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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作為華洋共處之地的澳門，積澱了豐厚而獨特的

文化內涵。作為學術研究對象的“澳門學”，在中國

可溯至 1751 年澳門同知印光任、張汝霖合著刊行的

《澳門記略》，在西方始於 1832 年瑞典學者龍思泰

(Andrew Ljungstedt)以英文出版的《早期澳門史》。

自 1980 年以來，“澳門學”研究態勢看漲，回歸前

夕達致高潮，此後漸趨理性平緩，這是一門以研究澳

門歷史問題為導向的地區性學科，一門關於澳門歷史

文化與社會發展的綜合性學科。 

作為“澳門學”之有機組成部分的澳門法制史

學，主要橫貫澳門史學與澳門法學，旁涉澳門政制、

文化、社會與經濟等領域，但又有自身的相對獨立

性。它以歷史上的澳門法之制度、實踐與文化為主要

研究對象，不是孤立而機械的澳門法制發展的描摹，

還須融貫相關學科如政治學、社會學、宗教學、人類

學、語言學及其他鄰近學科，從而全面、理性、深入

地考察歷史。它也不是一味鑽營故紙堆，亦非單純印

證所謂“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1，用心毋寧在以古

鑒今，使之成為當代澳門法制建設的歷史參照，因而

具有無可替代的學術價值與實踐意義。有鑑於此，我

們需要認真回顧中外學界的相關文獻及研究概況，以

期推動這一交叉學科的長遠發展。 

如同其他旨在還原歷史的學科對於檔案文獻的

倚重，澳門法制史學之發展與繁榮離不開檔案文獻的

整理出版。在澳門史領域，中外諸多學者在不同場合

發出呼籲，有人認為廣泛搜集中外文的文獻資料，編

輯出版澳門歷史資料專輯，這是深入研究澳門歷史的

基礎工程，捨此無法進行；有人認為在建立“澳門

學”的計劃中，當務之急是先要投入很大的力量，系

統地整理和出版澳門史料(包括中文、葡文和英文史

料)；有人認為在澳門史的研究中，除了繼續發掘中

文史料外，還應直接利用葡文檔案史料，否則談不上

全面地研究澳門四百多年的歷史發展，也不能深入地

研究澳門歷史發展中的重大問題；還有人主張設立

“澳門歷史文獻公共中心”、宣導建立“澳門史料

學”。2 為研究奠基而整理文獻，成為兩岸四地學者

的共識。 

在海內外澳門史研究隊伍中，值得特別指出的

是，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澳門基金會、廣東省立中

山圖書館、廣東大沿海出版工貿有限公司等相關部

門，吳志良、金國平、湯開建、張海鵬、黃鴻釗、章

文欽、劉芳等中國學者，以及謨區查、白樂嘉、文德

泉、薩安東、普塔克等西方學者，紛紛投身各類原始

檔案、重要報刊、信劄報告等澳門文獻的整理出版工

作，取得了相當可觀的成就。寄生其上且橫貫其間的

澳門法制史研究，亦隨之獲得日趨廣濶的發展空間。 

 

 

二、澳門回歸前歷史文獻整理 
 

(一) 中國內地所見成果 
在 1980 年之前，關於澳門文獻整理工作並不系

統，中國大陸所見僅有《葡萄牙侵略澳門史料》(上

海人民出版社，1961 年)及寥寥幾部旁涉澳門史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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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文獻出版。 

