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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卢公怡若传》——新发现的澳门辛亥革命史料” 

林廣志 

 

 

【內容摘要】《革命史系•盧公怡若傳》系近期發現的澳門本土口述歷史著作，為

近代澳門華人支持和參與辛亥革命運動的重要史料。本文介紹了該傳發現的過

程、主要內容及其史料價值，並據此對“孫中山與澳門”的若干重大問題進行了辨

析。 

【關鍵詞】澳門 孫中山 盧九 盧怡若 同盟會  

 

一、《盧公怡若傳》的發現 

2008 年 7 月，筆者應邀在澳門特區政府文化局作《盧九的家世與為人》的

講座，盧怡若的孫女盧美顏女士為此專程趕來，並在講座後向筆者出示了《革命

史系•盧公怡若傳》(以下簡稱《盧公怡若傳》)。隨後不久，盧女士專門致送全

文電子版予筆者。2009 年，盧女士將該傳及一批盧怡若遺物捐助給民政總署，

為我們研究澳門著名的盧氏家族以及盧怡若的革命事蹟留下了珍貴的史料。 

《盧公怡若傳》為親歷者口述之作，系近代澳門華商參與和支持孫中山革

命事業的重要史料。1959 年 7 月，盧怡若 77 歲生日，“尚聰強如故”，早年

的革命追隨者楊振雄等人考慮到“金卮之奉，樂奏鈞天，無非慶敘于一時耳，

末若紀其嘉言懿行，刊付梨棗之可以告當世而傳來者也”，乃以口述作傳方式

為之做壽，“乃舉公之忘年交革命老人楊振雄、趙漢一、曾霖山等，以公行實，

口述以授志林，屬為編撰”。稿成于當年端午前後，全文 8000 餘字，為楷體

手寫本，不著頁碼，稿紙印有“美華印製”字樣。同時，附照片 16 幀，包括盧

公怡若玉照、盧公舉賢書時玉照、恭親王書贈盧公扇面（冷金）、遜清榮祿大

夫盧公焯之遺像、盧母梁太夫人遺像、中山先生贈盧公相片、垂辮時之盧公玉

照、盧公留學英國時玉照、革命四大寇、澳門僑領歡迎中山先生、中山先生居

娛園、盧公戎裝相片、李夫人遺像、九旬人瑞（陳樹人書）、梁太夫人遺照、

與盧公同齡之雙桔等。 

過去，由於史料所限，有關澳門華商家族、華商與孫中山的關係以及華商

參與同盟會等問題的研究，往往無法深入，相關重大問題的敘述亦僅得輪廓而

已。而《盧公怡若傳》稿本的發現，仿佛打開了一扇窗口，讓我們看到，一個

澳門富家子弟受孫中山的指導與影響，參加同盟會和國民黨，長期致力革命，

往來於澳台之間的傳奇人生。不僅如此，此稿本的發現，還為解決“孫中山與

澳門”研究的若干重大問題提供了可能性，包括：孫中山是如何進入鏡湖醫院

的？澳門是否為孫中山革命活動的“源頭”？孫中山是如何在澳門鼓動革命

的？同盟會澳門分會是如何開展革命活動的？澳門華人與臺灣國民黨有著怎

樣的關係？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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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盧怡若：家世與生平 

