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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生葡人：澳門一個重要的 、
獨特的居民階層
——美好前景在展現
趙燕芳＊

澳門 是一 個東 西方 文化 交匯 的城 市， 是華 人與 葡人 雜處 之地 。華 人一 直是 澳 門
居民中 一個 最廣 泛的 、主 體的 居民 階層 ，但 在澳 門幾 百年 歷史 發展 的過 程中 ，由 於
部 份 華 人 與 葡 人 通 婚 而 自 然 形 成 了 一 個 新 的 、 獨 特 的 居 民 階 層 —— 土 生 葡 人 。
按一 般理 解， 土生 葡人 主要 是指 在澳 門出 生、 具有 葡萄 牙血 統的 葡籍 居民 ， 它
包括葡 人與 華人 或其 他種 族人 士結 合所 生的 混血 兒， 以及 長期 或數 代在 澳門 生活 的
葡人及 其後 代。 土生 葡人 雖是 葡人 與華 人的 組合 體， 但在 很多 方面 卻又 是一 個既 有
別於葡 人又 有別 於華 人的 特殊 群體 ，其 存在 已有 幾百 年歷 史， 在澳 門有 深厚 的基 礎
和廣泛 的社 會關 係。 他們 視葡 萄牙 為祖 國， 長期 接受 葡國 教育 和文 化， 同時 由於 世
代居 澳， 也受 華人 社會 風俗 習慣 的影 響， 已深 深植 根於 澳門 ，把 澳門 作為 故鄉 ， 因
而他 們處 於一 個比 較特 殊的 地 位 。
一般 來說 ， 土生 葡人 具 有如 下特 點 ：
1 ． 具 有葡 萄 牙 血統 ， 認 同葡 萄 牙 民族 ， 對 葡國 有 歸 屬 感 ；
2．信 奉 天 主 教 ， 具 有 葡 國 文 化 背 景 但又 同 時 接 受 葡 中 兩 大 文 化 習 俗 禮 儀 ；
3．較熟 練地 掌握葡 語和 廣州 話 ；
4． 多在 澳 門 政府 機 構 中 任職 ， 收 入相 對 較 高 ，生 活 較 優 裕 。
在葡萄牙管治澳門期間，土生葡人一直對澳門政權機器的運轉起著重要的作
用，是 葡國 官員 賴以管 治澳 門的 社會基 礎， 也是 聯系葡 人上 層官 員與廣 大華 人居 民
的中間 橋樑 。土 生葡人 在一 定程 度上依 附於 澳門 的政權 機構 ，因 而在政 治上 、經 濟
上、 心理 上都 處於 遠較 一般 華人 優越 的地 位。 另一 方面 ，在 一些 專業 領域 ，如 自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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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的 律師 、工程 師和 建築師 等華 人尚未 涉足 或少涉 足的 社會界 別裏 ，土生 葡人 與
葡人一道 佔據著 壟斷或 主導地位 ，起著 舉足輕 重的作 用 。
土生葡 人，即 澳門 特別行 區基 本法所 指的 葡萄牙 後裔 居民， 目前 主要分 佈在 多
個社會 界別 ，有 的從事 自由 職業 ，如醫 生、 律師 、工程 師、 建築 師，有 的從 商， 有
的任職 於銀行 、金融 、保 險界， 但絕大 多數 是政府 公務員 。本 人由於 工作關 係， 與
一些土 生葡 人有所 接觸 ，結識 了一 些律師 、建 築師、 工程 師、教 師及 中、上 層公 務
員的土 生葡 人朋 友。 在與 他們 的接 觸聯 系中 ，我 與一 些土 生葡 人結 成好 友， 建立 了
比較深 厚的 友誼。 我們 經常談 論個 人的理 想和 職業的 抱負 ，談論 本地 區的重 大事 情