隨着 1980 年代初期關於澳門問題中葡談判的順

利展開，尤其是《中葡聯合聲明》關於澳門回歸的莊

嚴宣告，內地學界對澳門研究不再有“禁區”意識，

各界學者開始注意相關文獻整理。尤其在澳門回歸前

夕，相關文獻整理全速推進，出版場面蔚為壯觀。 

1991 年，廣東人民出版社出版《澳門港史資料滙

編：1553-1986》3，選錄 1553-1986 年澳門港口、澳

門對外貿易興衰史料，對研究澳門經濟具有較重要參

考價值。全書共分八章，包括：澳門港的自然地理條

件，明代澳門港的興起和繁榮，清代前期的澳門港，

明清時期西方列強對澳門港的爭奪，近現代的澳門

港，澳門的鴉片非法走私和貿易，澳門的苦力貿易，

當代的澳門港。 

1996 年，澳門基金會與上海社會科學院聯合出版

兩卷本影印本《知新報》。4 該報原是康有為、梁啟

超創辦，1897 年(光緒二十三年)2 月 22 日創刊，初為

五日刊，不久改旬刊；原先定名《廣時務報》，因避

免重複而用現名，1901 年 1 月停刊，共出版 133 期。

《知新報》成為戊戌變法失敗後國內外惟一繼續鼓吹

變法維新的報刊，是維新派在華南的重要輿論陣地，

又在康有為等在海外成立保皇會後成為保皇會的喉

舌。這份報刊也是澳門第二份中文報紙，對於近代澳

門社會與政治研究具有珍貴的史料價值。 

1998 年，中華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出版

上下卷《澳門問題史料集》5，是從清代 29 種文獻中

節選或全書收錄有關澳門的史料滙編而成，列為《中

國公共圖書館古籍文獻珍本滙刊‧史部》中之一種。

該書收錄如下文獻：卷一為清代抄本《澳門新聞紙》

六冊；卷二為《澳門記略》全書，另從道光、光緒、

民國《香山縣誌》及《廣東海防滙覽》選錄有關澳門

內容；卷三主要從《柔遠全書》、《(雍正)廣東通志》、

《小方壺輿地叢抄》、《清嘉慶新外交史料》、《籌海初

編》、《林文忠公政書》等書摘錄官員巡澳奏摺記略之

類；卷四主要從《中葡外交史》、《清史稿》、《平南王

元功垂範》等 12 部書節選 121 篇有關葡萄牙與澳門

及中葡交涉之奏摺、照會、條約等；卷五、卷六收錄

《海國圖志》、《達衷集》等 11 部書節選的 65 篇文章、

奏摺、夾片、書信等；卷七收錄《澳門雜詩》和《墨

井詩鈔》。 

1999 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兩卷本《中葡關係

史資料集》6，收錄自明正德十二年(1514)葡萄牙“叩

關求市”至 1987 年《中葡聯合聲明》簽署為止的中

葡關係史料，時間跨度長達 473 年，總字數超過 300

萬字。該書以年為經，以事為緯，共分五編：第一編

收入有關葡萄牙與澳門地理歷史概括性資料；第二編

為明代中葡關係；第三編為清代中葡關係；第四編為

中華民國時期的中葡關係；第五編為中華人民共和國

時期的中葡關係。每編下設若干大類，每類下系若干

專題，每一專題再按時間順序編排，難於歸類或專門

性較強的資料則作附錄緊繫於有關專題之後。所錄中

文資料，包括各類外交往來文書、官方檔案、官員奏

疏、方志傳略，以及圍繞中葡關係尤其是澳門問題的

官私文獻等。該書收入迄至當時幾乎全部的相關中文

史料，外文方面尤以首次譯出薩安東主編的《葡中關

係史資料滙編》部分葡文檔案極具參考價值。 

1999 年，中國檔案出版社出版《廣東澳門檔案史

料選編》7，收錄近代以來粵澳間歷次發生的重大事

件演變與處理情況的史料。該書資料起自清嘉慶末

期，止於 1970 年代後期，包括歷史沿革、粵澳關係、

通商貿易、拐賣華工、社會災害等五個部分，所錄文

獻有歷屆廣東政府與澳葡當局及相關國家之間的照

會、會談記錄、條約草稿，以及廣東負責官員對澳葡

理事官劄飭的往來文書，還有中方各級地方官員為澳

門問題對轉述的奏報和對上級的稟告及有關批示，另

有粵澳之間貿易活動、社會動態及災害救濟等方面的

文獻資料，梳理百餘年間粵澳兩地的密切關係。 

1999 年，浙江華寶齋古籍書社影印出版五卷本

《明清澳門問題皇宮珍檔》8，影印收錄大量明清宮

廷所藏澳門問題檔案文獻。該書所輯百餘件鮮為人知

的檔案精品，記錄了明清兩朝在對澳門進行管理中商

討決策及其實施的情形，時間跨度從天啟三年(1623)

到宣統三年(1911)，包括明清政府對澳門實施管理的

詔令，地方官員呈報澳門情形的奏疏，中葡兩國為澳

門之事往來的照會，還有清晰直觀的澳門地圖，記錄

了一些重大歷史事件，如教皇特使從澳門到北京、在

澳門設立海防同知、英軍兵犯澳門、中葡談判締約

等。其中，葡人在澳活動的明代卷冊、記載天主教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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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傳播的滿文原檔，都是第一次發現的史料。 

