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澳門簡介
四百多年前，澳門還是一條小漁村，她的本名又為濠(蠔)鏡澳，因為當時的泊口

可稱為「澳」，而其地又以出產蠔聞名。

澳門的葡文名字源于漁民非常敬仰的一位中國女神─天后，她又名娘媽。人們在
她登岸顯靈的地方，建了一座廟宇供奉這位娘媽。

十六世紀中葉，第一批葡萄牙人抵澳時，詢問居民當地的名稱，居民誤以為指廟
宇，答稱「媽閣」。葡萄牙人以其音而譯成“MACAU”，成為澳門葡文名稱的由來。

澳門自1999年回歸後，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依據澳門基本法
實行高度自治。在「一國兩制」方針指引下，澳門社會和經濟方面的特色予以保留並
得以延續。澳門人口約有652,500人，其中大部份居民住在澳門半島，兩個離島人口
較少。澳門居民以華人為主，佔總人口九成以上，其餘為葡籍、菲律賓籍以及其他國
籍人士。中文和葡文是現行官方語言。英語在澳門也很通行，可在很多場合應用。

面�積

澳門地區由澳門半島、氹仔和路環組成。總面積共30.5平方公里，其中澳
門半島9.3平方公里、氹仔7.6平方公里、路環7.6平方公里、路氹填海區6.0平方
公里。

貨�幣

澳門的官方貨幣單位是澳門幣(PATACA)。紙幣面額計有10圓、20圓、50圓、
100圓、500圓及1000圓六種；硬幣有1毫、2毫、5毫、1圓、2圓、5圓和10圓七
種。1美元約兌換澳門幣8圓。港幣100元約兌換澳門幣103圓。

氣�候

澳門全年氣候溫和，平均氣溫約23℃(73℉)，全年溫差變化在13℃(55℉)至
32℃(90℉)之間；濕度較高，年均濕度達79%；全年降雨量約2,058毫米。

十月至十二月為澳門的秋季，是旅遊的理想季節，氣候溫和，濕度低。冬
季(一月至三月)雖較寒冷，但陽光普照；踏入四月，溫度逐漸上升；五月至九
月，天氣炎熱，有時有颱風。

MacaO
Fishermen from Fujian and farmers from Guangdong were the first known settlers in 

Macao, when it was known as Ou Mun, or 'trading gate', because of its location at the 
mouth of the Pearl River downstream from Guangzhou (Canton).

In the early 1550s the Portuguese reached Ou Mun, which the locals also called A Ma 
Gao, 'place of A Ma', in honor of the Goddess of Seafarers, whose temple stood at the 
entrance to the sheltered Inner Harbour. The Portuguese adopted the name, which 
gradually changed into the name “Macau”.

Macao is a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since 20th 
December 1999, and, like Hong Kong, benefits from the principle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The total population is estimated at around 652,500. Over 90% of Macao 
residents are ethnic Chinese. The remaining includes Portuguese, Filipino and other 
nationalities. Chinese and Portuguese are the official languages, being Cantonese the 
most widely spoken. The official languages are used in government departments in all 
official documents and communications. English is generally used in trade, tourism and 
commerce.

AREA 
The Macao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has an area of 30.5sq.km, comprised of the 

Macao Peninsula (9.3sq.km and connected to Mainland China), Taipa (7.6sq. km) and 
Coloane (7.6sq.km) and the reclaimed area COTAI (6.0sq.km). 

CURRENCY
The Pataca (MOP$)  is divided into 100 avos and it is Macao's official currency .There 

are banknotes and coins. Hong Kong dollar (HK$) is accepted in Macao. The exchange 
rate is MOP$103.20=HK$100.00. There is an acceptable variation up to 10%. Roughly 8 
Patacas is equivalent to 1 US Dollar.

CLIMATE 
The climate is fairly warm and tropical climates. Annual average temperature is about 

23ºC (73ºF) and ranges from 13ºC (55ºF) to 32ºC (90ºF). Humidity levels are high and 
annual average value is around 79%. Annual rainfall is 2,058mm, mostly during summer.

Autumn (October – December ) is the most pleasant season. Days are sunny and warm 
and humidity levels are low. Winter (January – March ) is cold but sunny .In April, 
humidity increases and from May to September, the climate becomes hot, humid and 
rainy with occasional tropical storms (typho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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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市區線

�1� 媽閣↔河邊新街、司打口、內港碼頭、十六浦、提督馬路、紅街市、跑狗場、台山↔關閘

�1A� 筷子基↔台山街市、三角花園/蓮峰廟、慕拉士、外港碼頭(皇朝方向)、金沙/漁人碼頭↔科英布拉街(皇朝區/星際)

� 2�永寧廣場↔祐漢街市、慕拉士、澳電、塔石、水坑尾、南灣、新馬路、內港碼頭、司打口、河邊新街↔媽閣

� 2A� 東方明珠↔東北區、慕拉士、澳電、塔石、水坑尾↔亞馬喇前地(葡京)

� 3� 關閘↔台山、提督馬路、紅街市、十六浦、新馬路、葡京、新口岸(假日、理工、金沙/漁人碼頭)↔外港碼頭

� 3A� 司打口↔內港碼頭、新馬路、南灣、新葡京/永利、星際/凱旋門、觀音像、文化中心、科學館、金沙/漁人碼
頭、外港碼頭、東北區↔關閘

�3AX� 關閘→勞動節大馬路/廣華、漁人碼頭、勵庭海景酒店、新口岸/文化中心、捐血中心、仙德麗街→亞馬喇前地(葡京)

� 3X�關閘→提督馬路、紅街市、十六浦、新馬路→亞馬喇前地(葡京)→新馬路、十六浦、林茂海邊、筷子基社屋→關閘

� 4� 筷子基→雅廉訪、塔石廣場、水坑尾、南灣、新馬路、十六浦、紅街市、跑狗場→筷子基

� 5� 關閘→台山、高士德、羅理基、南灣、新馬路、內港碼頭、河邊新街→媽閣→河邊新街、內港碼頭、新馬路、
南灣、水坑尾、塔石、荷蘭園、高士德、台山→關閘

��5AX�媽閣→河邊新街、十六浦、筷子基社屋→關閘馬路、提督馬路/雅廉訪→羅理基、南灣、新馬路、司打口、下環→
媽閣�(早上繁忙時間行駛；星期日及公眾假期停駛)

��5X� 筷子基北灣→美副將、鮑思高、外交部、文化中心、皇朝、葡京/永利、新口岸→高士德、筷子基社屋→筷子基
北灣�(假日不設服務)

