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澳門瘋文創
達人帶路．雷艾美領遊．蹓躂   大文青新區

近幾年，澳門興起一股文創風，不論官方或民間都樂意提供展演基

地和創作平台，讓藝術創作者有盡情發揮的空間並有機會直接與參

觀者交流。透過在地達人的帶路，雷艾美率先體驗，歡喜當起在地

文青，在充滿異國風情的巷弄裡尋訪那一分分的藝文趣味。

撰文：張慧娥／攝影：蘇一維、張慧娥／圖片提供：Liko Yeung、Angie Wong、Phoebe K
ok ／

版面設計：王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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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適合文青街拍的繽紛街區

從瘋堂斜巷至塔石廣場一帶，保存大量完好的葡

式建築，有同色系或對比色系深淺交錯的繽紛建物、

葡式砌法的石頭路面、歐陸風格的街燈，構成迷人的

南歐風情，每個轉角、每棟建築都是街拍的最佳背

景。遊客可以瘋堂斜巷十號創意園為起點，信步游走

在各個文化創意空間。與TO'GO同行前往澳門的藝人

雷艾美也驚呼這裡實在太美了，還在附近店家找到自

己最愛的翻糖蛋糕小道具。

淡黃色外觀搭配墨綠色百頁門窗的瘋堂斜巷十

號創意園，設有2個展覽廳和10間小型展室、藝術教

室、圖書室和戶外表演區，建築內部保留原有的壁

爐、石柱和美麗旋轉梯，人文味十足。在園區服務的

楊力虹說，定期展覽大約3星期→1個月更換一次，駐

園展覽則為期一年。她還推薦位於聖祿杞街的澳門時

尚廊，該地定期舉辦展覽、服裝期限店、講座及工作

坊等活動，展現澳門原創時裝的實力。

隔壁的黃色葡式建築已有百年歷史，是原稱「仁

慈堂婆仔屋」的藝竹苑，定期舉辦藝術展覽和發表

會，庭院裡矗立二棵虯枝盤曲的老樟樹，顯得環境清

幽雅緻。往下走，經過望德聖母堂來到塔石廣場，偌

大的廣場一側林立著文化局、中央圖書館、塔石藝文

館等單位的優雅建築，保證讓您拍照拍得流連忘返。

  東東陽光咖啡美食

想吃出色的平價澳葡料理，

就到距離塔石廣場不遠的東東

陽光咖啡美食餐廳。推薦必吃

葡國雞和馬介休球，葡國雞的

濃稠湯汁是以椰漿、咖哩加上

番茄丁煮成，配上洋蔥、馬鈴

薯和雞腿肉等，味道層次豐

富；酥脆的馬介休球沒有醃鱈

魚的濃重腥味，非常好吃。

  禮記雪糕

老字號的禮記雪糕冰室，不

論店面樣式或冰品製做都維持

傳統。店內裝潢仍是60年代冰

果室的氛圍，可以分切的雪糕

磚、小姑娘圖樣外包裝的雪糕

三明治，以及未添加牛奶，融

在口中滿是天然椰子、芒果或

芋頭香的雪糕，最能勾起四&五

年級生的童年記憶。

帶路達人

楊力虹（Liko）

職 銜／瘋堂斜巷十號創意園營運助理

推薦點／婆仔屋、澳門時尚廊

沙嘉都喇街16號F 荷蘭園大馬路12號地下

瘋堂斜巷

望德堂
區

瘋堂斜巷和附近街道是近來最熱門的文化創

意產業基地，包括視覺藝術、服裝、影像、

動漫等產業的創作者，紛紛進駐櫛比鱗次的

閒置葡式建築，讓整個園區充滿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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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瘋堂斜巷周邊充滿色彩繽紛的建築，讓雷艾美讚歎每個背景都適合拍照 3仁慈堂婆仔屋園內的鉻黃色建築和綠色老樟樹相當搶眼 
4愛狗的雷艾美看著狗狗主題四格漫畫，特別有感

5這棟白色的大瘋堂藝舍是九十多年歷史的建築，廊柱和拱門的雕花優雅細緻 6瘋堂斜巷的石頭花紋路面為葡萄牙式特殊砌法 7周末假日在瘋
堂斜巷常見街頭藝人表演 8塔石廣場周遭林立的多彩建築全是政府機構和附屬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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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畔曬悠閒．看展覽

