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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賭城以外的文化內涵

澳門地理位置及氣候
澳門位於珠江口南部的西岸，面向中國的南海，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其中
一個特別行政區。澳門與東鄰的香港相距38海里（70公里），面積大約是香
港的四十分之一左右。澳港二地日夜有航船往來，航程約1小時，形成一種
雙子城的地理格局。
回溯明清時期，澳門的名稱包括蠔鏡澳、香山澳、澳山、馬交、濠鏡
澳等。 1 本來在明末的時候，澳門仍然是個小島，但由於西江的泥沙漸漸沖
積，形成澳門連貫大陸之間的沙堤，其位置即今日關閘馬路。之後不斷填
海，把原有狹長的沙堤加寬為今天西北的台山區及黑沙環區。澳門半島面積
狹小，以丘陵地形為主，平地多是沿海填造而成，澳門半島最高的山為海拔
91米的東望洋山。
澳門北面毗鄰廣東省珠海市，在拱北口岸相連，過往以1849年建成的
關閘為界。回歸後因澳門與珠海來往更加頻繁，於是澳門政府在原有珠海口
岸建立了新的大型客務大樓。昔日的舊關閘成為了今天澳門與珠海邊界前的
一個古蹟。在人民幣尚未大幅升值時，每逢周末都是澳門人北上珠海消費的
熱門時候。澳門在1950年代之前，主要的對外港口在內港，和中國內地的
灣仔（並非香港的灣仔）僅一水之隔，坐船到當地只需10分鐘左右。橫琴
島鄰近路環西邊，正是澳門政府未來向珠海政府租用40年的區域，澳門大
學的未來校區就將在此興建。
葡萄牙人入居澳門後，外文歷史文獻曾記載的澳門譯名有包括 Amaqua、
Amachao、 Machoam、 Macao、 Macau等，雖然譯名的由來眾說紛紜，但有不
全球有六個Macao？
中國只有一個澳門，但
從全球角度來看，最少
有 六 個 以 M a c a o（
o（ 或
Macau）為名的地方，
Macau
）為名的地方，
分別在葡國的Mação
分別在葡國的
Mação、
、
古 巴 的 M a c a o、
o、 法 國
的 M a c a u、
u、 莫 桑 比 克
的Macau及巴西的
Macau。
Macau
。3

少人相信是媽閣廟古名的對應譯名。2
澳門每年1月至2月有冷空氣過境，所以是全年最冷的日子，7月至9月
則是最熱的時節。因為澳門半島及離島海岸線多，加上亞熱帶海洋性氣候，
所以3月至6月是最潮濕的日子，充沛的降雨量為澳門水塘帶來存水。5月至
9月是潮濕多雨的颱風季節。 4 多霧的春天，令澳門對外交通受阻。有些時
候，濃霧會令航班取消或延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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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位於珠海口南部的西岸，面向中國南海。

筆者曾經在一次旅程中因濃霧而在船上經歷3小時之多，皆因澳門港務
局要求一條航線上只許一隻船航行，於是要等經已出發的船到岸後，才可出
發。筆者當時親歷其境，雖然大部分因此而失約的乘客十分鼓譟，但當親眼
見到大橋在濃霧中竟然可以完全被遮蔽時，也明白澳門政府為安全起見而盡
的一番苦心。
1980年代之後，在澳門北區及離島的農田也開發成房屋，然而澳門政
府並沒有大力發展以高山為主的路環，保存了美麗的綠化帶，供人回味賭權
開放前澳門舊有漁村風情。澳門填海的地方由於沿岸高度比較低，在颱風大
雨時往往有海水倒灌的情況，有些外港地方更有鹹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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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區域
由於自19世紀中香港開埠以來，澳門發展放緩，保存了不少當時已有的
古蹟，例如大小廟宇、教堂及家族大屋，其建築年代及意義各有特色，吸引
遊人觀光憑弔。行政事務直接由澳門政府管轄，民政事務則分別由管理澳門
半島的澳門市政廳，以及管理離島的海島市政廳處理。各區名稱至今仍然沿
襲本來天主教會堂區的名號。
除了填海的地區之外，澳門半島大三巴以南的舊城區，都是昔日在16世
紀至19世紀葡萄牙殖民地政府統治時所建立的。對澳門舊城區街道有認識的
人都會發現到，澳門有不少狹小的街巷，反映了當時人口仍然未有今天這樣
密集，人們以步行為