1999 年，人民出版社出版六卷本《明清時期澳門

問題檔案文獻滙編》9，由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澳

門基金會、暨南大學古籍研究所合編，邢永福、吳志

良總策劃，楊繼波、吳志良、鄧開頌總主編。該書採

用編年體，收錄明清檔案 2197 件、歷史文獻 397 種，

始自明天啟三年(1623)，截至清宣統三年(1911)，時間

跨度達 288 年。收錄的檔案有，歷屆皇帝名義發出的

諭旨、朱批，由內閣、軍機處、總理衙門、內務府、

廣東大吏、粵海關監督等衙署的題奏本庫和相互諮呈

批示，以及具體負責澳門事務的海防同知、香山縣丞

稟呈及所獲批諭，還有清朝官員官方與葡萄牙政府、

澳葡官員及外國使節關於澳門問題的往來文書、照

會、電文等；文獻方面，既包括一般官書、政書，也

收錄有關人員的文集、日記、信劄、方志、筆記、詩

文，從不同角度補正檔案資料，超過 370 萬字。據稱，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過去館藏澳門檔案並未系統整

理過，這次編輯出版有八成以上材料是第一次公佈。 

 

(二) 澳門地區所見成果 
因緣地利之便，澳門地區一直是澳門文獻整理之

重鎮。在澳門回歸之前，以中文出版且具有一定影響

力的成果，是 1985 年澳門出版的《澳門問題資料滙

編：1553 至 1985 年》10。 

1994年，澳門基金會影印出版《蜜蜂華報》(Abelha 

da China, 1822-1823)。11 該報亦譯《中國的蜜蜂》，

1822 年(道光二年)9 月 12 日在澳門創辦，以週刊形式

出版，每週四出版，由當時澳門葡人主張變革的立憲

派首領之一巴波沙(Paulino da Silva Barbosa)少校創

辦，多明我會敎士編輯，主編為安東尼奧。係葡文週

刊，並有增刊數種，是新政權的喉舌，宗旨是鼓吹立

憲派的主張，攻擊批評保守派。1823 年巴波沙被捕

後，保守派大肆鎮壓立憲派，《蜜峰華報》先是其中

的一些版面被宣佈為內容惡毒，旋又被雅廉訪

(Arriaga)查封和焚毀。終刊於 1823 年 12 月 27 日，共

出版 67 期。1824 年易名，兩年後停刊。該報定期向

國外傳播關於中國的消息，雖只存在一年的時間，但

它是中國境內出版的第一份近代報紙，外國人在中國

境內創辦的第一份報紙，澳門歷史上第一份報紙。此

後才有《澳門鈔報》、《帝國澳門人》等葡文報刊出版，

才有《廣州記錄報》、《中國叢報》、《廣州週報》等英

文報刊出版，也才有《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等華文

報刊出版。 

1995 年，澳門基金會影印出版三卷本《大西洋國》

(Ta-Ssi-Yang-Kuo, 1863-1866)。12 該報是葡人在澳門

出版的葡文報刊，社長為飛南地 (José Gabriel 

Fernándes)。1863 年(同治二年)10 月 8 日創刊，1866

年 4 月 26 日停刊。該報共出版 134 期，為一新聞、

歷史、文學雜誌，曾刊載不少與澳門歷史有關的文

章，對研究早期澳門史具有參考價值。 

1996-2000 年，澳門基金會、葡中關係研究中心

與澳門大學陸續出版十卷系列《葡中關係史資料滙

編》(Colecção de Fontes Documentais para a História 

das Relações entre Portgual e a China）13，收錄葡萄牙

“海外歷史檔案館”、“外交部歷史檔案館”等機構

收藏的大量有關葡中關係和澳門的葡中兩種文字檔

案，分為專題系列和通史系列兩種。其中，通史系列

已出六卷，時間從 1840 年代至 80 年代；專題系列已

出四卷，第一卷《第一次鴉片戰爭期間葡萄牙中立問

題文件》，第二卷《太平天國起義及新鴉片戰爭期間

葡萄牙中立問題文件》，第三卷《澳門問題備忘錄》，

第四卷《省港罷工及其在澳門之影響》，蔚為大觀，

彌足珍貴。 

1997-1999 年，澳門政府、東方文萃出版社聯合

出版兩卷本《澳門遊記：外國作者的評論、描述和記

錄》14，收錄大量的葡、英、法文多語種文獻，非常

珍貴。 

1998 年，澳門基金會出版兩卷本《中葡澳門交涉

史料》15，選輯第一手中文資料，包括檔案文獻、大

臣奏稿、外交函電、清朝實錄、方志記載、私人信件

和日記等，同時也選用了一些外文資料，時間起自

1849 年，止於 1949 年，按 13 個專題歸納排列，每個

專題前有編者按語，包括以下內容：新交涉的開端

(1849 年澳督遇刺事件)，1860 年代中葡澳門交涉，澳

門苦力貿易交涉，1887 年中葡條約，澳門界址爭端之

開始，修約與廣澳鐵路問題，二辰丸案與澳門海權，

澳門劃界與香港談判，澳門劃界交涉及劃界期間的人

民運動，民國時期的澳門問題，澳門交涉的綜述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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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附錄。 

1999 年，澳門出版兩卷本《葡萄牙東波塔檔案館

藏清代澳門中文檔案滙編》16，根據澳門歷史檔案館

近年從葡萄牙東波塔國家檔案館縮微複製回來的有

關澳門的中文檔案編註而成，主體是清代中國官員在

管治澳門過程中與澳葡當局之間的往來文書。全書共

18 章，包括：居澳民蕃，屋宇房舍，約單執照，田賦

地租，對外貿易，貿易額船，民蕃交涉，澳門蕃官，

清朝官員與澳門，官府政令文書，剿撫海盜，天主教

與傳教士，澳門與中國內地的關係，澳門與歐亞各國

的關係，澳門與英國的關係，補遺，另有附錄及 80

幅書影，收錄各種文書逾 1,500 件，共計 100 多萬字。 

 

(三) 其他地區所見成果 
1992-1995 年，台灣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陸續出

版四卷影印本《澳門專檔》17，是清代外交檔案中關

於澳門事務的史料滙編，黃慶福等主編，收錄晚清與

民國政府有關澳門問題的各類檔案。檔案全部照原件

影印，上起 1897 年，下迄 1928 年，內容豐富，包括

奏疏、函劄、照會、諮文、申呈、稟、告示、電文、

會議記錄、新聞紙等類別。檔案內容可分三大部分：

第一部分，關於中葡修約的資料，包括 1862 年與 1887

年中葡談判修約檔案；第二部分，關於中葡澳門界務

糾紛和主權論爭的檔案；第三部分，關於清末到北洋

政府時期中葡澳門勘界交涉過程的檔案。所錄原檔均

為研究澳門近代史包括法制史的珍貴材料。 

 
 

三、澳門回歸後的文獻整理 
 

澳門回歸後，仍有一大批中外原始檔案、重要報

刊、信劄報告等珍貴文獻，在澳門、內地及海外陸續

整理出版。以下為澳門回歸以來海內外出版的具有一

定代表性或影響力的相關成果。 

 