及澳門 的未 來， 與他們 分享 其個 人生活 和事 業上 的快樂 與憂 慮。 我發覺 到他 們對 其
出生和 成長的 這塊土 地懷 有深情 摯愛， 他們 都熱切 希望繼 續留 澳，為 澳門的 繁榮 發
展作出 更大 的貢 獻。 但中 葡聯合 聲明 簽署 後， 土生 葡人普 遍感 到“ 九九 ”震 盪， 對
個人的 前途 和未 來的生 活抱 有極 大的憂 慮和 不安 ，內心 處於 極度 矛盾之 中。 但儘 管
如此， 土生 葡人 對澳 門的 濃情厚 愛並 沒有 因此 而減 退。這 從內 地草 委來 澳徵 詢基 本
法意見時與土生葡人座談的情況便可以看出。在內地草委與土生葡人的多次座談
中，很多土生葡人積極參與，反應熱烈，整個會議室幾乎座無虛席。他們發言踴
躍，積 極就 基本 法條 文的 規定提 出意 見和 建議 ，表 現出其 對未 來澳 門特 別行 政區 事
務的關 注； 他們 提問 熱烈 ，反映 出其 對澳 門的 未來 仍抱有 各種 各樣 的疑 慮， 希望 能
通過內 地草 委的 回答 減輕 或消 除一 些疑 慮 。
就筆者 所知 ，土 生葡 人的 疑慮 主要 有： 一九 九九 年後 成為 少數 民族 —— 二等 公
民；不 獲澳 門特 別行 政區 政府的 信任 ；失 去現 有優 越的政 治、 經濟 和社 會地 位， 生
活水平下降；與葡萄牙的聯系遭到割斷；喪失葡萄牙國籍及失去對子女前途的保
障。總 之， 就是 對澳門 的未 來缺 乏足夠 的信 心。 鑒於土 生葡 人一 直以來 所處 的優 越
和特殊 的地 位， 他們 對澳 門歷史 發展 新階 段出 現的 深刻變 革感 到疑 慮， 這是 一種 完
全正常 的反 應。 從目 前情 況看， 除少 數經 已明 確作 出去或 留的 抉擇 並為 其新 作抉 擇
作好各 種准 備的 土生 葡人 外，大 部份 土生 葡人 對未 來均持 觀望 態度 ，他 們處 在一 個
去或 留的 十字 路口 上， 這 是一 個使 他們 感到 極度 困 擾的 非常 困難 的抉 擇 。
事實上 ，中 葡聯 合聲 明已 充分照 顧到 土生 葡人 的存 在及其 現狀 ，並 為他 們給 予
很多 保障 ，如 擇業 自由 、繼 續使 用葡 語、 個人 權利 和自 由的 保障 、不 受歧 視的 保 障
等。這 些原 則已 在澳 門特 別行政 區基 本法 中作 出規 定。澳 門特 別行 政區 基本 法起 草
委員會 在起 草基 本法 過程 中，對 土生 葡人 新擔 負的 重要作 用予 以重 視， 如草 委會 二
十二名 澳門 委員 中， 就有 二名土 生葡 人。 基本 法諮 詢委員 會九 十名 委員 中， 就有 十
名以上 土生 葡人 。基 本法 徵詢意 見過 程中 ，草 委會 也很注 意聽 取土 生葡 人的 意見 和
建議。
澳門特 別行政 區基 本法涉 及土生 葡人 利益的 條文主 要有 ：
1 ．澳 門居 民在 法律 面前 一律 平等 ，不 因國 籍、 血統 、種 族、 性別 、語 言、 宗
教、 政治 或 思想 信 仰、 文 化程 度 、經 濟 狀況 或 社會 條 件而 受 到歧 視 ；
2． 澳 門 特 別 行 政 區 的 行 政 機 關 、 立 法 機 關 和 司 法 機 關 ， 除 使 用 中 文 外 ， 還 可
使用葡文，葡文也是正式語文；
3． 在 澳 門 的 葡 萄 牙 後 裔 居 民 的 利 益 依 法 受 澳 門 特 別 行 政 區 的 保 護 ， 他 們 的 習
俗和文化傳統應受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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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澳 門 特 別 行 政 區 成 立 時 ， 原 在 澳 門 任 職 的 公 務 人 員 ， 包 括 警 務 人 員 和 司 法
