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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是一個多元化的社會，其中就包括了族群的多元性。在澳門居民中，有一個很特別的族群，

就是土生葡人。土生葡人是澳門長久以來坊間對在當地出生和生活的具有葡萄牙血統的混血兒的稱

謂，其中很多土生葡人同時還具有中國血統。可以說，澳門的土生葡人有別於單純的葡萄牙人或中國

人，他們人數雖然不是很多，約佔澳門居民人口的 2%，但卻自成一體。1 澳門回歸後，在中國政府

“一國兩制”方針下，澳門的土生葡人作為澳門居民的重要組成部分，充分享有《澳門基本法》所規

定的居民的基本權利和自由。除此之外，《澳門基本法》還專門以一個條文來對涉及土生葡人的利益

保障作出特別規定。《澳門基本法》第 42 條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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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基本法》所規定的在澳門的葡萄牙後裔居

民，當然包括了在澳門的土生葡人在內。由於《澳門基本法》在澳門特別行政區具有憲制性法律地位，

其對澳門土生葡人利益保護的規定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正是有了《澳門基本法》，澳門土生葡人的

權益才有了可靠有力的保障，並由此激發了澳門土生葡人建設澳門、發展澳門的積極性。如今，澳門

的土生葡人與其他澳門居民一道，共同建設繁榮穩定、和諧美麗的澳門社會。 
 
 

一、土生葡人族群增添澳門中西文化交滙共存色彩 
 
澳門遠在新石器時代就已有中華民族的祖先居住。16 世紀中葉以後，隨着西方工業和航海事業

的發展，葡萄牙人開始住在澳門，後來逐步佔領並管治澳門，由此也將西方文化帶到了澳門，澳門成

為大航海時代中國與外國，特別是西方文化交流和碰撞的前沿地帶。雖然在澳門近幾百年的發展歷程

中，地理狀況和人口結構的特徵決定了中華文化在澳門始終為主流，中華傳統文化在這裏得到了傳承

和發展，但它也同時借鑑和吸收了西方文化，這使得近現代以來澳門的歷史文化發展深深地打上了中

西文化交滙共存的鮮明特色。這其中，澳門土生葡人的存在無疑增添了澳門中西文化交滙共存色彩。 
嚴格來講，土生葡人是澳門社會上的一種通俗稱謂，並非法定用語。這一稱謂並未見諸於澳門的

法律文件中，包括《澳門基本法》也沒有使用“土生葡人”這一稱謂。《澳門基本法》使用的是“在

澳門的葡萄牙後裔居民”，它實際上是指在澳門的土生葡人。土生葡人族群在法律文件中被稱為“在

澳門的葡萄牙後裔居民”，最早見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葡萄牙共和國政府關於澳門問題的聯合

聲明》(下稱《中葡聯合聲明》)的附件一《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對澳門的基本政策的具體說明》(下稱

 

 

“一國兩制”下澳門土生葡人的權益保障 

 

冷鐵勛∗ 

 

 



“一國兩制”下澳門土生葡人的權益保障 

 

- 49 - 

《具體說明》)。《具體說明》第五部分有一段話：“澳門特別行政區依法保護在澳門的葡萄牙後裔居

民的利益，並尊重他們的習慣和文化傳統”。2 為落實《中葡聯合聲明》，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

