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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公共圖書館介紹
望廈圖書館
開設於 1988 年，是一幢三層建築物，座落於望
廈新邨內。2011 年 4 月，因應望廈社會房屋重建計劃
的清拆工程而暫停服務；同年 12 月，遷至望廈社屋
望善樓三樓重新開放。
新館全層面積為 360 平方米，分為四個區域，包
括閱覽區、兒童閱覽區、報刊閱覽區及影音資料室
等。全館有閱覽座位 91 個，7 台寬頻上網、多媒體視
聽服務的電腦及 1 台字體放大機。
為配合望廈社區的發展，以及考慮到讀者的需求，館藏以兒童書刊、親子教育
類及長者護理書籍為主，方便附近學校的中小學生、家長及長者借閱。藏書量約
30,796 冊，各地報紙 58 種，各類雜誌 148 種。
該館主要提供讀者證辦理、圖書借閱、資料影印、報刊雜誌閱覽、寬頻上網及
檢索電子數據庫等服務。
地址：慕拉士大馬路 178-182 號和區神父街 3-5 號望廈社屋望善樓 I 及望善樓 II 3 樓 B3
開放時間：星期一 14:00 - 20:00，星期二至星期日 08:00 – 20:00（農曆年除夕下午二時後及公眾假期休
館）
(853) 2831 7288

黑沙環公園黃營均圖書館
由黃營均先生捐款設立，於 2004 年開
放。該館座落於黑沙環公園內，面積為 220 平
方米，設有閱覽區、影音資料室、報刊閱覽
區，供市民休閒學習之用。
館內藏書約為 7,083 冊，影音資料 1,185
件，各地報紙 61 種，雜誌 116 種，閱覽座位
60 個。（由 2011 年 7 月 2 日起，兒童閱覽區
遷往黑沙環公園黃營均兒童圖書館。)
地 址：黑沙環勞動節大馬路黑沙環公園 (南)
開放時間：星期一 14:00 - 24:00，星期二至星期日 08:00 – 24:00（農曆年除夕下午二時後休館，正月初
一、二及三休館，其他公眾假期照常開館）
(853) 2845 1830

(853) 2845 0353

(853) 2848 1963

青洲圖書館
黑沙環公園黃營均兒童圖書館
是澳門首間兒童圖書館，座落於黑沙環公園
北面，與黑沙環公園黃營均圖書館南北相對。該
館前身為北區綜合市民服務中心，後改建為兒童
圖書館。2011 年 7 月 2 日以童話愛麗絲夢遊仙境
為圖書館的佈置主題正式對外開放，及後於 2012
年 12 月 1 日以卡通人物喜羊羊與灰太狼重新包
裝。
全館面積 210 平方米，設有一圓形兒童遊戲空間，用作兒童遊玩及舉辦活動。
藏書約 7,616 冊，影音資料 861 件，各類雜誌 62 種，閱覽座位 65 個。
地 址：黑沙環勞動節大馬路黑沙環公園 (北)
開放時間：星期一 14:00 - 20:00，星期二至星期日 08:00 – 20:00（農曆年除夕下午二時後及公眾假期休
館）
(853) 2843 7077

(853) 2845 0353

位於青洲美居廣場四樓，開設於 1995 年，是當時澳門首家採用圖書防盜系統
的公共圖書館，開館後即成為該區民眾的文化、教育、資訊與休閒中心。
全層面積為 482 平方米，分閱覽區、報刊區、多媒體區、兒童區與自修區
等。館藏以影音資料、兒童、醫療及保健類書籍為
主，提供讀者證辦理、影音資料及圖書資料借閱、
資料影印、查閱《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報》、報刊雜
誌閱覽、寬頻上網、電子數據庫等服務。藏書約
30,310 冊，影音資料 2,137 件，各地報紙 66 種，
各類雜誌 325 種，閱覽座位 85 個。
地址：青洲和樂坊大馬路 281 號美居廣場第 2 期四樓
開放時間：星期一 14:00 - 20:00，星期二至星期日 08:00 – 20:00（農曆年除夕下午二時後及公眾假期休
館）
(853) 2822 5783, 2838 1767

(853) 2822 54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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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念孫中山公園黃營均圖書館

白鴿巢公園黃營均圖書館

位於紀念孫中山公園（鴨涌河公園）內，於 1996 年正式開放，是由黃營均先生
籌設的圖書館，2014 年 1 月 24 日遷往該館附近的新館。
新館是由園內的一所餐廳改建而成，旨在
為市民提供更舒適的閱讀環境。新館面積為
459 平方米，提供閱覽座位 68 個，設有閱覽
區、影音資料室、兒童閱覽區及報刊閱覽區。
館內藏書約 12,939 冊，影音資料 790 件，各
地報紙 58 種，各類雜誌 133 種。

