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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６—１ ７世纪澳门与葡萄牙远东

保教权关系的若干问题
张廷茂
（暨南大学历史系，广东广州５１０６３２）

摘要：１６—１７世纪天主教在远东地区的传播是在葡萄牙远东保教权的制度架构内实现的；而澳门则是传教士在远东活动
的基地。从澳门与葡萄牙远东保教权之间的关系中，可以看出澳门在葡萄牙远东保教权的运作过程中所发挥的关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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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来，１６—１８世纪天主教在远东地区、

章。④中国学者方豪先生在其有关论著中对此有

特别是在中国的传播史受到中外学者特别的关

所述及，近年来，中国内地学者也开始关注此问

注，在诸多方面取得了显著的研究成果。而此一

题。②相对于天主教东传史的其他方面而言，此一

传播又是在葡萄牙东方保教权的架构下进行的。

问题的研究尚属薄弱环节，故在２００１年出版的

它从有效实施到引起争论、遭遇挑战以及最后衰

《中国基督教手册》中尚无葡萄牙东方保教权问

退的演变，贯穿于并且影响了此期天主教东传史

题的专条。⑧其局限性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

的全过程。因此，对葡萄牙远东保教权的兴衰过

局限于概述框架，未能对保教权产生、实施、引起

程加以研究，无疑是深入研究这一时期天主教远

争议、遭遇挑战和相对衰退的历史过程展开专题

东传播史的一个重要方面。

研究，故在研究的规模和深度上有待拓展；二是忽

２０世纪４０年代，葡萄牙学者雷戈出版了小

略了澳门的重要性。作为一个具有诸多特殊性的

册子《葡萄牙东方保教权概述》，英国史学家博克

国际贸易枢纽，澳门为传教士在中国及远东其它

塞发表了《葡萄牙东亚保教权与中国礼仪之争》

国家的活动提供了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和社会

的专文，世纪之交，葡萄牙学者阿劳若在《在华耶

氛围上的适应性，成为葡萄牙保教权得以推行的

稣会士》一书中辟有《葡萄牙东方保教权》一

基地和依托。在前述各项研究中，显然没有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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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４期
估量澳门的重要作用。

３ｌ

方文化荟萃。在鸦片战争前的近三个世纪里，澳

本文拟从澳门与葡萄牙远东保教权之间的特

门是中国东南沿海地区惟一一个保持连续性开放

殊关系人手，以便从一个侧面对澳门港在天主教
远东传播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作出评价；与此同时，

的港口，即使在清初“迁海”与“禁海”时期，澳门
也未曾丧失作为中外贸易港口的独特作用。中国

研究这种联系，有助于考察宗教传播中的物质利

南海之滨的这片“世界性的土地，世界性的海

益和社会一政治因素，并进一步揭示基督教东传

洋”，成为东来的欧洲传教士理想的活动基地。

的独特时代特征。

作为一个具有诸多特殊性的国际贸易枢纽，澳门
为传教士在中国及远东其它国家和地区的活动提

一葡萄牙东方保教权的东延与

供了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和社会氛围上的适应

澳门主教区的建立

性。因此，澳门居留地的建立，是葡萄牙东方扩张
的重要里程碑，同时也是葡萄牙东方保教权向东

殖民扩张和宗教传播构成地理大发现进程中
相互依存、不可分、彼此推进的两个方面。地理上
的发现和领土的扩张，为宗教的外传提供了条件
和空间，教皇便授予葡王对新发现地区的独占权；

方延伸的重要阶段，而澳门主教区的建立，则不仅
使得保教权的辖区范围空前扩大，而且获得了澳门
这一天主教在远东传播的有利阵地。因此，澳门主
教区的建立对东方保教权的推行具有重要意义。

葡王承担了在新发现地区传播基督教的责任，教

二澳门的国际贸易航线与保教权

皇则授予葡王相应的特权。正是从这种关系中产
生了葡萄牙的东方保教权。
自葡萄牙于１４１８年占领北非休达城至１５３４

葡萄牙人人居澳门后，很快便形成以澳门为

年果阿主教区建立，历任罗马教皇至少颁布了３８

中心的海上贸易网络。这条贸易航线是当时最长

项教皇训谕（ｂｕｌａ），对葡萄牙国王的领土扩张和

的国际贸易航线。它既是葡萄牙远东商业利益的

基督教的传播给予各种授权、补偿和让与。④随

生命线，同时亦是葡萄牙实现其东方保教权的运

着海外领土扩展的步步推进，保教权由国内延伸

输线，充当运送传教士、欧洲传教经费和欧洲珍奇

到海外，形成了葡萄牙的东方保教权（Ｐａｄｒｏａｄｏ

物品，以及联系中国传教区与欧洲的通道。

Ｐｏｒｔｕｇｕ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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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繁的商船往来，为传教士的东来和西去提

