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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
聖
堂

■今年的荷花節共展出六十多個品種、六千盆荷花。（施虹羽 攝）
■今年的荷花節，在
主會場的佈置上，將
荷花與傳統嶺南式建
築相結合，塑造出嶺
南風貌，再加上生氣
盎然的濕地荷花，野
趣與庭園景觀相互輝
映。（施虹羽 攝）

精彩活動

荷香樂滿城－
第十五屆澳門荷花節

每
■年 月荷花節的主要展覽場地就包括
位於仔的龍環葡韻。（施虹羽 攝）

母

﹂

模

龍環葡韻住宅式博物館

澳
■門八景之一 龍環葡韻 ，即龍環葡韻住宅式博物館。

﹁

為方便仔的天主教徒參與彌撒及宗教
活動，以及配合天主教教士的傳教需要，
嘉模聖母堂在當時的仔駐軍司令官馬德
的提議下，由時任澳門教區主教蘇沙決議
於 1885 年建造完成，成為仔唯一的天
主教堂。樓高三層的嘉模聖堂，外牆粉刷
上淡黃色彩，予人浪漫溫馨的感覺，加上
對面是辦理澳門婚姻註冊的政府部門，聖
堂正好成為新人理想的拍攝景點。堂外建
有公園、涼亭等供遊人休憩，是郊遊放鬆
的好去處。

「荷香樂滿城－第十五屆澳門荷花節」除了在
澳門多個主要公園、街道的綠化帶、主要名勝、
旅遊點種植及擺設盆荷外，還於多個場地舉辦一
系列以荷花為題的活動。活動於 6 月 13 日在仔
龍環葡韻揭開序幕，該主打場地還設有荷花飲食
文化展、嶺南水鄉－荷花展園、江南荷畔 – 荷花
藝展、荷文化圖文展等展覽。另設有荷花黏土、
荷花立體卡紙藝、荷花花燈、手繪荷花扇和荷花
人體彩繪等工作坊，以及荷花生態導賞等多個精
彩活動，讓您以不同角度欣賞荷花之美。此外，
池塘裡種滿荷花且充滿園林風格的盧廉若公園、
清幽的仔花城公園也是個賞荷的好去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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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澳門國際龍舟賽

韻
情
感受葡 風
開放時間：10:00 - 18:00，17:30後停止入場，逢星期一休息，星期日免費參觀
票
價：成人票－澳門幣伍圓正 學生及團體票－澳門幣貳圓正
（12歲以下及65歲以上免費入場）

又到了荷花飄香的季節，漫步仔舊城小巷，欣賞相

暢遊仔

互輝映的中西歷史建築，從供奉各式神像的廟宇到仔
唯一的一座天主教堂，細細品味仔昔日情懷。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施虹羽 澳門報道

到了仔，最不能錯過的景點就是號稱澳門八景之一的「龍環葡
韻」。六月正值澳門荷花節，在龍環葡韻前的一大批紅樹林濕

地前，如今是一池盛開荷花。沿石階梯而上，一座米黃色的教
堂，那是仔唯一的天主教教堂。穿過教堂，走過嘉模會堂，沿
石階而下，那便是仔舊城墻最熱鬧的官也街了。

北帝廟是仔規模較大的廟
宇之一，亦是仔區唯一一座
內設有「拜亭」的廟宇。據廟
內石碑記載，北帝廟至少有 160
年歷史。從前的仔島居民以
漁民為主，對漁獲最為關注，
由於民間信奉北帝有統理北
方、治水禦火的神力，因此經
常祭祀北帝，並在當地建立北
帝廟。每年農曆三月初三日的
北帝誕，一連串的神功賀誕慶
祝儀式在廟前舉行，鑼鼓喧
天。 閒時更可在附近租借單車
暢遊仔舊城的風光。

路歷史館

路歷史館建於十九世紀後期，前身為海島
市政廳大樓，昔日見證海島市議事公局、海
島市市政廳、臨時海島市政局等時期，扮演離
島行政中心的重要角色。2006 年改建成為保存
路歷史文化的展館，呈現往昔路社會民生
的環境變遷。館內更展出首次由澳門主導的考
古發掘遺址以及多件珍貴文物，值得參觀。站
在懷舊的街區，品嚐該區的特色豬扒包、咖
喱等風味小食，仰望氣派奪目的大樓，與周
邊的舊城小屋相互映襯。