珠海市

主，並沒有現代車水馬
花地瑪堂區

龍的都市規模。這種格
局令今天舊城區的城市
發展有很大的挑戰，因
為這些狹窄街巷本來只

珠海市
灣仔鎮

花王堂區
（聖安多尼堂區）
望德堂區

風順堂區
（聖老楞佐堂區）

大堂區

適合兩三層高的樓房，
而今天卻建有高樓大
廈，如同石屎森林般的
城市峽谷景觀。
嘉模堂區

澳門還有兩個分別
在1860年代至1910年
代逐步被葡國人佔領
的土地，其中之一就
氹仔列島

是氹仔列島。而路環

氹仔列島原分為大
氹、小氹及一粒米三
部分，後因填海關
係，三個島而合三為
一，成為戰後氹仔島
的初貌。

路氹填海區

珠海市
橫琴島

島一直都沒有太大規

聖方濟各堂區

模的填海工程，發展
也只集中在路環市中
心、黑沙海灘、竹灣
等沿海地區而已。

澳門的行政區劃單位沿襲天主教「堂區」名號，現有的七個
堂區，有五個位於澳門半島，路氹填海區則沒有劃分堂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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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末，澳門半島與氹仔之間仍然是以三道橋樑連接。澳門博彩業開
放後，原本用以建立工業村及公共房屋的路氹城，被重新規劃成旅遊博彩業
的重鎮，路氹城兩側的地從此消失。直至2003年，把氹仔及路環的海域填
成的路氹城（ Cotai或 Coloane-Taipa）的大型填海工程完工之後，才形成今天
澳門特別行政區由澳門半島及路氹城並立的體系。 5 多間博彩企業在路氹城
投資興建豪華酒店。另外，澳門特區政府為配合東亞運動會的項目，也在路
氹城興建澳門東亞運動會體育館、澳門國際射擊中心等體育設施。

澳門人口的演變
澳門的人口數字從來都引人入勝，因為現在在如此小的地方竟有
552,300人之多，可說是世界奇觀。最初在葡萄牙人來到澳門時，當然沒有
正式的人口統計，但相信已有約800或900名葡萄牙已婚者往來澳門，但真
正的居民只有500人。而在華民紀錄中，第一次有比較具體的人口數字，是
1839年林則徐下令在澳門進行人口調查所得的，當時的數字是1,772戶華
民，男女人口只有7,033人；而西方人共720戶，人口有5,612人。如此說
來，澳門在19世紀中葉時，總人口只有12,645人。在歷史上多次中國南方
的政治不穩定局面，難民遷入澳門，亦是過往澳門人口增加的主要原因。6

19世紀以前的澳門華人
16世紀中葡萄牙人發現澳門前，該地屬於香山鎮的小漁村。學者劉月
蓮及黃曉峰指出，從過往澳門的語言中，水上居民稱為「蜑家」（或俗寫成
「蛋家」），其中有一些被稱為「蠔蜑」。他們以捕魚採蠔為生，與澳門其中一
個古稱「蠔鏡澳」所反映的生活形態相近。

香山鎮
香山鎭在宋朝時是東
莞縣屬地，其管轄範
圍包括浪白滘及位於
珠江口伶仃洋上的各

澳門流行的漢語方言雖以粵語為主，但閩語在福建社群中亦有較多人使
用。福建人在澳門早期發展中擔當重要的角色，例如在16世紀之前，閩語

個小島，這樣的地理
造就了漁民活動。

即隨媽祖信仰在澳門南端傳播。學者劉月蓮及黃曉峰甚至推論葡萄牙人在澳
門首次聽到的中文，可能就是福建話。陸上居民方面，現時望廈是澳門半
島上的住宅區之一，「望廈」這村落在《澳門記略》及《香山縣誌》均有記