� 6A� 永寧廣場→慕拉士、澳電、高士德、紅街市、提督馬路、十六浦、新馬路、南灣、葡京、加思欄、山頂醫院、東望洋
新街、羅理基、南灣、新馬路、十六浦、紅街市、高士德、美副將、澳電、慕拉士、祐漢→永寧廣場

� 6B� 凱泉灣→司打口、河邊新街、媽閣廟、西灣、南灣、葡京、加思欄、山頂醫院、南灣、媽閣→凱泉灣(假日不設服務)

� 7� 東方明珠→黑沙環/東北區/祐漢、望廈、新橋區、三盞燈、沙嘉都喇街、塔石廣場、水坑尾、南灣、葡京、總
統酒店→城市日前地(永利/美高梅)→亞馬喇前地(葡京)、南灣、水坑尾、鏡湖醫院、連勝馬路、筷子基、台山、
三角花園、黑沙環/東北區/祐漢�→東方明珠

� 8� 青洲→三盞燈、沙嘉都喇街、塔石廣場、水坑尾、葡京、美高梅、觀音像、文化中心、科學館、金沙/漁人碼頭→回
力/海立方→科學館、皇朝區、永利、財神、水坑尾、塔石廣場、社會工作局、鏡湖醫院、新橋區、俾利喇街、黑
沙環、蓮峯廟→青洲

� 8A�青洲→雅廉訪、盧廉若花園、塔石廣場、水坑尾、南灣、新馬路、十六浦、白鴿巢、鏡湖醫院�、新橋區、俾利
喇街、黑沙環、蓮峯廟→青洲

� 9� 關閘→高士德、塔石廣場、水坑尾、葡京→南灣、西灣→媽閣、下環街市、風順堂區、濠璟酒店、西灣→新葡
京、水坑尾、高士德、台山→關閘

� 9A�關閘→高士德、塔石廣場、水坑尾、葡京、南灣、立法會→旅遊塔→南灣、葡京、水坑尾、塔石、高士德、台山→關閘

� 10�關閘↔台山、慕拉士、新口岸(假日、理工、金沙/漁人碼頭)、葡京、南灣、新馬路、內港碼頭、司打口、河邊
新街↔媽閣

� 10A�外港碼頭↔金沙/漁人碼頭、科學館、文化中心、皇朝區、永利/葡京、南灣、新馬路、內港客運碼頭、司打口、河
邊新街↔媽閣

�10B� 關閘→祐漢街市、東北區、外港碼頭、新口岸(假日、理工、金沙/漁人碼頭)→南灣/亞馬喇前地(葡京)→新口
岸(假日、理工)→東北區、祐漢→關閘

� 10X�關閘→慕拉士、外港碼頭、金沙/漁人碼頭、澳門理工→亞馬喇前地(葡京)�(假日不設服務)

� 12� 永寧廣場↔望廈、澳廣視、塔石廣場、水坑尾、新葡京/永利、星際/凱旋門、觀音像、文化中心、科學館、金
沙/漁人碼頭、海立方↔外港碼頭

�16� 菜園涌邊街→關閘、紅街市、提督馬路、十六浦、內港客運碼頭、司打口、下環街市、風順堂區、濠璟酒店、
西灣、南灣、水坑尾、塔石廣場、雅廉訪、白朗古→菜園涌邊街

�26A�筷子基北灣↔台山街市、紅街市、提督馬路、沙梨頭、十六浦、新馬路、南灣、新葡京、氹仔孫逸仙馬路、花
城、運動場/華寶花園、科技大學/金光大道(新濠天地、威尼斯人、銀河、金沙城、新濠影匯)、路氹邊檢大樓、
駕駛學習暨考試中心↔石排灣社區、金峰南岸、熊貓館、路環市區、竹灣↔黑沙海灘

� 28A�外港碼頭→金沙/漁人碼頭、澳門理工、葡京↔麗景灣/新濠鋒/氹仔孫逸仙馬路、氹仔舊城區、運動場/華寶花
園、賽馬會、花城↔葡京、新口岸(假日、理工、金沙/漁人碼頭)→外港碼頭

� 30�李寶椿街↔台山/關閘、黑沙環、東北區↔湖畔大廈、海灣花園、氹仔舊城區、運動場/華寶花園、賽馬會、
濠景/氹仔中央公園↔宋玉生博士圓形地(新濠鋒/麗景灣)

� 30X�李寶椿街→關閘→海灣花園、湖畔、望德聖母灣(威尼斯人、銀河)、濠景/氹仔中央公園/新濠鋒/麗景灣、氹仔
孫逸仙馬路、麗景灣→葡京、假日、理工、觀音像、文化中心、金沙/漁人碼頭/水立方、黑沙環、東北區、台山→
李寶椿街(早上繁忙時間行走；假日不設服務)

� 33�筷子基→跑狗場、紅街市、提督馬路、沙梨頭、新馬路、南灣、葡京、麗景灣/新濠鋒/氹仔孫逸仙馬路、氹仔舊城區、
運動場、賽馬會、華寶花園、花城、葡京、南灣、新馬路、沙梨頭、提督馬路、紅街市、跑狗場→筷子基

� 34�菜園涌邊街↔關閘、祐漢、慕拉士、東北區↔湖畔大廈、海灣花園、氹仔舊城區、運動場/華寶花園、賽馬會、
花城↔海洋花園

�� 39�亞馬喇前地(葡京)→麗景灣/新濠鋒/氹仔孫逸仙馬路→湖畔大廈→聖公會中學/日昇樓/海灣花園、聚龍明珠、新
濠鋒/麗景灣、亞馬喇前地(葡京)

� 50�亞馬喇前地(葡京)↔麗景灣/新濠鋒/氹仔孫逸仙馬路、泉悅↔科技大學/新濠天地、永利皇宮、保齡球中心/東亞
運動會體育館、新濠影匯、路氹邊檢大樓、駕駛學習暨考試中心↔石排灣社區、金峰南岸、熊貓館↔路環市區

� 50B� 亞馬喇前地(葡京)→史伯泰/麗景灣、氹仔大中華廣場、泉裕豪庭、氹仔茵景園、澳門土木工程實驗室、機場貨
運站→駕駛學習暨考試中心

�51� 石排灣(蝴蝶谷大馬路總站)↔石排灣社區↔科大醫院、輕軌車廠↔關閘

� 51A�石排灣(蝴蝶谷大馬路總站)→石排灣社區→新濠影匯、銀河/威尼斯人、科大醫院、科技大學、機場→黑沙環、
東北區→海擎天→筷子基社屋→關閘、黑沙環、東北區→機場、科大醫院、科技大學、新濠影匯、銀河/威尼斯
人→石排灣社區→蝴蝶谷大馬路總站

