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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新美學　城市新美力 
―從滬尾出發的文化美學

城市是文化的容器，文化是城市的軟實力，更是串連人們生活的連動力。今年年底，

新北市升格直轄市將屆十年，我們提出 2030 文化願景藍圖――「生活新美學，城市新美

力」，以「新美學」做為推動核心，以「區區有特色、處處有美學、人人能參與」為施政

目標，融入地方元素，結合民眾生活，透過點、線、面的串連與匯聚，打造讓民眾有感的

城市新美學。

大湧拍岸，風拂山巒，淡水位居河海水域與自然山勢的交會，具備多變且獨特的空間

佈局。歷經開港通商、政權更迭，中西文化匯聚於此，凝鍊成屬於淡水獨特的文化底蘊與

美學風情。2019 年，我們以「清法戰爭滬尾之役」為主題，結合古蹟與科技，聚焦歷史

與戰役，重現淡水在地榮光與記憶。今年，我們更進一步深化戰役主題，透過五感體驗營

造日常生活美學，如以詞曲創作、古蹟音樂會創造聽覺享受；以文化資產擬人畫冊、繪本

與桌遊、大河兒童互動展營造視覺體驗；以創意料理引發味覺與嗅覺感受；以古蹟鐳戰訓

練營與文創商品徵件活動，敲響戰爭文創序曲，帶給民眾觸覺體驗。此外，我們更掌握環

境減法、設計加法與文化乘法之美學準則，以在地文化融入設計手法，提升城市景觀美學，

例如淡海輕軌藍海線，即以「捷運站體博物館化」為核心思想，重現古戰場情境，形塑淡

水新風貌；又如街廓營造，即以九個藝術裝置重疊地景，再現歷史節點，傳達和平意涵。

新北市的文化建立在多元交流、兼容並蓄的基石上，展現在歷史、地域、族群、生活

與創作中，並承續文化與美學發展的脈絡。歷史與文化不只有一種詮釋方式，人是歷史的

主體，也是文化的載體。我們冀望透過人的參與，以歷史、情感、記憶、美學為核心，讓

文化常民化、近用化、生活化、體驗化；也希望藉由厚植在地文化、扶植多元文化及文化

資產的活化，建構文化自信，並進一步讓歷史、文化與美學成為城市空間治理的核心。

新北市政府文化局　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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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現歷史場域 
―換個角度觀看清法戰爭滬尾之役

「淡水風，淡水雲，淡水風雲咱來寫歷史。」西元 1883 年 12 月，清法因越南宗主權問題

爆發戰爭，翌年 10 月法軍以千枚砲彈轟炸滬尾，當時的軍勇及在地人民奮力抵抗，鏖戰數回，

終使法軍潰不成形而撤退，這場「滬尾之役」是清末臺灣唯一的勝仗。經此一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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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戰無疑是扭轉北臺百年歷史的重

要一役。滬尾之役，改變了淡水的地位與命運，清末的淡水不只是產業集散地、貨運出入口，更

是異國文化入臺之必經渠道。

為了重現滬尾之役歷史場域，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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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我們以「戰場就在展場」為精神，

把滬尾之役立體化、動態化，讓歷史回到人民生活中。今年，我們以五感體驗與生活新美學為核

心，透過視覺、聽覺、味覺、嗅覺與觸覺的感受，藉由設計與美學的加乘，展現滬尾之役的不同

面向。

本期《博物淡水》主題為「清法戰爭的多元想像」，跳脫傳統歷史論述的框架，利用多元視

角討論清法戰爭，以歷史學為經線，透過民俗、文學、美學、飲食、音樂等緯線，架構出全新的

清法戰爭觀點。「封面專題」邀請陳志豪、林欣宜、林信成、李其霖及李毓中等五位教授，分別

針對族群、文學、數位典藏、祭祀民俗與文物詮釋等議題進行深入探討；「博物館實務」藉由文

化資產擬人畫冊、繪本與桌遊、輕軌站體入口意象、街廓地景營造、創意料理、古蹟音樂活動及

湖南勇古蹟園等七篇文章，「人文散記」則透過專訪臺灣民謠大師陳明章及分析清法戰爭圖文創

作等，以文化、創意、美學為出發，經由不同角度與方式重新詮釋滬尾之役。

為期三年的「清法戰爭滬尾之役歷史場域重現計畫」在今年即將告一段落，新北市立淡水古

蹟博物館作為淡水文化的守護者，我們期許透過一系列的文化參與行動，深化連結土地與人們的

歷史記憶；藉由民眾的參與及積累對話，鏈結文化價值與當代思潮。更希望經由我們展現的成果，

能夠讓民眾熱愛淡水的文化，瞭解淡水的歷史，這就是我們存在的意義。

新北市立淡水古蹟博物館　館長

Preface    館長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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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mecomings Before the War
—The Development of Li 
Family and Tonganese in 
Tamsui in the Late Qing Period

戰爭前夕的返鄉
—晚清淡水李協勝家族與
同安人的發展

撰 文 ︱陳志豪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 助理教授）

淡水中寮地區的李協勝家族，係 19 世紀晚期同安籍的領導家族之一。根據李家的

族譜所載，他們在清法戰爭爆發前夕，搭乘外籍商船「海龍號」輪船返鄉祭祖。

這段返鄉之旅，反映戰爭前夕淡水的對外交通仍未受阻，同時，也正好反映淡水

地區同安籍漢人勢力的興起過程。

關鍵字：清法戰爭、滬尾之役、同安、中寮李家

The Li Xiesheng family in the Zhongliao district of Tamsui was one of the leading 
families of Tongan origins in the late nineteenth century.According to the 
genealogy of the Li family, they took the foreign merchantman named "Hailoong" 
back home to worship their ancestors before the outbreak of the Sino-French War. 
This trip reflects that the Qing empire did not prohibit external traffic in Tamsui on the 
eve of the war.* In the meantime, it also mirrors the rise of the Tonganese in Tamsui.

Keyword: Sino-French War, Tamsui Battles, Tongan, Chongliao Li Fami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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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淡水向來有「山頂」與「街仔」的劃分，意味著「淡水」其實是由河港市街與丘陵聚

落人群共同組成的區域共同體。 1但是，過去在討論19世紀晚期法軍攻打淡水的歷史時（滬

尾之役），多關注於緊鄰戰場的「街仔」聚落，忽略此時「山頂」聚落的發展。因此，本

文試圖以淡水中寮里的李協勝家族（燕樓李家）的文獻記錄為例，從「山頂」聚落的視角，

觀察戰爭前夕的淡水社會。

關於李協勝家族歷史的研究，過去有江趙展、楊玉菁、蕭進銘等學者，分別於家族、

宗教等面向進行討論，並對家族發展做出詳細的觀察與說明，皆為本文寫作的重要基礎。 
2 相對於前人的原創性研究，本文主要是利用先行研究為基礎，結合 1907 年李家的族譜與

田野調查成果，重新以 1884 年滬尾之役前夕，李協勝家族的返鄉之旅為討論中心，簡述

戰爭前夕淡水地區同安藉漢人移民的發展。

本文預期，透過以李家為中心的歷史描述，有助於大眾進一步認識 19 世紀晚期淡水

地區的族群關係，並對清法戰爭滬尾之役前夕的社會樣貌有所認識。讀者或許能在此一基

礎上，另行思考戰爭對於淡水社會的影響。

二、啟程

李協勝家族自 1751 年（乾隆 16 年）從福建同安遷徙至淡水，儘管與故鄉的族人仍保

有若干聯繫，但李家成員卻直到1884年清法戰爭滬尾之役爆發前夕，才重新踏上返鄉之旅。 
3 這多半是因為李家定居淡水的過程倍極艱辛，使得李家未有餘裕能返鄉謁祖。李家家族的

記錄中提及，先人曾云「我此一去若不賺十萬八萬絕不回鄉」。 4 想來，李家多年來未曾返

鄉的原因在於經濟問題，等到經濟不成問題後，返鄉便是可行之路 。

1883 年的春天，李協勝家族的李俯仰為家族寫下「分枝來臺重建家譜序」一文，敘

明家族渡臺後的開枝散葉與基業。5 這份譜序中，李俯仰提到家族原居馬厝巷分府（今廈

門馬巷鎮，清代為同安縣），1751 年後李鼎成始遷居來臺，先定居淡水北投仔一帶，是

1　蔡明惠、張茂桂，〈地方派系的形成與變遷：河口鎮的個案研究〉，《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77 期（1994），頁
125-156。

2　楊玉菁，〈淡水中寮李家之研究〉，（台北：國立台北教育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2012）；江趙展，〈家族與鸞堂：
以淡     討論中心〉，（台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17）；蕭進銘，〈始於分類對立，終於團結和諧：八
庄大道公輪祀起源的時代背景與族群關係分析〉，《博物淡水》9 期（2018.05），頁 8-17。

3　李俯仰撰、李月華校訂，《李協勝族譜》（台北：手抄本，1907，曾令毅提供），無頁碼。影本另收於國家圖書館，登錄號
nclfamily0025963。

4　楊玉菁，〈淡水中寮李家之研究〉，頁 40。

5　李俯仰撰、李月華校訂，《李協勝族譜》，〈分枝來臺重建家譜序〉，無頁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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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家的開台祖。落戶定居後，李家來臺第三代成員們為了承襲先人基業，於 1838 年分為

四房，並以李協勝為名，建立家族組織與產權秩序。譜序的撰寫工作，即由三房的李俯仰

執筆，並由長房的李月華負責校訂。

李俯仰完成譜序後，同年冬天他又寫下「祭田規例」一文，說明家族共有的土地產權

與收益。依據這篇文書的內容，可知李家的家族公業每年約有 250-300 元的收益，1838

年建置公業後，便由各房輪流經營，6 作為奉養長輩、祭祀先人的經濟來源。從這點來看，

李家定居淡水後的發展，不僅家族發展順遂，基業也日漸豐厚，始得有公業之維持。

6　李俯仰撰、李月華校訂，《李協勝族譜》，〈祭田規例〉，無頁碼

圖一 　李俯仰撰寫之祭田規例
資料來源：李俯仰撰、李月華校訂，《李協勝族譜》，台北：手抄本，1907 年，曾令毅提供，無頁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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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李協勝家族組織與產權管理的方式，早於 1838 年後穩定運作，何以李俯仰於

40 餘年後，又特別寫下祭田規例的說明？這恐怕不是單純出於記念，而是來自故鄉族長

李業專稍來的一封信。

就在李俯仰撰寫家族譜序時，故鄉的族長李業專稍來了一封信，說明同安的故鄉因水

利建設崩壞，當族人無力負擔買石填溝的費用，希望在臺定居的李協勝家族能幫忙分攤經

費。同時，李業專也提到，李協勝家族的祖墳遭鄰村張姓毀壞，希望李家成員提出處理的

想法。族長的來信雖讓李家的成員們有些訝異，但成員們儘管離鄉百餘年，仍對故鄉懷抱

著情感，對祭祀先人的慎終終遠，亦是格外重視。於是，李家成員彼此經過討論，最後決

議是該啟程回鄉了。

在這個決議的同時，李家開始了內部的討論，並於 1884 年初商定返鄉代表與經費事

宜等。或許可以這麼說，李家返鄉代表的推派，奠基於譜序的整理；返鄉的相關經費，則

來自於多年累積的家族公業，這便是李俯仰撰寫祭田規例一文的原因之一。

三、回唐山

李協勝家族經過討論後，決定推派長房的李秋波（官名花凌）與三房的李俯仰（官名

際隆）擔任代表，共攜銀 500 元，返回同安的故鄉。李秋波時年 64 歲，是長房李廷熙的

長子，也是來臺第四代中，年紀最長的男性成員，曾透過捐納方式，取得「例貢生」的頭

銜。李俯仰，時年 48 歲，是三房李昌榮的三子，亦透過捐納取得「監生」資格，稍後，

他也為此行留下了「回鄉紀畧」一文。7

依據李俯仰所述，決定要返鄉以後，最令人苦惱的問題，則是不知道如何返鄉。畢竟

那是他們祖父輩也未曾親睹之地，好奇與擔心恐怕遠多過了鄉愁。所幸，淡水是通商口岸，

往來商旅甚多，其中有一位同鄉侄輩李貽愷正好來淡水經商，且正欲返鄉。因此，李秋波、

李俯仰兩人便與李貽愷相商，結伴返回故鄉。8

來淡水經商的李貽愷，可能從事航運，應與李協勝家族同宗，因李秋波、李俯仰的兒

子們，皆以貽字為字輩，故李俯仰稱李貽愷為同鄉侄輩。此外，19 世紀晚期在淡水經營

船務的李怡和（或作李貽和，紅樓的起造者），若同為李家「貽」字輩成員，則應與李協

勝家族同宗。由此推想，李貽愷很可能是李貽和船運事業的助手或合夥人。9

7　李俯仰撰、李月華校訂，《李協勝族譜》，〈回鄉紀畧〉，無頁碼。關於李協勝家族的返鄉之旅，楊玉菁的研究已先引用同一
史料說明，惟本文與對史料內容的應用與說明，與前人研究有不同的側重面向，故以下僅援引史料出處，不另註明前人研究之
成果。參見楊玉菁，〈淡水中寮李家之研究〉，頁 67-69。

8　李俯仰撰、李月華校訂，《李協勝族譜》，〈回鄉紀畧〉，無頁碼

9　根據《臺灣日日新報》的記載，1904 年大稻埕義合行的汽船「飛龍安丸」曾於淡水發生碰撞，當時受到停職處分的船長為「李
怡愷」。筆者懷疑，這個遭到懲戒的船長，很可能即是本文提及的「李貽愷」。參見《臺灣日日新報》，〈臺灣汽船職員懲戒
委員會〉，1905 年 12 月 23 日，日刊 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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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之，19 世紀晚期以來，淡水市街已有不少李家的同宗族人，穿梭於兩岸的貿易城

鎮，因此族人與李協勝家族之間保持聯繫，看來並不困難。在同鄉李貽愷的協助下，1884

年 1 月 16 日，李秋波與李俯仰二人，先搭上了英國籍的蒸汽輪船海龍號，啟程前往廈門。

這艘名為海龍號的輪船，係英商道格拉斯洋行（Douglas Lapraik & Co.），1870 年代以

來，即已往返淡水、廈門等通商港口，運送旅客、茶葉或其他商品，馬偕來臺亦曾搭乘該

船來臺。當時，由淡水搭乘海龍號往返廈門，單趟約需 5 元。10

值得一提的是，李俯仰細心記下的海龍號，雖僅能載重 270 噸，稱不上是艘大型輪船，

卻是清法戰爭法軍封鎖淡水期間，外國商人的貿易指標。每天在港口觀望貿易的茶商陶德

（John Dodd），最在意的船隻就是海龍號，海龍號若能出航，他便感到心安，因為那

牽涉到外國商人們最在意的商品流通。11

據李俯仰所述，從廈門到淡水的航行，約花了一天一夜，所幸馬厝巷離廈門約 40 公

里的路程，故海龍號抵達廈門後，族長李業專便派人接待，李俯仰二人便在族人的帶領下，

很快找到故鄉。他們兩人對於故鄉的認識不多，畢竟那是連祖父也未曾親睹之地，好奇恐

怕遠多過了鄉愁。不過，甫抵故鄉，族人們仍然非常熱情的歡迎他們，李俯仰二人先是暫

住族長家中，接下來的十餘日，族人們先後舉行了四、五檯的北管表演，並輪流設宴款待，

相當高規格的接待這兩位從淡水返回故鄉的同宗族人。12

接連十餘日的宴席結束後，李俯仰二人在族人的引領下，先是完成了謁祖儀式，接著

找到了祖厝。據云，李俯仰的曾祖父來臺前，將祖厝無償借給李烏逃，並要求他代為照料

祖墳、祭祀先人。不料，李烏逃過世後，其孫竟將李家祖厝變賣他人，李俯仰二人本欲追

究其後代，卻因已無後代居於當地，無從追究。接著，李俯仰本欲前往山頭鄉祖墳祭祀，

但鄰村張姓卻出面阻擋，宣稱該處為張姓祖墳，非李家所有。族長李業專知道消息後大為

光火，旋邀集鄰近三鄉的族長（今馬巷鎮三鄉社區），備妥武器欲往山頭鄉找張姓爭較。

同時，李業專亦請狀師速作訟狀，立往縣衙遞狀，控告張頭等人侵佔墳地，展開一連串的

文攻武嚇。13

族長李業專的策略很快奏效，張頭收到消息後即委由其妻陳氏出面，向李業專的哥哥

李業學表達求和之意，稱其並非有心佔墳，且願於公親見證下，於李家祠堂辦一桌酒席，

一檯北管表演，向李俯仰二人致歉。於是，在族長李業專與公親的見證下，此一佔墳糾紛

便告一段落，李俯仰二人也決定就此返回淡水。

10　連橫，《臺灣通史》（台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2），〈郵傳志〉，頁 530。

11　陶德，陳政三，

12　李俯仰撰、李月華校訂，《李協勝族譜》，〈回鄉紀畧〉，無頁碼

13　李俯仰撰、李月華校訂，《李協勝族譜》，〈回鄉紀畧〉，無頁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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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程回淡水前，李俯仰二人先拿出 300 元，交給族長李業專、李業學兄弟，請他們代

為建置祭田，作為日後祖墳祭祀、整修之用，另又交付 80 元給李業專，作為族人們購石

填溝的費用。稍後，李俯仰二人再拿出 90 元，分別作為設宴祭祖，向族人們表答謝意以

及支付公親、狀師的調停報酬。總計此次返鄉之旅，李俯仰二人拿出 470 元，作為處理紛

爭、祭祀與公共建設的費用。

1884 年 2 月 13 日，李俯仰二人再度來到廈門，搭乘另一艘英國籍輪船福建號返回淡

水，李俯仰回家後即寫下了「回鄉紀畧」一文，敘明此次返鄉之旅的前因後果。此外，李

俯仰後另為文記述淡水的「清法戰爭」中，提到他從廈門返抵淡水時，即聞群眾憂心忡忡

圖二 　李俯仰撰寫之回鄉紀畧
資料來源：李俯仰撰、李月華校訂，《李協勝族譜》，台北：手抄本，1907 年，曾令毅提供，無頁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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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討論法軍來犯一事，這似乎不是他們前往同安故鄉時的消息。14 想來，戰爭風雨欲來的

緊張感，此時才在淡水地區蔓延開來。15

四、李協勝家族的祖厝與宅第

李協勝家族最引人注目的，莫過於位於淡水北投里的宗祠，以及聚集於中寮里一帶的

家屋建築。這些建築的出現與存續，正好是清法戰爭前後淡水地區族群關係變化的表徵。

依據李俯仰的「宗祠圖說」一

文可知，李協勝家族移居淡水後，

最早較有規模修築的屋舍，是位於

北投子的祖厝（今淡水區北投里

北投子 98 號），這裡也是後來的

祠堂所在地。這間祖厝初於 1792

年由來臺第二代的李臣春修築，

1820 年再度翻修為磚造屋舍，但

翻修後祖厝即因「三邑」（泉州晉

江、南安、惠安）與同安移民的械

鬥，第一次遭到「三邑」人焚毀。

隔了將近三十年後，1 李家再度重

修祖厝屋舍，不料重修完工僅三

年，因「三邑」聯合安溪、永定兩

籍移民，圍攻同安、漳州移民，故

祖厝再次遭到焚毀。16

李家祖厝於 1853 年第二次遭

到焚毀後，再於 1875 年於原址重

新建造祖厝，並決定依照李臣春之

妻周氏的遺命，將此地作為李家的

宗祠，奉祀先人。幸運的是，宗祠

完工以後，自此不再遭到其他移民

14　楊玉菁，〈淡水中寮李家之研究〉，頁 263。

15　楊玉菁的研究認為，李俯仰二人應是聽聞法軍犯台的風聲，才急忙從廈門返回淡水。但 1884 年李俯仰最初寫下的「返鄉紀
畧」一文中，並無提及法軍犯臺一事，僅表明返鄉的工作已經完備，無需久留故鄉。但是，由於 90 年代李子成重修族譜時，
輯有「回馬巷李厝鄉記略並述與法戰爭」一文，該文始補入李俯仰所述法軍犯臺之事，故使人誤以為兩者有關。事實上，筆
者認為李俯仰二人返回淡水，與法軍犯台應無直接關連。

16　李俯仰撰、李月華校訂，《李協勝族譜》，〈宗祠圖說〉，無頁碼

圖三 　北投子 1804 年興建的福德祠建築遺構
資料來源：曾令毅帶訪，筆者自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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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破壞。也就是說，李家的祖厝在 19 世紀上半葉，屢因不同祖籍移民間的械鬥遭到破壞，

但 19 世紀晚期後，械鬥漸息，祖厝便不再遭人焚毀。17 這樣的變化，其實正好反映了淡

水同安人與其他移民之間的競合關係。

毫無疑問，李家祖厝連續兩次遭到焚毀，說明了同安籍移民在 19 世紀上半葉實為其

他不同祖籍移民的眼中釘，故連續發動械鬥，來限制同安人的發展。李家祖厝遭到破壞，

同時也說明了同安人仍難敵其他移民。但 19 世紀中葉以後，族群關係似乎有了轉變，因

為 19 世紀晚期重修作為祠堂的李家祖厝，自此不再遭到破壞。

李家祠堂的落成，意味著李家自此已能有效對抗其他漢人移民，保護自己的家園。李

家得以站穩腳步，應歸功於兩件事：（一）大道公輪祀體系的建立。（二）淺山丘陵的經

濟發展。

首先，今日仍盛行於淡水、三芝丘陵地區的「九庄大道公輪祀」，其信仰起源說法不

一，若根據李協勝家族的李銅池撰寫之鸞書內容，則大道公輪祀信仰係 19 世紀中葉李家

捐出香爐後，才逐漸形成跨聚落的輪祀體系。18 由於這個時間點，正是李家甫從械鬥中敗

退下來之際。因此，依照蕭進銘的研究，此時李家推動大道公信仰的輪祀，無非是為了集

結聚居淺山丘陵—或者說「山頂」，且同樣信奉大道公的同安移民，共同對抗其他祖籍的

漢人移民。19

大道公輪祀體系形成後，很快成為「山頂」一帶最重要的年度盛會，各莊莫不期待於

輪值之年，得到神明庇佑，風調雨順、發財升官。19 世紀晚期來淡水傳教的馬偕，便曾

於日記中特別記下「山頂」大道公祭典的熱鬧景象。20 毫無疑問的，祭典越熱鬧，同安移

民的整合越成功，其他勢力越不敢來犯。

其次，19 世紀中葉淺山經濟產業的發展，則是另一個李家站穩腳步的關鍵因素。淡

水淺山丘陵的茶、相思樹等經濟物資，在開港通商後，其重要性與日俱增，臺灣北部著名

的林本源、林占梅等家族，紛紛投入淡水地區的淺山資源開發，故 1862 年公司田溪橋修

造時，林本源等富戶皆列名於重造碑記之中。21

就在此時，李家因與林本源家族展開合作，據傳李家成員曾擔任其管事，協助經營淡

水淺山丘陵的經濟事業，故李家藉此取得強而有力的合作夥伴，在事業上得有更進一步的

17　李俯仰撰、李月華校訂，《李協勝族譜》，〈宗祠圖說〉，無頁碼

18　謝德錫，《百年祭典巡禮：八庄大道公的世紀拜拜》（台北：財團法人淡水文化基金會，2005），頁 80。

19　蕭進銘，〈始於分類對立，終於團結和諧：八庄大道公輪祀起源的時代背景與族群關係分析〉，《博物淡水》9期（2018.05），
頁 8-17。

20　戴寶村，〈淡水、三芝地區的大道公信仰〉，《北縣文化》59 期（1999.02），頁 18-31。

21　曾令毅，〈閩客間的經濟競合：汀州客與林本源〉，《新北好客都》（2016 夏季刊），頁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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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長。資產的累積，無疑也讓李家更為茁壯，使其它移民更加不敢來犯。1883 年立於北

投子一帶的林弼益定界石碑，一方面說明林本源家族對於淡水淺山丘陵的經濟投資；另一

方面，李家過往流傳著因承租林本源田地，意外挖到高價財物的傳說，若將這則傳說與界

碑連結，則李協勝家族與林本源之間應曾有良好的合作關係，共同經營北投子等地淺山丘

陵（圖四）。22

不僅如此，19 世紀晚期

英商陶德來到淡水發展茶產

業後，找來廈門的李春生擔

任洋行買辦，祖籍分類上屬

於同安籍的李春生，可想而

知的會尋求與廈門關係緊密

的同安移民，作為事業上的

合作夥伴。因此，李協勝家

族也開始與大稻埕茶商間也

建立了合作關係。日治時期

有一則社會新聞或可以作佐

證這樣的關係：19 世紀末大

稻埕某位李姓茶商家中遭竊，

警察調查後發現，竊賊對於

李姓茶商的資訊，其實是向

中寮李家打探到來的。23 由此

推想，同安籍的李協勝家族，

與大稻埕的同安籍茶商的往

來，顯然十分密切，而這也

是李家得以快速累積經濟資

產的原因。

22　不過，19 世紀末，李家三房的李文珪與林弼益之間，亦為了山場定界之事互訟，兩方的關係似又轉趨競爭。參見「明治
二十九年二月中淡水支廳行政事務及管內概況報告（臺北縣）」，《臺灣總督府及其附屬機構公文類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23　《臺灣日日新報》，1899 年 10 月 19 日，日刊 5 版。

圖四 　1883 年立於北投子的林弼益（林本源家族）界碑
資料來源：曾令毅帶訪，筆者自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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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家的事業蒸蒸日上後，家族成員也先後在中寮蓋起了富麗的宅第，這些宅第不僅展

現了傳統民居的美，同時也反映了 19 世紀中葉以後，李家與其他籍移民之間的紛爭漸息。

這段期間，李家的成員們除了先後透過捐納的方式取得功名，也開始參加科舉考試，後代

成員們分別考取了文、武秀才。特別是李俯仰二哥的長子李貽球（官名國章，1855年生），

於 19 世紀晚期考取武秀才，後又得軍功五品銜。顯然，李家發展經濟與文教事業的同時，

也未忘了強化武力來自保。

五、「山頂」的同安人

根據 20 世紀初期的調查，淡水有超過六成的居民，宣稱自己的祖籍來自於福建同安。

但這個數據沒有說的是，同安來的移民們大多定居於所謂的「山頂」，也就是河港市街周

圍的淺山丘陵（見圖五）。

圖五　滬尾地區的同安人分布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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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居「山頂」聚落的同安人，非常的勇武、強悍，因為他們定居淡水的歷史，充滿了

各種武裝衝突的過程，這點正如同李協勝家族的發展一樣。同安籍移民在 19 世紀上半葉，

與其他祖籍漢人移民間的衝突，可說是相當激烈。因此，即使到了日本領臺初期，官員在

「山頂」同安人的聚落—「頂圭柔山」進行調查時，也能發現每戶人家的男性家長，不

分年齡至少都擁有一把毛瑟槍。居民們雖宣稱這些毛瑟槍十分老舊，僅是拿來嚇唬強盜用

的，但顯然是不能低估這些住在「山頂」的同安人，具有高度的武裝能力。

表一 ：1896年頂圭柔山庄的毛瑟槍清單

槍枝持有者 持有者住址 持有者年齡 槍枝數量

黃輯五 頂圭柔山庄 1 番戶 45 歲 一枝

張金鉗 頂圭柔山庄 70 番戶 45 歲 一枝

林標 頂圭柔山庄 25 番戶 41 歲 一枝

洪玉三 頂圭柔山庄 16 番戶 64 歲 一枝

張通流 頂圭柔山庄 4 番戶 39 歲 一枝

陳片 頂圭柔山庄 26 番戶 33 歲 一枝

林泉 頂圭柔山庄 34 番戶 34 歲 一枝

王于漢 頂圭柔山庄 11 番戶 33 歲 一枝

楊地利 頂圭柔山庄 59 番戶 30 歲 一枝

楊評 頂圭柔山庄 9 番戶 63 歲 一枝

周取 頂圭柔山庄 27 番戶 50 歲 一枝

張楺 頂圭柔山庄 53 番戶 54 歲 一枝

資料來源：「明治二十九年二月中淡水支廳行政事務及管內概況報告（臺北縣）」，《臺灣總督府及其附屬機構
公文類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除了個別的武裝力量外，需要注意的還有「山頂」聚落的內部聯繫關係。依據李協勝

家族的族譜所載，具有武秀才身分的李貽球（國章），曾為義民首，但由於義民首於 19

世紀晚期已少見於動亂事件，故李貽球的義民首身分，較有可能是此時期淡水地區出現的

「約首」。

19 世紀晚期，各莊推舉出來維持地方秩序的領導者，即為「約首」，淡水各莊皆有

推派，中田寮莊的「約首」即為李國章。依據日本領臺初期的記錄，當時淡水除了中田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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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約首為李國章，林仔街的約首李文珪也是李協勝家族三房成員，可見李家在地方秩序的

維護上，實有一定地位。日本領臺後，李國章亦曾多次稟報官方，圭柔山一帶有土匪窺伺，

他們必須做好武裝戒備，防止土匪下山出擾，由此想見，19 世紀晚期已來，同安籍移民

顯然經過一番武裝整備，使其能與同樣活躍於淺山丘陵的諸多勢力競爭。

六、結語

李協勝家族在戰爭爆發前夕，啟程返回原鄉謁祖、整修祖墳一事，雖與清法戰爭並無

直接關聯，但這趟行程的背後，卻正好反映了戰爭前後淡水地區族群關係的變化。19 世

紀中葉以前，屢於械鬥中屈居下風的李協勝家族，反映了此時同安籍移民仍難與「三邑」

等籍移民抗衡，李家祖厝連遭兩次祝融。

但 19 世紀晚期，李家成員得以從容踏上返鄉之行，背後反映的是以李家為首的同安

籍移民，在人群整合與經濟實力上有了顯著的提升，李家宗祠與各房華屋的建置，皆可反

映不同祖籍移民的勢力消長。滬尾之役結束後，與廈門保有緊密經濟往來的同安人，更因

茶葉等淺山經濟事業的發展，而有快速的成長。1895 年以後起造的紅樓，亦能反映同安

人漸成淡水市街的主要勢力。進一步來說，20 世紀初期淡水地區居民以「同安」為主要

祖籍認同的現象，正是長時期族群互動後的結果，亦即「同安」移民的勢力，在清法戰爭

前後的有了快速的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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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臺灣的平行時空：
以清法戰爭為背景之
西文小說中的淡水*

Foreigners' Communities in 
Tamsui in the Late 19th Century: 
The Writing of English Novels 
during the Blockade in the 
Sino-French War

淡水曾是臺灣歷史上外國人聚居的重要地點之一，他們因通商、外交、傳教等

目的而來，構成此地歷史特殊性的一部分。最能觀察此段歷史的便是 1884-5 年

間清法戰爭時期諸多外文記錄，其中尤為特殊的是分別出自莉絲 ‧ 波姆（Lise 
Boehm, ca. 1859-1921）和華德羅（Thurlow Fraser，生卒年不詳）的英文小說，

不僅乃西文臺灣書寫中少見之文類，亦可供進一步探索該時期外國社群在淡水生

活樣貌，可稱為呈現清末臺灣之一段特殊「平行時空」的重要史料。

關鍵字：淡水、英文小說、莉絲 ‧ 波姆、華德羅、清法戰爭

Tamsui had been an important venue for foreigners to dwell in for the purposes 
of trade, diplomacy, missionary work and so on since the mid-19th century. The 
fact that foreigners congregated in Tamsui formulated an important aspect of 
the history of Tamusi. Among numerous and various foreign records that relate to 
western communities in Tamsui, the most distinct genre is several English novels by 
Lise Boehm and Thurlow Fraser. These literary works are themed with the peculiar 
setting in Tamsui during the blockade in Sino-French War, and provide vivid and 
detailed information about foreigners´ live, their social network and communal 
activities in Tamsui. They depicted Tamsui and her foreign community a distinct 
“parallel universe＂ to their neighbouring traditional Chinese settlement.

Keyword: Tamsui, Sino-French War, Lise Boehm, Thurlow Fraser, English novels

撰 文 ︱林欣宜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

* 感謝兩位審查人意見，減少本文明顯錯誤，也提醒思慮不周之處。本文以一般大眾讀者為對象，希望能周全地介紹關於此主題領
域的重要歷史議題，附上多幅插圖說明，以便提供一般民眾及相關博物館、文史機構與對地方歷史有興趣者一些新的觀察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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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序幕

1884 至 1885 年的清法戰爭，是近代臺灣歷史上的重要事件，為此欽差大臣兼

福建巡撫劉銘傳（1836-1896）被派任來臺，在基隆一帶督戰，與孤拔元帥（Ana-

tole-Amédée-Prosper Courbet, 1827-1885）的法軍交手。在臺灣南部重兵之奧援，遠

水難救近火的狀況下，鼓勵民間踴躍助戰，戰事被稱為「西仔反」，1885 年中清法談判

結束簽訂和約後，才正式告結。此事件促成了清末臺灣之建省、開啟臺灣士紳新的軍功仕

途、也啟動了後續劉銘傳經營建設臺灣的序幕。

在長達一年餘的清法戰爭期間，法軍侵臺的主要戰場固然在基隆，互為犄角的淡水也

受到嚴重波及，尤其在戰事僵持不下的狀況下，1884 年 10 月起法軍封鎖臺灣對外海上

交通，長達半年之久。北臺灣條約港淡水的進出口貿易受阻，該地外國人社群的生活及其

業務，皆受到莫大影響。種種不便及損害，皆可見於西洋人留下的諸多記錄，如茶商陶德

（John Dodd, 1838-1907）的《北臺封鎖記》、《孤拔元帥的小水手》《法軍侵臺始末》、

《馬偕日記》等等，因已有中文譯本，尤為國內讀者深知。1 但其中比較特殊的，也是歷

來外國人的臺灣書寫中，較為罕見的一種文類，即以清法戰爭為背景的小說，充份顯現了

此段期間清末外國人社群在淡水的孤絕生活，表現出清末臺灣的一種另類「平行時空」。

提到西文撰寫以臺灣為主題的小說，讀者可能馬上聯想到 1704 年在倫敦出版的薩

瑪納札（George Psalmanazar, 1679-1763）的《福爾摩沙變形記》（An Historical 

and Geographical Description of Formosa: An Island Subject to the Emperor of 

Japan）。2 這是一部假稱為個人真實故事，想要矇騙世界、奪得文名，後被發現實為無

異於小說的純粹虛構之作，作者因而搏得騙子（imposter、fraud）惡名，卻也讓臺灣往

日美麗之島的「福爾摩沙」之名，在西方世界留下深刻印象。在此之後，以臺灣為主題的

小說書寫，便是要到將近兩百年後的此時，且其中不少便以清法戰爭為主題撰寫，顯見「戰

爭 ‧ 外國人 ‧ 海外條約港」之組合，對於廣大世界的英語讀者而言，極具戲劇張力。

在此要介紹的，便是描寫清法戰爭期間淡水外國人生活的其中兩部，皆已正式出版，

但目前仍未有中文譯本。第一部小說是莉絲 ‧ 波姆（Lise Boehm）的〈福爾摩沙：1884

至 1885 年間法軍封鎖的故事〉（FORMOSA: A Tale of the French Blockade of 1884-

1　以上列舉書籍皆有中文譯本：陶德（John Dodd）著、陳政三譯述，《北臺封鎖記：茶商陶德比下的清法戰爭》（臺北：原
民文化，2002）；加爾諾特（E. Garnot）著、黎烈文譯，《法軍侵臺始末》（臺北：臺灣銀行，1960 年）；Jean 著、鄭
順德譯，《孤拔元帥的小水手》（臺北：中研院臺史所籌備處，2004）；馬偕（George Leslie MacKay）著、林昌華等譯，
《馬偕日記：1871-1901》第二冊（1884-1891）（台北：玉山社，2012）。

2　中文譯本可見喬治 ‧ 薩瑪納札（George Psalmanazar）著、薛絢譯，《福爾摩沙變形記》（臺北：大塊文化：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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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5）；二是華德羅（Thurlow Fraser）的《來自東方的召喚：遙遠的福爾摩沙羅曼史》（The 

Call of the East: A Romance of Far Formosa）。前者最初在 1890 年上海刊行的《北

華捷報》（North China Herald）上連載十八期（見圖一），一是在 1914 年出版的書籍。

兩者故事主軸皆為清法戰爭期間在淡水生活的外國人間的愛情故事，以下便要談談這兩部

小說反映的清法戰爭外國人在淡水的生活。

二、莉絲‧波姆的〈福爾摩沙：1884至 1885年間法軍封鎖的故事〉
莉絲 ‧ 波姆原名 Elise Williamina Giles（ca. 1859-1921，原姓 Edersheim），Lise 

Boehm 為筆名。她的丈夫是翟理斯（Herbert Allen Giles, 1845-1935），曾任英國駐淡

水領事，也是著名漢學家。莉絲 ‧ 波姆隨之在淡水生活，時間剛好在清法戰爭結束後不

久，仍能感受到當時緊張氣氛留下的痕跡。她與丈夫在臺灣和中國其他口岸城市有多年生

活經驗，寫下了多部小說，以臺灣（尤其生活多年的淡水）為場景的長短篇小說就有不

少。她以《中國沿海口岸故事》（China Coast Tales）為書名，收錄數篇短篇小說，自

1897 至 1906 年間起將連載集結成同一書名出版多冊，合共有十篇（見圖二）。其小說可

謂十九世紀末西文書寫的臺灣歷史小說中最出名的，早在日本時代便獲得關注（見圖三）。

據說日本時代臺北帝國大學的島田謹二講師曾翻譯此篇小說為日文，命名為《華麗島》。3

3　 龍瑛宗，〈地方文化通信—臺北市〉，《文藝》第 7 卷第 5 期（1939.5）。

圖一 　1890 年 7 月 4 日小說在《北華捷報》連載第一期的局部影像
資料來源：North China Herald, July 4, 1890, p.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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莉絲 ‧ 波姆的小說〈福爾摩沙：

一個關於法軍封鎖的故事〉（Formosa: 

A Tale of the French Blockade）

的小說，最初於 1890 年 7 月 4 日至

10 月 31 日間，分十八期在《北華捷

報 》（North China Herald） 連 載，

共有十七章。後來收錄於亞洲大型出

版商別發洋行（Kelly & Walsh）出版

的 China Coast Tales （Shanghai, 

Hongkong, Yokohama, Singapore: 

Kelly & Walsh, Ltd., 1906） Series 

VI，為第十篇小說，名稱加上年代改為

「FORMOSA: A Tale of the French 

Blockade of 1884-1885」。1972 年

成文出版社再將之獨立重印出版，共

158 頁。本文使用的是最後出版、成文

重印的版本。

小說描述駐淡水英國領事雷諾茲先

生（Mr. Reynolds）在休假結束後，由

英國帶來急欲建立家庭、享受人生的新

婚妻子伊沙貝爾（Isabel），回到了臺

灣。領事夫人與已在此地多年的稅務司夫人不睦，後者覺得她在外國人社群建立的主導地

位受到威脅，因而對此新近外來者產生敵意，但個性沈穩、理性的稅務司杜里先生（Mr. 