輔助人 員，均 可留用 ，繼續 工作， 其薪金 、津貼 、福利 待遇不 低於原 來的 標
准，原 來享有 的年資 予以保 留。依 照澳門 原有法 律享有 退休金 和贍養 費待 遇
的留用公 務人員 ，在澳 門特別 行政區 成立後退 休的， 不論其 所屬國 籍或居 住
地點， 澳門特 別行 政區向 他們或 其家 屬支付 不低於 原來 標准的 應得的 退休 金
和贍養費；
5．公 務 人 員 應 根 據 其 本 人 的 資 格 、 經 驗 和 才 能 予 以 任 用 和 提 升 。 澳 門 原 有 關
於公務 人員的 錄用、 紀律、 提升和 正常晉 級制度 基本不 變，但 得根據 澳門 社
會的發展加以改進。

上述規 定充 分體 現中 國政 府對 保護 葡萄 牙後 裔居 民利 益的 重視 。由 於基 本法 作
為未 來澳 門特 別行 政區 的最 重要 和基 礎的 法律 ，將 是澳 門特 別行 政區 法律 體系 的 一
個重 要組 成部 份， 土 生葡 人的 社會 和經 濟 地位 的維 護已 在法 律 上受 到充 分保 障 。
土生 葡人 的存 在無 疑是 澳門 歷史 發展 的產 物。 無論 過去 、現 在還 是將 來， 土 生
葡人對 澳門 的穩 定和 發展 都具 有特 殊重 要性 ，且 這一 重要 性並 不會 因澳 門政 權回 歸
中國而 消失 。這 從中 國官 員對土 生葡 人的 看法 和評 價可以 看出 。中 國國 務院 港澳 辦
公室主 住魯 平一 九九 二年 六月 在北 京接 受《 澳門 商業 周報 》訪 問時 表示 ，“ 葡裔 居
民過 去對 澳門 的經 濟發 展和 社會 穩定 起了 積極 作用 ，我 們希 望他 們在 ‘九 九’ 之 後
都留下 來， 繼續 作出 他們 的貢獻 。如 在澳 門政 府工 作的葡 籍公 務員 ，他 們對 政府 運
作比較 熟悉 ，積 累了 一定 的經 驗， 他們 還可 為將 來特 區服 務。 另外 ，葡 裔居 民中 有
不少是 專業 人土 ，如 醫生 、工 程師 、律 師等 ，希 望他 們繼 續留 澳門 發揮 其專 長， 從
事商業 的人 士， 可為 加強 澳門 與歐 共體 的聯 系發 揮作 用。 總之 ，一 九九 九年 後， 還
大有作 為， 希望 在澳 門的 葡裔 居民 留下 來， 這對 澳門 的穩 定和 發展 有幫 助。 ”魯 平
主任還 透過 《澳 門商 業周 報》轉 告葡 萄牙 後裔 居民 ，“澳 門前 途是 光明 的充 滿希 望
的。希 望澳 門葡 萄牙 後裔 居民在 ‘九 九’ 後能 安心 留下來 。我 想對 葡萄 牙後 裔居 民
普遍關 心的 國籍 問題 重申 一下 ，中 國政 府在 處理 這個 問題 時會 靈活 ，不 會將 中國 國
籍強加 在其 頭上 ，葡 萄牙 後裔 居民 在此 問題 上儘 管放 心” 。新 華社 澳門 分社 社長 郭
東坡一 九九 二年 十月 接受 《終點 》周 報訪 問時 表示 ，“澳 門作 為一 個具 有數 百年 歷
史國際 自由 貿易 港， 它所 擁有 的優 勢和 發展 經濟 的有 利條 件， 在一 九九 九年 以後 都
將繼續 鞏固 和發 展。 在澳 門世 代居 住的 葡裔 居民 ，對 澳門 懷有 深厚 的感 情， 對澳 門
的經濟 發展 和社 會穩 定起 了積極 作用 ，他 們在 九九 年後仍 大有 作為 。我 衷心 希望 他
們一如既 往地熱 愛澳門， 與廣大 華人階 層一道， 共同為 澳門穩定 發展貢 獻力量 ”
從魯平 主任 和郭 東坡 社長 對土 生葡 人的 評價 可以 看到 ，中 國官 員對 土生 葡人 長