位於白鴿巢公園內，由秘魯華僑黃營均先生捐
資設立，於 1999 年開放。該館總面積為 675 平方
米，分為兩層，包括上層的兒童閱覽室、兒童休憩
區和下層的閱覽區，而閱覽區則分為書籍閱覽區和
期刊閱覽區。藏書約 19,695 冊，各地報紙 62 種，
雜誌 150 種，閱覽座位 157 個。

地 址：何賢紳士大馬路紀念孫中山市政公園
開放時間：星期一 14:00 - 20:00，星期二至星期日 08:00 –
20:00（農曆年除夕下午二時後及公眾假期休
館）
(853) 2855 9020

(853) 2855 9021

沙梨頭圖書館
沙梨頭圖書館於 2016 年 12 月 9 日開幕，原建築由七幢舊建築群組成，建於三
十年代，至今已有八十多年的歷史，建築風格富有澳門昔日內港沿海的建築物特
色，採用“騎樓式”的建築設計，騎樓建築是歐陸與東南亞地域建築特點相結合的
一種建築形式，類似的建築物在澳門已為數不多。文化局把上述建築物活化成圖書
館，除了旨在讓本澳市民有更多閱讀空間外，更希望在本澳社會急速發展的同時，
亦能保留及維護城市發展中具有特別價值及意義的建築物，使下一代能認識澳門珍
貴的歷史建築。透過活化計劃，除了更好地優化內港區環境，也使其成為傳播文化
和知識的良好場所。
沙梨頭圖書館佔地約 1,130 平方米，樓
高三層，將提供 162 個讀者座位。除設有報
章雜誌閲覽服務外，也設兒童閱覽和一般圖
書閱覽等基本服務，該館以電影及音樂為主
題，設有影音資料區，可定期舉辦放映會及
音樂會等活動。館藏約有 18,106 冊藏書、
5,403 件影音資料、94 種報章和 560 種雜誌
等，以滿足沙梨頭區及鄰近社區讀者的閱讀
需求，冀望透過公共圖書館的服務，凝聚社
區居民的閱讀氣氛。
地 址：沙梨頭海邊街 69 號至 81 號
開放時間：星期一 14:00 - 24:00，星期二至星期日 08:00 – 24:00（農曆年除夕下午二時後休館，正月初
一、二及三休館，其他公眾假期照常開館）
(853) 2825 9220, 2825 9221

(853) 2825 0161

地 址：白鴿巢前地白鴿巢公園
開放時間：星期一 14:00 - 20:00，星期二至星期日 08:00 –
20:00（農曆年除夕下午二時後及公眾假期休館）
(853) 2895 3079

(853) 2895 3305

紅街市圖書館
於 2012 年 7 月 24 日開幕，館址前身為郵政
分局。館內保留了建築物的郵政元素，並且展示通
訊博物館借出的舊郵筒。文化局藉着保留原址的建
築特色，來體現地方歷史和文化價值。
該館面積為 260 平方米，閱覽座位 65 個，可
供上網的電腦 6 台。館藏以家政類書籍為主，切
合區內居民的需要。藏書約 7,067 冊，各地報紙
60 種，各類雜誌 157 種。提供讀者證辦理、圖書
借閱、報刊雜誌閱覽、資料影印、免費寬頻上網及檢索電子數據庫等服務。
地 址：雅廉訪大馬路 147 號地下
開放時間：星期一至星期日 07:00-02:00
(853) 2821 7348

(853) 2821 7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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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中央圖書館

議事亭藏書樓

前身為澳門國立圖書館 ，成立於 1895 年，初期附屬於利宵中學，館址設於聖
奧古斯定修道院。該館發展歷程艱辛，於
1917 年至 1929 年間先後搬遷至聖約瑟修院、
峰景酒店大樓、塔石殘疾人收容所及市政廳
（市政署前身）大樓，然後經歷了一段較長時
間。及至 1983 年，遷至荷蘭園大馬路一幢古
典建築物內，遂後發展壯大至今。
現在澳門中央圖書館的服務已趨多元化，
除了提供基本的服務如讀者證辦理、資料影
印、查閱《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報》、圖書資料
借閱及報刊閱覽外，還增加了微縮資料查閱、
澳門資料參考諮詢、逾期報刊閱覽、寬頻上網、電子化新聞資訊、電子資源數據庫
等服務。
為滿足讀者的需求，該館於 2007 年初進行了內部改善工程，擴大使用空間及
座位數量、重置傢具及增加閱覽設施等。兩層面積共 1,371 平方米，閱覽座位約
271 個，藏書約 92,289 冊（包括澳門資料館藏約 31,764 冊），縮微資料 672 卷，
影音資料 4,069 件，各地報紙 94 種，各類雜誌 610 種。整體上，其館藏以資訊科
技類圖書、英葡語書籍、澳門資料及葡萄牙在遠東的歷史文獻為主。