7
© 2011 香港城市大學

澳門—賭城以外的文化內涵

望廈村早在《澳門記略》及《香山縣誌》中已有記載，村名「望廈」可能有福建居民盼望家
鄉廈門之意。

載。村民大部分來自福建，以趙、何、沈、黃、許各姓氏為主，二次大戰後
當地仍然有農田及水池，可見該地一直都適合耕作。其村名「望廈」可能是
閩籍居民盼望家鄉廈門之意。而望廈的另一寫法是「旺廈」，除了期望廈門
興旺之外，亦可能是因為各地方言不同而令書寫記錄有所不同。 7
19世紀中期是澳門由葡萄牙的租借地轉變成為殖民地的關鍵時期，英國
人在鴉片戰爭後建立香港，葡萄牙不得不追隨英國推行殖民擴張，否則英國
人下一步很可能要求清政府把澳門割讓為英國殖民地。這種政治上的改變，
也吸引了一些學者開始研究當中有關華人身份的討論。澳門史家吳志良博
士便曾經提出著名的「另類蕃坊說」，把1849年前的澳門與廣州蕃坊相提並
論。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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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種說法是澳門社會是華洋共處而分治的觀點，例如西方學者將澳
（Mixed Jurisdiction）或「雙軌制」
門這種特殊政治法律狀況歸納為「混合管治」
（ Dualism）。澳門的葡萄牙商人主導的議事會，在中國明清兩朝政府默許下，
行使葡萄牙人的自治權力，處理司法、宗教、貿易以及市政建設等問題，因
此有學者認為這是遠東最早的民主經驗之一。這些不同的解釋，反映了「主
權」觀念在19世紀的轉變，以及中西方對海外領地在當時有不同的看法。
在數個世紀以來，華人的歷史當然不會一成不變，而是多重變化的。可
惜的是漁民的文字紀錄一般比較少，而古代農村的消失也令本來保存的文獻
及口述回憶散佚。現存沙梨頭的土地廟，相傳有兩個世紀的歷史。根據劉羨
冰校長的研究，該廟曾建有「更館社學」為漁民子弟提供基本的傳統儒家經
典的教育。 9
幸好望廈村趙氏在澳門半島上仍然存在，面對城市化及現代化的挑戰，
史學家唯有根據《趙書澤堂家譜》，當中記載清中葉時期，澳門已經出現了
舉人：
趙元輅，字任臣，號九衢，例授文林郎，以府案首入泮，補廩
繕生，乾隆丁酉科中式，廣東鄉試第十八名舉人。著有觀我
集，以會試卒於京師。……趙允菁，字孔堅，號筠如，元輅長
子，例授文林郎，嘉慶辛酉科中式，廣東鄉試第四名舉人。道
光丙戌科會試後大挑二等，授南雄始興以教諭銜管訓導事，越
二載，李鴻賓制憲謂其足為文士楷模，調委越華監院，邑人士
聯名請仍留學任，以培士氣而功人材。癸巳年陞授平州學正，
改就京職，籤授翰林院典簿，著有書澤堂文稿行世，卒於道光
甲午年。10
這次望廈村趙氏父子同於嘉慶年間相繼中舉，引為一時佳話。於是在望
廈村的趙氏祠堂內，曾懸有「父子登科」牌匾供人憑弔。可見澳門曾經出現
本土的知識分子，但似乎只是曇花一現而已。 11
根據學者楊仁飛的研究，比較有規模的華人團體可上追到華人行會興起
的時期。這些華人與本來居住在望廈村的農民或地主不同，因為他們都是以
體力勞動為主的技術工人。這與當時澳門對外貿易到達頂峰，大量華人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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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入澳門謀生不無關係。例如不遲於1840年代已經就成立的上架行會館，
便是華人的行業組織，包括當時木匠、搭棚、打石三個行業的工人。12

19世紀前的澳門葡萄牙人及英國人
葡萄牙人初到東方之時，尚未有兼通中葡雙語的土生葡人作為他們的中
間人。於是中葡雙方通商來往唯有依靠第三者的協助下進行，他們就是被稱
為「舌人」、「通事」或「通譯」的「雙語精英」的中間人。早在1517年，首
名來華的葡國大使托梅 •佩萊斯（ Tomé Pires），便與五名翻譯人員同行。博
克舍（Charles R. Boxer）編著的《16世紀中國南部紀行》所載：
葡萄牙人和中國本土最早的交往是由一些冒險商人實現的，他
們從馬六甲乘坐當地的船隻駛抵中國南方的海洋，而且他們發
現把香料運往中國，和運往葡萄牙一樣可獲大利。13
從以上的記載可見，這些為葡國人服務的舌人，極可能是滿剌加（即今
日馬六甲）人，因為他們兼通華語及葡語。依靠舌人只是一個過渡階段，在
外交活動中這些雙語人才非常重要的。
除了商人及使節以外，相傳在葡萄牙大航海時期，葡國的著名詩人賈梅
賈梅士
賈梅士曾在非洲當