代表大會在制定《澳門基本法》時專門以第 42 條規定保護在澳門的葡萄牙後裔居民的利益。具體起

草條文時，將《中葡聯合聲明》中規定的葡萄牙後裔居民的“習慣”改為了“習俗”。在中文中，“習

俗”包括了“習慣”和“風俗”。習慣通常指在長時期逐漸養成的、一時不易改變的行為、傾向或社

會風尚。3 習俗範圍更廣，除習慣外還包括社會上長期形成的禮節等。 
澳門的土生葡人是一個特殊的族群，早期一般指葡萄牙人與亞洲人主要是南亞人結合所生的混血

兒，後期主要是指葡萄牙人與中國人結合所生的混血兒。這與葡萄牙人來到亞洲的路徑有關。葡萄牙

人向東方進發的時候，是先佔領印度果阿之後，再穿過馬六甲海峽繼續東進才來到中國東南沿海一帶

的。因此，早期的土生葡人是指葡萄牙人在南亞期間與當地人通婚後形成的族群，後來葡萄牙人到澳

門後與當地的華人通婚，土生葡人主要是指葡萄牙人與中國人通婚後形成的族群。當然，也有人將在

澳門定居的葡萄牙人之間結婚後的第二代及以後各代在澳門紮根形成的族群也稱為土生葡人，以區別

在葡萄牙本土的葡萄牙人。 
土生葡人的存在不僅是澳門歷史發展的產物，更是澳門地區一個重要的人文特色。因為土生葡人

大多出生或紮根於澳門，自小接受葡萄牙語教育和西方文化的薰陶，同時也受到中國語言文化的影

響，這使得兩種文化在土生葡人的身上有着非常明確的體現。在澳門，土生葡人除使用葡語外，還能

夠聽和講廣東話，並熟悉華人社會的習俗和文化。因此，澳門的土生葡人是在中葡兩種文化背景下長

大的。這種特殊的生長環境，使得土生葡人除在血緣方面外，在語言、文化、習俗、宗教等方面都有

着不同於典型葡萄人和中國人的特色。 
例如，在語言方面，澳門的土生葡人經過幾百年的生活，因其主要接受葡萄牙文化和教育，在家

庭中主要使用葡萄牙語。由於澳門居民以華人為主，在語言方面，土生葡人也會受到中文的影響，他

們除使用葡萄牙語並能夠聽和講廣東話外，還慢慢形成了一種葡萄牙語混合語的特有克里奧爾語

(Creole)──澳門土生土語(Macanese)，也有人把它稱作土生葡語。在文化方面，因受葡萄牙文化的教

育和影響，土生葡人的思維、生活方式等都有濃厚的葡萄牙特色，如以葡萄牙菜為基礎的澳門土生菜、

跳葡萄牙土風舞等。其中，澳門土生菜被譽為澳門獨特的美食，它正是土生葡人通過用豐富的配料烹

調出揉合中葡特色的佳餚，背後蘊含澳門獨特的歷史背景與葡萄牙航海文化。雖然土生葡人也會受到

中國文化的影響，如在習俗方面，澳門的土生葡人在日常生活中也遵從華人的習慣，如用筷子吃飯、

打麻將娛樂等，不過，他們仍保留着自己獨特的飲食、生活方式等文化特色。對此，甚至有意見認為

形成了土生葡人以西方文化為主、東方文化為輔的特殊新文化──“土生文化”。在宗教方面，澳門

的大多數土生葡人信奉葡萄牙的國教天主教，天主教也因而成為土生葡人的一種社會準則。正是由於

澳門的土生葡人作為一個族群在語言、習俗、宗教、文化等方面有自己的獨特特色，增添了澳門作為

中西文化交滙共存的色彩，加上土生葡人祖祖輩輩在澳門這塊熱土繁衍生息，世代相傳，擔當了澳門

華人與葡萄牙人的橋樑，在澳門社會的發展中發揮了特殊的作用。為繼續保留土生葡人獨特的文化特

色，發揮土生葡人的積極作用，更好地保障他們的利益，《澳門基本法》在對澳門居民的基本權利和

自由作出系統規定的同時，特別用一個條文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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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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國政府一貫重視澳門土生葡人的訴求和利益 
 
《澳門基本法》專門對土生葡人的保護作出規定，除土生葡人這一族群在澳門社會生活中所具有

的文化等方面的獨特性因素外，還有一個考慮因素就是澳門過渡期內土生葡人對回歸後的前景有一些

擔憂。因為葡萄牙管治澳門期間，土生葡人具有葡萄牙血統，又講葡語，無論擔任政府公職或從事其

他工作例如律師、會計等，都具有優勢，他們擔心澳門回歸後前景不明朗。 
土生葡人因有葡萄牙血統，講葡萄牙語，因而他們在葡萄牙管治澳門期間，不少人都在政府機構

中任職，有的還擔任了中高級的職位。這對於回歸前澳門政權機構的運作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甚至