ｏｒｉｅｎｔｅ）。

１５３４年１１月３日，罗马教皇保罗三世颁布敕
令，建立果阿主教区，管辖好望角以东包括印度直
至中国的广大区域。１５５７年２月４日，保罗四世颁
布敕令，建立科钦、马六甲两个主教区，同时提升果
阿主教区为大主教区，统辖前两个主教区。⑤
１５５７年，葡萄牙人开始在澳门建立稳定居留

地。１５６２一１５６３年，先后有五位耶稣会士来到澳
门，开始传教活动。１５６８年，尼西亚主教贾内劳
（Ｍｅｌｃｈｉｏｒ
ｏｓｔｏｌｉｃ

ｃａｒｎｅｉｒｏ）作为远东传教区的署理（Ａ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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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ｉｓｓｉｏｎｓ）来到

供了方便。借助于这条漫长的国际航线，商人和
传教士几乎同时踏上神奇的东方，所以，商人和传
教士同行是该线运输业务的显著特征。据传教士
１６６５年口供，汤若望从香山澳带回南怀仁等１５
人，皆安置于外省各堂。⑦据西方文献记载，

１５７８一１７４０年间，共有４６３名耶稣会士离开里斯
本前来澳门；仅在１７４４—１７４５年，就有９０名方济
各会士和３０名奥斯丁会士经由澳门来到中国。⑧

在１７４６—１７４７年、１７５４年、１７５９年、１７６８—１７６９
年、１７８４—１７８５年拘捕和收审的欧洲传教士中，

澳门。此时，澳门的基督徒已由１５６１年的５００人
④

增加到５０００人。在此基础上，１５７６年１月２３日，
罗马教皇戈里高利十三世颁布敕令，建立澳门主
教区，管辖范围包括日本和中国大陆。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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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编：《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以下简称《档案文献
汇编》）（一）档案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４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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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大部分由本国乘西洋船来到澳门，再经由澳门

