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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長序
Preface

滬尾大河文化建構「新北學」
淡水河，四百年來驚濤拍岸、百川灌河，孕育出淡水獨特鮮明的在地文化，並構築出屬
於淡水城市的 DNA。經過承載各代政權興衰更迭，卻凝聚了多樣的特色文化，如今正以多
元成熟的姿態，在國際上綻放無限魅力，展現出「新北學」的價值。我們不再是由上往下來
看待在地文化，而是由常民的生活開始，大家一起努力，建構出屬於每位民眾真正貼近「過
日子」的文化記憶。
滬尾是淡水河文化指標，新北市政府身負喚起人們對淡水河歷史記憶的重責大任，今年
我們以「清法戰爭滬尾之役」為主軸，整合特殊地理位置及多元歷史文化，全面重現清法戰
爭滬尾之役歷史場域，發揚淡水在地精神，規劃古戰場紀念碑、礮臺復砲（1：1 模型砲），
讓戰爭遺址重現。為聚焦在地歷史事件，從各面向探究清法戰爭：如辦理國際研討會邀集各
國專家學者齊聚一堂，暢談 135 年前清法戰爭的點點滴滴，讓人彷彿置身歷史長河之中；
為重現歷史遺跡，我們結合古蹟建築、影音設備、互動科技，設立令人驚艷的五大展館，讓
觀眾在娛樂的同時，也能瞭解歷史；我們亦透過文化路徑與觀光結合，將足跡踏入歷史文化，
希望為地方觀光與城市行銷帶來加值效益。
歷史不會被遺忘，記憶將永存人們心中，透過清法戰爭滬尾之役為主軸的活動與成果，
重現 135 年前的文史風華，這正是新北市擁有多采多姿文化與地景美學最迷人的地方。「新
北學」豐富多元引人入勝，期望未來推動新北市的社區營造及公民參與，將各地區的文化多
樣性得以盡情發揮，讓觀眾習慣接觸文化、進入文化，與這片土地緊密相連共存共榮。

新北市政府文化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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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face

遙望與對話 1884
1884 年，「滬尾之役」一戰改變了淡水的命運，也改寫了臺灣的歷史。彼時清法因
越南宗主權問題爆發戰爭，砲火在基隆、淡水及澎湖等地相繼點燃，發生在淡水的「滬尾
之役」，是清末時期臺灣面對列強侵略的唯一勝仗。經此一戰，清廷推動臺灣建省，任命
劉銘傳為巡撫，大力推展新政，此即為臺灣現代化之濫殤。
2019 年，我們重回 1884，與歷史對話。本館向文化部爭取為期三年（107-109）的「再
造歷史現場專案計畫──清法戰爭滬尾之役歷史場域重現計畫」，藉此舉辦一系列活動與
展演，再現戰役時空背景，帶領民眾身歷其境；並於 10 月 25-27 日辦理「清法戰爭滬尾
之役 135 周年國際研討會」，廣邀法國、比利時、日本、中國及臺灣等國內外學者專家，
以清法戰爭為主題，針對歷史、考古、建築、民俗等不同領域進行分享與論述。
本期《博物淡水》特刊分別以「學術研究」、「時空再繪」、「在地人文」等專題呈
現清法戰爭滬尾之役系列活動全貌。「學術研究」邀請戴寶村、陳國棟、白尚德三位教授，
探討清法戰爭滬尾之役的歷史脈絡與對國際局勢的影響；「時空再繪」重現五大主題館 ( 故
事館、洋人生活館、影像館、體驗館、軍史館 )、戰祭與任務 1884，以及裝置藝術、文化
路徑的精采亮點，透過精心設計與籌劃的系列活動，將歷史文化重新帶回人們的生活記憶
中；此外，「在地人文」特別邀請張建隆老師以及蔡葉偉博士，分別從在地觀點、淡水發
展等面向進行闡述，提供深度的探討與剖析，精彩可期。
「清法戰爭滬尾之役」系列活動，重現的不只是在地光榮的故事，更是屬於這片土地
與全體人民的珍貴歷史記憶，我們從「滬尾之役」到「說臺灣人自己的故事」，各個面向
展現具體成果，獲得民眾熱烈迴響與媒體高度重視，也讓歷史「活」了起來，展現淡水歷
史文化之美，期望大家到此走訪，感受豐沛多元的淡水印象。

新北市立淡水古蹟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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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1 期

5

Tamsui
Journal
6

第 11 期

學術

Academic Research

研究

第 11 期

7

學
術研究

淡水港街：
河海匯通到聯結世界
文 ︱戴寶村 （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退休教授 / 吳三連臺灣史料基金會 秘書長）

撰
Academic Research

淡水位處北臺灣河海交會之處，進入文字記錄時代即以「淡水、澹水、Tamchuy」
之名浮現在歷史舞台。淡水河系三大支流的大漢溪、新店溪、基隆河早期具有河運
功能，促成漢人移民開拓臺北盆地，並形成沿河岸市街，匯聚出海的河口港先在左
岸的八里坌，之後移到今淡水河右岸街區。1860 年開放四口通商，北部的茶與樟腦
主要從淡水出口，也帶動北臺灣的經濟政治發展。港口是商品流通、人員進出和資
訊傳遞的節點，以馬偕為核心的基督教也由淡水傳入，國際商貿與西洋宗教交織出
淡水的異國風采，多彩多樣的歷史文化資產，促成淡水古蹟園區的設立，充分反映
山河海兼備的淡水港街，由河海匯通而至聯結世界。
Tamsui sits where the river and ocean meet in northern Taiwan. The first time the name was
written down, it was referred to as "Tamsui, Danshui, Tamchuy." The Tamsui River System
includes three main branches: the Dahan River, the Xindian River, and the Keelung River.
The three rivers served as canals back in the early days and resulted in the Han immigrants
settling in the Taipei Basin as well as the formation of the street along the Tamsui River. The
first river harbor where the river and ocean met was at Baliben on the left bank. It was
then moved to where the left-bank street along the Tamsui River is nowadays. In the 1860s,
the harbor was open for trading and the tea and camphor in Taipei were mainly exported
here. The business and trade activities promoted economic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northern Taiwan. Harbors are nodes where commodities are imported and exported, people
arrive and leave and information gets exchanged. George Leslie MacKay who introduced
Christianity to Taiwan also arrived in Tamsui. The international trades and western religion
added an exotic touch to Tamsui. Its diverse historic cultural assets are what promoted the
establishment of Tamusi Historic Park. It embodies how Tamsui Harbor Street, surrounded by
rivers and mountains, went from a small place where the river and ocean met to a hub that
connects Taiwan to the world.

一、淡水河系 港口市街
現在提到淡水，因為有捷運之便，加上古蹟林立及山川交會的美景，往往被大家視為
是一個文化休閒之地。每到假日，淡水街上往往擠滿人潮，好不熱鬧。而回顧歷史，淡水
有另一個繁華的景致，因為這裡是河海匯通、臺灣連結世界的重要節點。
我們現在慣稱的淡水一般可能會想到的是河名或現在的淡水區，但「淡水」之名在不
同的時候，則有著不一樣的意義。在明代，見諸於文獻的淡水，是一個廣泛指涉的北臺灣
地域，且已有漢人涉跡的傳說，並有日人至雞籠、淡水侵擾或採金之說；然而均係短暫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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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來，並無駐足開發建設。直到西班牙人佔領雞籠、淡水之後，始有比較詳實的歷史文字
紀錄。後隨著漢人移民陸續渡海來臺，加以該地逐漸成為北臺灣的出入門戶，這一詞逐漸轉
為指涉依傍淡水河流域建立的城鎮聚落、亦即舊稱滬尾的小聚落。但隨著淡水的發展，其盛
名甚至於造就在歷史上還曾有淡水廳、淡水縣、淡水郡、淡水街、淡水鎮、淡水區等各式冠
上淡水之名的行政建置。從這些複雜的變動，不難想見淡水過往的國際性與重要地位。
淡水之所以有如此盛名，很重要的原因，在於淡水河系的航運之利。淡水依山傍海，
擁有豐富的自然資源，非常適合人類居住，因此在史前時期，便已有諸多人群在此活動定
居，亦有不少海商渡海來此貿易。16 世紀以降，淡水之名因而是屢屢出現於各式記載當
中。而從一些考古遺址當中，也可發現輔證商貿往來來的錢幣等。
至清代，坐擁淡水河出海口要津樞紐的淡水聚落，得以與安平、鹿港平起平坐，同樣
成為臺灣與中國大陸之間航運路線的要港。並由於移民的拓墾，社會的發展，在開港通商
之前，已成為一個標準的河口市鎮。淡水河系本流與支流形成的便捷交通網，沿河市鎮形
成，在臺北盆地更促成新莊、艋舺等大型街市的發展。而開港通商之後，淡水、基隆、安
平、打狗開放成為通商口岸，淡水港的進出口貿易日益成長，成為貿易快速發展的地區。
雖然淡水本身受地理環境之限制，無法發展成為大型港市，但因通商範圍由淡水擴大至內
河的臺北盆地，大稻埕因茶業貿易而成為新興街市，為臺北都會之發展奠定基礎。淡水在
開港通商之後，也成為傳播西方文化的發祥地。基督長老教會牧師馬偕來到淡水之後，以
淡水作為傳教、醫療、教育中心，對臺灣社會的現代化有深遠的影響。
現今再回顧淡水的歷史發展過程，除讓我們理解今日淡水的面貌是如何累積而成的，
更是瞭解臺灣文化的一扇重要窗口。

二、河海匯通 港口發展
淡水的發展，來自於兩個面向。對內而言，其重要的基礎來自於淡水河廣泛的流域與穩
定的水系，如血脈般深入北臺灣各地的支流，在清代臺北平野逐步開墾的情況下，使得其
以匯聚各地的物產與訊息。對外而言，淡水位居臺北盆地的對外樞紐，港內又有廣闊水域，
讓往來臺灣海峽的船隻可以輕鬆入泊。兩項優勢匯聚之下，奠定了港口發展的堅實基盤。

（一）內河水運 交通網絡
淡水河系是北臺灣第一大河，由大嵙崁溪、新店溪、基隆河匯流而成，流長 144 公里，
流域面積 2,705 平方公里。因河水充沛，流速緩慢，甚利於航運，在水庫建成前，船隻可
上溯大嵙崁溪至大嵙崁、三角湧。沿新店溪至新店、屈尺，支流景美溪可航溯至石碇。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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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河至深入到暖暖等地。淡水河各支流均能通航小型船隻，其本流在臺北與淡水之間可
航行吃水 4 尺之汽船，及千石上下之中式帆船（戎克船，Junk），成為臺北盆地的重要運
輸動脈。由於淡水河系的航運便利，在主、支流形成許多聚落街市，開發方向主要為由西

Academic Research

往東、從下游至上游前進。這些街市早期為各地開發的基點，開港之後更成為各地貨物的
交易中心。

1. 大嵙崁溪流域
大嵙崁溪流域的沿河市鎮包括大嵙崁（大溪）、樹林、鶯歌、新莊、板橋、三角湧街（三
峽）。
大嵙崁街土地原屬平埔族龜崙社、霄裡社所有，經漢人與其訂約開墾，形成上、下街。
1788 年（乾隆 53 年）林本源開大嵙崁至咸菜棚（關西）道路，由大嵙崁可航抵新莊。
樹林、鶯歌屬海山堡，乾隆初年泉州移民開墾潭底庄，1750-1770 年代，張必榮等人
開樹林庄，再由鶯歌庄越大嵙崁溪開發三角湧地方。樹林之潭底街有渡頭可通新莊、
艋舺，成為海山堡熱鬧的街市。
早期的新莊有良好的港灣，順通的潮流，廣闊肥沃的平原，清康熙末年開始設有定期
通航大清本土的社船，由廈門運輸布帛、煙茶、日用品、建築材料到新莊，回程則載
運米穀。又經過胡焯猷等人的開墾，使新莊在 1740-1790 年間發展達到清治時期的極
盛。清治時期，新莊水路可通往鶯歌、三峽、淡水、大直、雙園、大稻埕、新店、永
和等地，80 石之中式小帆船出入無礙，成為商業中心。
由於貿易日漸發達，1750 年 ( 乾隆 15 年 ) 八里坌巡檢移駐新莊，改為新莊巡檢，新
莊成為行政中心。1763 年 ( 乾隆 28 年 ) 興建之明志書院，使新莊成為地方文教中心。
此外，新莊亦為地方之宗教中心，包括 1729 年 ( 雍正 7 年 ) 興建慈祐宮媽祖廟，1760
年 ( 乾隆 25 年 ) 業戶貢生胡焯猶捐建武聖廟，1780 年 ( 乾隆 45 年 ) 興建廣福宮三山
國王廟等，可看出新莊宗教的多樣性。由寺廟的祭神觀察，新莊在乾隆年間是一個各
籍雜居的市鎮，然而由於土地開發趨於飽和，各籍地緣意識高漲，械鬥頻繁，嘉、道、
咸年間，新莊成為械鬥中心，因而擾攘不安，更加上新莊河道的淤淺，市鎮趨於沒落，
艋舺逐漸取代新莊在盆地的地位。
板橋位於大嵙崁溪與新店溪匯合之處，1846 年 ( 道光 26 年 ) 擺接堡墾首林成祖之後
裔林步蟾，邀漳州籍富戶林國華出資從事開墾，成為漳州人聚集之地。在咸豐年間成
為擺接堡集散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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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角湧街位於大嵙崁溪與三角湧溪合流處，康熙年間泉州人從事開墾，各庄形成，總
稱海山堡。乾隆末年形成市街。1833 年 ( 道光 13 年 ) 安溪人創建長福巖，奉祀清水
祖師，三角湧街成為成福、橫溪、頂埔等庄之商業與信仰中心，為海山堡東南方最大
街市。

2. 新店溪流域
東南水系的新店溪流域之沿河市鎮，包括新店街、景美街、木柵、深坑、石碇。這些
淺山地帶的市鎮，是許多經濟作物與山林資源的匯集地，包括稻米、藍靛、茶葉、籐
材……等等。
新店街位在新店溪旁，在道光年間形成街市，經灣潭可連絡坪林尾，也是進入屈尺番
地的入口。景美街位於景美溪與新店溪會合處，因郭錫瑠開築跨越景美溪之灌溉水梘，
梘尾地名成為景尾，在嘉慶年間形成街市。深坑位於景美溪上游，1781 年（乾隆 46 年）
開始有安溪籍移民開墾，嘉慶初年深坑街形成，開港之前已是文山地區的茶葉集散中
心。石碇位在景美溪上游，道光年間形成街市，小船可行至楓子林附近，茶葉由此運
銷福州。

3. 基隆河流域
基隆河流域的主要沿河市鎮包括暖暖、水返腳（汐止）、錫口（松山）、士林。
暖暖原為原住民部落所在，乾隆中葉漢人入墾，並修築通往三貂嶺道路。1801 年（嘉
慶 6 年）奉祀媽祖之安德宮創建，市街形成，名為港口街，陸路可通十分寮，水路上
達四腳亭、瑞芳。清季各地前往雞籠之旅客，乘船至暖暖，經四腳亭、月眉山至雞籠，
暖暖成為水陸交通樞紐，為臺灣最北部貨物集散地。
水返腳（汐止）在基隆河南岸，舊名蜂仔峙，約在 1765 年（乾隆 30 年）形成街市，
為臺北至基隆間之轉換市場。
錫口（松山）位於基隆河下游，初為泉州人拓墾，約於乾隆 20 年形成聚落。嘉慶年間
形成錫口街，並創建慈佑宮。其地位居水陸轉運地位，商業發達，有一句俗諺稱「九
萬二千七」，指財產逾萬者有 9 人，逾千者有 27 人。
士林位於基隆河與淡水河會合處。康熙末年漳州人首先入墾。1724 年（雍正 2 年）形
成店仔街。1727 年（雍正 5 年）業戶吳廷誥、曹朝招、賴玉蒼增建店屋形成八芝蘭街。
1728 年（雍正 6 年）建神農宮。1763 年（乾隆 28 年）士林已成臺北盆地四大市街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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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淡水河主流
三條支流匯聚成的淡水河主流，其長度雖然不長，周遭卻有諸多重要的沿河市鎮，包
括艋舺、大龍峒、大稻埕等。

Academic Research

艋舺位於大嵙崁溪與新店溪會流處，其名原指平埔族之獨木舟。艋舺的發展，因有深
水港口，舟楫之利，加上位置適中，為臺北盆地的水路輻輳中心，並有廣大腹地。
1763 年（乾隆 28 年）已成臺北盆地四街市之一，並逐漸取代原本繁華的新莊。1808
年（嘉慶 13 年），新莊縣呈移為艋舺縣呈，並設艋舺水師。至道光年間，艋舺已是北
臺最大港市，有「一府、二鹿、三艋舺」之稱，是艋舺的黃金時代。
大龍峒位於淡水河與基隆河的交會處。乾隆初年，同安人入墾漸眾。1805 年（嘉慶
10 年）建保安宮。至咸豐年間，有仕紳王、鄭、高、陳四姓於保安宮側建鋪房 44 幢，
始有街市出現。其特色則為文化氣息勝過商業色彩。
大稻埕為淡水河系內最晚興起的港口，其建街始於 1851 年（咸豐元年）建林益順鋪號，
從事對對岸各省貿易，以華北、廈門、香港運來之貨物，換取油、米、糖、藍靛、茶
等農產品。1853 年（咸豐 3 年），艋舺發生頂下郊拚，下郊人播遷至大稻埕建新市街。
1856 年（咸豐 6 年）、1859 年（咸豐 9 年），新莊又有漳泉械鬥，同安人退居大稻埕。
人群的往來反使該地日盛，加速大稻埕市街發展。至開港通商後，則是另一種局面的
突破性發展。

（二）河口地理形勢
臺北盆地因四面環山，自古就與盆地外圍地區聯繫不易，盆地之內有淡水河河系灌注
期間，是內地賴以維繫的交通動脈，因此，此區就自然形成一個地理區域。而淡水河是
進出臺北盆地的唯一出入口，東側有大屯山山脈與西南邊觀音山隔著淡水河遙遙相望。東
南邊緣與臺北北投區相接，北與三芝、石門為鄰。海路上距基隆港僅約 34 浬，西離福州
134 浬，港內水域寬廣，適合停泊。種種因素匯集之下，使得位居的淡水具有絕佳的地理
重要性。
淡水的的絕佳景致，也見諸於早期時人的各式文本當中。如 1715 年（康熙 54 年）
臺灣北路營參將阮蔡文的〈淡水〉詩作，生動描繪出字淡水河溯溪而上的綺麗風貌：
「大遯八里岔，兩山自對峙；中有干豆門，雙港南北匯。北港內北投，磺氣噴天起；
泉流勢勝湯，魚蝦觸之死。浪泵麻少翁，平豁略可喜。沿溪一水清，風被成文綺；溪石亦
恣奇，高下參差倚。踰嶺渡雞籠，蟒甲風潮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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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諸羅縣志》直稱之為巨港：「靈山廟，在淡水干豆門，前臨巨港，合峰仔峙、
擺接東西二流與海潮匯，波瀾甚壯」。從這些描述不難想見淡水內港港深可泊大船的優勢，
已早為來臺的人士所探知。

（三）港口變遷：從八里到滬尾
而淡水的崛起，與對岸舊稱八里坌的八里息息相關。這兩地分別位於淡水河出海口的
南北兩岸，這兩個河口港在不同的歷史階段地位互有消長，也反映出大環境趨勢的轉變。
史前時代來看，以在八里大坌坑發現為名，分布於淡水河口，屬於新石器時代早期的
大坌坑文化，便被學者認為是南島語族的起源。之後，距今 1500 年到 350 年之間的十三
行文化，其文化特性除了眾所周知的煉鐵技術以外，從該文化早期與晚期出土的文物中，
便可發現除了和宜蘭、東部及中部地區族群之間都有來往以外，也與中國東南沿海一帶有
商業貿易往來。由上述兩個例子可以知道，八里靠海的地理環境，造就了住民「靠海吃海」
的海洋文化特質。
15 世紀以降，歐西各國傾力於航海及貿易殖民活動，其中西班牙與後起的荷蘭在遠
東相互爭衡。荷蘭人於 1624 年佔據大員（今臺南市安平）一帶，企圖壟斷對日本與中國
貿易。西班牙當時駐菲律賓總督 Ferando de Sliva 得悉荷蘭人擁有臺灣南部後，於 1626
年命令 Carreno de Valdes 遠征臺灣。艦隊於 5 月 5 日自 Caqayan 港出發，11 日到達北
緯 25 度的地點，命名為 San Diago（即今三貂角）。12 日發現深 18 尋，可容船 500 艘
船的良港─即今基隆港，命名為三位一體（Santisma, Trinidad）。16 日在灣內一小島（社
寮島即今和平島）建聖救主城（San Salvador），正式佔領臺灣北部，1629 年西班牙人
進入淡水港，命名為 Casidor，淡水河北岸築聖多明哥城，作為傳教與貿易據點但後來此
城雖遭到摧毀，但西班牙於 1642 年遭荷蘭人驅逐，承續在北臺灣的統治後，1644 年荷蘭
人於聖多明哥城原址附近予以重建，並命名為「安東尼堡」，淡水仍持續成為北部臺灣的
主要口岸，華商亦由此進入臺北盆地，與原住民交易。
清帝國領臺後，康熙末年，漢人已漸在淡水形成聚落，在今淡水鎮轄區的三十里當中，
便有十九里在康熙時期漢人已涉跡其間，雖未必有全面的開墾，但已奠下開發的基礎。
清廷也將注意力投注於淡水河口一帶，不過主要的重心放置於對岸的八里坌，入 1727 年
( 雍正 5 年 ) 將北路淡水營改駐南岸的八里坌以增加防衛措施。1731 年（雍正 9 年）淡水
港開放為島內通商貿易港口，隔年清廷並在八里坌增設巡檢，充實軍備。雍正朝以後，淡
水地區的歷史重心由北岸的滬尾庄移至南岸的八里坌庄。乾隆初年，八里坌為帆船停泊之
港，形成本街。1788 年（乾隆 53 年）開放八里坌為「正口」，與福州五虎門及泉州蚶江