Drury）卻漸漸被天真任性、年輕美貌的領事夫人深深吸引，在戰事日漸緊張之際，每日

下午避人耳目走到距離領事官邸外有些距離的黑燈塔（Black Beacon）外約會談天，過

程中滋生愛苗，發展成一段外遇。隨著戰事逼近及領事夫人的過去被揭露，引發外國人社

群街談巷議的情況下，兩人反而更加緊密相依。1884 年 10 月 1 日法軍與清軍相互轟炸，

所有外國居民都到紅毛城躲避，惟有領事夫人和稅務司兩人單獨在領事館躲藏，使兩人戀

情完全曝光。但當轟炸歇止，眾人前往找尋兩人，卻發現稅務司揹負著領事夫人，正向外

走出藏身的領事館會客室，屋頂被砲彈波及而塌陷，兩人因而罹難，隨後合葬於此地的墓

園，豎立淡水外國人社群仝立碑記。

圖二　1898 年版 China Coast Tales 封面書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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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部小說中，Tamsui（淡水）之名沒有出現，

取而代之的是 Kantow，熟悉臺灣的人都曉得指的是

鄰近的關渡，或舊名干豆，由於沒有任何說明，作者

為何如此選擇的原因並不清楚，但顯然作品中所講的

所有關於 Kantow 之事，乃以淡水條約港的外國人社

群生活為原型。這部小說被認為描述歷史背景較少、

缺乏足夠重要資訊，若要以故事內容做歷史文獻之補

充，顯然會被誤導，例如本書最重要的轉折，來自 10

月 1 日的淡水大轟炸，便很明顯應為 10 月 2 日的誤

植。4 業餘臺灣文學研究者 Mark Swofford 因而尖銳

評論道，雖然題名叫「清法戰爭故事」，內容卻鮮少

提到此事件，「若要了解清法戰爭，讀者可能會覺得

華德羅的《來自東方的呼喚》來得好些。」5 這部小說

內容中對於時代、戰事之記載，固然令人失望，但要

求小說呈現歷史的真實面貌，顯然也是過分要求。即

使如此，內文有些部份顯然取材於翟理斯領事夫婦在

淡水生活的經驗，則無庸置疑。

翟理斯夫婦跟臺灣的關係，應與其外交職務有關。

早在 1869 年 4 月至 1870 年 11 月間，24 歲的翟理斯

便曾被派任到臺灣府擔任領事館助理，擔任翻譯工作。6 

在中國各地擔任領事多年後，翟理斯於 1883 年 12 月

在他的出生地牛津和莉絲 ‧ 波姆結婚。7 這是他第二

任妻子，第一任妻子卒於 1882 年，已育有六名子女。8 

4　據馬偕日記所載，1884 年 10 月 1 日（周三）當日無記事，10 月 2 日（周四），便記「砲轟淡水」。馬偕（George Les-
lie MacKay）著、林昌華等譯，《馬偕日記：1871-1901》第二冊（1884-1891），頁 30。華德羅的小說記載淡水轟炸的
日期也是 10 月 2 日，顯然有小心留意正實史事的時間。

5　Mark Swofford, “Formosa: A Tale of the French Blockade of 1884-1885 • Lisa Boehm,＂ bookish.asia: 
The East Asia Book Review website, http://bookish.asia/formosa-a-tale-of-the-french-blockade-of-1884-
1885-%E2%80%A2-lisa-boehm/, submitted on November 29, 2015; accessed September 25, 2020.

6　Charles Aylmer, “Introduction,＂ in H. A. Giles, Charles Aylmer ed., “The Memoirs of H. A. Giles,＂ East 
Asian History 13/14 （Institute of Advanced Studies,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June/December 1997; 
printed in March 1999）, p.11. 據編者考證，本書原為一打字書稿，應寫於 1918 至 1925 年間。Ibid., p.7.

7　H. A. Giles, edited by Charles Aylmer, “The Memoirs of H. A. Giles,＂ East Asian History 13/14 （June/De-
cember 1997）, p.79.

8　Ibid., p.24.

圖三　1937 年報紙報導臺北帝大講師島
田謹二談小說 China Coast Tales

資料來源：North China Herald, July 4, 
1890, p.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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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理斯第二度被派來臺灣，乃 1885 年 11月13 日起擔任淡水代理領事（Acting Consul 

Tamsui），直到 41 歲 1886 年 6 月 30 日，7 月1日真除為正領事，1891 年 4 月 1 日轉任

到寧波。9 可惜的是，在他的回憶記錄中，對於包括臺灣在內的駐派地都沒有留下太多記

述。對於其第二任妻子伊莉絲（Elise Williamina Giles）較多的描述，唯在當他 76 歲、

1921 年 12 月 17 日妻子過世時，翟理斯回顧，妻子在 38 年結婚期間如何成為他工作、

生活上的左右手。翟理斯描述，在他出使中國期間，太太以莉絲 ‧ 波姆為筆名，所寫的

兩大冊中國沿海口岸故事，甚至獲得英國知名作家吉卜林（Rudyard Kipling）好評，此外，

1923 年在《北華捷報》（The North-China Herald）上，甚至被譽為關於中國的最好書

籍之一（見圖四中報導第一段）。他也提到婚前太太即展現語言天賦及努力，曾花上六年

時間幫助她父親寫書。10 由其作品產出的黃金期來考量，她是在 1883 年約 24 歲時結婚，

之後隨夫來到中國及臺灣後，開始寫小說，一直到十九世紀末為止，在不少報刊雜誌上都

還可以看見其作品，此後便輔佐先生著述、校對及建立索引等，從某方面來說，也是為了

家庭犠牲了自己的才能，綜其一生甘願為父及為夫作嫁。

9　Charles Aylmer, “Introduction,＂ in ibid., p.2.
10　 Ibid., p.65.

圖四　《北華捷報》1923 年 6 月 26 日報導「關於中國最好的六本書」一文之局部
資料來源：“The Six Best Books on China,” North China Herald, June 26, 1923, p.7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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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華德羅的《來自東方的召喚：遙遠的福爾摩沙羅曼史》

華德羅醫師為加拿大人，為加拿大長老教會駐臺宣教師，他於 1902 年來臺，1904 年

離臺。11 出版於華德羅離臺十年後（1914 年）的小說《來自東方的召喚：遙遠的福爾摩

沙羅曼史》（The Call of the East: A Romance of Far Formosa （NY, Chicago, To-

ronto, London and Edinburgh: Fleming H. Revell Company, 1914），見圖五），共

41 章，351 頁。本書書名與馬偕（George Leslie MacKay, 1844-1901）於 1895 年出版

的 From Far Formosa（中文書名有《臺灣遙記》、《來自遙遠的福爾摩沙》、《福爾摩

沙紀事：馬偕臺灣回憶錄》等）十分相近，可能並非巧合，而是作者向其致敬，並有心將

傳教故事改寫為更廣為世人接受的浪漫故事。

可惜的是，歷史記錄中對於華德羅的介紹、

作品之報導或推介，皆遠少於莉絲‧波姆。

本書由 1884 年 7 月底至 8 月初一起搭乘

海龍號（Hailoong），由廈門到淡水的辛克

萊醫生（Dr. Sinclair）、馬偕博士（Dr. Leslie 

MacKay）、商人麥克艾利斯特（MacAllister）

一家等人的結識及各自的秘密開始講起。眾

人在船上相遇，8 月初抵臺時基隆已為法軍所

取。在眾人於淡水的日常生活逐漸熟悉的過

程中，8 月 6 日辛克萊醫生隨即應馬偕之邀，

前往近基隆的暖暖救治病患，並負責組織一

隊紅十字醫務隊。故事前半部突顯了麥克艾

利斯特家女兒潔西（Jessie MacAllister），

十分年輕有主見，但對初識的辛克萊醫生卻

特有如刺蝟般欲拒還迎的緊張感。

11　見〈1872 年至 1945 年加拿大長老教會駐臺宣教師名單〉，
賴 永 祥 長 老 資 料 庫，http://www.laijohn.com/missionar-
ies/1872-1945-CP.htm，2020 年 7 月 27 日瀏覽。

圖五　The Call of the East 書影

26

面
專
題

封

C
over Story

第 12 期



圖六　辛克萊醫生救治清軍士兵插圖
資料來源：The Call of the East 頁 114 後插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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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戰事升溫，故事的後半部描述潔西對辛克萊醫生的為人及義行，轉為尊敬，彼此

心生好感。但麥克艾利斯特夫人認為辛克萊醫生出身卑微、身無分文，對社群中另一位任

職海關的貴族後代有所偏好，私心想要促成和女兒的婚事。在 10 月中法軍對臺灣西海岸

的封鎖正式開始前，包括潔西在內的諸多淡水外國人社群的女眷、孩童及非公職者等人，

在領事命令下送往香港避難。在法軍正式宣布封鎖之日，高燒不退的馬偕也隨即被緊急送

往香港休養，和他的家人團聚。辛克萊醫師待在清軍陣營救治病患，此時雖與潔西互訴衷

曲，卻也不得不分離五個月之久。在清法兩軍僵持期間，辛克萊醫生意外救治一位法軍將

領，居然便是麥克艾利斯特家消失已久、被認為早已在海外戰場捐軀的長子。隨著 4 月 4

日清法雙方代表簽下和平協定，戰事告終，收到消息趕回福爾摩沙的麥克艾利斯特先生，

終於與兒子相認。馬偕原想乘機將辛克萊醫師留下來，擔任醫療宣道士，主持教會醫院，

卻被加拿大長老教會總部拒絕。最後辛克萊醫生一行人等便一同在 5 月初赴香港和其他人

團聚。歷經萬難之後，他們於聖誕節在香港結婚。麥克艾利斯特先生為了表示感謝，捐資

建立艾利斯特感恩醫院（Allister Thanksgiving Hospital），由辛克萊醫生主持，在同一

天開幕。

本書從一開始便強調西方欺凌東方、種族主義偏見之不可取，書中刻意描寫勢利、現

實而充滿種族與階級偏見的角色，用以與強調平等、一視同仁的主人翁馬偕及辛克萊醫生

作為對照，反映出今日看來非常政治正確的觀點、道德教化意味也十分濃厚。作者除要陳

述戰爭善行、教會義舉、高尚品格外，也著重突顯女主角作為單身女性，想要掙脫母親獨

裁，以自己之力獲得自由的行動。

小說為對馬偕在臺傳教事蹟的肯定描述，大概是閱讀此部小說時可以得到與臺灣史事

相關最明顯之事。雖然作者在本書〈前言〉中說，僅馬偕與領事館武官戈曼中士（Sergeant 

Gorman）等人為取材自真實人物，但據歐獻文（Harold M. Otness）所言，書中擁有

美好品格卻被加拿大教會抵制的辛克萊醫生，可能便是影射作者自己的父親華雅各醫師

（1875-77 在臺）和教會不睦的關係。12 作者在清法戰爭之後十八年來臺、作者的父親也

在戰前八年便離臺，兩人都不像翟理斯夫婦那樣，長期待在中國各地條約港，來臺灣時間

較短、也距離清法戰爭期間的 1884-5 年較遠，然而作者顯然對戰事及臺灣情況下了工夫，

著墨較多，從提到的事件日期與細節資訊及法方船隻名稱來看，基本背景內容皆符合史

實，甚至馬偕在封鎖前送走家人到香港，以及他本人在封鎖前最後一刻因病不得不離臺，

12　Harold M. Otness, One Thousand Westerns in Taiwan, to 1945: A Biographical and Bibliographical Dic-
tionary （Taipei: Taiwan History Preparatory Office, Academia Sinica, 1999）, p.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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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了「身不由己的五個月」的自述，皆與小說符合。13 原因可能是一方面到了 1914 年，

對於清末史事的整理已有相當多參考資料、報導文章等，如 1903 年出版的禮密臣《福爾

摩沙島的過去與現在》；另一方面，很有可能資訊重要來源便是小說主人翁之一的馬偕；

再者，也可以合理猜測此段故事與作者及其父親海外傳教的真實人生的諸多糾葛，使得作

者對此主題特別有了解，並代入或投射了自己或父親的影子。

四、兩部小說反映的清末淡水外國人社群

讀者在閱讀這兩部作品時，直觀的感受、獲得的樂趣可能因人而異，文學技法、小說

良窳，亦非筆者有資格評論，但由小說傳達的時代氣氛、社會狀況，則對我們理解清法戰

爭時在淡水外國人社群，則提供了寶貴的線索。

兩位作者作品中的角色，主要皆是清末在臺的外國人，他們都提到，總的來說外國

人人數不算多，而且具有多國籍的小型聯合國特性，在描述的清法戰爭及封鎖期間，命

運共同體的氛圍十分強烈。華德羅小說出場人物的人數雖較莉絲 ‧ 波姆多上一倍，但他

們在介紹角色出場時，最重要的皆是依職業區別的身分團體：外國商人、傳教士、外交

官及依附在這些職業人士之眷屬，反映出在臺灣外國人身份所憑依的職業工作特質，少

有純粹移居的一般人；相對而言，臺灣一般老百姓或者原住民，幾乎都不在重要角色之列，

頂多幾名重要的清官員，如劉銘傳、孫開華、和跟隨馬偕的臺灣本地信徒，曾出現在華

德羅小說中。但更細分，即使在外國人之間，也很明顯分成兩個團體，一是以傳教士為

中心；一是領事、商人、海關官員等其他人。14 兩部小說的角色集團便是各自以上述兩

群體為主要關係團體，在變成共同體的同時，也可讓讀者感受到兩個團體可能有長久以

來的矛盾。

莉絲 ‧ 波姆的小說沒有太多背景（時地物）的鋪陳，著重在人物角色間的關係與心

思，以男女感情為主軸。也就是說，其小說珍貴之處並不在於提供關於清法戰爭史事的細

節補充，而是在於其中呈現的男女角色彼此的權力關係、社會階序、與小型外國人社團外

擴至臺灣整體或廣大東亞條約港的外界的關聯。莉絲 ‧ 波姆的小說尤其突顯了這些男性

職業團體背後的女性角色，可能是推動及改變這些關係的中心點，這是在一般以官方或男

性書寫為主軸歷史文獻中，毫無機會呈現的，也正是小說可貴之處。在她的小說中，每個

故事都幾無例外地有一名如同女王般主導社群生活、娛樂、活動的女性，通常是領事或稅

13　馬偕（George Leslie MacKay）著、林昌華等譯，《馬偕日記：1871-1901》第二冊（1884-1891），頁 30-31。

14　華德羅在書中所舉的一個例子特別具說服力，1884 年 10 月在法軍封鎖前夕，外國社群人士撤避到香港時，上船前在碼頭道
別時自然就分成這兩個團體。Thurlow Fraser, “Foreword,＂ The Call of the East: A Romance of Far Formosa, p. 
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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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司夫人，再來是被追求的年輕未婚女性。主導之女性角色通常也扮演糾察隊隊長，將護

衛外國人社群的秩序視為己職。從作者的描述看來，她突出此點大概也意味著她並不那麼

欣賞這種作風帶來的拑制、壓抑個人性的病態發展。華德羅的小說中吸引人之處之一，也

同樣在於鋪陳女主角追尋獨立自主、掙脫枷鎖的心路歷程。

在兩部作品中都突出了一般清末臺灣歷史或戰爭史中特別模糊的性別因素，筆者認為

是閱讀時應特別留意的重點。來到淡水的單身白人（尤其來帝國政經中心的倫敦）女性稀

少，容易引起社群注目、成為吸引力中心，但對於年輕白人女性在社會中所受禁錮、限制，

也突顯出小說中經常流露的對自由、自主的渴望：莉絲 ‧ 波姆的伊沙貝爾想要藉著婚姻，

活出自由的人生，華德羅的潔西則想要像辛克萊醫師一樣前往救治病患。兩位作者不分性

別，都不約而同地清楚表現出此點，從反面來看，自然也突顯了傳統西方社會文化中對女

性角色的期待，門當戶對與階級身份即使到了海外，規範之效力仍很強大。也因而，華德

羅小說中數度提到馬階博士娶了本地女子一事，在淡水外國人社群眼中尤為難被接受一

事，實乃因其「離經叛道」。

由於清法之對抗，外國人社群中法國人的角色也很值得探討。兩本小說中僅莉絲 ‧

波姆的有一名法國人的存在，即領事館助理 Duc De Borny，可以揭示在臺外國人社群在

清法戰爭時對於來襲進犯的法軍的感受。由於在清法戰爭期間，在清官衙的大清海關的法

國人，乃為清官員一份子，與交戰國國籍的衝突性，很能說明戰爭帶來的急遽國際關係

變化，如何挑戰淡水外國人社群內部既有的社會關係，但可惜作者只在小說中安排了當

1884 年 7 月戰事進展開始露出徵兆之際，被調離至上海。作者顯然也認為此事應當交待，

因而巧妙地安排外調情節，否則「若事態變得嚴重，在關渡的外國社群會覺得更安全」。15 

也就是說，作者刻意避免故事必須處理外國人小社團間的的國籍對立。

對於淡水條約港的外國人社群，兩位作者都花費相當篇幅描述淡水一地的地理、景色；

以及對於外國人而言，容易染患瘧疫風土病等諸多已多為眾人所知的特色，在此略過不

談。我們由兩部小說中可以明顯得知的，乃淡水外國人社群與當地及當地人之關係，這類

討論即使在學術場域也少之又少。在莉絲 ‧ 波姆小說中，除了偶而出現的僕役、廚子外，

幾乎沒有本地人；華德羅小說則較多，融入了馬偕醫師的信徒、弟子、辛克萊醫師救治的

本地人病患以及清官員。兩者這樣的安排自然可推測與其各自在臺生活經驗有關，宣道師

們要對本地信徒傳教，接觸較多本地人乃理所當然，也表現在兩部小說的具體差異上。但

兩位作者也同在作品中指出外國人社群與淡水本地居民間的分隔特性，顯然外國人居住、

交往等皆與當地人不相涉。1896 年的「淡水港圖」便標明了淡水外國人聚居的海關、領

15　 Lise Boehm, “Formosa: A Tale of the French Blockade 1884-5,＂ in her China Coastal Tales, p.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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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館等，與一般百姓所在的滬尾街（見圖七標注 1 Chinese quarter）一帶，分占了淡水

河口北岸的兩個區域，可以讓人推想 1880 年代中之狀況。

清末外國人在淡水條約港的生活日常，在兩部小說中都有很多描寫，由上面的討論不

難看出其獨特的小社區性質，尤其在封鎖時期，生活範圍受到限制、日常工作業務難以如

昔維持的狀況下，人與人的關係更加緊張，莉絲 ‧ 波姆甚至常常使用危險的伊甸園來比

擬。此時的最大娛樂，一是特定時節（如女皇生日）的聚集宴會、橋牌、鋼琴演奏、歌唱，

通常由領事夫人或稅務司夫人出面主持；二則是最常被提及的草地網球，幾乎人人參與，

舉行相當頻繁（見圖八）。上述都是在西方社會原本即有的日常活動，在海外遙遠的淡水

港，光由現存留存的稅務司公館、領事館、紅毛城（Old Red Fort）、教會醫院與學校等

等諸多建築物，已可令人察覺淡水外國人的居住生活環境，與不遠處的傳統臺灣社會建築

形制完全不同，就連日常食衣用品，光是牛羊肉、乳製品、葡萄酒等等，也多要由廈門進

口。即使淡水本身已為條約港，西方物品的輸入仍有限，而更大型的條約港廈門、香港、

上海，才有可能找到有足夠西方物品供應的市場。他們的日常生活中與臺灣本地稍有關聯

圖七　淡水港圖
資料來源： J. D. Clark, Formosa （Shanghai: Shanghai Mercury Office, 1896）, 46-47 頁間附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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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唯有使役的人力，以及出行工具。淡水與大稻埕之間的汽艇（launch）最常被提到，

必須陸行的話，則使用苦力肩抬的轎椅。

最後，值得一提的是華德羅小說中有一特色，充分顯示他對臺灣的理解與認識遠遠超

過莉絲 ‧ 波姆，也透露出，即使丈夫是大名鼎鼎的漢學家，她本身也在臺灣待了五六年，

比起在臺只有三年的華德羅，還是傳教工作才有辦法真正深入臺灣社會。華德羅好將臺灣

圖八　由紅毛城看草地網球場及英國領事官邸（筆者攝於 2020 年 6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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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用在小說中，而且出現十分頻繁。他使用的顯然是教會白話羅馬字，如 Peng-an, Kai 

Bok-su!（平安！偕牧師）、Ang-mng! （紅毛）、Hoan-a-kui（番仔鬼）、Ho-sim! （好心）、

I-seng lâi! （醫生來）、Pe Siong-te （父上帝）、phah-kiû（打球）等等。想必華德羅

學過一些臺灣話，以至於他可以活用於小說中，但與現在標準的教會白話字差別在標音的

顯示。此點可能也顯示華德羅有些語學天分，除了臺灣話外，也同樣展露於他在小說中維

妙維肖地模仿蘇格蘭腔及愛爾蘭腔英語、甚至洋涇濱英語上。

五、終曲

臺灣主題小說的出現，尤其能讓讀者更生動、如歷其境的感受英國領事與海關官員、

傳教士等西方人，十九世紀中期以後在異鄉淡水的日常生活下的「臺灣環境」，對於不熟

悉臺灣的西洋人而言，清法戰爭是少數他們可能會聽說與臺灣有關的事件，而小說又是經

過兩百年發展出來的極重要的文藝推廣類型，同時，更也是我們得以進一步探索該時期外

國社群在淡水生活的重要史料。

時至今日，清末淡水的外國人社群雖已不存，社區的樣貌仍十分完整，除了假日擁擠

的淡水老街外，不妨行前閱讀這兩部小說，再實際踏上現在的馬偕街、真理街，一路走到

紅毛城、海關碼頭，透過小說場景，遙想這一段十九世紀末期曾經在淡水存在的一個展現

西方社會縮影、並幾近獨立於淡水本地人之外的特殊平行時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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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水河口西仔反
數位典藏清法戰

Battle in the Tamsui, Digital 
Archiving about Sino-French War
撰 文 ︱林信成 （淡江大學資訊與圖書館學系 教授）

︱范凱婷 （淡江大學資訊與圖書館學系 博士後研究員）

西元 1883 至 1885 年間（清光緒 9 年至 11 年）清法兩國因為安南主權問題，在中國
東南沿海、北臺灣的雞籠、滬尾以及澎湖發生多場戰役。至今已超過 135 年，戰役雖
已遠離，但關於戰役的老故事至今依然流傳著。

為了以數位科技典藏在地老故事，本文將以清法戰爭滬尾之役為核心，期望透過數位
典藏之方法，從歷史老故事中選擇與滬尾戰役高度相關之人、事、時、地、物，組成
數位物件，再借用知識圖譜概念，繪製數位物件之知識關係圖，並分項撰寫詮釋資料，
最後將其上傳、典藏、整合於文化部「國家文化記憶庫」中。

對於歷史文化、地方知識學的數位典藏，本文只是一個開端，期望未來能以此為起點
逐步擴展，延伸至戰役當時軍民所共同守護的家園，包括滬尾街、臺北城、淡水河流
域，甚至整個北臺灣，以更完整的建構出更有系統的大淡水地方知識學。

關鍵字：清法戰爭滬尾戰役、知識圖譜、淡水地方知識學、文化部國家文化記憶庫

In the AD 1883 to 1885, because of the Vietnam sovereignty China and France fight in 
the southeast coast of China, northern Taiwan, and Penghu. This war has be called Sino-
French War, and it has been More than one hundred and thirty-five years. Although the 
war has passed away from us, but the old story about the war so far is still telling. 

As the import part of this paper, we are trying to collect Sino-French War´s old stories 
and to expect from history through the method of digital archiving of old story selection 
with people, things, times, places, objects. Then we use the method of establishing like 
a "knowledge map" to systematize the associations between digital objects, and write 
descriptive metadata of each digital object item by item, and finally integrate and store 
the digital information in the "National Cultural Memory Bank" of the Ministry of Culture.

Sino-French War of Digital Archives, this is just a beginning, we prefer hope to gradually 
expand through such beginnings exhibition to when the Battle of Shanghai Last Qing 
law guardian of the Tamsui , Taipei City, Tamsui River Central and Northern Taiwan 
hopes to establish a systematic study of Tamsui local knowledge with a more complete 
l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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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一百三十多年前一場戰爭—清法西仔反戰役改變了臺灣在大清皇輿圖上的地位，從邊

陲小島到單獨建省，甚至成為大清帝國最為現代化的省分之一。「西仔反」（se-á-huán）

一詞係以閩南語發音，其中「西仔」指的是西洋的法蘭西，「反」有造反、侵犯之意。在

臺灣的基隆（舊名雞籠）、淡水（舊名滬尾）與澎湖，人們提到「西仔反」時，意指清光

緒十年至十一年間（1884 年～ 1885 年），清廷與法國在臺澎海域所發生的三場戰役：雞

籠戰役、滬尾戰役和澎湖戰役。其中，又以發生在淡水河口，且是臺海三場戰役唯一勝戰

的滬尾戰役影響最大，不但擊退了法軍，更守護了臺灣。

大航海時代，西方各國船隊自水路來到遠東地區，由於臺灣位處亞洲貿易的中心島鏈

上，北通日本、西接中國東南沿海、南至南洋地區，很快成為歐洲各國虎視眈眈的據點。

清法戰爭前，法國與清廷一開始因越南主權問題而有零星衝突，至 1883 年底終於演變成

兩國交戰局面，法國除了在越南、福建沿海與清廷開戰外，亦派了遠洋艦隊攻佔擁有豐富

煤礦的雞籠，一方面從中得到艦隊燃料補給，一方面更以此為根據地，藉以攻打可箝制淡

水河口與臺北城的滬尾，與十分靠近中國廈門的澎湖，以戰爭為手段，希望藉以控制整個

北臺灣的商業貿易，作為前進中國的跳板。

清法戰爭滬尾之役的勝利，改變了臺灣的命運。百年後我們再次回望這段發生在臺灣

土地上的故事，除了繼續書寫紀錄歷史之外，現今數位化時代更值得我們思考如何將史

料、文獻利用數位科技加以典藏、呈現與利用，讓屬於臺灣的歷史文化以多元面貌傳承下

去。因此，本文以清法滬尾戰役為主軸，輔以基隆、澎湖戰役，盤點當中的人、事、時、

地、物，建構彼此的關聯圖，再轉化為數位物件，著錄詮釋資料並上傳國家文化記憶庫，

做為數位典藏（Digital Archives）及創意加值之用。

二、歷史事件之數位典藏

數位典藏意旨將具有蒐藏價值的實體或非實體資料，運用數位技術加以保存及應用，

進而透過網路加以傳播 1。更具體來說，數位典藏是將各式各樣具有文化保存價值的藏品

或活動，包括器物、書畫、文件、典籍、建築、標本、藝術表演、民俗活動……等，轉化

為數位內容形式，如：文字、圖片、影片、聲音、動畫……等，儲存於數位典藏系統中，

以利使用者管理、取用、展示、傳遞各類型的數位典藏品，有助於人們了解先民的風俗習

慣、生活樣態、社會組織、文化工藝、生命演化等，達到教育、學習、娛樂與研究目的。2

1　蔡永橙、邱志義、黃國倫等著：《數位典藏技術導論》（臺北市：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中央研究院，2007 年）。

2　林信成：《開放式數位典藏系統之研究》（臺北：文華圖書管理，2010 年），頁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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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典藏源起於美國國會圖書館在 1990 年代推動的「美國記憶先導計畫」（Amer-

ican Memory）3，其目的在透過科技將具有教育與文化意義的典藏品，以數位化方式進

行建檔與保存，並希望藉此讓使用典藏品的使用者能有後續加值利用的機會。之後世界各

國亦開始推動數位典藏計畫，而臺灣數位典藏計畫較早的是 1998 年國科會推動的「數位

博物館計畫」以及 2002 年開始的「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到 2008 年整合各計畫

成為「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國家型科技計畫」，除了與各大博物館、展覽館、圖書館合作

外，近年來政府也與地方組織或民間單位合作，提供補助開放給有意願者，參與建構各類

型典藏品的數位化資料庫。42017 年起文化部大力推動「國家文化記憶庫及數位加值應用

計畫」，期望透過中央與地方政府之文化機構、研究單位與地方文史工作團體一同編寫、

收錄值得典藏之數位物件，並且透過網站展示，達到蒐藏、教育推廣與展示的目的。5

作為歷史事件的清法戰爭，雖只是時間洪流的一個交會點，然而作為一個與臺灣息息

相關的西仔反戰役，便是值得被典藏的文化記憶，其中又以滬尾戰役，更是兩國交戰的轉

捩點。因此本文以「國家文化記憶庫」為主要典藏系統，以「清法戰爭」做為典藏目標，

以「滬尾戰役」為具體典藏對象，再輔以臺海三場戰役之關聯，並從以下三個步驟進行數

位典藏建置工作：

1. 盤點清法滬尾戰役相關資料

2. 建構知識關係圖

3. 著錄與上傳詮釋資料

期使在地歷史事件與文化記憶能藉由數位典藏更全面地呈現在使用者面前，達到保存

與再利用之目的。此三步驟詳述如後。

三、盤點清法滬尾戰役相關資料

首先，我們從資料分析著手，蒐集清法戰爭「西仔反」之研究文獻、歷史文物甚至口

述訪談等第一手資料，再加以分項分類，以利後續處理。

清法滬尾戰役發生於 1884 年 10 月，在此之前，法軍已先發動了基隆戰役，並得勝

佔領基隆；而在滬尾戰役敗戰後，法軍則在澎湖另起戰場，雖迅速佔領澎湖，卻因最高將

3　The Library of Congress, “American Memory,＂ https://memory.loc.gov/ammem/index.html, accessed 
September 10, 2020.

4　林信成：《開放式數位典藏系統之研究》（臺北：文華圖書管理，2010 年），頁 11-13。

5　國家文化記憶庫，「國家文化記憶庫政策說明」，http://210.65.127.57/Home/Intro（檢索日期：2020 年 9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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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孤拔（Anatole Courbet）染疫病逝澎湖，最終法國於 1885 年 6 月與中國簽訂新約後

撤軍，結束長達兩年的戰爭。

（一）清法戰爭源於越南主權問題

清法戰爭雖發生於光緒年間，但其遠因可從同治年間法國欲擴張亞洲殖民地說起。

1862 年（同治元年）法軍佔領了南圻三省，越南割讓邊和、定祥、嘉定給法國並且簽訂

「柴棍條約」6；同年清廷因「中英法天津條約」，開放中國沿海與臺灣安平、打狗、淡水、

雞籠等港口通商，對法國擴張亞洲殖民區產生了推波助瀾的力量。1873 年（同治 12 年）

法國假借處理走私問題進入清越邊界紅河地區，清廷派黑旗軍劉永福（1837-1917）誘殺

當時法國上尉安鄴（Francis Garnier），而造成清法兩國關係緊張；同時法國再度在越南

土地上擴張佔領北圻四省，並與越南簽訂「甲戌條約」，主張法國為越南宗主國，清廷則

被徹底排除 7；法國並於 1875 年（光緒元年）由外交部派駐清代辦通知清廷，不可再干涉

越南事務；而清廷政府對越南主權問題卻顯消極，使得法國更想進一步發展對中國的貿易

關係。

1880 年法國第三內閣總理費里（Jules Ferry）決定加強越南的控制，另一方面，法

國駐清國公使向法國發出電報，指出越南貢使向清廷奏報法國有意出兵越南。這讓費里感

到不安，因而向法國國會提出 250 萬法郎的預算，以此提高越南的軍事費用。1882 年法

軍派上尉代理營長李維葉（Henri Riviére）攻佔河內，清廷一方面希望能化解越南問題，

一方面派劉永福與法軍對戰於紙橋。雖然劉永福擊敗法軍，卻也讓法國國內充滿著對大清

帝國出兵的聲音。最終 1883 年法國派遠東艦隊司令孤拔 （Anatole Courbet）出兵越南

紅河地區，演變成一場長達兩年的清法戰爭。

（二）滬尾戰役與雞籠、澎湖戰役之關聯

淡水河口的滬尾戰役是清法戰爭臺海三場戰役中唯一一場勝戰，而基隆戰役是首戰，

澎湖戰役則是終戰。

法軍起初在中越邊界發動攻擊，後轉向海上，目標福州馬尾，臺灣雞籠、滬尾、澎湖

等地，除掠奪資源外，若殲滅福州馬尾等同摧毀大清現代化的船政建設，以此增加談判籌

碼。清廷得知消息後，立刻加強防守，然而 1884 年 7 月法軍藉各國船艦來到福州向光緒

6　﹝越﹞張登桂等纂，《大南實錄》（東京：日本慶應義塾學言語文化研究所，1981 年，正編第四紀），卷 26，頁 19-25。

7　﹝越﹞張登桂等纂，《大南實錄》（東京：日本慶應義塾學言語文化研究所，1981 年，正編第四紀），卷 60，頁 2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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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祝壽施放禮炮的機會，趁亂殲滅了福建水師。取得勝利後的法軍，接著轉往基隆，孤

