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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偉傑博士是畢業於香港中文學歷史系，現任職澳門大學歷史系。過去曾經任職

香港多個政府部門，包括公共圖書館、稅務局、民政事務署等，也曾於中學及高

級文憑課程講授世界歷史及中國歷史。現時主要研究興趣是澳門歷史，旁及旅遊

研究、城市研究、文化地理及翻譯。學術論文散見於《澳門歷史文化》; 翻譯作品

散見於利氏學社《神州交流》;普及作品散見於香港政府刊物《香港文物》(Heritage 

Hong Kong:Newsletter of the Antiquities and Monument Office)。現正從事香港通

史、澳門旅遊業史及澳門與香港關係史的寫作。 

 

引言 

自從 1999 年 12 月 20 日澳門回歸中國以來，博彩旅遊業成為龍頭產業。隨著

2002 年開放賭權，在短短十年間澳門成為舉足輕重的世界第一賭城。現在澳門共

有 3 萬 6 千人從事博彩業，佔就業人口逾 1 成。賭博業的收益也超過 1,000 億元，

澳門的 GDP 也因此增長率約為 35%。1急速的博彩業經濟發展所推動的城市化，增

加了不少巨型的賭場建築，這些改變對擁有深厚歷史文化底蘊的小城，又帶來了

什麼的衝擊? 

 

 2005 年 7 月 15 日，25 座建舊建建築及廣場空間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

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成為”澳門歷史城區”(The Historic Centre of Macau)。這

些澳門的文物建築主要集中在大三巴遺址以南的舊城區，亦即歷史上著名的天主

聖名之城(City of Name of God/ Cidade do Nome de Deus)。2
 表面上來看，與集中在

新口岸及路氹(Cotai)等一帶填海區的賭場是並行不悖的。事實上，在一定程度上，

這次新的城市建設對舊有的文化景觀已經產生影響。 

 

澳門政府的保育工作及理解 

 

前澳葡政府其實已關注文物保育，除了把大量教堂及官署等西方建築重修

外，亦曾經以 200 多萬元分 4 次重修媽閣廟。澳門回歸後文化局更加積極修復多

座中式廟宇。3
2004 年開始，以 3000 多萬元大規模重修大三巴牌坊，以穩固牌坊

地基結構及保護外貌。4
 事實上，對遊客有更深印象的可能是在官也街一帶氹仔舊

城區開展的美化工程，其中包括把舊海島市政大樓改建為路氹歷史館，還把兵房

斜巷、嘉路士米耶馬路、素啤古街等重鋪了地石並裝上特色路燈，營造了帶有歷

史感的海島風情。 

 

澳門文化局推廣文物保育的方法之一是透過宣傳，從中我們亦可以明白不同

時期官方機構對文物建築的一些理解。例如，在 2003 年底特別印製的 “2004 年澳

門歷史建築”座檯月曆，便選擇 12 座舊建築來搭配 2004 年的 12 個月份，澳門政



府所列舉的古建築是屬於高可寧家族的高家大屋、唐氏家族的唐家大屋、塔石藝

文館、助學會大樓、十月初五街六十四號當舖、曾作耶穌寶血女修院的金融管理

局辦公大樓、六國飯店、巴洛克風格的瘋堂斜巷四十五號、建於十九世紀末的福

榮里五號至二十三號中式建築、嶺南中學大樓以及新古典建築風格的戀愛巷五號

至十一號葡式民居等。5如果細心地把這些建築物與 2005 年世界文化遺產名錄中的

古建築互相參照的話，會發現除盧家大屋之外，其他建築都不盡相同。 

 

不過，在 2005 年中國向聯合國申請 “澳門歷史建築群”為世界文化遺產前，

已有民間人士對興建澳門博物館時指出拆毀大炮台上明代城牆遺址、福隆新街沿

街門面的綠窗變為紅門紅窗、氹仔三婆廟屋頂的瓦片改成為玻璃等工程提出了意

見。更有指出文物保護法保護名單中，並沒有包括孫中山開辦的中西藥局舊址、

葉挺故居、康真君廟龍田村土地關帝廟等建築而感到可惜。6 

 