第 11 期

13

學
術研究

為對渡港口，可見在乾隆末年，淡水河口的交通要港仍是在南岸的八里坌。故在清代前期
淡水河兩岸的發展，基本上以淡水對岸的八里坌為當時北臺灣的政治、軍事，甚至於貿易
轉運中心。淡水雖然在乾隆初期可能已形成村市，然整體而言，而一直到十八世紀後期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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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地位仍不如對岸的八里坌。
不過淡水河兩岸形勢的消長，在 18 世紀中葉後已經漸有轉變。在 1767 年（乾隆 32
年），根據吏部批准閩浙總督蘇昌之奏，其內即稱「臺灣府淡水同知所屬八里坌舊設巡檢
一員。近來海口漲塞，無船隻往來。」反因淡水內港深可泊大船、遂商賈停泊所選，故八
里坌港的港務功能，漸為淡水河口北岸的滬尾港所奪。從地方廟宇的興建，我們可以觀察
到淡水躍升的現象，當地最早的寺廟為乾隆年間興建之福佑宮，在此之後又陸續興建十二
座寺廟，其中嘉道年間 (1790-1820 左右 ) 所見者達七座。可見在此時期，淡水地區必有
足夠的發展與社經基礎，才有充分的社會經濟條件興建廟宇。從嵌於福佑宮廟壁上之「望
高樓碑誌」清楚說明嘉慶元年（1796）之前，北岸（滬尾港）已是泉廈郊出海諸船的出入
要津。又落款嘉慶 2 年（1797），高懸於大門上的福佑宮匾，署名「船戶金永利、金榮興、
金裕興、金裕泰、永長裕、合順發、新達發」仝修，可見當時滬尾街已是行商船戶薈萃之
港埠了。
淡水得以發展的契機，其主要應該是因為八里坌的港道淤塞，而使得航行北臺船隻均
往其地靠港而成，淡水港亦為船隻進出繫泊之所。且經過嘉慶一代至道光時期，隨著臺北
盆地的開墾及商業發展發生變化，港口機能因河岸淤淺，船隻又依北岸淡水停泊，軍備行
政又移至新莊、艋舺，八里坌港逐漸沒落發展，淡水河口的貿易遂由北岸的淡水執掌。

三、開港通商 聯絡世界
1860 年（咸豐 10 年），臺灣在條約規定下被開港通商，淡水被選為通商口岸，開啟
了淡水的黃金時期。道光之際，歐美各國向中國擴展，進行半殖民活動，亦與臺灣發生種
種交涉，1841 年南京條約簽訂後，福州、廈門與臺灣之淡水、安平如一衣帶水，引起英國
人的興趣，私下進行頻繁的通商貿易，清廷乃於 1851 年（咸豐元年）由官方發給外國商
船執照，准其在淡水、雞籠貿易，並徵收稅金。至 1860 年（咸豐 11 年）天津條約簽訂之後，
淡水正式開港，成為臺灣第一個國際通商口岸，茶、樟腦的出口帶來淡水港的繁榮。

（一）開港與商貿
19 世紀，歐洲各國已陸續發展成資本主義，並向遠東，尤其是中國擴展，必定與臺
灣有許多交涉，例如 1841 年（道光 21 年）年鴉片戰爭之時，在臺灣所發生的攻擊英艦
那爾不達與阿恩號，以及稍後的殺英俘事件。南京條約訂定後，英人佔有香港做為貿易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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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福州、廈門等地又與臺灣之滬尾、安平地緣關係接近，英美等外國商人開始對臺灣的
煤礦產生興趣，更有以大清本土的口岸易換臺灣的港口及藉購煤而覬覦通商之舉。

1. 開港的交涉
南京條約後，英船東來者日多，對於臺灣島形勢特別注意。1847 年（道光 27 年），
英人發現雞籠煤礦區，並進行勘查，起先以運費高昂，認為價值不高，後來因煤價上漲，
臺灣煤礦遂受到重視。另外英國對於臺灣，除了採煤外，尚有通商港口之企圖。
此外，美國自簽訂望廈條約後，美商船隻經常往來廣州至上海之間，就近取道臺灣海
峽，遇風或觸礁失事，自所難免。另由於有建立對華航線之議，也對臺灣的煤礦展開探勘
活動。此一時期，部分美國人對臺灣之態度甚為積極。如遠征日本及中國海的東印度艦隊
司令 H. C. Perry 在 1854 年時提出在臺灣建立基地的主張。同年 Townsend Harris 提議購
取臺灣。擔任對中國修約的全權代表 Peter Parker 建議佔領臺灣，作為迫使中國同意談判
修約的手段。這些提議或人事更迭，或與國策相歧而作罷。但由此可看出美國對臺灣的重
視。
1856 年（咸豐 6 年）9 月，英國因「亞羅號事件」，法國因「西林教案」，兩國聯
合出兵。美俄兩國未實際參與軍事行動，但在外交上予以支持，並派大使一致要求修改商
約。四國大使要求蜻蜓派全權大臣至上海協議善後，清廷不應，於是聯軍艦隊北上，攻陷
大沽。清廷震驚，以大學士桂良及吏部尚書花沙納至天津接受各國所提條款，簽訂天津條
約。
英國之所以要求開放臺灣為通商口岸，是由於英商之推薦，認為南部的安平、北部的
雞籠淡水適合船舶進出，且北部產煤，很適合需要。而法國則與清廷討論通商口岸之開放，
清廷提議泉州、臺灣、淡水讓法國選擇，法國要求三口皆要開放，清廷堅拒泉州，最後同
意開放南京、登州、瓊州、潮州、臺灣、淡水六口。且因自道光以來，各國援用「利益一
體均沾」的條款清廷將任何利益給予另一國時，他國亦可均沾的舊例存在，淡水開港之議，
遂不只有法國，俄、美、英各國之有意均沾當亦成定局。
此外，臺灣因為：1、自然資源豐富，尤其是航海所必須的煤礦，2、臺灣的戰略地位
重要，臺灣到大陸，或北往日本，南通菲律賓，均居於貿易航線之要點，3、險要之臺灣
海峽中航行安全的需求等，西方各國在臺灣從事商業貿易，勢所難免。4、臺灣豐富的物
產與當地人民生活所需之用品極多，是外人視為具有潛力的市場。因此欲爭取化私下之貿
易為合法公開。於是，在天津條約中，英、法、美、俄都指明臺灣、淡水開放通商。故列
強先則探勘礦產，繼而提出開港通商要求。故天津條約訂立後，臺灣開放通商，淡水也成
為各國的通商口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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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商貿型態的轉變
初始清廷卻未決定臺灣開放之港口係淡水或臺灣府或其他港口。之後閩浙總督慶瑞、
福州將軍東純、巡撫瑞璸等，商定淡水為開港之地。他們認為臺灣島嶼分歧，向來官商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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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往來停泊，以臺灣縣屬之鹿耳門、彰化縣屬之路仔港、淡水廳屬之八里坌為出入正口；
鹿耳門一處近郡城，鹿仔港口檣帆薈萃，港道淺窄，均非夷商船隻輳輻所宜。唯有滬尾一
澳地近大洋，商船寄泊之區，附近艋舺地方，為商販之所，可開市通商，設立海關，照章
徵收。蓋因當時臺灣的政治中心仍在南部，而夷夏之防仍深，地方官吏以為開放北部的淡
水為通商口岸，可減少中西官吏之接觸往來。在當時官吏的心目中，也認定滬尾一港為開
埠之地。之後即發生前述之外商爭取將淡水港界擴充，包含艋舺在內之事。
1860 年（咸豐 10 年）天津條約簽訂後，淡水即正式開港，成為本島第一個國際通商
口岸。1862 年（同治元年）7 月 18 日淡水正式設官徵稅，臺灣正式開市貿易，各國商船
前來，各國均在 1861 至 1874 年間相繼與清廷訂立通商條約，商船分泊淡水、打狗、臺
灣府、雞籠等各口從事貿易。於是有打狗、雞籠開放為子口（外口）之議。隔年，福州關
稅務司美里登（Eugène Baron De Meritens）提議任用外人為稅務司，並以雞籠為淡水子
口，打狗為臺灣府子口。左宗棠以子口稅銀只收半稅，主改子口為外口，於各口設關，並
請設副稅務司，專管四口稅務。這些機關的設置，讓淡水地區有了一批常駐的外籍人士。
1863 年（同治 2 年），麥士威（William Maxwell）出任滬尾關稅務司，這是外籍人士管
理臺灣海關的開始。
開港後外商加入，改變了臺灣原本進出口貿易控制權在行郊手上，主要為與清國本土
間農產品與民生用品交易，以及以日本、南洋為主，有限的國際貿易經濟形態。外商陸續
在四口岸設立洋行進行貿易，對傳統行郊造成極大衝擊。外商強力介入某些商品交易，透
過其廣大的貿易體系，將臺灣的產品銷往世界各地。英商怡和洋行（Jardine Matheson &
Co.）與甸德洋行（Dent & Co.）首先開始來臺貿易，之後外商相繼來臺，重要的航運公
司道格拉斯洋行 (Douglas & Co.) 也已淡水作為營業據點。外商主要的進口商品以鴉片和
紡織品為主，出口商品則以米、樟腦、茶、糖為大宗。

3. 引領風騷的淡水商貿
從貿易成長來看，在晚清開港期間，淡水可謂是臺灣第一重要港口。貿易額自從
1870 年代以後，開始邁入加速成長階段，其黃金歲月長達 25 年，其年貿易成長率為
10.11％，與同時期之臺灣全島及全國平均貿易成長率之 7.99％、3.43％都來得高，而臺
灣之貿易總額也從 1868 － 1869 年的 1.69％，到割讓予日本前的 1894 年已成長到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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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水港之總貿易額佔臺灣總貿易額的比例也從 1868 － 1869 的 35.90％，到割讓前的
1894 年已成長到 66.61％，顯示淡水港及整個臺灣在對外貿易地位的增強。
淡水港之進口或有外國貨與中國貨之別，若單就海關資料來看，可以發現外國貨的進
口量與值均多於中國貨，尤其開港初期，外國貨進口總值為中國貨總值的十倍以上，1873
年以後逐漸拉近差距，但仍維持在三、四倍之間。進口的外國貨始終以鴉片為最大宗，但
比例逐漸下降；棉、毛織品大致維持穩定；金屬及雜貨類則有增加的趨勢。進口的中、外
貨除了金屬類之鉛與茶葉產銷有關，其他絕大多數為民生必需品（鴉片吸食易上癮，故亦
屬於必須之嗜好消費品）。
出入淡水（包含基隆）的船舶，隨貿易的發達而逐漸增加，其總船數在 1894 年（光
緒 20 年）為 1868 年（同治 6 年）的 1.78 倍，總噸數則為 3.32 倍，進出港船舶以英國
船最多。出入淡水（含基隆）的船隻，在 1879 年（光緒 5 年）之前帆船的比例比汽船高。
帆船運費較低廉，但運量較小又費時間，不足以應付日益蓬勃的貿易，逐漸為汽船所取
代。1868-1894 年間，進出港的帆船在總數的 34.60％，汽船為 65.40％；總噸數帆船佔
24.23％，汽船佔 75.77％。出入淡水港的旅客，在 1880 年（光緒 6 年）以後，絕大多數
都搭乘汽船為交通工具。出入旅客以中國人居多，歷年出入港的外國人很少超過百人，旅
客大多往來於香港和中國沿海各港口。再由出入港之中國旅客比較，自 1884 年（光緒 10
年）以降，入港多於出港，可以推定是由大陸來臺之移民。另外，尚有很多來臺從事茶葉
產銷工作，每年茶葉工人有一、兩萬人之多，有很多茶工留居在臺。
綜合上述可知，淡水開港可說是在清廷與外國官吏均同意的狀態下實行的。而開港之
後帶來的除了貿易量的增大以外，也帶來了汽船量增加，噸位增大的問題。而淡水港又漸
淤淺，出入不便，劉銘傳遂有建設基隆港之計畫，雖在其任內未完成，但日人統治臺灣後，
大力建設基隆港，兼以臺北基隆間有鐵路之便，終而取代了淡水港。

（二）西洋文化的傳入
開港通商，讓臺灣重新接觸外來的文化，也挑戰了傳統的漢人文化。除進行貿易之際，
包括西方知識、建築、器具、飲食文化、宗教、教育等新物質與新精神陸續傳入。隨著對
外貿易的發展，西洋的商業經營與管理逐漸衝擊臺灣原有的商業型態，如「買辦」、媽振
館（Merchant）、電報等的出現等。而西洋的物資，如煤油、火柴（番仔火）、麵粉等
深入平民的生活，洋裝（洋布）、洋酒、煉乳、鐘錶、人參等，則有點狀的影響。此外，
一批對臺灣甚有興趣的外籍人士也陸續抵達臺灣，活躍者包括商人、探險家、海關官員及
傳教士等。各種不同的歐洲人基於不同目的先後踏上臺灣島，也展開了歐洲人對臺灣的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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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形成包括最初海難頻繁、海盜群聚，以及野人盤據的印象，到逐步建立此後歐人對臺
灣認識的基礎。
而在西方文化的傳入項目當中，影響最大，且迄今仍持續指，莫過於宗教。晚清傳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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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的西方宗教有天主教（如玫瑰天主堂）與基督教，影響較大者為後者。勢力最大者則
為基督教長老教會，主要分為大甲溪以南的英國長老教會，主要成員包括馬雅各（James
Laidlaw Maxwell, 1836 － 1921）、 甘 為 霖（William Campbell, 1841-1921）、 巴 克 禮
（Thomas Barclay, 1849-1935）等牧師。大甲溪以北，則是加拿大長老教會，則以偕叡
理牧師（George Leslie Mackay, 1844 － 1901），即大家俗稱的馬偕為主。為博取臺灣
人民的喜好與認同，傳教士除帶來新信仰，並帶來西式教育、西式醫療、生活習慣與建築
風格，對於臺灣的本土文化產生衝擊，尤其在教育與醫療方面。
1844 年，馬偕出生於加拿大的蘇格蘭拓荒移民家，1871 年獲加拿大海外宣道會派令，
先抵中國，後在隔年轉抵打狗，後北行淡水，以北臺灣為傳教教區。馬偕在淡水租屋作為
寓所，同時亦兼禮拜、行醫和授課之用，閒餘與牧童學得通俗臺語，並在 1878 年 5 月 27
日與五股坑女子張聰明結婚，1880 年第一次返國述職時，已有教會廿所，培育本地傳道
廿人，信徒三百人。民眾稱其綽號為「黑鬍番」，晚期臺灣士紳則尊稱他「偕牧師老夫子
大人」。後陸續在淡水設立偕醫館、牛津學堂（Oxford College）和女學館，發展醫療與
教育等。
1872 年 3 月 9 日，馬偕搭船進入淡水河口之際，望見河海相接的遼闊美景，他在日
記裡描述當時的心情：「我舉目向北向南看，然後向內陸遙望青翠的山嶺，心靈非常滿足，
心神安寧且清靜，我知道此地就是我的住所。有一種平靜、明晰的聲音對我說：『此地就
是了』。」從此認定淡水就是上帝賜予的「應許之地」，以此作為最初據點，展開了長達
三十年的北臺宣教事業。
馬偕以淡水為根據地，並完成第一步臺語發音的《中西字典》。1872 年（同治 11 年）
馬偕於租屋處設立教會，原租賃的房子因而成為禮拜堂，開始招收信徒，教授研讀聖經、
教會歷史、學習羅馬拼音、天文地理、醫療醫學等基本知識。馬偕並非醫師，但是具備醫
學知識，藉由醫療傳道方式傳道，他創立偕醫館，也引進拔牙技術和治療瘧疾的金雞納霜，
教會遂也成為診所。1890 年（光緒 16 年）更翻修偕醫館醫師宿舍，改建為淡水教堂。
他開設牛津學堂，是臺灣最早的新式學校 1880 年，馬偕首次回加拿大述職，於故鄉
各地報告他在臺灣八年的傳教成果，受到鄉親極大的肯定，卻不忍聽到他訓練學生時是
「在大榕樹下以蒼空為頂，青草為蓆」。在地方報的呼籲下，牛津郡的鄉親們共捐 6,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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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幣，讓他得以興建現代化學校。1881 年底，馬偕回臺灣便應用此筆捐款親自選地、設計、
督工。1882 年落成的牛津學堂，是馬偕為感念家鄉安大略省牛津郡（Oxford County）
居民的善款，遂命名為 Oxford College。其方位坐北朝南，為一中西合璧的建築，仿臺
灣四合院，為兩進兩護龍的格局，三開間主屋，左右為護室，門楣提有「理學堂大書院
Oxford College 1882」。當年所教授的學科，除了神學與聖經外，另有社會科學（歷史、
倫理）、自然科學（如天文、地理、地質、植物、動物、礦物）、醫學理論及臨床實習等，
這是臺灣首見的新式學校。後馬偕又創辦淡水女學堂，提供當時不易受教的女性一扇教育
的窗口。
而在馬偕努力下，陸續在臺灣各地設立了教會 60 間，施洗信徒達三千餘人，跋山涉
水於客、閩、平埔、高山原住民間，足跡遍及大甲溪以北，東達宜蘭、花蓮。並有醫院與
學校各一所，信徒人數達 2641 名。其在淡水的居所，也成為馬偕與外來的統治者互動的
場域。進入日本時代，透過馬偕不斷的交涉，總督府後來發給馬偕與全體傳道者特別通行
證，總督乃木希典（1849-1912）也曾到淡水拜訪馬偕，參觀馬偕的博物室，並多次邀請
馬偕至官邸參加宴會與共餐。總督之外，一些官員、科學家與醫師也會參訪馬偕的博物室
與醫館，馬偕與日本官員維繫著亦師亦友的關係，也有助於宣教事業的推動。

（三）涉外戰爭：西仔反
而在影響淡水發展的國際事件中，最受注目者，莫過於時「西仔反」戰役，這是指
1884 年 8 月 5 日至 1885 年 6 月 13 日清法戰爭期間，法國遠東艦隊與清軍在臺灣北部與
澎湖之間發生的戰役總稱。其時間雖短，卻影響臺灣至深至遠。
這場戰爭原起因於兩國爭奪越南宗主權而引發，戰場遠在千里之外，本與臺灣無涉，
卻在在 1884 年，波及了當時被清廷視為邊陲小島的臺灣。8 至 10 月間，法國的遠東艦隊
在孤拔（Amédée Courbet, 1827-1885）的指揮下攻打北臺灣，陸續進犯北臺灣的基隆及
淡水兩地。
9 月法軍抵達雞籠外海，後與清軍展開砲戰，最終基隆的戰役最終由法軍獲得勝利，
但在淡水的戰役則出現不一樣的局面，10 月 2 日起，淡水駐軍與法軍開始爆發砲戰，10
月 8 日，法軍派兵登陸沙崙擬進攻滬尾街區，卻是慘遭滑鐵盧，因駐守此處的孫開華提督
（1840-1893）早在中法關係緊張的時刻就著力加強了該港的防禦，在入口處布置了由竹
排、竹網、水雷、裝石沉船組成的重重阻攔工事。陸戰除由孫開華指揮，章高元、劉朝祐
等將領並率領軍勇埋伏各處，襲擊法軍部隊。加上戰爭期間，住在淡水附近的居民整個動
員起來，不管是軍事防禦、捐款，有錢出錢、有力出力，終不僅寫下清法戰爭在臺灣的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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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勝利，也使得清廷體認到島嶼的重要性，進而積極展開臺灣建省與佈防工事。
而這場戰役，現今雖僅能透過史料遙想，但在民間仍留有諸多傳說。如海洋對於人類
的信仰與文化有著深刻的影響，因為從古至今海洋對人類都是神秘而又充滿危險的意象，