拔（Anatole Courbet）命副司令李士卑斯（Lespès）準備砲擊北臺灣。

清廷為力抗法軍，決定重新啟用劉銘傳（1836-1896）擔任福建巡撫，並督辦臺灣軍

務。李鴻章（1823-1901）還於劉銘傳出發至臺灣前，調撥了數門火砲及武器協防臺灣。8

劉銘傳來到臺灣後，首先重新佈署兵力配置，將重心從臺南移往北臺灣，最後壓陣在基隆

與滬尾兩處。9

同年 8 月法軍收到上級命令攻擊雞籠，於是已移往雞籠的李士卑斯 （Lespès）於 8

月 5 日上午砲擊雞籠，守在雞籠的清軍在港口東岸的大沙灣夾擊法軍。法軍首波攻勢即摧

毀了基隆的防禦礮台，並且在砲火的掩護下搶灘登陸，清軍只好轉攻為守。隔兩日的陸戰，

雙方激烈駁火，清軍極力反攻，法軍退回艦上。之後 8 月 29、30、31 日，遠東艦隊司令

孤拔（Anatole Courbet）再次砲擊雞籠，並下令封鎖港口往來船隻；此外，孤拔（Anatole 

Courbet）還決定分兵攻打滬尾。10 月 1 日，法軍於今日基隆仙洞的一處海岸登陸，守

軍蘇得勝、章高元與曹志中等人雖極力抵抗，卻徒勞無功；10 月 3 日，法軍更近一步佔

領雞籠西部；次日法軍又攻破大沙灣；清軍只能撤退到月眉山與獅球嶺一帶，據山防守；

10 月 8 日法軍攻上獅球嶺各堡壘後，雞籠終為法軍佔領。清軍為了守住最後防線並意識

到滬尾的戰線更為重要，若是淡水河口失守，臺北城恐就不保，因而在獅球嶺留下三百守

軍後，將兵力重新佈署滬尾。

淡水方面，在法軍攻打滬尾前，劉銘傳定調滬尾戰役採取守勢。清軍由守將孫開華

（????-1893）領軍，除了加強各據點砲台外，還在靠海的岸邊築了兩道土堤 10，藉以消耗

法軍彈藥。此外，法艦停泊在淡水河口海面上，清軍為防法艦沿著淡水河進入臺北城，決

定在河口填石塞港，且在河底佈置水雷，以防法艦進入。1884 年 10 月 2 日，法軍於淡水

河口砲擊滬尾，將清軍部署的白砲台與新砲台陸續炸毀，並於 10 月 8 日於滬尾沙崙海邊

登陸，展開陸上作戰。法軍派出五個中隊和兩個水雷兵分隊，一人攜帶一日糧食、十六包

彈藥和預備彈夾，往沙崙海灘搶灘。11 法軍原本認為這是一次輕鬆任務，然而在登陸後即

面對一片茂密的黃槿樹林，與埋伏其中的清軍正面交火。戰場大約從現今沙崙海灘、沙崙、

中崙、大庄、天生國小至油車口一帶，最後法軍因在叢林中迷失方向且彈藥不足，決定撤

8　《督辦臺灣事務劉銘傳奏報起程日期摺》（上海：新知識出版社，2015 年），頁 409。

9　劉銘傳：《劉壯肅公奏議 ‧ 覆陳臺北情形請旨查辦李彤恩一案以明是非摺》，卷二。

10　現在還可在沙崙海水浴場外、淡水高爾夫球場內等地方看見遺跡。2013 年 1 月 30 日文化部資產局已公告此為歷史建築，稱
為「清法戰爭滬尾古戰場城岸遺蹟」。

11　﹝法﹞ JeanL 著、鄭順德譯：《孤拔元帥的小水手》( 臺北：中研院臺灣史研究所，2009 年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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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當法軍敗退時，原帶領鄉勇守東線後備的張李成（1842-1894），帶兵殺出並斬下法

軍首級，立下戰功。雖然滬尾戰役成為清法戰爭中唯一一場清軍得勝的戰役，然而伺機而

動的法國艦艇最後停留在北臺灣外海，封鎖來往船隻，企圖造成北臺灣經濟困境。

未攻下滬尾的法軍，在封鎖北臺經濟控制有限的情況下，決定撤至澎湖。1885年3月，

孤拔（Anatole Courbet）率艦隊抵達澎湖，29 日砲擊澎湖，30 日澎湖礟台幾乎全毀，

同日法軍登上馬公，並將軍隊安置在澎湖。然而，法軍攻陷澎湖後，卻陸續傳出有人染上

傳染病，1885 年 6 月 9 日，據記載孤拔（Anatole Courbet）染上病重，隔幾天已無法

講話，最後於 6 月 11 日下午走完人生最後一哩路。

西仔反戰役結束後，雖然法軍佔領雞籠、澎湖，然而滬尾之役失利加上孤拔（Anatole 

Courbet）染疫去世，使得法軍不得不結束對中國的勢力擴張。

（三）戰時傳說與相關口傳歷史

一場戰爭除了官方的記載外，在地居民所見所聞，亦是歷史的印證。例如柯設偕先

生 12（1900-1990）曾在訪談筆記中提及當天的砲擊情形：「（法軍砲彈）一彈擊中一軒

商店，衝倒木櫃，壓傷中年婦人的腳，生命無虞 ; 一彈通過民屋之頂，擊破中樑墜落，傷

及老婦人頭部（油車口人），旋即身亡」13。滬尾之役作為清廷少數勝利的戰役，除了在

清朝檔案中以「滬尾大捷」描述此段歷史外，滬尾地區的民眾亦有許多對於戰爭的傳說與

見證。

1. 滬尾街受神明庇佑

淡水民間一直有關於清法戰爭時三大廟神靈庇祐的說法，在連橫《臺灣通史》14 中

曾記載劉銘傳向清廷奏請賜匾給淡水龍山寺、福佑宮，而目前所見與清法戰爭相關的

匾額共有四幅，除光緒皇帝御賜龍山寺的「慈航普度」、福佑宮的「翌天昭佑」之外，

還有清水巖祖師廟的「功資拯濟」，和油車口蘇府王爺廟由章高元（1843-1912）提

督所賜的「威靈赫濯」。

12　柯設偕先生（1900-1990）為馬偕的外孫，是日治時期臺灣帝國大學（今臺灣大學）第一屆文學學士畢業生。長年在淡江中
學任教，除了教學之外也對淡水文史有濃厚的興趣，1933 年曾創辦「淡水鄉土研究所」。曾就清法戰爭滬尾戰役作過相關
訪談，並寫在題為「淡水ニ於ケル清法日清兩役ノ概況」的筆記中。相關內容詳參《淡水古蹟博物館淡水第一期口述歷史研
究調查案（附冊）》（臺北縣：淡水古蹟博物館，2015 年），頁 104-115。

13　柯設偕：〈淡水ニ於ケル清法日清兩役ノ概況〉內容詳參《淡水古蹟博物館淡水第一期口述歷史研究調查案（附冊）》（臺北縣：
淡水古蹟博物館，2015 年），頁 116。

14　連橫：《臺灣通史》：「龍山寺：在縣轄滬尾街。乾隆間建，規模頗大。光緒十二年，巡撫劉銘傳奏請賜匾，御書「慈航普
度」四字，懸於寺中，今存。福祐宮：在縣轄滬尾街。乾隆間建，祀天上聖母。光緒十二年，巡撫劉銘傳奏請賜匾，御書「翼
天昭佑」四字，懸於廟中，今猶存。」，卷二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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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傳 1884 年 10 月 2 日法軍砲轟淡水時，法軍用望遠鏡觀測滬尾街情勢，在福佑

宮上方看見一群和尚在廟殿上空排檔砲彈，並且附近民宅絲毫未受傷害。因此，媽祖

擋砲彈傳說不脛而走。又清水巖祖師爺助戰紀錄，最早見於清代楊浚所纂輯的《清水

巖志略》：「光緒甲申，臺灣滬尾之役，神出陰兵助戰，洋人云但見山頭一黑隊兵最

勇健，飛礮中之，裂開復合。15」而淡水清水巖廟方也有類似的紀錄。

法軍當日轟炸將淡水河口的白礮台與新礮台摧毀，然而周遭民居幾乎無損，因而

淡水人相信有神佛保祐。

2. 臺灣土勇張李成與楓丹（Fontaine）上尉

當時戰場上清兵組成複雜，除孫開華的湘軍、劉銘傳的淮軍外，另有李彤恩所募

得的臺灣土勇，其中有被記載的土勇營官是張李成。依據《臺北市志》16 紀錄，張李成

乃木柵內山人，孔武有力，法軍犯臺時受招募而加入本地兵勇以禦敵；因本名阿火，

據傳曾在戲班扮演旦角，人稱阿火旦；滬尾之役時因立有軍功被清廷封為滬尾守備，

賞戴花翎，後官拜都司。然而在柯設偕的筆記中卻提到：「此役（滬尾戰役）中清兵

約二千五百名，大部分奮勇交戰，唯少年幹過戲妲的張李成氏所轄一營土兵，全為三

角湧人，約四百餘名，僅十七、八人出戰，其餘皆怕死躲在溝邊樹下。如張李成自身

即使是營官，也戰戰兢兢，避在橋下，至法軍敗退始出。」17 究竟張李成對戰爭的貢獻

真相如何？我們已無從得知，然而可確知的是在當時確有其人。

另在劉銘傳奏摺中提到：「張李成陣斬水師統領封唐首級，紳民皆道其首功。18」

其中「封唐」（Fontaine）即是法軍登陸戰第一中隊上尉，亦有人翻成方丹、楓丹、

楓康等。在法軍滬尾登陸戰當天，五個中隊的士兵一登陸即受困於淡水沙崙海邊的

黃槿與林投樹林，加上清軍又從正面、側面包夾攻擊，使得法軍很快敗退。而楓丹

（Fontaine）上尉卻在撤退時走錯方向，遭到圍捕，最後慘遭砍頭命喪滬尾。依據

劉銘傳的說法，張李成將楓丹（Fontaine）的首級砍下，以領取賞金。19 而後楓丹

（Fontaine）的家人聞訊，還透過英國領事館協尋屍首，後來在紅毛城附近找到，但

已腐爛無法運回法國，最後在原地安葬。20

15　〔清〕楊浚輯：《清水巖志略》（揚州：廣陵書社）。

16　《臺北市志・卷九人物志》（臺北：臺北市文獻會，民 59 年），頁 84。

17　柯設偕：〈淡水ニ於ケル清法日清兩役ノ概況〉內容詳參《淡水古蹟博物館淡水第一期口述歷史研究調查案（附冊）》（臺北縣：
淡水古蹟博物館，2015 年），頁 110。

18　劉銘傳：《劉壯肅公奏議・密陳孫開華在臺情形事》，卷二。

19　約翰 ‧ 陶德著、陳政三譯：《北台封鎖記》（臺北：原民文化，2002 年），頁 96。

20　季茉莉譯註：《北圻回憶錄：清法戰爭與福爾摩沙》（台南：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2013 年），頁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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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戰後影響與習俗

1885 年 6 月隨著孤拔（Anatole Courbet）病逝，清法兩國決定簽下《中法新約》，

法國戰艦必須退出台海，同時清廷也承認越南主權不再屬於大清帝國。而原屬福建省的臺

灣，由於戰事凸顯其重要戰略地位，促使清廷重視並決定獨立建省，且由劉銘傳出任首任

巡撫。再者，有鑑於淡水河口戰略地理位置之重要，劉銘傳決定在河口山丘制高點上興建

一座礮台，即今日的滬尾砲台。

清法滬尾戰役雖由清廷取得勝利，然而戰爭依然是殘酷的，據統計3小時的短兵相接，

清軍死傷近 300 人，法軍亦有 17 死 49 傷，這讓戰場附近（今淡水油車口至沙崙地區）

的居民十分惶恐。據沙崙當地耆老口述，幼年聽祖輩訴說親身經歷，當時整個沙崙戰場從

中崙圳、瓦店埤到今日天生國小一帶，橫屍遍野、血染成河。而且在戰事之後，地方十分

不平靜，時有聽聞鬼魂在樹林間作祟，為此居民祈求當地信仰中心保安廟祖師爺保祐，而

祖師爺則顯靈指示居民要在每年農曆八月二十日祭奠陣亡將士，因而至今淡水沙崙地區仍

保有「農曆八月二十拜門口」之習俗。21

21　據當地居民王月蓮女士的訪談口述，其祖父告訴她沙崙地區保安廟中供奉之清水祖師爺曾指示在地居民每年於清發戰爭滬尾
戰役之日舉行「拜門口」祭祀，以慰藉戰場亡靈。（訪談日期：2020 年 7 月 8 日）。

圖一　訪談沙崙耆老王月蓮女士口述農曆八月二十日拜門口習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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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隨著時間的流逝，加上保安廟附近的百姓公祠在每年農曆七月會舉行普渡大典，

使得單獨祭祀的人家逐漸變少，知道祭祀習俗及意義的老人家也逐漸凋零，目前此項傳統

已相當罕見。

（五）人事時地物盤點表

經由上述之資料分析，可將西仔反戰役中相關的重要人事時地物，整理成一份盤點

表。例如：兩軍參戰人物，可就清法兩方陣營於資料上爬梳分類，再就其參與戰役細分，

以其軍階、官銜……等細項加以描述，如下表所示：

表一 ：西仔反戰役重要人物盤點表

陣營 姓名 參與戰役 軍種 /官職 生卒年

清軍 劉銘傳
基隆 / 滬尾 /
澎湖

淮軍 / 福建巡撫 1836-1896

清軍 孫開華
基隆 / 滬尾 /
澎湖

湘軍 / 福建提督 ????-1893

清軍 章高元
基隆 / 滬尾 /
澎湖

淮軍 / 臺灣鎮總兵 1843-1912

清軍 林朝棟 基隆 台勇 / 棟軍主帥 1851-1904

清軍 張李成 滬尾 台勇 / 滬尾守備 1842-1894

法軍
孤拔
（Anatole Courbet） 基隆 / 澎湖 海軍中將 / 遠東艦隊司令 1827-1885

法軍 李士卑斯（Lespès） 基隆 / 滬尾 /
澎湖

海軍少將 / 遠東艦隊副司令 1828-1897

法軍
楓丹
（Fontaine）

滬尾 海軍上尉 / 第一中隊上尉 ????-1884

外籍
人士

約翰陶德
（John Dodd）

基隆 / 滬尾 英國蘇格蘭籍臺北茶商 1838-1907

外籍
人士

馬偕
（George Leslie 
Mackay）

基隆 / 滬尾 加拿大籍長老教會牧師 1844-1901

以此原則依序整理人、事、時、地、物表格，可從資料中析離出關鍵知識，並進行認

識與理解。最終，我們將西仔反戰役中較重要、相關者整合成如下盤點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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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西仔反戰役重要人、事、時、地、物盤點表

類別 項目 說明

人

1. 孫開華

2. 劉銘傳

3. 劉璈

4. 章高元

5. 李彤恩

清軍將領

6. 孤拔（Anatole Courbet）
7. 李士卑斯（Lespès）
8. 楓康上尉（Fontaine）

法軍將領

9. 張李成（阿火旦）

10. 林朝棟
台籍鄉勇

11. 光緒皇帝

12. 慈禧太后
皇室成員

13. 馬偕（George Leslie Mackay） 醫護人員

事

14. 安南宗主權問題 起因

15. 基隆戰役

16. 滬尾戰役

17. 澎湖戰役

台海三場戰役

18. 八月二十拜門口 戰後習俗

19. 臺灣建省 戰後影響

時

20. 1883 年（越南、福建）

21. 1884 年（基隆、淡水、澎湖）

22. 1885 年（越南）

戰爭起訖年

23. 1884 年 10 月 2 日

24. 1884 年 10 月 8 日
滬尾戰役日期

25. 1885 年 6 月 11 日 孤拔（Anatole Courbet）逝於馬公

26. 1885 年 6 月 9 日 《中法新約》簽訂

地

27. 滬尾街

28. 淡水河口

29. 沙崙

30. 中崙

31. 油車口

32. 中崙圳、瓦店埤 （天生國小）

淡水戰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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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項目 說明

地

33. 偕醫館 醫護地點

34. 澎湖

35. 雞籠
其他戰場

36. 清水巖祖師廟

37. 淡水龍山寺

38. 淡水福佑宮

39. 油車口蘇府王爺

40. 沙崙保安廟

41. 鵬山七善公

神蹟傳說廟宇

物

42. 白礮台 
43. 紅礮台 

防禦工事

44. 滬尾砲台 戰後新建

45. 黃槿樹

46. 林投樹
護國神樹

47. 功資拯濟 （清水祖師）

48. 翌天昭佑 （福佑宮）

49. 慈航普度 （龍山寺）

50. 威靈赫濯 （蘇府王爺）

賜匾紀錄

51. 蝮蛇號 Vipère
52. 雷諾堡號 Château Renault
53. 德斯單號 D´Estaing
54. 瞻號 Tarn
55. 凱旋號 Triomphante
56. 度居士路因號 Duguay Trouin
57. 拉加利桑尼亞號 La Galissonnière

法軍戰艦

58. 《劉壯肅公奏議》

59. 《點石齋畫報》

60. 《孤拔元帥的小水手》

61. 《北台封鎖記：泡茶走西仔反》

62. 《申報》

63. 《述報》

戰爭相關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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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建構知識關係圖

數位典藏系統是一種以數位化方式保存人類文化資產的資訊管理系統 22，然而數位化

過程如何讓資料成為系統化收藏，且能幫助使用者更方便快速地找到所需資料，是一個重

要課題。因此將資料轉化為具層次結構且互相關聯的數位物件，並描述其關聯性，成為數

位典藏不可或缺的一環。為了能有系統地將清法滬尾戰役之人、事、時、地、物作有效描

述與關聯，本文利用知識圖譜（Knowledge Graph）相關概念，建立其知識體系。知識

圖譜原是 Google 為其搜尋引擎所發展出來的一種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net，AI）

語意網路（Semantic Network），將知識中分析出的各種細節，透過「節點」與「節點」

間互有「關係」的方式，形成知識網絡，當放入整個知識體系時，使用者能透過關聯的無

限延伸，搜尋所需資訊。而本研究則借用知識圖譜的概念，由作者憑藉對主題深入之研究

與瞭解，以人類智慧（Human Intelligent，HI）進行「清法滬尾戰役知識關係圖」之繪製，

不涉及任何 AI 演算法。

一場戰爭的發生有其因果關係，當我們後設思考歷史的同時，理解事件中的因果並描

述歷史，將是我們觀看歷史的史觀與立場。以「西仔反」戰事為例，當分析相關人、事、

時、地、物資料後，將各個數位物件串連成不同階層之關係，以知識圖譜概念為建構核心，

以事件發生之原因、經過、結果為主要節點，將相關次要節點與之關連，再將更次要的事

物關聯在更次要節點上，以此類推、層層延伸，形成一個互相關聯的知識體系。

例如下圖，以「清法戰爭」為主節點，下分「中越沿海戰役」與「台海三場戰役」，

外加「起因」、「起訖年」、「滿清皇室」、「結果」……等節點，接著聚焦於「台海三

場戰役」，再分出次節點往下延伸。

22　 林信成：《開放式數位典藏統之研究》（臺北：文華圖書管理，2010 年），頁 116。

圖二　「清法戰爭滬尾之役」歷史知識關係圖第一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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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海三場戰役」的次節點，可分為「基隆戰役」、「滬尾戰役」、「澎湖戰役」，

其中因本文重點在於於滬尾戰役，因此可從「滬尾戰役」之下再分為「起因」、「過程」、

「結果」等再次一層的節點。

由前一節可知，滬尾戰役是法軍欲攻取臺北城的重要一役，戰爭過程兩軍交戰的重要

人物、時間、地點、戰艦、武器、防禦工事等，都是進行數位典藏的重點；而戰爭後居民

口耳相傳的傳說與歷史故事也可加入典藏之範圍。因此，多數節點皆可再往下層層延伸，

但限於研究時間與規模，將適度予以收斂。

圖三　「清法戰爭滬尾之役」歷史知識關係圖第二層

圖四　「清法戰爭滬尾之役」歷史知識關係圖第三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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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　「清法戰爭滬尾之役」歷史知識關係圖第四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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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法戰爭滬尾之役」歷史知識關係圖最終希望將滬尾戰役中相關知識藉由圖表做相

互關聯，一則是能有系統地看待一件歷史事件，一則是藉由知識的可視化圖表，將物件與

物件間的關係結合得更有條理。

五、著錄與上傳詮釋資料

（一）著錄詮釋資料

詮釋資料（Metadata）簡言之是對數位物件進行詮釋性描述，為數位典藏的重要歷

程。本研究將清法戰爭透過知識關係圖的繪製，已概略形成一個可視化的系統，接著要將

每個節點依循《文化部國家文化記憶庫詮釋資料描述欄位撰寫原則與工作方法說明手冊》

之規範，進行描述與上傳。23

著錄詮釋資料時可分為基本描述、與主題之關聯、主題之下的特殊脈絡三個面向。以

「孫開華」為例：

1. 基本描述：以基本資訊為主。

如：孫開華

孫開華，字賡堂，湖南豐州慈利縣人，生於 1840 年代，卒於 1893 年。武童出身，湘

軍將領，1874 年牡丹社事件爆發後，受南洋大臣李宗羲任命至移駐廈門，督辦海防事

務，招募勇丁軍營，稱擢勝營，後隨孫開華東征西討，防務臺灣。

2. 與主題之關聯：在主要是事件中相關脈絡為何。

如：孫開華

1884 年因清法戰爭，擔任北部將領率軍抵抗法軍。清法戰爭滬尾之役，填石沉船堵塞

淡水河口以防法軍，法軍登陸之時，擢勝營右營龔占鰲率兵埋伏假港，擢勝營中營李

定明伏於油車口，後營范章雲為後應，最終擊敗法軍

3. 主題之下的特殊脈絡：其他關連於主脈絡之下，次要的人、事、時、地、物。

如：孫開華

滬尾之役成功，後獲白玉翎枝等賞務，並被委任幫辦臺灣軍務，名聲因而上揚。因和

劉銘傳交惡，於 1886 年離開臺灣，回到泉州屬陸路提督。

23　 文化部《文化部國家文化記憶庫詮釋資料描述欄位撰寫原則與工作方法說明手冊》（臺北：文化部，2020），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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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上傳國家文化記憶庫

「國家文化記憶庫」是一個以文化部為主要推動機關的國家級大型數位典藏計畫，透

過中央、地方與民間單位的通力合作，搜集臺灣各地文化資產，希望能從民間、地方由下

而上的建構出臺灣文化的多元樣貌。主要透過資料開放運用、在地知識建構、全民共同創

造等方式，以逐步累積並開放彰顯臺灣特色的文化內容，形成全民共同參與的新社會文化

運動。24 無疑地，清法滬尾戰役符合國家文化記憶庫欲收存的文化資產要件！

「國家文化記憶庫」後台相關文資上傳、整合的系統稱為「收存系統」，以下分別說

明上傳過程及結果。

1. 數位物件分類建置

國家文化記憶庫收存系統會要求上傳者對每項數位物件做初步分類，如下圖。因

此上傳者需對該數位物件有一定程度的理解，才能放入適當的類別下。以「孫開華」

為例，我們從前述內容可知是清軍將領暨戰役重要人物，因此可歸入重要人物類。

24　 「國家文化記憶庫官網 / 關於我們 / 政策說明」：http://210.65.127.57/Home/Intro （上網日期 2020/9/10）

圖六　國家文化記憶庫收存系統分類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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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將清法滬尾戰役知識關係圖建入系統中

依照前節所繪製之知識關係圖，於收存系統中建立層級架構。不過我們發現該系

統最多僅能建 3 層，無法完全支援我們的知識關係圖，所以我們因應系統做了一些彈

性調整，如下圖所示：

圖七　國家文化記憶庫收存系統資料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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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數位物件描述

接著依照收存系統訂定之欄位填上相應之詮釋資料，值得注意的是，描述欄位需

分為三個層面：其一基本資訊（例如生卒年、祖籍、官階），其二與清法戰爭相關之

處（例如戰役中之將士），其三是其他細節（例如戰後官階、皇帝賞賜……），這些

都可寫在描述裡。

圖片

創用 CC 姓名標

示 3.0 臺灣

名稱 孫開華

分類 人物團體（國家文化記憶庫分類）

性別 男

別名 賡堂

國籍 中國湖南豐州慈利縣

出生年月日 1840 年代

作 品 / 文 物 介

紹 描 述 資 料

（200~500 字 /
科普化）

（創用 CC 姓名

標示 3.0 臺灣）

孫開華，字賡堂，湖南豐州慈利縣人，生於 1840 年代，卒於 1893 年。

武童出身，湘軍將領，1874 年牡丹社事件爆發後，受南洋大臣李宗羲

任命至移駐廈門，督辦海防事務，招募勇丁軍營，稱擢勝營，後隨孫開

華東征西討，防務臺灣。1876 年孫開華來臺抵達雞籠，1880 年率部隊

於雞籠跟滬尾興建礮台，1884 年因清法戰爭，擔任北部將領率軍抵抗

法軍。清法戰爭滬尾之役，填石沉船堵塞淡水河口以防法軍，法軍登陸

之時，擢勝營右營龔占鰲率兵埋伏假港，擢勝營中營李定明伏於油車

口，後營范章雲為後應，最終擊敗法軍，滬尾之役成功，後獲白玉翎枝

等賞務，並被委任幫辦臺灣軍務，名聲因而上揚。因和劉銘傳交惡，於

1886 年離開臺灣，回到泉州屬陸路提督。

撰寫者 淡水古蹟博物館

是否可以匯出成

Open Data* 	是，這筆資料沒有版權疑慮，可以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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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顯示於網頁

	是，存檔後立即顯示在網站上

起（  年  月  日）訖（  年  月  日）

（若未設定迄日則為永不下架）

是否開放介接 否

圖八　數位物件描述

4. 系統內關聯設定

在詮釋資料欄位下方，還有數個相關選項，可將數位物件與其他已建置好的物件

相關聯，讓使用者能進一步進行關聯查詢。

圖九　國家文化記憶庫收存系統中內部關聯建置

52

面
專
題

封

C
over Story

第 12 期



六、結論

本文以清法戰爭的歷史文化內容導入至數位典藏系統中，藉由協作文化部國家文化記

憶庫的過程，建構歷史人文資料的數位典藏庫。然而，在製作國家文化記憶庫的數位物件

關連與描述時，遇到以下幾個困境，或許可作為建議與改善的參考。

（一）關聯分層過少，以致物件之間的連結有限

目前國家文化記憶庫的關聯階層僅有三層，然而依照本文知識關係圖的概念，應該要

能不斷延伸，若未來系統能突破此瓶頸，應能讓使用者從關聯中看見更多可能。

（二）描述欄位中的關鍵詞無法彼此連結

國家文化記憶庫的描述欄位中，雖然有關鍵詞的著錄，然而卻無法拉出連結，亦即使

用者看到關鍵詞後仍要另行搜尋查找，使用者在使用上不是太方便。

本文僅聚焦於清法滬尾戰役，未來可將基隆戰役、澎湖戰役，甚至清越邊境各場戰役

皆納入其中，以更完整地以數位化方式典藏整個清法戰爭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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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祀與傳說
—以清法戰爭滬尾之役為例

Religious Customs and Legends
—Example of the Sino-French 
War of Tamsui War

︱李其霖（淡江大學歷史學系 副教授 兼 海洋及水下科技研究中心 副主任）

在清法戰爭滬尾之役的戰爭過程中，無論是清軍或法軍都有不少的傷亡，淡水人

為了撫平亡者，於每年農曆 8 月 20 日，在沙崙一帶的居民都在當天下午自行在家

門口舉行祭拜儀式，持續至今。再者，於淡水竹圍地區，亦有數個民眾受到亡靈

託夢，故興建廟宇進行祭拜，這都是戰爭後所衍生出的宗教活動。本文將以清法

戰爭滬尾之役為例子，闡述戰爭後的祭祀活動、民俗傳說與民間信仰的結合之互

動情況。

關鍵字：清法戰爭、淡水、清代、臺灣、軍事史、傳說與神蹟

In Sino-French War of Tamsui War, Qing and Franch soldiers suffered heavy 
casualties. Danshui people hold worship activities on the eighth 20th lunar month 
every year. Temples were even built in the Zhuwei area to comfort the dead. These 
are all religious activities derived from the war. This paper will take the Battle Sino-
French War of Tamsui War as an example, Studies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sacrificial 
activities, folklore and folk beliefs after the war.

Keyword: The Sino-French War, Tamsui, Qing Dynasty, Taiwan, Military history, Patron 
saint Legends and Miracles

撰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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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清法戰爭在滬尾地區雖然只有兩場戰役，但確讓當地居民留下相當深刻的印象。這兩

場戰役分別是發生在 1884 年 10 月 2 日，以及 1884 年的 10 月 8 日。第一場戰役為砲彈

轟擊，當時的淡水居民已經有所準備，加上傳說中的媽祖、清水祖師、觀音菩薩、蘇府王

爺等神明的助陣，讓淡水居民的傷亡甚少，但實際傷亡數目並不可考。此場戰役影響比較

大的是建築物的毀壞，但留下來的砲彈卻讓不少人獲得意外之財。1 而建築物的毀壞都是

在法國軍艦第一波轟擊中所承受，主要是當時淡水起霧，視線不良，使得法艦無法準確的

瞄準清軍砲陣地，乃至在淡水洋人區的建築皆遭到襲擊。

第二場在淡水的戰役則為陸戰，亦是肉搏戰，法軍從沙崙沙灘登陸之後，雙方短兵相

接，近距離作戰，因此死傷人數較多，清軍和法軍的傷亡數量總計約 300 多人上下。2 也

因戰場集中在沙崙地區，戰況激烈，死傷慘重，對當地居民造成難以抹滅的深刻記憶，深

深地烙印在他們心中。為了讓死去的清法所有將士獲得慰藉，當地居民遂倡導往後於當天

舉行祭拜活動，以安慰這些亡靈。這個祭祀活動也就成為當地民眾的信仰，時至今日尚可

看到。

然而，隨著戰爭的記憶越遙遠，對這場戰役理解的人也就越來越少，再加上現今人們

工作相當忙碌，難以兼顧，常常無法請假準備祭拜的菜飯，使得拜拜的人越來越少。如今

只剩下一位王月蓮女士繼續不間斷的進行著，為這段歷史留下最後的見證。

二、滬尾之役的戰況

清法戰爭由安南（越南）事件所引起，是雙方為爭奪越南宗主權，以及因經濟利益所

展開的戰爭。法軍目的除了佔有越南之外，也想乘機發動戰事，法軍認為若能打敗清軍，

就能獲得清廷賠款。但戰爭情況並不如法國所預料，最後卻是往最壞的劇本進行，所以才

將戰線從廣東、廣西一帶，拉到浙江、福建及台灣海域。

滬尾之役的發生，主要是法軍攻破馬尾船廠之後，清軍尚不願意賠款，因此法國只能

佔領某處，再增加談判籌碼。法軍除了攻打基隆，也試著攻打滬尾，如能佔領就能提高談

判身價，這對法軍有利。若不能佔領滬尾，至少還佔有基隆，進可攻，退可守，在兵源不

足的情況之下，還是發動滬尾之役。

1　周明德，《海天雜文》（板橋：台北縣立文化中心，1994），頁 94。

2　根據目前解讀的資料顯示，法軍 17 死 49 傷，清軍約 300 人傷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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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4 年 10 月 2 日，當天清晨清軍砲台先轟擊法國停在淡水沿岸的軍艦，並有法艦中

彈，這四艘停泊在淡水沿岸的法艦被攻擊之後馬上反擊，但初期因視線不佳，無法有效的

攻擊清軍。待視線好轉之後，法艦很快的轟垮滬尾的兩座砲臺，讓清軍失去再度進攻機會。

法軍此次轟擊應屬被動，但法軍攻擊滬尾也是遲早的事，只是順勢提早進行。法軍砲擊完

後，本應進行陸戰，破壞水雷營，再控制淡水河，但淡水地區連續幾天的下雨，使得法軍

無法乘勢進行登陸作戰。

連續幾天的下雨停滯之後，1884 年 10 月 8 日（光緒 10 年 8 月 20 日），當天凌晨

天氣和海象逐漸穩定，指揮官李士卑斯（Sébastien-Nicolas-Joachim Lespès,1828 －

1897）傳令於 9 點進行登陸。登陸的部隊分成 5 個中隊（連隊）和 2 個水雷兵分隊，每

人攜帶一日糧食，準備進行登陸。3 法軍的作戰方略是從沙崙登陸後，分別向新砲台進攻，

並將其催毀，之後再轉戰白砲台，將位於旁邊的水雷營點火線佔領，並引爆水雷後返回軍

艦，全部路程約為 6 公里。4

法軍在登陸的前一天皆已經針對作戰方略進行了模擬，沙崙登陸戰的指揮官選定為馬

汀中校（Martin），5 馬汀即為佔領基隆的指揮官，其對臺灣作戰已有相關之經驗。然而 8

號早上，馬汀的風濕病發作，無法進行指揮，所以改由雷諾堡號的艦長 Boulineau（布里

諾）指揮。6 但布里諾並沒有相關的登陸戰經驗，但只能免強接下這個任務。雖然如此，

法軍每個人還是都充滿信心。根據法國檔案資料所示，法軍本次的陸戰目的並不在於佔領

滬尾，只是摧毀炮台和引爆水雷為優先，因此陸戰部隊並沒有攜帶太多的彈藥，每人約帶

100 發子彈，7 因為法軍認為這樣的武力應該足以嚇阻清軍。

在滬尾之役中，法軍登陸滬尾人員共600名，除了原來在滬尾的四艘軍艦的人員之外，

再從基隆調來人力，如拉加利桑尼亞號 120 名，貝雅德號 120 名，凱旋號 100 名，德斯

丹號和雷諾堡號共 130 名，瞻號和杜居土路因號 130 名。810 月 8 日當天的登陸戰，法軍

從早上6點開始準備，9點35分陸續乘坐小船到沙崙海灘外列隊，9點55分正式登陸作戰。

在小船登陸的過程中，在淡水外海的法軍船艦給予火砲掩護，其中腹蛇號距離清軍最近，

3　Eugene Garnot, L´Expédition française de Formose, 1884-1885, p. 53. 根據當時日曆記載，當天是寒露，代表
著秋天結束，冬天來臨，滬尾外海溫度似乎較低溫。

4　Eugene Garnot, L´Expédition française de Formose, 1884-1885, p. 53.
5　Martin 為法國軍艦拉加利桑尼亞號的副艦長，也是 1884 年 8 月對基隆進行登陸戰的指揮官。

6　Loir, Maurice, L'Escadre de l'amiral Courbet, notes et souvenirs, p.168.
7　法國海軍部檔案，〈遠東艦隊總司令孤拔致海軍及殖民地部長〉，1884 年 10 月 18 日發文。

8　Loir, Maurice, L'Escadre de l'amiral Courbet, notes et souvenirs, p.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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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力支援也最多，9 因此在法軍至沙崙沙灘這段時間，因艦上火砲的轟擊，相對的讓登陸

