的建筑可以看，当地人生活的老街道也充满
了生活气息。这条路线中途有很多路标，地图上也标注有相应的
点，边看边拍照慢慢逛大约需要2-3个小时，正常步行速度约半小时
到一小时即可走完。

餐饮
澳门地方虽小，但饮食结合了中西特色，多样而美味。不仅有当地
土生的特色菜，也能尝到国内各大菜系风味，还有日本、韩国、印
度、巴西、意大利、法国等各国料理。

在澳门最值得尝试的当属澳门菜，即用葡式和中式烹调方法结合而
做出的澳门式葡萄牙菜，典型的菜式有马介休球、葡国鸡、非洲
鸡、酿蟹盖等等。不过地道的葡国菜也可以在澳门尝到，正宗的葡
国菜强调食物的原味，味道比较浓重，代表菜式有薯蓉青菜汤、炒
蚬、红豆猪手、海鲜饭等。在澳门半岛的河边新街、南湾街、议事
亭前地一带和西湾民国大马路，以及氹仔的官也街、路环黑沙海滩
附近都有不错的澳门菜和葡国菜餐厅。



P 8 做⼀一个有公益心的穷游儿，带着你的爱心，⼀一边旅行，⼀一边爱护这个世界。

住宿 
澳门的酒店业很发达，从奢华的五星级酒店到经济型旅馆都有，可以
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住宿。澳门的酒店一般采用欧洲式的住宿制度，
即住宿费用不包括用餐的费用。高级酒店一晚的房费通常为
1000-2000澳门元起，普通的酒店价位多在500-800澳门元左右，
经济型酒店则有300澳门元左右的房间。

澳门有两个住宿比较集中的区域。一个是在博彩场所集中的地方，这
里高星级酒店云集，便宜的酒店很少。另一个是老城区，这里除了历
史建筑集中之外，也有很多经济型酒店。澳门也有国际青年旅舍，价
格便宜，一个床位通常在100澳门元以内。但是青年旅舍位置很偏
僻，距离澳门半岛比较远，且必须有会员卡才能入住。

由于有很多人选择在周末去澳门娱乐，所以澳门周末的酒店房价特别
贵。周末指周五和周六晚上，有条件的话最好避免在这两天订房，周
日到周四是都是平日价，一般会比周末价便宜一半左右。

购物 
澳门有多家名品店和百货公司，如新八佰伴百货公司、置地广场、
葡京酒店、金丽华酒店、永利澳门名店街、大运河购物中心、四季
·名店、澳门壹号广场等，以及新濠大道内的多家高级商店，出售
世界名牌服装及货品。威尼斯人度假村里也设有购物街，名牌和大
牌应有尽有，还有免税店以及卖手信的店铺。外港客运码头及澳门
国际机场里都有免税店。

议事亭前地及红街市一带是澳门的中心，也是澳门的最佳购物区之
一。这一带的小街巷内有很多出售各式商品的店铺，服装店也不
少，有各类中外小吃店。高士德大马路，由红街市起至松山脚的二
龙喉花园止，也是一条购物街，除了出售时装、鞋、电子产品、照
相机的精品店外，在两旁的小街上可以买到廉价的商品。嘉路米耶
圆形地是这一带购物区的起点，当地人称之为“三盏灯”。购物区
沿亚利鸦架延伸，覆盖附近数条街道，大部分的商店集中在道咩卑
利士街。

★ Tips：消费者权益
为保障顾客的权益，澳门消费者委员会认可一些信誉良好的商店
为“诚信店”并为这些商户发放了认可标志，也为商户和消费者之
间可能发生的问题提供信息、中介及仲裁服务。同时，消费者委员
会也提醒游客注意以下事项：