Academic Research

很自然地會發展出與海洋有關的信仰。臺灣的民間海洋信仰中最重要的就是媽祖，媽祖形
象的演變和臺灣人的海上活動息息相關，原本媽祖只是守護海上船民的女神形象，後來逐
漸變成全臺灣人民的主要信仰，而且不再限於海上神明的角色，甚至成為守衛全臺灣的戰
神。1884 年清法戰爭中，法軍進逼登陸淡水，情勢一度十分的危急，後來法軍被逼撤退
之後，淡水居民到福佑宮拜媽祖，傳說媽祖顯靈出征打敗法軍，福佑宮因此獲得光緒帝賜
「翌天昭佑」匾額。
而當時居住在淡水有許多西洋人士，不少報導以及回憶錄也留下戰爭的第一手報導。
包括馬偕夫妻和他的小孩，還有著名的英國茶商陶德（John Dodd, 1838 － 1907）等都
在附近觀戰。在陶德的紀錄裡面很直接講到，其實他心裡希望法國打勝仗，因為這樣對他
來講是有利的。他並提到法軍可能由北端沙灘登陸，攻破山凹的守軍陣地，血洗淡水。
他直接講：「快了快了！明天將有砲戰，接下來就是登陸戰」，他講得很直接。另外他
在 10 月 8 日日記上還寫著：「雖然外僑在這邊經商都是很愉快的，但大部分人都希望法
國人贏，儘管如此，孫將軍向滬尾的一個仕紳保證他絕不會撤離，他一定要死在這個地
方 ...... 孫開華計畫在埋伏的地方，等法軍上來之後，只要進到射程，再一一把他們殲滅」，
生動的記載了戰爭的情況。而法軍有些砲彈就飛到偕醫館和教堂附近，讓住在高地的外籍
人士抱怨不已，反映出當時外國人的心情。而馬偕還曾前往法軍基隆佔領區，透過引見，
艦長得知他們是傳教士，於是艦長很親切的招待馬偕一行人。
陶德另外還寫到，由於撿到的砲彈可以賣到好價錢，淡水當地的農民一邊躲炸彈，一
邊撿砲彈。雖然有可能會被炸死，有人就因為去敲一敲砲彈結果卻引爆了而被炸死，但居
民仍四處挖掘砲彈，沿街叫賣。連陶德自己也去買了一顆大概 70 磅的大砲彈，帶回家佈
置當紀念。許多在滬尾菜市場的窮人，因為封港關係，貿易沒辦法進來，人們也無法出海
捕魚或者當苦力，收入頓時沒有著落，便藉由替軍隊築砲臺，或者是修葺道路來取得一些
收入，呈現出這整戰爭對基層人民的衝擊。過往的研究多半著重在戰役本身及清法戰爭所
產生的內部政治衝擊及建省影響，但這些底層的「小的」的心聲，或許也是未來更值得我
們去關注的層面。

四、異國多彩 文化資產
由於豐富的歷史軌跡，淡水承載諸多人文意涵和歷史、文化記憶，在文化資產上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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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屈一指的地區。在新北市轄下的 29 區中，淡水不僅古蹟數量最多，文化資產數目亦最
高，有形文化資產及無形文化資產合計有 34 項，歷史建築，古蹟之密集，可說是臺灣僅見。
如國定古蹟便有紅毛城、理學堂大書院、鄞山寺（汀州會館）等，東西兼備。
在 2000 年，當時的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在匯聚多方意見後，選出國內十一處世界
遺產潛力點，亦即四處自然遺產：太魯閣峽谷、棲蘭檜木林、地熱滾滾大屯山、澎湖玄
武岩，五處人文遺產：卑南遺址、淡水紅毛城、金九傳奇、金門、蘭嶼，二處複合遺產：
舊山線鐵道、阿里山鐵道。其中淡水紅毛城及其週遭歷史建築群，其潛力點範圍涵蓋範圍
從淡水至竹圍，約與淡水區相當，東西長 11.138 公里，南北寬 14.633 公里，總面積為
70.6565 平方公里。
以淡水紅毛城及其週遭歷史建築群而言，其意義及重要性包括：
（一）自從 16 世紀新航路發現後，荷蘭與西班牙皆曾到東方尋求貿易利益，並於 17 世紀
初期分別登陸臺灣，為鞏固統治權力，皆選擇港口要塞做為據點，建造防衛性極高
的城堡。經過 300 多年的物換星移，尚存於今日的古堡遺跡並不多，且大多毀壞，
目前僅有位在淡水港口北岸山丘的紅毛城 (San Domingo) 仍完整保留，見證西、荷
兩國在淡水的一段歷史。
（二）河港城市是臺灣城市發展史上相當重要的類型，地理學者曾將臺灣的河岸城鎮依其
地理位置分為港口城鎮、內陸城鎮、山腳城鎮，這些沿河城鎮在清代息息相關，是
人民往來和物產運銷的樞紐，其中屬港口城鎮的淡水，其興起及轉變與河運的關係
至深，研究淡水聚落可觀察出臺灣早期城鎮市街的空間特質及發展模式。
（三）淡水舊稱滬尾，居淡水河北岸，背後有大屯山做屏障，具「山城河港」特色，層層
疊疊與密密麻麻的各式建築，從河岸一直延伸到山坡上。若由河畔碼頭的漢人聚落
與廟宇開始，順著山坡往上，依序有開港通商時所構築的洋行、教堂和學校建築，
接著有日治時期的日式宿舍群，光復後，則有火車站至淡江大學間的商業區出現，
不同面貌的建築，呈現出殖民時期不同勢力的分布。
以涉外事件而言，與淡水相關的文化資產即包括清法戰爭滬尾之役古戰場、內城岸
遺蹟（高爾夫球場）、外城岸遺蹟（沙崙海水浴場周邊）、瓦店埤舊址（油車 2 號公園）、
金目港仔（天生國小附近溝渠及窪地）、白砲臺舊址（海洋巡防總局）、法軍登陸及撤退
地點（沙崙海水浴場）、望高樓舊址（沙崙海水浴場）、刣人坑仔舊址（海洋巡防總局）等。
銜接世界遺產潛力點的概念，而有「淡水古蹟園區」的成立，其串聯多種文化背景與
歷史遺跡，將淡水擁有已登錄的古蹟，依不同類型、不同年代，重新整理與定位，並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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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年（民國 94 年）7 月，將淡水古蹟園區正式定名為「淡水古蹟博物館」，轄於當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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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縣政府文化局之下，成為淡水地區古蹟與在地文化工作的專責縣級單位，並於 11 月
將臺北縣一級古蹟淡水紅毛城、二級古蹟滬尾礮臺及三級古蹟前清淡水關稅務司官邸（俗
稱小白宮）重新開放，向外界展現出淡水地區最令人矚目的觀光地景。

Academic Research

2014 年為了紀念「滬尾 ( 淡水 ) 之役」130 周年，新北市立淡水古蹟博物館特於該
年 10 月 7 日至 8 日、即法軍登陸戰的時刻，於淡海市民活動中心演藝廳舉辦「清法戰爭
滬尾戰役 130 周年研討會」，期望以史為鏡，並重現這塊土地與居民的故事。研討會第一
天邀集多位臺灣及中國學者專家進行專題演講，分別針對湘軍戍臺歷史、清法戰爭發展背
景，與滬尾戰役過程進行探討。次日則以淡水環境藝術節中的主軸活動「《西仔反傳說》
市民環境劇場」為案例，邀請臺灣藝術大學戲劇學系石光生教授、淡水區公所代表，及劇
場總導演蘇達，從西仔反歷史與傳說的戲劇詮釋至環境藝術節的規劃籌備，以及淡水市民
們的創意演出，進行一連串理論與實務經驗的討論分享。
今年淡水古蹟博物館配合文化部再造歷史現場計畫，主力執行「清法戰爭滬尾之役
歷史場域重現計畫」，進行多項研究調查、研討會議、專題展示、現場路徑、歷史展演
等活動，不只是喚起歷史記憶，並串聯起在地文化資產，深度探索淡水地區豐富的歷史
人文風情。

五、結語
淡水河口右岸的淡水港街，雖非腹地寬廣的港埠都市，但因其為流經臺北盆地之淡水
河入海之處，早年淡水河系有水運功能，河系主支流形成多處河岸市街，並促成臺北的都
市發展，出海口的淡水發揮了匯通河海的功能，成為北臺最重要的出入門戶。本區域原為
平埔族人生活領域，歷經漢人墾拓由村莊而形成沿河市街，十九世紀後期開港通商後成為
北臺商貿口岸，西洋文化也由此傳入臺灣，西方的宗教、建築、醫療、教育等，為淡水帶
來豐富多彩的異國元素，港口航運商貿功能雖由基隆取代，然而淡水港街仍是一保有東西
古今交錯歷史場域，宛如一個活的時空膠囊，儲存了諸多珍貴的文化資產。港口是物流進
出人物移動資訊流傳的節點，涉外關係也常在此場域開展，
1884 年 10 月法軍攻臺的滬尾之役，所歷時間不長，卻是「滬尾大代誌」，法軍沙崙
登陸戰失利，也算是清軍「告捷」的轉捩點之一，短暫的戰役是淡水人的重要歷史記憶，
135 年之後的「西仔反」歷史再現活動，也正呼應了河海匯通的淡水港街，也聯結到世界
的歷史時空意涵。
﹙本文為整合作者相關淡水之研究論著而成，非精研論述著作，故暫略註釋與參考資料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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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法戰爭滬尾之役 135 周年國際研討會」是「清法戰爭滬尾之役歷史場域重現計畫」的一環。

透過國際研討會，讓民眾了解滬尾之役在淡水的重要歷史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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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陳國棟（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研究員）
圖片提供 ︱陳國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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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透過五幅與淡水相關的地圖或圖畫，就地景與人工設施方面來描述清法戰爭現
場的概況。在防禦工事方面，包括水城、長城（城岸、土堤）、砲臺；其次則為水
路設防，特別針對鑿船沉石、佈置水雷，以及與之搭配的竹排與竹網。防守淡水的
總指揮官孫開華很早就已經展開佈防的工作，而他的防備作為也一直維持到 1885
年 6 月 21 日法軍撤離基隆以後才真正結束。
Basing on information derived from five maps and pictures, this paper depicts the onspot situation during the Sino-French War at Tamsui. Landscape and architecture are its
highlights. As far as fortification is concerned, it deals with earthwork, embankment, moat,
defense wall, batteries, and so on. Next to it, sinking junks with stones, laying torpedo, as
well as installing bamboo nets and rafts in accompany are all discussed. The commanderin-chief at Tamsui had started the defense preparation in advance before the engagements
with his French adversary, and kept the works well maintained until the French evacuated
Keelung on June 21, 1885, at last.

前言
一百三十五年前寒露那天，臺灣人民在淡水打敗歐洲來的入侵者──法國海軍陸戰
隊。上一次臺灣在發生於島上的戰役中打敗歐洲人已經是更往前兩百二十二年，也就是鄭
成功驅逐荷蘭人的那場戰爭，時間在 1661-1662 年。

圖一

24

〈10 月 8 日戰役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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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10 月 2 日海軍位置圖〉

有關清軍在淡水打敗法軍的這場戰爭，其實
已經有許多優秀的作品討論過。本文恐怕難以有
特別重要的突破，勉強為之。 本文將透過仔細解
讀五幅與淡水相關的地圖或圖畫，就地景與人工
設施方面來描述清法戰爭在現場的概況。
這五幅圖畫是：
(1) Eugène Garnot,“Entrée du Port de Tamsui:
Combat du 8 Octobre1884”（淡水港入口，
10 月 8 日戰役圖）；【圖一】
(2) Maurice Loir,“Tamsui: Position des navires
le 2 Octobre”（淡水港入口，10 月 2 日海軍

圖三

《點石齋畫報》〈滬尾形勢圖〉

位置圖）；【圖二】
(3) 《點石齋畫報》〈滬尾形勢圖〉；【圖三】
(4) 《點石齋畫報》〈砥柱中流圖〉；【圖四】
(5) 〈甲申法國兵艦犯臺灣福建陸路提督孫公開華
奉命鎮守淡水港戰勝圖〉。【圖五】
Eugène Garnot 的原書有黎烈文的中譯本，
1

但未收錄〈淡水港入口，10 月 8 日戰役圖〉。

不過該圖現在相當常見，並且廣泛被拿來使用。
我們除了利用其圖像的呈現之外，也不會錯過圖
上的文字所提供的訊息。

圖四

《點石齋畫報》〈砥柱中流圖〉

Maurice Loir（1852-1924）的《孤拔上將的
艦隊》一書當然以清法戰爭為內容，特別之處是
它的第 10 章專論淡水。書中所附的〈淡水港入
口，10 月 2 日海軍位置圖〉，其實還標註「法軍
動線依 10 月 8 日資料」字樣，因為該章對兩次
的戰事都有報導，因此在陸上部分也標示出清軍
的防禦工事與佈防情形，還有 10 月 8 日當天法
2

軍的行動路線。

圖五

〈淡水港戰勝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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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石齋畫報》〈滬尾形勢圖〉 圖上註明「三月初臺灣擢勝營友遞來地圖一紙，其
中一切布置，井井有條。爰倩名手臨橅一通，並附誌數語，以告世之留心形勢者。」並云
「去秋滬尾之戰」。這說明了這幅畫完成於光緒十一年三月（1885 年 4 月 15 日至 5 月

Academic Research

13 日）以後。其底圖來自於「擢勝營」，也就是淡水總指揮官孫開華的直屬部隊，當然
有相當高的價值。
4

《點石齋畫報》〈砥柱中流圖〉 則在圖說中提到：「曩得台友寄來台北輿圖，已摹
入九號畫報中，而戰陣之事闕如。今又有以接仗情形屬為補入者。再三辭不獲，勉從其請，
而事理寔不可通。人身無可再小，而營房樹木出其下，亦自知其可笑也。閱者但審事寔，
而勿泥圖画尺寸之末，則可矣。」其實不只圖中人物、景物比例不對，接戰的情況被描繪
成面對面開槍，恐怕也與事實相去甚遠。因此《點石齋畫報》對清法戰爭的報導與繪圖雖
然難能可貴，但顯然有必要嚴加批判方可利用於重建這段史事。
〈甲申法國兵艦犯臺灣福建陸路提督孫公開華奉命鎮守淡水港戰勝圖〉部分圖面可見
於李乾朗，《淡水福佑宮調查研究》，頁 89。我們可以追溯該圖面的來源大概是關山情，
《臺灣三百年》一書。不過，該書未註明出處。可惜沒有辦法再進一步知道其來源、繪
製時間與繪製者。可以判定的是，如同《點石齋畫報》的作品一樣，畫家本身顯然已受到
西方文化的影響──法軍船隻的畫法也相當接近。由於該圖題名太長，以下行文將簡稱為
〈淡水港戰勝圖〉。
除了將會重複提到的五幅圖畫之外，其他相關地圖或圖像也將適時帶進來介紹，以方
便讀者理解。至於在文獻方面，絕大多數資料均已被當行學者開發利用，我們也會參考。
稍微特別的地方是，本文將帶進兩份較少被利用的檔案：
(1) 洪安全主編，《清宮洋務始末臺灣史料》5；
(2) 淡 水 英 國 領 事 館 在 戰 爭 期 間 呈 報 英 國 駐 北 京 公 使 的「 情 資 報 告 」（Intelligence
Reports）。
《清宮洋務始末臺灣史料》，主要為洪安全蒐羅、編輯的各種與臺灣相關的清宮檔
案，當中有部分涉及本文的主題；至於“Intelligence Reports from British Consulate at
Tamsui”則是英國駐淡水領事館在戰爭及封鎖時期送出給英國駐北京公使的報告，形式上
不是打字而係手寫的文本，現在影印收入 Robert L. Jarman 編輯的 Taiwan: Political and
6

Economic Reports ,1861-1960 一書第三冊。 為了行文方便，引用這些報告時，我們將簡
稱為「情資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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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城、長城（城岸、土堤）與砲臺
《點石齋畫報》〈滬尾形勢圖〉的上方有長篇文字說明，當中有一段講陸路之設防：
大屯西麓，圍以長城。城有炮，駐兵守之。向東地勢漸高，壘石為座，方可數十畝，
置巨炮其上，是謂大炮台；分駐五營，築城以為屏蔽。再進則南面，為滬尾街，及
洋人設埠通商處，英有護商兵輪泊焉。山北港道分歧，有兵三營駐其處，為大屯之
後路。
觀音與大屯相為犄角，而大小之數止及其半。其西面海口，三營為前敵，一營為後
援。不設炮台，挖濠數重以自守；濠外沙灘築有水城，藏兵其中，看守堵口料物，
與陸兵相呼應。
以上文字點明陸路設防，在工事方面有長城、砲臺與水城。關於水城部分，〈滬尾形
勢圖〉將之畫在淡水河對岸，並且註明「水城長一千餘步，寬二丈。」清制一步等於五尺，
約 160 公分，一千步即 1.6 公里，所以一千餘步約略等於兩公里。水城寬二丈，換算成公
制，寬度約為 6.4 公尺。水城的北端起點為水路佈防的竹網所在，位在河口斷面（南北向）
的中間；南端緊接著為城壕，城壕外為沙灘。至於戰力配置的「三營為前敵，一營為後援。」
也就畫在城壕的後方（東側）
〈淡水港戰勝圖〉則在同樣的位置畫了「春字前營」與「春字後營」，只有兩個軍營，
而非四營，應該是示意的意味而非據實描寫。軍營之西標明所在地名「鴨仔尾」，也就是
現在的八里挖仔尾。
除了水城與城壕外，重要工事之一為長城，也就是淡水人所謂的「城岸」。原臺北縣
政府文化局曾委託做過調查研究，並且也於 2013 年 1 月 30 日公告其遺跡為歷史建築，
7

足資參考。

不少報導法軍登陸淡水戰役的圖畫都畫了城岸。《點石齋畫報》〈滬尾形勢圖〉的文
字說明倒相當簡單：「大屯西麓，圍以長城。城有炮，駐兵守之。」此處所謂的「大屯」
其實只指臺灣高爾夫俱樂部球場所在處的烏啾埔。烏啾埔西側地勢陡降。〈滬尾形勢圖〉
所畫的「新築長城」看來是兩大段，有文獻分別稱之為「外岸」（沙崙段）與「內岸」（油
車口段）。從圖上來看，「內岸」當在烏啾埔西側，並且接上「大砲臺」（Fort Neuf ;
New Fort）；「外岸」則由假港（公司田溪出海處）附近往南延伸至淡水河邊，折而向東，
接上舊砲臺（即中崙砲臺，Fort Blanc ; White Fort）。法國人 Maurice Loir 繪製的〈淡水
港入口，10 月 8 日戰役圖〉沒有畫出城岸，而 Garnot〈淡水港入口，10 月 8 日戰役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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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在沙丘（Dunes）東側處標示出一道地形地物，但沒有具體說明所指為何？就地點來說
大致與〈滬尾形勢圖〉所畫部分城岸，亦即外岸相吻合。
〈淡水港戰勝圖〉只呈現出位在沙崙、靠海不遠的一小段城岸（外岸）。不過，在

Academic Research

1904 年出版的《臺灣堡圖集》〈滬尾〉單頁上所見，〈滬尾形勢圖〉所繪上的外岸與內
岸都完全呈現，並且大致吻合。外岸在《臺灣總督府檔案》，〈滬尾油車口間道路敷地寄
附受納報告（臺北廳）〉也被具體畫出來，不過該圖只涉及沙崙，不包括油車口，自然也
就沒有畫到內岸。1944 年美軍所製作的地圖，包括淡水全境，就只有外岸的一段，即從
公司田溪畔到淡水河北岸的部分被描繪到。有可能是到 1944 年之前，只剩下那一段受到
較少的破壞，因此成為城岸的主要遺蹟，現在也還有片段保留，登記為歷史建築。
在外文文獻中，城岸被稱為“earthwork”（土堤）。城岸上當然也可以安置槍砲，
因此有些文獻也稱作“earth battery”（土砲座）。城岸的築造早在 10 月初戰役爆發以
前就已開始，一直到法軍解除封鎖、撤離臺灣，前後約一年間都不斷地築造與維護。
劉銘傳於 1884 年 7 月 16 日在基隆港下船，開始視事。8 月 5-6 日基隆戰役之後，清
軍即展開淡水河河口的佈防工作。在陶德的《北臺封鎖記》當中有一些報導。英國領事的
「情資報告」報導 1884 年 9 月 13 日（光緒十年七月二十四日）劉銘傳前來滬尾視察，
注意到土堤的建造工作。9 月 10 日（七月二十一日）劉銘傳臨時到淡水，他檢閱了正在
建築加高的土堤，其上正要安置三座克魯伯大砲（Krupp guns）；他也指示要在中崙砲
臺（White Fort）前方堆放沙包以強化防禦工事，並且下令於其上安置一座克魯伯大砲。
8

劉銘傳也拜訪英國代理領事費里德（Alexander Frater, Officiating Consul）。

城岸工程原先由兵工負責，不斷延伸增高。因為夠高，因此從河口遙望就可窺見。不
過，為了怕這些兵工感染熱病（fever），因此到 9 月 25 日（八月初七日）時，幾乎都已
9