盧怡若（1884—1985），名宗縉，字聖惇，號怡若，及長，以號行。光緒

十年（1884）七月生於澳門。1其父盧九（1847—1907），名華紹，字焯之，又

名華富，廣東新會潮蓮鄉盧邊村人。盧九約在 1857 年前後從新會來到澳門。1888

年 4 月加入葡籍；光緒二十一年（1895），以監生盧華紹之名，報捐鹽運使職銜，

曆保花翎二品頂戴；光緒二十三年（1897），晉授榮祿大夫；光緒二十七年（1901）

九月，李鴻章以其“慨捐鉅款”，奏請以道員分發廣西補用；1890 年 7 月，葡萄

牙王室授予盧九騎士勳章；1894 年 4 月，又授予盧九 Vila Viçosa 勳章。盧九

先後從事錢銀找換、貿易、房地產、工業等行業，但涉獵時間最長、範圍最廣、

影響最大的行業則是賭博業，是近代澳門的著名“賭王”。作為近代澳門最具勢力

的華商之一，盧九及其家族對近代澳門的政治、經濟、社會等領域的發展作出了

重要貢獻，包括開賭為業，促進澳門現代經濟格局的形成；投資實業，推動澳門

工業化進程；建設街區，推動澳門的城市化進程；領銜倡建同善堂，是澳門慈善

事業的奠基者；捐助教育，促進澳門華人社會進步；參與政治，推動華人社會的

穩定、和諧及進步等。2 

早在 1879 年，盧九便擔任鏡湖醫院總理。盧怡若出生時，盧家在澳門已有

很高的地位，“榮祿公富而且貴，故中外官員，艤泊濠江者，均集其門”。因此，

盧怡若少時，即“恒見峨冠博帶之士”，盧九對怡若“殷殷而望者”，是將來可以“執

笏而立於朝”，怡若乃“孳孳而研”，讀書頗為用功。年十七，娶新會李際唐之女

為妻，“以賢聞於鄉黨”。光緒二十七年（1901），與七弟誦芬同年“赴庚子補行

辛丑恩政併科順天鄉試”，列三十一名舉人，誦芬則列一百五十八名，為一時佳

話。中舉之後，留居北京，與康有為交遊，投恭親王溥偉門下，“執弟子禮，列

王之門牆”。惟其母“倚閭望切”， 乃返粵歸家。1904，請赴日本留學。1906，

又偕八弟壽蓀留學英國，入倫敦皇仁書院。1907 年冬，盧九卒，歸澳門守制。

1922 年，獲粵海關監督劉玉麟之聘，赴任開平關總辦。1935 年，與尤列、謝

英伯等在廣州創辦廣東歸國華僑子弟學校，出任校董。1947 年春，其母梁氏逝

世，“盡將梁夫人之遺產，慨捐同善堂施賑，以體親心，以行素志”。當時下環河

邊新街設有漁民學校，為失學漁童而設，聘怡若為校長，在其任內，積極發展漁

民教育，包括免學費、贈書籍文具。同時，為同善堂值理，兼任同善堂義校校長。

1955 年，與其子榮錫，及高世儉等人發起成立澳門新會同鄉會，接納滯澳鄉人。

此外，怡若熱心澳門華人事務，舉凡賑濟、教育以及華葡交涉等，莫不奮身參與。

怡若有四房妻妾，有子女七人，長子榮均、七子榮勳居臺北，余為榮標、榮堅等。

                                                      
1
盧子駿增修：《新會潮連蘆鞭盧氏族譜》卷十七下，宗支譜。 
2
關於盧九家族事蹟及其貢獻，參見林廣志：《晚清澳門華人鉅賈盧九家族事蹟考述》，《澳門研究》36 卷， 

2006 年 10 月，澳門基金會出版；林廣志、呂志鵬：《加強澳門近代華商家族研究——以盧九家族為中心》，

載《澳門日報》2010 年 11 月 3-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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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985 年，以 102 歲高夀逝於澳門。 