人員沒有受到清軍攻擊。

在清軍方面，他們在黃槿樹林裏埋伏等待法軍到來，待法軍進入樹林之後，槍戰在法

軍右側展開，而且越來越激烈，旋即法軍左側部隊也受到攻擊。進入沼澤地之後，法軍受

制於地形以及清軍火力壓制和包圍，情況對法軍不利。就在千鈞一髮之際法軍趕緊協防，

第四中隊馬上趨前支援第一、二中隊。此時第三中隊也與清軍展開槍戰。第五中隊和第四

中隊聯合起來，向東北方的清軍開火。爾後，因雙方部隊近在咫尺，於 10 分鐘之內，在

1500 公尺長的戰線上相互齊射，法軍全數皆位於此戰線上，已經沒有後備部隊。隨著雙

方的距離已不到 100 公尺，大家只能瘋狂掃射，此時，法軍指揮官布里諾認為射擊太過於

密集，怕彈藥快速用罄，囑咐喇叭手傳令停止射擊，但該員已重傷倒地，只能用口頭方式

傳達，10 但為時已晚。法軍子彈消耗太快，但卻無法鎮壓清軍，造成人員不安。

此時，在法軍的右翼方面從白砲台方向衝出了許多清軍，要將法軍進行包圍，眼看清

軍就在眼前，法軍趕緊插上刺刀衝擊，才免於受到圍堵，解除了危機。同時間法軍左翼亦

被清軍突擊，第五中隊幾乎要被包圍了。從城岸退下來的第三中隊剛好支援第五中隊，避

免第五中隊被殲滅。經過一小時的短兵相接，法軍彈藥已經使用約三分之二。此時的法軍

受傷人數逐漸增加，傷兵的運送，感覺像是在撤退，影響了士氣。這些傷兵還包含了幾個

中隊的指揮官，如第一中隊指揮官楓丹（Fontaine）上尉、第二中隊指揮官 Dehorter 上

尉、第三中隊 Deman 少尉皆負傷，退出戰場。11

當部分法軍逐漸退出戰場之後，法軍人數明顯不足，這時法軍左翼又開始槍聲大作，

法軍擔心清軍已從左翼包圍，第五中隊亦被從左方過來的清軍切斷戰線，情況相當危險。

這時在法軍的右翼已經開始撤退了，逐漸往左翼這邊靠近，此時彈藥快要用完了。12 部分

法軍甚至用完所有子彈，只能上刺刀衝鋒，可見法軍已經無能力再繼續作戰了。

登陸戰經過一個半小時之後，亦即是 11 點 30 分，就已經有傷兵在沙灘旁邊準備登船

運送。11 點 45 分，一名法軍抵達到港口的石台上作出手勢，表示彈藥已經用罄，必須趕

緊撤退。13 中午 12 點 30 分，法軍已經開始走到岸邊準備撤退，至下午 1 點 30 分，法軍

9　Loir, Maurice, L'Escadre de l'amiral Courbet, notes et souvenirs, p.169.
10　 Eugene Garnot, L´Expédition française de Formose, 1884-1885, p. 54-55.
11　 Eugene Garnot, L´Expédition française de Formose, 1884-1885, p. 55. Fontaine 上尉在撤退過程中被清軍割

去頭顱。

12　 Eugene Garnot, L´Expédition française de Formose, 1884-1885, p. 55.
13　 Loir, Maurice, L´Escadre de l´amiral Courbet, notes et souvenirs, p.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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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軍離開沙崙海灘，14 完成撤離。在撤退的過程中，因為法軍倉促離開戰場，沒有依照先

前計畫的方向進行，乃至有點凌亂，最後，在第一中隊拉加利桑尼亞號和第二中隊凱旋號

的士兵，擔任掩護撤退任務，才能夠順利的離開戰場。

當士兵至沙崙海灘時，風浪開始變大，船舶無法靠近，士兵必須走到登陸艇，而潮

水幾乎都淹到了脖子，此時腹蛇號在旁邊進行攻擊，也幫忙掩護撤退。15 在撤退中有一挺

canon-revolver 掉落於沙崙，16 遺留在戰場上。法軍最終退出滬尾，不再進行登陸，改

以封鎖為主。這個封鎖一直持續到 1885 年 6 月，法軍嚴密的在台灣西部海域進行監控，

即便是外國船也需要詳細盤查，甚至要獲得指揮官的同意才能放行，如馬偕（George 

Leslie Mackay, 1844-1901）本於 1885 年 4 月 15 日乘船至淡水，但被在淡水的法艦

發砲警告，最後船長只能無奈的將船駛往澎湖，於 4 月 17 日抵達澎湖拜會孤拔（Ana-

tole-Amédée-Prosper Courbet, 1827-1885），經過孤拔同意後，於 19 日才順利在淡

水上岸，17 顯見法軍嚴格執行封鎖令。

三、滬尾拜門口

滬尾地區因為清法戰爭所進行的祭祀活動主要有兩個，第一個是俗稱的「敗滬尾」，

根據周明德（1924-2016）紀錄，敗滬尾的祭祀活動於每年的農曆 4 月 18 日下午舉行，18

主要的地點在滬尾老街周邊。會選擇這一天進行祭祀，主要是 1885 年 5 月底之後，清廷

與法國已經進行和談，因此居民認為法軍戰敗，和平將到來，故舉辦祭祀活動以慰藉亡靈。

另外根據林國峰的口述，依據其所獲得的資訊載道，4 月 18 日下午的祭祀活動與清法戰

爭有關，當時的滬尾居民都還會到他家買魚丸來當成拜拜的菜飯祭品，19 但這個祭祀活動

的由來並沒有太多的詳細記錄，以傳說居多。

拜滬尾的祭祀活動，至今在淡水老街一帶還持續進行著，但參與的居民越來越少，主

要與經濟社會及環境變遷有很大關係，再者，因為工商時代，大家都有工作，也都比較忙，

因此少有人請假專程進行祭祀活動。祭拜活動的進行，主要還是以自家做生意的人為主，

他們比較有時間從事這樣的活動。另外一方面，年輕人對於歷史事件的了解越來越有限，

再者時間也久遠，這個事件和他們並沒有太多印象和交集，減少祭祀活動，顯而易見。

14　 Loir, Maurice, L´Escadre de l´amiral Courbet, notes et souvenirs, p.171.
15　 Eugene Garnot, L´Expédition française de Formose, 1884-1885, p. 56.
16　 Eugene Garnot, L´Expédition française de Formose, 1884-1885, p. 56.
17　 偕叡理，《馬偕日記 Π》（台北：玉山社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2），頁 61-62。

18　 周明德，《海天雜文》，頁 100。

19　 林國峰口述，李其霖報導，2020 年 7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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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個滬尾地區的祭祀活動「拜門口」，則主要活躍於今淡水沙崙一帶，約在沙崙路、

淡海路周邊，尤以沙崙保安廟為中心的區域為熱區。這個祭祀活動的始末，根據沙崙王月

蓮女士的口述訪談內容得知，她的祖先跟她說，於每年農曆 8 月 20 日下午於沙崙地區進

行的拜門口祭祀活動主要是因為清法戰爭時期，沙崙地區，尤其是瓦店埤一帶，陣亡的將

士相當多，這些陣亡的將士變成孤魂之後，對於居民造成很大的困擾，開始有人進行這個

祭祀活動，聽長輩說，早期祭祀活動相當熱絡。20

這個祭祀習俗在當年的沙崙地區也算是一個重要的活動，幾乎家家戶戶於門口皆要設

置案桌進行祭祀。時間大概從中午過後開始進行，但並沒有特別規定，由居民自行決定。

祭拜的菜飯品項則也是依照居民喜好準備，有的素食素果，有的有魚有肉，也有住戶會準

備酒，也有住戶不準備飲品。這些菜飯數量通常以十道菜為主要，在祭拜完之後也會燒銀

紙 21，完成整個儀式。22 另外，如是外地搬到沙崙的人，大部分都不會有祭祀活動，因為

20　 王月蓮口述，李其霖報導，2020 年 7 月 8 日。

21　 如掛金、金衣、銀紙。

22　 王月蓮口述，李其霖報導，2020 年 7 月 8 日。

圖一　沙崙保安廟訪談
圖片說明：前排中間白髮者為王月蓮女士，照片攝於沙崙保安廟，2020 年 7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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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特殊因緣，主要還是以當地人為主。23 這個習俗的發想，與保安廟的清水祖師點醒當

地人，要進行祭祀活動，才能保平安有很大的關連性。因此保安廟的清水祖師，在這個活

動的舉辦上，扮演了一個重要的角色，才讓當地持續百年活動不間斷。

從外地嫁到當地者也必須要入境隨俗，張寶愛女士嫁到沙崙之後，就跟著她的婆婆一

起拜拜。除了拜門口之外，其婆婆幾乎所有的祭祀活動都不缺席，在祭祀其間，張女士

也會幫忙準備祭祀的菜飯，她回憶，當時通常有熟蛋、滷肉、青菜、雞肉等等。他們大概

在下午三點過後進行祭拜活動，約一個小時之後結束。然而她對於這個拜拜的習俗所知有

限，也不敢問太多，所以無法了解較詳細的歷史脈絡。這個 8 月 20 日的祭祀活動在她婆

婆往生之後不久也就沒有繼續進行了。24

滬尾拜門口的活動，越往現在，越少人進行，主要是當地將這個習俗與農曆七月的其

他祭祀活動統一進行，並且請法師來主持祭祀儀式，所以居民在自家門口的祭拜活動，改

為集中於廟裡進行。25 黃繁光在數年前進行田野調查時，發現在靠近沙崙海邊一帶有個姓

駱的家族，她們還有在拜門口，也可以看到旁邊亦有幾戶人家同樣進行，但當時並未詳細

記錄下來。26 如今沙崙拜門口的人越來越少，恐怕只剩下王月蓮女士一人了。

王月蓮為何至今還是繼續進行這個祭祀儀式，根據她的自述，除了她自己很喜歡拜拜

之外，保安廟的祖師爺曾經跟她託夢，要她繼續拜拜，身體才會更好。另外一個原因，則

是她的兒子在 8 月 20 日當天出生，所以他一定會記住這一天的時間，也因此從她開始拜

門口至今都持續進行。27 王月蓮的恆心和毅力確實相當不容易，她認為只有不斷的拜拜，

也才會有健康的身體。

除了祭祀活動之外，也有一些民間習俗流傳，因為滬尾之役是清法戰爭中所獲得最重

要的戰役之一，對大清帝國或當地人來說甚為重要。爾後當地居民將此役視為重要之對外

作戰的勝利，因此衍生出許多歌謠流傳著。如清代開始有民間諺語，西仔來打咱臺灣，大

家合齊來打番。內容主要說明清法戰爭時期，在臺灣的百姓團結一心，共同來對抗法蘭西

人，最後把他們打敗。

23　 唐蔡美子女士口述，李其霖報導，2020 年 7 月 8 日。

24　 張寶愛口述，李其霖報導，2020 年 7 月 16 日。

25　 王月蓮口述，李其霖報導，2020 年 7 月 8 日。

26　 黃繁光口述，李其霖報導，2020 年 9 月 29 日。

27　 王月蓮口述，李其霖報導，2020 年 7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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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針對當時的防務人員，如孫開華、李彤恩等人亦有相關的描述。如淡水出有孫

軍門，就叫李鼓公來談論，議論港口真無穩，就叫紀清源買破船，滬尾 thūn 到八里坌，

不驚法國鐵甲船。按，thūn，台語屯，是指填港的意思。「李鼓公」下拉一箭頭補註曰：

「督水館，koán 庫銀」。koán 應是台語「管」的發音。所以可以確定「李鼓公」指的

就是李彤恩。28

約翰陶德（John Dodd）在戰爭期間就在淡水，對於滬尾戰役有詳細說明， 1885 年

6 月 11 日 -13 日記載：「孫開華將軍熱衷於本年在淡水舉行的龍舟賽，連駐守滬尾的官

兵也都聚資共襄盛舉。往年扒龍船都在艋舺與大稻埕間的淡水河面舉行，今年為了慶祝去

年 10 月 8 日擊敗法軍的捷仗，孫將軍特別指示在淡水碼頭附近水面舉行」。29

除了這些當地的歌謠之外，還有當時候流行的一些詩詞作品，只可惜在往後的運用並

不普遍。如後海彊六首

1. 閩嶠古巖疆，濱海誠天險。夫何鐵甲浮，草木皆血染。無乃持節臣，重寄殊叨忝。至今

馬江頭，黃口知國玷。

2. 基隆一粟耳，浮在海之角。貔貅二十萬，大帥開帷幄。驀夜曳兵行，鐵城突犖确。可憐

小吏愚，哭民雙目瞀。

3. 澎湖不毛地，民漁魚以生。番戎豈好利，要為城下盟。倒海難湔浪，將軍竟立名！龐涓

何足恤，祇是恤編氓！

4. 鎮海淛雄鍵，峽山勢寵嵸。磊石可封關，何況兵倥偬？夷虜等猱升，鉛彈落堪唪。特詔

勵元戎，元戎作百總！

5. 諒山居海嶠，時時瞰鬼戎。和議八條密，電詔百蠻通。壯士北仍戰，將軍死亦雄！原上

離離草，猶餘腥血風。

6. 十二金牌事，於今復見之。黃龍將痛飲，花目忽生期。戰骨纍纍在，秋風颯颯吹。莫論

交趾役，故壘有餘悲。30

28　《教會史話》671〈馬偕好友李高公〉一文指李高公就是李彤恩，「李高公」與「李鼓公」閩南語發音相近。馬偕日記應該
是用羅馬拼音，所以有不同寫法。李彤恩因代官方（劉銘傳）償付清法戰爭期間教會損失一萬銀元給馬偕，並無折價或從中
苛扣，所以馬偕認為李是個「公正」的人。〈馬偕好友李高公〉文見 http://www.laijohn.com/book7/671.htm（2019 
年 3 月 3 日）。

29　陶德，《北臺灣封鎖記》，頁 138。

30　李光漢，《後海疆六首》，佚名，《中法戰爭資料》收於近代中國史料叢刊（臺北：文海出版社，1966），頁 191-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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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碩果僅存的習俗

淡水地區的「拜門口」習俗活動至今已有 136 年，隨著逝者已矣，社會環境變遷等

因素，至今只剩下王月蓮女士尚在持續進行這個祭祀習俗。王月蓮是土生土長的淡水人，

就讀淡水文化國小，小時候常與母親到淡水海邊撿拾珠螺，再到市場販賣維持家計。因為

撿拾珠螺的關係，所以上課時常遲到，但老師可以諒解並沒有責罰她，也讓她順利讀完小

學，31 分攤家中經濟。

往後王月蓮開始從淡水批發海產，如土魠魚、蝦子、魚丸、魚酥、獨自一人至台北國

父紀年館、永和、景美等地進行販賣，生意相當好。王月蓮認為，她之所以會做生意，就

是祖師公、媽祖保佑。因此她幾乎每天都會到廟裏面拜拜，感謝神明保佑她可以順利做生

意。32 此外，有任何的身體病痛，也都到廟裏面解讀迷津，最後也都能順利的找到好醫生，

保佑平安。33

拜門口的習俗活動，是王月蓮從小到大必須要進行的工作，以往跟隨長輩拜拜。因為

她好學不倦，能夠理解拜門口的由來，往後她獨當一面的時候，就由自己一手籌備，但還

是遵行古禮，在每年農曆 8 月 20 日中午過後就準備菜飯，約下午 3、4 點進行祭拜活動，

約一個小時結束。

2020 年 10 月 6 日，亦是農曆 8 月 20 日，是拜門口習俗的 136 年，然而沙崙地區幾

乎沒有人再進行這個習俗了。當天，筆者進行了沙崙地區幾條道路的田野調查，但並沒有

發現有人進行拜門口儀式，只有居住在淡海路 180 巷的王月蓮在其家門口擺著香案進行祭

祀儀式。王月蓮在當天下午即開始準備祭拜的物品，4 點準時進行，約 5 點結束。

在一般的情況下，王月蓮至少都會準備豐碩的菜飯，但菜飯樣式並沒有特別規定，她

認為都是由祭祀者自行決定。今年王月蓮亦準備超過 10 樣以上的菜飯請這些陣亡將士享

用，希望它們可以溫飽，不要在外面閒晃，也是對這些亡靈的一個尊敬。王月蓮說，她拜

門口都會準備至少 10 樣以上菜色，但不會準備酒，她認為拜好兄弟都不準備酒比較好，

但這也是她自己規定。從她搬到 180 巷之後也很少看到這邊的鄰居有人也一起拜門口的，

這附近大概只有她一個人在拜。整個儀式約一個小時後結束。除了王月蓮之外，並沒有她

的家人參與，附近也是一樣沒有其他人進行這個儀式活動。

31　王月蓮口述，李其霖報導，2020 年 7 月 8 日。

32　王月蓮口述，李其霖報導，2020 年 7 月 8 日。

33　王月蓮口述，李其霖報導，2020 年 7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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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王月蓮女士拜門口　圖片說明：2020 年 10 月 6 日下午，王月蓮女士進行拜門口的祭祀儀式
圖片來源：李其霖攝於 2020 年 10 月 6 日

圖三　燒銀紙　圖片說明：王月蓮女士祭拜完後進行燒銀紙。
圖片來源：李其霖攝於 2020 年 10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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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拿督元帥傳說

清法戰爭戰場主要是淡水地區的沙崙至現今淡水捷運站一帶，如果是登陸戰就只限於

沙崙至瓦店埤周邊，亦即是中崙和沙崙之間。然而在淡水竹圍地區也有類似與清法戰爭相

關的傳說，那即是竹圍鵬山七善公祠的故事。34

根據竹圍郭清泉里長的口述，七善公祠是一個祭拜亡靈的祠廟，即是俗稱的百姓公

廟。爾後當地人，有數人看見在淡水河上有一位金髮的外國人，可能是法國人，他每每在

34　 七善公祠位於新北市淡水區自強路 415 巷 34 弄 9 號之一。

圖四　王月蓮女士準備的菜飯
圖片說明：王月蓮女士於 2020 年拜門口當天準備的十多道菜飯，相當豐富。
圖片來源：李其霖攝於 2020 年 10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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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上飄著，當地居民認為這個亡靈與清法戰爭有關。因為有數人看見，因此有人倡議，是

否要雕刻神像進行祭祀的活動，以慰藉亡靈。於是由七善公祠的相關人員，找來工匠，雕

刻一尊居民所描述的金髮外國人之樣貌，將其放在七善公祠 35 內祭拜，持續至今。

35　 七善公祠則是早期在當地所發現的七個骸骨，居民將它們安葬後所興建的百應公廟。

圖五　鵬山七善公
圖片說明：鵬山七善公牌位旁的石頭雕刻像為拿督元帥
圖片來源：李其霖攝於 2020 年 9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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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　鵬山七善公祠祭祀法會
圖片說明：每年農曆 7 月 29 日為七善公祠的祭祀法會
圖片來源：李其霖攝於 2020 年 9 月 16 日。

 而這個金髮神祉的故事來源去脈，至今甚不可考，說法各異，幾位七善公祠發起人

年齡較大，已不常來到公祠。現今廟方人員和信眾對於這個故事也都所知有限，無法有

較詳細的論述。雖然對其故事所知不多，卻是可以深究的一個議題。這個石頭雕刻像，

但大家都稱其為拿督元帥，為何稱之為拿督元帥則不得而知。

現今，每年的農曆 7 月 29 日下午 2 點起，七善公祠會舉辦祭祀法會，按照佛教儀式

進行。當地的里民或時常來七善公祠的相關人員皆自動前來進行祭拜活動。這個活動除了

祭祀七善公以外，也祭拜拿督元帥，希望她們都能夠得到慰藉。這個祭祀活動大約持續 2

個多小時，參與人員約有 20 多人，大部分都是年長者或家管，並沒有年輕人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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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根據當天參與的民眾說法，亦有人認為這個拿督元帥是荷蘭人統治台灣時期的人

物，但他們也並沒有特別的證據可以提供佐證。因此至今無法獲得更詳細的資訊，然而

我們可以理解，當地居民對於這些遊弋的鬼神相當敬畏，也希望可以對他們進行妥善得照

顧，除了保佑當地生活平安之外，也是對於這些亡靈的惻隱之心。

六、結語

清法戰爭滬尾之役，雖然只有短短的三個小時不到，但對淡水的影響相當的深遠，如

果軍民沒有同心，淡水一旦陷落，將影響北台灣的安全，因此大家分工合作，保護了該地

之安全。因為戰情相當緊張，時人對當時的狀況相當有感，也因此流傳許多的傳說故事。

在戰爭結束之後，如何恢復往日的生活，慰藉死去的亡靈，也是當地居民進行的活動

之一。這些傳說故事的來源很多並不可考，無論其真偽如何，但相信這些居民的自動自發

無非是希望這些亡靈能獲得更好的照料。因此在家門口擺香案祭祀，或到廟裏面、萬善公

祠統一祭拜，都是對死去人員的一種尊敬和關注的習俗。

淡水地區的這兩個與清法戰爭有關系的祭祀活動，已經逐漸的被大家所遺忘，一般人

對這個祭祀活動的歷史意義所知有限。隨著現代生活的改變，人們工作上的忙碌，很多宗

教活動和習俗逐漸精簡化，如沒特別去了解，也就會慢慢淡忘。然而實際祭祀活動也許慢

慢消失中，但這樣的故事內容應該要妥善的保存下來，傳頌於鄉野里民之中，彰顯對於歷

史文化的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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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代留下文物、文物訴說時代：
新北市立淡水古蹟博物館文物
之詮釋與再理解

Eras left behind relics, relics 
relate eras: Interpretation and 
re-comprehension of relics in 
Tamsui Historical Museum of 
New Taipei City

十六世紀末隨著北臺灣成為東亞海域的重要航線後，淡水因能提供往來船隻飲用

水而得名。而後隨著 1628 年西班牙人的殖民、1642 年易主為荷蘭人據有，以

及而後明鄭與清朝的統治，特別是 1862 年的開港通商及 1884 年的西仔反戰役

等事件，逐漸將淡水推上世界歷史舞台。從海洋來的外來者在淡水居住的同時，

也將其帶來的物品留在淡水。如今故人已逝，其物猶存，就讓這些文物告訴我們，

淡水過往的日常生活與故事。

As northern Taiwan became part of an important shipping route in East Asian 
sea zones since late 16th century, Tamsui, meaning fresh water in Chinese, 
earned the name by the port's capability of supplying fresh water to incoming 
ships. Later, Spanish colonization in 1628, Dutch occupation in 1642, followed by 
sequential ruling of Ming Zheng and Qing dynasty, including especially the port's 
opening for trade in 1862 and the Keelung campaign in 1884; all of these events 
gradually brought Tamsui onto the stage of world history. Oversea foreigners who 
had come to live in Tamsui have brought many belongings, and even after their 
masters have passed away, these items remained and are waiting to tell us daily 
livelihoods and tales of Tamsui's past.

撰 文 ︱李毓中 （清華大學歷史學研究所 副教授）

︱林建享 （國立暨南國際大歷史系 兼任講師）

︱吳昕泉 （清華大學歷史學研究所 碩士生）

68

面
專
題

封

C
over Story

第 12 期



臺灣是個島，島內的人透過港口與世界連結，島外的人也透過港口交易商品與交流文

化，於是如同其他地區的發展模式一般，北臺灣的淡水與南臺灣的臺南，便成為二十世紀

以前，島上經貿發展繁榮與人文薈萃的地方。雖然隨著時代的變遷、產業的轉變與政經重

心的轉移，淡水與臺南的角色逐漸為後起的臺北與高雄所取代，但是前兩者有如時空膠囊

的文化價值，卻有著後兩者無可比擬與替代之處。雖是如此，如何讓淡水彰顯出其珍貴的

文化價值，以及讓人們瞭解其對於臺灣歷史發展的重要與獨特性？博物館便成為最重要的

媒介，提供一個空間或是歷史場域，展示其蒐藏的文物與簡要說明，讓造訪博物館的人們

能一窺淡水過往的榮耀，而這就淡水古蹟博物館成立的目的之一。

傳統上，人們認識與理解歷史的管道，主要是透過書籍，而後蒐藏文物的博物館，也

逐漸成為人們理解過去的重要來源之一。隨著社會的變遷及科技的進步，人們認識過去的

工具也更為多元，博物館的定義也不斷調整。博物館不再只是保存、修復與展示文物的空

間，同時須因應社會的期待，承擔更積極的教育重任。1 在二十一世紀，特別是網路成為

人們取得資訊與知識途徑的今天，博物館所服務的對象中，虛擬參觀者的比例已逐漸趕上

實際參訪者。因此，博物館需要更能呈現物件全貌的影音資料，更多元的展示手法與更詳

盡的文物解說、詮釋等需求，以重新形塑人們對於博物館可能性的想像，而 2020 年的全

球大疫情，更凸顯出此轉變的重要性。

淡水古蹟博物館，除了其博物館群相關建築本身見證北臺灣與世界聯繫交流的過往

外，過去數個世紀裡從海洋來的外來者們，在造訪、定居淡水的同時，也將其帶來的物品

留在淡水，甚至再結合在地元素產生獨特的新物件。如今故人已逝，其物猶存，就讓這些

文物告訴我們，淡水過往的日常生活與故事。

時代留下文物

早在所謂的「大航海時代」到來前，居住在台灣島上的南島語族便利用簡單的船隻以

及歷代累積相傳的航海知識，與島上其他地區的人，甚至與菲律賓的南島語社群建立一套

長期交流的海上貿易網絡。2 後來，在隋煬帝進行的征討流求，日本推古天皇朝時期展開

的遣隋使以及之後的遣唐使等相關海上活動後，東亞海域各地區的人民往來更加密切。直

至明代開始施行的朝貢貿易，以及十五世紀起琉球王國成為環中國海域間交流的主角，在

此交通路線上的臺灣，亦因此逐漸浮現在歷史舞台上。3

1　相關博物館趨勢與功能的討論，請參考王嵩山，〈臺灣的博物館與博物館學：導論〉，《博物館與文化》第 2 期（2011, 
12），頁 1-18。

2　洪曉純，〈臺灣東部與菲律賓群島的史前人群交流————從舊石器時代到鐵器時代〉，《田野考古》第 19 卷第 2 期（2019, 
10），頁 102-103。

3　曹永和，〈環中國海域交流史上的臺灣和日本〉，《臺灣早期歷史研究續集》( 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0)，頁 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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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航海時代」開展後，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荷蘭人及英國人陸續來到東亞，以及

閩南、日本等東亞海民的參與後，使得臺灣周邊海域成為全世界最主要航線的交會之地。

如澳門葡萄牙人前往日本平戶，西班牙人自馬尼拉出發順著黑潮經東臺灣前往北太平洋返

回墨西哥，閩南人由福建經南臺灣航往馬尼拉賺取美洲白銀，日本人借助臺灣東西岸往返

菲律賓或更南處島嶼，而較晚抵達東亞的荷蘭人和英國人，亦經由臺灣海峽往來日本與東

南亞之間。4 自此，能提供往來船隻的淡水以及航海指標的雞籠，便成為航海家們所熟知

的東亞海域重要港口。

十六世紀九十年初的一

份西班牙手稿《謨區查手

稿 》（Boxer Codex）， 將

該時期的淡水人（見圖一）

與雞籠人，與東亞海域其他

約二十個主要貿易港口或

地區的人民一起被繪入這

份珍貴的手稿內，見證了淡

水、雞籠與大航海時代全球

化歷程的關聯性。5 此外，

一幅 1597 年因為馬尼拉的

西班牙人建議西班牙國王

佔領臺灣，以便抵禦豐臣

秀吉的南侵，而由艾爾南

度．德．洛斯．里奧斯．科

羅內爾（Hernando de los 

4　李毓中〈地圖不迷路：打開東亞世
界地圖的捲軸－臺灣的嶄露頭角〉，
《地圖臺灣特展專刊》( 臺北：臺灣
博物館，2007)，頁 70-81。

5　李毓中、José Luis CañoOrtigo-
sa，〈中西合璧的手稿：「謨區查
抄本」（Boxer Codex）初探〉，
《西文文獻中的中國》（上海：中
華書局，2012），頁 67-82。更完
整的研究，請參考陳宗仁。〈十六
世紀末〈馬尼拉手稿〉有關雞籠人
與淡水人的描繪及其時代脈絡〉，
《 臺 灣 史 研 究 》 第 20 卷 第 3 期
（2013, 09），頁 1-42。

圖一　十六世紀末的淡水原住民圖繪，《謨區查手稿》
（Lilly Library, Indiana University）

70

面
專
題

封

C
over Story

第 12 期



Ríos Coronel） 所

繪的《菲律賓群島、

福爾摩莎島與部份

中國海岸地圖》」，

便將淡水與雞籠的

地理位置標入地圖

中，這也是目前所

見最早標明淡水的

地圖（見圖二）。6

1624 年荷蘭人

佔領現在的臺南，

以及隨後 1626 年西

班牙人佔領基隆，

並在 1628 年擴及淡

水，再加上漢人隨

著荷蘭及西班牙的

殖民而大規模的移

居臺灣，使得更多

的東、西方世界物

品被攜入臺灣島內，

進而與臺灣原住民

相結合形成更豐富的在地物質文化。例如，為了與臺灣原住民交易而攜來的中式銅錢和歐

式銀幣，為了抽菸之便而運來的煙斗，以及日常生活所需要的布料與陶瓷器，甚至於宗教

使用的十字架或是念珠等等，7 最後都隨著時間的變化成為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1642 年西班牙人被荷蘭人趕出北臺灣，1662 年鄭成功擊敗荷蘭人成為臺灣島的新主

人，以及 1683 年清朝將臺灣納入疆土以來，雖然漢人不斷地渡海移民來臺，但受限於清

廷施行臺灣僅能與福建進行正口貿易的政策，以往蓬勃發展的對外國貿易與聯繫受阻，因

6　李毓中，〈從西班牙古地圖看十七世紀的西班牙與臺灣〉，《臺灣博物》86 期（2005,06），頁 6-13。

7　相關的討論，請參考王淑津、劉益昌，〈十七世紀前後臺灣煙草、煙斗與玻璃珠飾的輸入網絡：一個新的交換階段〉，《臺灣
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22 期（2007,03），頁 51-82。

圖二　標明「淡水港」（Tanchuy）的西班牙地圖
（MP-Filipinas, 6, Archivo General de Indi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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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近兩個世紀的歲月過後，北臺灣以及淡水的常民生活都沒有產生掀天揭地的實質變化。

直到 1858 年天津條約簽訂後，當時被稱為滬尾的淡水，又再度與世界產生新聯繫，而此

時已歷經工業革命後的西方人，將為淡水帶來如蒸汽機及電報等現代化工具，也即是嶄新

的科技與物質文明。8

由於北臺灣有著樟腦及茶葉等豐富物產，因此在滬尾港開港後的最初幾年內，便迎來

英國的怡和洋行、甸德洋行、保順洋行、費爾．哈士迪斯洋行，以及德國的美利士洋行、

公泰洋行等外國公司，在淡水派駐其人員設立貿易據點。從 1862 年開始設立淡水海關收

稅，1869 年已達 74 萬海關兩，1871 年又增長至 121 萬海關兩，甚至二十五年後已經成

長超過十倍達到 830 萬海關兩之多，可看出淡水與北臺灣地區的經濟情況，隨著對外貿易

的快速成長而漸漸富裕起來。9 淡水不僅僅是淡水河三大支流基隆河、大漢溪、新店溪沿

岸物產銷往島外的集散地，同時也是世界各地商品與物產進入北臺灣地區的轉運中心。如

歐洲工業革命後大量生產的英國紡織品、雜貨以及一些西歐人士所攜帶當時先進的物品，

都從淡水港登陸後進入北臺灣人們的生活及視野裡。當然罪惡的鴉片，也由英國商船攜來

自此上岸毒害臺灣人。10

1871 年 12 月底抵達打狗（高雄）的加拿大長老會牧師馬偕（George Leslie 

Mackay），受到其他在南臺灣宣教的長老會牧師李庥（Hugh Ritchie）和馬雅各（James 

Laidlaw Maxwell）的鼓勵，決定前往尚未有牧師傳教的北臺灣進行宣教工作，隔年 3 月

9 日搭船抵達淡水，他除了四處宣揚基督新教外，也在旅程中蒐集整理臺灣的知識、文物

及標本，同時為淡水及北臺灣帶來新的醫療與教育知識。如他所籌建的西式學校「牛津學

堂」（Oxford College），在 1882 年落成後招生，除教授基督教神學外，還傳授西方地

理學、動植物學、礦物學、醫學及歷史人文的知識。後來更在 1884 年為女性籌辦「淡水

女學堂」，鼓勵婦女入學，開啟臺灣女子教育之先。開港後的淡水，也因為馬偕在此設立

的教堂、醫院與學校等融合中西風格樣式的建築，再加上英國領事館及西方洋行的屋舍，

使得此地成為一個充滿異國風情的城鎮。

十九世紀後半葉起，法國有意在東亞拓展殖民地版圖，從東南亞的越南南部及柬埔寨

等地區拓展至越南北部，因而在 1883 年與越南的藩屬宗主國清朝爆發衝突，於是 1884

8　淡水的開港及其經濟發展，請參考張建隆，〈淡水港史話︰從早期淡水到滬尾設關開埠〉，《新北市立淡水古蹟博物館 2016
學刊》（新北市︰新北市立淡水古蹟博物館，2016），頁 41。

9　林滿紅，《茶、糖、樟腦與臺灣之社會經濟變遷（1860—1895）》，（台北：聯經，1997 ），頁 154。張建隆，〈淡水港史話︰
從早期淡水到滬尾設關開埠〉，《新北市立淡水古蹟博物館 2016 學刊》（新北市︰新北市立淡水古蹟博物館，2016），頁
46。

10　有關淡水與世界的聯結，請參考戴寶村，〈淡水港街︰河海匯通到聯結世界〉，《博物淡水》第 11 期（2019.12），頁 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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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起法軍及其艦隊分別在中越邊界、福建馬尾及臺灣的基隆展開攻擊。由於法軍在基隆的

攻擊受到清軍的頑強抵抗而陷入膠著，因此其艦隊司令孤拔（Anatole-Amédée-Prosper 

Courbet）下令部分戰艦攻打淡水，10 月 2 日清晨法軍發動長達十餘小時的猛烈炮擊後，

8 日裝備精良的法軍在砲火掩護下登陸，卻遭遇當時守將孫開華率領其擢勝營清兵與地方

士勇奮力狙擊，陷入苦戰的法軍最後潰敗退回法艦，讓繁榮的淡水港再度恢復平靜。11 而

後劉銘傳巡撫深知臺灣海防的重要性，因此延攬德國技師巴恩士（Max E. Hecht）來臺

監修礮臺，1886 年被稱為「北門鎖鑰」的滬尾礮臺建成，12 但或許是清法戰爭淡水守軍及

地方人士愛鄉護鄉名聲已遠播之故，即使是後來 1894 年甲午戰爭馬關條約清廷割台後的

1895 年日本攻台，淡水並沒有成為日軍的登陸地點，隨著歲月的流逝，只留下滬尾砲台

以及當年在淡水駐紮來自湖南的擢勝營清兵墓碑，見證淡水曾有的一段烽火歲月。

日治時期初期淡水港仍保有其繁榮，但之後或許是先前為阻止法軍攻打淡水以及入侵

臺北時所採用的「沉船塞港」之計，加速了淡水港及河口的泥沙淤積，再加上 1899 年臺

灣總督府啟動基隆港築港計畫，而後隨著基隆港的發展逐漸成熟，13 淤塞問題未能改善而

水深日淺的淡水港，其作為北臺灣與島外經貿聯繫的功能便被基隆港所取代。另一方面，

由於臺北連接淡水的鐵路於 1901 年正式營運，風景宜人的淡水逐漸由其商港的功能，轉

為充滿異國情趣讓人們喜愛前去旅遊的景點。與此同時，由於日本人在臺灣所開展的現代

化經營，淡水在 1896 年便迎來了臺灣的第一座自來水廠，1916 年第一座高爾夫球場正式

在淡水開幕，141941 年第一個水上機場的設立，淡水成為日本橫濱往來曼谷之間的中繼站

等等，所有西方文明現代化的發明、設施或是時尚用品等，在被引進臺北的同時，很快地

淡水人也都能體驗到這些新事物的便利。

一切的歷史離不開人的活動，淡水歷經原住民、漢人、西班牙、荷蘭、明鄭、清朝、

日本及國民政府的來臺，不同的外來族群與原住民在此共同生活，有過爭端、也有過和

諧共生，也將其帶來的舶來品或是在地生產使用的物品留在了淡水，就讓這些文物告訴我

們，淡水過往的日常生活與故事。

11　許雪姬，〈清法北臺之戰的孫開華〉，收入於林寬裕編，《清法戰爭滬尾戰役 130 周年研討會成果集》，（臺北：新北市立
淡水古蹟博物館，2014），頁 163-182。

12　有關清代的淡水防禦工事，請參考陳國棟，〈清法戰爭期間淡水的防禦工事〉，《博物淡水》第 11 期（2019.12），頁 24-
33。

13　有關基隆港的築港過程，可參考陳凱雯，〈築港基石：日治時期基隆築港機關的建置與築港社群的形成〉，《興大歷史學報》
第 31 期（2016.12），頁 61-92。

14　有關西方文明引介到臺灣的歷史，可參考陳柔縉，《臺灣西方文明初體驗》（臺北：麥田，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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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訴說時代