开展工作的重要条件。

而潜入内地各省。⑨总之，在１６一１８世纪的两个

以澳门为枢纽的沟通远西与远东的洲际贸易

半世纪中，作为中国东南地区惟一一个保持连续

航线，充当了向中国及远东其它传教区输送欧洲

性开放并且具有诸多特殊性的国际性贸易枢纽，

传教人员、经费、礼品和保持双方联络的运输线。

澳门一直是欧洲传教士进人中国内地和远东其他

这条航线既是葡萄牙东方商业利益的生命线，也

地区的主要通道。

是葡萄牙据以实现其东方保教权的一条运输
干线。

进入远东地区的传教士在物质上对欧洲有很
大的依赖性。他们不仅需要欧洲国家和教会提供

三

一定数量的活动经费，而且需要源源不断地从欧

澳门在远东地区国际贸易

网络与保教权

洲运来精美奇器以利于在内地开展工作。于是，
往返于欧洲与澳门之问的商船队伍，自然构成了
传教士的一条海上运输线。
南京首次教案中的审讯记录揭示了这样的事

的，但是，澳门地近广州，实为后者的外港。与广

实：“王丰肃一切费用，俱自香山澳送来。其银白

州的贸易长期构成葡萄牙人贸易周期中最基本的

西洋国送入澳中，澳中商人转送罗儒望，罗儒望转

环节。正是依托中国市场对海外商品的旺盛需求

送到此，岁岁不绝。”⑩乾隆十一年（１７４６年）五
月，福州将军新柱接报：福宁府福安县有西洋人传

和中国商品的外销优势，葡萄牙人才得以享有国

教，每月给大番银一员（圆），诱人转相招引；留匿

济上的密切联系，成为澳门兴起、发展和繁荣的基

之家，每日给中番银一员（圆），以供饮食。其银每

本条件。也正是这种贸易关系的建立和发展，为

年两次从广东澳门取至。”⑩同年，福建巡抚周学健

传教士进入该地区传教提供了基本条件。利玛窦

对拿获的传教士白多禄等提审后得知：“行教夷人

在其《札记》中对这一关系的重要性做了充分肯

来至中国，彼国皆每岁解送钱粮至广东澳门，澳门

定。［４］

澳门港口的海外贸易虽然是由葡萄牙人经营

际贸易的繁荣。与中国大陆及远东其他地区在经

１５９９年１０月底，郭居静和庞迪我随同葡萄牙

夷人雇请本处土人，潜带银两密往四处散给。”⑩
此外，１７２９年，澳门教会还从马尼拉抽运大

商人前往参加广州贸易集市。［１］（Ｐ３０８）借助于贸易

量的教徒施舍捐献，拨给在中国的传教士，以支持

关系，天主教开始在中国人中间传播。到１６世纪

他们的传教活动。⑩

末，前来澳门售卖食品和其他食物的中国人中，已

作为耶稣会远东传教区的运输线，澳门海上

有不少人加人到了基督教徒的行列。［２］（Ｐ１４６）

贸易网络还是欧洲方物的供应渠道。传教士在远

在明清交替和清初“禁海”时期，澳门海上航

东地区开展工作，需要大量来自欧洲的新鲜器物

行遇到很多困难。但是，仍然有一些传教士利用

作为“润滑办事的齿轮”。［１］（Ｐ３０７）

贸易之便进入中国内地传教。在海禁解除、四口

１５９９年，利玛窦抵达南京后，派郭居静赴澳

通商的历史条件下，西欧商船往来于中国东南沿

门为他的再次晋京补充银两和欧洲方物。郭居静
于１６００年返回到南京，除带来银两外，还搜集到

海一带，无所禁阻，从而给西方传教士一个极好的
机会。史籍所载西方传教士假通商之名，行开教

必需的进贡之物，计有两座自鸣钟、一幅圣母像、

之实者，其例甚多。［５］

三幅画、两具威尼斯三棱镜、一幅《世界全图》、一
本精装的《每日祈祷文》、几面镜子，以及羽冠饰、
细麻布精品、沙漏计时器、玻璃器皿、若干书籍、若
干其他珍物等。［１］（Ｐ３０６—３０７），［２］（Ｐ１４６）
中国传教区的活动有赖于澳门航线的畅通；

⑨分见《档案文献汇编》（一）档案卷，第２１４、２１６、２８９、
２９０、３３３、３８８、３８９、４３４、４７９、４８１、４８９页。
⑩参见［明］徐昌治辑：《圣朝破邪集》卷２《会审钟鸣礼等
犯一案》，香港：建道神学院，１９９６年点校本，第１００页。
⑩乾隆十一年《福州将军新柱奏闻福安县等地有西洋人传

而每一次的贸易阻隔，都会给传教区的活动带来

教缉获解送请饬各省访缉摺》，《档案文献汇编》（一）档案卷，第

严重的阻力。例如，龙华民在１６ｌＯ年１１月２３日

２ＩＩ页。
⑩

致罗马总会长阿桂委瓦的信中指出：我们正在靠
借贷度日，因为已有两年没有船只从印度开来，尤
其是西班牙以往每年给我们的补助金也停止

乾隆十一年《福建巡抚周学健奏报拿获传教士白多禄等

审讯并请严禁澳门西洋人潜入内地摺》，《档案文献汇编》（一）档
案卷，第２１３页。
⑩

Ｂｅａｔｒｉｚ Ｂａｓｔｏ

２，

Ｍａｃａｕ，

了。［３１正反两方面的事实说明，澳门海上贸易的

Ｖ０１．

航线是否畅通，成为天主教中国传教区能否顺利

Ｍａｃａｕ，１９９７，ｐ．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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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十三年（１７４８年），闽浙总督喀尔吉善等