盧怡若為盧九次室梁氏所出，在諸兄弟中排行第三，其兄盧廉若、盧煊仲，

具為近代澳門著名華商，其弟盧興原則為我國近代法律界知名人士。 

三、《盧公怡若傳》的主要內容 

資料顯示，盧九、盧廉若、盧煊仲、盧興原父子或暗中保護，或捐助資金，

甚至加入同盟會或國民黨，均以不同的方式支援和參與了孫中山領導的革命事

業，甚至成為孫中山革命事業的“熱心同志”。與其兄弟比較，盧怡若則是孫中山

革命事業的堅定追隨者，是澳門早期革命的主要推手。因長期追隨孫中山，參與

澳門同盟會的領導工作，怡若一直被譽為澳門的“革命老人”。 

由於所遺史料不多，盧氏父子與孫中山交往的情形、經歷與心態，往往無從

說起。《盧公怡若傳》以盧怡若的生平為經，以其早期追隨孫中山革命為緯，選

擇若干重大事件，頗為系統地敘述了盧怡若參加革命的緣由、主要活動及其貢

獻。概況來說，《盧公怡若傳》記述了盧怡若的主要革命經歷： 

一、結交於孫中山，引為知己，並在孫中山鼓動下，“革命之思想，油然而

興”。1892 年，孫中山受聘鏡湖醫院，成為澳門首位華人西醫。因父親盧九

的關係，盧怡若因此“獲交”孫中山。然而，此時的盧怡若，秉承家訓，以“執

笏立於朝”為前程，致力於科舉功名，成為“峨冠博帶”之士。中舉後，為康有

為賞識，並推薦給恭親王，乃列其“門牆”，被視為改良派之“後生”。及科舉南

返，方時與孫中山相見，並引為知己，“每相過從，舊雨欣逢，談心永夕”。孫

中山對盧怡若追求“異族功名”，以“ 親王門生”为荣頗不以為然，乃鼓動盧怡

若利用自己的身份和財力，投身革命，成為“漢人之望”。他對盧怡若說：“吾

子饒於資，當效卜式輸財而匡國；吾子博于學，奚讓伍員偃蹇而後吳，抑吾子

以異族功名為顯，親王門生以為榮哉？吾子卓犖奇偉，若壯其志於偉大，則漢

人之所望也，其有意於斯乎？”4經過動員，盧怡若“革命之思想，以是油然而

興矣”。可以說，盧怡若一生致力於革命，受孫中山的開導和影響至深。 

二、在日本加入同盟會，是澳门华人中最早的同盟会成员，同时，為澳門同

盟會的負責人之一。1904，盧怡若在香港定制洋服，“囊之返澳”，一日，穿著

洋服，與其十弟招搖于街市，至龍嵩街呂宋人所開之理髮店，效仿革命黨人，將

頭上垂辮剪去，為澳門剪辮第一人。剪髮後，盧九斥之“不孝”，5不得已，乃“蝸

居斗室，欲出遊，則裝假發，每以為苦”，乃懇請留學日本。在日本橫濱，保皇

及革命兩黨，“互相爭取名士俊傑入黨以為聲勢，盧公之家世名望，皆為兩黨所

欲得之者，故抵橫濱數日，兩黨人士方便遊說之”，而盧怡若之志“早在革命”，

遂加入同盟會，“盧公列党之後，聞於海外各地。時陳少白主筆政于香港《中國

日報》，少白為之佈道之”。61905 年 9 月，馮自由、李自重受孫中山的委託，

                                                      
3
楊振雄、趙漢一、曾霖山等口述，任志林撰：《盧公怡若傳》，1959 年，未刊稿。 
4
楊振雄、趙漢一、曾霖山等口述，任志林撰：《盧公怡若傳》，1959 年，未刊稿。 
5
 參見《盧怡若生平》（手稿本），藏澳門特區政府民政總署檔案室。 
6
楊振雄、趙漢一、曾霖山等口述，任志林撰：《盧公怡若傳》，1959 年，未刊稿。按：據盧怡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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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澳門成立同盟會分會以“聯絡同志”，7盧怡若成為負責人之一。81909 年，該

會創建澳門“華服剪髮會”，在清平戲院隆重召開成立大會，廣邀中外人士出席，

盧怡若為大會主席，“于演辭中鼓勵華服剪髮之外，並從中申述革命救國，以喚

人心”。9會上，設樂隊奏樂，與會者歌唱童謠，以鼓勵剪髮者，歌詞曰：當剪辮，

當剪辮，不剪辮人天下賤；四方萬國稱富強，何曾見過腦後垂辮線？歌畢，即請

來賓上臺剪辮，“不少垂辮而入，持辮而出者，開澳門華僑剪辮之始”。 

    為了避開清廷耳目，同盟會開展地下活動，活動經費均由盧怡若承擔，“每

相約至黑沙灣最僻之地舉行會議，一切組織費用，皆負于盧公。”10為了尋求固

定的活動場所，1911 年 7 月，盧怡若等人租下白馬行街一大屋二樓，並與林君

複、蕭俜一聯名向澳葡政府申請成立“濠鏡閱書報社”以作掩護：“具稟紳士盧宗

縉等，為組織公眾閱書報社，擬定章程，稟乞 恩准存案。事切紳等，憫本澳華

僑缺乏教育，殊有礙于世界之進化。爰約集本澳各熱心家，擔任經費，仿照各國

辦法，創立一公眾閱書報社，備購大西洋及各國書籍報紙，任人入內觀覽，不收

費用。此既可補教育之不及，即所以助世界之文明。惟紳等托庇宇下，凡結集社

會，理合將辦法詳陳，以崇法律，而昭正大。茲謹將社內章程附列於後，稟乞督

憲大人 恩准施行，紳等幸甚。”11  29 日，濠鏡公眾閱書報社獲澳葡政府批准。
12表面上看，該書社為一公開的圖書館。其實，裡面陳列了許多策動革命的書報

“以為鼓吹”，該閱報社“並為同盟會所，盧公主盟于此，楊振熊等於此時先後加

盟”。13據趙連城回憶，“在謝英伯策劃下，同盟會在澳門開始發展組織，並于南

環 41 號秘密設立了同盟會支部的機關，同時還參照當時同盟會在海外工作習

慣，採用‘書報社’形式（香港設有‘民生書報社’），在白馬行街釣魚臺的一座三層

大樓成立了‘濠鏡公眾閱書報社’（澳門舊稱濠鏡）。該社由盧怡若以紳商資格取得

                                                                                                                                                        
於 1967 年填寫的《中國國民黨年老黨員生活補助黨員特別借助申請表》顯示，盧怡若於光緒三

十一年（1905）五月五日在日本加入同盟會，“黨證字型大小”為“香字 23098”。該表由盧怡

若後人捐獻，現藏於澳門特區政府民政總署檔案室。 
7
廣東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室等編：《孫中山全集》第一卷，第 286 頁，“給馮自由李自重的委

任狀”，中華書局，1981 年。 
8
 “澳門同盟會支部的工作當時是接受香港方面領導的。澳門的主盟人初由謝英伯兼任，謝一度

奉派去檀香山，乃改由‘香軍’參謀林君複繼任主盟人。當時支部的主要負責人還有劉公裕、盧

怡若、陳峰海、劉卓凡、陳卓平、林了儂、梁倚神、劉卡周等”。參見趙連城：《同盟會在港澳

的活動和廣東婦女參加革命的回憶》，載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廣東省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