�52� 石排灣(蝴蝶谷大馬路總站)↔石排灣社區↔銀河/百老匯、皇庭海景酒店、重型車輛駕考中心/和諧圓形地、
海洋花園海濱休憩區↔亞馬喇前地(葡京)

� 55� 石排灣(蝴蝶谷大馬路總站)→石排灣社區→重型車輛駕考中心、銀河/百老匯、皇庭海景酒店→媽閣、司打口、
下環→媽閣廟→銀河/百老匯、和諧圓形地→石排灣社區→石排灣(蝴蝶谷大馬路總站)

� 56�石排灣(蝴蝶谷大馬路總站)→石排灣社區→金光大道(新濠天地、威尼斯人、銀河、金沙城、新濠影匯)、湖畔大
廈、海灣花園→外港碼頭、金沙→海灣、湖畔、金光大道(新濠天地、威尼斯人、銀河、金沙城)→石排灣社區→石
排灣(蝴蝶谷大馬路總站)

� 59�聯生工業邨→輕軌車廠→關閘→輕軌車廠→石排灣馬路→聯生工業邨�

� 71�澳門大學↔銀河/百老匯、皇庭海景酒店↔海洋花園↔亞馬喇前地(葡京)

�73� 澳門大學→海濱圓形地→旅遊塔→葡京→黑沙環衛生中心、建華、廣華→葡京→旅遊塔→海濱圓形地→澳門大學

� AP1� 關閘→黑沙環、外港碼頭、金沙/漁人碼頭、北安、氹仔客運碼頭、機場、科大醫院、科技大學、泉悅、湖畔大
廈、海灣花園→外港碼頭、金沙/漁人碼頭、黑沙環→關閘

�AP1X�關閘→北安、機場、科技大學、泉悅、海灣→君悅灣→關閘�(繁忙時間服務；強制性假日不設服務)

��H3� 石排灣(蝴蝶谷大馬路總站)↔石排灣社區↔氹仔中央公園↔山頂醫院急診大樓

� MT1� 城市日前地(永利/美高梅)→葡京→麗景灣/新濠鋒/氹仔孫逸仙馬路、花城、運動場/華寶花園、威尼斯人/銀河/
新濠天地、氹仔客運碼頭、機場、科大醫院、科技大學、威尼斯人/銀河/新濠天地、運動場/華寶花園→花城、
麗景灣/新濠鋒/氹仔孫逸仙馬路→葡京→城市日前地(永利/美高梅)

�MT2� 城市日前地→葡京→海洋花園→賽馬會、濠景→�海洋花園→葡京→城市日前地

� MT3�高利亞海軍上將馬路→海濱、保利達、海灣花園、湖畔大廈、花城、運動場/華寶花園、銀河/威尼斯人、運動場/
華寶花園、湖畔大廈、海灣花園、黑沙環衛生中心、建華→高利亞海軍上將馬路

���MT4�關閘→林茂海邊、十六浦、司打口、媽閣、西灣→海洋花園、賽馬會、運動場、銀河/威尼斯人/金光會
展、路氹邊檢大樓、新濠影匯、永利皇宮、科技大學/新濠天地→氹仔客運碼頭→機場、科技大學/新濠
天地、永利皇宮、新濠影匯、路氹邊檢大樓、銀河/威尼斯人/金光會展、賽馬會、海洋花園→媽閣、
司打口、十六浦、林茂海邊、筷子基社屋→關閘

�MT5�湖畔大廈→百利寶/泉亮、濠景/氹仔中央公園/新濠鋒/麗景灣→葡京、總統、永利/美高梅、觀音像、皇朝
區→葡京→新濠鋒/麗景灣/濠景/氹仔中央公園/南新、泉亮→湖畔大廈(繁忙時間服務；假日不設服務)

��離島線

��15�海洋花園↔賽馬會、運動場、雍景灣↔科技大學/金光大道(新濠天地、威尼斯人、銀河、金沙城、新
濠影匯)、路氹邊檢大樓、駕駛學習暨考試中心↔石排灣社區、金峰南岸、熊貓館、路環市區、竹灣海
灘、黑沙海灘、黑沙村、鷺環海天酒店、九澳水庫、九澳聖若瑟↔九澳

� 15T� 黑沙海灘→海蘭花園/黑沙、黑沙水庫1、九澳高頂燒烤公園、和諧廣場/業興大廈、蝴蝶谷大馬路總站、
和諧廣場/樂群樓、九澳高頂馬路、黑沙水庫2→黑沙海灘(泳季的星期六、星期日及公眾假期行駛)

�35� 蘇利安圓形地→麗景灣/新濠鋒/氹仔孫逸仙馬路、湖畔大廈、運動場、威尼斯人/銀河/新濠天地、駕駛
學習暨考試中心→威尼斯人/銀河/新濠天地/永利皇宮、運動場、濠景/氹仔中央公園/新濠鋒/麗景灣、
菩提園、葡京花園、賽馬會、海洋花園→蘇利安圓形地

� 36�蘇利安圓形地→海洋花園、賽馬會、氹仔中央公園、湖畔大廈、氹仔客運碼頭、機場、科大醫院、科技
大學、雍景灣、湖畔大廈、氹仔中央公園/濠景/濠庭都會、賽馬會、海洋花園→蘇利安圓形地

� 37�松樹尾→澳門運動場、氹仔中央公園/濠景、氹仔孫逸仙馬路→聚龍明珠/氹仔東北、旅遊學院氹仔校
區、城市大學→氹仔孫逸仙馬路、氹仔中央公園/濠景、華寶、花城→松樹尾

���72� 澳門大學→銀河、泉悅、湖畔大廈、聚龍明珠、麗景灣/新濠鋒/氹仔孫逸仙馬路、威尼斯人/金光會展→澳
門大學

�通宵路線

�N1A� 筷子基北灣→青州、台山→祐漢、黑沙環、外港碼頭、金沙、皇朝區/星際、永利/美高梅、葡京→中
區、新馬路、提督馬路、沙梨頭、紅街市→筷子基北灣

� N1B� 筷子基北灣→青州、台山→提督馬路、紅街市、沙梨頭、新馬路、中區、葡京→永利/星際/總統、金
沙、黑沙環、祐漢、台山→筷子基北灣

� N2�筷子基北灣→高士德、文化中心、皇朝區/星際、永利/美高梅/總統、葡京、麗景灣/新濠鋒/氹仔孫逸
仙馬路、氹仔中央公園、華寶、湖畔大廈、海灣花園、北安→氹仔客運碼頭→機場、科大醫院、科技
大學、泉悅、氹仔孫逸仙馬路/麗景灣、葡京、永利、水坑尾、高士德、筷子基社屋→筷子基北灣