是次由淡水古蹟博物館所提供的文物有 140 件，藏地主要集中在紅毛城園區及滬尾礮

臺，來源主要是外界捐贈、考古出土及館方發現。筆者將這些文物依功能分類成 11 類，

分別是「錢幣」、「神像」、「飾件」、「領事館業務印章」、「生活用品」、「建築物

構件」、「自來水系統」、「武器」、「石碑」、「陶器殘片」和「瓷器殘片」。「錢幣」

有萬曆通寶、西班牙銀幣和荷蘭東印度公司錢幣。「神像」僅有兩尊，是媽祖和土地公神

像。「飾件」有由 1885-1891 年任英國駐淡水領事翟理斯（Herbert Allen Giles）的外曾

孫翟理斯 ‧ 皮克福特（Giles Pickford）所贈的佛手瓜造型木雕盒和鴨子飾件。「領事館

業務印章」則是六件當時英國領事館業務用印章。「生活用品」的文物相當多元，有常民

生活所用的砧板、蒸籠，也有英國領事館的油燈。其中最多的是「建築物構件」的文物，

主要是尺磚、紅磚等，亦有來自紅毛城園區內發現的窗簾鐵架、馬釘等文物。「自來水系

統」中有水管殘件、人孔蓋等文物，是淡水地區作為全臺灣首個裝設自來水系統的見證。

武器則有四件高雄美濃出土的鐵銃，使用年代相當久遠，非常珍貴。「石碑」主要是駐臺

清軍的墓碑，集中在甲午戰爭之前，也有海關界碑和稅關界碑，宗教性的后土、山靈碑等。

「陶器殘片」是素燒無釉硬陶和褐釉硬陶的殘件。「瓷器殘片」是紅毛城園區內出土的五

彩瓷和青花瓷（詳情請見圖三）。

圖三　文物的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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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目前筆者的考證，文物的所屬年代大概可分成「清代之前」、「清代開港前」、「開

港與日本時代」、「民國時代」。這些文物中，可考證出最早年代的是「皇明黃公郭氏圓

墓碑」，明墓在全臺灣非常稀少，加之此墓由女兒為母親所立，非常特別。其中開港與日

本時代的部分最多，主要來自紅毛城園區的建築物構件和清軍墓碑，從中也可以看出開港

後的淡水人群往來頻繁。部分文物目前未能確定所屬年代而歸入「待考」，這些文物主要

是建築物構件和生活用品，是在各處都非常常見的用品，故而難以確定文物的年代（詳情

請見圖四）。

由於文物和史料一樣，本身不會說話，需要靠著專業的人員進行鑑定、辨識，而後

進行詮釋，方能理解該文物與時代的關係，甚至可以透過博物館內的展示，藉助它的形

體、外觀來訴說一段特別的故事。那麼淡水博物館所蒐藏的文物或是展品，可以告訴我

們那些與淡水歷史有關的故事呢？就讓我們從四百年淡水逐漸登上世界歷史舞台的初始

階段談起。

圖四　文物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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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世紀中葉起隨著淡水在東亞海域貿易圈的位置日趨重要後，淡水原住民靠著淡水

河可以提供往來船隻所需淡水、糧食（可能此時北臺灣的硫磺已受到注意）等物品，而

逐漸成為走私貿易船的交易地點之一。而後更因漢人商船的停留、西班牙及荷蘭的先後統

治，淡水原住民與外界有了更多更密切的往來，在全球化與外來「他者」接觸過程中，迎

來了淡水的「貨幣時代」。

2004 年淡水紅毛城園區的整建計畫，因邊坡的意外崩塌而展開的考古工作，其成果

便包含大航海時代最重要商品之一的青花瓷碎片。15 另外，館內還有其他出土文物，即是

在東亞海域普遍流通漢人使用的「孔方兄」―萬曆通寶銅錢（圖五）。雖然當時並未尋獲

十七世紀全世界最受歡迎且最有價值的西班牙里爾（Real）銀幣，但 2006 年由臺灣與西

班牙文化交流協會所籌辦的「西班牙來臺 380 年系列」活動時，當時的西班牙商務辦事處

處長 Jose Luis Lamas，為了豐富淡水博物館的館藏，特別贈送兩枚十七世紀的西班牙里

爾（見圖六）銀幣給館方收藏，除見證西班牙人與淡水原住民的過往交流歷史外，也讓參

觀者得以一窺擁有魔力，讓淡水原住民為之改變婚嫁聘禮習俗的「金屬片」真貌。

15　陳有貝，陸泰龍，謝艾倫，《「淡水紅毛城邊坡下陷考古試掘計畫」結案報告書》（臺北縣：臺北縣立淡水古蹟博物館，
2007）。

圖六　西班牙銀幣圖五　萬曆通寶銅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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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隆慶元年（1567 年）的解除海禁，使得閩南海商從漳州月港航往海外經貿的船

隻數量大幅成長。這些自稱「唐人」的華商攜帶著瓷器、棉布、絲綢以及雜貨等中國商品

前往海外的同時，也帶著明代的銅錢—「通寶」來到各個東亞的港口。通寶在當時的東亞

頗受各地的人所接受與流通，被視為東亞的「國際貨幣」，而淡水古蹟博物館所藏的「萬

曆通寶」或許也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來到淡水。

1575 年間明神宗時期，張燮在 1617 年出版的《東西洋考》一書陳述明朝政府發放商

引出海貿易時，提到「東西洋每（船）引稅銀三兩，雞籠、淡水稅銀一兩」、「雞籠、淡

水地近船小，海船面闊一尺，徵水餉伍錢」16，可知此時北臺灣已是明朝政府認可且往來

密切的海外貿易地點。該書還提到閩南人對於淡水及雞籠原住民特質的描述：

夷人至舟，無長幼皆索微贈。淡水人貧，然售易平直。雞籠人差富而慳，每攜貨易物，

次日必來言售價不準，索物補償。後日復至，欲以元物還之，則言物已雜不肯受也，必

疊捐少許以塞所請，不則諠譁不肯歸。至商人上山，諸所嘗識面者輒踴躍延致彼家，以

酒食待我。絕島好客，亦自疎莽有韻。17

當時閩南人對經濟情況較不佳，卻正直進行交易的淡水人，留下很好的印象，而較為

富裕卻吝嗇的雞籠人，則被形容為麻煩的客戶。但雖如此，若閩南人去雞籠原住民居住地

時，只要是熟識的，必然熱情招待，或許這也是雞籠原住民善於經商的手法吧？！因此，

閩南人整體而言，還是對臺灣的原住民留下很好的印象。

另一方面，因西班牙征服拉丁美洲時，發現大量白銀而鑄造的西班牙里爾銀幣，這些

受到全世界歡迎的銀色金屬，便隨著西班牙人在北臺灣的拓展而融入原住民的日常生活

中。最初的流通可能始於 1626 年西班牙人佔領雞籠—即現在的和平島後，以銀幣支付給

原居當地的 Taparri 原住民作為賠償，而後可能在 1628 年占領淡水後，亦將此銀幣運用

在支付淡水原住民糧食與勞務的服務。而唐人不擇手段地想以其商品換得原住民手中的

銀幣，進而讓北台灣原住民瞭解到該貨幣的便利與價值，最後改變了他們傳統的習俗。

1632 年一位對淡水原住民非常瞭解且有好感的西班牙神父哈辛托．艾斯奇維（Jacinto 

Esquivel）的「艾爾摩莎島情況相關事務的報告」中的描述，可以深刻地呈現出此一時代

性的轉變：

16　

17　張燮著，謝方點校，《東西洋考》（北京：中華書局，2000），頁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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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滿足於【天主教】教義並對白銀實際價值一無所知的淡水原住民，有一次在我所主

持的一個西班牙人和來自淡水河附近村落原住民女子的婚禮時，根據他們【原住民】的

習俗，如同向他們買一個女人般，必須給女方的雙親一些如陶甕、酒、布料及瑪瑙等代

價將女子買下，但她的父母不想要這些東西，而將原物退還並希望以匹索（peso）18支

付同樣的價值。我不想讓他們染上壞習慣，因此之後仍迫使他們接受原物。19

雖然神父拒絕了淡水原住民父母的請求，但卻無法阻擋此一波全球化西班牙美洲白銀對北

臺灣原住民的影響，直到清中葉被稱為「佛頭銀」的西班牙銀幣，仍是民間交易時的最愛。

而在西班牙、荷蘭、明鄭在淡水的統治及政權的更迭，1683 年的清朝入主臺灣後，

淡水一地也在穩步發展。直到 1840 年鴉片戰爭的爆發，結束了東亞區域各個政權長期維

持的穩定狀態，也開啟了東亞國家進行強化海防與西化運動的革新過程。位於台灣島上

重要對外聯繫窗口之一的淡水，也面對著此一波工業革命與新式武器所帶來的「全球化」

壓力。

1871 年琉球人船難漂至屏東，後因溝通不良慘遭殺害，日本政府以此為由，在 1874

年出兵攻打南台灣牡丹社等部落。日本的軍事行動促使了清朝對於臺灣後山地區採取更積

極的管理，官方以軍隊為後盾展開撫番與開山活動，以及因應西方勢力對臺灣的覬覦野

心，將弭平太平天國之亂的湘軍、淮軍等兵力調防臺灣。這些十九世紀的「外省人」除了

因戰事而埋骨臺灣外，還有許多人是因為水土不服而早逝，病逝於其駐紮地。作為對抗外

來海上入侵勢力重鎮的淡水，也不例外地留有這些「外省兵」的墓地，例如淡水區第一公

墓區內便留有當年孫開華麾下「擢勝左營」兵勇的六座墳墓。之後隨著淡水的市區發展及

都市更新的進行，這些散葬在淡水各處的墓地逐漸被遷葬或重新安置，而其石刻的墓碑便

成為重要的文物，為淡水古蹟博物館所保存。接下來，就讓我們透過館藏之一的「霆慶前

營皇清劉府文陞之坟墓」墓碑（見圖七）碑文，來瞭解逝者的故事。

從碑文所寫「楚南街州府清泉縣，歿於光緒十年正月十七日午時」來進行解讀，楚南

是湖南的雅稱，至於「衡州府清泉縣」，現今則改稱為衡陽市衡南縣，因此他極可能是加

入湘軍後，1882 年跟隨霆慶營隨曹志忠的率領駐防臺灣。霆慶營的主要駐防為北臺灣的

滬尾、基隆等地，從其去世時間為光緒十年五月十七日即西元 1884 年 6 月 20 日來看，

雖然中法戰爭於 1883 年便已在越南開戰，但臺澎戰場是在 1884 年 8 月 5 日於雞籠揭開

18　8 里爾的銀幣稱之為匹索。

19　李毓中譯著，《臺灣與西班牙關係史料匯編 ( 三 )》( 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13)，頁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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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爭序幕，直到10月4日法軍才開始砲轟淡水，因此可知逝者劉文陞，並非在戰火中殉職，

而是因意外或疾病身亡，最後葬於淡水。故而，此墓碑述說了清末來自湖南「外省兵」駐

紮於滬尾的過往，也見證了清末那一段淡水曾有的烽火歲月。

而在鴉片戰爭清廷戰敗開放沿海港口通商，淡水重新與世界各地建立起經貿網絡，外

國人也紛紛來到淡水居留。英國在淡水的設立領事館、馬偕以淡水為根據地進行宣教的

同時，也將西歐現代化商品及消費文化帶入淡水及北台灣，淡水也因此成為台灣最現代化

「摩登」的村鎮。與此同時，或許是由於這些洋貨送回原產地維修不易，因此往往需要在

地的工匠，藉助在地的材料進行維修或保養，因此有時便會產生「拼裝」的物品。而此一

或許可以呈現臺灣經濟尚未起飛前的物件，便是原標為淡水前清英國領事官邸職員宿舍

「娃娃車」（stroller，較正確的名稱為嬰兒推車）的物件（見圖八）。

嬰兒推車的誕生，是在 1733 年由英國的威廉．肯特（William Kent）所發明，而後在

維多利亞時代被普遍使用，至 19 世紀中葉以後，嬰兒推車已成為歐、美較富裕中產階級

圖七　「霆慶前營皇清劉府文陞之坟墓」墓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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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家庭普遍使用的用具

之一。但是淡水古蹟博物

館館藏此件文物，顯與歐

美知名嬰兒推車公司如成

立於 1877 年的英國銀十字

（Silver Cross）公司產品

不同，極可能為一台特別訂

製的「拼裝」嬰兒推車。

根據其結構與組件推

測，淡水前清英國領事官

邸職員宿舍原應該有一台

19 世紀末自歐洲攜來的嬰

兒推車。後可能因長期使

用及年代久遠之故損壞，

故 20 世紀中葉以後該領事

館的委託人便尋找台灣在

地工匠，按歐美嬰兒推車的

形式，切裁類似現今常見臺

灣公寓外鐵窗的鐵條，來銲接嬰兒推車的結構主體，再由適合的編藤師傅編製嬰兒座椅部

分的相關結構，並尋找適合的輪子組成完整的嬰兒推車；而推車的木製把手，按其形式來

看，可能是原來嬰兒推車的殘體。

此嬰兒推車最特別之處，則可能是為了要適應淡水

顛簸不平的路面，又無法取得或製造歐美嬰兒車的減震

器，因此該工匠找來類似摩托車使用的單管減震器，將

之銲接在車體結構與輪子之間，最後形成了一台可能是

全世界僅有搭配類似摩托車單管減震器的客製化「淡水

牌」嬰兒推車（見圖九）。若此推論為正確，或許此一

「淡水牌」嬰兒推車，可以理解臺灣 1960 年代經濟得

以起飛的原因。除了政府相關單位的政策正確外，民間

早已蘊藏著模仿、學習的活力，及在劣勢的環境下，仍可

以找到解決與創新的豐富生命力，才是臺灣在歷經幾次

世界各式各樣重大危機中，仍能屹立不搖的主因。
圖九　娃娃車局部避震器特寫

圖八　前清英國領事官邸宿舍娃娃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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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許我們可以說，淡水古蹟博物館所典藏的文物，不止是訴說淡水過往的歷史，也見

證了臺灣人的模仿創新能力。

結語

「物 ｣ 之於個人始於需求；或從實用、或從玩賞，美感隨著人的情感、思想、意識而

成為一種生命的情調。而足以形構文化的「文物 ｣ ，在時間的脈絡與空間的移轉中，所呈

現的不只是歷史遺留，而是不停的在不同的文明流轉之間交互、影響、變化、轉異，持續

著無聲的敘事、訴說時代的風貌，也成為時代推進、演繹的「物證 ｣。從何而來？說些什

麼？怎麼說與被說？物件的知識、語彙，結構、造型、美學；或尊貴或優雅或樸質，可以

是一片時代的風華，也可以是一種歷史的艱辛與苦難，都盡在「物 ｣ 的面貌與紋理中。

時代的進步以及科技的日新月異，使得博物館功能也不斷地與時俱進，在特定時間與

空間才能進入博物館內參觀的刻板印象，已經在此網路及數位資訊蓬勃發展的時代，面臨

極大的挑戰與調整。博物館不僅僅需要具備專業的知識，瞭解或進行其館內文物的數位化

工作，還要負起為館藏文物說出其自身故事的工作，特別是此一工作，不只是個別完成「文

物本質」與「敘事內容」而已，還得建立起一個能讓觀眾藉由其自身的經驗或理性知覺與

文物相連結的橋接通到，「重生」文物。

淡水，作為臺灣歷史上重要的「西方文明初體驗」城市之一，在過去雖然已經有許多

在地的學者與專家如周宗賢、林呈蓉、黃瑞茂、張建隆及紀榮達等人投入及推動「淡水學」

的發展，同時因政府相關機構的支持淡水古蹟博物館的成立與茁壯，使得自日治時期便是

臺灣八景的淡水，不僅僅成為人們喜愛觀光的景點，更是遊客們藉由探訪具有特色的淡水

古蹟博物館群，獲得臺灣歷史知識「潛移默化」的好去處。

不可否認的是，有關淡水歷史的史料整理、爬梳與研究，已有許多具體且豐富的成果，

但是與淡水過往歷史有關的文物，受限於博物館的經費、人力以及典藏空間等現實因素，

仍有許多發展的空間。與此同時，未來若能透過淡水人捐贈家中民俗用品等方式，來充實

淡水古蹟博物館的館藏，如此才能真正地為淡水人保留下淡水的歷史。最後，更期待看

到這些文物詮釋的人們，除了給我們指正外，或許還能告訴我們有關這些文物的另一個故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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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rning History through a 
Picture Book
From 1884 to 2020: Why do we keep 
talking about the Sino-French War?
撰 文 ︱陳德娜 （厝味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海上只剩下船—清法戰爭滬尾之役》繪本以法國海軍與清國民軍的雙主線形

式，分別講述各自在這場戰爭中的立場，以此建構出戰爭的故事，期望傳遞出

面對同起歷史事件時，清法雙方所持的相異理解，並帶領孩童跳脫戰爭勝敗的

二元思維，更進一步從政治、文化、經濟等面向思考戰爭的本質，從小培養多

元的歷史觀點。

The Only Ones Left at Sea：The Battle of Tamsui has a dual narrative that tells the 
stories of the sides of the Sino-French war: the French navy and the Qing imperial 
army. War isn't simply “victory＂ or “defeat＂. To help young learners break the 
binary understanding of war, this book considers war through political, cultural 
and economic aspects, and compares the perspectives of the opposing 
sides. Young learners' will be introduced to the concept of multiple historical 
perspectives.

繪本學歷史：1884到 2020，
為何我們持續述說滬尾清法
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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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場創造臺灣歷史轉捩點的戰役

自 1842 年的鴉片戰爭之後，法國極欲於東亞取得殖民地，故當時仍被清朝視為藩屬

國的越南成為法國的目標。而後雙方發生戰役，雖於 1874 年簽屬了「法越和平同盟條

約」，後續卻仍因越南宗主國的問題發生衝突。

此時，法國將目光轉向了臺灣。考量到臺灣北部豐富的煤礦資源，加上臺灣雖戰略位

置重要，守衛力量卻長期受到忽略，並且擁有正在快速發展的國際貿易，適合作為清法戰

爭另外開闢的第二戰場，以此與清朝談判。

當時法國內閣總理 Jules Ferry 寫道：「在所有的擔保品中，臺灣是最良好的，選擇

最適當的，最容易守的，守起來又是最不浪費錢的擔保品。」1

於是 1884 年，清法戰爭在臺開打，也就是臺灣人說的「西仔反」。西仔，指的是法

國人；反，則是叛亂。當年 10 月 3 日，法軍登陸基隆。5 日後迅速占領全境，卻在轉戰

淡水時，僅僅 3 小時便敗給清軍，無法拿下北臺灣重要的河運命脈。

這是清末對外戰爭唯一一場勝仗，也是我們現在所說的「清法戰爭滬尾戰役」。而這

場 3 小時的戰役，成為臺灣史上重要的轉捩。從戰爭的籌備、發生，以至於戰後的封港，

都對淡水、臺灣帶來了影響。

課本之外的歷史：用繪本的語言，說土地的故事

在 108 年新課綱中，核心素養的重點培養有 3 大項：學生「自主行動」 、 「溝通互動」

與「社會參與」。回應這幾點訴求，教材編選上應具時代性與前瞻性，兼顧多元觀點，回

應不同族群與文化的特性，跳脫單一視角的詮釋，並以此培養學生關懷本土、國際思維，

產生對當下的認同感以及探究與實際考察的精神。

 從戲劇、展覽、工作坊到導讀，新北市立淡水古蹟博物館長期以來以各種形式推廣

清法戰爭滬尾之役。繪本作為一種資訊的載體，其優點在於圖像的接受度高，能以淺顯易

懂的形式傳遞複雜的故事理念，提升閱讀者的接收度。因此 2020 年 11 月，繪本《海上

只剩下船—1884 清法戰爭滬尾之役》（後簡稱《海上只剩下船》）出版。編輯團隊期望

讀者在整個繪本的使用體驗中能夠不斷產生疑問，並將這份疑問化作好奇與思考的契機，

循序漸進地了解整個故事的發展，在心中勾勒出自己對於百年前的理解脈絡。

1　楊玉菁，〈清法戰爭時期歐洲人眼中的北台灣 - 以《北台封鎖記》 與《孤拔元帥的小水手》為例〉，《文史臺灣學報》第 1
期 (2009， 臺北 )， 頁 278，引自：E.Garnot( 格勞特 )，“ L´Expédition Française de Formose (1884~1885 ) ＂，
頁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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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好的繪本，或許沒有像小說及散文一樣多篇幅的文字，也沒有複雜的故事線，卻

能透過精心設計過的圖文，向讀者拋出簡單卻深刻的核心議題，讓閱讀後的思考持續發

酵，達到教育的目的。而這樣的議題設計並非開門見山地直接闡述，或者提供一個定論。

反之，當設計繪本故事時，雖然有明確的故事軸線，卻會將所要傳遞的概念包裝成完整的

故事，讓孩童與大人在閱讀完後，同時不知不覺承接了繪本所要訴說的價值與理念。

《海上只剩下船》從書名開始，將讀者注意拉回故事發生的原點：海上。

「這是什麼海？故事發生在哪裡呢？為什麼只剩下船呢？這些法國人的船為什麼會

來到滬尾呢？」書名利用「海洋」和「船」建構了具體的情境描繪，同時卻又保留了一

定的想像空間，沒有明確說出是哪一片海以及是誰的船。「只剩下」一詞更暗示著情況

的特殊性與非常態，打開讀者對於海上情況的想像，思考著除了船之外，海上還可能會

有什麼物件。

以在地百年歷史故事為背景的繪本在 2020 年出版，以戰前包裹為包裝，帶領孩童用新的眼光回看並且對歷
史拋出疑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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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開繪本，會發現畫面的上半部 2/3 處皆為插畫，下方 1/3 則為文案。由於繪本主題

為講述一場歷史戰役，資訊含量大，因此透過固定的圖文配置讓孩童能夠把握閱讀時的節

奏，先閱讀完畫面上人物的對話之後，再往下看到以第三人稱視角敘述的故事。編輯團隊

期望透過這樣的安排，讓讀者能夠利用對話進入情境，同時亦能藉由旁觀者的客觀敘述學

習大時代下的歷史背景。

故事內容的安排上，繪本拉長時間軸線，講述戰前的準備、戰爭發生的過程與戰後的

臺灣港口封鎖。戰役的誕生與結束不僅存在於交鋒的當下，更同時深刻地影響彼時的政

治、貿易、社會與文化。繪本裡描繪了許多交戰之外的事，如基隆傷兵被送到滬尾偕醫館

醫治、在砲彈雨中撿砲彈的在地居民、為了拿下滬尾而收買英國領航員的法軍、茶葉因海

岸封鎖而無法出口的社會慘況，這些事情雖然講述的並非最關鍵的 3 小時戰役，卻得以更

完整地建構戰役發生時的滬尾樣貌，並帶出事件發生的故事性，讓閱讀的當下產生更具體

的理解與投射。

透過跨頁的九宮格圖像，描述同場戰役下不同陣營的心情。究竟法軍登陸沙崙海灘後看到了什麼，清軍心情
又是如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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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查收戰前包裹：從外包裝開始的情境引導

8 月 11 日：淡水英國領事館通告留在基隆的僑民需自行負擔後果 2；8 月 18 日：領事

館再度通告英僑暫且進入鄉下旅行，以策安全 3；8 月 27 日：法國艦長來信說明砲火可能

波及山坡上的僑區 4；9 月 4 日：領事館認為大稻埕還算安全，暫無遷徙的必要 5；10 月 1 日：

法國船長建議外僑前往滬尾得忌利士洋行集合，士兵將上岸保護 6......

自大航海時代開始，臺灣因為重要的地理位置，成為西方國家發展貿易與戰略地位的

重要據點。到了 19 世紀，即戰爭爆發前後，亦有許多洋商在臺北從事國際貿易，英國茶

商陶德（John Dodd）便是其一。戰爭開打之際，他化身前線記者，替香港《孖剌西報》

撰寫專欄報導，記錄下這場清法戰役。而上述所記載的日期與事件，正是來自於當時的第

一手報導。

儘管年代已遠，看著這些文字時，我們依然能想像著戰前社會上緊張的氣氛，與穿梭

在人群中被緊急遞送的文件、包裹。於是，繪本包裝的概念逐漸成形，最終決定以「戰前

包裹」為發想進行設計。當

讀者拿起包裝的那刻，手上

拿的不只是歷史繪本套組，

而是一份被緊急派送的包裹。

為了打造復古的感覺，包裹

使用牛皮紙袋搭配仿舊貼紙，

「滬尾即將開戰」的標題暗

示著內容物與滬尾、戰爭之

間的關聯。打開袋子，裡頭

裝著一本書，以及一盒復古

的商品盒。拿起盒子搖一搖，

裡面發出了東西撞擊的聲響。

「袋子裡為什麼會裝這

些東西呢？商品盒、繪本、

貼紙上的訊息之間有什麼關

2　德約翰，《泡茶走西仔反：清法戰爭台灣外記》（2015，臺北），頁 11。

3　德約翰，《泡茶走西仔反：清法戰爭台灣外記》，頁 15。

4　德約翰，《泡茶走西仔反：清法戰爭台灣外記》，頁 17。

5　德約翰，《泡茶走西仔反：清法戰爭台灣外記》，頁 21。

6　德約翰，《泡茶走西仔反：清法戰爭台灣外記》，頁 34。

貼著復古貼紙的牛皮紙袋中，裝著繪本與桌遊，讓繪本體驗從最
外層的包裝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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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嗎？」從這一個牛皮紙袋開始，一連串的疑問得以被提出來討論。這些問題延伸自心中

的好奇，成功抓住孩童與家長的關注，進而開啟了雙向的繪本參與與思考。而這一切早已

跳脫包裝原先功能性的考量，更進一步替當代讀者創造關聯，一個與 19 世紀世界相串通

的情境。

有趣的是，這件商品盒裝的並不是貨物，而是搭配繪本製作的桌遊。在設計上，團隊

以 19 世紀的福爾摩沙茶葉盒為原型，保留原始的色調、元素，在 Logo 上因原本便有Ｔ

的樣式，也意外成為呼應滬尾守衛戰中的「滬尾（淡水 Tamsui）」的象徵。我們期望當

孩童在翻閱繪本，看到書中的福爾摩沙茶葉時，也會驚奇地發現，原來桌遊的包裝看起來

就像是當時的茶葉盒設計！而以商品盒乘載桌遊內容物，更能創造打開前後因不可預測而

帶來的驚喜感。

商品盒內裝的可不是茶葉，而是棋盤、卡牌還有蓄勢待發的緊張氛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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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拿起包裝，打開牛皮紙袋、拿出繪本，到觀察商品盒，這一連串的動作正好能串連

起一個情境，而每一個心中所冒出來的疑問，更像是彩蛋一樣，能夠在看完繪本後得到解

答。於是讀者將得以理解包裝從戰前包裹開始的原因，以及到了滬尾戰役後期法軍所實施

的海岸封鎖，是如何地影響了北臺灣的貿易發展。

聽故事需要的是想像力，於是《海上只剩下船》打造了情境邀請讀者進入，讓這趟穿

越時空的冒險旅程在外包裝便已開始。

勝負之外的事：我們可以如何理解一場戰爭？

本次《海上只剩下船》使用彼時留下來古戰略圖進行再設計，並於書名燙金再搭配線

膠裝，讓繪本成為古地圖。想像一下，當讀者拿到了一份戰前的緊急包裹，打開來除了有

乾貨，還有一份古地圖。地圖上方記載了滬尾的地勢，以及清法雙方的佈局攻防策略，而

在翻開地圖的剎那，故事即將開始 ......。

這樣的設計除了呼應整體包裝的概念之外，更提供寓教於樂的實際效能，在孩童閱讀

完繪本故事後，可以在家長的引導下使用封面的古地圖，用自己的口與眼，看著淡水河的

海岸線、法軍的船艦、清軍的砲壘重新說一次自己所理解到的清法戰爭。

打開繪本之後，會發現故事的進行基本上從清法兩軍不同視角呈現。因為戰爭不僅只

是單方面的故事，而是不論敵我共同參與的結果。當代歷史教育不應單純侷限於歷史事實

的陳述，在了解事件發生的背景時，更應從小培養「歷史學素養」，進一步思考戰事發生

的背景與原因。

以結果論來說，此場戰役為清末對外戰爭中唯一一場勝仗，然而在這過程中所造成的

人數傷亡、經濟蕭條等影響卻是不可忽視的。「法軍為什麼會來攻打淡水呢？他們打算如

何攻打？清軍又該如何防守呢？」透過清法兩軍的雙視角呈現，讓戰役的面貌與始末能夠

更完整的呈現，同時亦盡可能客觀地訴說兩方陣營因此事件所受到的影響與立場。

舉例來說，在 10 月 8 日關鍵性的登陸戰之後，法軍展開了為期八個月的臺灣海峽封

鎖。這件事情帶來的影響除了使臺灣人民與在臺的洋商無法獲得充分物資，同一時間法軍

的生活也不容易，無法取得新鮮的食物，只能盼望著漫長且看不到盡頭的封鎖解除。在此

背景下，比起關心戰爭的勝負，可以如何帶給孩童不同的視角理解戰爭成為更重要的教育

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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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桌遊上，同樣延續雙主線的企劃概念。執行團隊期望以遊戲作為歷史教育的載體，

透過符合史實背景的設計，讓孩童一邊玩一邊了解歷史。在體驗能親易上手的棋盤式遊戲

時，孩童可選擇扮演清軍或法軍，並且各自運用手上握有的角色牌、砲擊牌，決定如何派

兵遣將、回應對手的攻擊與防禦，最終成功守衛淡水。

當海峽被法軍封鎖，對法軍還有在臺灣的人來說生活有什麼影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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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繪本到桌遊，孩童不再是被動接受訊息，而是能主動思考，換位感受，分別站在清

軍與法軍的角度來認識這場戰役，並同時以不失趣味的方式，以實際行動實踐歷史與在地

人文素養的養成。

遊戲是最好的學習方式之一，透過桌遊，孩童能夠化被動為主動，創造歷史參與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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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人當知臺灣事

歷史，是過去生活的積累，也是過往記憶的見證。生長於臺灣，便當知臺灣事。唯有

先了解過去的故事，才能進一步知道現在為何存在。這本繪本希望帶給孩童對清法戰爭滬

尾之役的理解，同時還有面對過去時我們所能擁有的思考模式。今日我們來到淡水，逛的

是老街，看的是日落的美景，於此同時是否也能夠試著打開想像，想像在這之前這塊土地

上所發生的故事。

百年之前，淡水的名字是滬尾，也是世界上最繁榮的港口之一，走在路上可以碰到來

自西方國家的商人，還有忙著打包茶葉的人們，在波光粼粼的海面上，滿載貨物的中式帆

船與英國商船進出頻繁，然後有一天，法國的船艦來了，大砲瞄準了滬尾的土地，戰事一

觸即發。

歷史學培養的不是資訊的背誦，而是一種從過去望向當代的視野與思辨能力。透過繪

本，編輯團隊期望讓孩童瞭解在不同時間軸上所發生的故事，並且發揮想像力穿梭在不同

視角中，以不同的眼來建構對事情的理解。《海上只剩下船》講的是百年之前的故事，但

正如繪本所打造起來的奇幻空間，我們期望每一位讀者都能在其中一窺土地的故事，產生

對當代的共鳴與新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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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nturies of Local Elder Memories—
When Historic Buildings Become 
Characters,How Do They Tell 
Their Own Stories?
撰 文 ︱蓋亞文化有限公司

淡水清末開港至日治時期階段之文化資產建築物進行創意擬人化人物，以 1884 
年滬尾清法戰爭為軸線，揉合每棟建築物之建體特色，並以彼此之歷史脈絡為

背景，發展具故事性的人物設定。從這些古蹟建物的視角出發，使一般讀者能

更加了解淡水文化資產的歷史意義及特色。

This story creatively turns cultural heritage historic buildings built during the period 
from the opening of the Tamsui Harbor at the end of the Qing Dynasty to the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into personified characters. The plot centers around 
the Battle of Tamsui in the Sino-French War and the characters are developed 
through the blending of the architec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each building with 
their historical contexts and relationships to each other. By learning history 
through the perspective of these historical buildings themselves, typical readers 
can gain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amsui´s cultural heritage.