期來在 澳門 社會 所起 的重 要作用 是有 充分 認識 的， 並希望 他們 繼續 留澳 ，為 澳門 特
別行 政區 的發 展作 出貢 獻 。
當然， 從澳 門的 整體 和長 遠利益 考慮 ，我 們希 望所 有土生 葡人 仍像 過去 一樣 能
在未來 的澳 門特 別行 政區 發揮其 特殊 和重 要的 作用 。但事 實上 ，要 求他 們一 個人 也
不離 開澳 門是 不現 實的 。歷 史發 展的 規律 證明 ，舉 凡一 個社 會發 生歷 史性 的轉 變 ，
其居 民階 層必 然出 現變 化， 並在 去或 留這 兩種 抉擇 中擇 取其 一。 對土 生葡 人來 說 ，
不論作出何種抉擇，都是經過反覆的、審慎的考慮，權衡各種利弊得失後才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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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在 作出 抉擇後 ，還 需要以 足夠 的勇氣 和信 心去面 對未 來。就 筆者 所知， 從感 情
上、人 緣地 緣關 係上 、生 活習慣 上和 心理 上來 說， 絕大多 數土 生葡 人都 是願 意留 在
澳門 的， 這從 一位 中層 土生 葡 人公 務員 給筆 者的 信便 可 以看 出。 一九 九二 年八 月 ，
本人曾 就魯 平主 任對《 澳門 商業 周報》 發表 的談 話在該 報撰 文， 重申本 人對 土生 葡
人在澳 門社 會起 著重要 作用 的一 貫看法 後， 即接 到一位 以“ 為自 己是中 國人 而感 到
自豪的 葡萄牙 人”署 名的 中層土 生葡人 公務 員的來 信。這 位人 土對本 人有關 土生 葡
人的看 法感 到興 奮。 來信 說， “許 多土 生葡 人都 欽佩 和尊 敬中 國。 他們 當中 的許 多
人像我 一樣 ，都 為自 己的 血管流 著億 萬人 民同 樣的 血液而 感到 相當 自豪 。我 可以 真
誠地肯 定說 ：土 生葡 人現 在和永 遠都 想留 在澳 門！ 他們在 這裏 有現 成的 生活 ，這 裏
是他們 許多 先輩 安葬 的地 方，而 且也 是他 們的 晚輩 出生的 地方 。但 是， 更為 重要 的
是（雖 然有 些人 不願 意公 開承 認這 一點 ）， 我們 也有 一點 是中 國人 。若 對我 們的 生
存有保 障， 我們 將會 留下 來，我 們並 不懼 怕同 我們 的華人 ‘兄 弟’ 競爭 ，只 要是 平
等的 ，無 先決 條件 的競 爭” 。本 人相 信這 封信 反映 出相 當一 部份 土生 葡人 的心 聲 。
筆者認 為， 基本 法就 土生 葡人 作出 的各 項規 定， 主要 是考 慮到 澳門 存在 葡萄 牙
後裔 居民 這 一重 要 的居 民 階層 ， 尊重 他 們的 語 言文 化 和照 顧 其生 活 和工 作 的需 要 。
我相信 ，在 澳門 葡萄 牙後 裔居民 的利 益和 文化 傳統 是得到 充分 保障 的， 中國 政府 是
衷誠希 望葡 萄牙 後裔居 民留 在澳 門，發 揮他 們的 才能和 專長 ，在 不同領 域裏 繼續 為
澳門 社會 服 務， 為 澳門 的社 會 穩定 和 經濟 發展 作 出貢 獻 。
然而 ，土 生葡 人的 去留 是取 決於 多方 面因 素的 ，除 本人 的意 願外 ，還 包括 很 多
客觀因 素， 如生 存的 條件 、工 作和 生活 的環 境、 施展 才能 的機 會等 。在 現階 段， 有
關當局 是有 責任 和義 務為 土生葡 人留 澳提 供和 創造 更多有 利的 條件 ，如 充分 發揮 擔