有人說土生葡人是葡萄牙官員賴以管治澳門的社會基礎，這種觀點應該說還是比較符合澳門回歸前的

實際情況。從葡萄牙來到澳門的官員，確實有一個熟悉澳門當地社會實際的現實需求。儘管他們可以

通過看一些材料來瞭解澳門社會的實情，但不能完全依靠這個途徑。向土生葡人直接瞭解澳門的社

情，便是一個有效的渠道。因為土生葡人生活在澳門，對澳門的經濟社會狀況身同感受，加上他們使

用葡萄牙語，深受葡萄牙文化的影響，因此，在與從葡萄牙來澳的官員相處時有很大的便利優勢。同

時，由於土生葡人能夠聽和講廣東話，有的還能寫和閱讀中文，因而他們也是聯繫澳門葡人上層官員

與華人居民的中間橋樑。回歸前，土生葡人對於澳門社會的穩定和發展發揮了獨特積極作用。 
對於澳門回歸，在澳門居民的構成成分中，感到最震動、憂慮甚至迷茫的莫過於土生葡人族群。

的確，與澳門華人相比，回歸前土生葡人在澳門社會的就業情況及社會地位具有明顯的優勢，特別是

擔任政府公職人員方面，土生葡人具有天然的優越感，這主要依賴於澳門由葡萄牙進行管治。澳門回

歸意味着葡萄牙對澳門管治的結束，土生葡人不僅面臨失去原有的一些優勢，而且可能面臨生存的問

題，這自然會引起土生葡人對他們的一些生活方式、文化等特色，是否還能像回歸前一樣得到很好保

留心存疑問。澳門回歸後有的土生葡人甚至最初難以接受這一現實，對將來的前途有些擔心，擔心失

去原有的優越地位，擔心獨特的土生文化會因歷史的變革而消亡，擔心喪失葡萄牙國籍，擔心失去對

子女前途的保障等，有的人甚至離開了澳門。這些現象背後折射出的實質是對澳門特別行政區沒有信

心或信心不強。有人把這種對前途信心不足現象稱之為“九九震盪”，它確實是澳門進入過渡期後的

一種客觀社會存在。 
土生葡人作為澳門居民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他們在歷史轉折關頭如何看待自己，廣大華人又如

何看待土生葡人，這些都是不容忽視的問題。處理好土生葡人擔心的問題，其重要性恐怕不低於澳門

過渡期要解決的三大難題，即公務員本地化、法律本地化和中文官方地位。中國政府十分重視土生葡

人擔心的問題。早在中葡兩國就澳門問題開始談判之前，中方就將土生葡人問題作為談判的一項重要

內容來認真對待，並積極展開做土生葡人的團結、聯絡等工作。中方官員也一直表示：“澳門的廣大

居民，不管是中國公民，葡萄牙後裔居民，還是其他長期在澳門居住的外籍居民，不分血統或國籍，

都將會有自己工作和發展的前景，有自己存在的價值”。4 經過努力，1987 年 4 月 13 日，《中葡聯合

聲明》的附件一內文中，在具體說明中國政府對澳門的基本政策時，明確表明澳門特別行政區依法保

護在澳門的葡萄牙後裔居民的利益，並尊重他們的習慣和文化傳統。1993 年 3 月 31 日通過的《澳門

基本法》，將《中葡聯合聲明》附件一的上述內容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來，並且單列一個條文，這也

就是目前《澳門基本法》第 42 條的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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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基本法》在作具體規定時，經徵詢澳門土生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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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見，將聯合聲明中使用的“習慣”一詞改為“習俗”，更加準確地反映了土生葡人的文化特色。 
《澳門基本法》起草時，有土生葡人對澳門基本法草案單列一條保護土生葡人的做法表示保留，