會編：《廣東辛亥革命史料》，第 92-92 頁，廣東人民出版社，1981 年。另按：孫中山既與盧怡

若引為知己，可能也曾屬意盧怡若組建澳門同盟會：“既而中山先生授命與盧公及林君複、鄧三

伯、謝英伯等，組織同盟會於澳門，為策動革命之機構。”楊振雄、趙漢一、曾霖山等口述，任

志林撰：《盧公怡若傳》，1959 年，未刊稿。 
9
楊振雄、趙漢一、曾霖山等口述，任志林撰：《盧公怡若傳》，1959 年，未刊稿。 
10
楊振雄、趙漢一、曾霖山等口述，任志林撰：《盧公怡若傳》，1959 年，未刊稿。 

11澳葡政府民政廳檔案：“建立公共圖書館——濠鏡（公）眾閱書報社——由盧宗縉等人建

立”（Estatutos da Biblioteca Pública Hou Kiang Chong Iut Su Pou Sié-Fundada por 

Lu Chong Chan e Outros），1911/7/12—1911/7/22.AH/AC/03169，澳門歷史檔案館藏。 
12
《濠鏡公眾閱書報社章程》，見《澳門憲報》1911 年 7月 29 日第 30 號。 

13
楊振雄、趙漢一、曾霖山等口述，任志林撰：《盧公怡若傳》，1959 年，未刊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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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葡政府批准立案，並向各界發動募款捐書，以供群眾借閱”。14時有美洲同盟

會鼓吹革命的小冊子《救苦救難》郵寄到澳門，委託澳門同盟會派發。當時派發

此類刊物，為“背叛朝廷之罪魁”，一般人不敢做，而盧怡若則自帶小冊子沿街派

送，“人皆險之”。盧怡若的革命行動，引起了兩廣總督張鳴歧的注意，於是派水

師提督李准到澳門緝拿盧怡若。但李准仰慕盧家勢力，早已與盧家兄弟“有蘭譜

之盟”。另外，李准下澳，也引起了澳葡政府的關注，由於“盧公為澳門政府所尊

崇者”，澳葡政府以事涉政治，不合國際通例為由，搪塞瞞掩，李准緝拿之差，

自然不了了之。15 

三、組織民軍，籌備軍械，回應革命。清末民初，大量的武器彈藥通過澳

門走私進入廣東，澳門保皇黨、革命党二派人士均以澳門為策劃暴動、輸運物

資和槍支彈藥的總部。革命黨人在澳門活動頻繁，並得到了許多華商的支持，

他們在內地城市起義所需的軍火，大多亦由澳門華商私運。盧怡若作為澳門同

盟會的負責人，除了宣傳聯絡，籌集款項之外，還籌款購置了大批軍火，並組

織民軍，“雲集於香山一帶，以回應革命之戰”。私運軍火，時有被緝獲的可能，

1911 年 8 月間，龍清兵輪在澳門附近海面緝獲一艘拖船，“其艙底則有軍火

碼藥甚多”。16 從時間上來看，這起軍火走私案，可能與正在準備武昌首義的

革命黨人有密切關係。 

三、籌餉應急，鎮撫香山。民國元年，胡漢民為廣東都督。胡氏初督廣東，

“惟軍政之費，一無所著，乃商於港澳之革命同志，希急籌款，以應急需”。盧怡

若乃聯合陳少白、楊西岩、陳席儒、陳賡虞、容星橋等人，迅速籌得钜款，雇專

輪運載赴省城。款至 ，胡漢民大喜 ，委任盧怡若為香山鎮撫使。經過治理，香

山一帶的情況迅速好轉：“當時香山一帶，秩序安定，皆賴盧鎮撫使之功。”未幾，

孫中山邀盧怡若至南京，共商國是，並委之為總統府顧問，後任總統府籌餉委員，

與孫中山之兄孫眉南下籌餉。“不料南下途中，壽屏改謀為粵大都督，公不以為

然。行且至澳，以道之不同，行之而有別，辭壽屏而自留居澳門”。 

1912 年 5 月，孫中山卸任臨時大總統後，盧怡若“眷念故人，邀之來澳”。

孫中山此次下榻娛園，與盧氏兄弟“虛寒敘舊”，並贈送盧怡若照片一幀，親提“孫

文持贈”。在澳門期間，孫中山對民國前景不無憂慮，認為袁世凱“今居總統之位，

豈誠意匡民救國乎？未始不為憂也”。有慮及此，認為應派一位可以信任的人士，

進入袁世凱政府，“從事窺袁之舉止，以聯絡革命同志”，此乃“策之善者也”。孫

中山認為，盧怡若當為最佳人選，乃將此意告知盧怡若，並極力向袁世凱推薦。

而盧怡若出於多方面考慮，沒有出任此職。17 

四、參加抗戰，不受偽職。七七事變後，抗戰軍興，怡若愛國之心，不甘人

                                                      
14
趙連城：《同盟會在港澳的活動和廣東婦女參加革命的回憶》，載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廣東省