經濟發展對文物建築的影響 

 

開放賭權對澳門社會經濟的影響，比政治上的回歸可謂不遑多讓。尤其在城

市景觀上，由南歐小鎭風情的花園城市，變成高廈如林的國際賭城，可謂更為明

顯。對賭場經濟的過分重視，間接也令文物保育得不到社會上應有重視的主要原

因之一。 

新開發的路氹填海區是新興美資賭場的重鎮之一，鄰近的官也街則是美食及

購買手信的旅遊勝地。其中，被本地華人社群列為澳門八景之一的 “龍環葡韻住

宅式博物館” （Casas Museu da Taipa），是昔日五間 1920 年代葡國官員住的舊房

屋，及後改建成 “土生葡人之家”、 “葡萄牙地區之家”及 “海島之家” 等的博

物館。當年這些建築物曾經面臨氹仔及路環之間的水道，因此這海濱走廊名叫氹

仔海邊馬路（Avenida da Praia）。每年到了 4 至 6 月荷花盛開，黃昏時分還有一大

群白鷺回來在附近的紅樹林棲息。如今因為要填海造地興建賭場，屋前的這一條

水道景色變成了一個池塘。7 

澳門基於經濟原因而改建文物建築的用途由來已久，例如 1629 年興建的聖地

牙哥炮台(Fortaleza de São Tiago da Barra)便早在 1981 年改建成酒店。社會上對

金光大道的重視，也令擁有不少特色舊建築的亞美打卑盧大馬路（Avenida de 

Almeida Ribeiro）、鏡湖馬路（Estrada do Repouso）、渡船街（Rua da Barca）、

嘉路米耶圓形地（Rotunda de Carlos da Maia）、羅利老馬路（Estrada de Adolfo 

Loureiro）等低窪地區，多年來受到水浸問題困擾，仍然得不到應有的關注。8 

過分集中於新口岸及路氹地區的新賭場，也令澳門的城市發展失卻平衡。事

實上，內港舊城區中保存了昔日來澳旅客必到的酒店、茶樓和廟宇等遺址，這些

具歷史文化價值的建築物，其實有待發掘和修復使其再現光彩。9 散佈澳門大小老

街的土地社壇是民間宗教的信仰重心，也是昔日社群之間地標的集體回憶，卻在

博彩經濟發展的洪流中默然存在，沒有人加以保育及理會，漸漸被邊緣化。10 



根據 2005 年的統計數字，雖然來澳旅遊的人數增加了一倍，但旅客仍然是平

均留在澳門 1.2 天而已。1 千 8 百萬名遊客中，有超過一半是沒有在澳門過夜的。 
11他們有不少都是賭客及商務旅客，因此一些有悠久的地方歷史的小型的廟宇，沙

梨頭土地廟、水月宮以及氹仔關帝廟、天后宮、路環天后廟等，一般旅客都未有

時間詳加細味這些有待探究的名勝認識較少。 

炮竹、神香、造船與火柴是昔日澳門的四大工業，但是這些舊廠址未獲足夠

重視和保護，例如華南地區現存最具規模的氹仔益隆炮竹廠舊址，便是最明顯的

例子，如今有興趣了解這些經濟型態的遊人只可走訪博物館而探知一二。12 

緩衝區的重要性 

 

為更好保護世遺景點及協調周邊的城區發展，澳門政府在澳門歷史城區周邊

劃定緩衝區，以確保其風貌。這些文物建築，一方面是澳門的日常生活的地標

(landmark)，因此是溶入日常生活的好例子。不過，澳門政府以松山燈塔(Guia 

lighthouse)、 議事亭前地、媽閣廟及氹仔舊區付近為重點的文物保護區(key heritage 

protection zone)，大砲台及大三巴一帶的的建築物也有 47 米上限的高度限制。但

事實上，這一帶的視覺風光正受付近的新住宅及新建的巨型賭場所包圍。13 

 