澳門的範圍不大，如搭乘各大酒店接駁車往返於

澳門半島和氹仔間，一定會行經與地標建築澳門旅遊

塔鄰近的南灣湖。在寬廣湖面的西北角，有處新開發

的休憩區域──雅文湖，只見當地居民和遊客在岸邊

步道輕鬆漫遊、在湖上踩踏天鵝船，或好奇地探訪每

個藝術展覽，周末的廣場上還有戶外表演，讓人只想

自在徜徉於這個慵懶舒適的環境。

南灣．雅文湖畔規畫許多文創展覽和產品展售空

間，如果沒時間一一體驗，澳門旅遊學院公關主任

Angie Wong以在地人的角度，推薦雷艾美與要到澳門

的您，一定不能錯過由文化局和慈善團體在S4商鋪共

同開設的「微笑工房」，這裡展示並銷售傷健人士的

原創產品。室內藝墟每天開放，販售港澳、新加坡和

馬來西亞等地的文創產品與手作品，也有DIY教室可

學習紙藝、麵粉黏土捏製、乾燥花組裝等手作課程；

室外藝墟則只在周末舉辦活動，以展售澳門、香港和

中國的文創產品為主。艾美一一參觀各攤位後，對於

澳門當地的文創實力如此精采，留下深刻印象。

   旅遊學院咖啡廊

雅文湖畔的旅遊學院咖啡廊是由澳門旅

遊學院營運，也是該校學生的實習環境。

在湖區逛累了，不妨進來咖啡廊點份餐

飲，坐在室內欣賞藝術畫作或坐到戶外區

欣賞無敵湖景。店裡的人氣飲品是特色鮮

榨果汁，艾美選擇的是以木瓜、南瓜和柳

橙組成的「夏日之戀」鮮榨果汁，再搭配

奶香濃郁的藍莓起士蛋糕和可飽足的特色

三明治，享受悠閒的氣氛。

帶路達人

Angie Wong

職 銜／澳門旅遊學院公關主任

推薦點／天鵝船、室外周末藝墟、

微笑工房、旅遊學院咖啡廊、主教山

11:00→22:00

2016年6月正式對外開放的南灣．雅文湖

畔，是一處結合水上遊樂設施、特色餐飲、

藝廊和文創商店的休閒廣場，在湖邊走走逛

逛、踩踩天鵝船，享受另類的澳門假期。

南灣．雅文湖畔

南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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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南灣．雅文湖畔是一處兼具文創與休閒功能的基地 2湖畔藝廊內定期更新展覽主題，月月有新創意 3室外藝墟攤位多為手工藝類的文創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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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6在雅文湖畔隨處可見
小清新的藝術創作品，例如
內鑲乾燥花的字母鑰匙圈、
可愛貓咪陶偶、附耳掛的人
物彩繪冷泡茶包

▲Angie特別推薦從主教山頂欣賞西灣、南灣湖和澳門旅遊塔組成的美麗夜景 ▼遊客可踩踏天鵝船優游雅文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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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眼的特色文創商店街