改由大群當地雇募的苦力代為建築。

城岸的築造早在滬尾之役爆發以前就已開始。其後一再增築與鞏固。即使是在法國人
取消封鎖臺灣之後，但在兩國合約真正簽署之前，城岸的維護工作也一直持續。英國代理
領事費里德的「情資報告」（1885 年 5 月 6 日加記）說：
此地的中國人還繼續堆高防禦工事。現在他們擁有好幾英哩長的鞏固的堤岸，差不
多有 20 英呎（6 公尺）高，寬度相同，用來保護槍手免於受到砲彈的威脅。有人聲
稱法國人還繼續在基隆加強他們的據點，也建築道路和橋梁。

10

從以上的記載也可以說明，淡水的城岸不斷增築、加高，因此要回推滬尾之役時的實
況，其實也不可能精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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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淡水一帶的砲臺，中、外文文獻皆不時提到，但其名稱往往容易被搞混。簡單以
下表說明，即可一目了然：

砲臺名稱
點石齋畫報

Garnot 附圖

陶德著作

現名

異名

舊砲臺

Fort Blanc

White Fort

竹林子

中崙砲臺

大砲臺

Fort Neuf

New Fort

舊砲臺

油車口砲臺

Vieux Fort Rouge

Red Fort

紅毛城

砲臺

沉石佈雷、水路設防
《點石齋畫報》〈滬尾形勢圖〉的上方有長篇文字說明，當中有一段講水路之設防：
滬尾之山分南北：北曰大屯，南曰觀音，水在中央――海口西嚮。口之窄處塞以竹
排，排外有竹網；網之外埋水雷十餘具；其護水雷者則沉溺之石船焉。由石船而水雷、
而竹網、而竹排，凡四重。而又慮為敵所乘，復於排內伏水雷二十餘具。此水路之
設防嚴密也。
《點石齋畫報》〈滬尾形勢圖〉的圖與文字，乃係光緒十一年三月後的資料，而非光
緒十年八月法軍轟炸淡水的資料。光緒十年八月戰役之後，法軍隨即封鎖臺灣，清軍方面
當然加強防務。光緒十一年（1885）三月的資料，應該是代表戰後的設防作為。即便如此，
河口設防的作業實際上早在滬尾之役以前就已經展開。
水路的防禦線就從中崙砲臺附近，延伸到對岸的八里。水雷的引爆站就在中崙砲臺。
茶商陶德（John Dodd）就提到：
從 Vipére 與 Galissonière 兩船射擊出來的砲火看來主要是射往中崙砲臺以及砲座
（battery）的方向。想來用意是在為從其北面登陸的軍隊打開通道。如果得逞，［法
軍］就可以掌握砲陣以及連結水雷的線路，而當水雷被得宜地爆破後 Vipére 船也當
可以安全地穿過阻絕線安全入港。

11

寒露這天早上的砲擊，法方鎖定中崙砲臺。認為若能拿下砲臺、控制水雷引爆站，
砲艦即可安全入港。本段敘事說明了水雷控制點就在中崙砲臺附近。〈淡水港入口，10
月 2 日海軍位置圖〉即在河口位置畫一虛線並標示有“Barrage et torpilles”（障礙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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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線），並且在虛線北端淡水河北岸中崙砲臺的側邊以文字標明“Poste des torpilles”
12

（水雷站）。

設雷一事，英國代理領事費里德 8 月 15 日的「情資報告」有更詳細的記載：
Academic Research

數日前中國軍事當局已經完成藉由佈雷以防衛淡水港的計劃。據說有六枚是相聚沉
放在一塊兒的；而據孫將軍提供給我的說明，每一枚內裝有 500 磅的爆炸物質。在
它們被安放之後，雖然孫將軍宣告這些水雷只能從岸上使用電力才能點放，外國船
舶進出港口時都由管雷人引領來往。外國船的船長們對［孫開華的］宣告並不滿意，
他們深怕撞上水雷會產生危險。

13

水雷佈置完成之後，1884 年 8 月 15 日就預備沉石堵江。費里德 8 月 15 日的「情資
報告」提到：
本日，有一些中式帆船裝滿石頭，要在法國戰船帶有敵意靠近時給沉落下水。放沉
這些船隻會使「金龜子號」（H.M.S. Cockchafer ）被羈留在此。因此我今天將會讓
孫將軍留意這件事情。在［領事館］這裡，有一座砲座在一處隆起的地面迅速堆
好。…

14

費里德 8 月 18 日的「情資報告」說有四艘中式帆船裝滿石頭已經沉落到泊船處外邊。
先前 8 月 16 日孫開華給他的回信中聲明這樣的佈防措施，就是欽差大臣劉銘傳下的命令，
15

他僅是依令行事。孫開華也說。若有沉落船隻的必要時，他會事先給領事正式通知。 至
於以船載石加以鑿沉的目的，雖然也是構成障礙線的一種作法，不過若據前引〈滬尾形勢
圖〉文字說明，其實也是用來保護水雷的！
一般作者都相信德國輪船「威力號」（S.S. Welle）載來水雷，不過 8 月 25 日的「情
資報告」卻顯示前一天德國輪船「威力號」與英國船「英格柏號」（Ingeborg ）同日入港。
「威力號」空船壓艙，「英格柏號」則裝來軍火，分別要在淡水和福州兩處卸貨。值得一
提的是「威力號」帶來了劉銘傳的侄子劉朝怙以及兩名德國人。一般相信這兩名德國人是
軍火商，當中一位名叫布赫亥斯特（Buchheister）即將前往面見劉銘傳。16
先前提到的英國海軍戰艇「金龜子號」（H.M.S. Cockchafer ）在離開淡水一段時間
之後，9 月 11 日（七月二十二日）這天自基隆返回淡水港。其後它一直留在淡水長達九
個月，在戰爭及封鎖期間，對淡水的外國人提供一種安定人心的效果。而船長與船醫也對
淡水軍民不時提供必要的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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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水守軍提供引水人（一名「領港人」，pilots）導引獲准入港之船舶穿過佈防線。
1884 年 9 月 13 日，英國駐淡水代理領事費里德在「情資報告」上寫下以下的文字：
皇家艦艇「金龜子號」在本月 11 日，在海軍統帥的命令下回到本港［淡水］。雖然
中國當局早已宣稱本港入口就要封閉，不過領港人（引水人）曉得有一道小通道保
留開放著。當我拜訪孫將軍以及欽差大臣［劉銘傳］的副手（指李彤恩），告知他
們海軍統帥的命令，並且為「金龜子號」請求一名領港人時，他們承認他們確實偷
偷預留一條小小的管道以便讓中國政府的船隻在有重大事務時出入使用。他們說：
由於民眾認定法國人會被有效地抵擋在外，一旦看到「金龜子號」進到港內必然會
議論紛紛，因此要派出一艘［中國］軍官們使用的小汽艇（steam launch）去帶路，
意味著［「金龜子號」］重回港內是在地方當局首肯之下才能辦到的；而該秘密管
道現在必須要完全封閉了，為了達成此一目的有三艘大帆船也該準備好。這三艘中
式帆船現在都載滿了石頭。

17

《點石齋畫報》〈滬尾形勢圖〉上的文字明確指出竹網和竹排也被當作是佈防的設備。
再者，雖然〈滬尾形勢圖〉的刊出已在 1885 年 3 月以後，晚於 1884 年 10 月法軍對淡水
的攻擊甚久，可是費里德的「情資報告」與陶德的回憶則都顯示早在法軍發動攻擊之前，
佈置水雷與落船沉石的作業都已完成。根據以上的敘述，當時的水雷並不是藉由外物撞擊
引爆，而是利用電線傳導引爆的。重點就在中崙砲臺旁邊的水雷站。10 月 2 日和 10 月 8
日兩次法軍的行動都沒有遭致水雷的迎擊。不過，1884 年 10 月 4 日「情資報告」中卻加
記了：10 月 3 日那天引爆了一枚水雷。其來龍去脈如下：
基隆被攻佔的消息已經確認。曹志忠將軍與不久前自臺南調來基隆的記名提督章高元，
兩人都受傷了。昨天下午，有從法方大船派出來的兩艘小汽艇（steam launches）與兩
艘救生艇（gigs）到此待了兩個小時，探測障礙線（bar）內的水深。隱身在中崙砲
臺後方小村子裡的孫開華將軍下令引爆一枚水雷。水雷引爆了，但是過早了，因為
汽艇離開現場還有一段距離。……

18

雖然如此，法軍派來的小汽艇和小救生船還是給嚇跑了。這也是整個戰役期間唯一
有紀錄的引爆。其他的水雷可以說是備而不用，但是確實也發揮了嚇阻敵人的作用。在
Maurice Loir 的《孤拔將軍的艦隊》一書中，插畫家 M. Brossard de Corbigny 為 10 月 3
19

日的這次引爆配置了一張插畫可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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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 1885 年 4 月 21 日，法軍已經宣告解除對淡水的封鎖。不過，在中、法雙方達
成協議之前，戰爭狀態並未真正解除。為了方便船舶出入，孫開華也先放寬河面障礙線的
範圍。4 月 23 日英國駐淡水代理領事費里德給駐北京代辦歐格訥（Nicholas R. O’Coner）

Academic Research

的報告提到：
我很榮幸報告：孫開華將軍在本月 19 日接獲大陸方面的正式確認初步和平條約的簽
訂後，移除或者裝作移除水雷以讓皇家戰艦「金龜子號」得以離開本港，這在昨天（4
月 22 日）辦到了。該船在高水位時不甚困難地越過兩排沉石構成的障礙線。
孫將軍不願意移除商用輪船駛近本港入口處的任何水雷，因為他認為防禦的作為
必須維持到和平條約簽訂時為止。其實，他的人馬還繼續在大城岸附近施作屏障
（screen banks）。不過，他還是挪開一些竹製障礙物，也不置換浮橋的中央部分，
這讓幫外頭的輪船裝卸貨物的小貨船方便進出。

20

所謂「竹製障礙物」（bamboo obstructions）、當然是指〈滬尾形勢圖〉說所見的
竹網、竹排；至於所謂的「浮橋」（floating bridge）應該就是〈滬尾形勢圖〉上的「水城」。
費里德的「情資報告」繼續說：
輪船必須在障礙線外上貨、下貨，非常不便。其實，「海龍號」與「南澳號」今天
就連想卸貨都不想，因為東北季風使得海水高漲的緣故。……（1885 年 5 月 6 日加
記）在封鎖取消之後，有四艘商船，全都是輪船，來到淡水。……

21

從以上的記載也可以說明孫開華兢兢業業，隨時備戰。戰爭狀態一直要到 6 月 21 日
法軍撤離基隆以後才真正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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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5 指出該書原有彩色地圖十幅，但翻譯當時未見，以故未收入譯本。不過，該圖現在很容易看到，讀者可自行搜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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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水之役 :
法軍紀錄找到戰敗原因

Academic Research

撰
文 ︱白尚德（法國艾克斯．馬賽大學 榮譽退休教授）
圖片提供 ︱白尚德

法軍進軍福爾摩沙 (1884-1885)，特別是淡水之役，留下大量又驚人的負面詞彙以
形容錯誤的決策，法國軍方、政界、市民社會嚴厲抨擊此決定為「令人難過的事
件」、「通往發狂的旅程」、「災難」、「淡水事件」、「長期的受難」、「艱鉅
的航程」、「令人沉鬱的一天」、「錯誤的佔領」等等…。 官方以及非官方報告
均一致認同上述措辭，以形容一場註定失敗的軍旅。 本報告參照許多由 ChâteauRenaud 上校所寫的信件，且有當代新聞報紙和眾多軍事報告補述，試著分析並提
出對這場法國軍事行動的解釋 : 法國模稜兩可的目標意在於反擊英國勢力，並在國
家間取得戰略性位置，還有刺激法國產業及商業。

戰爭脈絡及所謂《和平封》
1884 年 8 月 5 日，法國海軍准將試圖佔領基隆和煤礦，但此計畫卻遭終止。接踵而
來的是，法國海軍司令孤拔帶著 2000 名士兵於 10 月 1 日登入。接下來利士比收到命令，
帶著三艘軍艦 (La Galissonnière、La Triomphante、La Vipère) 前往淡水。隨後，三艘輕
戰艦（Le Chateau-Renaud、Le Duguay-Trouin、Le Tarn）帶著共 600 名士兵的軍隊完成
軍事行動。但他們聲稱這只是幫助支援，是一場「簡單的軍事巡邏」，有些來源更加油添
醋，說是一場「不應在基隆做的、防止中國援軍到來的瘋狂之夢」。海軍上校 Boulineau
掌管巡洋艦 Chateau-Renaud，在他的指揮之下，五連軍隊於 10 月 8 日早上 9:30 登陸淡
水沿岸。他們花 45 分鐘重整軍隊，10:00 進軍令已下達，但當法國士兵看到一畦畦稻田、
桑葚林、仙人掌叢還有許多須跨越的壕溝及障礙時，這些士兵開始徬徨。但更重要的是，
法國官員使用的地圖既不準確、也不完整。法國海軍上校 Boulineau 曾說 :「在我們眼前
看到的陸地，與我所想像的十分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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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amsui Battle: Some
reasons for the defeat as found
in French military records
Chantal Zheng1
Professor Emeritus, Aix Marseille University, France

This French military expedition in Formosa (1884-1885) and particularly the battle of Tamsui
have left a legacy of overwhelmingly negative terms to qualify a decision that has been
seriously criticized by the French military as well as political and civil spheres 2: “a sad
affair”3, “ an insane trip”4, “ a disaster”, “the Tamsui affair”, “ a long suffering”5, “ an arduous
cruise”, “a negative day”6, “a false occupation”7 and so on.. This is the unanimous way in
which official and non-official reports qualify an attempt doomed to fail. Through a series of
correspondences written by Le Château-Renaud Captain, completed by newspapers articles
of the time and several military reports, this paper will try to develop an analysis and suggest
some interpretations of this French military operation whose ambiguous objectives aimed first
at counteracting British influence, at keeping a strategic position among the Nations but also at
stimulating French industry and commerce8.

The context of the war and of the so-called «Pacific Blockade »
A first aborted attempt on 1884 August 5th b y Commodore Lespès to occupy Kelung
and the coal mines was followed by Admiral Courbet’s arrival on October 1st with 2000
soldiers. Then Lespès was ordered to proceed to Tamsui with La Galissonnière, La
Triomphante, La Vipère. Later Le Chateau-Renaud, Le Duguay-Trouin and Le Tarn

1

Thanks to my friend Martha Bounoure who very kindly accepted to correct this English version.

2

See Albert Billot, L’Affaire du Tonkin, Paris, Imprimerie Gauthier-Villars et Fils, 1882, pp.50-58.

3

See Rapports et correspondance officielle, Château-Renaud, n° 2, Division navale du Tonkin, Archives du SHM (Service Historique de la Marine), Rochefort, 11 octobre 1884.

4

See Jean D’Argene, Le feu à Formose, Roman de l’escadre de l’Amiral Courbet, Paris, Havard, 1897, p.70.

5

See Albert Mounier-Kuhn, « Services de santé de la marine et de l’armée dans les expéditions du Tonkin et Formose au
tournant des années 1880 », in Chroniques d’histoire maritime, n° 40, 1999, II, p.35.

6

See Maurice Loir, L’escadre de l’Amiral Courbet, Notes et souvenirs, Paris, Berger-Levrault, 1894, p.172.

7

See Le salut public, 7 nov. 1884.

8

See Le fonds Boulineau, MR 2S, Archives from SHM (Service Historique de la Marine), Rochef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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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 Château-Renaud 巡洋艦

法國士兵花了 3 個半小時在海灘上，其中 2 小時打鬥。許多海軍於戰場上倒下，只有
一些同袍懂得互相援助，整體士兵開始恐慌，因為大部分的士兵是海軍而非陸軍，結果不
能應戰。他們在未知之地被投石器猛烈打擊，很快的喪失自信和冷靜，胡亂浪費子彈掃射。
海軍上校 Boulineau 在報告中吐苦水 :「軍事行動不到一小時，我便聽說士兵使用過多彈
藥。」在一場血腥肉搏戰後。兩名上校均受傷，海軍上校 Fontaine 隨後被中國人斬首。
很快的 Boulineau 上校領略到中國軍旅防禦的重要性，便下令撤退。這些法國士兵困難重
重的搭船回鄉，海水十分劇烈拍打，在 13:00 所有船都離岸。法軍在淡水死了 17 個人，
49 名士兵受傷，但與中國軍隊相比，損失算輕了。
« 和平封鎖 » 之措辭用來形容對福爾摩沙的侵略行動有些矛盾，因為所謂封鎖應是針
對清朝開展的真正戰爭行為，此舉卻違反法國封鎖規定，如威脅、挾持、俘虜囚犯。福爾
摩沙封鎖一點也不和平，造成雙方許多死亡。法國在東京灣戰敗之後，想實行政治報復，
便匆匆做出決定，原因是法國不想在中國面前示弱，之後中國把對東京灣的特權讓渡給法
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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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leted the operation with a total corps of 600 soldiers9. But it was just a boost, “a
simple military stroll”10 and some sources even add “ the crazy dream to do better than
in Kelung 11 and prevent the arrival of Chinese reinforcements ” 12. The landing of five
companies under the command of Captain Boulineau from Chateau-Renaud took place
on October 8th, at 9:30 in the morning, on the Tamsui beach. Forty-five minutes were
necessary to organize the troops. At 10:00 the marching order was given but the French
soldiers were immediately confused by the paddy fields, the mulberry woods, the cactus
bushes, a lot of ditches to cross and hurdles to climb. But still more important were the
different maps used by the officers which were not precise nor complete: “we found
in front of us a ground very different from what I expected” said Captain Boulineau”13.
Three hours and a half were spent on shore of which only two hours of fighting. Many
mariners fell on the battle field while few of their comrades gave assistance to them. A
general panic followed as a great part of the men were mariners and not soldiers and
consequently not prepared for fighting. Catapulted on an unknown field, they rapidly lost selfconfidence and their cool, shooting at random and wasting munitions: “the action had been

undertaken less than one hour ago but already I was told that the using of munitions was
pretty excessive! ” commented bitterly captain Boulineau in his report14. Afterwards, followed
a violent hand-to-hand combat. Two captains were wounded of whom Captain Fontaine,
later beheaded by the Chinese. Quickly, Captain Boulineau surprised by the importance
of the resistance of Chinese troops, ordered the retreat. The soldiers re-embarked with
difficulty. The sea was heavy. At 13 :00, all the boats had left the shore. At Tamsui, the
French lost 17 men and had 49 wounded but it was light compared to the Chinese troops15.
The word « pacific blockade » used to qualify the aggression of Formosa is a kind of
oxymora as the so-called blockade was a real act of war against the Qing ships which
violated the rules imposed by the French blockader including threatening, hailing and
capturing prisoners. The blockade of Formosa was not pacific at all, and the result was
many deaths on both sides. The decision had been taken in haste following the politics of
reprisal after the Bac-Le defeat. The reason was the French didn’t want to show weakness
in front of China, which was expected to relinquish to France its prerogatives on Tonkin.

9

In fact, Captain Boulineau was replacing Captain Martin suffering from a severe attack of rheumatism.

10

See Maurice Loir, op.cit, p.172.

11

See Journal du Loiret, 1884.

12

But also to destroy the ignition point of the torpedos.

13

See Rapports et correspondance officielle, op. cit, 11 octobre 1884.

14 Ibid.
15 Ib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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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ttack of Tamsui”, drawing from Pierre Charles Henri Dehorter, Maurice Loir, L’escadre de l’Amiral
Courbet 畫 « 淡水攻擊 »

戰敗原因
缺乏準備、隨意發揮，指揮官對戰爭實地想像有落差，法國不停調換不同部門的官
員，且當局管理制度紊亂，當時法國指派戰爭部及海軍部介入衝突，他們的管理情況十分
複雜。另外低估中國軍隊數量，這些大致上可解釋法國軍隊在開戰數小時內就得撤退的原
因。《政治和文學辯論期刊》裡這麼評論 : 「這是法國精神 ! 我們卻無法預見。 我們在事
情發生後才有建議。 我們應該著手編制殖民軍的法規。」
當然也有後勤限制可解釋這種慘況。淡水港不似基隆港，不適合登陸，因為缺乏登陸
所需的深度；再者，又窄又難行的水道鄰近兩座堡壘，分別是紅堡和白堡，兩者皆戒備森
嚴。沿岸到達不易，當退潮時將成廣大的泥濘高原。只有吃水深度低於 3 公尺的船，才有
辦法使用水道，當然多數法國船不符合此規則。在河流地區，有魚雷和裝載巨石的中國舢
舨，這些沉在水中預防法國軍隊到來。
戰爭開始時，島上只有 6000 名陸軍，而 4 個月之後，數量增至六萬人。援軍毫不費
力的通過縫隙，法軍無法狩獵到所有敵人；在所謂的「中立國」方面，也就是英國和德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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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asons for the defeat
A lack of preparation, a certain improvisation, a gap between the officers vision of
the war on the spot and the messy rules of French authorities due to the crazy pace of
changes in ministers, the complex French administrative situation with two ministries
(Ministry of War and Ministry of Navy) in charge of the conflict and the poor evaluation
of the number of Chinese troops, largely explain the fact that French troops had to
retreat from Tamsui after only a few hours of fighting: “this is the French spirit! We are

not able to foresee. We advise after the fact. We should have begun the constitution
of a real colonial army! ” commented the Journal des débats politiques et littéraires

16

.