士（ Luís Vaz de Camões）來過澳門。他在約1556年至1558年間完成了他的

兵，不幸失去右眼，

傳世名詩〈盧濟塔尼亞人之歌〉（ Os Lusiadas）的部分章節。這首頌揚葡萄

也曾在里斯本因持劍

牙建國的長篇史詩，是公認最優秀的葡文詩歌，因此亦稱為〈葡國魂〉。著

傷人入獄。他在1580
年6月10日於里斯本逝
世，這天成為政府法
定的「詩人節」，亦
是世界葡僑日。

名澳門史家文德泉神父便認為他是在澳門聖安多尼堂附近的石洞中寫下的。
這個石洞相傳位於今日澳門的白鴿巢公園，令澳門增添了葡萄牙文化的色
彩。
葡萄牙人在澳門的初期是根據近世時期（Early Modern）的海外城市政模
式建立起來，而澳門議事會也是根據「地中海的城市共和國模式組織的」。
葡萄牙人發展澳門對外貿易，經濟繁盛令葡國人人口增加，為進行葡國人的
自治提供基礎，但他們並不受到葡屬印度總督（ Vice-Rei）的完全控制。早
在開埠之初的1560年，居澳的葡人已選出駐地兵頭（Capitão de Terra）、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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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和四位具有威望的商人來
處理他們社區的內部事務。
1 5 6 9 年 ， 賈 耐 勞 （ D.
B e l c h i o r C a r n e i ro ） 主 教 創

設 仁 慈 堂 （ Santa Casa da
Misericórdia） 的 澳 門 分 會

來提供福利。到了1580年
里斯本才派出首位大法官
（ Ouvidor ）主持刑案，在中
國文獻《澳門記略》中稱之
為判事官。三年之後的1583
年，薩（ D. Leonardo de Sé）
主教倡議和主持了澳門首
次葡人選舉並成立議事會
（Senado）。14
議事會的制度一直行使
至 19 9 9 年 1 2 月 1 9 日晚上，
因此對澳門的影響極大。雖
然議事會在制度及權力上屢
有更改，但其建立之初的歷
史仍然是很值得注意的。到

白鴿巢公園也稱賈梅士公園，內有一塊刻有童子軍對賈梅士的讚頌
文，可見當時澳門人對他的推崇。

了17世紀初，荷蘭人曾三次進攻澳門。雖然三次入侵都不果，但澳門議事
會明白要加強澳門防衛，必須要求葡萄牙的印度總督派遣軍人長駐方可保衛
澳門。議事會在1615年增設戰督（Governador de Guerra）一職，到了1623年
由印度總督委派馬士加路也（D. Francisco Mascarenha）出任，才正名為兵頭
（ Capitão-Geral）或總督（ Governador）。他們負責防衛，不可過問行政，因
此議事會一直佔有主導地位。
澳門葡人除了有建立政治組織外，還有建立澳門仁慈堂（Santa Casa da
Misericórdia de Macau）等社會團體。他們發展社會福利工作，開辦醫院、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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嬰堂、痲瘋院、老人院、孤兒院
等。今天在議事亭前地的仁慈堂
古蹟是19世紀多次重修之後的成
果。在華文記載之中也有對仁慈
堂描述，例如《澳門記略》中便
以支糧廟來稱呼之，意味該堂是
支付薪金的地方，但這種記載似
乎忽略了收容棄嬰及資助貧病者
其他重要方面。
值得注意的是18世紀末英
國人已經來到遠東，並在鴉片戰
爭前在澳門建立貿易據點。在尚
未發明照相機的時代，來自歐洲
與本地畫家的畫作，除有藝術價
值外更兼具歷史紀錄的功能。華
南的草木鳥獸，成為昔日畫作的
熱門題材。當中最著名而且受日
後澳門、香港、英國、美國的博
物館及收藏家歡迎的，首推來自
英國的澳門畫家錢納利（ George
仁慈堂位於議事亭前地，是發展澳門社會福利工作的慈善團體。 Chinnery）。