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廣東辛亥革命史料》，第 90 頁，廣東人民出版社，1981 年。 
15
楊振雄、趙漢一、曾霖山等口述，任志林撰：《盧公怡若傳》，1959 年，未刊稿。 

16《申報》1911 年 8 月 27 日 “澳門近事種種”。 
17
楊振雄、趙漢一、曾霖山等口述，任志林撰：《盧公怡若傳》，1959 年，未刊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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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出任第七戰區第三縱隊司令部參議，駐澳門指揮地下抗戰工作。時汪偽政府

“以中山縣為特別之區，非有名高望重者，不足以掌其篆”，而盧怡若则“足以當

之”，於是，“蒲輪璧帛，徵請盧公”。怡若以節烈之氣，堅辭不受。汪偽政府無

奈，欲刺殺之，“夏之某夕，盧公夜歸，至澳門郵政局後之斜巷，即為汪政府地

下工作人員劍刺，幸公囊有銀煙盒，且所禦之革帶堅靭而厚者，劍穿煙盒革帶，

僅傷皮肉。該處離盧邸不遠，公與兇手格拒時，聲聞閭裡家人，於是群出為援，

公乃得免”。此次暗殺，並沒有嚇到盧怡若，“公傷愈後仍負地下工作指揮，不以

暗殺為懼焉”。抗戰勝利後，孫科回澳門省親，以為“還治之始，撫民複宇，多賴

老成”，於是，邀請怡若“歸粵”，被聘為廣東省政府參議 ，直至宋子文、薛嶽主

粵，仍參議省府政事。 

五、景仰國父人格，眷顧國父家事。孫中山逝世後，盧怡若仍與孫中山居澳

親屬保持密切聯繫，一直延續至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其中，有二件孙中山家事，

而盧怡若為之奔走，體現了盧九後人對孫中山偉大人格的尊崇。 

1952 年 9 月，孫中山元配盧慕貞因病在澳門逝世，其孫治平、治強等從香

港赴澳門奔喪。關於盧慕貞葬於何處為妥，一眾親友以及治喪委員會議而不決。

盧怡若認為，盧慕貞在澳門逝世，應該葬在澳門，“澳門雖屬葡治，亦當畫地以

奉安”。可是，能夠葬在西洋墳場的華人，通常為已入葡籍的男性華人，西洋墳

場從來沒有安葬過華人婦女。為此，盧怡若親自到澳葡政府華務科陳說，並由該

科科長魯尼士陪同，往見澳督史伯泰（Joaquim Marques Esparteiro），詳述盧

慕貞應該安葬在澳門的理由，史伯泰為之感動，立即決定在舊西洋墳場畫出一塊

地，用來安葬盧慕貞。9 月 10 日，盧慕貞得以安葬在舊西洋墳場。在澳門歷史

上，澳葡政府在西洋墳場贈地安葬華人婦女，乃從盧慕貞開始。18 

   盧太夫人逝世後，遺留故居一座。1956 年冬，澳葡政府郵政局局長約見盧

怡若，並稱：文第士街大屋為孫中山故居，盧太夫人長期在此居住。盧太夫人逝

世後，該屋以孫治強名義，在澳門郵局按押了葡幣十九萬元。該屋押主已欠息半

年，數額為六千六百元。依照律列，該屋將交法院拍賣。若果如此，則須將此消

息刊於報端，不利於孫中山的聲譽。希望盧怡若通知其家人，及時還款，“了此

手續”。盧怡若為保全孫宅，乃先後與孫科及其子治強聯絡，他們均以各種理由，

未能返澳門處理。不久，傳聞該屋將被人收購，出價廿七萬元。盧怡若還被告知，

若“合作”完成買賣，還會有“好處”，“年近歲晚，吾公欲增度歲錢否”？“倘吾公

置之不問，則事可成”。盧怡若聞此深感憤怒。港澳報刊風聞國父故居將出售，

紛紛刊載消息，大有搶購之勢。無奈之下，盧怡若只好將該屋按押、出售的詳情，

以及孫科來函影印件，函告臺灣蔣介石以及國民黨僑務委員會，呼請設法搶救保

存。蔣介石為此親自復函，擬將香山翠亨村國父紀念學校在澳門的校產出售，“以

應此急”。但該校校董竟無一人在澳門，找不到主事者。後來，經過盧怡若反復

聯絡，積極呼籲，1958 年 4 月，國民黨政府 

                                                      
18
楊振雄、趙漢一、曾霖山等口述，任志林撰：《盧公怡若傳》，1959 年，未刊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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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撥款將文第士街大屋贖回，19辟為國父紀念館。 