There were also logistical constraints that can explain the situation. Tamsui port,
unlike Kelung, is not suited for a landing. It hasn’t the necessary depth for that. In
addition, the narrow and difficult channel which follows the coast goes near two forts,
the red fort and the white fort, which were very well defended17. The coast is not easy to
reach during the low tide as it becomes a huge mud plateau. The channel is accessible
only by boats whose draught is less than 3 meters, and that doesn’t correspond to
most of the French boats. In the river, there were torpedos and Chinese junks fully
loaded with huge stones had been sunk as a way to prevent the French arrival.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campaign, there were 6000 soldiers on the island and four
months later, they were 30 000. The reinforcements had no difficulty to slip through the
cracks while the French couldn’t hunt all the offenders. In this regard, the so-called “neutral
nations”, England and Germany, undermining French troops, were much more dangerous
than the Chinese troops. Several foreign ships helped the Chinese to disembark soldiers,
weapons and money on the island and on the Pescadores archipelago before Chinese
junks terminated conveyance to the Formosa island itself, playing with French boats that
were too few in number to be able to intercept them. The French government was fully
convinced that Admiral Courbet had a very huge fleet but the soldiers on the spot didn’t
think so. According to their sayings, it would have been necessary to have four times
more boats to support ground operations and to ensure that the blockade be effective18.
French soldiers couldn’t do anything against those foreign boats, even not visiting them
as it was legally necessary to get them red-handed. The Chinese junks had a shallow
draft and were commanded by local pilots who were better used to local seas and whose

16

15 octobre 1884.

17

See Le Figaro , 6 oct. 1884.

18

See Ernest Ragot, Le blocus de l’île Formose , Paris, Imprimerie A. Mellottée, 1903, p.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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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壞法國軍隊比起中國軍隊來更具
危險性。中國舢舨停止運輸人力和
物資到福爾摩沙前，當時外國船艦

Academic Research

協助中國兵登陸、運送武器和金錢
到島上和澎湖群島，英國和德國簡
直玩弄著法國軍船，因法國軍船數
量太少而到處逃竄。 法國政府深
信海軍司令孤拔的戰艦非常大，但
他的士兵不這麼認為。根據他們描
Map of the operation, from « Reports and official correspondance”,
SHM (Service Historique de la Marine) Rochefort, 11 octobre 1884.
軍事行動地圖
取自 « 報告書與官方信件 »，海軍歷史服務，1884 年 10 月 11 日

述，要確保封鎖有效、支援陸地軍
事行動，他們需要多 4 倍的軍船。
法軍對於這些外國船艦毫無

辦法，甚至無法親自對付他們，因為法律上須將他們當場逮捕。中國舢舨吃水深度較淺，
有領航員推薦使用這樣的船，這名領航員適合作戰於當地海域，並提出絕佳的逃生策略。
當法軍抓到其中一艘舢舨時，他們將裏頭珍貴的貨物占為己有，這些貨物被他們用於改善
佔領軍的裝備和補給，或送到越南給其他的戰艦使用。但在歐洲，許多人正當懷疑，這樣
的舉動是否符合國際法。事實上，因為不同原因 ( 追殺敵人、送出補給、傳送消息、修補
船隻破損、挖掘煤礦等…)，這些船隻需要改變位置，不可能以先有的條件維持封鎖。這
也是為什麼在西南沿岸，他們放棄了封鎖行動。
從一開始，海軍司令孤拔並不認同法國政府。他的建言沒被上級聽進去，憂傷的評論
著 :「如果有兩個海軍軍團，事情也就容易多了，中國和越南東京，炸掉天朝所有海港，
毀掉海軍，這是唯一可以結束的辦法。」就他那時而言，佔領基隆或淡水無法有效影響中
國的決定。他又嚴肅的評論 :「我們絕望的政府正在掙扎。」 孤拔認為這場戰爭打得不好，
而法國是在浪費時間、人力、金錢去打福爾摩沙。 對於議會主席茹費理，他的意見做出
了決定 :「他是罪犯，我們應該把它流放瑞士或耶穌的天國 !」 但對茹費理，他說 :「所有
象徵之中，福爾摩沙這象徵是最好的，最明智的抉擇，而且取得容易，代價不高。」問題
在於這兩人之間基本上意見相左，擁有對戰爭和現況完全不同的願景。
關於法國船艦狀態，特別是 Chateau-Renaud，海軍上校 Boulineau 寫了一份報告表
明 :「這艘船的火砲老舊，十分不切實際，控制不容易。」在越南東京打了兩年戰之後，
氣鍋溫度太高，需要立即修補，救生艇太輕、太脆弱，在劇烈海域上不好控制，因為救生
艇全由亞麻布製成，撞到岩石時很快破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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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cape strategy was pretty good. When the French had captured one of these junks, they
took possession of the precious cargo which helped to improve the occupation corps
own equipment and supplies or could be sent to Saïgon for the rest of the fleet. But in
Europe many were legitimately wondering if this was in compliance with international
rules19. As a matter of fact, for different reasons (hunting of offenders, heading out of
supplies, transmitting news, repairing boats damages, procuring coal…) boats often had
to change positions. It was impossible to maintain the blockade in these conditions. That’s
the reason why the blockade was abandoned on a great part of the south-west coast.
From the beginning, Admiral Courbet didn’t agree with the French government: “It

would be so easy with the two naval divisions, China and Tonkin, to bombard all the
ports of the Celestial Empire…ruin its navy…this is the only way to get this over! ”20, he
commented dispairing of being heard by his hierarchy. As far as he was concerned, the
possession of Kelung or Tamsui couldn’t have a strong influence on China’s decisions.
He severely commented: “our desperate government is floundering”…”I will never

forget this crazy cabinet whose harmful policy we are suffering from ”21. Courbet thought
this campaign was badly engaged while France was wasting time, efforts and money
around Formosa. Concerning Jules Ferry the president of the Council, his opinion was
conclusive: “he is a criminal that we should exile in Switzerland or in a Jesuit convent!”.

But for Jules Ferry: “of all the tokens we can have, the Formosa token is the best, the
best chosen, the easier and less expensive to keep! ” 22. The problem was that the
two men had indeed a fundamentally opposed vision of the war and of the situation.
Concerning the French fleet state, and particularly the Chateau-Renaud, Captain
Boulineau wrote in his report: “it had an old-fashioned artillery ”, is “impractica l”, “uneasy to

handle ”, with boilers that heat too much after two years of fighting in Tonkin and that need
to be repaired constantly23, the Berthon dinghy too light and vulnerable, uneasy to handle
on heavy seas because its hull is made of a kind of linen easily cracked when hitting a rock.
As a matter of fact, it is important to note the quality of the Chinese resistance
admitted by all the French officers and mariners on Formosa: “a formidable

opponent ” e q u i p p e d w i t h “s o p h i s t i c a t e d e q u i p m e n t ” , c o m m a n d e d b y v e r y

19

Ibid, p.109.

20 See Théodore Cahu, L’Amiral Courbet en Extrême-Orient, Notes et correspondance , Paris, Léon Chailley, 1896, p.199, 207,
271.
21

Ibid, p.173.

22

See Maurice Loir, op.cit, p.78.

23

See Rapports et correspondance officielle , op. cit, 11 octobre 18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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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福爾摩沙的中國防禦力為所有法國官員和海軍承認，因此需記下這件事 :「可
畏的敵人，裝載複雜的儀器，有著傑出的上級長官。」Boulineau 也這麼評論著 :「中國展
現少數人準備好承認的價值觀和堅毅，他們有出色的武器，帶來足夠的自信，對我們的士

Academic Research

兵毫不畏懼。」

法軍的健康狀態
法國遠征兵力來自交趾支那和越南東京的駐軍，在完成兩年的殖民義務之後，他們的
健康狀況嚴重損害。就這層面而言，基隆公墓可證明這場悲傷的大屠殺。
船上數量驚人的海軍和陸軍擠在非常小的空間 ( 單是 Chateau-Renaud 就有 202 名士
兵 )，他們衛生狀況不盡理想。在岸上，他們必須忍受巨大、突如其來的氣候變化，忍受
熱度、濕氣、汙水的危險，還有登革熱、傷寒、霍亂、中暑等的當地疾病；最重要的是他
們思念國家、忍受無聊，士氣到達最低點，體力與精神已經耗竭。官方正式宣布在福爾摩
沙封鎖行動中，有 700 名死亡，其中 120
名死在戰場上，150 名受重傷，其餘患病不
見好。
對所有士兵而言，這場遠征是永無止境
的悲劇，他們的身體機能因為生理現象不規
律，所以無法調適，結果特遣部隊只能忙於
照顧病人、埋葬死者。 孤拔曾這麼說 :「人
類像機械，十分可憐，很容易就壞了。」即
使沒有醫生和護士 ( 每艘船上都有幾名 )，
FIG. 1“Drinking tea during night watch”, Maurice
Loir, L’escadre de l’Amiral Courbet ，Maurice
Loir，中隊司令孤拔 :「站夜哨時喝茶。」

醫療資源缺少是真正的問題，尤其是奎寧缺
少的特別嚴重。此外，食物供給的問題嚴
重，海軍別無他法只能吃醃漬食物，這些食

物時常是壞掉的。即使海軍司令孤拔得到來自從香港到日本船隻所停靠並卸下的食物、衣
物或裝甲，他們仍沒有新鮮食物。 從香港到橫濱的距離需要 4 天航行時間。有時船隻會
載上牲畜、野肉、鹿、兔子、家禽肉、馬鈴薯和麵粉，但雞蛋和鮮奶取得不易，所以海軍
以軍糧的「tafia」替代，tafia 是一種似萊姆酒的強烈酒精飲料，對於他們的健康非常不好。
當法國成功捕捉到中國船隻時，船上的物資得以改善他們的每日生活。有一天，海水從沉
沒的舢舨那邊沖來大量茶葉，大大的寬慰那些自 1884 到 1885 年於冰冷夜晚站哨的士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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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d captains. Boulineau also commented: “the Chinese show a value and

tenacity that very few people are ready to admit. They have excellent weapons
w h i c h b r i n g t h e m s e l f - c o n f i d e n c e a n d a b s e n c e o f f e a r o f o u r s o l d i e r s ” 24.

The Troops’ Health Conditions
The soldiers of the French expeditionary force taken from the Cochinchina
and Tonkin garrisons, had already completed two years of colonial service,
so their health conditions were already severely undermined. In this respect,
the Kelung cemetery common graves sadly attest to this hecatomb.
On the boats, soldiers and mariners were gathered in large numbers (202 men for
the Chateau-Renaud alone) in very tiny spaces where they couldn’t have satisfactory
conditions of hygiene. On shore, they were exposed to big, sudden climatic changes,
suffering from heat, humidity, the dangers of polluted water, local diseases like
dengue fever, typhoid fever, cholera, frequent sunstrokes and above all, from the
nostalgia of their native country, boredom, morale at its lowest and exhaustion at
its maximum. Of the 700 deaths officially declared during the Formosa blockade,
120 men died on the battlefield, 150 from injuries and the remaining from illness.
This expedition was a never-ending misery for all the men whose physical organism,
exposed to important physiological irregularities, could not acclimate and as a result
the main activity of the task force was to care for the sick and bury the dead. “The
poor human machine goes wrong very quickly ” Courbet used to say 25. Even if there
was no lack of doctors and nurses (several on each boat), there was a real shortage of
medication, particularly of quinine. Moreover, important food supply problems compelled
the mariners to eat preserved food sometimes already spoiled. There was no fresh
food even if Admiral Courbet had obtained that the boats going to Japan from Hong
Kong stop over and disembark food, clothes and mail. Four days were necessary to
cover the distance from Hong Kong to Yokohama. Sometimes the boats would bring
livestock, wild game, deer, hare, poultry, potatoes and flour. Eggs and milk were very
difficult to get. So mariners compensated with a daily ration of “tafia”, a kind of rough
alcohol like rhum and which had a very bad effect on their health. When the French
succeeded in capturing a Chinese boat, the food supplies found onboard would improve
everyday life. One day, from a sunk junk the sea current carried a lot of crates of tea
which significantly comforted the men during 1884-1885 cold night watches. (See Fig.1)

24 Ibid.
25

See Maurice Loir, op.cit, p.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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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用多說，雖有鼎鼎大名的醫生護航，例如 1870 年代的萬巴德爵士，當時熱帶藥物
仍在發展，關於衛生這國際概念在當時還是十分新穎。 因為基隆的醫院無法處理所有的
病狀，海軍司令孤拔的戰艦含有醫護船，將這些嚴重生病的、需要住院的病患送往河內或

Academic Research

海防。

透過當代雜誌看見歷史事件
在 19 世紀，照相技術已變得十分普遍，所以在旅程中經常會有一位攝影師在船上 ( 圖
2)。要取得這些照片並不容易，因為多半被軍方或家庭保存起來。另一方面，照片主題只
關於船、水手或當地地形，偶爾還有當地人的照片。另一種技術同時出現 : 時事漫畫。有
時這些畫作由專業插畫家拍的照片組成，這些畫家畫的不一定是旅程的所見所聞。有時，
船上的軍人也畫自己的素描。時事漫畫時常是諷刺的，是新聞界的一大傳播媒介。這個概
念借用自國外雜誌，也就是《倫敦新聞畫報》。素描對人們有強烈作用，超越語言界線並
充當全球溝通工具，傳播訊息與知識，刺激讀者並領著他想像遠方正在發生的事件。
首先必須說，時事漫畫代表一個人或一個文化。我們不應該忘記，1880 年代歐洲正
盛行殖民，彼此競爭權力，衝突不斷出現，士兵們上演搏擊的畫面，而率領的軍官則深信
有教育其他民族的責任，要軍人真實演出搏擊畫面。茹費理擁護的西方權力與傲慢被擬人
化，在法國雜誌內變得更有條理的呈現；當然，當時的時事漫畫將刻板印象重現，流竄於
法國社會。例如 : 〈貪腐的中國打算坐享其成〉( 圖 3)。又如 : 〈西方人、敵人、背叛者

FIG 3 “Chinese trying to benefit from both
sides”, Maurice Loir, L’escadre de l’Amiral
Courbet 中國想坐享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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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4 “The so-called “neutral nations” hiding
weapons for the Chinese”, Maurice Loir,
L’escadre de l’Amiral Courbet, 所謂的 « 中立國 »
幫中國隱藏武器

Suffice it to say that the international concept of hygiene was very new at that time while
under the auspices of famous figures of physicians like Patrick Manson for example who
was in the island around 1870, tropical medicine was just in its infancy. Admiral Courbet’s
fleet included hospital boats which carried those too seriously ill who required hospitalization
in Hanoi or Haiphong as Kelung hospital wasn’t capable of treating all the pathologies.

Vision of the event through the illustrated magazines of the time
In the XIXth century the technique of
photography had already been mastered, so
during their expeditions, there was always a
photographer on board (See Fig.2). The access
to these photos is very difficult as they are kept
in military archives or in family archives. On the
other hand, their thematic is limited to boats and
mariners or to local topographies and, once in
a while, to local populations. Another technique
emerged at the same time: the editorial cartoon.
Sometimes these drawings were made from
photos by professional illustrators who had not
necessarily taken the trip that they illustrated.
Sometimes, soldiers on board would draw
themselves. The editorial cartoon, occasionally
satirical, constituted a major medium for the
press. The concept was borrowed from foreign
magazines, and namely the Illustrated London

news . Drawings have a strong impact on people
indeed. They go beyond linguistic constraints
and act as a universal communication tool.
They disseminate information and knowledge,

Fig.2 «The photographer », Emile
Duboc, 35 mois de campagne en Chine
et au Tonkin, Paris, Librairie d’Education
nationale, 1899
« 攝影師 »，1899 年，中國與法國爭取越
南東京，戰役持續 35 個月。

stimulate the reader, lead him to reflect and imagine current events in faraway lands.
It must be said that the editorial cartoon is first of all a representation of oneself and
of one’s culture. It should not be forgotten that the eighties (1880) are characterized
in Europe by the run for colonization while rivalry between the powers were increasing.
Exalted soldiers were staged in a combat situation, led by officers fully convinced of their
duty to civilize other peoples. Personifying the concept of western superiority that was
advocated by Jules Ferry himself, was systematic in the French magazines. Of course
the editorial cartoon at the same time reproduces the stereotypes that were circulating in
the French society. Examples of this are the corruptible Chinese who “try to benefit fr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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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國與美國 ) 私下運輸武器給中
國軍隊〉( 圖 4)。或〈法國軍人受
到穿刺之刑，顯見亞洲殘暴橫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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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5)。但有些諷刺雜誌甚至直接
譴責戰爭，凸顯事件的荒唐，用並
列法同時對照「暴虐」與「文明」
( 圖 6)，兩者似乎十分相似卻又非
常矛盾，目的讓讀者打自心底產生
質疑。

結論
19 世紀末，法國軍事擴張原
本不會有此迂迴之舉，更不會有公

FIG. 5 “Capturing French soldiers”, Maurice Loir, L’escadre
de l’Amiral Courbet,
自 L’escadre de l’Amiral Courbet， Maurice Loir: 「逮捕法
國軍人。」

然仇視中國的意圖，因為法國的目
標在於越南東京，但福爾摩沙卻吸
引法國目光；135 年後，任何人可
以合理懷疑，那次和平封鎖和戰役
除了雙方許多無謂傷亡之外，法國
得到何種收穫，仍是大哉問。除此
之外，臺灣人對於法國侵略者有負
面情緒，更對法國自認為幫臺灣驅
逐敵人的高傲自大感到反感。關於
法國當局的態度，令人感傷的是，
那次軍事介入很快的被遺忘了，認
為只是一場輸掉的戰役。

FIG 6 “The barbarous and the civilized”, Paul Hermann, in Le cri
de Paris, n°1900, 1899, 7/10
「野蠻與文明」自 Le cri de Paris 由 Paul Hermann 繪製

法國海軍司令孤拔贏得「東京
贏家」的名號，同袍認為他是「真正的騎士」，掌管一切的大廚，更是匹敵一個軍隊的傑
出之人。孤拔是十分謙遜之人，對於自己這麼說 :「我並不擔心榮耀，我必須辭職，降到
更卑微的命運。」他並不怕公開譴責自己的上屬，每天含辛茹苦地工作不怕疲累，像是一
位紳士且得到大眾的尊敬。當時 Scottish W. Campbell 在臺灣，他甚至這麼說 :「澎湖群
島的人敬重他，因其謙遜憐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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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 sides” (See Fig.3)26 and the westerner, enemy and betrayer (American or English)
who secretly resupplies Chinese troops with weapons (See.Fig.4), or the French soldier
impaled (See. Fig.5) confirming Asian savagery. But some satirical magazines were going
as far as denouncing war and showing the absurdity of the events, ironically confronting
“savagery” and “civilization” (See.Fig.6) in a juxtaposition of two facts at the same time
similar and contradictory with the purpose of inviting the reader to honestly raise questions.

Conclusion
If Formosa drew the attention of France at the end of the XIXth century, the French military
expansion originally did not include this detour nor had the intention of opening hostilities
with China since the target was Tonkin. 135 years later, one can legitimately wonder
what were the results of this blockade and of the wars engaged other than the numerous
and useless deaths from both sides. An additional result was the negative feelings of the
Taiwanese towards the French aggressor and at the same time, their justified proudness
at having repelled the opponent. Concerning the official French attitude one notes that the
intervention was quickly and sadly forgotten and considered as simply one lost campaign.
But if one wishes to think less negatively about this violent encounter between two
countries, it is appropriate to highlight two personalities of military leaders who fought each
other while respecting each other.
Admiral Courbet , the “Tonkin winner”, was considered by his men as “a knight ”, “a
real chef ”27. “a one -man army ”28. Courbet was a very modest man saying of himself:
“glory is not my concern. I have to be resigned to a more humble destiny ”29. He was
not afraid to openly criticize his hierarchy. Working very hard every day, able to put
up with fatigue, behaving like a gentleman, he inspired veneration. Even the Scottish
W. Campbell, who was in Taiwan at the time, said of him: “the Pescadores people

respect him because they think he is close to the humble and compassionate ” 30.
In this regard, one cannot but be struck by a lot of similarities between Admiral
Courbet and General Liu Ming-chuan, the savior of Taiwan. Sources describe
the latter as a remarkable self-made man, man of action, direct and passionate,
determined, who fought against the Taipings and was promoted higher and higher

26 See Garnot, L’expédition française de Formose , op.cit, p. 48, illustrating the case with the example of a Chinese pilot who
had offered its services to Lespès and who was suspected by the French to have himself spread torpedoes in Tamsui river.
Maurice Loir commented also that “to attract pilots, the French pay the double”, L’Escadre de l’Amiral Courbet, op.cit, p.92.
27

See Georges G.Toudouze, La vie héroïque de l’Amiral Courbet, Paris, Les Editions militaires illustrées, 1944, pp. 7-8.