開放時間：10:00 - 18:00，
17:30後停止入場，逢星期一休息，
星期日免費參觀
票
價：成人票－澳門幣伍圓正，
學生及團體票－澳門幣貳圓正
（12歲以下及65歲以上免費入場）

■館內更展出首次由澳門
主導的考古發掘遺址以及
多件珍貴文物，值得參
觀。

■路歷史館建於十九世
紀後期，前身為海島市政
廳大樓。

■2015年澳門國際龍舟賽精彩激烈。
比賽日期： 6月13日、14日及20日
比賽地點：南灣湖水上活動中心

自拍遊澳門 大賞到你手
拿出你的手機，下載《論區行賞》手機應用程式，透過應
用程式，每條步行路線均有兩個指定拍攝景點，在任何一條
路線的兩個指定景點拍攝兩張「自拍」照後，可到旅遊局轄
下任一旅客詢問處（分別位於議事亭前地利斯大廈、外港客
運碼頭、關閘、澳門國際機場、仔臨時客運碼頭），出示
你的兩張「自拍」照，即可獲得紀念品乙份。
旅客可於手機應用程式上載兩張自拍照，即可參加抽獎。
獎品包括雙人來回機票，Apple iPad（Wi-Fi版最新型號），
三星Galaxy Table（Wi-Fi版最新型號）等你來拿！
活動時間：6月12日起至11月30日
詳情請瀏覽旅遊局網站 www.macautourism.gov.mo，
或掃描《論區行賞》手機應用程式二維碼查詢。

■ 自拍遊澳門，大賞到你手。

識飲適食
「西洋菜餐館」裡的西洋菜
位於南灣商業區旁一住宅屋苑的轉角處的西洋菜餐館，英文名取其
同音則為「SEEK YOUR CHOICE」，主打歐陸簡單經典菜式，
顧名思義是一間料理西式菜的餐館。當我們走進餐館時，兩層樓的餐
館，小巧卻頗有私房菜家庭式的溫暖。走上二樓，隔玻璃見到大廚
阿泰的廚房，專業程度可見一斑。大廚阿泰表示，餐館主張以「要做
好，而非好做」的態度對待菜式以及客人。
在菜式上，今次要重介紹法式香草茄蓉煮比目魚配時令海鮮和
帕瑪臣雜菌燴米形意粉。法式香草茄蓉煮比目魚配時令海鮮的茄
蓉，大廚很坦誠的表示用罐頭茄醬來調製，高超技藝會將不完美變
成美味！名為意粉，實質太像米粒的帕瑪臣雜菌燴米形意粉，混合
帕瑪臣芝士粉及雜菌，口感似飯又似粉，非常過癮。此外，他家的
西洋菜蟹肉雪茄十分具有創意，且充滿驚喜，值得一試。
南灣湖圍67號南灣半島地下G座（FIT財富中心對面）
營業時間：星期二至星期日
（逢星期一休息）
12:00-22:00
電
話：2871 4150/6360 7490

■法式香草茄蓉煮比目魚配時令海鮮

帕
■瑪臣雜菌燴米形意粉

■仔天后古廟（天后宮），是仔最古老
的廟宇之一。

北帝廟是仔規模較大的廟
■
宇之一，亦是仔區唯一一座
內設有「拜亭」的廟宇。

■每年農曆三月初三日的北帝
誕，一連串的神功賀誕慶祝儀式
在廟前舉行，鑼鼓喧天。

澳門國際龍舟賽由體育發展局及中國
澳門龍舟總會聯合主辦，端午節划龍
舟不單成為了本澳大受歡迎的節慶活
動，澳門國際龍舟賽更已經成為本澳重要的體
壇盛事，而且比賽規模越辦越大，參加人數越
來越多，每年皆吸引數千中外健兒齊集本澳，
參加這項一年一度的盛事。自 2001 年起，增
加了國際大學生男女子組賽事。
此外，在龍舟賽期間，位於南灣湖廣場，將
會舉行以慶祝澳門申遺成功十周年的澳門歷史
城區圖片展，透過圖片展向各界展示「澳門歷
史城區」的組成、價值以及主要文物建築。