� N3� 媽閣↔河邊新街、內港碼頭、新馬路、中區、葡京↔麗景灣/新濠鋒/氹仔孫逸仙馬路、泉悅、科技大
學/金光大道(新濠天地、威尼斯人、銀河、金沙城、新濠影匯)↔路氹邊檢大樓↔石排灣社區、金峰
南岸↔路環街市(夏季線)

� N4� 筷子基北灣→青蔥大廈→工業園街→鴨涌河→筷子基北灣

��N5� 石排灣(蝴蝶谷大馬路總站)↔石排灣社區↔保齡球中心/東亞運動會體育館、永利皇宮、科技大學/新
濠天地、泉悅、湖畔大廈、氹仔中央公園、賽馬會、海濱、海洋花園↔亞馬喇前地(葡京)

��N6� 澳門大學→銀河/百老匯、氹仔中央公園、泉亮、泉悅→科技大學→泉悅、泉亮、氹仔中央公園、銀
河/百老匯、海濱圓形地→澳門大學

�港珠澳大橋邊檢大樓線

101X� 港珠澳大橋邊檢大樓→海上居、台山、筷子基海邊、沙梨頭海邊、十六浦、新馬路、殷皇子→亞馬喇
前地(葡京)→殷皇子、新馬路、十六浦、沙梨頭海邊、筷子基社屋、台山→港珠澳大橋邊檢大樓

102X� 港珠澳大橋邊檢大樓↔黑沙環東北、友誼馬路、金沙、總統酒店、永利↔泉澧、泉裕、花城、運動
場�/�華寶↔賽馬會

�機場直通快線

��港澳碼頭����外港碼頭禁區↔澳門機場(南停機坪)������氹仔碼頭����氹仔客運碼頭禁區↔澳門機場(南停機坪)

以上巴士路線資料只顯示部分巴士站，巴士路線資料參考自交通事務局網頁及巴士資訊網�(6/2018)。

�17� 白鴿巢→觀音堂、二龍喉、永援/粵華、東望洋新街(山頂醫院)、葡京、皇朝區、觀音像、文化中心、金沙、海
立方、東北區、關閘、雅廉訪、賈伯樂提督街→白鴿巢

� 18� 關閘→祐漢街市、東北區、慕拉士、澳電、塔石、水坑尾、南灣、旅遊塔、風順堂區→媽閣→內港客運碼頭、
營地大街、十月初五街、白鴿巢、鏡湖醫院、觀音堂、東北區→關閘

� 18A� 東方明珠→東北區、慕拉士、澳電、塔石、水坑尾、南灣、新馬路、十六浦、白鴿巢、鏡湖醫院、俾利喇街、慕
拉士→東方明珠

� 18B� 永定街→祐漢街市、東北區、慕拉士、澳電、塔石、水坑尾、南灣、旅遊塔→媽閣→內港、十六浦、沙欄仔、
白鴿巢、鏡湖醫院、觀音堂、東北區→永定街

� 19�永寧廣場→望廈、澳廣視、塔石、水坑尾、南灣、新馬路、十六浦、白鴿巢、鏡湖醫院、俾利喇街、祐漢→永寧廣場

� 23� 青洲→跑狗場、美副將、二龍喉、松山隧道、皇朝、美高梅/永利、南灣、立法會、旅遊塔、新葡京、星際/凱旋
門、皇朝、高士德、運順新邨→青洲

� 27� 青洲→台山、關閘、黑沙環、東北大馬路/保利達、君悅灣、關閘、台山、跨境工業區→青洲

� 28B� 青洲→三角花園、慕拉士、外港碼頭、金沙/漁人碼頭、澳門理工、假日、南灣、風順堂區、媽閣、西灣、南灣、葡
京、假日、澳門理工、回力/海立方、慕拉士、蓮峯廟→青洲

� 28C�關閘→美副將、二龍喉、永援/粵華、葡京/永利、假日、利澳酒店、澳門理工→回力/海立方→東方拱門、葡京、
山頂醫院、高士德、觀音堂、黑沙環、祐漢→關閘

� 29�青洲總站→台山街市、慕拉士馬路、漁翁街/勞工事務局、外港碼頭、旅遊活動中心、東方拱門、葡京酒店、十月
一日前地、北京街/假日酒店、理工學院、高美士/馬六甲街停車場、慕拉士、黑沙環馬路、拱形馬路→青洲總站

� 31T� 綜藝館↔外港碼頭�(祗限每年大賽車期間提供服務)

�� 32�筷子基→高士德、外港碼頭、金沙/漁人碼頭、澳門理工、新葡京、南灣、立法會、旅遊塔→燒灰爐、葡京、假
日、利澳、澳門理工、二龍喉、高士德、運順新邨、筷子基社屋→筷子基

� �H1� 山頂醫院→華士古花園、水坑尾、亞馬喇前地(葡京)、加思欄→山頂醫院

� �H2�筷子基社屋→青州社屋、望廈社屋→山頂醫院急診大樓→望廈社屋、青州社屋→筷子基社屋(假日不設服務)

���往返澳門↔離島

� 11�媽閣→河邊新街、內港碼頭、新馬路、葡京、海洋花園、南新花園、濠景/氹仔中央公園/新濠鋒/麗景灣、氹
仔孫逸仙馬路、氹仔舊城區、運動場/華寶花園、花城、湖畔大廈→聖公會中學/海灣花園、旅遊學院氹仔校區、
城市大學→宋玉生圓形地、葡京、新馬路、內港碼頭、河邊新街→媽閣

� 21A�媽閣↔河邊新街、內港碼頭、新馬路、新葡京↔氹仔孫逸仙馬路、泉悅、科技大學/金光大道(新濠天地、威尼斯
人、銀河、金沙城、新濠影匯)、路氹邊檢大樓、駕駛學習暨考試中心↔路環小型賽車場、金峰南岸、熊貓館↔
路環市區、竹灣、黑沙海灘、黑沙村、鷺環海天酒店、九澳水庫、九澳聖若瑟↔九澳油庫

�22� 祐漢第二街↔澳廣視、美副將、塔石廣場、水坑尾、葡京、麗景灣/氹仔孫逸仙馬路、氹仔舊城區、運動場/華
寶花園↔賽馬會

���25�關閘↔台山、美副將(離島方向)、高士德(關閘方向)、水坑尾、南灣、葡京↔氹仔孫逸仙馬路、泉悅、科技大學/金光
大道(新濠天地、威尼斯人、銀河、金沙城、新濠影匯)、路氹邊檢大樓↔石排灣社區、金峰南岸、熊貓館↔路環市區