28

See M de Lonlay, Au Tonkin, 1883-1885, Récits anecdotiques, Paris, Garnier Frères, p.25.

29

See Georges Toudouze, op.cit, p.34.

30

See W. Campbell, Sketches from Formosa, London, Marshall Brothers, p.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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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鑑於此，我們不禁聯想到司令孤拔與將軍劉銘傳 ( 建立臺灣的重功之人 ) 有著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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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似之處。許多資料將後者形容為白手起家的、行動派、坦率憐憫的、果敢的人，他平定
太平天國之亂，升遷到極高的官位，1884 年被指派為大清巡撫。外國人將他視為中國官
員特殊的典範，外國領事在報告中總對他讚譽有加。即使遭受旁人誹謗，他能夠不顧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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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追尋自己的願景。劉銘傳的精神，受到傳統中國文化和現代化的啟發，很奇怪地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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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想到孤拔的獨立精神。他效忠國家，有著崇高的道德觀，劉銘傳像是孤拔，能夠為了國
家理念而擺脫狹隘的私利。

第 11 期

in rank until he was appointed Imperial Inspector in 1884. Foreigners saw him as a
unique example of a Chinese official and foreign consuls always spoke very highly
of him in their reports. He was able to bypass his hierarchy and follow his own vision
even if he had to be blamed for that. Liu’s spirit, strangely reminiscent of Courbet’s
independent spirit, was inspired by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nd by modernism at
the same time. He was loyal to his country and of great moral value. Like Courbet,
he was able to rise above narrow self-interest for the benefit of the national cause.
General Liu Ming-chuan and Amiral Courbet of course are representative of their
time and of the prevailing national, cultural and political ideology. Courbet was deeply
convinced of the western superiority and of the necessity of colonization by France.
As far as Liu was concerned, the duty of “civilizing” Formosa aborigines was in the
same manner dependent on the conceptual frame of his culture. Strangely they remain
charismatic figures of national heroes whose reputation crossed the centuries. Mocking
political ideologies, they represent today a recognized national cultural heritage which
persists in the statues representing their effigy and the streets bearing their 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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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創新•復舊體驗
－清法戰爭滬尾之役五大展館

Reinterpretation of time and space

撰

文 ︱廖康吾

發生於 1884 年清法戰爭滬尾之役，在臺灣歷史上有極為重要的意義，讓清朝開始重
視臺灣，戰爭結束後臺灣建省，劉銘傳擔任首任巡撫，開啟了臺灣近代的現代化。然而一
般臺灣民眾對於這段歷史卻甚為陌生，「清法戰爭滬尾之役」現今僅留下城岸遺址，為了
能讓觀眾能認識百年前的這場勝仗，如何進行展示規劃是一項不小的挑戰。
淡水古蹟博物館是由眾多文化資產及藝文館舍所組成的博物館，規劃初期考量各館舍
的歷史背景及地理位置，最後選擇得忌利士洋行、海關碼頭、滬尾礮臺、紅毛城英國領事
官邸等場域，規劃各有明確主題與教育目的的五大展館，期望透過不同的展示手法，讓歷
史重現於觀眾眼前，並見證清法戰爭對淡水近代發展軌跡的影響，藉以強化淡水的歷史脈
絡，重現這塊土地與居民的故事。

一、滬尾之役故事館
得忌利士洋行前棟地處淡水老街後段，
是最接近捷運淡水站的館所，若以一般步行
遊玩民眾來說，出了淡水捷運站會先到達得
忌利士洋行後，再到紅毛城或海關碼頭。為
了讓觀眾能快速瞭解清法戰爭滬尾之役發生
的始末，以概括式的方式描述這段歷史的前
因後果，而得忌利士洋行在滬尾之役發生當
下，也曾作為當時在淡水做生意的外國商人
的臨時避難所，更加深觀眾與歷史場景的互
動性。
從清法戰爭發生緣起、臺灣捲入過程、
再到滬尾之役爆發經過與結果，按照著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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滬尾之役故事館 - 外觀（得忌利士洋行前棟）

滬尾之役故事館 -《兵棋推演》互動規劃

滬尾之役故事館 - 展示佈置

發展脈絡說明，最後為清法戰爭對臺灣造成的
影響。展覽並規劃兩個互動體驗裝置《兵棋推
演》及《攻守對抗》，讓觀眾能透過更活潑有
趣的簡易小遊戲，認識清軍獲勝的重要防禦工
事及法軍進攻的路線等。同時也介紹得忌利士
洋行在 1880 年代，作為淡水開港通商後重要航
運及貿易據點的角色，並說明洋行在滬尾之役
發生時的狀況。
在故事館的隔壁同時增設了「1884 時光驛
站」導覽資訊中心，除了提供完善的滬尾之役
五大場館及文化路徑的相關資訊，更有淡水旅
遊資訊的諮詢，也提供民眾舒適的休憩空間。

「1884 時光驛站」導覽資訊中心

二、滬尾之役影像館
位於淡水海關碼頭 B 棟的影像館，適合希望更深入瞭解戰役歷史的觀眾。展示內容分
為《架海飄洋》、《爬梳歷史》、《法國士兵觀點》、《臺灣士兵觀點》、《紀錄片播放
區》等五區。透過不同觀點對歷史文化進行詮釋，藉由動畫影片讓觀眾從不同的視角瞭解
這段重要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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滬尾之役影像館 - 入口展館介紹

當觀眾從入口區進入，《架海飄洋》地面互動投影讓觀眾走在光盤之上，漂浮於海面，
彷彿穿越大洋而來，準備重返滬尾之役的戰場。進入《爬梳歷史》，最初畫面為古畫，當觀
眾靠近時古畫漸燒開出現歷史古書，觀眾可懸空揮手翻頁，透過圖文瞭解滬尾之役的歷史。
《法國士兵觀點》以擬真動畫讓觀眾變成法軍的觀點，搭配轉盤裝置，以控制輪盤的
概念，變化船艦的位置，搭配介紹相關地點觀察情報。《臺灣士兵的觀點》讓觀眾變成臺
灣守將的視角，從岸上望向遠方，海上有法軍船艦，觀察法軍船艦與攻擊過程。透過 3D
立體投影設備，可近距離觀看法軍船艦、德國式大砲及英國製水雷。《紀錄片播放區》採

滬尾之役影像館 -《架海飄洋》互動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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滬尾之役影像館 -《爬梳歷史》互動規劃

滬尾之役影像館 -《法國士兵觀點》互動規劃

訪許毓良、許雪姬、戴寶村等臺灣重要歷史學者，並配
合史料呈現，提供更多滬尾之役文史內容。

三、滬尾之役體驗館
位於淡水海關碼頭 C 棟倉庫，展覽適合親子共同體
驗。展覽復刻縮小版的滬尾戰爭場景，帶領觀眾深入戰
地感受槍林彈雨的情境，希望從戰爭現場的情境模擬與
肢體互動，讓觀眾透過五感互動遊戲體驗中，認識當時
守衛臺灣的清兵，如何利用淡水的自然地形優勢打贏戰

滬尾之役體驗館 -《清法軍備大揭密》

役，深刻體會在淡水發生的戰事片段。
《清法軍備大揭密》以投影方式呈現，觀眾可懸空
揮手進行翻頁，介紹當時清軍及法軍的兵器及軍艦種
類。《填石塞港大作戰區》讓觀眾化身挑石清兵，體驗

滬尾之役體驗館 - 主視覺牆

滬尾之役體驗館 -《填石塞港大作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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滬尾之役體驗館 -《沙崙登陸大挑戰區》

滬尾之役體驗館 -《小小分身遊淡水區》

清軍如何用載滿石頭的大船塞住淡水河口，阻擋法艦入港。《沙崙登陸大挑戰區》讓觀
眾變成沙崙海灘上搶灘登陸的法國士兵，透過層層疊疊的黃槿與林投密林、與難以動彈
的泥沼，加上高科技雷射光感應，使搶灘攻擊成為不可能的任務，體會法軍進攻的挑戰
與困境。《小小分身遊淡水區》結合新興科技，現場即時將觀眾頭像合成虛擬角色，讓
觀眾化身十九世紀人物角色，穿越時空重回清法戰爭時期的充滿國際氛圍的淡水小鎮，
體驗過去的人文風情。

四、滬尾之役軍史館
滬尾礮臺是臺灣巡撫劉銘傳在清法戰爭結束後，於 1886 年為加強臺灣防務而新造之十
座西式礮臺之一，內臺門入口上方並留有劉銘傳所提「北門鎖鑰」橫額；滬尾礮臺雖未曾參
與清法戰爭滬尾之役，但可知其為北臺重要軍事防禦位置，因未曾參與戰事而保存完好。
展覽內容以結合現代多媒體數位科技，利用沉浸式之影像投射與環境聲音的多元感官
刺激，將滬尾礮臺兵房空間分為四大展區，分別以《清法戰爭》、《滬尾之役》、《清法

滬尾之役軍史館 -《滬尾之役》展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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滬尾之役軍史館 -《清法戰爭的船艦、兵器、火礮
及兵員》展區

滬尾之役軍史館 -《清法戰爭》展區

戰爭的船艦、火礮與兵員》與《滬尾礮臺的興築》為主題，
結合古蹟場域及歷史故事，以投影與多媒體重演層疊的歷史
記憶，虛實整合，再現 1884 年的烽火歷史情境，重現軍事
戰備部署，述說礮臺的興築與歷史演變，呈現臺灣在這場戰
役後的重大轉變。
另輔以規劃兩組互動遊戲，包括《Q&A 體感互動遊戲》
讓觀眾以體感挑戰清法戰爭知識小問答、《砲臺防衛搖桿互
動體驗》觀眾能選擇不同射程的大砲，藉由搖桿操控大砲的

滬尾之役軍史館 -《砲臺防衛搖桿互動體驗》

射擊角度，攻擊敵人船艦，並規劃《戰役放映室》及《兵器
放映室》等展演空間。展覽導入高規格的 6K 投影，搭配沉
浸式的聲光效果，完美結合古蹟與新科技，讓觀眾體驗戰爭
的氛圍，打破一般大眾對古蹟的既有框架，寓教於樂。
而在滬尾礮臺中還有另一個重要計畫，就是復刻 7 公尺
的《1:1 阿姆斯脫朗 8 吋模型礮》。劉銘傳於 1889 年將四
門阿姆斯脫朗大礮安裝在滬尾礮臺，但至日治時期遭拆除。
為了能讓觀眾體驗阿姆斯脫朗礮的臨場感，選擇擁有絕佳視

滬尾之役軍史館 -《Q&A 體感互動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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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之北砲座復刻重現 1:1 模型砲，儲彈孔也復刻

空再繪

多個砲彈，重現當時的樣貌；另於西北砲座規劃
《AR 擴增實境》，提供觀眾與清軍合影的機會。
讓觀眾不僅能夠看見阿姆斯脫朗 8 吋礮及砲彈的

Reinterpretation of time and space

真實樣貌，也能與清兵合影並體驗大砲發射的威
力。

五、滬尾之役洋人生活館
英國於 1867 年與清朝簽訂「紅毛城永久租

滬尾之役軍史館 -《阿姆斯脫朗 8 吋模型礮》

約」，將紅毛城作為領事館使用，1891 年在紅毛城的東側建立了一棟兩層的英國領事官
邸，紅毛城成為當時各國人士交流的場域，洋人生活館以淡水紅毛城、英國領事官邸為基
地，展覽以英國領事的視角，觀察滬尾之役中，同樣深受影響的淡水異國住民生活，讓觀
眾能夠從建築特色到領事業務、衣飾、飲食和茶文化，回到百年前英國領事在淡水的生活
情境。
領事官邸一樓介紹歷任英國領事在淡水的工作與生活、維多利亞時代的飲食、服飾風
格及衣著特色、英國領事官邸建築風格與細節等。同時也在領事官邸一、二樓進行英國

滬尾之役洋人生活館 - 入口主視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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滬尾之役洋人生活館 - 主臥房復舊

滬尾之役洋人生活館 - 兒童房復舊

滬尾之役洋人生活館 - 客房復舊

滬尾之役洋人生活館 - 浴室復舊

十九世紀的復舊佈置，展出許多當時復舊家具，呈現領事的臥房、兒童房等空間，與僕役
臥室及廚房等。
另外也在紅毛城主堡二樓以情境復舊方式，回復領
事的辦公場域情境，呈現滬尾之役時期的領事公務生
活，並於辦公桌上設計《書信投影互動》，透過史料讓
觀眾瞭解滬尾之役臺灣被封鎖的情況。
配合五大場館的展出，同時規劃一款介紹五大展館
的摺頁，並邀請民眾收集各館舍書籤及蓋紀念鋼印，最
特別之處在於，除了結合五大展館之外，因清法戰爭期
間，劉銘傳來臺後曾向板橋林家第三代子孫林維源借貸
戰爭軍費，故更加上位於板橋的國定古蹟林本源園邸，
共同聯合行銷新北古蹟。

五大展館紀念書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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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祭與任務－滬尾 1884

Reinterpretation of time and space

撰

文 ︱陳新瑜

西元 1884 年，發生在淡水地區的清法戰爭滬尾之役是清末臺灣唯一的勝仗，也是扭
轉北臺百年歷史的重要一戰。滬尾之役鏖戰範圍涵蓋了整個淡水，因此，淡水不僅見證光
榮時刻，也遺留下歷史與文化的足跡。新北市立淡水古蹟博物館向文化部爭取了為期三年
（107-109）的「再造歷史現場專案計畫──清法戰爭滬尾之役歷史場域重現計畫」，以
滬尾之役為主題，推動一系列虛實整合策展、文化路徑、國際研討會與史詩劇、創意導覽
等活動，以「戰場就在展場外」為精神，把滬尾之役立體化、動態化，讓歷史回到人民生
活中。正如國際古蹟遺址理事會（ICOMOS）於 2011 年第 17 屆大會所發表之《巴黎宣
言》，其宣示文化資產將是區域與城市發展的動力。臺灣的文化資產保存政策，從單點搶
救提升為系統性保存，進而啟動區域型的文化資產治理，讓歷史文化成為城市空間治理的
核心，透過人的參與及對文化遺產的再利用，將文化治理融入城市發展，使文化保存與
城市發展相互融合，相互襯托。「清法戰爭滬尾之役歷史場域重現計畫」轄下的《戰祭
1884》及《任務 1884》，即是一種有意識、有計畫的創造行為，演繹歷史，為的是貼近
歷史；詮釋戰爭，為的是遠離戰爭；其以人為主體，透過藝術行動召喚集體記憶與個體意
識，凝聚淡水在地社群與文化思維，展現淡水文化的縱深與廣博，鏈結人與土地、人與城
市的依存與傳承。

滬尾 1884 ─那一道光榮的印記
淡水，又名「滬尾」。就經濟層面而言，淡水在 19 世紀是全臺最繁盛的國際貿易港，
由《臺灣通史》對滬尾曾有「繁華靡麗，冠於全臺」之評，可知彼時貿易興達、商賈雲集。
就地理環境而言，淡水位居北臺軍事地位之樞紐，是從海上進入臺北的主要通道，向來就
是兵家必爭之地，戰略地位至為險要。
1883 年 12 月，清法因越南宗主權問題爆發戰爭。翌年 10 月，法國孤拔將軍挾不敗
威勢，派遣軍艦發射千枚砲彈轟炸滬尾，孫開華將軍不僅以「決不撤離，吾今誓死於吾迅
地」之諾穩定民心，用「填石塞港」的智舉牽制法艦，當法軍於沙崙海灘登陸時，埋伏在
黃槿密林、林投荊棘的軍勇更使法軍潰不成軍，撤退敗逃。這場「滬尾之役」是清末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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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一的勝仗。
滬尾之役過後，臺灣從清國邊陲、福建附庸，一躍成為海防第一線。自此一戰，臺灣
建省，政治中心由南北移，北臺灣的現代化防務與運輸系統由此推展。此役，無疑是扭轉
北臺百年歷史的重要一役。滬尾之役所留存的，除了有形的戰場遺跡外，無形的戰爭記憶
與儀式活動亦是淡水重要的文化資產。彼時，法軍的砲擊遍布淡水城區，在地居民動員開
築城岸、興建砲臺，一起歷經流彈四射，挺身抵禦外侮侵襲，形構了共同的歷史記憶與紀
念活動，直至今日，每逢農曆 8 月 20 日，擺桌遙祭滬尾英靈，仍是沙崙和港子平一帶居
民口耳相傳的念想與記憶。

戰祭 1884 ─百年戰場，今日劇場
「大湧拍岸，是耳孔邊的聲；風搖樹林，是眼睛前的影。」2019 年 10 月 26、27 日，
全新戶外史詩劇作《戰祭 1884》在淡水滬尾砲臺公園首演，本劇係由金枝演社策畫製作，
金枝演社藝術總監王榮裕導演集結名劇作家施如芳、副導演李建常、動作導演彭偉群、舞
臺設計王孟超、大偶設計張志、音樂設計柯智豪、燈光設計車克謙、服裝設計蔡毓芬、化
妝設計洪祥瀚等知名藝術工作者傾力打造，力邀傳藝金曲獎得主許秀年、文化薪傳獎得主
雲力思、資深文史工作者蘇文魁，偕同施冬麟、李允中、高銘謙、張哲豪、葉文豪、王品
果、林純惠、曾鏵萱、陳韻旨等優秀劇場演員，並募集百名素人演員、十年全勤在地演員、
合唱團、樂團等共同展演。《戰祭 1884》不僅係一部集聚藝術家、表演工作者與淡水在

戰祭 1884 - 演出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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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祭 1884 - 十年全勤素人演員與文化部彭俊亨次長、侯友宜市長、蔡葉偉顧問合影

地居民共同呈現的史詩劇作，更是屬於淡水的在地記憶與史詩印記。
《戰祭 1884》以滬尾之役調查研究為基礎，除了清法兩軍爭戰經過外，更加著重的
是「人」。歷史是以人為本的聯結關係，誠如本劇劇情大綱所言：「彼時彼刻，風起雲
湧的不只兩軍對峙，更有浮世人物面臨大事件的抉擇。」1「臺灣烏龍茶之父」英茶商德
約翰如何因應西仔（案：法蘭西於臺閩口語發音為「西仔」）來犯？北臺灣首位受洗女
信徒──陳塔嫂如何面對文化衝突？無論是臺灣土勇、清國湘軍與淮軍，抑或法蘭西水
手，遠在異鄉，心繫故土，皆衷心冀盼光榮凱旋，與母親妻小團聚時刻。本劇導演王榮
裕曾言，「重新面對這場戰役、這段歷史，我們要做的是屬於當代的詮釋。戰爭不管何
時何地都在發生，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會有爭戰。……思考如何回到人與人、人與土地共
生的關係，反映出我們真正需要的，是關於愛、和平與包容。」2 透過場域、史料、遺跡、
文學、音樂、影像、肢體、聲音、光影之交疊形塑，顯現人與人、人與土地的互依互聯、
共生共存。以表演行動繫連文化資產，以當代觀點詮釋歷史戰役，以藝術儀式呈現集體
經驗與在地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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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詳見《戰祭 1884 活動手冊，頁 16。

2

詳見《戰祭 1884 活動手冊，頁 07。

作為首演場地的滬尾砲臺公園，乃係古
戰場遺跡。據載現今淡水「天生國小」至「沙
崙海水浴場」一帶即為清軍法軍鏖戰之地，
雙方以今「中崙圳」為對峙線，「滬尾砲臺
公園」為內岸防線佈署之一，當法軍艱困脫
離黃槿林投的荊棘密林，進入今天生國小一
帶，即遭受埋伏於砲臺公園的清軍利用地勢
衝殺血刃，終至戰敗潰逃。如前所述，《戰

戰祭 1884 - 百年戰場，今日劇場

祭 1884》取材於在地歷史事件，此外，本劇
更以古戰場遺跡作為演出場域，百年前的戰
場即是今日的劇場，透過文化景觀與藝術創
作的激盪與融合，呈現滬尾戰役的歷史面貌，
賦予戰地遺跡新的生命與意義，加之在地社
群與居民的動員與投入，以在地人演在地事，
述說在地的歷史與情懷，透過「場所精神」
（the Spirit of the Place）的發揚，活化在地
文化資產，賦予場所意義、情感與價值。

戰祭 1884 - 法軍瞭望

戰祭 1884 - 神明顯靈傳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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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務 1884 - 藉由肢體的延伸形塑語言符碼