玫瑰堂位處澳門最繁華之地，情景與錢納利在 19 世紀中葉所繪畫的繁華不

改。但現在其古雅莊嚴的建築風格，與鄰近新馬路噴水池一帶由 1920 年代建築改

建而成的商鋪餐室，映照成強烈的對比。  反之，位於崗頂的崗頂劇院、何東圖

書館及聖奧斯定堂(Igreja de São Agostinho)是個的返回 19 世紀的完美配合，也是高

速城市化下的一片淨土。澳門一直以來都標榜是旅遊城市，遊客除了賭博外事實

上還可從日常生活中感受到澳門多元特色。14 

 

10 餘年來，澳門多個新建酒店娛樂場廣泛使用反光鏡面玻璃來作外牆的建築

材料，加上賭場廣告招牌長期照明，為澳門帶來了光害(Light pollution)及熱島現象

（urban heat island）。一些沿海的新建賭場築物，比內陸的舊建築物高，改變了這

“颱風之鄉”（ “land of typhoon” /Em terra de tufões ）的微氣候。究其原因，很

可能是因為澳門半島的集中發展，加上四個世紀以前規劃的小城市格局，未能完

全配合 21 世紀的發展要求所使然。 

  

澳門的文物特色 

 

澳門保存了許多有歷史意義的西式教堂、中式廟宇、歐洲古典式建築物和中

國的古老大屋，這正澳門城市獨特的文化景觀，有著建築文物上的優勢。因此在

回歸後不久，已有民間人士提出要藉改造舊城區和開發新區，來建構澳門自身的

文化特色和身份認同。15如果單從以個別建築物，與國內一些省市的文物從歷史和

藝術價值來考察，或許無法相比；但是作為一個整體，澳門歷史城區反映不同民



族、宗教、文化在彈丸之地長時期和諧共存的人文景觀。16 

 

澳門仍然擁有具嶺南色彩的木趟櫳門和天井的盧家大屋；飾以精美的簷脊陶

瓷、灰塑和牆畫的媽閣廟、蓮峰廟、普濟禪院等古刈；以及融合江南和嶺南的園

林特色的盧家花園。這些保貴的嶺南風光，在廣州近日清拆西關及香港漸漸失去 

殖民地建築時，顯得尤其可貴。除了世界級的文化遺產外，澳門大眾化的生活情

趣也令遊人追憶緬懷。開業近半個世紀的六國、龍華、遠來、得來、冠男等耳熟

能詳的茶室，令遊客可以懷緬香港和廣州已難以重拾的舊式茶樓。17這都是嶺南精

緻文化中的餘萃。 

 

澳門四個世紀以來，古建築物其實曾經多次改建及改變用途的屢見不鮮。最

著名的例子，當然首推能夠名列世界遺產名錄的民政總署大樓。這座始建築物的

原址是建於 16 世紀末的議事亭，從清代乾隆年間由印光任及張汝霖撰纂的《澳門

紀略》中可知，這大樓最初是磚石結構並建有圍牆的中式庭院。在 1784 年重修，

新建了 2 層高的巴洛克式新樓。1876 年重修又把因颱風捐毀的建築改成新古典風

格，而現在大樓的面貌則是 1904 年大修後的新古典主義建築風格模樣。18可見有

些情況下，文物建築所在地的位置的在城市發展史上的意義，比其外貌是否仍然

保持原貌也許有同等的價值。 

 

其他歷史少於一個世紀的建築物，也構成澳門古色古香的重要元素，其中包

括現存舊城區內的議事亭前地（Largo do Senado）兩旁的舊建築、戀愛巷

（Travessa da Paixão）第 5 至 11 號和肥利喇亞美打大馬路（Avenida do 

Conselheiro Ferreira de Almeida）一帶，便有不少 1920 年代的建築群。可見一

些外貌只有近百年的舊建築物，其保存的價值也不容忽視。不同的區域用途轉型

在澳門的城市發展中不乏成功的例子，例如福隆新街曾經是清末民初的煙花之

地，戰後漸漸成為香港遊客回港之前必到的手信街。在電影《2046》及《伊莎貝

拉》（Isabella）等造就的浪漫色彩下，新華大旅店成為了文化旅遊者尋幽探勝的對

象。 

 

在議事亭前地曾經在 1940 年代至 1960 年代曾經多次改建，從當初的交通匯

處，變成了昔日葡萄牙殖民地政府翌立美士基打(Nicolau Vincente de Mesquita)銅像

的地點，再在 1966 年至 1967 年的 “一二三事件”後改建成澳門人日常地標噴水

池。這片用美麗的石灰石重鋪的行人專用區，真正見證了多次政治及社會巨大變

化，但試問有多少遊客在購物的同時，會留意細味這些歷史事件? 