百年耆老的地方記憶―
當古蹟成為擬人化角色，
他會如何述說自己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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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緣起

「從滬尾地方歷史為核心出發。」

《滬尾畫帖—淡水古蹟擬人誌》畫冊由蓋亞文化與新北市立淡水古蹟博物館合作企

劃，以淡水不同歷史時期的文化資產建築物為主題，創造擬人化角色，以 1884 年清法戰

爭滬尾之役為軸線，揉合每棟建築物之結構特色，並以歷史脈絡為背景，發展具故事性的

人物設定。從古蹟建物的視角出發，使讀者能更加了解淡水文化資產的歷史意義及特色。

全書共繪有八座文化資產建物，按建物使用性質可分作四類：政治外交（紅毛城、前

清英國領事官邸）、商業貿易（海關碼頭、前清淡水關稅務司官邸、得忌利士洋行）、

宗教文化（福佑宮、偕醫館）、軍事戰爭（滬尾礮臺）。這幾座建物年代跨越淡水十七至

十九世紀的重要發展過程，包括：荷蘭人駐紮臺灣、漢人移民、淡水河沿岸地區間的內港

貿易、滬尾開港設關、洋行貿易、傳教士來臺、清法戰爭滬尾之役、臺灣建省等，建構了

淡水的黃金時代。

以下以兩個面向進行說明，第一部分說明這八座建物的設定構想，包括人物的背景設

定，以及如何將其建築特色轉化為穿著服飾；第二部分則是歷史脈絡，介紹這八座建物的

相關重要歷史事件。

企劃初始首先選擇紅毛城古蹟園區裡的主堡及領事官邸做為發想，以「他們」為核心，衍伸故事軸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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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設定構想

（一）人物設定

這些建物多由外國人所建造，所以除了福佑宮、海關碼頭之外，其他角色人物分別在

不同時代背景與緣由下來到臺灣，這也符合淡水作為商業港口華洋共榮的特色。在個性、

生平經歷上，皆以原歷史脈胳為核心，並發揮想像力，將同時代的歷史人物納入故事。清

法戰爭滬尾之役是本畫冊的重要主題，所以將建物融合在該戰役相關史實寫入背景故事。

如紅毛城是荷蘭人在大航海時代所建，原先是個軍事堡壘，是故他的人物設定即是位

野心勃勃來到東方的冒險家；到了清代開港通商後，紅毛城轉為英國領事館之用，故而設

定他與英國人合作貿易，並出口臺灣當時最重要的商業作物――茶葉，除此之外，臺灣自

然史上重要的博物學家 Robert Swinhoe 曾擔任首任英國駐臺副領事，紅毛城即在他任內

租用做為英國領事館，內部空間改建為辦公室、住宅、地牢。滬尾之役時，紅毛城遭受砲

擊，但未受到損傷，此段史料也融為角色的經歷。

馬偕在偕醫館所發生的一切，幻化成擬人角色的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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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想這些角色人物彼此間的關係及故事，讓歷史和建物間連結更為有效呈現，這八座

建物基本上是由一個家族聯盟的概念做為設計出發點，人物彼此認識熟悉，共同經歷了淡

水歷史上的重要事件。例如紅毛城與前清英國領事官邸，一個是辦公室，一個是官邸，兩

人以此設定為夫妻關係，英國領事官邸與前清淡水關稅務司官邸因歷任長官皆以英國人為

主，所以設定為姐妹關係。

本書在人物設定發想上皆有史實根據，真實歷史人物如 Robert Swinhoe、馬偕博士

的引入穿插，除了強化真實感外，也加深讀者的觀看趣味性，期許以此為藍圖，使文化資

產內容的轉譯能更加有趣，使其魅力影響更多民眾。

（二）建物特色轉化

建物轉化分成兩部分，首先建物用途以及經歷的歷史事件，大多融合於人物背景設定

中，故透過塑造角色的基本個性以利於形象的擬創，並穿插建物一些俚俗共賞的在地故事

加強角色的趣味性。例如前清淡水關稅務司官邸，在日治時代為會館俱樂部，人物性格的

設定即為個性活潑外向、喜愛社交的優雅女子，她將俱樂部經營地有聲有色，1896 年，

日本內閣總理大臣伊藤博文來臺參加「臺灣始政周年紀念典禮」，在官邸接受招待並贈送

銀質懷錶的傳說軼事也融入在官狄清這個角色之中。

本書最獨特的是，將建物本體和周遭環境的特色，轉化表現在人物的服飾穿著佩件

上。例如英國領事官邸的花磚是英國 Minton Hollins, &Co 的進口高級建材，幾何拼貼後

的圖案極為優美，繪師將符碼素材轉化成官狄英穿著的褲襪；牆壁上有標示「VR1891」

的方形雕磚在建物中極具代表性，故而將其設計為人物的髮飾。

滬尾礮臺位於淡水五虎崗的烏秋埔，當地有許多烏秋以及豐富的植被生態，因此將其

作為人物外衣的紋飾；前清淡水關稅務司官邸裡綻放的雞蛋花樹，也透過轉化融於衣服紋

飾中。角色的外型與建物有強烈連結，讀者可對文化資產建築細節有進一步的認識和記憶

點。

三、歷史發展脈胳

（一）發現滬尾

淡水，舊稱「滬尾」，位於臺北盆地西北方，是個山河環繞的山城河港，由於位處淡

水河出口，一直是北臺灣的重要門戶。當地原為平埔族凱達格蘭人居住地，以漁獵和簡易

農耕為生，但歷經荷蘭人、西班牙人、漢人、日本人的移住，只剩歷史文獻及考古發掘證

明他們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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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4 年，荷蘭人在西班牙人「聖多明哥城」（Fort San Domingo）原址附近重建「安

東尼堡」（Fort Antonio），即今日我們熟知的「紅毛城」，它是西歐大航海時代冒險精

神的象徵。為什麼荷蘭人、西班牙人會跨越半個地球，來到這個小島呢？

十五至十七世紀為地理大發現的年代，歐洲列強競相到世界各地探險，展開了一系列

的殖民、貿易、傳教活動，開新貿易航路。而臺灣，也當然是被列強相中的豐饒之島。

1624 年，荷蘭人首先占領大員（今臺南市安平區），在此建立統治政權。荷蘭占領

南臺灣後，盤據在呂宋的西班牙人因備感威脅，開始將目光移到北臺灣，1626 年西班牙

佔領社寮島（今基隆和平島），並築聖薩爾瓦多城（Fort San Salvador）及砲臺以加強

防禦。1628 年則在滬尾建立聖多明哥城（Fort San Domingo），即紅毛城前身。但自

1637 年起，西班牙駐菲律賓的總督決定減少開支，削減北臺灣兵力，下令毀掉淡水的聖

多明哥城，僅駐軍於聖薩爾瓦多城，荷蘭人見狀便於 1642 年派船艦進攻雞籠（今基隆），

西班牙人無力抵抗，便從此退出臺灣。而在征服西部平原的原住民後，荷蘭人連通臺灣南

北的道路，就此統治西部平原。

（二）漢人移民與淡水河內港貿易

1661 年，鄭成功進攻臺灣，很快

拿下普羅民遮城（今赤崁樓），並包圍

熱蘭遮城（今安平古堡），隔年荷軍投

降，退出臺灣。1683 年清廷降服鄭氏

東寧王國，臺灣就此納入清廷版圖。由

於漢人移民隨政治中心移轉由南向北

的擴張，淡水河內港貿易日漸興盛，街

市發展一路從艋舺發展至大稻埕，再至

滬尾。

滬尾早期發展以淡水河口左岸的八

里坌港為重心，之後由於港口淤積，在

十八世紀晚期，港口地位已被右岸的滬

尾港所取代，1782 年福佑宮興建即為

淡水河口重心由左岸轉至右岸的佐證，

宮內可見 1796 年的「望高樓碑誌」則

說明當時右岸滬尾港已是泉廈郊出海

諸船的出入要津。

鑲嵌在福祐宮內的「望高樓碑」成為具有望遠功能的手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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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滬尾設關開港

1858 年，清廷於英法聯軍戰敗後，簽訂天津條約，於淡水設關開港，1862 年正式開

關徵稅，臺灣從此納入國際經濟體系內。

隨著淡水海關業務擴大，不少洋人來到淡水工作，但洋人與漢人生活習慣不同，為打

造更適宜的居住環境，便興建西式建築風格的海關官邸及宿舍供職員起居，此即淡水前清

總稅務司官邸之由來。 

1867 年，英國政府向清廷永久租借紅毛城作為英國領事館用，主要工作包括處理國

際事務和照顧僑民，兼管海關稅務。

 約 1870 年代的海關碼頭，對岸為觀音山，圖片下方的倉庫存續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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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異人之地──洋行與傳教士

清代滬尾開港後，茶葉成為最重要的出口商品，當時沿著淡水河岸分佈的大小洋行，

1868 年至 1895 年間茶葉出口總值占全臺 54.49%，幾乎壟斷整個臺灣茶葉出口，見證滬

尾的黃金時代。

如今淡水地區保留比較完整的洋行僅存「原英商嘉士洋行倉庫（今殼牌倉庫）」、「得

忌利士洋行」。得忌利士洋行主要業務為經營中國沿海與歐美航運，1871 年開始通航，

獨攬臺灣輪船運輸的主要市場。直至日治時期，臺灣總督府刻意扶持大阪商船，得忌利士

洋行遂於 1902 年撤離臺灣定期航線市場。

1872 年，一位來自加拿大的傳教士從打狗港出發，搭乘得忌利士洋行的輪船在淡水

登岸，就此展開三十餘年的傳教事業，他是 George Leslie Mackay，也就是臺灣人所熟

知的馬偕博士。1880 年一位馬偕博士獲一位同姓馬偕的婦人為紀念亡夫馬偕船長之捐款，

設立北臺灣第一所西式醫院「偕醫館」。

（五）清法戰爭滬尾之役

1883 年，法國與清廷由於越南宗主權

問題爆發戰事，是謂清法戰爭。到了 1884

年法國希望以占領臺灣基隆的煤礦場及破壞

福州馬尾的造船廠，迫使清廷和談，於是率

領戰艦攻打基隆，就此展開清法戰爭在臺戰

事。

法軍攻打基隆時，巡撫劉銘傳及提督孫

開華已在滬尾展開部署，他們徵召當時在淡

水港裡的商船，在船上放置巨石後，將之沉

於淡水河口，讓法軍無法直接駛入，接著又

在淡水河口布置水雷，並在港區兩側趕工安

裝大炮。

10 月 2 日清軍先發制人發射砲彈，法

軍因逆光與水霧睜不開眼，只能胡亂反擊上

千發砲彈，滬尾奇蹟似的未有重大傷亡。10

月 8 日法軍因淡水河口有清軍防禦工事無法
清治時期船艦融入拉頁背景中，使淡水河成為時空交會的河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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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而改變計畫派遣士兵從沙崙登陸，因進攻路徑遇生長茂密的黃槿及林投樹林，法軍隊

伍被迫分散，待衝出樹林後，卻又面臨一整片沼澤及埋伏樹林外的清軍，在兵力分散及彈

援不足下很快就被清軍擊潰。法軍回到海上後，於 10 月 23 日起封鎖臺灣海峽，直到清法

雙方簽訂《中法新約》後，整場清法戰爭才就此平息，封鎖期間則長達半年。

清法戰爭期間，偕醫館成為清軍的軍醫院，負起救護工作，當時偕醫館的駐館醫生

鍾森（Dr. C.H.Johansen）與英艦軍醫伯朗（Dr. Browne）攜手合作，救癒傷勇、傷兵

百餘人，以及馬偕學生嚴清華也動員教徒，拆門扇板做為擔架搬運傷患，以上事蹟皆傳

為佳話。

清法戰爭滬尾之役是淡水在地居民的重要記憶，留下了許多傳說故事，例如觀世音菩

薩、媽祖、清水祖師各顯神通，護佑人民及清軍將領，成功抵抗法軍攻擊。因此戰爭結束

後，劉銘傳上奏請光緒皇帝賜匾答謝神明，今日福佑宮、龍山寺、祖師廟也都分別保有「翌

天昭佑」、「慈航普渡」、「功資拯濟」匾額作為見證。

至於在戰事中犧牲的兵士們，當地人民也並未忘記他們，在每年農曆 8 月 20 日午後

的淡水地區，特別是沙崙、港子平一帶，居民們會準備飯菜、香燭及冥紙，在門口祭拜因

滬尾之役戰死的孤魂野鬼，此為當地特有的習俗，被稱為「拜滬尾」或「拜門口」，此習

俗直至近幾年才逐漸式微。

劉銘傳轉任臺灣巡撫後，也聘請了德國技師於全臺重要海口地區興築砲臺，被稱為

「北門鎖鑰」的滬尾礮臺即是當時興築的砲臺之一。

四、結語

自十七世紀起，臺灣因戰略地緣位置，成為經濟、政治、軍事的重要據點，淡水位於

進出大臺北盆地之咽喉而成為兵家必爭之地，以致荷蘭、西班牙、英國、法國、日本這些

帝國船隊在淡水登陸、殖民，留下了多樣化的建築。

這片濱海之地，每棟建築都有自己在歷史上的欣喜悲歡，在賦予文化資產充滿人性的

個性特色及背景故事後，讓我們更能聯想至其歷史及用途，激發了人們心中對於故鄉建築

的情懷；在視覺的轉化上，將建物及周遭特色融入服裝、飾品的設計中，以期讀者能夠更

直接觀賞建物之美，與古蹟背後蘊含的文化價值。

如果，紅毛城是位強悍堅毅的探險家，在自海外來到這個異國小島立足，經歷開港通

商後由冒險家轉為商人；接鄰紅毛城的英國領國領事官邸，則是他的妻子，平日籌辦餐會、

茶會，接待來訪貴賓，並參與社交和慈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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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時代劇中美麗畫面的精彩截圖，這麼一群來自世界各地的人物，他們在這塊土地

組成家族，與生活在這塊土地的族群一樣，歷經各種時代，共同見證臺灣多元的歷史文化

發展，承載著滬尾自荷西時期至今四百多年大大小小的歷史記憶，希望能使讀者在懷舊又

新穎的氛圍中，感受到滬尾特有之山海河共存的氤氳氣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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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欣蓉 （淡江大學建築系 助理教授）撰    文

與海風同行
—淡海輕軌滬尾之役策展說明

面對一世紀前來自海上的戰役，今天的我們，站在同一片土地上，究竟要以什

麼樣的心情向人們訴說？ 

淡水，位於台灣的西北口，映著夕陽餘輝波光粼粼的淡水河面以及岸邊漁家，

數百年來就那麼靜靜地守護著身後綿延起伏的綠色山巒。這是當年郁永和渡海

來台眺望島嶼的第一眼，迷人的淡水風光應該也是兩百年後夾著軍力優勢，以

大批軍艦準備登島的法軍眼前見到的景象。這是西元 1884 年，一場勢不均力

不敵的戰爭，在淡水河口以一長排大型法國軍艦即將壓境開戰。而原本應該是

軍力薄弱的島嶼兵力，卻在領將們機智地帶領兵眾們排陣列仗，善用地形地勢

誘引法軍上了岸即在黃槿、林投樹叢中迷失作戰方向，兩小時不到法軍即兵紛

潰散，大量軍員損傷，被迫撤退回艦艇。此即清法滬尾之役，又稱「淡水大捷」。

Facing the battle from the sea a century ago, what kind of mood should we tell 
people?

Back in those days, the ancestors stepped barefoot in the icy Danshui River, 
pushing fishing boats full of mines to the mouth of the river, blocking the attack 
of the French warships, and then let the French army stray into the large Huang 
Jin bushes, not knowing where to get out and had to retreat .

Our design concept is to "museumize" as the main axis of the narrative of the 
three stations on the Blue Ocean Line, depicting battle scenes on the pillars, 
depicting battle figures, guns and ships in silhouettes, and engraving Huang 
Jinhua between the pillars, allowing the battle text to flow through Scaffolding 
on the ground.

This is a moving resistance, an action full of local wisdom, in the wind, at the 
mouth of the Danshui River.

Walking with the sea bree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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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多年後的今天，物換星移，淡水河口披上了極具詩意的漁人碼頭風景，漁人們有了

安全的停靠港灣，遊客們也時常特地來此一賞河口風光；為此，一條為了支應人們搭乘的

三站輕軌支線也開始通車運營。然而，當人們搭著輕軌列車快速地滑過海大站、沙崙站、

漁人碼頭站時，可曾點滴知悉眼前腳下的土地，曾經是我們的先祖為我們流血流汗阻擋外

侮的同一場景？當我們沉浸在迷人的河口碼頭浪漫風光時，可曾絲亳想到這片漁火景觀中

其實同時堆疊著歷史的刻痕？

為了將這片土地逐漸流失的歷史記憶重新拉回人們眼前，淡水古蹟博物館展開了淡海

輕軌藍海支線三場站的歷史再書寫裝置藝術行動。我們作為這場「淡水大捷」歷史再書寫

的執行團隊，在館方積極參與並充份溝通的互動過程中，逐漸浮現出「博物館化」作為輕

軌藍海線三場站歷史再書寫的設計主軸。

「博物館」是當代社會進行歷史再書寫的重要公共場域，透過各式主題的展演讓市民

得以重新認識自身所處社會的歷史發展脈絡，並因此進一步地產生認同與共識，這是現

代國家近半世紀來非常重要的文化教育平台，絕大多數的市民也都有走進博物館學習的經

驗。因此，提出以「博物館化」作為在輕軌場站上帶入歷史意象的設計構想，便是希望能

連結上市民既有的博物館經驗，也具有將歷史書寫直接帶入市民日常生活場景的積極用

意，並且得以讓「移動博物館」的概念結合公共藝術手法加以轉化落實。

海洋大學站畫作實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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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個「博物館化」的設計意象主軸確定之後，我們執行團隊還必須在原即已興建完

成的場站站體上，思考如何將此「滬尾之役」的歷史再書寫，落實到輕軌藍線這三座擁有

大型頂棚構造的半開放式月台站體上。透過反覆尋找適切的環境藝術元素，以及與專家學

者們的討論研商，最終擬定了以十五幅「滬尾之役」畫作，以及融入月台站體的數項藝術

裝置如：清法軍船砲剪影塑像、黃槿花牆與滬尾戰役文字光棚等，將戰役場景刻畫於柱上，

以剪影描繪戰役人物、槍砲及船艦，再刻黃槿花於柱間，讓戰役文字流轉於棚架地上等方

式，多方面展現這個百年前的「滬尾之役」歷史事件意象。以下分別介紹：

首先，三座站體都是由六至七對連結頂棚構造的大型落地圓柱構成月台的大棚架，每

組落地圓柱的每對柱間距之間，或有約莫五米長的懸空玻璃擋風牆，對於搭乘輕軌列車的

乘客來說，在列車駛入月台暫停時正好是極佳的展示位置，可以作為「滬尾之役」畫作展

示的場景牆，成為移動博物館具體落實的方法之一。本團隊策展人之一的姚開陽導演以其

多年研究清法戰役歷史的眼光，依著海洋大學站、沙崙站、漁人碼頭站與歷史場景的相對

關係，分別創作出具有敘事連續性的畫作。

海洋大學站的八幅畫作，分別為：

沙崙站北側四幅畫作實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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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艦來襲：

呈現法軍李士卑斯（Sébastien-Nicolas-Joachim Lespès）准將率領 4 艘軍艦與

300 名陸戰隊，準備由海上展開分兵攻打滬尾的景象。

塞石沈船：

呈現當時為了阻止法國軍艦從淡水河口溯流而上進犯台北城，劉銘傳命人測量淡水河

河口水深後購入舊炮船，載石九千擔（約莫五百肆拾噸），橫列於港門破船底，沉塞於河

道以阻止法軍船艦近逼的景象。

建砲台：

畫面視角是從法艦上往陸地上望去，淡水河口陸上有近千名華人不停地忙著築造防禦

工事，包括兵營（掩體、塹壕）和兩座礮臺。

築城岸：

根據紀錄，扺禦工事中重要的城岸，是利用沙崙原來的高地，以人工築成的夯土牆將

其連結起來。傳統城岸從收集原料，到攪拌、搬運、夯實都需要大量人力，且日夜趕工才

有可能完成。

法軍進攻滬尾期間所派之腹蛇號鐵甲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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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龜子號撤僑：

法艦在滬尾戰役 10 月 2 日預定攻擊的前一天，事先通報滬尾港內的西方人走避。當

時英國皇家海軍砲艦「金龜子」號（HMS Cockchafer）原本停泊在淡水河更上游的鼻仔

頭，時間到了才開來接運。上了船的西方人原以為應該不會有安全疑慮，擺出很優雅的姿

勢，斜倚船舷，欣賞兩軍交火盛況，豈料有一發砲彈射擊到船舷旁不遠的河面，濺起了水

花，讓船上人員嚇一跳。

新砲台：

新砲台裝備了三門 170 mm 口徑的克魯伯（Krupp）砲，這些砲原是由劉銘傳在上海

訂購運來臺灣加強防務，輾轉來到淡水立即加入了戰局，卻因來不及施作砲座，支撐力不

足影響火砲準確度與持續戰力，很快即被法軍將新砲台摧毀了。

引爆水雷：

本圖顯示法國小艇被清軍引爆的水雷險些翻船，船上的人震入水中。圖中可見水雷的

形式為水面的浮桶，在水下懸掛著 500 磅的炸藥筒，以電線引爆。

趕繒船為福建沿海一帶的海船，因操駕方便靈活，清政府改造為水師戰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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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雷線：

共有 10 枚水雷由外籍商船運來淡水港，並在淡水河口組成水雷營。這些水雷每一枚

裝有 500 磅炸藥，炸藥以浮筒懸吊在水下，採用人工遙控哨遙控引爆。

本圖可見一艘輪船通過封鎖線入港，那是英商得忌利士洋行（Douglas Lapraik & 

Co.）來往於香港淡水之間的「海龍」號輪船（SS Hai Loong）。封鎖線有一小水道可以

通行，只有友好的船隻才能由清軍指定的引水人引導通過。這艘「海龍」號輪船就是當年

馬偕牧師（George Leslie Mackay）搭乘來淡水的船隻，船長與馬偕是朋友，會固定給

滬尾的西方人帶來外部的訊息，這一次他帶來法國艦隊在 8 月 23 日在馬尾殲滅福建水師

的消息。這個消息震動了整個滬尾，也讓孫開華更加強淡水防務。

漁人碼頭站畫作實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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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崙站的四幅畫作為：

望高樓：

望高樓是臺灣本島最古老的燈塔，

1796 年由淡水的住民集資以砌石建造的

民營燈塔，位於淡水河口北岸沙崙。滬

尾一役到了近中午 11 時 45 分，法軍傷

亡慘重，一名法軍信號兵爬上沙崙附近

的望高樓，用手臂對外海的法艦發出信

號：「彈藥用罄，損失慘重，我們非撤

退不可！」

城岸戰鬥：

根據紀錄法軍開始登陸後一個小時

才在外城岸接戰，當時清軍在城岸後方

以步槍射擊，被法軍的優勢火力突破而

越過外城岸。但這可能是清軍的策略，

因為外城岸後方就是黃槿與林投樹林，

正是本役逆轉勝的關鍵地點。

本圖表現外城岸被法軍猛烈的砲火

引發野草大火濃煙蔽天，以表現戰鬥慘

烈的氣氛。

樹叢戰鬥：

法軍原來井然有序的隊伍，一進入黃槿林投樹林中便被分割而彼此失去聯繫，加上地

形不熟迷失方向，一聽到埋伏在林中的清軍放冷槍就緊張兮兮，頻頻開槍回擊，讓攜帶有

限的彈藥很快就被用光。

本圖表現法兵在濃密的林投樹林中緊張兮兮地前進，覺得暗處似乎處處藏有清軍的影

子。由於林投樹葉堅硬帶刺的特性，不容易穿越，法軍只能在固定的通道中行進，隊伍也

被分割每一組人愈來愈少，很容易被伏擊。

清軍將領負責滬尾防務指揮，率領湘軍、淮軍和臺
灣土勇共同抵抗法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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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軍登陸：

1884 年 10 月 8 日晨，法國海軍李士卑斯（Sébastien-Nicolas-Joachim Lespès）

准將率領 7 艘法國軍艦在沙崙外海進行登陸作戰，首先以艦砲轟擊清軍岸砲與防禦措施進

行準備，接著法軍換乘小艇進行搶灘登陸。

本圖表現海灘上已登陸、由楓丹上尉（Lieutenant de vaisseau François Edmond 

Fontaine）的第一連 120 名士兵列隊在等待，旁邊是哈乞開斯 37 mm 輪轉機關砲。

漁人碼頭站的長幅畫作為：

法軍的封鎖：

本站由三面玻璃窗共同呈現一幅寬高比達 9:1 的巨幅畫作，呈現 1884 年 10 月 8 日

法軍在滬尾之役失利後，持續對淡水港的封鎖，直到次年 4 月。遠方海平面見到 3 艘法

國軍艦封鎖淡水河的出海口，戰役之後增援的法艦歸建以及分兵封鎖全臺，所以不會像在

戰役當時重兵雲集。八里側的水域停泊許多中式帆船被困港內無法出航，其中一艘揚帆想

要趁夜暗闖關，最後還是徒勞。由於淡水河在八里側有一片淺灘，所以船隻無法靠岸，都

在河中下錨。河中央航行的除了一艘舢舨，還有一艘得忌利士洋行的小火輪「英吉勃」號

（Ingebory）。

西仔反法軍制式哈乞開斯 Hotchkiss 37 mm Revolving Cannon 五管機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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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圖以臺灣八景之一的「淡水夕照」為場景設定的時間點，希望在漁人碼頭欣賞夕照

的遊客能緬懷一百多年前沉浸在同樣美景下的淡水，曾經是世界關注的戰爭焦點。

其次，除了以上畫作，為強化輕軌站體作為「移動博物館」的「博物館化」意象，本

團隊採取並轉化一般博物館常有的古典柱體壁面，利用站體頂棚構造兩側的六至七對落地

列柱，重新加以包裝。其中台北海洋大學站配合兩側玻璃牆的八幅畫作，以鏤空圓框柱基

的手法開始帶入轉化了的古典柱式意象。此外，沙崙站最接近「滬尾之役」當時的主戰場，

其帶入的柱體壁面便以四幅局部戰役內容加以刻畫，以強化當年沙崙主戰場的歷史意象。

而漁人碼頭站則再度回復較為簡潔的直線溝縫柱面紋路，回應月台旁牆面色彩活潑的遊客

服務站氛圍。

再者，除了以具有敘事性的畫作帶入「滬尾之役」的歷史場景，還將具象的戰役元素

以不锈鋼鏤雕方式，分別設置於三個站內。台北海洋大學站，在八幅玻璃牆畫作旁，矗立

沙崙站南側設置黃槿花鏤雕鐵藝，象徵滬尾戰役的驕傲與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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漁人碼頭站旁鏤刻了滬尾戰役文字的白色光棚，向人們訴說這場百年前的光榮戰役

著四尊立於基座上的剪影：清軍將領孫開華，清軍機關鎗、法軍船鑑兩艘。為站體的「博

物館化」意象帶出畫龍點睛的效果。此外，沙崙站由於地點距離當時成功誘敵致勝的黃槿

樹叢相當近，不僅北側柱間距的四幅玻璃畫作內容呈現當時的戰役情景，原本空置的南側

柱間距，也加上了四大片以黃槿花為視覺主題的不锈鋼鏤雕鐵藝。透過簡靜的平面鏤雕花

藝鋼板，將當年為我們阻擋了法軍侵襲的黃槿花叢，以兩米大的放大花朵尺度展現屬於黃

槿的驕傲與自信，也展現我們對黃槿花與這片土地的讚嘆與感謝。而在漁人碼頭站旁的人

行道上，一座以不锈鋼頂棚上鏤刻了滬尾戰役文字的光之花棚，一方面以其波浪的頂棚形

式帶出戰役發生於河海交界處的水波意象，另一方面也借由頂棚鏤空製作出光影效果的戰

役文字描述，再次向即將前往下一站的人們訴說這場百年前屬於我們的光榮戰役。

這是一場令人動容的抵抗，一場充滿在地智慧的急行，於風中，於淡水河口。

115第 12 期



撰    文 ︱吳峻毅 （新北市立淡水古蹟博物館）

清滬尾戰役主要歷史場域位於淡水沙崙地區，更是清代臺灣少數勝利抵禦入侵

的戰役，為淡水人稱「西仔反」重要故事與地方記憶，然時至今日，原戰役範

圍許多重要遺址或場域地點，陸續因為時間久遠或人為因素逐漸消逝。

有鑑於此，在已消逝的歷史場景場域中，嘗試以現地地景揉合歷史元素形塑藝

術作品，以展示引導群眾走讀、吸引民眾參與，認識當地重要歷史事件滬尾戰

役，以及珍貴的人文地景寶藏，進而對淡水產生認同，以落實文化部歷史再造

計畫的核心目標，喚起在地的歷史集體記憶。

爰此，本案為博物館與知名地景藝術家林舜龍團隊合作，打破以往室內展示歷

史事件的靜態手法，先爬梳戰役歷史時序、分析現有地景，編織故事軸線，設

置分布於古戰場區域的「街廓場域」與「走讀意象」藝術裝置，建構獨一無二

的文化動態展示場域，讓歷史結合藝術，委婉、優雅的完整呈現。

走讀 1884年清法戰爭
滬尾歷史戰役戰場
—現地地景如何運用大地藝術，
再現西仔反歷史事件老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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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uring historical sites of 
Battle of Tamsui during the 
Sino-French War in 1884
—the employment of earth art 
and landscape to represent the 
story of anti-French campaigns.

With historical sites mainly located in Shalun, Tamsui, the Battle of Tamsui is one 
of the few victorious battles against foreign invasions in the Qing Dynasty and it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narrative and recollection to Tamsui locals as part of 
anti-French campaigns. However, as times goes by a number of historical sites 
and locales of events in the battle have gradually vanished because of time or 
human factors.

In light of this, through artworks created in vanishing historical sites with on-site 
landscape plus historical elements and presented to the public, efforts have 
been made to attract people come to know the history Battle of Tamsui via tours 
and acknowledge it as a precious cultural and geological treasure of Tamsui with 
aims to achieve the objectives of Regeneration of Historic Sites Project launched 
by the Ministry of Culture and to evoke local collective memory of history.

Therefore, collaboration between the Tamsui Historical Museum and world-
renowned landscape artist Lin Shuen-long and his team has been initiated to 
construct unique dynamic cultural display sites of “street block locale＂ and 
“touring imagery＂ along the timeline of events in the battle based on analyses 
of actual time course of events and on-site landscapes. Such an approach not 
only makes a breakthrough to traditional static indoor exhibitions but allows 
for integral representation of historical facts integrated with artistic works with 
euphemism and elegancy.

117第 12 期



百年「西仔反」滬尾戰役的歷史場域再現實踐

清法戰爭滬尾戰役，是 1884 年 10 月發生在淡水河口「沙崙」與「中崙」地區的重

要戰役，戰役中擊退法軍的勝利，影響了日後臺灣的整體社會發展。然而，距今超過百年，

淡水河口區域地貌景觀變化甚多，旅遊者或當地人來到此地，大多無法感知或辨識已親臨

滬尾戰役古戰場。過往人事物既已消散，戰爭亦非關常民生活日用，與該戰役有關的在地

「拜門口」鎮魂習俗日久亦難以傳承，並隨耆老凋零更形無感。如此一來，在地人們對滬

尾戰役的歷史自然難以產生共鳴，地方群體已逐漸失去對滬尾戰役的共同記憶，因而產生

「乏地性」（placelessness，Relph，1976），「也就是人們缺乏對地方的關心，空間

與時間與地方毫無感知時，人們變成地方瞬間的過客，失去地方意義感。」1。

爰此，期盼透過淡水沙崙地區的「滬尾戰役街廓營造及走讀意象」藝術裝置，來解決

這種「乏地性」，以迥異於博物館室內藝術展示的手法，設計量體規模較大的「街廓藝術

裝置」與較輕鬆活潑的「走讀意象裝置」，再現滬尾戰役歷史時空。如何讓參與者自然隨

著藝術走讀地方，並在過程中產生地方認同與感知共鳴，便是本案藝術裝置規劃時首先要

考量的問題。

轉化紙張上的故事，

交疊古今地理空間，

讓滬尾戰役成為可讀可觸的大地藝術

本案裝置藝術的整體設計，首先期盼採用地景營造手法，結合古戰場現今地景，以藝

術表現隱藏於地貌中的歷史底蘊，並鼓勵各種自發式的參與體驗，Morgan 認為：「『地

方感』源自自我認同，這個認同來自對地方、對土地的所有認同。這裡所提及的認同，需

要的能力就是從參與體驗來發展及形塑」2。

在初步規劃過程中，博物館開始爬梳滬尾戰役事件架構、觀察 1884 年迄今的地景變

遷，最終串連戰役的事件時序與發生地點，提取重點意義並凝縮為可辨識的符號，期盼營

造出讓看到符號的人們，都能初步了解滬尾戰役的自主導覽式藝術裝置，或甚至透過走讀

過程達到博物館的教育目的，讓歷史故事穿越時空，以藝術方式被解讀。

1　洪如玉（2013）。 地方概念之探究及其在教育啟示。國立臺灣科技大學，人文社會學報，頁 1-23。

2　陳佳萍 （2015）。Jeff Malpas 地方哲學對地方教育的啟示：以「走讀嘉義」課程方案為例。國立嘉義大學教育學系博士論文，
頁 74-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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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前所述，滬尾戰役古戰場貫穿淡水沙崙至中崙河口右岸土地，要在大範圍的環境

中，融合地景再造與形塑歷史場景，彰顯淡水河口區域變化下事過境遷的歷史事件，以「大

地藝術」（earth art）亦稱為「地景藝術」（land art）或「環境藝術」（environmental 

art），是頗為合宜的方式：「地景藝術強調作品與自然環境結合的藝術表現形式，對於

土地有著深刻的關懷」3。大地藝術通常是較大範圍、融入環境的藝術創作，若能採大地

藝術的的表現手法，挑明滬尾戰役地方性的特色，讓環境與戰爭表現符號相互揉合，便更

能讓人們融入環境氛圍，感受並感動，獲得獨特的旅行經驗。若能透過此類經驗，引發地

方共鳴與增進地方參與，未來便能透過滬尾戰役歷史內容，吸引更多人群，進而發展特有

的觀光內容，讓沙崙地方產業得以創生萌芽，並契合歷史再造目的。

3　陳佳萍（2015）。Jeff Malpas 地方哲學對地方教育的啟示：以「走讀嘉義」課程方案為例。國立嘉義大學教育學系博士論
文，頁 7-8。

用裝置藝術結合現在地景，讓滬尾戰役歷史故事融合現場風景讓故事在場域中重現，並讓現地美感融合生活
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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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期盼透過地景藝術家特有的感受大地的方式，運用藝術裝置表現地景，以藝術

的形與意，轉譯滬尾戰役歷史符號，同時也彰顯當地的河口沙岸地景紋路，重塑獨特的場

域，讓人們能夠分享淡水特有的地方歷史記憶—「西仔反」傳奇。

街廓藝術裝置－以大型地景藝術讓河口說 1884滬尾戰役故事
戰役的紀錄，是一連串敵對勢力相互對抗的時間序列過程；滬尾戰役的紀錄，起自英

商陶德在淡水擔任香港《孖剌西報》通訊員時的報導，他翔實且精彩的記述了「滬尾戰役」

發生的時空與戰事序列，後續更出版為書籍《北臺封鎖記》。本案「街廓藝術裝置」，同

時也透過在地文史學者及近年歷史研究成果，來解讀戲劇性較強的《北臺封鎖記》故事主

軸，並期望以大地藝術手法詮釋消逝的戰場影像，將文字記載的歷史轉譯為畫面，以重建

戰場視覺體驗，讓視覺傳達知覺：「觀光者認同自己心中對當地文化的事先認知，觀光客

也容易相信眼前所看到的，便視為是當地普遍現象地縮影，因此，觀光成為一瞬間的認知。

不能否認的是，這樣的歷程可以達到歡愉及文化互動的機會。」4 

4　邱資雅（2018）。藝術觀光之形塑：以東海岸大地藝術節為例。國立臺東大學公共及文化事務學系碩士專班論文，頁 9。

被裝置藝術營造後的地景藝術，融合了原本河口美麗地夕陽風景，重現已不復見滬尾戰役的歷史場面，也讓
參觀者可以參與其中，看見不一樣的歷史戰爭地景藝術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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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實踐此一目的，連結場域與具戲劇張力的歷史節點，營造古戰場的街廓場域，本案

較具規模的「街廓藝術裝置」設計，便為知名地景藝術家林舜龍創作的《清法滬尾戰役四

部曲》。藝術家林舜龍以史料為基底，選定「法軍登陸」、「清軍防禦」、「法軍發出撤

退訊號」、「法軍最後撤退」的

四個重要戰役節點，並擷取「法

軍士兵人數」、「武器」、「國

旗顏色」、「清軍角色」等各種

分屬清法雙方的符號，優雅轉換

成可分辨、解讀的藝術裝置，設

置於相應的古戰場歷史場域中。

以藝術裝置「滬尾戰役首部

曲－登陸」為例，歷史記載登陸

沙崙海灘的 600 名法軍，曾受

阻於今日沙崙沿海地區仍常見的

林投樹、黃槿樹叢內。透過大地

以爬梳滬尾戰役時序並擬出重要場域及節點，透過藝術裝置重現場域及走讀地重要意象此標，本案總共選擇
四個大場域及五個走讀地體驗地景地點。

透過裝置藝術望遠鏡可以回朔時光，營造時光隧道的場域讓滬
尾戰役的故事被看見及參與入戰役內容，更深刻的認同與認同
滬尾戰役的場域（達達創意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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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手法，消逝的法軍軍隊士兵轉化為前仆後繼的桿子型態，並以法國國旗顏色為法軍代

表符號；藝術裝置更融入地景、地勢與在地植物間，作品高低交錯、起伏排列，彷若真實

士兵穿越樹林，為已消逝的古戰場重新賦予意義，彷彿藝術家林舜龍曾談過的創作理念：

「可以讓人透過藝術作品看見風景，當中的主角不是藝術品，而是風景、人的生活以及當

地的文化內涵，藝術品只是把裡頭的味道給提出來」5。

《滬尾戰役四部曲》的街廓藝術展示，是一本攤在淡水河口與大地上、融合地景與人

文風景的走讀書籍，等待著這片土地上生活的人們參與並創造共同記憶。期望透過系列藝

術裝置，提起參與者對滬尾戰役的興趣，進一步吸引更多人關懷淡水土地，體驗並了解這

段珍貴的歷史記憶。

5　林舜龍 林寬裕（2018）。日本的大地藝術祭為何成功。　
　  獨立評論，https//：opinion.cw.tw/blog/profile/article/6937

此表現當時淡水居民共同參與建築防禦土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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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文走讀扎根地方

教育，強化地方參與

《清法滬尾戰役四部

曲》街廓藝術裝置，以規模

較大的藝術表現，在古戰場

歷史範圍形塑了戰役樣貌，

但塑造戰場地景之外，人文

教育、藝術參與的深化，以

及如何推動當地的走讀、互

動與觀察，以連結藝術裝置

帶來的多元意象內涵，也是

發展地方知識學與鄉土教育

的關鍵點。

本案街廓藝術裝置計畫

的另一個面向「走讀意象裝

置」，則由藝術家羅嘉惠以

《愛與和平之鴿》為主題，

營造較輕鬆可愛的藝術裝

置。藝術家選擇沙崙古戰場

之外，五個滬尾戰役中的重

要地點：「程氏古厝」、「阻

絕線」、「白砲臺」、「瓦

店埤」、「水雷營」，創造

色彩鮮明又饒富趣味的地景指標，補述了戰時的人文與地景細節，包括：在地生活居住型

態、河川地景水文、清軍防守關鍵。此外，更結合了代表和平的「鴿子」，帶來對戰爭的

反思；同時，可愛的鴿子也柔化嚴肅的戰爭，增添文化指標的親和力，期望能成為未來在

地推廣地方知識教育與社區參與的助力，讓人們走讀在地的行動，能夠更活潑、更具多元

性與動力。

滬尾戰役街廓藝術四部曲文化地景的呈現包括自然景觀、人文及周
遭地點參觀場域，以營造一個被看見地走讀藝術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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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記憶的保存、再現與承續相傳，

皆是博物館的重要任務，藝術家林舜龍在

本案的訪談中提到：「當我們營造了滬尾

戰役共同記憶的地景藝術及走讀意象，透

過這些藝術手法，營造沙崙人文與地景藝

術空間，重要的是後續這些藝術地景或指

標運用，是讓地方自發性參與或發起活動

運用，讓社區參與或營造與滬尾戰役地景

藝術場域相連，凝聚屬於沙崙或中崙一帶

居民的集體意識，成為地方教育的一環，

推動觀光之本，後續這些才是重要的事。」6

6　林舜龍（2020）。清法戰爭裝置藝術訪談，訪談時間 2020/9/9

滬尾戰役街廓藝術四部曲為真確讓裝置藝術展現相關場域歷史事件內容，林舜龍老師親自調整展示方式以利
讓滬尾戰役歷史故事內容能更真確呈現。

走讀藝術裝置以明顯顏色呈現，讓參與者容易發現及了解歷
史意象及內涵，並透過自行走讀方式去探索串接滬尾戰役
古戰場的形象與豐富性，也可藉由今昔比較更顯有趣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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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滬尾戰役藝術地景與走讀裝置的建置，是由博物館與在地藝術家聯手重現淡水歷

史場景與自然特色、人文底蘊的嘗試。運用揉合今日地景、以藝術型態「再現歷史」的藝

術裝置，將可能吸引人們來到歷史現場與場域互動，「行走」及「閱讀」人文地景，跨時

空參與百年前的故事，與在地歷史發生共鳴；而此後的持續推廣、利用與教育，將會是另

一個重要的開端。

專訪林老師對地景藝術後續參與地期盼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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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前，淡水是個小小的漁村，卻也是讓臺灣烏龍茶風靡全球的出口大港；這裡是

北臺灣母親之河的出海所在，宣教士馬偕眼裡，上帝賜予的「應許之地」，漁產

豐沃人民安居，然而在西元 1884 年響起了砲火，霎時流彈四射，烽火連天！

這是一則則發生在滬尾的真實故事：法國黑船軍艦的駭人景象、提督大人的沈著

應戰，更有著上天眾神眷顧蒼生的顯靈護佑…。從此，臺灣不再只是座邊陲小島，

而是四通八達的東瀛鎖鑰！

2020 年，我們讓百年前的戰場重現，在自己的廚房、在日常的餐桌，用當代最

夯的「食物設計」，將浩瀚的筆墨史記，化為餐盤上的品味佳餚。

In the past, Tamsui was a small fishing village, but it was also a major export port 
that made Taiwanese Oolong tea popular to the world. In addition, this small 
place is the estuary of the Tamsui River, which is the mother river of northern 
Taiwan. People with rich fishery and lived in peace. In the eyes of MacKay, this 
lovely place is the "Promised Land" given by God.