(一) 中國內地所見成果 
2000 年，中國檔案出版社出版兩卷本《中葡關係

檔案史料滙編》18，為清宮所藏有關中葡關係的檔案

史料滙編，共計 48 萬字，按檔形成時間排序，輯錄

了從順治八年(1651)至宣統三年(1911)中國與葡萄牙

國相互交往的檔案史料共 930 件。內容主要包括：中

葡兩國互遣使臣、呈遞國書、慶賀節日進獻方物、設

使領館、接待遊歷等友好往來的有關文件；中葡通

商、在澳各種工程建築及設關徵稅等相關條款和往來

文書；有關中葡之間在澳門的訴訟案件、審辦條款、

逃犯遣返等文件；中葡兩國關於澳門勘界問題的有關

文件，等等，是研究清代澳門史及中葡關係的重要檔

案滙編。 

2000 年，澳門基金會與上海社會科學院聯合出版

影印本《鏡海叢報》。19 該報全稱《鏡海叢報——政

治、文學、新聞雜誌》，於 1893 年(光緒十九年)7 月

18 日創刊，週刊形式，葡文版逢星期二出版，中文版

逢星期三出版，中文版及葡文版內容有異；中文版於

1895 年 12 月 25 日停刊，共出版 125 號，葡文版於

1899 年 9 月停刊。《鏡海叢報》主要內容包括社論、

新聞和廣告三部分，所涉文章包含當時的政治、經

濟、社會消息和革命黨的活動，是中國近代第一份與

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密切相關的報紙，同時是澳門有史

可查最早的中文報紙和第一份雙語新聞報紙，有很高

的史料價值。 

2001 年，花城出版社出版《鴉片戰爭後澳門社會

生活記實——近代報刊澳門資料選粹》。20 該書上起

收錄報刊之創刊年代，下迄於 1911 年 12 月，選錄摘

譯《中國叢報》、《遐邇貫珍》、《中西聞見錄》、《華字

日報》、《申報》、《迴圈日報》、《點石齋畫報》、《鏡海

叢報》、《知新報》、《博聞報》、《廣東日報》、《東方雜

誌》等 12 種近代報刊有關澳門的資料，內容包括澳

門近代城市發展與市政建設，葡華商工集團經濟活

動，市內司法治安行動，澳門博彩、鴉片、妓女、走

私及移民等經濟社會行為，華葡民眾的宗教信仰、生

活習俗，文化、教育與藝術活動等，頗具參考價值。 

2002 年，中國書店影印出版十卷本《清宮粵港澳

商貿檔案全集》21，在浩如煙海的清宮檔案中編選出

反映粵港澳三地商貿歷史的檔案逾 1,000 件，旨在反

映清代粵港澳三地商貿歷史問題的全貌，篇幅浩大，

內容豐富。 

2004 年，中華書局出版的兩卷本《清代外務部中

外關係檔案史料叢編——中葡關係卷》22，輯錄了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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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中葡關係檔案 553 件，時間為同治元年至宣統三