如果有陌生人声称持有外国护照者能够按优惠价购买中药或其它物
品时，请不要相信。如果出租车司机建议到某家餐馆或某家商店消
费可以有优惠时，请不要相信，因为他们可能介绍了高价而从中得
到回扣。在任何店铺消费前都要先确定好价格再付款，记住所有商
品的价格一律以澳门币结算，而不是以美元结算。购买中药和金饰
时要先问好单价，并且确认重量的计算单位，比如是克还是两。

★ 纪念品、小店
在澳门可以买些当地特产带回家做手信，不妨去官也街挑一挑。官
也街是澳门很兴旺的步行街，手信店、食品店、甜品店等店铺都集
中在这里。此外，著名的“钜记手信”在澳门开有多家店铺，店内
特产品种众多，而且几乎每种产品都提供试吃，可以先尝后买，尤
以杏仁饼、花生糖、海苔肉松卷、猪肉脯等品种最受欢迎。

澳门有不少制衣工厂，主要产品是牛仔裤、童装和运动服，多销往
欧美市场。在标有“出口成衣”字样的商店里，通常可以买到物美
价廉的服装。不过许多廉价成衣店都不允许试穿，售出后也不予退
换，所以购买时要挑选好合适的尺寸和质量。 

大三巴牌坊附近有澳门最受欢迎的露天跳蚤市场。沿大三巴街转往
草堆街，再走至下一条窄巷，沿途经过一些古玩店、裁缝店及其它
小店铺后，便到达一个岔口。 由岔口开始就是跳蚤市场的范围了，
小贩将他们的货物摆放在由碎石子铺就的路面上，其中有各种有意
思的陶器、小雕像、历史纪念品和其它古旧物品。

澳门各区都有店铺出售海味、香料及其它传统的中国食品和药材。
大规模的海味店集中在新马路及高士德大马路等购物旺区，出售不
同等级的冬菇、虾米、鲍鱼以及干瑶柱等。福隆新街一带也是海味
店林立的地方。

氹仔市集每周日11:00-20:00在氹仔旧城区举行，这一带有很多古
旧建筑物，市集的范围是氹仔的消防局前地至嘉妹前地。

         澳门也有不少酒楼和餐厅经营制作精良的中餐，各大酒店内也 
       有不同特色的中餐厅，所以能吃到各地风味的中餐。一些老字
号的粤菜餐厅还保留了许多传统的烹调手法和菜式，很让人称道。除
了讲究的餐厅，路边的小铺里也经常会有让人惊喜的美味。在澳门河边
新街一带还有经营家常菜的大排档，营业至深夜，多当地人光顾。

澳门的甜品和糖水也很出名，葡式蛋挞、雪耳炖木瓜、鸡蛋布丁、核
桃露、木糠蛋糕、炖蛋、双皮奶、椰汁杏仁糊、红豆沙等等，足以令
喜欢甜食的人过瘾。福隆新街、议事亭前地和新马路一带都有知名的
甜品店。在这些小店里，经常挤满了排队的人。

澳门的各类小吃和糕点也很出名，在新马路中段至末端、议事亭前
地、氹仔官也街都有这些传统饼店。运气好的话，可在中午或傍晚时
分吃到刚出炉的糕点，品尝甘香酥脆的味道。老婆饼、杏仁饼、鸡仔
饼等等，不仅自己吃起来美味，有些还可以买回家带给亲戚朋友。