教区的支柱”。⑩１７世纪初，越南统治者为了从对

在一份有关华敬等四位传教士的奏章中，谈及入

外贸易中获得巨额收入，允许中国、葡萄牙等国商

华传教士与贸易活动之间的联系：

人人越贸易；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耶稣会于１６１５年

闽省接连外番，贸易商船络绎不绝，

在越南建立了传教团，并且修建了教堂。［４］

又与广东夷人屯聚之澳门水陆皆可通

总之，作为中国对外贸易的窗口，澳门与中国

达，虽口岸查禁未尝不严，而西洋夷人形

大陆及远东其它地区建立了广泛而密切的商业关

迹诡秘，从教之人处处皆有隐匿护送，莫

系。这一不断加深的贸易关系，为传教士在该地

可究诘。＠

区传教活动开辟了最基本、最重要的途径。

乾隆五十年（１７８５年）两广总督富勒浑的一
份奏章，更加清楚地揭示了人华传教士与贸易活

四

贸易利润转化与传教区

动的直接关系：

经费的筹措

西洋人吧地里央（即耶稣会神父）

等大约多系假托贸易，附搭洋船进口至

正像日本传教区和越南传教区那样，中国传

粤之澳门、黄埔等处停泊，报行取保，卸

教区的活动也与澳门海上贸易活动有着密切的关

货之后仍归原投之行歇寓办理一切，是

系。他们的在华传教活动仍然以澳门海上贸易为

以内地奸民接引各犯往往在此。⑩

其物质条件，没有澳门为之提供金钱上的援助，他

随着澳门与内地各省贸易关系的纵深发展，

们的在华传教活动同样是难以顺利进行的。这一

不少内地人频繁而定期地前往澳门贸易。久而久

点，早在利玛窦时期就已十分明显，而且贯穿于在

之，在经营贸易的内地商人中间，产生了一批华人

华传教区活动的全过程。

教徒。不仅如此，有不少中国教徒利用贸易活动

在澳门，葡萄牙商人通过对外贸易赚回的财

的方便为传教士提供帮助，如传递消息，接引他们

富，除私人及其家庭的开支和储蓄外，有三条主要

进入内地，安排内地住处等。

使用去向，向教会施舍捐献以支持传教活动即为

乾隆初期，四川教徒张万钟平日搭伙往广东

其中之一。“在华的基督徒们事实上都被怀疑与

进行贸易，乘便为教会办事。［６］乾隆十八年

澳门的葡萄牙人有勾结，因为他们从那里领取全

（１７５３年）冬，西洋传教士费布仁在澳门遇到前来

部津贴”。［７］

贸易的四川教徒王尚忠，并在他的引领和护送下

范礼安在澳门为利玛窦人华传教做了各种物

自澳门起程，于十九年四月抵达成都。⑩乾隆三

质上的准备，包括金钱和送给皇帝的礼物。［８］传

十二年（１７６７年）四月二十六日，赴澳门经商的万

教士在肇庆的传教活动与澳门的财政状况息息相

安县教徒蒋日逵伴送上年由小西洋来澳门的欧洲传

关，这里为赴华传教士提供购置住所所需要的资

教士安当、呢都进入内地，于五月二十二日抵达南

金。因为，这一切“都要靠他们朋友的慷慨解

雄。⑩乾隆ｉ十四年（１７６９年），西洋教士潘若瑟、

囊”。“澳门有个葡萄牙商人名叫维嘉斯（Ｇｕｓｐａｒ

赵叶圣多和安哆呢呵三人俱改装内地服色，安哆

Ｖｉｅｇａｓ），他施舍钱财和创造钱财一样有名。从一

呢呵托澳门贸易之泉州人夏若敬引路，于正月二
十七日至福安县黄元鼎家，潘若瑟、赵叶圣多亦托

乾隆十三年《闽浙总督喀尔吉善等奏报在监传教士华敬

⑩

澳门贸易之福州人陈戴ｆ一引路，于二月二十一日

等四人秋审拟以情实不可从宽摺》，《档案文献汇编》（一）档案

至福安县赵太廉家。＠

卷，第２３６—２３７页。

由此可见，澳门与中国大陆日益密切的商业
联系，为传教士进人中国内地传教提供了基本条
件；利用这种联系就成为中国传教区开展活动的

⑩乾隆十九年《四川总督黄廷桂等奏报审办通过澳门入川
西洋人费布仁缘由摺》，《档案文献汇编》（一）档案卷，第２８９页。

重要保障，不论在公开传教时期还是在禁教时期，
情况都是如此。

乾隆五十年《两广总督富勒浑奏报在各海口地方严拿要

⑩

犯蔡伯多禄情形摺》，《档案文献汇编》（一）档案卷，第４９６页。

⑩

乾隆三十二年《两广总督李侍尧奏报江西庐陵县民吴均尚等

违例入教分别定拟折》，《档案文献汇编》（一）档案卷，第３８８—３８９页。

澳门与日本的贸易，不仅长期构成澳门的重要

⑩乾隆三十四年《闽浙总督崔应阶奏报拿获潜人地方欲图

经济支柱，而且是基督教在日本传播的物质推动力

行教西洋人潘若色等解送澳门看管折》，《档案文献汇编》（一）档

量。对此，英国史学家博克塞有精辟的论述：“日本

案卷，第３９４页。
⑩

Ｃ．Ｒ．

Ｂｏｘｅｒ，孔ｅ

的基督教始终依赖于澳门大船。耶稣会士们正是

１６５０，

乘坐澳门大船来到了日本”，“澳门大船是日本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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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３４