位於亞美打利庇盧大馬路（新馬路）市政署大樓
內，以葡國瑪弗拉修道院的圖書館 （Biblioteca do
Convento de Mafra）為設計藍本，裝潢和傢具陳設
具有濃厚的古典氣息。《澳門新聞》（ Notícias de
Macau）先後在 1949 年及 1951 年轉載《南華早報》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和發表評論文章，讚
揚這間圖書館的設計，並認為該館是當時東方最豪華
的圖書館之一。
該館在 1929 年啟用，是澳門中央圖書館的前身，也是服務時間最長和館藏價
值較高的圖書館之一。目前專門收藏 17 世紀至 20 世紀中葉的外文古籍，特別是葡
萄牙在非洲及遠東的歷史文獻，其中不乏珍品。此外，還有 19 世紀末和 20 世紀初
期葡文報紙，包括外國人在中國境內創辦的第一份報紙，也是澳門有史以來第一份
報紙，即 1822 年創刊的葡文《蜜蜂華報》（A Abelha da China）。館內所藏古籍
需要特別保存，只供館內閱覽。
全館面積為 454.9 平方米，閱覽座位約 8 個，提供報刊閱覽，查閱縮微資料、
外文古籍及逾期外文報刊資料，寬頻上網等服務。館藏以外文古籍、葡萄牙在非洲
及遠東的歷史文獻為主，目前收藏書籍約 20,000 冊、現期報紙 48 種、已裝訂逾期
報刊 121 種。

地址：荷蘭園大馬路 89 號 A-B
開放時間：星期一 14:00 - 24:00，星期二至星期日 08:00 – 24:00（農曆年除夕下午二時後休館，正月初
一、二及三休館，其他公眾假期照常開館）

地 址：亞美打利庇盧大馬路(新馬路)163 號市政署大樓
開放時間：星期一至六 13:00 – 20:00（農曆年除夕下午二時後及公眾假期休館）
(853) 2857 2233

(853) 2856 7576, 2855 8049

(853) 2831 8756

何賢公園圖書館
於 1993 年對外開放，2005 年為了配合新口岸區
的重整計劃暫停開放，重建後於 2009 年 2 月 10 日再
次投入服務。
新館總面積為 368 平方米，同樣位於何賢公園
內，共有兩層，第一層為閱報區及多媒體視聽區，第
二層為閱覽室。藏書 13,236 冊，影音資料 126 件，
各地報紙 63 種，各類雜誌 131 種，閱覽座位 75 個。
地 址：新口岸宋玉生廣場何賢公園
開放時間：星期一 14:00 - 20:00，星期二至星期日 08:00 – 20:00
（農曆年除夕下午二時後及公眾假期休館）
(853) 2870 6940

(853) 28 706 939

(853) 2831 27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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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東圖書館

下環圖書館

何東圖書館大樓建於 1894 年（清光緒二十年）以
前 ， 原 主 人 為 官 也 夫 人 （ Carolina Ant ó nia da
Cunha）。曾數易其主，最後輾轉由香港富紳何東爵
士於 1918 年購入。何東爵士逝世後，其後人遵照遺囑
把位於崗頂前地三號的故居贈與澳門政府，並捐贈
25,000 港元購置中文圖書，建立一所收藏中文書籍的
公共圖書館。
1958 年 8 月 1 日何東圖書館正式對外開放，藏書
約三千冊，是當時澳門最具規模的中文公共圖書館，
也是港澳地區唯一的園林式圖書館。
何東圖書館服務市民近半個世紀後，澳門特區政府文化局從保存歷史建築物和
發揮現代化公共圖館功能上考慮，斥資千萬澳門元，在何東圖書館後花園側興建了
新大樓，新大樓於 2006 年 11 月 13 日投入服務。
目前，新舊大樓的建築面積合共 3,195 平方米，花園面積 1,583 平方米，閱覽
座位約 500 個，藏書量可達十萬冊，集資訊、學習、人文、休憩於一身，是全澳最
大的公共圖書館。設有藏書樓、多功能廳、室內和戶外閱覽區、兒童閱覽區、多媒
體視聽區、休憩區、自修室、平台花園、書庫、行政區、ISBN 中心等不同的功能
區，提供借還圖書和影音資料、期刊閱覽、寬頻上網、音樂和電影欣賞、展覽、講
座、辦理 ISBN、代辦 ISSN 和 ISRC 等服務。
位於舊大樓二樓的何東藏書樓收藏中文古籍約五千冊，當中有明嘉靖年間的中
國文史典籍。最為珍貴的是近代著名藏書家劉承幹“嘉業堂”舊藏典籍十六種，包
括翁方綱的《四庫全書提要稿》、查繼佐的《罪惟錄》稿本、李昉等撰的《太平御
覽》（明鈔本）、張星曜編的《通鑑紀事本末補後編》稿本、何景明的《雍大
記》、李祖陶輯並評點的《資治通鑑大事錄》稿本等。
整體上，何東圖書館的館藏以古籍，文、史、哲、藝術、建築類書籍，及影音
資料為主，其中古籍約 4,154 冊、一般書籍約 105,455 冊、影音資料約 4,114 件、
各地報紙 75 種、雜誌 457 種、已裝訂逾期中文報紙 49 種。