認為只要給予平等地位即可。澳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經過認真考慮，認為根據土生葡人的實際情況，

還是有必要單列一條突出規定保護土生葡人。因此，後來通過的《澳門基本法》才有了如今第 42 條

的規定。其實，《澳門基本法》中也有類似的情況，例如，《澳門基本法》對婦女、未成年人、老年人

和殘疾人的保護也作出了特別規定。 
至於土生葡人特別是具有中葡血統的土生葡人擔心的葡萄牙國籍問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

員會在 1998 年 12 月 29 日所作的關於中國國籍法在澳門特別行政區實施的相關解釋中也得到了圓滿

解決，允許具有中葡血統的土生葡人根據本人意願，選擇中國籍或葡國籍，確定其中一個國籍，即不

具有另一種國籍。在選擇國籍之前，除受國籍條件限制的權利外，享有《澳門基本法》規定的居民的

權利和自由。 
正由於中國政府注意到了土生葡人這個族群的特殊性，以及他們在澳門經濟社會發展中的重要作

用，並在《澳門基本法》中單列一條對土生葡人的保護作出規定等，較好地解決了歷史遺留的問題，

照顧了土生葡人的感情，使得土生葡人對留在澳門充滿信心，在澳門過渡期內以飽滿的熱情迎接澳門

的未來，促進了澳門的平穩過渡。例如，從澳門基本法起草與諮詢安排來看，土生葡人受到相當程度

的重視，澳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有 19 位來自澳門的成員，其中就有 2 位土生葡人代表，佔總數 10%
以上，比土生葡人在澳門人口的比例高出 3 倍；作為起草澳門基本法的民間諮詢機構——澳門基本法

諮詢委員會共有 88 位成員，土生葡人委員共 10 位，佔 11.4%，超出土生葡人人口比例 4 倍。 
負責籌組澳門特別行政區的籌備委員會，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國家權力機關即全國人民代表大

會的機構，其成員中就有 4 名土生葡人，他們分別是許輝年、陳炳華、歐安利、羅立文。5 他們利用

其法律、語言等優勢，説明籌委會在法律清理及處理等方面發揮了自己的獨特作用。在澳門回歸後，

土生葡人積極投身澳門的建設，為增進中國與葡語國家的聯繫，推動澳門參與“一帶一路”建設，促

進澳門的長期繁榮穩定也作出了貢獻。 
 
 

三、《澳門基本法》對土生葡人權益保障作出適宜規定 
 
《澳門基本法》除專門以第 42 條來規定保護土生葡人的權益外，《澳門基本法》的其他條文也都

體現出了對土生葡人權益的保護。 
應該明確的是，土生葡人作為澳門居民的一分子，只要是《澳門基本法》所規定的居民的基本權

利和自由，他們都依法享有。當然，有些受中國國籍條件限制的權利，中葡血統的土生葡人如果沒有

選擇中國籍的，則依法不能享有。對於澳門居民的基本權利和自由，《澳門基本法》在第三章作了集

中規定，而且土生葡人的權益保護條款也寫在了《澳門基本法》的第三章。除此之外，《澳門基本法》

其他的一些章也有關於保護澳門居民權利和自由的規定。例如，《澳門基本法》第一章“總則”第 6
條規定，“澳門特別行政區以法律保護私有財產權”；第五章“經濟”第 103 條第 1 款規定，“澳門

特別行政區依法保護私人和法人財產的取得、使用、處置和繼承的權利，以及依法徵用私人和法人財

產時被徵用財產的所有人得到補償的權利”；第六章“文化和社會事務”第 125 條第 2 款規定，“澳



《“一國兩制”研究》2018 年第 3 期(總第 37 期) 
 