开始他就对这次远征很有兴趣，即使殖民地处在

开展了培养双语人才、传授基督教教义和增进科

最困难的境况也不愿放弃它。他的捐赠足够准备

学文化素养等各项活动。［４］

全部所需之用。”传教士们抵达肇庆后遇到了严

鉴于海外贸易关系到教会财富的来源，传教

重经济困难。后来，得到了澳门葡萄牙商人的捐

士非常关注澳门葡萄牙船主和商人的贸易状况。

助，才得以偿还债务，完成建筑，并添置了家

“每逢海盗出动，截断葡萄牙的贸易，拮据就变成

具。［２］（Ｐ１５８，１５９，１６６，１７３—１７４，１８２）
１５９３年，葡萄牙商人们自告奋勇布施以赞助

了一贫如洗，因为这种贸易给予主要的财源，而在
中国内地搞到的经费实在微不足道。”［１］（Ｐ４９９）作

历尽艰辛的驻华传教区。１５９７年，教长进住中国

为一个港口城市和国际贸易枢纽，澳门为传教士

内地后作出决定：“传教区的事务性工作由澳门

的在华活动提供了最基本的经济活力。通过商人

神长代理，由他负责供应一切必需品，而日本省区

们的慷慨捐助和议事会的支援，海外贸易的部分

检察师则负责收取葡萄牙人不惜慷慨布施给来华

利润转化为传教区的活动经费。澳门海上贸易的

神父越来越多的钱财。”［１］（Ｐ１６０，２３８）１５９８年，澳门

荣枯，与远东各传教区的财政状况有着密切的关

神学院院长李玛诺神父为利玛窦首次赴京旅行寄

系。在欧洲许诺的经费常常因为挪作他用等原因

来了很多钱。［２］（Ｐ３３５）

而不能得到落实、其他筹资渠道（如各国最高统

利玛窦于１５９９年第三次到达南京后，为了进

治者的恩赐、当地教徒的大量捐赠、在传教当地经

一步推进南京的传教工作，并为他再次进京做准

营钱庄和地产等）尚无从谈起时，澳门海上贸易

备，派郭居静回澳门，除了就赴京这一重大问题征

的利润转化，对于远东传教区的生存和活动更具

求意见外，“他还要从澳门带回钱来支援这所教

有不可替代的意义。这无疑是葡萄牙远东保教权

堂，用于征集进献给皇帝的各种礼品以及足够清

得以推行和运作的物质条件。

偿教堂所欠债务的资金。”但是，刚刚有消息说，

五传教士的贸易活动与特殊角色

一艘由日本开来澳门的商船全船遇难。“整个澳
门市都是依靠这艘船所提供的贸易和货物的。三
个传教基地（即韶州、南昌、南京）也依靠它，而且

传教士不仅关注澳门葡萄牙船主和商人的贸

偿付在南京购置的住所以及去北京的旅费也都依

易状况，而且直接参与贸易活动。面对持久性的

赖于它。”［２］（Ｐ３７６—３７７）最后，正是在澳门，“多亏

经费困难，耶稣会士必需寻找某种既能使之得以

商人们慷慨解囊，凑齐了九百埃居，足以支付三个

生存、又能获得发展的相应的办法。参与海上贸

居留地（韶州、南昌、南京）的维持费、南昌所欠债

易就是中国的神父们找到的战胜资金困难的办法

务、晋京路费、南京的购房费用。”［１］（Ｐ３０６）“就在

之一。④这种情况早在利玛窦时代即已存在。他

取得礼品和补充新的同伴后，他（利玛窦）马上开

在《札记》中写道：外国教士来和澳门城的居民进

始他的第二次北京之行”。［９］

行贸易。［２］（Ｐ１３７）随着时间的推移，耶稣会除了

为了支持中国传教区的进一步发展，范礼安

在“白银之船”的丝货中享有固定配额之外，还自

于１６０４、１６０５年先后派两批传教人员赴内地，此

备船只，或合伙投资于港脚商人的船舶；贸易范围

外，他还坚持要求欧洲送来神坛饰品、书籍、图画等

和产品种类也逐渐多元化。［４］１５９６年，耶稣会参

等；并准备去日本筹集４０００杜卡托资金以分配给

与了同果阿的贸易，将丝绸和黄金运往印度；从耶

四处居留地。就在他等待商船抵达带来预计的款

稣会会长１５９７年４月１０日的信中可知，这种贸

项以便动身赴华之际，不料突然病故。［１］（Ｐ５０３，５１６）

易在远东地区广泛发展起来。［１１］１６世纪末至１７

在议事会财政收入的开支中，对教会的资助

世纪初，贸易能产生不同寻常的利润，耶稣会士从

也是重要项目之一。议事会在财政开支安排的优

利润中抽取一部分来实施范礼安的计划。⑨１６２１

先次序上得先考虑教会方面的态度。议事会从成

年，在华耶稣会士利用当时所能凑起来的钱在杭

立时起，一直受教会尤其是耶稣会神职人员的控
制，有关议事会行政运作的开支，基本上亦是教会

Ｉｓａｂｅ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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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

Ａｎｄｅｒｓ

得益于澳门海上贸易为之提供的活动经费；有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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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购买了丝绸，然后由一位教友和一位信徒学员