是因應下環街市重建計劃而設立的圖書館，
於 2009 年 12 月投入服務。
該館位於下環街市三樓，全層共面積 1,245
平 方米 ，設有 閱覽 區、 影音 資料 室 、兒 童閱覽
室、活動室及報刊閱覽區，供市民休閒學習。館
內藏書約為 16,649 冊，影音資料約 559 件，各地
報紙 62 種，各類雜誌 126 種，提供閱覽座位 156
個，活動室則可容納 40 人。

地 址：崗頂前地 3 號
開放時間：星期一 14:00 - 20:00，星期二至星期日 08:00 – 20:00（農曆年除夕下午二時後及公眾假期休
館）
(853) 2837 7117, 2893 0077, 2893 0966

(853) 2831 4456

地 址：澳門李加祿街下環街市三樓
開放時間：星期一 14:00 - 24:00，星期二至星期日 08:00 – 24:00（農曆年除夕下午二時後休館，正月初
一、二及三休館，其他公眾假期照常開館）
(853) 8294 7931

(853) 82947 944

氹仔圖書館
位於氹仔中央公園地庫，於 2015 年 4 月
15 日起以試運行形式對外開放，並於同年 9
月 1 日正式開幕。全層面積為 2,200 平方
米，是目前可供讀者使用空間最大的公共圖
書館。館內採用大量的透光玻璃門窗作為分
隔設計，大大提高了館內的自然採光度。
該館設置了四個主要區域，包括閱覽
區、兒童圖書館、報刊閱覽區及影音資料室，當中設置了兒童劇場、戶外花園、多
功能室、育嬰室，以及設於公園層的自助還書服務站等。館內提供閱覽座位約 413
個，藏書約 85,037 冊（包括兒童圖書約 29,872 冊）及 8,434 件的影音資料，預計
氹仔圖書館的最大館藏量可達 150,000 冊（件），提供各地報紙 93 種、期刊 608
種。
地址：氹仔成都街中央公園地庫 1 層
開放時間：星期一 14:00 - 24:00，星期二至星期日 08:00 – 24:00（農曆年除夕下午二時後休館，正月初
一、二及三休館，其他公眾假期照常開館）
(853) 2884 3105, 2884 3172

(853) 2884 3607

www.library.gov.mo
氹仔黃營均圖書館
位於氹仔地堡街喜來登廣場二樓，在 2005 年 1 月
正式投入服務，為黃營均基金會捐資籌設的圖書館。
該館總面積 660 平方米，館內設有影音資料區、
報刊閱覽區、兒童室及自修室，並會定期舉辦不同類
型的閱讀推廣活。全館藏書約為 7,581 冊、影音資料
約 1,056 件，各地報紙 61 種，各類雜誌 113 種，提供
115 個閱覽座位。
地 址：氹仔地堡街喜來登廣場二樓及三樓
開放時間：星期一 14:00 - 20:00，星期二至星期日 08:00 – 20:00（農曆年除夕下午二時後及公眾假期
休館）
(853) 8893 1223

(853) 2882 7602

路環圖書館
是一幢建於 1911 年的古樸優雅的葡式建築物，座落
於路環十月初五馬路。前身為路環公局市立學校，是當時
離島三間小學之一。後來幾易用途，直至 1983 年被改建
為圖書館。
該館面積為 170 平方米，提供 22 個閱覽座位，館藏
書籍以兒童讀物及通俗小說為主。藏書約 6,504 冊，各地報紙 49 種，各類雜誌 44
種。
地址：路環十月初五馬路
開放時間：星期一 14:00 - 20:00，星期二至星期日 08:00 – 20:00（農曆年除夕下午二時後及公眾假期
休館）
(853) 2888 2254

(853) 2888 2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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