- 52 - 

門特別行政區依法保護作者的文學藝術及其他的創作成果和合法權益”等。《澳門基本法》關於澳門

居民權利和自由的這些規定，顯然是適用於作為澳門居民組成部分的土生葡人。 
有人認為《澳門基本法》單列一條規定保護土生葡人，其他規定就不適用了，這種觀點是不對的。

《澳門基本法》單列一條規定保護土生葡人，是基於土生葡人這個族群的特殊性，以及土生葡人在澳

門經濟社會發展中的重要地位，但這不排斥適用《澳門基本法》其他條款來保護土生葡人。 
從《澳門基本法》的規定內容來看，澳門居民的基本權利和自由是廣泛的。這種廣泛性既體現在

權利主體的廣泛性上，也體現在權利和自由範圍的廣泛性上。從權利主體的廣泛性來看，只要是澳門

居民，無論是中國籍的居民還是非中國籍的居民，都是《澳門基本法》所規定的權利和自由的主體。

此外，在澳門的其他人依照《澳門基本法》的規定也依法享有澳門居民的權利和自由。因此，澳門的

土生葡人的合法權益是受到《澳門基本法》的全面保障，而不僅僅只有第 42 條的規定。不僅如此，《澳

門基本法》所保護的土生葡人的權利和自由還具有範圍的廣泛性。土生葡人既享有政治方面的權利和

自由，也享有信仰、人身、經濟、社會、文化等方面的權利和自由，而且澳門特別行政區獨立的司法

制度為土生葡人的權利和自由提供可靠有力的司法保護。 
《澳門基本法》除直接關於澳門居民基本權利和自由的規定適用於土生葡人外，其他各章中也有

屬於保護土生葡人權益的相關規定。例如，《澳門基本法》第一章“總則”第 9 條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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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

一規定為葡文在澳門的使用提供了基本法上的依據，這無疑為土生葡人的葡語優勢發揮及其語言文化

特色保存提供了法律上的保障。又如，《澳門基本法》第四章“政治體制”第 98 條第 1 款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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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原來享有的年資予以保留”。這一規定表明回歸前

擔任公職的土生葡人繼續留用的話，其原有的待遇不會受到影響，這有利於土生葡人留下來為新成立

的特別行政區服務。這對澳門政權的順利交接和平穩過渡，以及回歸後的澳門保持穩定繁榮起到了十

分積極的作用。再如，《澳門基本法》第六章“文化和社會事務”第 122 條規定，“澳門原有各類學

校均可繼續開辦。澳門特別行政區各類學校均有辦學的自主性，依法享有教學自由和學術自由。”第

125 條第 2 款規定，“澳門特別行政區依法保護名勝、古跡和其他歷史文物，並保護文物所有者的合

法權益。”第 128 條第 1 款規定，“澳門特別行政區根據宗教信仰自由的原則，不干預宗教組織的內

部事務，不干預宗教組織和教徒同澳門以外地區的宗教組織和教徒保持及發展關係，不限制與澳門特

別行政區法律沒有抵觸的宗教活動”等。這些規定都直接或間接涉及到土生葡人的學術、教育、文化、

宗教信仰等方面的利益保護。《澳門基本法》所有與土生葡人利益保護相關的規定，都是《澳門基本

法》的有機組成部分，任何一個條文都同樣需要嚴格執行。 
 
 

四、澳門特別行政區充分保障土生葡人權益 
 
澳門特別行政區成立以來，特區政府嚴格依法施政，其中的一個重要方面就是嚴格執行《澳門基

本法》，依法保護土生葡人的利益，為土生葡人各項事業的發展創造條件。 
首先，“澳人治澳”中的“澳人”當然包括了澳門的土生葡人。澳門特區的公務員中就有不少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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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葡人，有的土生葡人還直接加入了澳門特區的管治團隊。由於中方對澳門土生葡人的國籍問題採取