錢納利
錢納利是19世紀英國來華的畫家，於1774年生在英國倫敦。性格不羈的錢
納利在結婚之後，便旅居愛爾蘭、印度、廣州、香港、澳門等地。他於1825年來
到澳門，生活了27年之久，直至1852年5月在鵝眉街的寓所逝世。錢納利是一位
多產的職業畫家，但畫藝卻不穩定。他偶有佳作，但同時也有不少構圖重複及人
物不合比例的作品。不過他的寫生，很多以澳門風景或人物為題材，反映澳門的
風土人情。無論如何，他在藝術史上推有一定的地位，因為他影響了一些同時代
的歐美及中國畫家。15 錢納利死後葬於白鴿巢公園側之基督教墳場內，澳門政府也
列千年利街（Rua de George Chinnery）來紀念這位非凡的藝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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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紀中葉後華人社會興起
除了有社會慈善團體之外，也有帶政治色彩的社會群體。1848年（道光
二十八年），澳葡兵頭亞馬喇下令從城牆之水坑尾門，開闢道路往龍田村背
後，並直達關閘；途經的田園及華人墳墓均被掘及破壞，葡人還推進到望廈
村，迫令居民向澳葡政府交稅，於是令這些長期向清政府納稅的中國人民反
抗。一些村民在望廈的觀音古廟成立帶有強烈地緣色彩的「望廈鄉民知守義
團」，對抗澳葡侵略，保家衛國。有關這個組織所剩下來的資料不多，很可
能是一個名義上的抗葡組織，最後在1908年後正式解散。16
澳門在19世紀出現的行會，反映出澳門工人數目不斷壯大，同時反映
工人需要團結互助的心態。不過除行會之外，更為重要的社會團體是不分出
身、職業及方言群體背景的華人慈善福利團體。鏡湖醫院慈善會和同善堂都

19世紀中葉，望廈村的一些村民在觀音古廟成立帶有強烈地緣色彩的「望廈鄉民知守義
團」，對抗澳葡侵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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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華人社團所面對的問題
對澳門華人社團素有研究的學者楊仁飛曾經分析，澳門華人社團要面對如澳
門新成立的學術社團規模較小、會員及活動數目都不多、組織鬆散等問題。這可
能是因為一人參加數個團體的情況所至，因此有一些團體缺乏群衆基礎。此外，
部分團體的親中色彩雖然強烈，但真正的政治意識較低，也缺乏具社會聲望的領
袖人物，因此號召力不大。最後，有50年歷史或以上的傳統社團，多數出現靑黃
不接現象，所以如何吸引靑年人加入是一項重要的考慮。17

是這時期成立的重要代表，而且一直運作至今。18 這些華人民間團體一方面
為當時大部分從外地湧入的華人提供社會保障，同時亦令一部分殷實商人可
藉此提高社會地位，形成一個新的華人社會階級。澳門鏡湖醫院慈善會於
1871年成立，由沈旺、曹有、德豐、王六（又名王祿）等紳商發起，得到
不少居澳華人歡迎，當年就能籌集經費近7萬元，由此可見此舉深得民心。
33條《華人風俗習慣法典》頒行之後，澳葡才正式對華人身份作出界
定。不過雖然中葡雙方共處了兩個多世紀，但葡國政府在60多年的正式殖
民統治後，才有這樣明確的界定，反映了葡國人對華人地位及管理向來是比
較少的。
1909年6月17日，葡萄牙海軍暨海外事務部，頒佈以中國法律規範為藍
本的法典，主要是對澳門華人的婚姻和繼承問題作出界定。究其原因是當時
負責處理華人訴訟糾紛的華務檢察官署檢察長，認為處理華人的社會糾紛
時，難以依據葡國法律來辦理，很多時最終都是由調解人和檢察長自行仲
裁。由於中葡兩者間的社會風俗大有不同，因而迫使葡萄牙殖民地政府界定
華人風俗。但這法令的推行並不是為了處理重大的政治身份問題，而只是在
華人社會生活的層面上，如丈夫休妻的七出之條等，把原有中國人的生活習
慣，加以法律規範。