任務 1884 ──肢體記憶，連結到歷史的曾經
「走過的路，是時間鎖上的日記。肢體記憶，連結到歷史的曾經。回到終點，便是站
在起點，走出自己便是走回自己。」（《任務 1884．Ending》口白設計）在清法戰爭滬
尾之役 135 週年之際，邀請新生代編舞家王宇光、金曲獎得主謝銘祐音樂設計、架構編劇
林煜幃、服裝設計楊妤德，並集結眾多青年舞者，進行一場全國首見的創意導覽──《任
務 1884》。正如作品簡介所言：「有沒有一種可能，這樣的肢體記憶，在時間裡不斷形
構又流逝的身體，能夠連結到歷史的曾經？有沒有一種可能，把這樣的身體思維帶入在地
文化，能夠進一步形塑出屬於這座島嶼的身體特質？」3 其摒除口語導覽之傳統，跳脫文
字與圖像的視覺框架，以舞者身體做為創作工具，藉由肢體的延伸形塑語言符碼，透過身
體語言與思維，表現屬於滬尾的歷史記憶。
《任務 1884》為全國首創的沉浸式舞蹈導覽，以山、海雙線帶領觀眾深入虛擬歷史
現場，雙線同時由觀潮廣場為起始，山線沿齊柏林飛坪、多田榮吉故居、小白宮到真理
街，海線則沿德忌利士洋行後棟、淡水分局到舊地政大樓事務所，最終雙線收束於海關碼

3

64

第 11 期

詳見《戰祭 1884 活動手冊，頁 02。

任務 1884 - 觀眾隨舞者穿梭在淡水街區

頭。其打破鏡框式舞臺之表演模式，以天地為舞臺，山海作布景，淡水街廓為渠道，臺灣
歌謠作響聲，在環境的多音交雜中，匯流「信念」、「不可測」、「根」及「死亡」等主
題，透過獨舞與群舞的身體流動，讓舞者與觀者的思緒穿梭在 1884 與 2019 之間。此番
導覽模式，以打破觀看與表演之區隔為出發，模糊表演者與觀眾的界線，讓觀者進入事件
中心，改變一元觀點與線
性 敘 事 之 呈 現 模 式， 強
化觀演之間的動力關係，
擴展表演者、觀者對於環
境場域的敏感度；演出進
行時，觀者隨著舞者遊走
在淡水街區，藉由舞蹈儀
式在虛擬與現實間流動，
於此，觀者脫離單純「接
收」與「感受」的被動角
色，在梳理演出脈絡的同
時，亦引發「共鳴」與「思
辨」。

任務 1884 - 打破鏡框式舞臺的表演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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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務 1884 - 觀眾亦是共演者

任務 1884 - 透過人的參與，轉換觀看歷史的視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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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聚在一起，擠在一起；我們黏在一起，如同一體。我們踏上異鄉的土地，像走
進自己家裡，你就是我，我就是你。」（《任務 1884．信念》口白設計）《任務 1884》
以人作為歷史的主體，透過人的參與，轉換觀看歷史的視角，以創新方式述說在地故事，
連結在地情感，促進公眾意識，重塑場域精神，連結淡水的過去、現在與未來。

結語──以人為本的文化資產
文化資產的保存與維護日趨受重視，聯合國世界教科文組織（UNESCO）於 1972 年
在巴黎召開的第十七次大會決議通過《世界文化遺產暨自然遺產保護公約》（Convention
Concerning the Protection of the World Cultural and Natural Heritage），該公約將世界
遺產區分為自然遺產、文化遺產與複合遺產，並明訂其範圍與內容，如文化遺產即被定義
為在歷史、藝術及學術上具有顯著普遍價值之人類遺跡，包含了歷史場所（Sites）、建築
群（Group of building）、紀念物（Monuments）等；於此首度開啟了以場所概念作為文
化資產的探討對象。此外，國際古蹟遺址理事會（ICOMOS）於 2005 年第 15 屆大會發
表《西安宣言》，強調文化遺產的保存應以區域環境作為整體考量，認為場所（Settings）
相對於文化紀念物、歷史場所、傳統價值與衍生意義等具有重大聯結；而文化遺產之重要
性與獨特性於其在社會、精神、歷史、藝術、審美等文化層面存在之價值，及其與背景環
境所產生的重要聯繫。2017 年第 19 屆大會所發表的《德里宣言》則認為文化遺產的表現
形式是一種更加以人為本的模式。2019 年 11 月舉辦的第 8 屆「無界論壇」暨第 4 屆「社
會力量參與文物保護利用論壇」，Australia ICOMOS 秘書長 Peter Phillips 提出「遺產保
護與利用要重視社區公眾參與」之說，其強調重視社區公眾的參與，促進公眾的意識，讓
公眾參與文化遺產的保護並予以支持。
易而言之，文化資產的保存與維護已不再僅限於「物化」、「單點化」及「菁英化」
的搶救與封存，而係提升為系統性、區域型的文化資產治理，讓歷史文化成為城市空間
治理的核心，將文化遺產建築本體之外的土地、環境、產業、信仰、習俗、歷史、傳說與
宗教、藝術等，一併納入思考範疇，建構更為全面的保存觀念。其核心思想即是「以人為
本」，以人作為歷史的主體，正如「清法戰爭滬尾之役歷史場域重現計畫」轄下的《戰祭
1884》及《任務 1884》即為一場文化公民運動，以歷史場域結合表演藝術，透過地方社
群與公眾參與，加強文化空間治理，復育文化生態，讓歷史與文化重回人民生活，重建人
與土地的關係、人與人的連結，讓文化資產與當代共生、共存、共融，以文化傳承之思維，
凝聚在地社群集體文化意識，鏈結人與文化資產的依存關係。

第 11 期

67

滬尾的時空再繪—
裝置藝術與文化路徑

時
空再繪
Reinterpretation of time and space

撰

文 ︱王筠喬

1884 年清法戰爭滬尾之役，是清廷在臺灣的唯一勝仗，今年適逢滬尾戰役 135 週年，
古蹟博物館以 1884 滬尾─清法戰爭滬尾之役計畫，將「文化路徑」之概念，透過紀念碑、
導覽解說牌的設置，以及清軍和法軍的文化路徑導覽，帶領民眾認識滬尾之役。另外，沿
著淡水河金色海岸，到達觀潮藝術廣場，白天是獨特的藝術作品，晚上則是採用「光雕技
術」、「斜投影技術」、「手機互動串流技術」等科技技術，不論是裝置藝術與文化路徑
的設置，皆讓歷史、藝術與科技相互結合，再現滬尾的時空，一窺滬尾之役原貌。

清法戰役裝置藝術
臺灣藝術自 1960 年代開始便出現類似裝置藝術（installation art），裝置藝術是一種
藝術創作的手法，主要針對某一特定的空間或環境進行各種可能的設置、 擺設或作為 ；
同時，歐美則興起了以數位媒體等新科技做為創作素材，通常裝置藝術透過重新組合，讓
設置裝置藝術作品於淡水觀潮藝術廣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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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清法戰爭滬尾戰役為主軸的裝置藝術，題名為「清法戰役 • 滬尾時空再繪」

其產生本身功能以外的意義，它是當代藝術創作方式之一，以具象的實體融合抽象直覺的
創作理念，提供創作者自由運用融合媒材與環境意象的表現載體。然而，當藝術創作者進
入具有傳統文化脈絡的環境空間，創作者透過裝置藝術的當代藝術語彙詮釋傳統文化，其
中的「互動性」即為一項重要的特質，因此，時至今日，裝置藝術已經成為視覺藝術中最
為常見的藝術形式。
發生在淡水，清末唯一勝利的戰爭─滬尾戰役，也是一場改變臺灣歷史命運的重要戰
役。於是，新北市立淡水古蹟博物館（以下簡稱淡古館）設置裝置藝術作品於淡水觀潮藝
術廣場，題名為「清法戰役 • 滬尾時空再繪」，主要是以清法戰爭滬尾戰役為主軸，以
多元形式再現古戰場情境，期望採用該時期船舶或相關元素圖像造型進行設計轉化，並製
作可供民眾互動體驗、拍照留念之藝術裝置，藉此讓民眾瞭解淡水地區重要歷史經驗、強
化歷史認識，以及再連結詮釋當地的傳統文化脈絡與認同。

滬尾時空再繪
藝術是社會的鏡子，反映出當今社會的時代脈絡 。在數位時代的今日，藝術創作也
與科技緊密的相扣著，許多藝術家也開始以電腦等數位工具進行創作，藉由藝術創作來反
應他們對數位世代的觀點 。此裝置藝術作品「清法戰役 • 滬尾時空再繪」，主要是將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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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戰爭中，滬尾之役相關的場景

空再繪

及雙方主要將領為發想，並利用
三角柱體的陣型排列將整個畫面
做錯位式拆解的呈現；而三角柱

Reinterpretation of time and space

中主視覺的部分，主要用鋼雕剪
紙效果顯現，並且在後方玻璃內
置投影幕，可以在鋼雕的鏤空部
份做小區塊動畫的表現，並且設
計成互動體驗，民眾可以藉由行
動裝置連線後，在投影幕上填色

藝術創作以行動裝置與民眾互動說明板

及嵌入物件來創作。
數位藝術有如科技藝術、新媒體藝術、互動藝術……等，是科技與藝術的結合逐漸激
盪出當代藝術的新寵，它不僅運用科技媒材來創作，也充分展現科技的某些特性，第二面
的部份是用整面的玻璃內置投影幕，並利用三座角柱組合而形成一個介紹此戰役相關內容
的動畫。最後一面則以蝕刻方式繪製此戰役的相關地圖及文字介紹。讓三個角柱形成三個
觀賞面，具體呈現出滬尾之役的歷史介紹及互動體驗，也讓民眾透過此裝置作品認識淡水
在地的戰役，並試圖探討其互動語言以及作品，與觀眾互動所創造出的新關係與新美學。

以鋼雕剪紙效果做出區塊動畫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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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首創最炫的光雕技術、手機互動串流整合呈現

最炫的「光雕技術」
設置於淡水中正路老街末
端觀潮藝術廣場的裝置藝術品
「清法戰役 • 滬尾時空再繪」，
採用全國首創最炫的「光雕技
術」、最流行的「手機互動串
流」，以及高科技的「斜投影
技術」整合呈現 ，透過民眾參
與互動體驗，讓民眾變身成一日
光雕藝術家。同時，也是從藝

與民眾參與互動體驗情形

術作品的詮釋、藝術的互動觀
念與媒介互動的裝置藝術。表現裝置藝術特色強調歷史環境，在歷史文化脈絡中融入環境
景觀，再者，裝置藝術創作與生態共同存在且是相互依存的。因此，在淡水觀潮藝術廣場
設置的裝置藝術，除清法戰爭滬尾之役文化主題呈現外，民眾也可以欣賞裝置的藝術美。

「文化路徑」文化保存趨勢
近年文化部「文化路徑」逐漸成為各國文化保存重視之趨勢，淡水擁有豐富的人文、
歷史、生態、產業等文化資源，是文化路徑深度探訪的重要題材。淡古館結合再造歷史計
畫將清法戰爭滬尾之役，邀請社區營造、地方耆者及文史社團等共同參與，打造屬於淡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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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法戰爭滬尾之役的文化路徑，主要以 1884 年清法戰爭滬尾之役，是清廷在臺灣的唯一

空再繪

勝仗，今年適逢滬尾戰役 135 週年，以紀念該戰役的勝利，於今年 10 月起至 2020 年底
舉辦系列活動外，並以清軍和法軍的「文化路徑」導覽，以導視系統及紀念碑方式設置，
帶領民眾認識滬尾之役。

Reinterpretation of time and space

文化路徑是歐洲最盛行的旅遊模式，歐洲理事會（Council of Europe）自 1987 年開始
選出文化路徑，目前已有 33 條文化路徑，如：「西班牙朝聖之路」、「維京之路」、「猶
太傳統之路」、「橄欖樹之路」等，其中「西班牙朝聖之路」在 1993 年被聯合國教科文
組織指定為文化遺產。文化部長鄭麗君表示「文化路徑」已是國際趨勢，也能帶動地方觀
光，未來預定和觀光局、地方政府合作，由下而上提案，選出臺灣具文化特色的觀光路徑 5。

滬尾「文化路徑」
清法戰爭起自清法雙方北圻（越南北部）權益之爭，法國欲佔領臺灣北部逼清廷退讓，
出兵攻打基隆和滬尾（淡水）。基隆被法軍攻陷，所幸清軍守住淡水河口，才沒讓法艦直
入臺北府城，戰爭自 1884 年 8 月迄 1885 年 6 月法軍撤兵之重要歷史經驗 。淡古館經普
查清法戰爭滬尾之役重要發生之處，以「文化路徑」之概念，透過紀念碑及導覽解說牌的
設置，串聯程氏古厝、望高樓遺址、金目港仔濕地、瓦店埤遺址、白砲臺遺址、水雷營遺
址、得忌利士洋行、滬尾偕醫館、北港塘渡遺址、法軍登陸及撤退地、阻絕線、外城岸等
處將規劃相關場域之導視系統 25 處，目前已完成 12 處 ，每個地點都有設立導視系統解
說牌，及使用手機掃描 QRcode，民眾立即可以了解淡水地區現址清法戰爭的重要史實。
另外，紀念碑設置於滬尾砲臺公園，以紀念 1884 年秋天發生在滬尾的一場戰役，此

清法戰爭滬尾之役文化路徑規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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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雷營遺址」導覽解說牌的設置

「北港塘渡」導覽解說牌的設置

役由提督孫開華率領清軍擊退入侵的法
軍，謹以碑文追悼在此戰役中為國捐軀
的清、法官兵，願他們的英魂得到安
息，以後不再有戰事，並以紀念碑象徵
和平的意涵。因此，經由 QRcode 科技
互動方式，讓來淡水遊玩的遊客得以透
過手機或行動裝置，跟隨著清法戰爭滬
尾之役的文化路徑，深入各區域的背景
故事。

「文化路徑」巡禮

「紀念碑」設置於滬尾砲臺公園，以和平為象徵意涵

淡古館規劃清法戰爭滬尾之役戰場的「文化路徑」巡禮，首先從滬尾礮臺《軍史館》
出發，以多元形式再現古戰場情境，將史實資料以沉浸式方式直接投影在兵房牆面上，讓
觀者猶如穿梭在歷史時空之中，身歷其境地走讀，另有互動遊戲《礮臺防衛搖桿互動體
驗》、《Q&A 體感互動遊戲》，並搭配《滬尾礮臺模型》、《法軍船艦模型》、《滬尾
之役戰役路線》等以不同視角展現文化資產的意義與價值。再來到水雷營舊址，其分為內、
外城岸遺蹟，內城岸遺蹟為現今的高爾夫球場，如今僅存外城岸四段較為完整，分別為「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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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宮段」、「沙崙停車場段」、「百姓公段」、「後備學校段」。當年法軍攻打的第一目

空再繪

標是水雷營，目的是佔領水雷營爆破水雷再清除淡水河口，好讓軍艦進入淡水河；清軍則
填石沉船塞港並鋪設水雷 10 枚，形成雙重封鎖線。水雷營的守衛是滬尾之役成功的關鍵，
清軍順利保住水雷營，同時讓這場戰爭得已快速結束。

Reinterpretation of time and space

接下來到達程氏古厝，這是一座是典型的三合院農舍，當時清軍駐兵於此，運用戰術
圍剿法軍致勝之地，透過古今地圖的對照說明，讓學員了解法軍路線和清軍作戰方式。再
者為金目港仔溼地、瓦店埤、白砲臺，位於現今天生國小旁的濕地至中正路一段中間路段，
是清、法兩軍交戰地點，瓦店埤更是雙方攻擊最為猛烈，死傷慘烈之處；白砲臺是清軍用
石頭封港，導致法軍無法上岸的地點，當年清軍只有這 2 座砲臺，緊急新建 3 座大砲做為
補強。
下一站是沙崙海水浴場，此處是法軍登陸及撤退的
地點；沙崙港口是沙灘，不適合船隻靠岸，法軍 600 人
從軍艦換登小艇上岸 ，清軍運用地形優勢和海岸邊茂密
林投樹林屏障發動攻擊，打亂法軍攻勢，法軍敗陣逃回
船上，為此戰役勝利搶先得手。然後帶著清軍勝利榮光
餘韻，眾人接著來到望高樓，此處曾經是臺灣最古老的
燈塔，也是第一座民營燈塔。當年法軍試圖登陸，受到
清軍攻擊後，法軍的信號兵奮力登上這座燈塔，發出撤
退的訊號，此登高望遠可以看到遠方漁船的燈塔。最後，
張建隆老師為民眾解說礮臺《軍史館》

到達海關碼頭參觀「1884 清法戰爭滬尾之役」影像館和
體驗館的展覽，透過現場互動式展示，讓觀眾輕鬆地浸
入歷史情境，相信如此滬尾之役巡禮，將對淡水的歷史
有著更充分的了解，這場結合科技，充滿歷史知識的人
文之旅，期待可以建立與這塊土地更深刻的連結。
清 法 戰 爭 滬 尾 之 役「 文 化 路 徑 」（cultural route
或 cultural itinerary）之規劃，在學者傅朝卿教授的論
述中，指出「文化路徑」一詞指一種文化活動發生過
程中行經之處與周邊環境，並證明是一種人類互動了
解非常特別的架構，也是歷史多元化的詮釋。換句話
說文化路徑是根基於人口移動、接觸、對話， 並且在

滬尾之役清軍駐兵於此的程氏古厝現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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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時空下文化交流，強調文化路徑必須有空間特色

法軍登陸及撤退的地點的沙崙海水浴場

民眾參觀海關碼頭影像館情景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時 間 特 色（temporal characteristics）、 文 化 特 色（cultural
characteristics）及角色或原因（role or purpose）等四項特色 。總而言之，淡古館以此文化
路徑的思維，把文化、歷史、藝術、族群及各種文化的內涵整合，經由科技 APP 互動方式，
讓民眾可以透過手機或行動電腦等裝置，跟隨著清法戰爭滬尾之役的文化路徑，自由規劃自
主導覽的行程，深入介紹各區域背景故事，進一步認識淡水豐富的歷史意涵。

1. 陶德著、陳政三譯（2002）。《北臺封鎖記 - 茶商陶德筆下的清法戰爭》，臺北市：原民文化事業。
2. 周宗賢主編（1998）。《淡水學學術研討會－過去．現在．未來論文集》。淡江大學歷史系主辦、國史館印行。
3. 溫振華、戴寶村 (1998)。《淡水河流域變遷史》。臺北縣立文化中心。
4. 新北市立淡水古蹟博物館，計畫主持人黃繁光（2015）。《淡水第一期口述歷史研究調查案結案成果報告書》，新北市立淡水
古蹟博物館印行。
5. 張譽騰（2011）。《博物館的品牌意識》， 聯合報 2011/01/28 刊載。
6. 文化部網頁 https://www.moc.gov.tw/ 查詢日 2019/11/04
7. 新北市政府文化局網頁 https://www.culture.ntpc.gov.tw/ 查詢日 2019/11/04
8. 新北市立淡水古蹟博物館 https://www.tshs.ntpc.gov.tw/ 查詢日 2019/1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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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水人事物的多元結合
－專訪張建隆老師

在
地人文
Local Culture

採訪整理 ︱鮑孟德、吳羿嫻
圖片提供 ︱新北市立淡水古蹟博物館

一般我們要了解一個地方的歷史，通常是透過
「地方志」的記載去探索，但「地方志」有時常常
記載的比較少且不完整，使得民眾較難全面性地了
解。但是淡水的清法滬尾之役，張建隆老師認為：
滬尾之役「屬於當時的國際大事，其留下的史料相
對完整的多，能夠讓我們透過史料去認識整體事件
原貌」。
因為是淡水在地的地方事件，張老師認為這件
歷史更能喚起淡水民眾的情感，加上一些耆老的口
述以及淡水古蹟博物館的規劃，讓整段歷史呈現更
加豐富，使民眾可以對當時的狀況有更深一層的體會，並且與現在有所連結，不會有斷裂
的現象，讓即使是年輕族群也能對這段歷史有所了解，而不會有一種「人雖然在淡水但是
淡水歷史卻距離很遙遠」的感受。

古代清軍法軍，現代文化路徑
為了讓遊客能更了解清法滬尾之役的相關點位，這次特別規劃清軍與法軍不同的文化
路徑。清軍線主要是在講述清軍如何防守，張老師介紹說：「淡水高爾夫球場附近是古代
清軍的防守據點，但現在只留下一小部份，建立了滬尾礮臺公園，去到那可以了解當時清
軍是如何防守」。
而法軍線主要是講述其如何進攻，沙崙海水浴場是當年戰爭一個很重要的地方，它是
法軍的登陸及撤退點，這兩條路線最重要的地點則是在天生國小大門旁的「金目港仔濕
地」，這個地點是兩軍交戰地方，是目前唯一尚未被高樓大廈覆蓋的古戰場，也因為兩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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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化路徑有所重疊，所以老師建議大家事先查好地點：「可以的話，騎著腳踏車一一把
這些地點都走過，每個地點都有設立導式系統解說牌，大家可以掃上面的 QRcode，就能
更詳細的了解每個地點的故事，也對整個滬尾戰役能有更深的認識」。