六、與國民黨關係密切，其“革命經歷”受到臺灣國民黨尊崇。盧怡若與臺灣

國民黨的關係，除了搶救孫中山故居時與國民黨政府的互動之外，還有一事值得

注意。1954 年 10 月，港澳報刊刊發了臺灣“國防部”擬組建“青年師”以“反攻大

陸”的建議，海外華僑“互相呼應”，澳門的國民黨支部，乃推舉盧怡若為領袖，“以

為號召”。盧怡若時年 73 歲，“不以年老以辭”。第二年，包括軍事、經濟以及

出師方略等“一切組織”均暗中籌備。2 月 20 日，乃在報刊發出組建“華僑青年軍”

之宣言，並“製表中華民國政府請纓”。 4 月 20 日，接獲臺灣“僑務委員會”通知，

“僑務委員會並無策動青年師或青年軍之意”。無奈之下，25 日，所謂籌組澳門“華

僑青年軍”之策動取消。1964 年 3 月 8 日至 5 月 3 日，盧怡若訪問臺灣，受到

蔣介石、陳誠的接見，島內報刊對盧怡若的“革命事蹟”及訪台行程廣為報導，被

尊為“革命元勳”。 

四、《盧公怡若傳》的史料價值 

《盧公怡若傳》較為系統地講述了一位澳門富家青年受孫中山的影響，逐步走

上革命道路的過程，對回溯當年孫中山在澳門的足跡以及辛亥革命前後澳門華人

社會的變化均有重大價值，可以說，《盧公怡若傳》是近年來發現的十分珍貴的

近代華人史料。借助該傳的記述，早期孫中山在澳門從醫及从事革命的事蹟，可

以得到更為清晰的認識。具體包括： 

一、引薦孫中山進入鏡湖醫院的華商，學界通常認為是吳節薇、何連旺、

曹善業，但該傳顯示，是盧九“挽其留澳”：“光緒十八年，澳紳張心湖太夫人

疾，聘西醫孫逸仙博士來澳診治，已而藥到回春，神乎其術。於是，榮祿公（盧

九）挽其留澳，薦以鏡湖醫院醫席，為鏡湖西醫之首任”。20因此，不排除此

次“引薦”，是以盧九為首的華商的集體行為。 

二、1895 年 10 月，廣州起義失敗，孫中山被清廷通緝，乃在香山人唐

雄的幫助下，尋機逃出廣州，雇汽艇駛往香山唐家灣，先避于唐雄家，隨後男

扮女裝躲進澳門，藏匿於下環街三號弗蘭西斯科∙飛南第家中，21 “在澳門留二

                                                      
19
 楊振雄、趙漢一、曾霖山等口述，任志林撰：《盧公怡若傳》，1959 年，未刊稿。 

 
20
 楊振雄、趙漢一、曾霖山等口述，任志林撰：《盧公怡若傳》，1959 年，未刊稿。該傳記述盧

九邀請孫中山到鏡湖醫院，可與以下資料相印證：“澳門聞人張心湖母病，群醫無策，當地鏡湖

醫院院主盧焯之（盧九），介紹孫醫生前往診察。經孫先生悉心治療，逐漸全好。鏡湖醫院是澳

門最大的一所慈善醫院，一向專為貧民用中醫中藥免費治療。盧焯之既願提供一切便利，對孫先

生的建議兼用西醫西藥也完全同意。這是一破除舊曆，開創新風氣的舉動。孫先生因此慨然表示

不受薪金，願盡義務施診。”參見吳相湘編撰：《孫逸仙先生傳》，第 90 頁，臺灣遠東圖書公司，

1981 年。 
21
（葡）若昂∙哥德斯（João Guedes）：《孫逸仙與澳門和革命》，載澳門：《文化雜誌》中文版第

十七期，1993 年。按：唐雄，字謙光，香山唐家灣人，1865 年生。少時即與孫中山交往，後隨

父唐益善旅居美國檀香山，繼承父業，出任檀香山華美銀行總經理。孫中山創立興中會時，曾給

予資金支持。抗戰勝利後，定居澳門，在澳門開設八家企業，其中，升平大旅館曾為著名賭館。

參見金應傑：《戰後蕭條經濟似死水，升平旅店開賭救市》，載澳門：《新報》2006 年 8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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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小時”。22該傳記載，在此危急之際，盧九以其影響和勢力，與葡人飛南