However, in 1884, under the sound of countless gunfire, this small coastal town was 
caught up in the war.

These were true stories that happened in Hobe (the old name of Tamsui). Including 
terrifying French black warships, the calm response of the Chinese commander, 
and the blessing from the gods that help people defeat enemy… Since then, 
Taiwan was much more than a small island, but becoming to a key of East Asia 
that can extend in all directions.

In 2020, we will make the ancient battlefield reappear in our kitchen and daily 
dining table. With the most popular food design, turn the vast history into a 
delicacy on the plate.

︱翁俊杰 （之間創意整合創辦人、品味 1884 創意料理設計師）撰    文

品味 1884
—餐桌上的滬尾之役

Battle of Tamsui 
on the dining t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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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設計 – 全球最夯的新思維
你可曾計算過？一天吃三餐，一個月九十餐，一年就吃了一千零八十餐。「吃」是人

類行為中最基本，但卻最重要的需求。然而當「吃」不止是把食物煮熟，而已經演變成被

要求色、香、味皆要俱全之後，「食物」便不再只是求溫飽，而是一種人文的思維饗宴了。

人類的歷史長流裡，食物已發展成乘載著不同文化、地域風土和生活經驗的載體，於

是「食物」成為「設計」的媒介，所涉及的範疇更越來越包羅萬象：飲食科學、人類學、

社會學、美學、色彩學…甚至建築設計、室內設計、產品設計、服裝設計的概念都可以與

食物設計做相容與結合。

在歐洲，荷蘭頂尖的設計學院 Design Academy Eindhoven （NL）、米蘭工業設

計學院和法國的工作坊都有著與食物設計的相關學位或課程，「食物設計」嚴然在這些年

成為顯學和設計界的潮流。

經由「設計」讓「食物」成為傳遞訊息的媒介，人們因此有更貼近感官體驗與創新生

活的機會去重新審視人與食物、自然、風土、文化、歷史之間的關係。

故事挖掘 – 用料理重現歷史場景
文化部近年以「厚植文化力，帶動文化參與」為政策核心，將「再造歷史現場」為文

化資產的新策略，計畫著重於歷史的再現與連結風土，喚起民眾對歷史記憶興趣與參與。

新北市政府更進一步提案「清法戰爭滬尾之役歷史場域重現計畫」並委託新北市立淡水古

蹟博物館執行「清法戰爭歷史文化人才培育 — 品味 1884 培育活動案」。

滬尾之役一觸即發－法軍來襲番茄塔／法國起司番茄塔佐鐵蛋薯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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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水古蹟博物館在率先成為全臺第一間維護古蹟群而成立的博物館之後，在今年更以

全球最夯的「食物設計」將歷史場景搬上餐桌，用鼓勵親手做料理的方式，讓食物說故事，

歷史便會更加豐富有趣，進而將博物館的教育功能推廣至日常家裡的廚房與餐桌上。

如何讓歷史場景化為食物料理，在設計之前，挖掘感動人心的故事便是首要之務。

史料的豐富堆疊常常引人入勝，尋求的字裡行間擁有代表性、經典性、且引人入勝，

讓人印象深刻的記載，更是設計師在人性與文史之間必須爬梳出來的任務。因此在這場光

榮的「滬尾之役」裡，我們將紀錄在官方的史料與民間傳說，依據戰事發展的時序先則選

出五大方向：法軍來襲、清軍佈局、戰事記錄、民間傳說、戰後影響，作為設計發想的主軸。

當設計主軸確定後，如何運用料理說故事？且要說得精彩，吃得美味，便進入到了設

計思維與料理技術相結合的階段。料理經過「再設計」、探索與創造，產生出新的可能性，

激發出食物與歷史、歷史與現代生活、生活與有趣的參與體驗之後，讓人們可以重新經驗

人與文化之間的關係是設計的終極目標，而手段便是透過廚師的料理經驗和手法去呈現與

實踐。

品味 1884 脈絡轉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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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覺的識別性是此次食物設計的必要條件，作為推廣功能為前提的設計規劃，讓大眾

一目瞭然就可以連結得到 1884 滬尾之役的故事場景，並引發興趣與好奇，食物的造型便

成為首要的設計目標。在地與有風土故事的食材更是增添的思維豐厚的條件，此外最重要

的味覺體驗便需要廚師多年對食材的了解與數年的烹飪技術和熱情。經由前項數個條件彼

此運用、整合及反覆的討論研發之後，才能達到完整的「食物設計」成果。

在五大主軸實踐的過程中，我們運用淡水的特色料理 – 鐵蛋，混拌入法式薯泥堆疊出

沙崙層層沙岸，並用綠色時蔬點綴出象徵阻擋法軍有功的黃槿與林投樹，法國麵包與乳酪

做的法國軍艦，更是成為料理注目的焦點，趣味且富有寓意。此外還有海鮮水產做成的水

戰事記錄－記憶 1884 豬肉燉菜／番茄燉煮豬五花佐煨燉時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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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焗烤葡萄柚和鮮蝦組成的宮廟香爐，以及豬五花肉切成史書的造型，模擬著當時在淡

水的洋人們在親身經歷戰役時寫下的書信記事。更有著曾經在淡水河上運輸的台灣烏龍茶

烤成的磅蛋糕，經由組合教學，塑造的滬尾礮臺大砲！這些都是用「設計」將思維以「食

物」為傳遞載體的具體呈現。

傳播推廣 – 校園裡的設計思考
「品味 1884」的食物設計計畫，結合了歷史場景的再造、故事的爬梳、在地物產的

運用、美學的滋養，更重要的是文化的推廣與教育思考的激發與傳承。

此計畫的執行策略是連結再造歷史（文化旅遊）、生活創意（料理創作）和教育推廣

（青年共創）。透過執行策略，整合淡水特色，經由顧問團、地方組織、提出地方創生行

動，讓 1884 清法戰爭基因轉化為創意好點子，從教育培訓、募集創意、共創學習、餐飲

發表到網路行銷，成為一連串關注的話題，讓文化的種子可以開枝散葉。

課程推廣以校園工作坊的形式執行，讓學生直接參與歷史場景的現場感受，加上文史

工作者實地的故事講述，內容以清法戰爭滬尾之役相關古蹟景點及民俗傳說為主題，包括

烽火眾神傳說－護佑淡水柚香焗烤／煙燻柚香焗烤雞腿佐時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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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淡水風土故事介紹、故事料理研發技巧、小組創意討論等，培養學生以設計的思考方

式，結合古蹟歷史、民俗傳說等文化元素的導引出創意食譜。

課程的執行方式以體驗設計的策略邏輯與設計運用，從概念形成到實作落地，大

致上可以分為以下四個階段：包含「挖掘」，「轉譯」，「詮釋」到「實踐」，從這

樣的脈絡，拆解成六場次工作坊來進行。在工作坊執行上，由長期投入服務設計顧

問輔導工作的林承毅老師擔任整體規劃設計及方法論研擬，並將與擅長食物體驗設

計的在地團隊設計聯手進行六場工作坊的體驗共創，而工作坊依照階段的需求與設定

捍衛家園－滬尾礮臺大砲蛋糕／巧克力烏龍茶蛋糕甜品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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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淡江大學，以及真理大學師生共同攜手合作，在六場工作坊的實施之下，完成包含

故事挖掘，概念形塑，客群設定，情境設計，風格意義，及最後的實踐落地，透過

服務創新的工具與方法來完成這項從歷史文化出發，創新服務新價值的全新任務。 

課程實際操作的方式分為兩個階段：

第一階段 – 挖掘＆轉譯

概念聚焦在「挖掘＆轉譯」，由文史專家帶領學生實地感受歷史發生的現場，以史料

故事出發，搭配田野調查，從源頭進行文化理路的朔源，並透過換位思考來找尋內容新魅

力，最後把這些文化符碼與歷史元素，萃取並化為未來餐單及餐飲體驗中的重要元素。

第二階段 – 詮釋＆實踐

承繼第一階段的成果，在第二階段同樣舉辦參與式共創工作坊，而最後一場課程，則

邀請淡江大學與真理大學的兩校同學共同組成團隊，將第一階段所研究出的產品進行傳

承，整個脈絡從第一階段的挖掘轉譯，進入到第二階段的重點詮釋與實踐，最終將把共同

研發出的故事、菜單以及整個餐飲體驗儀式與風格一併展現，再請美食專家試吃並給予專

業的意見，呈現淡水文化沈浸式食旅體驗新典範。

此一結合歷史再造、食物設計與教育推廣的計畫，前所未有的讓跨校的學生們學習共

同合作與傳承，並在過程中對源於自身土地的歷史文化、在地風土、設計思維、食物料理

等各方面皆獲得開創性的經驗與豐碩的收穫。

品味 1884 課程結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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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生活 – 日常裡最美的文化體驗
「文化」始於每個人每日生活的累積，歷史亦是。我們回頭了解自身土地曾經發生的

故事，便是認識自己根源的開始。「再造歷史」計畫試圖以「連結」、「再現」土地與人

民的歷史記憶，讓文化再生藉以融入現代生活與日常。

滬尾在歷史上扮演了北臺灣重要對外門戶，無論是臺灣烏龍茶的出口或貿易運輸，都

是百年來兵家必爭的樞紐，1884 年清法戰爭滬尾之役戰爭雖然已遠，但對臺灣百年來的

發展卻是影響深遠，歷史的每一步，都是創造今日的重要過程。然而如何讓歷史轉譯成與

現代生活相關的美麗體驗，便是教育推廣實最重要的功課。

美食是最吸引人的誘引，也是讓人最有感也最直接的表現載體之一，透過設計，將「歷

史」轉譯成「故事」，再將「故事」以「食物」來呈現，最終透過五感六覺的體驗，成為

最深刻的認同與記憶。

此次計畫，除了校園的工作坊課程之外，還將「品味 1884 食譜圖文集」透過網路、

社群媒體平臺播放教學影片，也可以下載食譜和故事出處，期望讓家長可以帶著家中的小

寶貝，依循著「品味 1884 食譜圖文集」用麵包、番茄丁和火腿片做出了當年停泊在淡水

河口的法國軍艦；放假在家的上班族也可以照著食譜用蛋捲和鐵觀音磅蛋糕做出滬尾礮臺

的大砲，並且還可以調出了色澤美麗散發著白葡萄香的法蘭西斯氣泡水。

當參與的民眾品嚐了他們親自動手 DIY 的「品味 1884」主題料理，露出了美味又開

心的表情剎那，歷史，就活起來了！文化因此便更加生活與當代化，達到線上學習互動及

文化歷史教育推廣目的。

期望在文化部的「再造歷史現場」、新北市政府「清法戰爭滬尾之役歷史場域重現計

畫」和新北市立淡水古蹟博物館「清法戰爭歷史文化人才培育 — 品味 1884 培育活動案」

策略計畫執行後，有著豐富歷史故事的「1884 清法戰爭滬尾之役」，便不再只是歷史課

本裡的文字，而會更深入生活與記憶裡，成為最美的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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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turn to The Historical Glory 
by Music
—1884 Music Festival
圖 文 ︱江錫聰 （新北市立淡水古蹟博物館）

清朝末期臺灣的唯一勝戰―「1884 清法戰爭滬尾之役」，不僅扭轉了臺灣的命

運，成功擊退法國的侵略殖民，同時也摧毀了法國佔領亞洲島鏈、威脅亞洲各國

的野心。這段輝煌戰役不容遺忘，期待它能傳誦千古，讓更多的民眾了解先民的

艱辛與這片土地的珍貴，因而創發了「藝響 1884 古蹟音樂活動」，讓我們放下

戰爭時的仇恨、秉持共存共榮的心態，透過多元創意的音樂洗禮，帶領大家一同

重返歷史光榮！

“The Sino-French War: Battle of Tamsui＂ is the only one victory of Taiwan 
during the late Qing Dynasty. This war not only changed the fate of Taiwan, it 
but also defeated colonization and aggression from France. At the same time, 
it destroyed France´s ambition to occupy the Asian island chain and threaten 
Asian countries. This glorious battle cannot be forgotten. It should be passed 
down through the ages, so that more people will understand the hardships of the 
ancestors and cherish this land. Because of this reason, 1884 Music Festival was 
created by Tamsui Historical Museum. Hope we can put down the hatred of war, 
try to uphold the mentality of co-existence, co-glory, co-benefit and co-survival. 
Through the baptism of diverse and creative music, we will lead everyone back to 
the glory of history!

用音樂重返歷史光榮
—藝響 18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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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元 1884 年 10 月 2 日，距今 136 年前，法國軍艦在滬尾（淡水舊地名）外海的一

聲炮響，不僅揭開法軍的侵略序幕，也造就了滬尾許多傳奇故事與歷史印記。「清法戰

爭滬尾之役」是清朝末期極少數的防禦勝利之一，亦是臺灣的唯一勝仗與臺灣歷史發展

的重要轉捩點。這場戰役刻畫著滬尾地區不分國籍的團結奮戰、官民齊心的光輝痕跡，

也迸發如今中外文化交疊的淡水面貌。回顧歷史鑿痕，此戰役突顯了臺灣位於太平洋島

鏈上政經要塞的核心地位，同時也啟動了滬尾淡水及臺灣現代化的改革巨輪，航向多元

豐富、中西共融的文化面向。

往事重提並非單純緬懷先人的篳路藍縷、舉步維艱，而是期望在歷史借鏡之下，重新

喚醒人們對於這片土地過往的艱辛歷程，應該更加珍惜、更加努力守護，讓如今在此生

活的我們，面對世代再度轉動的

時刻來臨，我們能夠在未知海域

中，一如既往，果敢無懼。

今年十月「藝響 1884」古

蹟音樂活動，新北市立淡水古蹟

博物館將這股無所畏懼的精神轉

化為音符旋律，讓我們放下歷史

槍炮、摒棄戰爭的敵對姿態，採

用中西融合、創意新奇的音樂形

式，帶領遊客參觀古蹟、重返歷

史榮耀。音樂活動大膽嘗試在國

定古蹟的紅毛城與滬尾礮臺、市

定古蹟的前清淡水關稅務司官邸

（小白宮）與海關碼頭等四處人

文意涵十分豐厚的古蹟場景之

上，增添當代科技文化羽翼——

運用穿越中西、型態多元的音樂

展演，讓環境電子、嘻哈饒舌、

美式搖滾、西洋古典、傳統國樂，

甚至是非洲音樂多聲道齊放，再

度展現涵納包容的力量，發出音

波，在當代繼續所向披靡。 藝響 1884 活動主視覺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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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毛城，佇立於滬尾淡水近 400 年的光景，退去戰爭時銅

牆鐵壁的防禦角色，少了最初工事堡壘的肅殺之氣，轉而成為

現今文青、知青充電休憩的重要據點，此處搖身變成演奏新一

代浪漫樂章的絕佳聖地。

活動將以紅毛城與領事官邸中央的草地作為天然舞台，安排

入圍金曲流行音樂演奏類最佳專輯、最佳製作人的薩克斯風手張

林峯，攜手以國樂闖蕩奪得金曲獎、金音創作獎肯定的柳琴中阮

樂手陳芷翎，以及榮獲 2019 年度最佳原住民語專輯獎入圍肯定

的原民樂團―阿新與他的朋友們，跨時代與多位年輕獨立音樂

人，如臺灣獨立音樂界代表人物洪申豪、翻玩北管音樂成為新世

代台語曲調的藝術家林奕碩等，齊聚古蹟場域，一同傳唱新時代

對於土地的情歌。

大提琴音樂家於紅毛城園區演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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滬尾礮臺，源於滬尾戰役的勝利，促成清朝對於臺灣戰略位置的重視，西元 1886 年

清法戰後巡撫劉銘傳籌辦臺澎善後防務所建造的 10 座礮臺之一，此處古蹟保留了礮臺旁

兩道城牆及礮陣地數座，口字型室內為甬道，分隔成彈藥室及兵房。

此場域的舞台善用甬道內部的半圓形石牆，形成自有結構的反射聲波，有效放大聲響；

也因甬道窗小且石牆厚實，衍生出另類巧思，將之打造成完全黑暗的空間體驗，並邀請榮

獲臺灣原創流行音樂大賽首獎、入圍金曲獎最佳台語男歌手的全盲鋼琴詩人王俊傑，帶

來著名的「360 度環繞黑暗音樂劇」，讓參與的民眾暫時關閉視覺，透過餘下四感重新

浸入音樂。

此外，也將現今風行歐美的新形態電子音樂展演移師至此，邀請曲風多元、創作俱佳

的多組 DJ，包括接連勇奪金音創作獎 5 項肯定的實驗電音組合鹿比∞吠陀、2019 金音獎

最佳電音專輯得主 Funky Mo（黃士耘）、從街頭派對脫穎而出且急劇發展出風格強烈的

DJ SLAMER，以及專攻於 60 年代西洋經典到 90 年代華語名曲等時代金歌的老靈魂組合

新形態電子音樂於滬尾礮臺演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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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衛音樂自救會等，採集輕盈入耳的環境電子樂音，搭配視覺影像展演，創造出前衛驚

豔的古蹟新體驗。甚至是史上首位能夠運用中文，完整詮釋日式傳統落語段子的表演藝術

家戴開成，也來就地開講，用意想不到的組合，一探表演藝術與歷史迴響的衝突美學。

前清淡水關稅務司官邸，因白色灰泥的外觀，別稱小白宮，起因於西元 1858 年天津

條約及1860年北京條約的臺灣開港通商，為解決外籍官員住宿而建於1870年，原有三棟，

當地人稱之「埔頂三塊厝」，歷經戰火與時代變遷，至今僅存一棟。此古蹟園區保有英國

維多利亞時代揉合熱帶島國並存的建築風貌，建物對稱立面設計採用新古典主義式樣，搭

配 11 個規律的半圓拱圈，與周邊華人民宅風格迥異，也突顯出中西居家空間文化的不同。

所以此區選定的音樂類型便以「多元文化融合」為題，豐饒呈現多國音樂元素，打造出異

國風情。

薩克斯風演奏家於小白宮演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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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邀請入圍金音獎最佳爵士專輯的張文光 Jazz Band，帶領民眾享受即興表演的輕

鬆愜意，或是自由奔放的爵士鼓演出；及音樂風格以另類、搖滾、民謠為主要元素，輔以

歌詞表達在地社會處境與科技題材的美式搖滾樂團赤楊；若想換點口味，臺灣第一個源自

70 年代非洲 Afrobeat 為主要曲風的樂團―島國未來主義，隨即讓人品嚐濃郁炙熱的非洲

風情。

另外，也邀請來自南臺灣的毛躁音樂系龐克樂團―河豚子，填詞以不深奧的動物系

歌詞，有點草食性、有點土砲的旋律，讓親臨現場的觀眾都能隨著音樂搖晃。細膩且富

含寓意的後搖滾樂團―荒山茉莉，以人聲為樂團領唱，擅長巧妙的吉他對點，加上合成

器音效製造出充滿藝術感的恍惚氛圍。臺灣新生代饒舌歌手第一把交椅―黃嬉皮 Yellow 

月琴音樂家於海關碼頭演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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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ppy，把玩歌詞的雙關、譬喻，環環相扣的押韻等，其精妙程度在臺灣無人能出其右；還有

受封為「饒恕歌手」的獨特饒舌女聲― MURKY GHOST，以傳唱失落世代的福音走出自己的

音樂道路，堅強卡司接續登陸，以現代音樂無國界的寬廣世界觀，再發現古蹟場域的新生代之

美。

海關碼頭，亦因 1858 年天津條約簽訂後，臺灣開港通商形成國際貿易的新面貌，1861

年英國副領事郇和（Robert Swinhoe）來臺勘察後，擇定滬尾為通商碼頭、1862 年滬尾開港，

因地理位置條件優異，所以獲選為海關稅務司辦公所在，後因外國船隻課稅糾紛與溝通問題日

漸繁多，以及中國人收賄弊端，遂於 1863 年改聘英國人侯威爾（John William Howell）擔

任首任副稅務司，負責專管臺灣四大港口稅務。繁華一時的海關碼頭於 1895 年甲午戰爭所訂

的馬關條約移交給日本，並於 1916 年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將淡水稅關總關移設臺北大稻埕，

統領全臺關務的地位已名存實亡。

歷經朝代更迭，2014 年海關碼頭以嶄新的古蹟園區型態浴火重生，脫胎自過往商港繁忙

的樣貌，逐漸走出現代輕鬆愜意的自在節奏，不但成為欣賞淡水夕陽的最佳秘境，也透過體驗

海關碼頭欣賞國寶藝人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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滬尾礮臺兵房內首創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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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藝文展演擄獲網紅芳心，更成

為臉書 IG 打卡必朝聖地。本次將

借此氣氛，與碼頭得天獨厚的平

坦場地、日治修建的倉庫旁大片

草地，設置成演出場地。邀請為滬

尾戰役編寫獨家樂曲的臺灣音樂

創作大師―陳明章領軍，攜手《流

浪到淡水》的樂壇傳奇、金曲獎

最佳演唱組合的李炳輝，榮獲第

16 屆金曲獎「特別貢獻獎」殊榮的清清楚楚樂團，引領大家重回美好民歌時代，再由金

曲獎得主、指彈吉他手董運昌續彈琴音。深邃音韻過後，輪到新生代獨立新星 Yellow 登

場，以 2019 單年狂奪金曲、金音 5 項大獎的魅力律動，以及不受風格框架限制的曲調，

掃蕩老少心神。搭配甫入圍第 31 屆金曲獎最佳樂團獎―海豚刑警主唱伍悅，用充滿奇思

異想的怪奇少女唱作，創作出洗腦旋律，讓在場民眾不自覺地一同搖擺舞動；最後，還有

在地音樂勢力―淡水愛樂管弦樂團，與素有「學霸樂團」稱號的北極星人聲樂團高調助陣，

盡現磅礡開闊且包容萬象的潮汐合鳴。

每一刻，都是改寫歷史的時刻。今年淡水古蹟博物館取徑音樂，邀請民眾開啟耳道旅

行，用聽覺，往復古今滬尾的榮光—十月的五個週末假日，在海關碼頭、滬尾礮臺、紅毛

城、小白宮四處古蹟，安排 40 場、120 組、共 245 位演出者碰撞精彩火花，其中金曲獎、

海關碼頭 - 陳明章＆福爾摩沙淡水走唱團

海關碼頭 - 問題總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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滬尾礮臺「耳朵帶我去旅行」參與實況

小白宮草地上舒服的欣賞樂團表演

金曲金音獎樂手於紅毛城演出

金音創作獎組別更佔整體近 1/3，還有在地管弦樂團、院校社團共襄盛舉。不僅讓「十月

古蹟處處有音樂」，透過型態豐富的音樂演出，更以新時代視野重新看見、體驗，進而重

返滬尾之役古戰場。不過，這次我們舉起樂器，期待在這新舊與共的年代，以抽象卻又直

截了當的音樂火藥上膛，在十月的每個週末假日，重擊這片人文薈萃的土地，擦亮開闊包

容的驚艷火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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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勇古蹟園位於原淡水鎮第一公墓旁，1998 年 8 月由當時臺北縣政府公告

指定為縣定古蹟（現為市定古蹟）。該園區已逾百年歷史，期間因缺乏專人管

理且無整體規劃，致墓區環境及古碑原貌難以辨識。新北市立淡水古蹟博物館

向文化部爭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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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109 年進行修復及再利用工程，除保存、延續古蹟壽命外，也讓遊客

親近古蹟及認識淡水軍防歷史。

The location of “The historic park of Hunan soldier's relic＂ is next to First 
Cemetery of Tamsui Township. In August, 1998, this place was announced as a 
city´s historic site by Former Taipei County Government. The park has more than 
one hundred years of history. However, due to lack of dedicated management 
and overall planning, the environment of the tomb area and the original 
appearance of the ancient tombstone are difficult to identify.

As a result, Tamsui Historical Museum sought from the Ministry of Culture for 
“Regeneration of Historic Sites—the battel of Tamsui＂. To be more specific, this 
project carried out the heritage restoration and the reuse project of the historic 
park of Hunan soldier's relic. In addition to preserving and extending the life of 
historical sites, it also allows visitors to get close to historical sites and learn about 
the military history of Tamsui.

︱楊昌翰 （新北市立淡水古蹟博物館）撰    文

淡水新綠地．遙想湖南勇
—湖南古蹟園

The historic park of Hunan 
soldier's rel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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斑駁的歷史－古蹟園區歲月痕跡

湖南勇古蹟園座落中正東路與竿蓁一街交叉口斜坡上三角地，有預鑄水泥駁崁加固，

為目前已被發現且受保護清代兵勇古墓，其內有 18 座非指定古蹟墓碑及 6 座指定古蹟墓

碑，基地上佈滿濃密雜草，碑體有傾斜現象，「擢勝左營」等字跡雖模糊，尚可辨識為清

代兵勇之墓碑，材質皆為觀音石，有 5 座方位坐東北朝西南，1 座方位坐東南朝西北，其

朝向與其他 5 座墓碑明顯不同，埋葬方位或因背山面水風水觀，亦或心繫故鄉關係。按

其碑銘刻載，均為 1877（清光緒）年設立，皆為抗法名將孫開華所率擢勝營左營兵勇之

墓，同籍隸湖南。牡丹事件發生後，清廷為加強海防，由當時漳州鎮總兵孫開華於 1874

（同治 13）年所募，共分 5 營。光緒 2 年底帶領部隊赴臺，駐防淡水，當時選擇地點就

在五虎崗第五崗頭附近，居高臨下俯視鼻仔頭區域及淡水河岸所有景物。而後帶兵勇於臺

東及花蓮「開山撫番」，阻止當時生番繼續騷擾漢人與外國人。1880（光緒 6）年孫將軍

再次奉命帶領部屬在基

隆沙灣及滬尾一帶興築

礮臺，然而不少鄉勇因

故死亡，埋骨淡水，目

前仍保存古墓有 6 座，

由於都是「湖南善化縣

人」，故稱「湖南勇」

墓。雖只是殘破古墓，

但這些古墓提供了清代

在台灣開山撫番及建設

台灣海防等工作重要史

料，就社會教育而言是

相當有意義的。

修復漫漫長路

為進行湖南勇古蹟園修復及再利用工程，91 年 11 月完成調查研究及修護計畫書，一

般古蹟都具有供人們活動的室內空間，因此只要了解空間屬性，就相近或相同用途及社會

需求加以規劃，便能達再生手段，而陵墓類古蹟很少以內部空間作為再生利用，為避免人

們持續亂葬，陵墓類古蹟應就外觀上作有限度的開放，作為再生基礎。

園區原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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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文化資產保存法」古蹟修復及修復後管理規定原則，除非古蹟本體已達有安全

疑慮或損壞相當嚴重程度，或已經喪失結構行為能力，否則是不需解體重建。本園區修復

也秉持著這種謹慎態度作為規劃設計方向，在石材修復上，以保存原有色彩及形貌原則下

進行有限度修復，期許具歷史意義與內涵的古蹟，能透過空間形式與行為模式交融，而與

人們生活共融。園區內主要修復對象為 6 座石材墓碑，現況主要以灰塵汙垢、土壤、微生

物附著及碑體缺角破損情形居多，石材劣化並不嚴重，修復原則主要將碑體扶正及基座加

固，表面汙漬及附著物則以中性清潔劑清洗，缺角破壞因無古蹟繼續破壞問題，故不予

修補。

古墓碑（故勇李有章）

古墓碑（故勇袁致和）

古墓碑（故勇張月升）

古墓碑（故勇胡芳芝）

古墓碑（故勇李佑銓）

古墓碑（故勇嚴洪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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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再利用與古蹟共存時，即產

生傳統與現代定位問題，古蹟意義

與新觀念反映在社會需求及觀念演

進，新材料對應出古蹟的歷史意義，

使其能發揮古蹟在都市社會與大眾

活動間互動關係，因此在以不破壞

古蹟原則下，規劃園區為綠地，有

計畫的將墓及墓碑整理、留設綠地、

多植花木草坪、徒步及休憩空間等，

使公墓能發揮休閒功能，改善視覺

景觀效果並提升外圍居住空間品

質，成為一處開放休憩場所，改變

民眾對於墓園既有陰沉、淒涼印象。

根據此一目標，106 年 4 月完

成規劃設計，竿蓁一街近駁崁處規

劃為園區主入口，沿駁崁現況延伸

續做駁崁，並於此處設置坡道引導

民眾進入參觀，主入口一側規劃 1

座古蹟解說牌，做為古蹟意義解說

之用，進入園區後規劃一條寬約 1.5

園區原貌

施工前會勘

無主墓遷葬前勘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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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尺步道，以塊形石板配合卵石鋪設，並以生態工法維持原有地景及排水功效，採庭園步

道蜿蜒曲折型態配設，呈現古蹟古樸風貌，步道周邊規劃新植 6 株台灣五葉松，更加增添

古樸氣息，樹冠投影面積內規劃 6 組塊石休憩座椅，以自然形石朝上面修飾成平整面，散

布於松木周邊，草坪則規劃採當地原生種（濱雀稗）鋪設，園區周邊規劃以七里香綠圍籬

區隔內外及達到安全防護效果，為加強排水，園區內規劃埋設透水管及排水陰井，鄰竿蓁

一街側規劃設置排水明溝。

在進行園區地上物改善工程前，尚需完成地底墳墓遷葬，避免對先人造成不敬。經新

北市政府殯葬管理處於 104 年公告用地範圍內有（無）主墳墓遷葬，部分墳墓由其後代子

孫辦理遷移，未遷移無主墓則由新北市政府文化局於 107 年 6 月遷葬完成，移交予淡水古

蹟博物館續辦修復及再利用工程。經淡水古蹟博物館積極向文化部爭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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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

算，順利於 109 年 1 月完成工程發包。

尊重在地的聲音

109 年 2 月工程開工，為確認修復及再利用符

合地方期待，施工前辦理說明會了解民眾需求，經

整合當地里長意見，3 月邀請文資委員至場討論確

認。安全方面，為避免雨天行經上坡轉角處排水溝

蓋板打滑，轉角處改為埋設排水暗管，另為讓園區

具識別性及有寬闊空間駐足閱讀古蹟解說牌面以融

入過往，入口處花崗岩步道調整加寬並以泉州白大

園區周邊排水明溝設置排水陰井場鑄

駁崁塑形修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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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區內透水管佈設

發現考古陶片

文化局邀集考古遺址委員現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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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做為入口意象，其上以青山綠水為概念調和出的獨特「湖水藍」色調刻上園區名稱－「湖

南勇古蹟園」，植栽設計方面，部分七里香綠籬改植桂花，以沁心入脾淡雅芬香點綴園

區各處。

雖已完善規劃，但仍有不可預期阻礙導致短暫停工，

工程進行期間，淡水在地文史工作者於工地周邊發現疑

似訊塘埔或大坌坑文化陶片考古遺址，當日立即通報本

市文化局並依文化資產保存法規定要求施工廠商立即停

工，而後文化局邀集考古遺址委員現勘，因近年遷葬已

造成地表下擾動，於兼顧遺址保護及再利用工程情形下，

後續施工應做最小翻擾並提送施工監看計畫予文化局備

查後使得復工。於完成施工監看計畫並經文化局同意備

查後復工，8 月份工程順利竣工。

墓碑扶正 墓碑清洗

完工後石椅及步道完工後園區全景

監看過程採集陶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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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遺址共存

本基地除市定古蹟外，亦屬於竿蓁林遺址範圍，過去因樹林雜草生長，不易調查，部

分可能受到嚴重破壞，曾發現陶片、凹石等遺物，屬一般性遺址，年代距今約 5,000 到

3,500 年前，為免施工造成遺址破壞，施工過程進行考古監看，土層開挖時，由考古專業

人員從旁進行各種觀測與調查，注意有無任何史前或具考古學意義的遺物、遺跡出土，以

求提早發現文化資產，減低工程所帶來破壞。

本次考古監看所見地層斷面土壤由褐色、紅褐色、灰（黑）褐色壤土構成，土色土質

混雜不均勻且未見分層，並有現代廢棄物（如：塑膠製品、玻璃瓶碎片、水泥、磚瓦）伴

隨史前陶片出土，顯見文化層曾有相當程度擾動，採集遺物全為陶容器破片，以橙色夾中

高密度細砂及粗砂陶佔多數，並有少部分夾細砂及粗砂黃皮黑胎陶，文化歸屬應為訊塘埔

文化至大坌坑文化晚期，由於工程開挖深度不深，並未對底層遺址造成擾動，完工後讓這

些遺址現地保存於地底，等待日後進一步考證研究。

文化歷史的傳承

立足淡水新綠地，眺望遠處觀音山美景放鬆身心，藉由閱讀古蹟解說牌及墓碑巡禮，

彷彿重回當年戰爭及思鄉場景，園區修復及再利用工程打造的不僅是一片休閒園區，而是

讓更多人能親近、了解 6 座古墓碑意義及其所代表歷史背景的教育園區，重現古蹟歷史價

值，使其不至淹沒於荒煙蔓草及都市化開發過程。偶然出土的數千年陶片見證訊塘埔至大

坌坑文化晚期發展變遷及地區性文化，深具研究上重要價值，規劃為園區廣場，將考古遺

址現地保存，日後考古復原歷史後具有教育大眾功能外，其腹地也擁有回饋社會大眾的使

用潛力，讓文化與發展能併存，完整傳承給下一個世代。

入口意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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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瑋恬 （新北市立淡水古蹟博物館）撰    文