年后“许彼等自由传教”，“全国诸传教所渐得安

运往广州出售。１６２８年，根据安德列·帕梅罗

处”。［１３］（Ｐ１１１）于是，传教活动逐渐从１６１６年南

Ｐａｌｍｅｉｒｏ）的记载，他们已经被告知，中国

京教案的打击下恢复起来。１６３０年１０月，又有

的神父们可以轻易地将他们的钱财投人购买黄

金弥格等五位传教士利用购炮募兵的时机进入到

金，然后运到澳门去出售，可以提供数量不小的利

内地传教。［１３］（Ｐ２１８，２１１，２０６，２１２，２０８，２１５）

（Ａｎｄｒ６

润。＠耶稣会由参与澳门一日本丝货贸易开始，

传教士不仅关注澳门葡萄牙船主和商人的贸

将其贸易活动扩展到了澳门海外贸易的几乎所有

易状况，而且尽可能为船主和商人提供必要条件。

领域。不仅与商人合伙经营，而且拥有专门的商

宫廷传教士一向视维护澳门的生存为己任，长期

船，从事越南、马来西亚及印度尼西亚各港、望加

充当澳门葡人的宫廷卫士和葡萄牙商业利益的维

锡、有时还有印度的贸易。＠１６５８年，一艘二桅小

护者。他们努力削弱荷兰人对中国贸易的控制，

船由果阿经望加锡（Ｍａｃａｓｓａｒ）驶抵澳门，该船所有

以免竞争给澳门带来损失。他们处理贸易洽谈，

权１／３属耶稣会日本省，１／３属耶稣会中国省，另

因为他们常住宫廷，拥有可靠的联系和友谊。每

ｓｏｕｚａ）绅士；

当澳门的贸易陷入困难，传教士都尽可能地介入

１６６０年有４艘商船被荷兰人截获，其中的货物有很

其中，利用他们在宫廷的影响力为澳门葡人谋取

大一部分是耶稣会的。⑦有证据表明，耶稣会士参

贸易许可和有利条件。康熙元年，当“迁海”的命

与了１７世纪澳门与越南的贸易。［４］

令传到澳门时，澳门葡人派传教士刘迪我赴京，联

外ｌ／３属西芒·德·苏萨（Ｓｉｍ丘ｏ

ｄｅ

耶稣会士广泛参与海上贸易的直接结果，是

络在京教士在宫廷开展活动。汤若望等人利用他

为其传教区提供了较为可靠的资金来源：在它的

们在宫廷的优越地位，多方活动，为葡人争取“免

各种经费来源中，得自海上贸易的收入一直是较

迁”起了重要作用。［１４］１６７９年澳门所得到的贸

大的一项。１５８０—１５８８年间，长崎港归耶稣会掌

易许可（即开放澳门与广州之间的陆路贸易），主

管，他们收得该港的税收；当丰臣秀吉收回了这一

要也是归功于宫廷传教士们的努力。＠

管制权以后，耶稣会的利润在１６００—１６１１年间不

传教士直接参与澳门的海上贸易活动，为传

超过４０００克鲁札多，１６２１年前后则在３０００—５０００

教经费提供了重要补充；而他们在贸易关系的建

克鲁札多之间波动。＠

立、发展和维系中所扮演的特殊角色，更成为推进

此外，据方豪先生研究，人华之多明我会、方
济各会为经费着想，亦多在马尼拉经商。［１２］
传教士参与海上贸易直接起因于活动经费的
不足，然而，贸易活动对于在华传教区的重要性，

传教事业的重要力量。因此，澳门作为一个国际
贸易枢纽的港口城市，为天主教在远东地区的传
播提供了最基本的经济活力，也是葡萄牙远东保
教权得以推行的物质条件。

远远超出了保证活动经费的范围。他们的传教活
作为一个具有诸多特殊性的国际贸易枢纽，

动已经同贸易活动融为一体；贸易活动成为推动
传教活动的有力手段。

澳门为远东各传教区提供了多方面的适应性，从

传教士既是海上贸易的直接参与者，同时又充

而建立起了二者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作为港

当贸易关系得以开展和维持的重要中介人，这在澳

口城市所具有的贸易功能和经济活力，无疑是这

门一日本贸易和澳门一越南贸易中表现得尤其突
出。他们还在解决贸易危机中起重要作用。［４］
在华传教士介人澳一粤贸易、尤其是北京朝
廷下澳采购的商务联系，对维持其在华传教活动
地区抗击后金的战争接连失败，朝廷一些与天主

这种政治性颇强的朝廷采购活动，在京的传教士
积极参与，可谓不遗余力。借助于澳门方面所提
供的帮助，天主教获得了较多的传教机会。１６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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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联系的基石。正是这种联系，使得澳门在成为

史和东西方文化交流史上所处地位的重要依据。

远东国际贸易中转港的同时，也成为天主教在远
东地区的传教之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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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似文献(10条)
1.会议论文 西山宗雄 澳门圣保罗学院教堂正立面的构成——关于葡萄牙人在亚洲的建筑活动及其建筑样式变化过
程的研究 2001
到目前为止,澳门对保罗学院教堂一直被认为深受罗马杰兹教堂的影响,属于以罗马杰兹教堂为代表的耶稣教会教堂建筑类型.可是,它那别具一格的
立面构成并不单是受意大利的影响,还可以认为它是葡萄牙本国教堂建筑平面的单廊化,以及脱离样式、采用装饰主题的思潮经过殖民地建设的传播线路
后变异的结果.本文不仅观察竣工后的特点,而且通过分析其建筑形态的形成过程,认为澳门对保罗学院教堂的正立面构成的要素具有葡萄牙独自的建筑特
点.