第一道，向孫中山伸出了援手：“孫博士之居澳也，在關前街設中西藥局，以

掩護革命工作。不久，聞於清廷，下通緝令，事頗急，榮祿公（盧九）商于葡

籍友人飛若瑟（飛二）者，以船護至香港，轉神戶焉。”23從當時的環境來看，

盧九參與此次以營救是完全可能的，因為盧九在省澳均有生意，在省城有廣泛

交結，消息靈通，“幸好盧焯之先生交遊廣，得到消息之後，僱了一艘木船，

託葡人菲若瑟護送國父逃往香港，然後轉往國外，保存了此一革命種子”。24 

當然，盧九此次營救孫中山，並非簡單地理解為對孫中山革命活動的支

持。我们知道，盧九對孫中山在澳門推廣西醫是大力支持的，除了引薦孫中山

進入鏡湖醫院外，還對孫中山的醫術人品進行廣泛宣傳。1893 年 9 月 26 日，

盧焯之（盧九）、陳席儒、吳節薇、宋子衡、何穗田（連旺）、曹子基（善業）

等一群自稱“鄉愚弟”的華商在《鏡海叢報》刊登啟事，極力宣揚孫中山的人品

和醫術：“大國手孫逸仙先生，我華人而業西醫者也。性情和厚，學識精明，

向從英美名師游，洞窺秘奧，現在鏡湖醫院贈醫數月，甚著功效。”25不過，

在政治上，盧九是一個“生意人”，且深受清廷“眷顧”，思想保守，對孫中山的

革命主張頗為冷淡，盧“為煙賭鉅賈，向以交結中外官宦為光寵，最稱頑固。”

                                                      
22
廣東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室等編：《孫中山全集》第一卷，第 54 頁，“倫敦被難記”，中華

書局，1981 年。 
23
楊振雄、趙漢一、曾霖山等口述，任志林撰：《盧公怡若傳》，1959 年，未刊稿。按：飛若瑟，

即飛南第（Francisco Hermenegildo Ferandes ,1863—1923），出身於著名的土生葡人家族，其

祖父為維森特∙若瑟∙飛南第（Vicente José Ferandes），其父尼古拉∙第∙飛南第(Nicolau 

Tolentino Ferandes)，有兄弟二人，排第二，俗稱飛二。飛南第在澳門利宵中學畢業後，即往

香港發展，利用語言優勢，進入港英法院任翻譯員，並在法庭上結識孫中山。1893 年，飛南第

回到澳門，投身報業，並兼任澳門華務署翻譯員，先後創辦華文《鏡海叢報》及其葡文版《澳門

土生回聲報》。參見李長森：《盧九父子與土生葡人飛南第家族》，載林廣志、呂志鵬主編：《盧九

家族與華人社會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第 142 頁，澳門民政總署出版，2011 年。另外，葡國學者

也指出，飛難第是與“朋友們”一起幫助孫中山脫險：“人們不清楚飛南第是如何活動的，很可

能他利用了若阿金∙巴斯托律師工作上的方便之處，並得到總督的保證，即員警不會聽信孫逸仙

已在澳門的謠言而進行調查。與此同時，他利用了他在香港葡僑中的關係，以保證孫逸仙可以秘

密地轉道香港去日本。後來孫逸仙從澳門乘小船抵達香港之後，船老闆才知道乘船的人是興中會

的成員。不清楚孫逸仙在澳門逗留了多少時間，但有一點是肯定的，即飛南第和他的朋友們成功

地掩護了孫逸仙逃離澳門，借道香港東渡將會保護他的‘日出之國’”。參見（葡）若昂∙哥德

斯（João Guedes）：《孫逸仙與澳門和革命》，載澳門：《文化雜誌》中文版第十七期，1993 年。 
24 參見臺北：《工商日報》1964 年 4 月 15 日。 
25
《ECHO MACAENSE》（《鏡海叢報》葡文版）1893 年 9 月 26 日，“春滿鏡湖”。按：同啟者為盧

焯之（盧九）、陳席儒、吳節薇、宋子衡、何穗田（連旺）、曹子基等，其中，陳席儒、吳節薇、

宋子衡、曹子基均為香山籍。陳席儒，香山籍華僑富商陳芳次子，西名東尼∙阿芳，是陳芳之夏

威夷籍妻子茱莉亞所生，畢業于美國耶魯大學，隨父回國後，在港澳兩地經商，曾出鉅資支持孫

中山的革命活動，1915 年任鏡湖醫院總理。又與陳炯明私交篤厚，1922 年出任廣東省省長。1936

年逝世。參見《珠海市文物志》第三章，第 125—126 頁，“陳席儒墓”； 吳節薇，又名吳文堅，

香山籍商人吳昌之子。1893 年任鏡湖醫院總理，1901 年申請加入葡籍，1909 年為澳門“納公鈔

至多之人”之一。參見鏡湖醫院慈善會編：《鏡湖醫院 115 周年紀念特刊》，1986 年；湯開建、

吳志良主編：《<澳門憲報>中文資料輯錄（1850—1911）》1901 年 1 月 12 日第 2 號、1909 年 5

月 15 日第 20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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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雖然如此，出於對孫中山人品和醫術的尊崇，在關鍵時刻，他對孫中山的革