�25AX� 關閘→東北區、葡京↔氹仔孫逸仙馬路、泉亮、科技大學/金光大道(新濠天地、威尼斯人、銀河、金沙城、新
濠影匯)→石排灣社區→金光大道(巴黎人)、氹仔孫逸仙馬路→葡京、東北區→關閘(早上繁忙時間行駛；強制性
假日不設服務)

� 25B�關閘↔白朗古、美副將(離島方向)/高士德(關閘方向)、水坑尾、南灣、新葡京、麗景灣/新濠鋒/氹仔孫逸仙馬路、花城、
運動場/華寶花園、科技大學/金光大道(新濠天地、威尼斯人、銀河、金沙城)↔蓮花圓形地、新濠影匯

�26� 筷子基北灣→台山街市、紅街市、提督馬路、沙梨頭、十六浦、司打口、下環、媽閣、旅遊塔→海洋花園、賽馬
會、運動場/華寶花園、花城、湖畔大廈、海灣花園、北安、氹仔客運碼頭、機場、科大醫院、科技大學/金光大
道(新濠天地、威尼斯人、銀河、金沙城、新濠影匯)、路氹邊檢大樓、駕駛學習暨考試中心→石排灣社區、金峰
南岸、熊貓館→路環市區→熊貓館、金峰南岸、石排灣社區、路氹邊檢大樓、金光大道(新濠影匯、金沙城、新濠
天地、威尼斯人、銀河)/科技大學、氹仔客運碼頭、機場、北安、海灣花園、湖畔大廈、花城、運動場/華寶花園、
賽馬會、海洋花園→旅遊塔、媽閣、下環、司打口、十六浦、白鴿巢、鏡湖醫院、新橋區、運順→筷子基北灣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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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macaotourism.gov.mo

�旅行常用基本信息

緊急電話�Emergency Numbers

查詢電話 Telephone Number Inquiry
天氣查詢  Weather Inquiry ....................................................................................... 1311
24小時天氣查詢熱線�24 hours Weather Inquiry Hotline ............................. 8898 6276

消費者委員會 Consumer Council
消費者委員會辦事處 Consumer Council O�ce................................................ 8988 9315

旅 遊 局  Macao Government Tourism O�ce
24小時旅遊熱線�24 hours Tourism Hotline........................................................ 2833 3000

查號台 Telephone Number Inquiry 
粵語、英文及普通話 Cantonese, English & Mandarin....................................... 181

葡語�Portuguese ................................................................................................................... 185

電召的士�Taxi Booking Hotline
黑色的士�Black Taxi..................................................................................................... 2828 3283

澳門電召的士�Macao Taxi ......................................................................................... 2881 2345

航班查詢�Flight Inquiry
澳門國際機場�Macao International Airport ....................................................... 2886 1111
噴射飛航�TurboJET...................................................................................................... 2855 5025
金光飛航�Cotai Water Jet .......................................................................................... 2885 0595

澳門廟宇資料介紹表
� � 廟 宇 �Temples� 地 址 � 始 建 年 代 � 供 奉 神 像

�1� 媽祖廟�(媽閣廟/媽祖閣)�A-Ma Temple� 媽閣廟前地3號樓宇旁� 相傳約明代成化年間� 天后、地藏菩薩、韋馱、觀音

�2� 蓮峯廟�Lin Fong Temple� 罅些喇提督大馬路� 相傳明代晚期
� 天后、觀音、地藏菩薩、韋馱、關帝、倉超、沮領、

� � � � � � 金花娘娘、痘母元君、醫靈大帝、神辰大帝

�3� 普濟禪院�(觀音堂)�Kun Iam Temple� 美副將大馬路 2 號 L 樓宇旁� 不晚於明代崇禎年間
� 佛祖、彌勒佛、十八羅漢、地藏菩薩、韋馱、十殿閻王、

� � � � � � 關帝、判官、白無常、天后

�4� 觀音古廟�Kun Iam Ancient Temple� 美副將大馬路48號B樓宇旁� 明代晚期� 觀音、金花娘娘、痘母元君、托塔李大王、呂祖、財帛星君

�5� 城隍廟�Temple of City God� 　� 光緒三十四年�(1908)� 城隍、張王帝、洪聖大王、祿馬將軍

�6� 沙梨頭土地廟�Tou Tei Temple at Patane� 麻子街52至54號� 明代晚期� 福德正神、觀音、華佗、先鋒正神、梨山聖母

�7� 下環街福德祠�Ancestral Temple of Fok Tak� 河邊新街131號與133號樓宇之間� 同治七年�(1868)� 福德正神

�8� 雀仔園福德祠�Ancestral Temple of Fok Tak at Horta e Mitra� 羅憲新街8號A樓宇旁� �����晚清咸豐年間� 土地公公、土地婆婆

�9� 龍田村福德祠、武帝廟�(已關閉)��
Ancestral Temple of Fok Tak and 

� 美副將大馬路普濟禪院東側� �����清代� 土地公公、土地婆婆、關帝
� � �������������������������������������������������������Mou Tai Temple at Longtian (closed)

� 10� 先鋒廟�Sin Fong Temple� 連勝巷29號樓宇附近� ��������咸豐十一年�(1861)� 東海龍王、先鋒楊爺

�11� 蓮溪廟� 大纜巷25至31號� �����������道光十年�(1830)
� 財帛星君、文昌、華光大帝、六十太歲、金花娘娘、

� � � ���������Lin Kai Temple� � �������� 痘母元君、唐三藏、齊天大聖、北帝、關公、
� � � � � � 十八羅漢、和合二仙、觀音、華佗、天后

�12� 漁翁街天后古廟�Tin Hau Temple� 漁翁街15號與17號樓宇旁� ���同治四年�(1865)� 天后、地母、觀音、孟婆、醫靈

�13� 三街會館關帝古廟�(關帝廟)�Sam Kai Vui Kun (Kuan Tai Temple)� 公局新巿南街10號，玫瑰聖母堂附近� 清代雍正至乾隆� 關帝、財帛星君、太歲、地藏菩薩、趙公元帥

�14� 包公廟、南山廟*��Pao Kong Temple and Nam Sam Temple� 福慶街，在黃曹二仙廟與醫靈廟之間�
光緒十五年�(1889)� 包公、金花娘娘、痘母元君、朱大仙、

� � � � � 光緒二十一年�(1895)*� 唐三藏、六十太歲、哪吒、鍾馗

�15� 醫靈廟�Temple of Divinity of Medicine� 福慶街，在包公廟與呂祖仙院之間� 光緒十九年�(1893)
� 醫靈、濟公、張天師、睡佛、太歲、金花娘娘、