位
■於 南 灣 商 業 區 旁 一 住 宅
屋苑的轉角處的西洋菜餐館

天后宮建於乾隆年間，根據廟內一口古鐘
上鑄有「乾隆五十年置」的字樣，印證此廟
至少在 1785 年已存在，是仔最古老的廟
宇之一。天后即媽祖，相傳她從小懂得預言
吉凶，常顯靈海上，幫助商人及漁民消災解
難，化險為夷，故本澳漁民非常信奉。天后
宮原有規模頗大，內存放珍貴古匾、古鐘、
香案等珍貴文物。現僅存主殿供奉天后。

仔北帝廟

據廟內雲石刻文字可知創廟年約為光緒
二十八年（1902 年），廟內有一尊鑲上金
箔、超過百年歷史的觀音像，甚具價值。
由於日久失修，2004 年政府予以修復。
「觀音」引自《佛經》，即「傾聽人世間
悲憐的聲音」，是中國民間最普遍的信
仰。觀音形象端莊慈祥，民間均相信觀音
大士都具有無量的智慧和神通的力量，普
渡眾生人間的疾苦。

 仔 天 后 古 廟 ︵ 天 后 宮 ︶

街

仔嘉善堂亦即醫靈廟，始
建 於 光 緒 二 十 六 年 （1900
年），毗近仔觀音堂。醫靈
廟內供奉醫靈大帝神像，其實
醫靈大帝所指的是古代醫術高
明、藥學精湛的醫師和藥師的
化身，即華佗、孫思邈、扁鵲
等，而並無指特定某一神靈。
廟大門口是一道木趟櫳門，在
澳門較為少見。

仔觀音堂

也

■每逢周日，在官也街街口，都會舉辦仔市集。

一氣呵成，貫穿仔舊城的
主要馬路，全長不過560米，從
施督憲正街到告利雅施利華
街，相連的兩條街，最寬之處
不過 7 米，最窄的只有 4 米。即
便如此，在這560米的小街上，
其街道兩側也竟有4 座各具特色
的中式廟宇。到了告利雅施利
華街的街尾，一座薄荷綠的大
型建築——路歷史館，與其
周邊的舊城形成鮮明的對比。


■仔醫靈廟（嘉善堂），供奉醫靈大帝神像。

官

官也街地處澳門仔居民聚居的中心地
帶，走在街上，昔日仔舊區的風韻映入眼
簾，兩旁一座座歷史悠久的食肆為老街引來
絡繹不絕的遊客。1983年，官也街被開闢為
行人專用區，是當時澳門首個行人專用區，
從此街內不少手信店、甜品店逐漸開業，特
色菜餚、傳統禮餅、牛軋糖及特色甜品在喧
鬧的街中隨處可見，成為遊客來仔必到的
地區。早在十九世紀建有的舊街市，亦隨
街市遷出後於 2003 年改建為廣場供市民及
遊客作休憩之用。現時，政府每周定期舉辦
推廣本澳文化創意發展的仔市集，喜歡手
作小物的遊客切勿錯過。

仔醫靈廟︵嘉善堂︶

嘉模會堂

沿斜坡而上，一座座當年土生葡人聚居的
房子呈現眼前，蜿蜒交替，顏色鮮明，而且
以兩層樓的平房為主。嘉模會堂前身為仔
的電燈總局，曾是仔唯一公營的發電廠，
為仔居民提供電力。2007 年，電燈總局被
改建為嘉模會堂，成為多用途文藝表演活動
中心，經常舉辦不同類型的專題講座，成為
文娛康樂活動表演的平台。

■仔唯一的天主教堂——嘉模聖母堂

嘉
■模教堂對面的婚
姻登記冊，令不少前
來登記的情侶在教堂
前地合影留念。

龍環葡韻住宅式博物館是以五幢葡萄牙特色的建築組成的博物館，這五幢住宅以不
同的主題命名，分別為：土生葡人之家、海島之家、葡萄牙地區之家、展覽館及迎賓
館。它是仔極具特色的景點之一。1992 年，該五幢建築景區被評定為澳門八景之一
「龍環葡韻」。昔日，葡式住宅岸邊種有一片紅樹林濕地，景色怡人。時至今日，大
型旅遊娛樂設施於毗岸林立，龍環葡韻見證仔島的城市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