了靈活務實的措施，允許他們自由選擇國籍，只要辦理相關法律手續後即可擁有中國國籍，這實際上

也為土生葡人可在特區管治團體中擔任必須由中國公民擔任的職務提供了現實可能性。例如，歐安利

曾既是立法會議員，又是行政會委員，並擔任了三屆的全國政協委員，在服務澳門的同時，還可以參

與中國國家事務。對此，歐安利在接受記者採訪時也表示，政協委員一職對土生葡人來說是深入瞭解

中國發展及當中問題的一個良好機會。6 還有，羅立文不僅參與了《澳門基本法》的起草工作及澳門

特別行政區的籌組工作，而且還在第四屆澳門特區政府中擔任主要官員，他被任命為運輸工務司司

長，為澳門特區政府依法施政和科學施政繼續貢獻自己的智慧。 
其次，大多數土生葡人像往昔一樣，自由地工作和生活，沒有受到任何歧視，他們的習俗和文化

傳統在澳門都受到了尊重。例如，特區政府一直推動並加強澳門的葡語教育，培養葡語人才，澳門理

工學院還專門成立了葡語教學暨研究中心，大力加強葡語教材的編寫及葡語師資的培訓；土生葡人烹

飪技藝於 2012 年獲列入澳門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文化局一直都在主辦展示澳門葡語特色文化的

“葡韻嘉年華”等活動。總之，澳門的回歸，絶不意味着澳門歷史的結束，而是其歷史發展進入一個

新階段；也絶不意味着中葡文化、東西方文化交流的終止，而是這種交流將以新的形式、新的內容繼

續發揚光大。包括土生葡人士在內的全體澳門人，都將成為促進澳門社會穩定、發展、繁榮的參與者

與見證人。 
再次，土生葡人的新生代已行動起來，積極關注和參與澳門特區建設。特別值得一提的是，2012

年澳門土生葡人青年協會成立，其目標包括讓青年土生葡人積極參與澳門的經濟和社會事務、向中國

內地和葡語國家推介澳門土生葡人社群特有的歷史、文化和語言、加強澳門土生葡人和中國內地、葡

語國家青年社團的聯繫等，這無疑為青年土生葡人的發展建立了一個很好的平台。2013 年 8 月，澳

門土生葡人青年協會首次組團訪問了中國的北京和天津，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有力促進了澳門青年土

生葡人與內地青年的交流合作。 
最後，澳門正在努力建設成為“世界旅遊休閑中心”和“中葡經貿合作服務平台”，並積極加入

中國政府倡議的“一帶一路”建設。這給土生葡人的發展提供了一個廣濶的舞台。由於土生葡人熟諳

葡語，會聽和講廣東話，有的還會使用中文，加之土生葡人與葡語國家的天然聯繫，這使得他們在聯

繫中國與葡語國家方面具有明顯獨特優勢。對此，曾擔任中國與葡語國家經貿合作論壇常設秘書處輔

助辦公室主任的姍桃絲表示，希望看到澳門借助中葡論壇的“平台”進一步發展，也希望土生葡人的

文化特色能夠代代相傳。對於新一代土生葡人，姍桃絲表示會盡量說服他們同時學會葡萄牙語和普通

話，一方面為澳門經濟社會發展做貢獻，另一方面讓澳門的文化得到傳承。可以預見，隨着澳門參與

“一帶一路”建設的深化，土生葡人可以充分發揮他們的優勢，在促進中國與葡語國家的經貿合作過

程中發揮橋樑、紐帶作用。 
 
 

五、結語 
 
土生葡人的存在是澳門歷史發展的產物，也是澳門多元文化的一個重要標誌。無論過去、現在還

是將來，土生葡人對澳門的穩定發展都具有特殊重要性。澳門回歸後，土生葡人是“澳人治澳”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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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澳門的今天，是包括土生葡人士在內的全體澳門人共同創造的結果，澳門的

明天，仍需包括土生葡人在內的全體澳門人共同開拓。在“一國兩制”方針和《澳門基本法》的充分

保障下，澳門的土生葡人會有一個充滿光明的發展前景，會在澳門特區的經濟社會發展中必發揮越來

越重要的作用，會過上越來越幸福美好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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