抗戰前後至50、60年代的澳門華人組織
20世紀是澳門華人社會組織更為活躍的時候。例如在抗日戰爭爆發之
前，澳門已經出現氏族會的組織，成為澳門民眾聯繫鄉情的組織，例如譚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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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即澳門譚氏宗親會）、1933年成立的何族崇義堂，及1936年11月成立
的梁族宗親會（即梁族聯誼會）等，可見澳門社會人口結構的組織化傾向。
1937年日本侵華，國難當前，一些愛國分子在澳門成立抗日組織與
團體，最為人津津樂道的有澳門工商界和紳士名人成立的「澳門各界救災
會」，以及國民黨澳門支部成立的「澳門各界抗敵後援會」。這些團體在艱
難時期分擔政府的一些職能，尤其在非政治成分的施粥、施衣及救濟難民的
工作上成效特別顯著。 19
抗戰成功後，澳門在政局動盪不安的50、60年代中，開始成為難民逃
難的目的地之一。戰後大量難民返回廣東故鄉，原有的救災會也失去其社會
功能。澳門有如香港一樣，是新中國成立後國共兩黨角力的地方之一。從
1945年至1965年短短20年間，親台社團增至119個，當中有社會性質、宗
教團體、商業團體、聯業社團、文教組織，以及康樂性質的社團等等。有些
社團是受國民黨直接控制，有的只是政治觀點上傾向國民黨。
同時間，有許多對新中國滿懷希望的澳門居民擁護中國共產黨，例如
1950年前後成立的澳門工人聯合總會、澳門中華學生聯合會、澳門婦女聯
合會、澳門街坊聯合總會等，都是明顯支持中共思想的。1966年「一二 ‧三
事件」（詳見第二章）後，親台組織被勒令停止在澳門活動，形成澳門華人
社團基本上都是親向新中國的情況。澳門社團有政治、經濟、文化、教育、
宗教、社會、娛樂等不同性質的團體，據統計澳門有大小社團逾460個，成
為澳門社會的特色之一。

土生葡人
葡文中，土生葡人Os
Macanese一詞是「澳
Macanese
一詞是「澳
門人」的直譯。土生
葡人的來源最早是葡
國人於居於東方時與
中國、馬來西亞、日
本、印度等地方婦人
所產生的混血兒，所
以他們早期被稱為東
方的葡萄牙人。他們
一般在面容上帶有西

土生葡人的界定問題

方人或東南亞人的樣
貌特徵。

澳門的土生葡人一般擁有以下的一些身份特色：在政治上擁有葡國國
籍，並且能說流利的葡萄牙文。血統方面，他們不少是長期甚至數代在澳門
生活的葡人及其他葡萄牙語國家地區人士，包括葡萄牙、帝汶、巴西、果
亞、莫桑比克、安哥拉等地居民，以及他們在澳門出生的後裔。由於葡萄牙
人在海外散局的歷史已有五個世紀之久，因此不少都有亞洲血統，形成了歐
亞兩地文化融合的混血兒群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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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往他們大都是天主教徒，由於近數十年現代化及電子化生活對生活的
影響，不少宗教生活的方式也面對新的轉變，年青一代的土生葡人比上一代
較少參與天主教教會的活動。20 不過每逢星期日也有不少人前往教堂參與彌
撒，他們有不少是年長的土生葡人及華人天主教徒，他們帶着年輕的家庭成
員一起前往參與宗教活動，也有不少來自香港的天主教徒前來參與宗教巡
遊，當然也有喜歡攝影的遊客。澳門其中一個最大的教徒團體，很可能是在
澳門工作的菲律賓人。
澳門見證四百多年的華洋雜處，葡國人與亞洲各種族相處產生特殊的混
血兒群體，他們就是澳門土生葡人，俗稱「土生」。他們的父系通常是葡國
，更地道的說法是
血統的，葡萄牙文中稱他們為「大地之子」
（Filhos da terra）
「土生仔」。他們有特殊的血緣，也創造了他們獨特的文化。 21
80年代前，土生葡人聚居地一般比較集中，而且會住在天主教教堂附
近。過往在青洲與台山之間、玫瑰堂、大堂以及聖安多明堂附近的長樓街、
高園街及新勝街一帶、望德堂前荷蘭園附近、聖老楞佐堂、三巴仔修院、澳
督府附近都有土生葡人和葡萄牙人聚居。而西望洋主教山附近的聖珊澤一直
以來都是富有的土生葡人及葡人官員居住的地方，當然該地亦是華人富豪的
首選之一。有一些地方是因公務而聚居的，例如俾利喇街和望廈區的美副將
馬路，因附近是軍人駐紮的地方，到了現在還有一部分房屋是由他們所居
住。近年來澳門經濟急速發展，已不能如以前般明顯區分，他們的居住地方
已經和大部分的華人混雜在一起。
土生葡人的政治角色在回歸前後也有明顯的不同。過往來自葡萄牙的殖
民地官只依賴土生葡人作中間橋樑，擔任有效管治的協助者，把葡萄牙的政
治實施到華人身上。土生葡人有不少在澳門的政府機關中任職，直到1984
年第124屆澳門總督高斯達上校改革公共行政組職，才有大量華人進入公
職隊伍。80年代前，澳門立法會議席多為土生葡人，形成立法會與澳門總
督之間的角力，最終在1984年以解散立法會告終。其後，華人政治意識提
高，土生葡人的政治力量才漸漸消退。
土生葡人如果有宗教信仰的話，大多數都信奉天主教。根據《澳門基本
法》第3章「居民的基本權利和義務」第42條規定：「在澳門的葡萄牙後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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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的利益依法受澳門特別行政區的保護，他們的習俗、文化傳統應受尊
重。」土生葡人的宗教活動有的因主權回歸而化簡，他們中有的是有經濟影
響力的家族企業成員，如殷理基洋行及羅德禮洋行等，而且也有不少任職專
業行業，如律師、醫生、工程師等。
國籍方面，土生葡人多數是葡萄牙護照持有人，但《中葡聯合聲明》的
中方備忘錄規定「澳門居民在符合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法規定者，不論是否
持葡萄牙旅行證件或身份證，均具中國公民資格」，因此出現同時擁有葡籍
及中國籍的情況。由於1999年12月19日或以前在澳門出生的澳門人都可以
得到葡萄牙護照的申請資格，有部分澳門人到歐盟國家或英國留學，享受與