2.学位论文 陈子建 葡萄牙人入居澳门问题研究 2007
葡萄牙人怎样入居澳门是中外澳门史学界比较关注的问题，也是存在争议颇多的一个问题。本文以澳门成为港口和葡人入居澳门的过程两个问题为
核心，在继承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早期澳门历史上有争议的问题做了探讨，提出了自己的一点看法。
第一部分作为论文研究的基础，首先简要叙述了澳门的地理行政沿革。然后论述明代正德年间，朝贡贸易的衰落和广州海外贸易的发展，从经济上
揭示葡萄牙人入华的深刻背景。最后，在指出澳门成为港口和葡人入居澳门两个问题存在根本不同的基础上，探讨了葡人来华以前澳门成为港口的可能
性。
第二部分简要论述了葡人最初来中国和第一次正式遣使中国的经过。葡人对中国的错误认识和在中国的暴行，使中葡之间短暂的正式交往最终以战
争的形式结束。葡人试图占据屯门(Tamao)的举动，则充分暴露了其在东方进行殖民贸易的本性，这也是澳门最终为其盘踞的关键所在。
第三部分论述中葡恢复通商以前两国的关系和澳门状况。着重讨论了嘉靖八年(1529)林富请重开广东市舶和嘉靖十五年(1535)澳门成为港口两事。
同时对葡人这一时期在中国浙江、福建沿海的活动做了简要论述。
第四部分结合中西方史料的记载，详细论述了葡萄牙人入居澳门问题。对郭棐所说嘉靖三十二年(1553)“借地晾晒”之事，1554年汪柏和索萨的议
和，以及葡人认为1557年他们正式入居澳门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在比较综合各家观点和中西史料的基础上，笔者认为，葡萄牙人入居澳门是一个渐进的
过程，而其能长期居留澳门则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

3.期刊论文 李研.LI Yan 葡萄牙商法的历史渊源 --兼谈对澳门商法的影响 -国际经贸探索2005,21(2)
本文并不涉及葡萄牙商法的内容,而只侧重对葡萄牙商法的历史渊源加以论述,并就其对澳门商法的影响作一些粗略的分析,从而得出一个启示:法律
的移植必须考虑本土的实际情况,只有经过本土化,才能满足本土的需要,达到预期的效果.

4.期刊论文 陆晓敏.Lu Xiaoming 葡萄牙人入居澳门再探 -广东社会科学2005,""(6)
通过对岗萨雷斯(Gregorio Gonzalez)信函的解读,我们可以肯定葡萄牙人入居澳门的时间应为1554年.此外,从当时朝廷大员的数份奏疏来看,至少在
1564或1565年之前,明朝中央政府尚不知葡人已入居澳门,今人所谓明朝政府通过汪柏将葡人迁移到澳门半岛之说是不能成立的.

5.期刊论文 石元蒙 中西文明的最初碰撞--葡萄牙人入居澳门与明政府对策 -甘肃社会科学2003,""(1)
15至17世纪的欧洲海外扩张,意味着基督教文明向东方文明,尤其是华夏文明的推进,古老的中国面临着一种复兴和新兴的文化的挑战.本文论及两大
文明在天朝土地上--澳门初次遭遇时,他们之间的冲突及各自的应对措施.

6.学位论文 李淑仪 十六至二十世纪澳门葡语文学的探索与研究 2000
澳门地方虽小，但由于历史缘故，不少葡萄牙的文人墨客，曾在此短暂居留，甚至在澳门度过一生，由此留下了不少描摹澳门风物人情的作品。可
惜的是，在澳门或澳门以外的地区，有关澳门四个世纪以来葡语文学的研究，尤其是在以汉语写作的文学史领域。可以说到目前为止，仍然像是一片空

白。本人为了尽早弥补这方面的损失，或想多少纠正这方面的偏见，经过多年搜索资料，细加爬剔排除非文学性因素，不揣浅陋加以引述，只能说，对
此重大课题仅仅作了初步的相当粗糙的探索和研究。透过这些颇具历史性文学价值作品的浏览，我们可以感受到葡语作家和诗人对澳门的人和事、风俗
习惯及生活方式所作描述的独特感受。本人尝试以此作为研究课题，旨在想通过“发现”澳门文学史领域四百年来葡语创作文本的珍贵遗产，揭示其对
於澳门文学史甚至是世界文学史的区域性独特意义，从而藉此引起世人对澳门历史文化遗产和葡文作品有更深入的了解。本论文从历时性入手介绍了十
六至二十世纪澳门葡语文学的探索与研究。

7.会议论文 陆晓敏 “葡萄牙人助明驱海盗而得澳门”说再辨析 2000
本文以纯学术的立场对佛郎机助明剿灭海盗一事进行一些较为详细的考辨，以求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更为客观公正。

8.期刊论文 叶农.YE Nong 两次鸦片战争期间澳门政治发展——以《华友西报》资料为中心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09,""(6)
两次鸦片战争期间是澳门政治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它奠定了近现代澳门政治发展的基础.本文以一份英文报纸<华友西报>为基础,研究了这个
时期里,三个最为重要的政治问题.一是"议事亭九请",它开始了澳门葡人公开要求改变旧有政治体制的先声;二是"自由港"政策,它是澳门葡人改变旧有政
治体制的最早的步骤之一;三是澳门总督亚马留对澳门的扩张,它完成了葡萄牙人在澳门扩张的过程.