命活動還是給予了同情與支持。 

三、據孫中山自述，“及予卒業之後，懸壺於澳門、羊城兩地以問世，而

實則為革命運動之開始也”。27 顯然，孫中山到澳門行醫，並不僅僅是為了懸

壺濟世，而是抱有非常明確的革命設想。早在離港赴澳任職時，他便在船上對

陳少白“講到將來有機會的時候，預備怎樣造反”。28具體而言，便是“借醫術

為入世之媒”，以鏡湖醫院為切入點，聯絡革命的“熱心同志”，“因詗知鏡湖醫

院為全澳有名紳商所公立，向用中醫中藥施治貧病。若從事政治運動，非先向

該院紳商入手不可”。 29然而，由於孫中山在澳門從事革命活動的史料匮乏，

澳門是否為孫中山革命的“源頭”？孫中山在澳門期間從事了那些革命活動？

史學界對此並無一致的意見。 

根據盧怡若、楊振雄等人的回憶，孫中山在澳門行醫期間，確實開始了革

命之“鼓吹”與“同志”之聯絡，包括遊說青年盧怡若投身革命、在草堆街開設中

西藥局“以掩護革命工作”等。30葡國學者也指出，孫中山開辦中西藥局，實則

為了掩護革命活動，“也許是為了更好地維持生計，他（孫中山）決定開辦肺

病治療所並在草堆街開設藥局。這兩個地方雖說是為病人服務的，但也是革命

黨人的活動據點”。31當然，據此斷定澳門為孫中山革命的“源頭”，可能為時

尚早。不過，盧怡若等人的“口述”，為我們解決此問題提供了新的路徑。 

四、關於 1912 年 5 月孫中山蒞臨澳門，一般認為是盧廉若邀請，但該傳明

確指出，此次孫中山到澳門，實為其追隨者盧怡若邀請：孫中山卸任臨時大總統

後，盧怡若“眷念故人，邀之來澳”。我們認為，雖然盧廉若作為澳門的著名華商，

而且與孫中山關係深厚，但從其參與革命的時間及其程度來看，則不及其弟怡

若。作為澳門同盟會成員，怡若與孫中山素有深交，是孫中山的“革命同志”，並

被孫中山聘為總統府顧問，知悉孫中山在南京的處境與動態，在孫中山辭去大總

統不久，即邀請孫訪問澳門，較有可能。 

五、關於澳門同盟會分會的活動，至今尚缺乏全面的回顧與研究，以致影

響了澳門在辛亥革命運動中所扮演的角色的評價。該傳資料顯示，盧怡若在

1905 年已在日本加入同盟會，成為同盟會最早的會員之一，盧怡若回澳門後，

作為同盟會澳門分會的領導者，積極策劃組織剪辮、宣傳、籌餉以及起義等活

動。因此，該傳可以看成是澳門同盟會分會的簡史，對研究澳門同盟會的發展

                                                      
26
《中華民國開國五十年文獻》第一編第十二冊，《中國同盟會》（二），臺灣正中書局印行。   

27
參見中山大學歷史系孫中山研究室等編：《孫中山全集》第六卷，第 229 頁，“建國方略”，中

華書局，1985 年。 
28
 陳少白：《興中會革命史要》，載《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  辛亥革命》第一冊，第 13 頁，上海

人民出版社，1957 年。 
29
馮自由：《革命逸史》上冊，第 689 頁，新星出版社，2009 年。 

30
楊振雄、趙漢一、曾霖山等口述，任志林撰：《盧公怡若傳》，1959 年，未刊稿。 

31
參見(葡)若昂∙哥德斯（João Guedes）：《孫逸仙與澳門和革命》，載澳門：《文化雜誌》中文版

第十七期，199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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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作用極有價值。 

五、結語 

關於孫中山與澳門的關係，儘管史學界已經作了許多的研究，一些史實也陸

續被揭示出來，以這些史實為基礎，基本上可以構建“孫中山與澳門”的大致輪

廓。但是，由於許多葡文檔案以及華人親歷者之史料仍然有待發掘，以致這個“大

致輪廓”仍然有不斷修正和完善的可能。以華人親歷者之史料為例，在研究近代

華人華商問題時，最大的困難，便是華人家族史料的不足，尤其是涉及追隨孫中

山的革命經歷，更是隱晦匿藏，“不足為外人道也”。因此，研究者對當年華商與

孫中山交往的過程及心態往往語焉不詳，或舛誤迭出。因此，《盧怡若傳》的發

現，重現了 100 年前發生在澳門的革命往事，彌足珍貴。學者如能比勘其他檔

案文獻，一些“孫中山與澳門”相關的重大問題，也因此可以獲得更加清晰的認識。 

 

 

林廣志，歷史學博士，澳門大學澳門研究中心訪問學者、學術總監。 

主要從事澳門學、澳門華商史、澳門經濟史研究，發表《晚清澳門華人钜賈盧九

家族事蹟考述》、《澳門華人钜賈盧九與廣東小闈姓餉項糾葛》（獲第二屆澳門人

文社會科學研究優秀成果獎論文類一等獎）、《晚清澳門華商的崛起及其社會地位

的變化》、《清代澳門華商的文化堅守與風俗涵化》、《晚清澳門本土商人的崛起及

其對社會形態變遷的影響》、《晚清澳門華人賭商的產業投資及其特徵》、《試論澳

門學的概念、對象及其方法》、《澳門近代華商的崛起及其歷史貢獻——以盧九家

族為中心》等論文 30 餘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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