年。全書包括國書、照會、條約、信函、電報等，內

容涉及兩國互設使領館、呈遞國書、通商貿易、澳門

事務、文化交流等史料。 

2005 年，廣東人民出版社出版《西方澳門史料選

萃(15-16 世紀)》23，編譯者金國平對 15-16 世紀有關

澳門的葡萄牙文原始資料進行檢索、研究、鑒別和翻

譯，比照中文相關史料進行勘比互證而編成，內容包

括：第一部分，為 15 世紀史料，分為葡人東來與印

度初識兩章；第二部分，為 16 世紀史料，分為中葡

初交與澳門曙光兩章。該書補充了現有中文澳門史料

的不足，對研究早期澳門史尤其是法制史與法文化大

有裨益。 

2006 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香山明清檔案輯

錄》24，由廣東省中山市檔案館與中國第一歷史檔案

館合作，將館藏明清檔案中有關原香山縣的部分進行

複製分類整理，起訖時間由天啟三年(1624)至宣統三

年(1911)，時間跨度約 280 多年；以時間為經，內容

為緯，包括政務、軍務、政法、外事、宗教、財貿、

農務和文教八個類目，收錄廣東香山地區明代檔案四

件，清代檔案 863 件，達 1,200 多頁、150 萬餘言，

被看作是建國以來中山檔案史上工作量最大、工作難

度最高的一項編研工作。 

2009 年，廣東省出版集團與廣東教育出版社聯合

推出十六卷影印版《葡萄牙外交部藏葡國駐廣州總領

事館檔案(清代部分‧中文)》。 25 檔案內容豐富，多

為葡文、中文和英文，間或有日文和法文資料，涉及

地域以廣東、澳門為主，兼及香港、廣西、福建及東

南亞等地。主體內容除照會、函件外，還有抄件、副

本、函封、名片、報刊、剪報、簽條、法規等，如外

交事務的照會、公函或信件，也有處理民事糾紛以及

涉及刑事案件的檔案；有關於通商、緝私、緝匪、漁

業、狩獵、傳教、遊歷及催繳餉銀、海事交涉、遞解

嫌犯的公文，也有涉及軍事方面的情報文檔；還有許

多關於制度法規、章程文書、募股公告和證件護照、

地契樣本、戶籍管理、邀請函、洋行票據、名片便箋，

以及地圖、報摘、價目格、稅務表、調查表、統計表

等雜件，涉及近代中西政治、經濟、外交、軍事、社

會民生等方面。其中錄有大批法律文件、案件卷宗及

其他相關材料，是研究近代澳門政治發展、法制建設

與司法實踐的一手文獻。 

2012 年，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組織整理影印出版

《美國駐中國澳門領事館領事報告(1849-1869)》26，

內容包括美國國務院於 1849 年至 1869 年收到的駐澳

門領事發來的函件和補充附件的原始檔案，以及這些

函件的登記滙總表，共計 204 份文件，依時間先後順

序編排。報告中有對澳門的歷史、地理、氣候、人口、

農業、手工業與進出口貿易的調查及對商業形勢的分

析；記錄了清朝政府不承認 1862 年《中葡條約》有

關澳門獨立條款的態度；陳述了台灣之於美國的戰略

意義；介紹了中國的鴉片生意；評述了販賣苦力的罪

惡行徑；報導了林肯總統遇刺和西沃德國務卿遇襲等

重大事件。 

2015 年，廣東教育出版社出版《葡萄牙外交部藏

葡國駐廣州總領事館檔案：清代全檔》。27 該書在十

六卷影印版《葡萄牙外交部藏葡國駐廣州總領事館檔

案(清代部分‧中文)》的基礎上，增補檔案所涉葡文、

英文等其他語種資料之影印件，是迄今為止規模最

大、投資最多、搜羅最新、語種最全的澳門文獻滙編。

關於此點，詳見下節。 

2016 年，廣東人民出版社出版《美國駐澳門領事

館領事報告(1849-1869)》28，列入澳門大學澳門研究

中心負責的“海上絲綢之路史料叢刊‧中外關係卷”

叢刊之一。該書以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組織整理影印