9.期刊论文 杨翠微 葡萄牙进驻澳门时中葡两国的形势与澳门的中西文化交流 -中国文化研究2004,""(3)
澳门是中国最早进行中西文化交流的桥头堡,也是西方了解和进驻中国大陆的首选,葡萄牙最早进驻澳门时,中国和西方世界处于不同的形式当中,两
个世界有完全不同的文化观念,两国的政治形势以及当时世界的趋势,对葡萄牙进驻澳门的影响很大,而且也影响了中西文化交流的形式和特点.

10.学位论文 叶农 两次鸦片战争期间(1839～1861)的澳门——以《华友西报》资料为中心 2008
《华友西报》是两次鸦片战争期间在香港出版的1份英文报纸。与同时出版的其它语种的报纸，特别是葡文报纸相比，它具有连续出版时间长(前后
20余年)、出版地多(先后在香港、广州、上海三地出版)、出版量大(1千多期，7千余页)、内容丰富的特色，它是研究两次鸦片战争期间澳门近代史的最
好的唯一报刊史料，为我们的研究工作提供了坚实的史料基础！同时，它大量而又有特色的新闻报道，又给研究工作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本选题以
此为史料基础，结合一些相关史料与研究成果，进行了两次鸦片战争期间澳门近代史的研究。
全文共有6章：第一章“《华友西报》及其史料价值”，介绍了《华友西报》在这20余年里的5个发展过程、它的新闻来源与史料价值、它在中国新
闻发展史、清代史料学，特别是澳门史料学方面的特殊地位。
第二章“两次鸦片战争之间澳门政治发展——推行殖民统治及其影响”，研究了在这个时段里所呈现出的“政治生活动荡化”的局面，主要是探讨
了葡萄牙人在澳门推行殖民统治的过程，它们主要有“议事亭九请”、“自由港”政策、亚马留对澳门的扩张(征税、华人管辖权争夺、地界扩张与海岛
争夺、海权争夺与驱逐、钉闭中国海关与香山县丞等)、亚马留被杀及其善后等。在此分析了这些措施推出的原因(特别是“自由港”政策推出)、实施的
过程及其后果。
第三章“外国对华外交活动舞台与港澳政治关系”，主要研究了这个时段外国在澳门进行的对华政治活动，包括中美《望厦条约》、中法《黄埔条
约》等、其它国家(荷兰、暹罗、秘鲁等)在澳门的政治活动及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法、美、俄在澳门进行的策划战争的活动；讨论了澳门历史上
新出现的港澳政治关系；研究了港澳政府高层的互访及其对港澳政治关系的影响；以坎贝尔、萨默、亚马留被杀事件为代表，研究了英葡之间关于澳门
主权问题进行的争执。
第四章“两次鸦片战争之间澳门经济转型”，主要讨论了澳门政局动荡与经济困境、澳门的鸦片贸易、苦力贸易、早期博彩业的发展、英国商人向
香港迁移对澳门的影响，从而介绍了澳门经济所进行的一次艰苦转型，厘清澳门“经济生活转型化”的原因与过程。在这里首次公布了许多以前未曾公
布的、关于澳门巴拉坑分布、出境人数的和关于彩票、赌台专营的非常重要的史料。
第五章“两次鸦片战争之间澳门社会生活”，讨论了澳门教育文化事业的发展(包括澳门圣若瑟修院)、澳门社区生活的状况(包括婚丧嫁娶、天灾人
祸、瘟疫防疫、城市发展)、澳门慈善活动(包括慈善医院、募捐等)，展示出此时澳门社区生活的丰富多彩，从一个全新的研究角度，描绘出“社会生活
多样化”的画卷，开辟了一个被学术界忽略的新研究领域，并在这个领域里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
第六章“澳门葡人移居香港与香港葡萄牙人社区形成发展”，分别探讨了十九世纪澳门葡萄牙人向香港移民的状况与原因、迁居香港葡萄牙人经济
生活(包括他们任职香港政府部门、商业机构、新闻出版机构，经营商业、从事印刷与医药行业)、定居香港葡萄牙人社会生活(家庭生活方式、社区生活
、语言问题，包括葡萄牙语对香港英语的影响、饮食习惯、宗教生活、慈善机构与慈善活动、教育问题、参与香港公共服务、生老病死)、澳门葡萄牙人
移居香港对澳门的影响，将澳门土生族群海外迁居问题等诸多的研究推向一个新的深度与新的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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