從澳門著名地標大三巴牌坊旁的大三巴街轉進大

關斜巷，順著階梯來到俊秀圍，眼前的可愛動物造型

雕塑和繽紛的藝術裝置讓人眼睛一亮。負責將俊秀圍

和周邊街區重整並營造新風貌的創意總監區德禮表

示，關前街和俊秀圍在幾百年前是澳門的第一個商業

區，卻因沒落而被遺忘。他以「開心、童真、童趣

味」為主軸，將此區打造成新潮產品和餐飲店集中

漁村變身享樂新熱點

昔日為漁村的舊城區，是氹仔最具歷史感且保存

最完整的地方。區內有融合葡萄牙和中國風格的老建

築、透著傳統味的商店小屋，以及鋪滿鵝卵石的古樸

街道；近期經過社區總體營造，蛻變為提供各式創新

餐飲、購物、多元藝術和娛樂設施的樂活街區。

地，每家店有不同的主題，

有專售香皂和香氛、或趣味

藝品的店家，可以邊喝各國

手工啤酒邊打電動遊戲的店

家，還有將餐車開進店裡的

小吃餐廳，每一家都值得您

停留造訪。

在地人郭慧怡服務於協助舊城區轉型的氹仔城區

有限公司，在她的帶領下，雷艾美以官也街為起點，

穿梭在巷弄中尋找趣味十足的壁畫、具有異國風情的

小物，並在「藝術空間」展場欣賞本地與國際藝術家

的精心傑作。

葡萄牙第一大香氛品牌CASTELBEL專賣店

就位於俊秀圍巷內，包括香氛、手工皂和護

手霜等產品都以天然植物為萃取素材，而且

包裝優雅精美讓人愛不釋手。除了經典的藍

彩青瓷系列、舞蝶仙境系列等熱賣品，

還有澳門限定版的蓮花香味香皂。偷偷

告訴您，澳門進口的葡國商品價格相

當優惠，據說該店部分商品比台灣售

價便宜6成。

座落於官也街入口處的「官也墟」，建築

外表繪滿代表澳門早期生活方式的卡通化人

物。地面樓除了有80年老店咀香園的伴手禮

外，還有琳瑯滿目的澳門佳作旅遊紀念品，

如鑰匙圈、名片夾、頸枕等；1樓是「梳

打熊貓Sodapanda」的主題產品區，包括服

飾、玩具和生活用品，都可見到梳打熊貓的

頑皮身影；2樓則有毛竇、AO2、Follow等

在地設計師品牌商品。

在馬來西亞，華人與馬來人通婚生下的

後代稱為「土生華人」；在澳門，華人與葡

萄牙人生下的後代則叫「土生葡人」。拾8

咖啡的女老闆是土生葡人，曾任五星飯店西

點師傅，她將正統葡國菜的重鹹口味略加調

整，再融合中國料理的精神，讓沙丁魚撻、

馬介休撻更易入口；而充滿果香、口感濕潤

的橙卷也降低甜度，配上微酸甜的檸檬冰

茶，是最佳下午茶組合。

成立約2年的Quarter Square是家兼營咖啡

店的時尚生活精品店，店內的陳設雅緻自成

一格。老闆Alberto經常前往歐洲帶回富設計

感和時尚感的生活精品、家飾品、沐浴乳、

護手霜等有機身體用品等，熱情的他也歡迎

客人點杯咖啡，坐下一起分享家居設計概

念。店裡另一個吸睛焦點是2隻可愛的寵物

狗──比熊犬和鬥牛犬，經常成為遊客關注

的目標。

與俊秀圍平行的關前後街聚集不少新潮的

特色商店，其中，蒐集各國人氣泡麵的「泡

一泡World Cup」就是一家搞怪的店。貨架

上展示來自日本、韓國和台灣的多款品牌泡

麵，連台灣菸酒公司出品的神級杯麵──花

雕雞麵和麻油雞麵都有。如果想在現場即泡

即食也沒問題，店內還提供清純可愛的杯緣

子，或是令人臉紅心跳的性感小人偶作為鎮

壓泡麵杯蓋的輔助品。

澳門曾是葡萄牙的殖民地，當地人

的生活方式深受葡國文化影響。由氹仔

舊城區著名的山度士葡式餐廳創辦人所

開設的「山度士葡國商店」，特別引進

來自葡萄牙的優質食品和美酒，包括橄

欖油、罐頭沙丁魚、火腿、咖啡、茶、

糕點、伴手禮、以及其他的傳統葡國美

食，1樓的美酒專區還陳列種類齊全的葡

萄牙酒品，2樓則是貯酒專區。

帶路達人

帶路達人

區德禮（Eurico）

職 銜／創意總監

推薦點／關前街、俊秀圍

郭慧怡（Phoebe）

職 銜／氹仔城區有限公司盛事

及項目策畫副理

推薦點／遊走舊城區的街角小

巷，感受仿若歐陸小城的風情和

獨特的風景

早年匯集懷舊和古董商品店家的俊秀圍，現在

搖身一變，成為澳門最亮麗繽紛的時尚文創步

行街，您可以與裝置藝術合影、購買稀奇古怪

的商品，還能品嚐土生葡人料理的美味。

澳門最新的休閒飯店全匯聚在五光十色的金光

大道兩側，但毗鄰的氹仔舊城區卻有著遺世的

寧靜，踩在鵝卵石砌的古樸街道，探索小巷內

的藝術驚喜，享受不同凡響的休閒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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俊秀圍

大三巴

氹仔舊城區

氹仔

1

2

3

1光是看到俊秀圍這麼熱鬧的布置，就讓人忍不住要一探究竟 2Beer Temple 2內蒐集各國特色手工啤酒，天花板並吊掛許多空酒瓶作為裝飾 
3拾8咖啡（CAFÉ SAB 8）店內裝潢有文青風

官也街聚集手信、紀念品和甜品店，整日遊客絡繹不絕 葡萄牙藝術家亞歷山大．法圖的牆上創作

飲 酒 過 量    有 礙 健 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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