出版《美國駐中國澳門領事館領事報告(1849-1869)》

為基礎，進一步收集、掃描了收藏在北京、香港的原

始檔案，經過校勘比較，以轉寫方式對該檔案重新進

行了整理，從而克服了原版影印本受技術水平限制而

出現的文字難以辨認、甚至無法使用的局限，更方便

學界同仁參考利用。 

 

(二) 澳門地區所見成果 
2000 年，澳門基金會出版《澳門問題明清珍檔薈

萃》29，係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所藏澳門問題珍貴檔

案集錦，收錄 1623-1911 年珍檔 125 件，影印出版，

並配彩色插頁，以圖文並茂的形式展示關涉澳門史實

的皇宮檔案原貌，內容主要有：明清中央政府對澳門

實施管理的詔令，地方官員呈報澳門情形的奏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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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兩國為澳門之事往來的照會，繪製精良清晰直觀的

澳門地圖。這些檔案文獻具有可信性和權威性，其形

成的時間跨度大，澳門史上的重大事件均有反映，且

有相當一部分文獻是首次發現，值得重視。 

2000 年，澳門基金會出版八卷本《粵澳公牘錄存》

(Correspondência Oficial Trocada entre as Autoridades 

de Cantão e os Procuradores do Senado 1749-1847)30，

是《葡萄牙東波塔檔案館藏清代澳門中文檔案滙編》

的葡文姊妹篇，時間上起 1749 年，下迄 1847 年。該

書收錄超過 1,500 份藏於葡萄牙東波塔國家檔案館的

澳門理事官與廣東當局的往來公函，其中一部分為

“漢文文書”的葡譯，另一部分為原始的葡文文獻，

內容更為豐富。編者還撰有長達 61 頁的前言，並編

制了 12 種附錄。 

2001 年，澳門東方葡萄牙學會出版三卷本《葡萄

牙及耶穌會參與中國禮儀之爭及康熙皇帝與教廷關

係研究及文獻集》31，第一卷為長達 452 頁的研究論

文，其餘二卷收錄藏於歐洲各處檔案館和圖書館的原

檔 191 件。該書是繼《康熙與羅馬使節關係文書》(陳

垣編)、《中國禮儀之爭：歷史、文獻和意義》(李天綱

編)和《中國禮儀之爭：西文文獻一百篇(1645-1941)》

(蘇爾、諾爾編)之後的又一重要文獻滙編，是瞭解澳

門宗教史與相關法文化的重要材料。 

2002 年，澳門基金會出版《〈澳門憲報〉中文資

料輯錄(1850-1911）》 32。《澳門憲報》是歷史上葡澳

政府出版的地方官報，也是澳門歷史上出版發行時間

最長的一份報刊。該刊從 1850 年起刊登中文，1879

年正式以中葡雙語出版發行。該書所輯資料來自該報

自 1850 年 12 月 7 日第 4 號起至 1911 年 12 月 30 日

第 52 號止所刊中文文字，凡與澳門有關的記載大都

收錄，但刪去各種類型的重複記錄及部分瑣細雜事。 

2003 年，澳門歷史文化研究會出版《澳門史料拾

遺：〈香山旬報〉資料選編》33，收錄 1908 年 10 月至

1911 年 10 月出版的近代報刊《香山旬報》中關於中

葡澳門劃界交涉的地方資料及相關的大量新聞與政

論文章，是研究中葡勘界交涉時期澳門政制發展的重

要文獻。 

上述文獻彌足珍貴，它們不僅記錄了明清兩朝政

府對澳門經營管理決策及其實施情況，反映了中央政

府和地方政府對澳門管轄的意志和行為，也記錄了鴉

片戰爭以來葡萄牙對澳門進行殖民管治的嬗變過程

及實施狀況，是研究澳門法律制度之發展變遷等問題

時需要高度重視並充分利用的資訊源。 

 