最后要提一下澳门的葡萄酒，由于澳门税率非常低，所以这里葡萄酒
的售价比葡萄牙本土还便宜。很多餐厅都供应物美价廉的葡萄酒，非
常适合用来佐餐。

★ 当地特色
坤记餐室
餐厅不大但比较有名气，主要经营比较亲民的葡国菜，人均消费约
60澳门元。猪仔包很好吃，而且要趁热吃。
地址：澳门半岛水坑尾街264号

龙华茶楼
当地著名的传统茶楼，经营各式粤式茶点。茶楼共三层，多花6块钱
可以坐二楼的茶座。
地址：澳门半岛提督市北街3号红街市侧

安德鲁蛋挞店
澳门最有名的蛋挞店之一，环境和口味都不错。在威尼斯人大运河购
物中心和澳门大学图书馆也有分店。
地址：离岛路环市中心撻沙街1号地下



P 9 我们搭乘廉价航空，也选择豪华游轮。我们出现在青年旅舍，也不放过古堡豪宅。我们会自己做饭，也光顾米其林星级餐厅。

安全
★ 紧急电话
如遇紧急事故，可致电下列其中1个24小时求助热线：999、110、
112。

在澳门旅游时，如果有任何需要，可拨打24小时澳门旅游热线 
(853) 2833 3000；或致电消费者委员会：(853) 8988 9315 (二
十四小时服务，办公时间专人接听，办公时间以外电话录音)。另
外，也可致电警察局：(853) 2857 3333。

★ 治安
澳门治安良好，但随时随地看管好自己的财物仍然是非常必要的。 

★ 医疗应急 见地图B标识 
在澳门，如果遇到紧急情况可以联络仁伯爵综合医院或镜湖医院，也
可直接到两家医院的24小时急诊中心求助。如非紧急情况，可到分
布在澳门市区或离岛的多家卫生中心。荷兰园大马路的塔石卫生中心
离市中心最近。

除西医外，澳门还有不少中医医师。如果需要中医医疗服务，可致电
澳门卫生局 (853－28562404)或镜湖医院查询。

公立仁伯爵综合医院(亦称山顶医院)
地址：若宪马路
电话：+853 2831 3731

私立镜湖医院
地址：连胜马路
电话：+853 2837 1333

★ 应急小纸条
姓名 Name：
年龄 Age：        血型 Blood type：
电子邮件 Email：     
家庭地址 Home Address：
酒店地址 Hotel Address：
紧急联系人 Emergency Contact：
您还可以在这里添加一些其他重要信息：

我们还有

穷游经验
★ 不管是离开旅馆还是饭店，记得养成回头检查一下行李的习惯。
比起待在家里，你在路上会带更多东西。所以，当你在街头的餐厅
或咖啡馆，离开时你很有可能会忘记外套或者笔记本。

★ 把身上的钱放在不同的地方。除了贴身保存的卡和钱包，至少要
把一张卡藏在别的地方，如果在路上你丢了卡可没那么容易补办。
网吧里慎用信用卡，有些网吧可能安装了能记录键盘输入的软件。

★ 把所有重要的文件，包括护照、签证页、保险等，复印上几份，
和原件放在不同的地方。同时，扫描好所有的重要文件放在自己的
邮箱里。即使行李全部丢了，只要能上网，就能找到需要的文件。

★ 出发之前买好保险。如果你在海外生病或者受伤，即使是一点小
伤，也可能要付出高昂的费用。所以保险还是划算的，而且有时是
办签证的必要条件。

★ 在任何公共场合，都不要让自己的物品处于无人看管状态。虽然
这属于常识，但是总有人会犯这种低级错误。

★ 特别感谢
特别感谢以下网友的贡献：suidouble  五月花  TNT-Kent  
tracyrain920  whmann2002  羚羊清肺  大兔子那那

穷游锦囊的内容由网友提供，如果发现文中的信息有错误，请发送
邮件到：guideeditor@qyer.com，我们会在第一时间更新。
请访问穷游网获得更多内容：qyer.com

        澳门各个博物馆内都有纪念品专柜，可以选购一些不错的旅游
      纪念品。澳门博物馆出售各种有关澳门精致手工艺品；海事博
物馆出售一些书籍和帆船模型，以及其他有关航海的纪念品。

新马路末端的文化会馆原为当铺，现在已改建为典当业展示馆，旁
边的“精点廊”和“艺品广场”售卖特色手信食品、工艺品、明信
片、书签等。在一楼还有金庸图书馆可以参观。

在大三巴牌坊附近的商店可买到不同种类的明信片。民政总署大楼
内的小商店有一些不错的书籍和当地艺术家的作品出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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