 

因此在 2004 年政府重建 1954 年竣工啟用的下環街市，以及 2006 年來對打

算清拆 1930 年代興建的藍屋仔，也先後引起澳門本土社會的一番討論。可見超過

三代都在澳門居住的人口雖然不高，但對舊建築的重視保育意識已經開始萌芽。19 

 



文物建築的開放 

 在 2005 年被列入聯合國 “澳門歷史城區”的建築物中，仍有部分是未全面

開放給公眾參觀的，例如前澳葡政府曾經預算 3000 萬元，計劃改建鄭家大屋（Casa 

do Mandarim）為博物館和文化部門的行政大樓。但因業權問題，令政府未可盡速

修葺。2005 年後，鄭家大屋名列世界文化遺產名錄，所以在改建復修時更要符合

有關的標準，是故 2006 年繼續重修的鄭家大屋至今未對外開放。20 

 

伯多祿五世劇院(Dom Pedro V Theatre)也是有演出活動時，才給遊人進入。另

外，其他保存完好的古跡建築物，例如高家大屋因為是私人物業而沒有對外開放。

因此，有意見認為澳門土地資源太少、旅遊景點缺乏，難以吸引不是賭客的旅遊

人士延長留澳時間的印象。21事實上，在一日遊的行程安排下，這可能是澳門遊的

行程緊迫，因此在遊客心目中的古蹟，永遠只是集中大三巴一帶，故有所謂不足

之感覺。 

 

有些文物豐富及設計精美的博物館，例如消防博物館及留聲歲月音響博物

館，由於位置遠離市中心的賭場區因此比較難吸引一日遊的遊客問津。可是，有

些情況下，與新口岸的賭場遙遙對望的葡萄酒博物館及賽車博物館，也只能吸引

對澳門及葡萄牙文化情有獨鍾的遊客。同樣擁有些有大量重要歷史文物的及珍貴

的碑林的澳門鏡湖醫院博物館，更是每星期六下午 3 時至 6 時開放 3 小時而已。 

 

贅言： 

回望過去十年澳門的文物保育與博彩業帶來的城市化之間引起的種種文化衝

突，其主要集中在視覺上的不和諧。事實上，新建的賭場都集中在海區，對既有

的世紀文化遺產建築未有帶來地理位置空間上的正面衝突。不過，更重要的是，

這些新的賭場都是龐然巨物，在碼頭付近的沿海地方日晚在耀眼生揮，令帶有近

世時期(Early Modern)歐陸小城的如詩如畫的風光，帶來了在年代上距度極大的視

覺對比。在一百年之後，這些賭場又會否成為富有歷史意義的地標性建築？ 

對於一直依賴旅遊博彩業來帶動經濟發展的澳門，更有效地規劃市內不同區

域的功能，藉以保護文物旅遊資源來吸引更多不同國籍的旅客到澳門觀光消費，

將會是未來另一個十年要好好計劃的新方向。22 隨着新加坡等地區陸續向遊客提

供博彩娛樂服務，澳門旅遊繼續依靠博彩娛樂是否可以保持競爭優勢？23澳門的文

化旅遊將是會展業以外，另一個提供產業多元化的出口路之一。澳門從明代開始

就是東西方文化經濟交流的視窗和橋樑，其文化景觀基調是中西並存，揚溢懷舊

氣氛與異國情調的。但建築文物如果過份商品化，最終會損害建築物本身的價值，

扭曲了原有的文化內涵。在著重文物建築的以外，其他形式的文化遺產也應加以

重視及發展。誠如飛歷奇(Henrique Miguel Rodrigues de Senna Fernandes)所指出，

政府也應該支持土生葡語(Patuá)成為非物質文化遺產，這建議是極有遠見的。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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