葡萄牙護照申請資格
在 1999
1999年
年 12
12月
月 20
20日前
日前
在澳門出生的人士，
亦可以成為葡萄牙護
照持有人。

當地學生的同等待遇。
澳門土生葡人的政治身份面對最大的挑戰可謂1966年至1967年的「一
二 •三事件」，另外1987年4月13日《中葡聯合聲明》的簽署也令他們在澳
門地位受到影響。土生葡人在澳門公共行政機關中擔當要職，主要是由於他
們能夠與葡萄牙殖民政府的官員溝通。他們有的能操流利的廣東方言，也
吸收了一些中國文化，另有一些則已經被本土華人同化。土生葡人在澳門
歷史上佔有重要的位置，比較著名的包括認識孫中山先生的土生葡人連斯
科•飛南第（ Francisco H. Fernandes）、在澳督亞馬喇將軍（João Maria Ferreira
do Amaral）被刺後，繼續擴張澳門殖民地的美士基打（ Nicolau Vincente de
Mesquita）上校及前澳門立法會主席宋玉生博士（ Dr. Carlos d'Assumpção）等

等。 22 土生葡人在香港的政府亦十分活躍，例如香港前行政局議員、前立法
局首席非官守議員及廣播事務管理局前主席羅保爵士（ Sir Rogerio Hyndman
Lobo）等。

香港演藝界的土生
葡人
政界以外，土生葡
人在香港演藝界亦
十分活躍，如賈思樂
（Louie Castro）
Castro）、人稱

葡粵語之外的澳門語

「肥 媽」的歌 手 瑪 俐亞
（ Maria Cordero）、
Cordero ）、

澳門人口以來自廣東的華人為主，加上澳門人不少也是看香港的電視廣

李 嘉 欣（ M i c h e l e

播，因此日常生活主要以粵語為主。目前，40%以上的澳門身份證持有人不

洛施（LL u i s a I s a b e l l a
洛施（

是在澳門出生，他們有的是內地的移民，所以說的粵語都帶有中山口音或其

M o n i q u e R e i s）
s ）、梁
Nolasco da Silva）
Silva）等。

他廣東省地方語言的語音特色。除廣東省以外，也有不少澳門人是來自福建
的新移民，但在公開的場合比較少聽到以閩語來作演講或廣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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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於香港而言，澳門的普通話普及程度較高，除了不少新移民都是在
內地完成基礎教育才來到澳門以外，也有不少土生土長的華人會選擇到內地
升學，如暨南大學、中山大學、北京大專院校等，他們大多以普通話來上
課。澳門學生另一升學的熱門地點是台灣，因為台灣有港澳同胞的名額，所
以因利成便。時至今日，澳門仍然有不少在台灣各所大學、暨南大學、中山
大學畢業的學生，在政府及工商界擔當重任。
葡語是澳門葡國人社群的主要語言，葡國人的構成也可說是來自五湖四
海。這些葡國人社群的人，有土生土長的土生葡人，也有的是從葡萄牙而來
航海大國葡萄牙