� � � � � � 痘母元君、花粉夫人、五通神

�16� 呂祖仙院�(呂祖廟)��Taoist Temple of Lu Zu� 福慶街，在醫靈廟與8號樓宇之間� 光緒十七年�(1891)� 呂祖先師、三清、城隍、準提觀音、前山石將軍等

�17� 女媧廟�Niwa Temple� 草堆街116號� 不晚於光緒十四年�(1888)� 女媧、悅城龍母

�18� 魯班廟�Lu Ban Temple� 白灰街41號� ���������清代咸豐�魯班

�19� 康真君廟�(康公廟)�Temple of Kang Zhengjun�
草堆街和十月初五

� ��������咸豐十年�(1860)
� 康公主帥、西山金聖侯王、和合二仙、洪聖大王、

� � � � 街之間，康公廟前地� � 花粉夫人、六祖、華佗、桃花女、觀音菩薩、金花娘娘

�20� 望廈康真君廟�Hong Kung Chan Kuan Temple in Mong Ha� 美副將大馬路2號L樓宇旁� ���嘉慶或以前� 康公主帥、天后

�21� 柿山哪吒古廟�Na Tcha Ancient Temple by Calcada das Verdades� 老饕巷10號樓宇旁� �清初� 哪吒

�22� 大三巴哪吒廟�Na Tcha Temple next to Ruins of St. Paul’s� 大三巴斜巷6號樓宇旁� 光緒十四年�(1888)� 哪吒、地藏菩薩、齊天大聖、教子三娘、紫薇大帝

�23� 竹林寺�Temple of Bamboo� 連勝馬路56號� 1911年� 藥王菩薩、準提觀音、梁公仙佛

�24� 藥山寺�(藥王禪院)�Temple of The King of Medicine� 賈伯樂提督街63號與63號A� 1933年� 佛祖、觀音、地藏菩薩

�25� 石敢當行台�Chapel of Shi Gandang� 橋巷7號� 光緒二十年�(1894)� 石敢當爺爺 (姜太公)、西山金聖侯王、趙公元帥、財帛星君等

�26� 臺山福德祠�(1)��Ancestral Temple of Fok Tak In Toi San (1)� 巴波沙大馬路�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 土地公公

�27� 臺山福德祠�(2)��Ancestral Temple of Fok Tak In Toi San (2)� 巴波沙大馬路�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 土地公公

�28� 青洲土地廟�Temple of Tou Tei at Ilha Verde� 青洲坊� 現代� 土地公公

�29� 福榮社�Fok Veng Temple� 福隆新街福榮里� 晚清� 土地公公

�30� 三巴門坊眾土地廟�(三多社)�Temple of God Tou Tei at Sam Pá Mun� 連勝街與石牆街交界� 晚清� 土地

�31� 功德林�Kong Tac Lam�� 三巴仔街� 1925年� 三寳佛，韋馱，彌勒

�32� 路環觀音廟�Ancient Temple of Kun Iam in Coloane� 計單奴巷，路環街坊四廟慈善會側� 嘉慶五年�(1800)� 觀音

�33� 氹仔北帝廟�Temple of Pak Tai in Taipa� 地堡街嘉模前地� 道光二十三年�(1843)� 北帝、財帛星君、關帝、葷光、金花娘娘

�34� 氹仔天后古廟�(天后宮)�Temple of Tin Hau in Taipa� 告利雅施利華街與巴波沙總督街交界� 不晚於乾隆五十年�(1785)� 天后

�35� 氹仔三婆廟�Temple of Sam Po in Taipa� 氹仔飛能便度街� 道光二十五年�(1845)� 三婆

�36� 氹仔觀音岩�Small Temple of Kun Iam in Taipa� 澳門氹仔觀音岩山麓� 同治十年�(1871)� 觀音

�37� 氹仔關帝天后廟�Temple of Kwan Tai and Tin Hau in Taipa� 卓家村� 清代� 關帝、天后

�38� 氹仔醫靈廟�(嘉善堂)�Temple of Divinity of Medicine in Taipa� 施督憲正街� 光緒二十六年�(1900)� 醫靈

�39� 氹仔菩提禪院�(菩提園)�Temple of Pou Tai Sim Un in Taipa� 盧廉若馬路5至5B� 1927年� 佛祖、六祖、千手觀音、三寶佛

�40� 路環天后古廟�Ancient Temple of Tin Hau in Coloane� 民國馬路天后廟前地� 清代� 天后、財帛星君、魯班、華佗、康公、洪廟大王、關帝

�41� 路環譚公廟�Tam Kong Temple in Coloane� 譚公廟前地�/�十月初五馬路盡頭� 同治元年�(1862)� 譚公

�42� 黑沙村大王廟�Tai Vong Temple in Hac Sa Village� 黑沙村� 光緒二十八年�(1902)� 洪聖大王

�43� 九澳三聖廟�Sam Seng Temple in Ka Ho� 九澳灣� 光緒九年�(1883)� 洪聖大王、關帝、譚公

�44� 路環三聖廟�(金花廟)�Sam Seng Temple in Coloane� 船人街� 同治四年�(1865)� 金花娘娘、觀音、華光

�45� 九澳觀音古廟�Kun Iam Temple in Ka Ho� 九澳村� 光緒七年�(1881)� 觀音

�

緊急求助 Emergency.............. 110/112/999

治安警察 Police ........................ 2857 3333

消防局�Fire Station.................. 2857 2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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廟會名稱��Festival� �農曆（新曆）� 廟�宇� 相關團體� 活動回顧� 活動特色

� �� � � � 祭祀儀式
魯班先師尾誕� 十二月二十日� 魯班廟� 澳門建築置業商會� ��������������������

-
� 吃師傅飯

 Year End Feast of Lu Ban� (2019.01.25)� � � � 聯歡聚餐�
� �� � � � 派發福肉

送狗迎豬祈福廟會� 十二月三十日� � � � 上頭注香活動
 Ritual of Year End Blessing� (2019.02.04)� 柿山哪吒廟� 澳門柿山哪吒古廟值理會� ��������������������-� 大運燈亮燈儀式

� �� � � � 只要定期上香膜拜，可達「擋煞消災」之效
石敢當誕� 正月初七日�

石敢當行臺
� ��������������������-� ��������������������-� 驚螫「打小人」習俗��

 Feast of Shi Gandang� (2019.02.11)� � � � 賀誕活動� � � �
� �� � �����������������������������������������������������������������「情系新橋坊」活動