負領導 級或 指導 級職 位的 土生葡 人的 作用 ，對 有杰 出才能 、有 豐富 的行 政管 理經 驗
的土生 葡人 公務 員委以 重任 。對 廣大土 生葡 人公 務員來 說， 有關 當局要 做到 “人 盡
其才” ，為 他們 提供 施展 才能 的機 會， 使他 們感 到其 自身 存在 的價 值。 此外 ，有 關
當局還 需要 根據 土生 葡人 不同 的特 點， 為其 開設 各種 特別 課程 ，並 為土 生葡 人學 習
中文提 供一 定的 方便 和給 予必要 的鼓 勵。 只要 有關 當局能 從土 生葡 人的 歷史 和現 實
情況出 發， 盡快 採取 各種 有效措 施， 使土 生葡 人能 安心留 下來 ，我 相信 很多 土生 葡
人是願 意留 澳工 作和 生活 的。 澳門 的前 途是 光明 的， 是充 滿希 望的 ，土 生葡 人的 前
景是燦 爛的 。誠 然， 土生 葡人 的前 途在 很大 程度 上取 決於 他們 本身 的努 力。 中國 有
句古 語叫 “ 適者 生 存” 。 對土 生 葡人 來 說， 只 要他 們 從現 在 起在 思 想上 、 心理 上 、
工作上 和生 活上 作好 適應 澳門政 治地 位變 化的 足夠 准備， 他們 肯定 在一 九九 九年 後
仍是大有作為的。
總括而言，筆者認為，土生葡人的存在是澳門歷史發展的結果。從總的方面
看， 土生 葡 人同 澳 門的 華人 融 為一 體 ，為 澳門 社 會的 進 步和 發展 作 出積 極 的頁 獻 。
在歷史 轉折 時期 ，我 們希 望土生 葡人 作出 符合 世界 歷史潮 流的 抉擇 ，以 很大 的勇 氣
去接受 時代 的巨 大挑 戰。 而事 實上 ，長 期以 來， 由於 土生 葡人 熟悉 澳門 政府 機構 的
運作， 熟悉 澳門 本身 的現 實情況 ，掌 握中 葡雙 語， 這些有 利條 件使 他們 為澳 門的 發
展作出 了貢 獻。 這一 直是 他們 目前 和九 九年 後都 擁有 的優 勢。 我相 信即 使在 一九 九
九年後 土生 葡人 這種 優勢 仍可充 分發 揮。 澳門 的今 天，是 包括 土生 葡人 在內 的全 體
澳門居 民團 結一 致、 攜手 合作的 結晶 ，澳 門的 明天 ，仍需 要包 括土 生葡 人在 內的 全
體澳門 居民 共同 開拓 。我 相信我 們的 家園 將走 向更 加光輝 燦爛 的明 天。 在這 個歷 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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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革的 重要 時期 ，我 們衷 心希望 並相 信絕 大多 數土 生葡人 都會 作出 恰當 的抉 擇， 成
為推動 和促 進澳 門社 會穩 定、發 展、 繁榮 的參 與者 和見證 人。 我相 信土 生葡 人將 是
構成澳 門特 別行 政區 居民 階層的 一個 重要 組成 部份 ，並將 在特 區中 發揮 其重 要和 特
殊的作 用。 我衷 心希 望在 只利下 短短 幾年 的過 渡期 內，土 生葡 人能 與廣 大華 人居 民
一道共 同努 力， 為政權 的順 利交 接創造 更多 有利 條件， 更熱 切期 待在一 九九 九年 十
二月二 十日 這一 重要歷 史時 刻， 有幸地 能與 土生 葡人在 這裏 共聚 一堂， 懷著 澳門 永
遠美 好的 的憧 憬， 一起 參加 政權 交接 的隆 重慶 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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