 

四、典型推介：《葡萄牙外交部藏葡國駐 
廣州總領事館檔案：清代全檔》 

 

在卷帙浩繁的文獻滙編中，2015 年出版的 32 卷

本《葡萄牙外交部藏葡國駐廣州總領事館檔案：清代

全檔》(以下簡稱《清代全檔》)，是迄今為止規模最

大、投資最多、搜羅最新、語種最全的澳門文獻滙編。

《清代全檔》是中葡學術界與圖書館界再次合作的歷

史見證，也是澳門與內地出版界再次合作的最新成

果。34  

 

(一) 內容概貌 
《清代全檔》所涉葡國駐廣州總領事館檔案共有

320 個卷宗，可辨識者 313 個(個別卷宗破損嚴重)，

近 10 萬頁。其編輯體例承襲《清代部分‧中文》，第

一冊列總目，總目為卷宗號和事項標題；後續各冊列

該冊細目，細目為卷宗號、事項標題和文檔標題，分

別編列頁碼。各冊編輯檔案時，因檔形態多樣，卷宗

數量不均(少則數頁，多則數千頁)，且並非嚴格按照

時間排序，既有一卷宗或為同一事項，或為多個事

項，也有同一事項文檔分處不同卷宗的情況，需要逐

項鑒別、整理和著錄，並依年代和語種進行劃分。據

此分輯編排時，依原檔案卷宗號排序，即同一卷宗，

各事項以其第一件文檔的時間先後排序；同一事項，

以各文檔時間先後排序；同一文檔，先主件，後附件，

附帶的外文通常置於末尾；函件先信封正面、背面，

後正文及名片等。若事項、文檔無明確時間，則依內

容定其大致位置。立基於此，這套檔案既保持了文檔

的原貌和完整，又使之更趨條理化，方便讀者查閱使

用。 

《清代全檔》主體文檔形成於 19 世紀末至 1940

年代，內容多為葡文、中文和英文，間或有日文和法

文資料，涉及地域以廣東、澳門為主，兼及香港、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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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福建及東南亞等地。主體內容除照會、函件外，

還有抄件、副本、函封、名片、報刊、剪報、簽條、

法規等，如與中國官方機構往來公函、與駐廣州各國

領事交往情況、其他涉及澳門或葡萄牙之外交事務的

照會、公函或信件，也有處理民商事糾紛(如葡萄牙

商號、公司糾紛)以及涉及刑事案件的司法檔案；有

關於通商、緝私、緝匪、漁業、狩獵、傳教、遊歷及

催繳餉銀、海事交涉、遞解嫌犯的公文，也有涉及軍

事方面的情報文檔，以及澳門勘界、省港大罷工、日

軍侵佔廣州等重大事件的機密檔案；還有許多關於制

度法規、章程文書、募股公告和證件護照、地契樣本、

戶籍管理、邀請函、洋行票據、名片便箋，以及地圖、

報摘、價目格、稅務表、調查表、統計表等雜件，涉

及近代中西政治、經濟、外交、軍事、社會民生等方

面。 

 

(二) 學術價值 
《清代全檔》具有高度的可信性和權威性，是研

究中葡關係、粵港澳關係和澳門重大事件、社會民

情、歷任葡領與廣東軍政大員個人性情、行事風格、

職守和個人關係往來的重要文獻。 

茲以中葡關係研究為例。自 2009 年《清代部分‧

中文》出版以來，海內外專家學者對此高度重視，不

少研究成果亦從中萃取史料。著名學者金國平最近撰

文《還原歷史與學術進步》對此作出了簡明扼要的評

介。35 例如近代中葡交涉之澳門海界爭端問題，檔案

第 10 冊披露的不少檔案，是現有檔案(如《澳門專檔》

和《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滙編》等)不曾收錄

的，可資補正研究澳門海界爭端與晚清中國“海權”

認識等問題 36；又如中葡勘界期間出現的勘界維持

會，檔案第 3 冊收錄的大量檔案，可資探討其成立背

景、主要活動與歷史影響。37 至於光緒三十四年(1908)