女媧聖母補天功績聖誕� 正月二十日
 Feast of Niwa� (2019.02.24)� 女媧廟�

��������������������-� ��������������������-�
�-

觀音開庫� 正月廿六日� 普濟禪院� 澳門普濟禪院觀音堂慈善值理會� ��������������������-� 深夜到寺廟上香祈福�
 Feast of Kun Iam Open Storehouse� (2019.03.02)� 媽閣廟� 媽閣廟慈善值理會� � 焚化「借庫用品」，向觀音還庫、借庫�

� �� 沙梨頭土地廟慈善會� �
� �� 沙梨頭土地廟� 雀仔園福德祠土地廟值理會� 「雀仔園福德祠土地廟� 上香參神儀式�
� �� 雀仔園福德祠� 三巴門坊衆土地廟會� ���賀誕演出暨曲藝敬老宴」� 醒獅表演� �

土地誕� 二月初二日� 三巴門坊眾土地廟� 下環區坊衆互助會� 「恭賀土地爺爺寶誕拜神儀式」� 粵劇折子戲�

Feast of the God Tou Tei� (2019.03.08)� 下環福德祠� 板樟堂、營地街區坊衆互助會� 「醒獅上香恭拜土地爺爺儀式」� 財神祈福�
�� �� 三街會館關帝廟� 草堆六街區坊衆互助會� 「敬老盆菜宴粵劇折子戲專場」� 福袋派發�
� �� 台山福德祠� 台山福德祠土地會� 「財星福賜樂三巴」� 盆菜宴

�� �� 青洲山土地廟� 台山坊衆互助會� 「土地誕園遊會」� 聯歡聚餐�
� �� 筷子基區土地廟� 青洲山土地廟會� 「千歲宴」� 神功戲
� �� 筷子基坊眾永和堂花炮會�

包公誕� 二月十五日
 Feast of Pao Kong� (2019.03.21)� 包公廟� 包公廟值理會�

��������������������-� 粵劇折子戲

� �� � � � 酬神儀式

北帝誕
�

三月初三日
� � � � 金龍醉獅巡遊

 Feast of Pak Tai
� (2019.04.07)� 氹仔北帝廟� 氹仔坊眾恭祝北帝寶誕籌委會� 「恭祝北帝寶誕酬神慶典」� 粵劇表演

       聯歡聚餐
� �� � � � 許願架

痘母元君誕� 三月初八日
 Feast of Goddess Dou Mou� (2019.04.12)� 蓮峯廟� 蓮峯廟慈善值理會

� ��������������������-� �-

醫靈大帝誕� 三月十五日� 蓮峯廟� 蓮峯廟慈善值理會
 Feast of Divinity of Medicine� (2019.04.19)� 沙梨頭醫靈廟� 沙梨頭土地廟慈善會� ��������������������-�

善信上香拜神

� �� 媽閣廟� � � ��祭祀媽祖天后娘娘儀式典禮� �
� �� 馬交石天后古廟� � � ��恭請媽祖聖像，離宮出殿，海上巡遊

天后誕（娘媽誕）� 三月廿三日� 氹仔武帝殿天后宮� 澳門媽閣水陸演戲會� 「恭祝天后元君寶誕舉辦� ��開緣簿、祈杯、醒獅簪花掛紅及點睛等儀式

 A-Ma Festival� (2019.04.27)� 氹仔天后宮�� 媽閣廟慈善值理會� ���的賀誕演戲酬神活動」�� �醒獅表演
� �� 蓮峯廟� 下環坊眾互助會� 「娘媽寶誕敬老聯歡日」� �曲藝、歌舞表演
� �� 路環天后古廟� � � ��粵劇表演
� �� � � ��� �聯歡聚餐

� �� � � � 「浴佛」儀式
佛誕節（浴佛節）� 四月初八日� 氹仔菩提禪院� 澳門佛教總會� 「佛誕節嘉年華活動」� 大型祈福儀式
 Feast of Buddha� (2019.05.12)� 蓮峯廟� 澳門佛光協會� 「菩提樹願心──心意咭展」� 攤位遊戲
(Feast of the Bathing of Lord Buddha)� �� � 澳門佛教青年中心� � 少林功夫表演
� �� � � � 義賣佛教書籍和紀念品

� �� � � � 祭祀祈福儀式

魚行醉龍節� 四月初八日� � � � 醉龍醒獅開光點睛儀式

 Feast of the Drunken Dragon� (2019.05.12)� 三街會館(關帝古廟)� 澳門鮮魚行總會� ��������「“龍騰醉步耀濠江”大巡遊」� 醉龍醒獅武術表演
� �� � � � 醉龍大巡遊
� �� � � � 派發「龍船頭長壽飯」

� �� � � � 上香祈福
� �� � � � 粵劇表演
� �� � � � 花炮競投
譚公誕� 四月初八日�

路環譚公廟
� 路環街坊四廟慈善會� 「恭祝譚公仙聖寶誕公演粵劇活動」� 舞龍舞獅

 Tam Kong Festival� (2019.05.12)� � 路環信義福利會� 「光輝路環四月八──會景巡遊添歡樂」� 人龍舞
� �� � � � 飄色巡遊
� �� � � � 神功戲
� �� � � � 盆菜宴

金花夫人誕� 四月十七日
 Feast of Goddess Kam Fa� (2019.05.21)�

蓮峯廟� 蓮峯廟慈善值理會
� ��������������������-� �-

神農大帝誕� 四月廿八日
 Feast of Emperor San Long� (2019.06.01)�

蓮峯廟� 蓮峯廟慈善值理會
� ��������������������-� �-

關帝誕
� 五月十三日� 三街會館(關帝古廟)� 三街會館� 「萬家歡樂在板營關帝寶誕文娛演唱會」� 參神儀式

 Feast of Kuan Tai
� (2019.06.15)� 氹仔武帝殿天后宮� 板樟堂、營地街區坊眾互助會� 「關帝誕慶祝會」� 神功戲

�� 六月廿四日� 蓮峯廟� 西灣耆青文藝康體會� 「恭祝關聖帝君寶誕慶祝會」� 舞龍舞獅
� (2019.07.26)� � 關帝聯誼文化體育會� � 聯歡晚宴

� �� � � � 太子寶璽開印儀式�(五月十七日)
� �� � 澳門柿山哪吒古廟值理會� 「恭祝哪吒太子寶誕粵劇晚會」� 繞境巡遊大典
哪吒誕� 五月十八日� 柿山哪吒廟� 澳門大三巴哪吒廟值理會� 「醒獅賀誕採青」� 祈福儀式
 Feast of Na Tcha� (2019.06.20)� 大三巴哪吒廟� 柿山結義堂國術健身會� 「恭祝三十三天哪吒太子千秋寶誕」� 大型飄色巡遊活動
� �� � 澳門道教協會� 「消災保平安建醮祈福法會」� 粵劇表演
� �� � 板樟堂、營地街區坊衆互助會� 「祈福讚星轉運儀式」� 賀誕聚餐