的。年長一輩的土生葡人會說一種土生葡語（ Patuá或 Macanese），這是一

作為一個曾經擁有非

種以葡萄牙語為基礎，混合馬來西亞文、粵語、日語等詞彙而成的混合語言

洲、巴西、東南亞不
少殖民地的航海大

（ Creole）。清代乾隆時期寫成的《澳門記略》的〈澳蕃篇〉也是以土生葡

國，這些地區在獨立

語來記錄一些常用字彙的。

後仍然形成了為數眾
多的葡語系國家。這
些擁有共同或類近語

土生葡人的數目在19世紀中期至20世紀初期有過明顯的變化。自香港

言的國家，尤其以巴

及上海開埠以後，澳門的商港地位便被前二者取代，因而有不少土生葡人

西、馬六甲、帝汶及

出外工作。19世紀末的時候，更出現過在上海的葡國裔人士較在澳門的葡

部分非洲國家與澳門
最有關聯。

國裔人還要多的情況。加上20世紀下半葉先後出現衝擊澳葡統治的「一二 •
三事件」及澳門回歸等政治因素，不少仍然在澳門的土生葡人選擇移民到巴
西、葡萄牙、澳洲、加拿大、美國、英國等地，在街上見到的土生葡人的數
目也比回歸前少。
在澳門見到的專名語言不少都是來自葡文，澳門華人亦普遍不會葡語，
常常出現的情況就是葡語地名和中文地名南轅北轍的現象。澳門的官方語在
回歸前是葡文，主權移交中華人民共和國之後，中文享有同等的法律地位。
英語是國際語言，在不少地方也普遍使用，尤其在回歸後新建的店舖，往往
會使用英文作為他們的外文名。
葡萄牙語在華人社群之中並未能完全普及的原因很多，最主要是因為葡
文不是每一間小學及中學的必修課程，加上澳門有四成左右的華人並非在澳
門出生，接受西方語言教育的機會比較低，故此大部分華人都不能以葡文溝
通。葡國文化在澳門華人之間並沒有完全植根，因此以認識葡文來了解拉丁
文化、文學及歷史的人數不多。回歸前年長一代的澳門人認為讀葡文只是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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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入政府而鋪路，而葡萄牙的經濟實力遠不及美英等國，因此很少大力鼓勵
年輕人學習葡文。澳門沒有學外語的風氣，比較受歡迎的外語是日語。
老一輩土生葡人的葡語及英語的聽講寫讀都有很高的水平，並且兼有粵
語的聽講能力。年青一代的土生葡人則不少是葡、英、粵及普通話兼擅的。
土生葡人的中文名也有不少特色。例如有些人名是用他們姓氏葡萄牙的發音
來作為他們的全名的，例如高美士（Luís Gonzaga Gomes）。也有一些是以姓
氏的第一個音節為姓，以名字的中文翻譯為名的，例如澳門著名土生葡人小
說家飛歷奇（ Henrique de Senna Fernandes），及其子大律師和劇作家飛文基
（ Miguel de Senna Fernandes）。
現在澳門本地出生的年青人多數都能說粵語、普通話及英語。年長的新
移民，說粵語時往往帶有原居地口音，以中山石岐及順德等地為多。回歸後
普通話的地位日漸重要，在日常生活中如果只懂普通話問題也不大，因為粵
語與普通話同屬漢語，只是在發音及個別用詞不同而已。同時，由於不少澳
門市民都觀看香港的電視節目及閱讀香港的報章，不少香港詞彙亦成為澳門
日常的用語。
時至今日，能流利使用葡萄牙語的人仍然受不少澳門政府部門及商業機
構所青睞，皆因大部分澳門的舊法律仍然是以葡萄牙文為本，現時仍有不少
法律條文未有中文翻譯，這情況令澳門對外貿易受到一定程度上的影響。葡
國文化在回歸前後仍然受到政府的尊重及推廣，是極為難能可貴的美事。

《商法典》
現在只有《商法典》
（Codigo Comercial）
Comercial ）
是 有 英 文 翻 譯 ，
但 譯 者 J o r g e A . F.
Godinho強調這只是
「英文非官方版本。
只有中文及葡本文才
是 官 方 的 」（E
（E n g l i s h
unofficial translation.
Only the Chinese and
Portuguese versions
are official）
official）。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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