法軍登陸之地，古戰場遺跡
在這次設立的所有地點中，老師最推薦大家去的地方就是沙崙海水浴場那的海灘，此
處是法軍登陸和撤退之地，若有機會能夠在遺址短暫駐留，便能想像當時法軍來勢洶洶的
氣魄，再加上在海水浴場附近的黃槿樹林，更能實地了解當時因為這些樹林擋住法軍的前
進路線，使得他們佈兵陣型造成混亂的種種脈絡。另外，滬尾礮臺公園不但視野開闊，還
可以遠眺以上所提及的古戰場，讓人有親臨現場之感，這些都是「親身感受歷史」的珍貴
機會。
不過也很可惜的是，目前在古戰場周遭已經有許多建設，站在文史工作的立場來說，
老師當然是希望可以儘量保留古戰場附近土地「金目港濕地」，留下目前唯一得以再現古
戰場之處，增加地方對滬尾之役的歷史連結。

人文與科技，歷史的演進
此次的「清法戰爭滬尾之役文化路徑」還有一個特點是將科技互動和實體做結合，老
師十分讚賞這個概念地嘗試，但老師也提到：「當科技結合了人文，除了能帶給大家新奇
感外更重要的是要能觸動人心，也因此人文就佔了很重要的一部分，要如何讓遊客在了解
歷史的同時感動他們就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而對於人文涵養，老師則認為要從小朋友開始培養，因此要如何讓小朋友產生興趣會
是將來很重要的目標，張老師說：「所以我們要重視歷史遺跡，使後代有機會可以看到古
時候發生的事情也是很重要的一環。其實從臺灣史可以連接到世界史，臺灣其實是一個非
常開闊的綜合小島，是可以與世界連結的，我們應該都要擁有更開闊的眼界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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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水在地文化深耕與傳承
－專訪蔡葉偉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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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訪整理 ︱鮑孟德、吳羿嫻
圖片提供 ︱新北市立淡水古蹟博物館

蔡博士首先針對今年淡水的種種活動
表達贊同，認為這次配合文化部的專案，
可說是這 10 幾年來針對「清法滬尾戰爭」
做過最有力的推廣，且因為這次的計劃完
善，整體活動的規劃相當完整，例如：有
復刻的礮臺能夠增加大家對當時戰爭的真
實感；也有清法兩軍當時走過的路線形成
的文化路徑，只要給遊客導覽地圖他們就
可以自己去體會當時兩軍走過的路線，彷
彿身歷其境般的到達第一現場；也有許多
相關場館的設立，讓不管大朋友或小朋友
都可以一邊參觀一邊學習。
若說到有什麼改進之處，博士則認為：「因為當時戰爭後很多戰士都屍骨無存，可以
的話也能立個碑讓當年這些戰死的戰士們得到一些安慰，並且我也希望古蹟博物館可以透
過各個專家教授、歷史學者等人，收集更多的史料，從不同的角度去看這場滬尾之役，讓
這場清法滬尾之役能更有明確的歷史定位，而不是流於傳說，過去有『淡水學』，期望以
後能有『清法戰爭學』」，博士在言談之中透露著自己的期許，希望這次規畫完善的活動
只是個開始，而不是一個結尾。

屬於淡水人的榮耀
關於淡水，博士總有著大大小小的事情可以分享，博士回憶起當初在擔任鎮長時，社
區總體營造才剛開始發展，透過公所鼓勵各社區發展協會參與社區營造，由下而上鼓勵地
方居民關心並參與自己地方上的大小事，而這次清法戰爭的活動就是以「社區總體營造」

80

第 11 期

這個概念去發展，讓居民透過社區組織去帶動、關心，最終形成一個「自己人說自己故事」
的情況。而在西仔反傳說這齣劇中很多擔任演員的都是當地的居民，他們都是素人演員，
透過親自參與戲劇演出，能夠了解在地歷史，也能在參與後得到光榮感及驕傲感，進而對
淡水產生向心力與歸屬感。博士也在訪談中提到：「一個沒有活動的城市是沒有活力的，
所以舉辦活動，讓市民積極參與正是一個正向的發展」。
但博士也直言，隨著新北市各區的文化發展日漸蓬勃，每一個區域所分配到的補助也
很有限，博士希望之後能有企業站出來成立基金會或民間組織，讓整體淡水的文化推動可
以持續，更讓古蹟博物館在地深耕，並讓這場滬尾之役（清朝對外的唯一勝仗）的榮耀也
歸於新北，期許這份驕傲跟光榮可以永續下去。

文化推廣，在地深耕
至於由歷史、文化所引伸出來的文化教育，博士則有其獨到的經驗：「教育是每一個
階段都很重要，政府可以透過教育、文化教化民眾，像是天生國小就曾做了跟清法戰爭有
關的書籍，透過將在地故事融合成鄉土教學，這樣的鄉土就可以跟學校的課程融為一體，
不管哪個階段的小朋友都會學習到，也讓所有當地的人都能認識家鄉，認識鄉土」。
至於如何讓在地文化被大家知道，博士認為最好的方法就是「講故事」，一個好的行
政工作者要會推動文化就要學會如何講故事，不只要會推動政策，也要學著如何培養團
隊，博士說：「現階段也可以試著去推動一區一特色，發展各區特色也會變成一個重要的
課題，推動者也要更用心的去了解整個新北市，讓整個新北市更吸引人，也能讓小朋友更
了解自己身在這塊土地的美好」。

永續的文化，歷史的傳承
最後，博士認為傳承這部分應該是要永續的，不應該受任何階段性跟時間上的限制，
淡水目前有整個新北市最多的古蹟，以淡水這個區域而言，永續發展其實就是在地發展，
一些屬於在地的小細節都需要去理解，如此才可以達到傳承的目的。對於這次所設立的五
大場館博士也給予了高度的評價，也希望場館能夠永續留存，能將這些歷史場景留著，讓
更多外地來的遊客來到淡水就能看到淡水的歷史軌跡，能夠對這個城市的文化有多一分的
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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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法戰爭滬尾之役 135 周年
國際研討會後記 ( 民眾迴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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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訪整理 ︱莎韻．嘎入（清法戰爭滬尾之役 135 周年國際研討會工作小組）

「清法戰爭滬尾之役 135 周年國際研討會」於 2019 年
10 月 25-27 日於真理大學舉辦，邀請到 20 餘位知名教授，
從歷史、考古、建築、民俗以及國際觀點等不同視野，分
別講述針對清法戰爭為主題的近年研究成果，實屬難得，
讓與會學員直呼獲益匪淺。在研討會過程中，獲得民眾熱烈
迴響，座談中也有許多民眾提出問題，與專家學者共同探討這
場戰役，共同緬懷當年可歌可泣的戰史。

白尚德老師發問

開幕式貴賓合影

陳副市長簽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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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崑振老師主持

許雪姬老師主持

廖仁義老師主持

李其霖老師主持

戴寶村老師主持

白尚德老師演說

石光生老師演說

吳政庭老師演說

李侑儒老師演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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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國棟老師演說

賀安娟老師演說

劉益昌老師演說

戴寶村老師演說

八百谷晃義老師演說

周星林老師演說

研討會有相當多小故事值得記錄，例
如在報名期間，不少民眾完成網路報名手
續後，猶不放心的數次電話詢問，確定已
成功的完成報名，才放下心來，滿懷雀躍
心情迎接活動到來。其中有一位 60 多歲的
王先生不熟悉電腦介面報名，淡水古蹟博
物館貼心的為他完成網路程序，他也特別
表達感謝之意，王先生表示，學生時期的
歷史教科書並未多著墨滬尾戰役，他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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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會承老師演說

孫培厚老師演說

陳思宇、楊智傑老師演說

綜合座談

第 1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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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討會活動的相關資訊後，才知道原來這段歷史打開臺灣寶島推動現代化之鑰，讓他更感

地人文

興趣一定要參加此次研討會。
另一組民眾，是一起參加活動的夫妻檔，張先生在網路上看到這次的研討會活動，由
於喜歡淡水，任何與淡水相關的事物都有興趣，特地前來參加。張先生表示，夫妻倆一起

Local Culture

來參加非常開心，希望可以透過研討會，認識淡水更深刻更真實的歷史。張先生夫妻一連
參加三天活動，對於淡水古蹟博物館辦理這樣有意義的活動相當感動，私下說年紀大了，
變得喜歡懷舊也想了解腳下的這片土地，所以老人家可以來這裡聽這麼專業的演講，拓展
眼界真的很棒。
在研討會上，台上的講師使出渾身解數進行專業演說，台下的民眾也聚精會神仔細聆
聽。學員陳小姐說，每位老師講的議題都很特別非常有趣，深度廣度都有，是過去在教室
的課本中，從來沒有出現也不知道的故事。她印象最深刻的是從中國大陸來的周星林老
師，講到以前孫家與板橋林家的關係，剛好我們也知道板橋林家的故事，所以聽起來感覺
像聽鄰居的故事，非常特別。此外，陳小姐表示，李其霖老師講的故事讓她印象很深刻，
如果有機會一定要好好請教他的研究領域。陳小姐認為，這一次觀眾問的問題都相當有水
準，很多都是研究相關歷史的人，連問問題的人也可以回答前一個人的問題，相當具有專
業水準，整場研討會不論是講師或是參與的民眾，真的都很厲害，也讓整個研討會的感覺
是非常凝聚的。
陳小姐說的是由淡水古蹟博物館志工所提出的問題，志工詢問的是，當時孫開華將軍
鑿船沉石時，對於淡水河的水流及方向，乃至於後代居民捕魚的影響，由於沒看到有科學
研究作為基礎，所以提出此問題。接著發問的學員表示自
己對這問題剛好有研究，所以形成學員為學員進行講解的
情況，相當有趣，也證明與會學員個個身懷專業涵養，整

廖文卿前館長提問

學員提問
學員提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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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法戰爭扮裝活動「穿越時空的旅人－ 1884 清法突襲」與民眾合影

體研討會人員的水準極高。不僅是學
員專業，每位不同領域的專家學者，
於研討會座談中也都各自提出問題，
與台上的講師們進行討論式的直球對
決交流。包括白尚德老師、張建隆老
師、廖文卿前館長等，都提出相當深
入的問題，與台上講師對話，讓來自
各個國家的專家學者們，在舞台上下
進行一場另類的國際交流。

文化路徑導覽

有位年紀較大的學員王小姐，特別分享這次的研討會心得，她說整場研討會的工作人
員都很熱心，很用心的籌備活動，不論是報到簽名、上下樓梯、進出場動線引導等，都是
充滿笑容很熱情，雖然老人家上下樓梯比較吃力，速度比較緩慢，但工作人員很有耐心的
進行引導，就這樣的陪我們度過三天的會議，真的非常謝謝他們，在研討會中也獲得極為
豐富的知識成長，也請淡水古蹟博物館，往後一定要一直舉辦下去，她也一定會來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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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立淡水古蹟博物館 108 年大事紀
日期

Ev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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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紀要

單位

01.01

「Be A Dreamer ！」海關碼頭休憩空間開放 (01.01-08.20)

展示教育組

01.04

陳持平與劉立業老師視覺藝術聯合展覽 (01.04-03.03)

展示教育組

01.10

「紅毛城火災監視系統與警示通訊平台建置」工程開工

行政組

01.12

紅毛城及淡水藝術工坊榮獲新北市 107 年度公廁金質獎表揚

行政組

01.16

「愛心滿紅城」文化體驗活動 1 月辦理 2 場、共 53 人參加

營運行銷組

01.26

「∼∼∼：整船，過河，漫波漫波」特展 (01.26-05.12)

展示教育組

01.26

「金豬送喜來淡古」108 年新春系列活動 (01.26-02.09)

展示教育組

01.31

全國首創文化資產檢定制度「2019 新北文資小達人一級檢定」
共 201 人參加。

展示教育組

02.24

「愛心滿紅城」文化體驗活動 2 月辦理 1 場、共 25 人參加

營運行銷組

03.07

「紅毛城火災監視系統與警示通訊平台建置」工程竣工

03.07

「愛心滿紅城」文化體驗活動 3 月辦理 3 場、共 51 人參加
(03.07、03.13、03.14)

營運行銷組

03.08

第二回 #4C 展臺灣場－臺日四人聯合畫展 (03.08-05.05)

展示教育組

03.15

「早安博物館」文化體驗活動 3 月辦理 2 場、共 66 人參加
(03.15、03.21)

營運行銷組

03.20

外交部歐盟官員參訪，認識紅毛城及週遭建築群的核心歷史價值晉
升世界文化遺產之潛力。

營運行銷組

03.23

多田榮吉故居－茶會體驗活動，邀請日本茶道裏千家流茶人臧雪屏
( 宗雪 ) 老師

展示教育組

04.04

清法戰爭古蹟走踏小旅行，邀親子深入古老的軍事重地滬尾礮臺，
發掘砲座、甬道的秘密，並親手完成紙大砲。

展示教育組

04.04

「遊」樂園－古蹟浴衣著裝體驗 (04.04-04.07)

展示教育組

04.09

「早安博物館」文化體驗活動 4 月辦理 1 場、共 24 人參加

營運行銷組

04.19

細水長流 Stay Still －林恩崙個展 (04.19-05.07)

展示教育組

04.19

108 年「大道公千秋祭典」體驗活動

展示教育組

04.20

「愛心滿紅城」文化體驗活動 4 月辦理 3 場、共 82 人參加
(04.20、04.24、04.27)

營運行銷組

行政組

日期

大事紀要

單位

04.23

美國在台協會偕同美國農產 CEO 貴賓共 3 人參訪，由本館英文導
覽員解說。

營運行銷組

04.24

新加坡國家文物局副局長陳子宇先生、晚晴園－孫中山南洋紀念館
副館長葉璞女士等 4 人參訪與交流會談

營運行銷組

05.04

定格滬尾－淡水時代攝影展 (05.04-09.05)

展示教育組

05.06

108 年上半年度自衛消防編組演練，共 65 人參加。

05.08

「早安博物館」文化體驗活動 5 月辦理 1 場、共 15 人參加

05.10

「淡水日本警官宿舍修復及再利用工程」工程竣工

05.11

108 年新北畢業祭「國立臺北藝術大學美術學系曾奕潔
業雙個展」(05.11-06.14)

05.15

2019 年淡江高中美術班第 25 屆班展－藝廿 E NIEN(05.15-06.27)

展示教育組

05.17

「愛心滿紅城」文化體驗活動 5 月辦理 2 場、共 86 人參加 (05.17、
05.25)

營運行銷組

05.18

518 博物館日活動 (05.18-05.19)：辦理高年級實習生導覽體驗分享
會與一日小小館長親子體驗營

營運行銷組

06.01

馬偕日系列活動 (06.01-06.02)：憶馬偕路線 (6/1)，西進滬尾路線
(6/2)。

營運行銷組

06.14

「早安博物館」文化體驗活動 6 月辦理 1 場、共 24 人參加

營運行銷組

06.19

第二屆第一次博物館諮詢委員會共 9 位委員出席

研究典藏組

06.21

樂齡繪畫展－臺北灣第一期社區繪畫班聯展 (06.21-09.01)

展示教育組

06.23

外交部國際傳播司偕同外國媒體記者參訪

營運行銷組

06.28

「愛心滿紅城」文化體驗活動 6 月辦理 2 場、共 72 人參加
(06.28、06.29)

營運行銷組

07.01

2019「小小古蹟守衛兵－古蹟鐳戰體驗營」(07.01-08.16)

展示教育組

07.02

「愛心滿紅城」文化體驗活動 7 月辦理 1 場、共 40 人參加

營運行銷組

07.02

想墨揚藝－李裘迪、陳煖慧、羅志英現代水墨聯展 (07.02-08.25)

展示教育組

07.02

滬尾之役體驗館開幕 (108.07.02-109.12.31)

展示教育組

07.03

古蹟 cosplay 體驗活動－多田榮吉故居浴衣體驗 (07.03-12.31)

營運行銷組

行政組
營運行銷組
行政組
葉珈妤畢

展示教育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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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05

2019 新北市國際藝術村成果展－創意淡水「鐵媒印記－劉裕芳印染
展」(07.05-07.28)

展示教育組

07.08

完成市定古蹟「前清淡水關稅務司官邸」修復工程規劃設計案

07.20

「淡水民俗遊戲工作坊」共辦理 2 場 (07.20、08.24)

研究典藏組

07.23

「淡水百年遶境逗陣走」行動博物館模組開發完成

展示教育組

07.23

文化小達人－小小導覽員英文體驗活動 (07.26-07.27)

營運行銷組

07.31

「2019 新北市兒童藝術節－未來怪獸島」系列活動之明日博物館
「滬尾小英雄」，共 888 場、14630 人參加。(07.31-08.11)

研究典藏組

08.02

「2019 新北市兒童藝術節－未來怪獸島」系列活動之博物館體驗區
「淡古行動博物館－小小砲兵點點名」，共 144 場、4189 人參加。
(08.02-08.11)

展示教育組

08.09

2019 新北市國際藝術村成果展－三明治工「敲敲話信箱」
(08.09-09.01)

展示教育組

08.12

採購實務教育訓練課程

行政組

08.19

工程管理教育訓練課程

行政組

08.29

本館組織規程部分條文暨編制表修正案經考試院 8 月 29 日同意備
查，並溯自 4 月 1 日生效。本館設營運行銷組、展示教育組、研究
典藏組及行政組等 4 組。

人事室

09.01

外交部北美司西北州議會議員共 8 人參訪紅毛城

營運行銷組

09.01

「2019 全國古蹟日－來！新北市看古聚蹟」(09.01-09.29)

營運行銷組

09.02

108 年下半年度自衛消防編組演練，共 57 人參加。

09.04

2019 新北市國際藝術村成果展－裴靈「Song of Ascent」
(09.04-10.02)

展示教育組

09.05

「早安博物館」文化體驗活動 9 月辦理 1 場、共 20 人參加

營運行銷組

09.06

2019 新 北 市 國 際 藝 術 村 成 果 展 － 暫 時 停 止 呼 吸 － 郭 佩 奇 個 展
(09.06-09.29)

展示教育組

09.07

「愛心滿紅城」文化體驗活動 9 月辦理 1 場、共 25 人參加

營運行銷組

09.21

國際古蹟日－滬尾之役導覽 (09.21-09.22)

營運行銷組

09.27

館刊「博物 • 淡水 第 9 期」與教材「2017、2018『穿越淡水、走
讀世遺』世界遺產國中、小教材 ( 一套 4 冊，共二套 8 冊 )」榮獲
108 年度國史館臺灣文獻館佳作出版品。

研究典藏組
展示教育組

09.28

2019 年新北文資小達人二級檢定

展示教育組

09.28

清法戰爭滬尾之役文化路徑－深度文史導覽 (09.28-10-26)

營運行銷組

行政組

行政組

日期

大事紀要

單位

10.01

街廓歷史營造 (10.01-10.31)

營運行銷組

10.01

滬尾之役軍史館開幕 (108.10.01-109.12.31)

研究典藏組

10.02

2019 新北市國際藝術村成果展：從這裡到那裡－美天喜樂工作室
(10.02-10.27)

展示教育組

10.05

滬尾之役洋人生活館開幕 (108.10.05-109.12.31)

展示教育組

10.05

滬尾之役故事館開幕 (108.10.05-109.12.31)

展示教育組

10.07

1:1 阿姆斯托朗 8 吋模型砲正式亮相，以玻璃纖維（FRP）打造，
長達 700 公分。

研究典藏組

10.09

山海的傳動—原力之美：第七屆全國學生臺灣原住民海報創作競賽
成果展 (10.09-12.31)

展示教育組

10.10

淡水老街清法戰爭扮裝活動「穿越時空的旅人—1884 清法突襲」
(10.10-10-27)

研究典藏組

10.10

滬尾之役影像館開幕 (108.10.10-109.12.31)

研究典藏組

10.16

創意導覽－任務 1884(10.16-10.19)

營運行銷組

10.20

日本福井縣外賓與淡水區公所主管共 11 人，參訪滬尾礮臺清法戰
爭滬尾之役軍史主題館。

營運行銷組

10.25

清法戰爭滬尾之役 135 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共 1610 人參與。
(10.25-10.27)

研究典藏組

10.26

史詩劇－戰祭 1884 演出，約 6000 名現場觀眾參與。(10.26-10.27)

營運行銷組

11.13

「愛心滿紅城」文化體驗活動 11 月辦理 1 場、共 26 人參加

營運行銷組

11.21

「早安博物館」文化體驗活動 11 月辦理 1 場、共 21 人參加

營運行銷組

11.26

完成國定古蹟「前清英國領事官邸」修復工程規劃設計案

行政組

11.27

「淡水日本警官宿舍修復及再利用工程」因應計畫竣工查驗 ( 公共
安全及消防設施 ) 通過

行政組

11.29

日本福井縣若狹灣觀光聯盟共 13 人參訪

營運行銷組

12.05

國際博物館協會歷史建物博物館委員會 Elsa Rodrigues 主席及中華
民國博物館協會理事參訪

營運行銷組

12.12

完成「淡水紅毛城周邊公共設施機能改造與環境改善工程」規劃設
計案

行政組

12.17

歷史建築「淡水日本警官宿舍」正式開幕

展示教育組

12.20

館刊《博物．淡水》第 11 期出刊，主題為「清法戰爭滬尾之役特刊」

研究典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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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法戰爭滬尾之役特刊
透過再造歷史現場計畫
重現西仔反淡水史話
回顧 1884 的那些年那些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