韋馱菩薩誕� 六月初三日�
 Feast of Wei Tuo� (2019.07.05)� 蓮峯廟� 蓮峯廟慈善值理會� ��������������������-� -

先鋒寶誕� 六月初六日� � � � 善信上香
 Feast of Sin Fong� (2019.07.08)� 先鋒廟� ��������������������-� ��������������������-� 賀誕

� �� � � � 祭祀儀式

魯班誕（師傅誕）� 六月十三日� � � � 演木偶戲

 Feast of Lu Ban� (2019.07.15)� 魯班廟� 澳門建築置業商會� ��������������������-� 吃師傅飯
� �� � � � 派發福肉
� �� � � � 聯歡聚餐

� �� 普濟禪院
� �� 望廈觀音古廟� � �
� �� 氹仔觀音岩廟� 下環坊會� � 拜神儀式
觀音誕� 六月十九日� 氹仔觀音廟� 忠信體育會� ������������������「恭祝觀音寶誕拜神儀式」、� 祈福、派發賀誕禮物
 Feast of Kun Iam� (2019.07.21)� 九澳觀音廟� 蓮峯廟值理會� �������������「恭祝觀音菩薩寶誕醒獅巡遊採青」� 醒獅巡遊採青活動
� �� 路環觀音廟� � � 派發福肉
� �� 蓮峯廟� � �
��� �� 媽閣廟

� �� � � � 醒獅表演
� ��

十月初五街坊會
� � � 粵曲表演

� 七月初七日� �
海傍、海邊街區坊眾互助會� � 文藝晚會

康公誕� (2019.08.07)� 康真君廟�
爐石塘坊眾互助會

� 「三坊同賀康公寶誕敬老盆菜聯歡晚會」� 敬老盆菜宴 Feast of Hong Kung
� ��

康公廟慈善值理會
� � � 變臉、相聲�

� �� � � � 口技表演
� �� � � � 攤位遊戲

盂蘭節� 七月十九日� � � � 法師誦經祈福
 Yue Lan Festival� (2019.08.19)� 雀仔園福德祠� 雀仔園福德祠土地廟值理會� �����������������������������������-� 燒街衣

財神誕� 七月廿二日� � 蓮溪廟值理會
 Feast of God of Wealth� (2019.08.22)� 蓮溪廟� 新橋區坊眾互助會� �����������������������������������-� 參神儀式活動

地藏王誕� 七月廿九日
 Feast of God of Earth� (2019.08.29)� 蓮峯廟� 蓮峯廟慈善值理會� �����������������������������������-� -

九皇斗姆元君聖誕� 九月初一至初九
 Feast of Dou Mou Yuangjun� (2019.09.29-10.07)� 女媧廟� ��������������������-� �����������������������������������-� 設斗壇為信眾祈福

“天后元君羽化昇仙”活動�����������(2019.10.13)� � � � 祭祀媽祖天后娘娘儀式典禮
 Millennium celebration to the ��������������(以主辦單位稍後� 媽閣廟� 媽閣廟慈善值理會� ������������������������������������ 巡遊、飄色表演
 Ascension of A-Ma� 公佈時間為準)� � � � 恭請媽祖聖像，離宮出殿，陸上巡遊

先鋒爺爺及四海龍王寶誕� 九月十七日� � � � 善信上香
 Feast of Sin Fong and Dragon King� (2019.10.15)�

先鋒廟� ��������������������-� �����������������������������������-� 賀誕

沮聖寶誕� 九月十八日
Feast of Jui Seng� (2019.10.16)� 蓮峯廟� 蓮峯廟慈善值理會

� ������������������������� -

� �� � � � 上香酬神儀式
� �� � � � 醒獅旺廟
� �� � � � 粵劇折子戲
� �� � � � 話劇表演
� 九月廿八日� � ��新橋區坊眾互助會� 「新橋坊眾恭祝華光誕廟會」� 民間雜耍表演華光誕

� (2019.10.26)� 蓮溪廟� �新橋坊衆恭祝華光寶誕演戲委員會� 「仿古一條街」� 敬老千歲宴 Feast of Hua Guang
� �� ��� ��蓮溪廟值理會��� 「八仙同賀華光帝」� 開幕式及巡遊活動

� �� ����� � � 神功戲
� �� � � � 夜市美食一條街
� �� � � � 兩岸四地廟宇研討會
� �� � � � 蓮溪廟會

周大將軍誕� 十月初二日
 Feast of General Chou� (2019.10.29)� 蓮峯廟� 蓮峯廟慈善值理會� ��������������������-� -

� �� � � � 祭祀儀式
魯班先師尾誕� 十二月二十日� 魯班廟� 澳門建築置業商會� ��������������������

-
� 吃師傅飯

 Year End Feast of Lu Ban� (2020.01.14)� � � � 聯歡聚餐�
� �� � � � 派發福肉

送豬迎鼠祈福廟會� 十二月三十日� � � � 上頭注香活動
 Ritual of Year End Blessing� (2020.01.24)� 柿山哪吒廟� 澳門柿山哪吒古廟值理會� ��������������������-� 大運燈亮燈儀式
� �� � �

�����神衹中外名對照表
� 中文� 英文� 葡文

 觀音  Kun Iam Kun Iam
 媽祖/天后  A-Ma / Tin Hau A-Ma / Tin Hau
 藥王  The King of Medicine Rei da Medicina
 土地/福德  Tou Tei / Fok Tak Tou Tei / Fok Tac
 哪吒  Na Tcha Na Tcha
 包公  Pao Kong Pao Gong / Pau Kung
 醫靈  Divinity of Medicine Deus da Medicina / I Leng
 呂祖  Loi Chou / Lu Zu Tauista de Lu Zu
 石敢當  Shi Gandang Shi Gandang

 女媧/悅城龍母 Niwa / Yui Seng Louh Mou Nuwa / Yui Seng Louh Mou
 康公/康公真君 Hong Kung / Hong Kung Chan Kuan Hong Kung / Hong Kung Chan Kuan
 城隍  City God Deus da Cidade
 關帝  Kwan Tai Kuan Tai
 魯班  Lu Ban Lu Ban
 三婆  Sam Po Sam Po
 北帝  Pak Tai Pak Tai
 譚公  Tam Kong / Tam Kung Tam Kong / Tam Kung
 三聖  Sam Seng Sam Seng
 大王  Tai Vong Tai V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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