澳門附近海域“二辰丸事件”及由此引發的中國近

代史上首次抵制日貨事件，檔案亦有極為珍貴的材料

涉及，是研究澳門與日本關係史的重要文獻。筆者與

日本關西大學松浦章教授、浙江工商大學孔穎教授、

台灣中央研究院湯熙勇教授近期完成的著作對此類

材料即有充分使用。38 

《清代部分‧中文》對研究近代澳門政治、法制、

社會、文化等方面問題更具獨特的意義。以近代澳門

刑法為例，檔案收錄了大量發生在澳門境內或粵港澳

之間的刑事案件卷宗，是研究該類問題的史料文獻。

例如光緒三十四年(1908)在往返於穗港之間的佛山號

輪船上發生的“佛山輪事件”(即佛山輪命案事件)，

因涉及三國(死者為華人，被告是葡萄牙公民，輪船

屬於英商太古洋行)，交涉錯綜複雜，檔案滙集了此

宗事件的相關檔案，包括審訊記錄、各方來往照會、

函件、剪報等文檔，成為學者深入考證事件、還原真

相的基本依據。39 筆者近年關注澳門法制史研究，尤

為留意檔案所涉卷宗的價值，包括緝私緝匪、遞解嫌

犯的司法公文，約束澳門的制度法規、章程文書，藉

此深入探究近代澳門司法的制度與實踐。40 筆者未來

還將深度挖掘檔案所涉的民事糾紛、商事問題及刑事

案件，藉此揭示近代澳門法律生活的真實面目。 

據此可見，僅是《清代部分‧中文》即已彰顯如

此價值，更遑論涵蓋近代時期各類語種的《清代全

檔》。因為學者早已達成的共識之一，是推進澳門研

究必須重視史料文獻整。“澳門學”在相當時期難以

進一步深化，就因為中國學者難於利用葡文或其他語

種文獻，外國學者難於參照中文及其他語種文獻。如

今順利出版的《清代全檔》，為中外學者通力合作奠

定了文獻基礎，具有不可限量的社會價值，實可謂嘉

惠學林。 

 

 

五、結語 
 

毋庸諱言，澳門史學在很長時間進展緩慢，原因

之一便是文獻整理不夠，中國學者難於利用外文檔

案，外國學者很少參照中文檔案，原始文獻無法比

勘，研究工作屢陷僵局。上述檔案文獻的整理出版，

無疑正在打破這一局面。這些彌足珍貴的檔案文獻，

反映了當時葡萄牙、澳門以及大清帝國之間政治經濟

社會的變動與互動，對研究中國近代史、澳門政治變

遷、澳門主權問題、中外文化傳播交流等極具參考價

值，其中所涉相關法律制度、司法實踐及法律文化的

資訊更是澳門法制史研究的重要參考資料。 

當然，文獻整理工作是無止境的。隨着中外學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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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日益密切，各種檔案文獻仍在陸續整理。挖掘不

同國家和地區、不同語言的檔案史料，仍是學界努力

的基礎性工作。正如學者之所言，近年整理出版的澳

門史料儘管數量可觀，但相比世界各地藏量巨大的相

關檔案文獻，仍只佔其中一小部分；尤其是葡萄牙和

英、法、意、日、西班牙、荷蘭等國家所藏檔案相關

史料，以及相關報刊資料或手稿文集，發掘、刊佈和

翻譯都很不夠。41 還有學者呼籲加強澳門當代史資料

的整理，它離我們最近卻最不為人所熟悉，現有史料

及相關研究甚少涉及澳門當代，因此建議從整理出版

檔案資料入手(如葡萄牙薩拉查個人文件、國際國防

警察廳文件、外交部歷史－外交文件等)42，開創澳門

當代史研究的百花齊放時代。 

可喜的是，澳門史學領域所作的這些呼籲，已經

引起有識之士及有關部門的高度重視，新的文獻整理

工作亦在各方通力合作之下逐步展開。據悉，《葡萄

牙外交部藏葡國駐廣州總領事館檔案：清代全檔》之

後續篇章──多達 29 卷的《葡萄牙外交部藏葡國駐

廣州總領事館檔案：民國中文》將於 2017 年全部出

版。至於筆者醞釀多年的十卷本《澳門法制史料選粹》

整理計劃 43，亦將漸次展開，藉此為澳門法制史研究

添磚加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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