風雲再起
—不再流浪的淡水
Moments in Tamsui

由陳明章演唱、譜曲並與施如芳共同作詞的清法戰爭滬尾之役主題曲《淡

水風雲》，是新北市立淡水古蹟博物館在「清法戰爭滬尾之役」的創新作

為之一－以歌和史。《淡水風雲》透過陳明章獨特渾厚的嗓音帶出清末臺

灣打贏唯一勝仗的過程與喜悅，歌中巧妙地融入說書橋段及歌仔戲【都馬

調】，副歌旋律洗腦又上口，期許能與《流浪到淡水》並駕齊驅，成為淡

水的代表歌之一。

《Moments in Tamsui》 is a song recorded by Taiwanese singer and music 
composer Chen Ming-Chang and co-written with Shi Ru-Fang, produced 
by New Taipei City Tamsui Historical Museum, for the theme of the Battle of 
Tamsui. 《Moments in Tamsui》 is a Taiwanese ballad that draws influences 
from folk and Taiwanese opera “Du Ma tune＂. The lyrics exhibit the joy 
to the only victory that Taiwan won from the Battle of Tamsui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Chen conveys an emotional spectrum and a retro-styled 
musical motif in the chorus.《Moments in Tamsui》 will become one of the 
representative songs of Tams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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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浪到淡水

淡水，一向是國內外旅客出遊

的首選地之一，極為豐富的人文

風貌，已征服來自世界各地的旅

人，而說到淡水，不能不提的就是

1995 年由臺灣民謠大師陳明章作

詞及作曲的《流浪到淡水》，由金

門王、李炳輝兩位盲人歌手演唱，

「有緣，無緣大家來作伙，燒酒喝

一杯，乎乾啦，乎乾啦。」唱出臺

灣人樂觀、豁達的個性，傳唱至今

已逾 25 年，現在依然是朗朗上口

的「國歌」。

「有多少歌能夠傳唱百年？」

陳明章問道。他 14 歲愛上吉他，20 歲戀上月琴，代表作有《戀戀風塵》電影配樂、《戲

夢人生》電影配樂、《追追追》、《伊是咱的寶貝》、《流浪到淡水》等，創作風格相當

有臺灣味，陳明章說：「玩音樂的人要有文化，要認識自己的土地。」因此，他時常旅居

各城市，要住在當地才能深刻體會在地生活，而且歌詞相對重要，才是真正能感動人心的

部分。不過他也笑說：「有時候住在一個地方，住上一年半載也不一定能夠寫出歌來，沒

FU 就是沒 FU 嘛！有 FU 就很快了，在腦海中把想法、故事都設定好，一下子就能創作出來。」

身為臺灣民謠大師的陳明章，寫過不少華語歌，不過最喜歡的創作閩南語歌，「畢竟

是母語嘛，比較能夠貼切地傳達想要說的事情，歌詞不用多，在精！」臺灣民謠就有這種

魔力，能夠觸動內心深處，感動你、感動我、感動大家，就能傳唱百年，永不停歇。

把歷史哼成歌

新北市立淡水古蹟博物館（以下簡稱淡古）去（108）年以「清法戰爭滬尾之役」系

列活動，在得忌利士洋行、淡水紅毛城、滬尾礮臺、淡水海關碼頭等處推出五大展館，包

括故事館、洋人生活館、影像館、體驗館及軍史館，利用各種展示手法來闡述歷史故事，

讓不同年齡層的遊客都能從中獲得滿足。

今（109）年則是主打五感體驗，包括首創在「古蹟辦電音趴」與臺灣傳統民謠大師

陳明章合作創作主題曲《淡水風雲》的聽覺體驗。與知名畫家蚩尤合作，首創把「古蹟群

陳明章老師於工作室示範演奏月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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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人化」為 8 個全新角色的視覺體驗。與淡水在地餐廳合作開發，首創以歷史故事開發「6

道創意食譜」，並搭配線上教學工作坊、校園工作坊及手作體驗課程的味、嗅覺體驗。向

全球設計好手廣發英雄帖、總獎金有 30.5 萬「主題商品徵件比賽」的觸覺體驗，以多元

及創意的方式持續推廣清法戰爭滬尾之役。

其中，《淡水風雲》是首創「把歷史哼成歌」，與編劇家施如芳共同寫詞，偕同福爾

摩沙淡水走唱團練習 4 次，2 個月內就大功告成。能如此快速錄製完成這首歌，要歸功於

陳明章對於淡水這片土地的熟識與熱愛，他出生於北投，幼時常搭火車到沙崙海邊游泳，

也愛在淡水河岸邊吹風賞景，吃阿給和魚丸，10 年來更沒缺席由淡水表演團體與在地居

民共同演出的「西仔反傳說」，熟知 1884 年清末臺灣打贏唯一勝仗的故事－清法戰爭滬

尾之役，再度證明他所說的「玩音樂的人要有文化，要認識自己的土地。」所以，當接到

這項任務時，毫不猶豫地接下來，並在最短的時間內完成，自己的歷史自己唱，是一件很

光榮的事情。

陳明章老師於工作室示範演奏月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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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水風雲》歌曲長 5 分多鐘，共分為三段，一為引言講古，由邵大倫擔任說書人，

鏗鏘有力、抑揚頓挫的語調，猶如歷史再現，真真切切地在眼前上演中。二是由林芸丞以

歌仔戲【都馬調】來演唱有關戰爭時期平民百姓的付出，表現政府與民間攜手打勝仗的過

往，清麗高昂的練家子歌喉令人讚嘆，有畫龍點睛之效。三則是由陳明章親自演繹，渾厚

獨特的嗓音搭配月琴琴聲串起整首歌，歌曲風格一如既往地洗腦，只要聽過一次便久久留

於腦海，想忘掉還得花上些時間呢！

而歌名也是相當有意思，淡水無疑是取自地名，風雲在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中

有多種釋義，包括比喻變化莫測、比喻高位、比喻豪邁壯烈及比喻天氣。有趣的是，這些

釋義竟能套用於清法戰爭滬尾之役！戰爭發生之際的變化莫測，在戰力懸殊的情況之下，

誰能搶奪先機？位在高位的提督孫開華該如何智取，取下勝利的果實？當時壯烈犧牲、保

家衛國的官兵與民兵是如何展現必勝的決心？法軍來襲時的天氣陰晴不定，使得攻防戰上

有所轉變等，果真是歌如歷史，歷史如歌，取得恰如其分！

融合歷史事件、臺灣民謠、民間曲藝「說書」及歌仔戲的《淡水風雲》是一首跨界音

樂的成功範例，聽完這首歌也同步聽完了當年的戰爭故事，寓教於「樂」，音樂的樂！陳

明章特別透露，今年總共寫了3首歌，最喜歡的就是《淡水風雲》，相較於《流浪到淡水》，

這首歌更是屬於淡水人的記憶，屬於臺灣人的驕傲，希望大家會喜歡。

陳明章老師於淡水海關碼頭洋樓拍攝 M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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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水風  淡水雲  淡水風雲咱來寫歴史

砲台邊  西仔反  人生造勢是英雄

渡船頭  老街邊  聽我講古清法戰

逐家相招  逐家相招  GOGOGOGO  GOGOGOGO

歡歡喜喜  歡歡喜喜  逐家來迺淡水

　　間奏

（引言講古）

講淡水  說淡水

淡水的故事是說不盡

若講起一八八四算是古早

彼一年西仔軍 對海上來  聽講欲出兵來共咱打

起砲台 布水雷 塞港口  招兵買馬的人就是伊孫開華本人是也

戰鼓聲當響起　

七隻軍艦出現佇咧淡水的出海口

十月初二連環砲  

十三點鐘久兩千粒的砲彈來侍候  

炸到滬尾是四界攏燒燙燙啦  

淡水人 保家園  衛國土

兵分三路 出錢出力流血汗

等到法軍踏入沙崙的地界

158

Local C
ulture

物
館
人
文
散
記

博

第 12 期



林投樸仔的樹林  共怹迷到失去方向  一聲攏四散去囉

上落尾出奇兵的是土勇 人稱阿火旦

嗨嗨嗨  同胞團結真骨力

共西仔趕轉去船頂叫不敢  清法戰爭是咱淡水贏囉

（眾人喧嘩聲）淡水贏囉！

（接都馬調）

西仔來打咱台灣，百姓和齊來征番

歌仔阿旦這勇敢，佮哥作伙死嘛甘願

度過西仔反的厄運，逐家歡喜來扒龍船

五月節一工一工近，比賽徙位令出孫將軍

嘿咻嘿咻嘿咻嘿咻

淡水碼頭鬧熱滾滾，帶著光榮扒龍船

逐年也著拜門口，懷想當年祭亡魂

淡水風   淡水雲  淡水風雲咱來寫歴史

砲台邊   西仔反  人生造勢是英雄

渡船頭   老街邊  聽我講古清法戰

逐家相招  逐家相招  GOGOGOGO  GOGOGOGO

歡歡喜喜  歡歡喜喜  逐家來迺淡水

《流浪到淡水》說的是臺灣人的個性－樂觀、豁達。

《淡水風雲》說的則是臺灣人的精神－努力、團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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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水風雲之後

利用歌曲來敘述歷史故事可說是淡古創新作為之一，首次發表是在「藝響 1884 －古

蹟音樂活動」，由陳明章與福爾摩沙淡水走唱團在淡水海關碼頭共同演出，10 月徐徐的

秋風搭配輕鬆寫意的歌聲，好不享受！除了首演外，今年淡海輕軌新開通了臺北海洋大學

站、沙崙站及淡水漁人碼頭站，站體內、外設置清法戰爭滬尾之役相關的裝置藝術，希望

未來能聽到《淡水風雲》，各個古蹟點也能定點定時撥放，聽到歌曲，就知道來到淡水了！

陳明章特別推薦往後來訪淡水的遊客，走在淡水河畔邊聽歌邊欣賞風景，並說：「希

望未來《淡水風雲》可以翻譯成各種語版或是延伸製作成一部音樂劇、定目劇，讓所有

來訪的旅客在短時間內認識歷史、了解在地文化，變成一項遊淡水必做的一件事。」說

著說著，他又拿起了最愛的月琴，自彈自唱起「逐家相招，逐家相招，GOGOGOGO，

GOGOGOGO。歡歡喜喜，歡歡喜喜，逐家來迺淡水……」。

「藝響 1884 - 古蹟音樂活動」由陳明章老師壓軸演出，獲得滿堂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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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淡 水 風 雲 》 可 至 淡 古 官 方 網 站

https://www.tshs.ntpc.gov.tw/、

FB 粉 絲 專 頁 www.facebook.com/

tamsuihistoricalmuseum、YouTube 頻

道 https://reurl.cc/GrXbAv 線 上 欣 賞。

最後，期望《淡水風雲》可成為繼《流浪

到淡水》後的「新國歌」，讓淡水不再流

浪，而是叱吒風雲的淡水！

「藝響 1884 - 古蹟音樂活動」由陳明章老師壓軸演出，獲得滿堂彩。

淡水古蹟博物館
官網

淡水古蹟博物館
Facebook

淡水古蹟博物館
YouTu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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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佳蓉撰    文

歷史記憶建構與新創：
近年清法戰爭的相關文學與
圖像創作

Creation of historical 
memory: Recent literary and 
iconographical works relating 
to the Sino-French War

清法戰爭為臺灣歷史重要的痕跡，近年諸多一手史料的整理與翻譯，讓我們

看到更多官方檔案制式樣板以外的戰爭實況及庶民百態，也成為許多創作者

襲取靈感甚至以之為主題進行新創。他們以自己的文字圖繪，重新編排了這

段歷史，讓讀者從更多元的角度去碰觸這段歷史。本文主要以近年幾部作

品，包括漫畫類型、小說類型等，分析近年清法戰爭的相關文學與圖像創作

中的意涵及未來再發展的可能性。

The Sino-French War left important marks on the history of Taiwan. In recent 
years, the compilation and translation of many first-hand historical materials 
has revealed lived accounts of the war and the ordinary people caught up in 
it that are not seen in the official, sanitized, archives. Many of these first-hand 
records have become sources of material or inspiration for creators, who use 
texts and images to re-interpret this part of history to enable readers to look 
at it from other perspectives. The present study examines a number of literary 
and iconographical creations produced in recent years, including comics and 
novels, analyzes the meanings they contain, and discusses possibilities for future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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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是過去與現在永無止盡的對話。而歷史與文學間，看似是真實與虛構間的對峙，

然兩者間的對話卻非絕無可能，反而透過歷史養分的供給，讓文學創作得以滋生出更燦爛

的花朵，讓現今的讀者得以更多元的形式與角度，碰觸歷史，神會過往。

前言

1883 年至 1885 年爆發的清法戰爭，是改變臺灣歷史軌跡的重要戰役。尤其 1884

年在北臺灣的基隆、淡水，及澎湖爆發的「走西仔反」。法軍先後兩次攻佔基隆，並在

1884 年 10 月 8 日進攻滬尾，卻以慘敗撤退收場，至此改懸易轍，採取封鎖戰略，禁止任

何國家船艦進出臺灣長達八個月，直至 1885 年中法新約簽訂，淡水港的封鎖才正式解除。

這場戰事，讓清廷終正視臺灣的海防戰略地位，加速了臺灣建省的腳步。並在劉銘傳的主

導下，使新政多移往臺北，促使了臺灣政治中心的北移契機。1

滬尾戰役兩軍交鋒雖僅僅數小時，卻在歷史上寫下重要一頁，現仍有眾多史蹟留存見

證了驚心動魄的時刻。背後的風起雲湧，讓活躍往來的外籍官兵、傳教士、商人，不禁留

下了諸多回憶錄、日記及報導，以見證這個難得的時代遭遇。而留存於史料檔冊的戰爭事

蹟，及民間傳頌的神明顯靈與小人物傳奇故事，則更豐富了臺灣歷史的蘊底。

1　近年清法戰爭的最新研究成果匯集，可參見廖文卿主編，《清法戰爭滬尾戰役 130 周年研討會成果集》（新北：新北市立淡
水古蹟博物館，2014）。

清法戰爭時的法國軍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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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法戰爭既為歷史重要的痕跡，近年諸多包括《北圻回憶錄：清法戰爭與福爾摩沙》2、

《當 Jean 遇上福爾摩沙：一名法國小兵的手札（1884 ～ 1885）》3、《泡茶走西仔反

――清法戰爭臺灣外記》4、《馬偕日記 1871-1901》5 等一手史料的整理與翻譯，讓我們

看到更多官方檔案制式樣板以外的戰爭實況及庶民百態，也成為許多創作者襲取靈感甚至

以之為主題進行新創。他們以自己的文字、圖繪，重新編排了這段歷史，讓讀者可以從不

一樣，更多元的角度，去碰觸這段歷史，甚至進而激發自己的創想。故本文主要以近年幾

部作品，包括小說類型的《幸福之葉》6（陳玉慧），漫畫類型的《異人茶跡》7（張季雅）、

〈滬尾守衛阿火旦〉8（WASTE 戊），繪本類型的《勇 12：戰鴿的故事》9（李如青，嚴淑女）

等，分析近年清法戰爭的相關文學與圖像創作中的意涵及未來再行發展的可能性。

《幸福之葉》

創作橫跨劇場、新聞、文學的旅歐作家陳玉慧，其多元面貌與跨文化色彩的各式作

品，在臺灣文壇佔有特殊的一席之地。近年來，她從 2004 年的《海神家族》，到後續的

《CHINA》及《幸福之葉》，展現了她逐步從「抒情」轉向「敘事」，轉以歷史小說為主

的創作風格。《海神家族》榮獲臺灣文學獎長篇小說金典獎及香港紅樓夢獎世界華文長篇

小說評審團獎，後二者更以分別以瓷器及臺灣茶業的歷史切入，字裡行間，轉化人物的生

命歷程，更承載了作家透過歷史記憶來擘畫的文化想像。10

其作品當中與臺灣清法戰爭最相關者，莫過於是 2014 年由 INK 印刻文學出版的《幸

福之葉》。該書描寫來自安溪、有天才製茶師的封號，也是西坪村第一個不裹小腳的女孩—

魏芷雲，與其青梅竹馬高青華，在蘇格蘭籍冒險家、也是晚清臺灣茶業重要推手的陶德

（John Dodd），及其買辦李春生的大力邀請下，於臺灣製茶的過程中，除鮮活了十九世紀

後期大稻埕與淡水港的風光及茶香風華，更焙沏出一段段環繞著四人的愛恨交纏的故事。

2　何內 . 科邦 (René Coppin) 作，季茱莉 (Julie Couderc) 譯註，《北圻回憶錄：清法戰爭與福爾摩沙》（臺南：國立臺灣
歷史博物館，2013）。

3　石岱 (Stephane Ferrero) 作，帥仕婷、石岱譯，《當 Jean 遇上福爾摩沙：一名法國小兵的手札 (1884-1885)》（臺北：
玉山社，2003）。

4　陶德 (John Dodd) 著，陳政三譯，《泡茶走西仔反――清法戰爭臺灣外記》（臺北：五南，2015，二版）。

5　偕叡理 (George Leslie Mackay) 原著，王榮昌等譯，《馬偕日記 1871-1901》（臺北：玉山社，2012）。

6　陳玉慧，《幸福之葉》（臺北：印刻，2014）。

7　張季雅，《異人茶跡》1-4（臺北：蓋亞文化，2013、2018、2019、2020）。

8　WASTE 戊，〈滬尾守衛阿火旦〉，連載於《CCC 創作集》。本篇：8、9、11、12 期。曲篇終：24、25 期。臺北：蓋亞文化，
2018-2020。

9　李如青、嚴淑女著，李如青繪，《勇 12：戰鴿的故事》（臺北：小天下，2014）。

10　相關討論可參見楊甯馨，〈陳玉慧《CHINA》、《幸福之葉》研究：以物質與空間書寫為論述角度〉（臺北：國立臺灣師
範大學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15）。汪維嘉，〈論陳玉慧《CHINA》與《幸福之葉》的異國情調常態化策略〉（新竹：國
立清華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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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該書的背景正橫跨著清法戰爭的

前後，故在茶葉與愛情並進之際，以戰

爭為分界，探討戰前、戰中、戰後的臺

茶發展與四人關係的轉折。而描述戰爭

及當時封鎖下的生活場景，占了 1 ／ 4 強

的篇幅。除了四位主角，連熟悉的劉銘

傳、孫開華及馬偕牧師亦一一現身故事。

透過虛構的對話，以及奠基於文獻史料

中的真實歷史場景，藉由作家柔軟的筆

觸，交揉牽引讀者重新認識曾帶領北臺

風華的「幸福之葉」，更讓我們對於清

法戰爭下的民眾百樣，得以有更深的神

會與體悟。

《異人茶跡》

若說近年來最受矚目、最具人氣的臺

灣歷史漫畫，張季雅的《異人茶跡》（蓋

亞文化出版）絕對是候選名單之一，而且尚未完結，仍在眾所期待下持續創作中。出身於

嘉義梅山的茶農子弟張季雅，在從事漫畫及插畫創作時，因緣際會下闖入了晚清臺灣歷史

的世界當中，與前述的《幸福之葉》可謂處於同一個歷史平台中。

內容活潑生動且引人入勝的《異人茶跡》，先是連載於由國科會的「數位典藏國家型

計畫」支持中研院主導的期刊《CCC 創作集》（Creative Comic Collection）。11 而後

不僅出版單行本，更奪下 2015 年度金漫新人獎。自 2013 年由蓋亞文化出版首集《異人

茶跡：淡水 1865》後，陸續出版《異人茶跡 2：拳山茶家》（2018）、《異人茶跡 3：

艋舺租屋騷動》（2019）、《異人茶跡 4：茶迷大稻埕》（2020）。除單行本的卷頭彩頁，

引領讀者重回過往時光。2018 年更推出推出 AR（擴增實境）體驗遊戲，重現晚清淡水河

岸的臺灣茶葉產業風華。

該作出版進度在 CCC 的援助下，逐步穩定前進。目前進度雖尚未跨進到清法戰爭，

但其兩位主角—陶德與李春生，則是實際經歷了那場激烈戰事的見證者。兩人除捲入若干

戰爭紛爭中，陶德更親身書寫下回憶錄《泡茶走西仔反――清法戰爭臺灣外記》，記錄了

11　關於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成果入口網導覽專刊《Creative Comic Collection 創作集》連結歷史人文與漫畫創作的討論，
可參見黃定揚，〈圖像敘事與歷史記憶建構――以《CCC 創作集》為中心〉（桃園：元智大學中國語文學系碩士論文，
2019）。

圖文創作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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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爭及封鎖期間臺灣社會的景況及臺灣及外籍人士的生活樣貌。將之視為清法戰爭的「前

傳」背景來閱讀，時可做為認識這場戰爭前國際勢力競逐下的臺灣變貌前奏曲。而陶德與

李春生兩人間的脣槍舌戰，你來我往，逗趣跳躍的風格，使得艱困的臺茶開拓史篇章，透

過親近的視覺語言，讓讀者可快速吸收。作者在創作過程中，除自身的靈感巧思，並自陳

吸收了諸多學界的研究成果，轉化為繪畫內容，更透過編劇手法，將轉折伏筆埋藏於篇章

之間。這樣的嫁接歷程，或許是值得未來發展其他歷史創作的一個甚佳模板。

〈滬尾守衛阿火旦〉

除了大人物的歷史，若干基層小人物的故事，也成為創作家不同謬思的靈感來源。同

樣藉由 CCC 所提供的創作平台，作家 WASTE 戊的作品〈滬尾守衛阿火旦〉，即是一個

以非主流戰爭英雄為主題的小品創作。尤其宣傳打著「義勇軍領袖竟是花旦？」、「從外

敵手中奪得勝利的中法戰爭淡水之役，其中立下大功、名留史書的義勇軍領袖張李成，竟

是戲班出身，長相清秀美麗，專扮女妝的花旦？」這樣反差甚大的 Slogan，著實讓人不

想翻閱都不行。

阿火旦即是張李成，在歷史上確有其人。其名達斌，別

字炳南，在滬尾之役時，阿火旦及其弟兄奉公從軍，先是伏

於北路山間。至戰情膠著之際，張李成身奮勇率隊，衝鋒沖

出殺敵，斬下敵軍首級。經劉銘傳通報，「五品軍功張李成，

擬請以守備儘先補用，並賞戴花翎，並加都司銜。」12 由一

介小人物躍昇為封賞武官，故很快就成為地方傳頌的傳奇。

而關於其出身，連橫在《臺灣通史》內稱：「李成小名阿火，

為梨園花旦，姿質斌媚，顧迫於義憤，奮不顧身，克敵致

果。」13 雖然其是否真是出身梨園仍有爭議，但已成為地方

上津津樂道者。早年漢聲出版社的中國童話故事，即有阿火

旦的故事。知名作家陳舜臣，也曾以張李成為主角，寫出了

短篇推理小說〈鉛色の顔〉14。

而 WASTE 戊的〈滬尾守衛阿火旦〉，自 2018 年開始，以連載方式刊載於《CCC 創

作集》的 8、9、11、12 期。後應頗獲好評，於 24、25 期刊載〈終曲篇〉。其內容不僅

描述阿火旦投入滬尾之役的英雄事蹟，更描繪他因體會戰爭殘酷而帶來的內心轉折。除以

12　劉銘傳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劉壯肅公奏議》（臺灣文獻叢刊第 27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8），頁
177。

13　連橫，《臺灣通史》（臺灣文獻叢刊第 128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2；1921 原刊），頁 408。

14　陳舜臣，《鉛色の顔　ある女形と清仏戦争》（東京：尚文社，2012）。

劉銘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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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條畫面帶領讀者從基層視角，重回一百三十餘年前的烽火之際，也注入了作者的人文關

懷與省思，帶給讀者不一樣的切入點。

《勇 12：戰鴿的故事》
除了小說、漫畫，面對兒童的繪本故事中，我們也可看見以清法戰爭為主題的創作。

如由曾多次獲得包括「圖書類出版獎：兒童及少年圖書獎」、「圖書類個人獎：圖書插畫

獎」等重要獎項，擅長以水墨風格作畫，國內知名的繪本作家李如青，搭配另一位金鼎獎

作家嚴淑女的史詩鉅作—《勇 12：戰鴿的故事》，即是一本設定五歲以上親子共讀，八

歲以上小朋友可自行閱讀的歷史繪本。

該書於 2008 年首度問世，2014 年為紀念清法戰爭 130 週年，推出紀念二版。故事

內容以晚清的臺灣為背景，藉由虛構的軍用信鴿「勇 12」，其成長歷程中的種種曲折，

搭配一幅幅以水墨揮灑出的精采細膩的晚清臺灣市街場景，與氣勢磅礡的軍隊操演、城池

砲臺，及兩軍交鋒的戰爭緊湊場景，帶領學童重回一百多年前發生在基隆、淡水的清法之

戰，及最後信鴿達成艱難任務的歷程與傳承。強調「每一個微小的生命，都有一個偉大的

可能」，一個本是被人們視為無法肩負重責的傳信鴿，在緊急時刻，卻挑下了勇敢、責任

與信任，為鄉土保衛戰擔任起關鍵的角色。

福爾摩沙島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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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於一般較為軟性的兒童繪本，李如青為何會選擇戰爭這樣較為硬性的主題？他在

作者的話中自陳：

那天，重重的雲層擠壓著海面，那時，空中有根輕輕的羽毛隨風律動……意想不到，沒

有預期能在二沙灣砲臺上，看到北海岸既壯闊又幽柔的一幕，短短不到十秒的時空際遇，

那風中的羽毛，竟是這部繪本的創作起源。15

在歷史主題、見證史蹟，以及作者的靈光及巧筆，共構出模擬百年前洶湧澎湃的戰爭

物語。透過如此繪本，可說向下紮根，傳遞了歷史的精神。

結語

戰爭往往帶來牽連甚

廣的衝擊，原先運行於日

常軌道當中的進展，因戰

爭到來而產生出諸多意想

不到的變化。如清法戰

爭所帶來的，不僅是對於

基隆、淡水等地的戰爭記

憶，更涉及到北臺灣，甚

至於整個臺灣的統治政策

與經濟發展。

而現今的創作者，或

以文字，或以圖像，重新

詮釋了清法戰爭的戰事、

人物、背景等種種面向，

實讓人深深感觸，雖然

歷史已經遠離，然即便習

焉不察，諸多影響仍隱伏

在當今的社會當中，等待

我們重新去碰觸、發掘。

15　李如青，〈作者的話〉，《勇
12：戰鴿的故事》，無頁碼。 晚清臺灣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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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爾摩沙島圖

晚清外人測繪淡水港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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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大事紀要 館舍 單位

01.03

紅毛城及淡水藝術工坊榮獲新北市108 年度公廁金質獎表揚。「觀

光遊憩組」紅毛城第 1 名、淡水藝術工坊第 2 名；「創意特色組」

紅毛城第 2 名、淡水藝術工坊第 3 名；「公廁特優場所」紅毛城

及淡水藝術工坊。

紅毛城、
淡水藝術工坊

行政組

01.04 109 年度「志工古蹟巡檢教育訓練」，介紹淡水文資概況並說明

巡檢業務及注意事項，共 22 人參與。
行政中心 3 樓 研究典藏組

01.04 109 年志工幹部交接會議，志工隊長由余雅輝先生擔任。 行政中心 3 樓 營運行銷組

01.15
本館與淡江大學資訊傳播學系（陳意文系主任）合作開發實境闖

關體驗「Lime@『淡水有貓』遊戲」，並提供多田榮吉故居等部

分古蹟點作為遊戲背景及活動場域。

行政中心 2 樓、
多田榮吉故居

研究典藏組

01.18

109 年度「淡古春來金鼠跳」新春系列活動（01.18-01.29）：於

各館舍舉辦「歡喜迎金鼠－名家揮毫贈春聯」、「金鼠送財到－

名家彩繪紅包袋」、「鼠年喜氣濃－繪馬祈願 DIY」等精彩節慶

體驗活動。

紅毛城 
DIY 教室、 
日本警官宿舍

營運行銷組

01.21 館長向新任局長面報本館業務內容。 文化局 行政組

01.21 「多田榮吉故居庭園景觀改善工程」竣工。 多田榮吉故居 行政組

01.21 淡水愛育發展中心身障朋友及陪伴人員共 25 位參加「早安博物

館」活動。
海關碼頭 營運行銷組

01.21 因應武漢肺炎（新冠肺炎、COVID-19）啟動防疫物資如酒精、口

罩、耳溫槍等之整備工作。
淡水古蹟博物館 營運行銷組

01.31 「紅毛城及周遭歷史建物指標案更新工程」竣工。 紅毛城 營運行銷組

02.05
「色彩與質感肌理的新體驗－林文昌．歐秀明繪畫創作雙個展」

（02.05-03.29）：展出壓克力畫、綜合媒材、繪畫作品及多項色

彩保健與療法的研究成果。

滬水一方 
藝文空間 5 樓

展示教育組

02.07 「2020 新北燈會－家金鼠喜」（02.07-03.01）：移置本館淡水

海關碼頭燈區裝飾「星願棒棒糖」，位於主燈後方。
新北大都會公園 營運行銷組

02.08 配合 2020 淡水「新春元宵樂 ‧ 提燈逛滬街」點燈。 日本警官宿舍 展示教育組

02.12 因應武漢肺炎實施入館量測額溫，超過 37.5 度禁止入館。 淡水古蹟博物館 營運行銷組

新北市立淡水古蹟博物館 109年大事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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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12 「淡水紅毛城周邊公共設施機能改造與環境改善工程」開工。 紅毛城停車場 行政組

02.14 「市定古蹟滬尾湖南勇古墓修復及再利用工程」開工。 湖南勇古墓 行政組

02.17
109 年度典藏文物分級工作會議，將淡水古蹟博物館行政中心、

滬尾礮臺及紅毛城文物整理出文物清單計 98 件，並邀請相關領域

之專家學者將文物分級。

行政中心 3 樓、
滬尾礮臺、 
紅毛城

研究典藏組

02.19 「市定古蹟滬尾湖南勇古墓修復及再利用工程」施工前說明會。 湖南勇古墓 行政組

02.19
文化部再造歷史現場計畫輔導團第一次訪視會議：主持人為輔導

團蘇沛琪老師，本次會議首先由本館報告 109 年再造案預計執行

項目，並由輔導團邀請委員給予規劃建議。

行政中心 3 樓 研究典藏組

02.24 青春山海線烏啾埔輕旅行：辦理第 1 場次，共 25 人參加。 滬尾礮臺 營運行銷組

03.03 社團法人台灣新希望社區關懷協會 29 位樂齡朋友及陪伴人員參加

「愛心滿紅城」活動。
紅毛城、小白宮 營運行銷組

03.07
「淡水木色 II 沐木－木作聯展」（03.07-03-29）為進駐歷史建築

「公司田溪程氏古厝」的藝術家李進清，以古厝為教學空間開設

「手感輕木工」課程，本次展覽呈現李進清師生的木工創作。

多田榮吉故居 展示教育組

03.09 108 年兒藝節「滬尾小英雄」移展至清法戰爭發生地之一的「天

生國小」，並經展示更新完成。
天生國小 研究典藏組

03.19

「我的故鄉．我的動畫－『阿雄與悉達多』動畫長片製作與手稿

展」（03.19-05.31）為淡水在地動畫導演康進和，在此動畫中重

現 1960 年代的淡水歷史與人文風情，本次動畫手稿展，除了讓

觀眾欣賞老淡水的面貌，更能一窺動畫影片的製作歷程。

小白宮 展示教育組

03.20

為配合新北市政府武漢肺炎防疫政策，公有封閉型場館暫時關

閉，所轄館舍紅毛城、小白宮、滬尾礮臺、程氏古厝、海關碼

頭、多田榮吉故居、日本警官宿舍、得忌利士洋行及滬水一方等

（03.20-04.16）暫停對外開放。

淡水古蹟博物館 營運行銷組

03.20 蔡慶暉先生之父親為前清英國領事官邸秘書長蔡益彰先生，捐贈

父親任職祕書長工作時使用之打字機。
蔡慶暉先生家中 研究典藏組

03.31

文化局龔雅雯局長與于玟副局長視察淡水古蹟點淡水臺銀日式宿

舍、淡水中正段日式宿舍群、淡水日商中野宅、淡水木下靜涯舊

居、滬尾小學校禮堂、施家古厝及滬尾湖南勇古墓等 7 處，由館

長接待。

淡水古蹟博物館 研究典藏組

04.07
109年上半年度行政中心、紅毛城、小白宮、滬尾礮臺、海關碼頭、

多田榮吉故居、日本警官宿舍、得忌利士洋行及淡水藝術工坊等

消防設備及警報器檢測。

淡水古蹟博物館 行政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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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16

新北市政府宣布，轄內公有場館暫停開放再延一週，觀察清明節

連假人潮群聚有無導致交叉感染；本館所轄館舍紅毛城、小白宮、

滬尾礮臺、程氏古厝、海關碼頭、多田榮吉故居、日本警官宿舍、

得忌利士洋行及滬水一方等（03.20-04.23）暫停對外開放。

淡水古蹟博物館 營運行銷組

04.22

新北市政府宣布，因應敦睦艦隊官兵確診事件及五一勞動節連假

在即，為避免人群聚集與交叉感染，公有場館持續封閉至五一勞

動連假後；本館所轄館舍紅毛城、小白宮、滬尾礮臺、程氏古厝、

海關碼頭、多田榮吉故居、日本警官宿舍、得忌利士洋行及滬水

一方等（03.20-05.03）暫停對外開放。

淡水古蹟博物館 營運行銷組

04.23 滬尾田野工作室紀榮達先生晚間於「市定古蹟滬尾湖南勇古墓修

復及再利用工程」現場發現疑似訊塘埔或大坌坑文化之陶片。
滬尾湖南勇古墓 行政組

04.24
「市定古蹟滬尾湖南勇古墓修復及再利用工程」發現疑似訊塘埔

或大坌坑文化之陶片，上午 8 時通報主管機關新北市政府文化局，

並於 10 時召開工務會議決議停工。

滬尾湖南勇古墓
行政組、 
研究典藏組

05.04

為配合新北市政府防疫政策，所轄館舍紅毛城、小白宮、滬尾礮

臺、程氏古厝、海關碼頭、多田榮吉故居、日本警官宿舍、得忌

利士洋行及滬水一方等即日起恢復開放民眾參觀。（部分館舍仍

暫停對外開放：滬尾礮臺「礮臺防衛搖桿體驗」、海關碼頭C棟「體

驗館」、滬水一方 3 樓「積木共和國」）

淡水古蹟博物館 營運行銷組

05.04 淡江大學資訊傳播學系畢業成果展（05.04-05.08）呈現與本館合

作開發之實境闖關體驗「Line@『淡水有貓』遊戲」。
淡江大學黑天鵝
展示廳

研究典藏組

05.05 文化部辦理文物典藏管理共構公版系統，本館確認於今年導入文

物資料，總計共 165 筆。
文化部資訊處
16 樓會議室

研究典藏組

05.06

文化局文設科主辦「市定古蹟淡水崎仔頂施家古厝修復及再利用

第 1 期工程」峻工（101.05.19-109.03.11），點交施家古厝予本

館，本館於第 1 期工程結束至第 2 期工程開始期間負責維管與巡

檢。

施家古厝 研究典藏組

05.12

滬尾田野工作室紀榮達先生發現埤島里「清軍定海右營古墓」，

鄭宇恩議員辦公室鄭副主任、文化局文資科承辦人吳昆鴻先生、

台灣博物研究室暨村鶴文庫吳東南先生及聯合報採訪中心記者等

人至現場會勘，總結：建議紀先生填寫「古蹟、歷史建築、紀念

建築提報表」送文資科，俾利後續安排審議。

淡水區埤島里
34 號後方產業
道路

研究典藏組

05.20
「市定古蹟滬尾湖南勇古墓修復及再利用工程」5/5 文化局邀集

考古遺址委員辦理現勘，5/18 文化局同意備查施工監看計畫，

5/20 復工。

滬尾湖南勇古墓 行政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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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22

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聯合圖書館為提供研究人員及各界讀者

研究參考，贈本具學術價值之出版品《一八八四滬尾－清法戰爭

滬尾之役成果集》及《滬尾之役軍史 專刊》，本館寄贈上開出版

品各一冊供中央研究院典藏。

中央研究院人文
社會科學聯合圖
書館

研究典藏組

05.24
「就決定是你了—三腳蟾蜍錢包工作坊」新北市國際藝術村駐村

藝術家阮永翰與小品拼布手作工坊洪碧穗老師，合作舉辦以蟾蜍

傳說為主題的小型工作坊活動。

小品拼布 
手作工坊

展示教育組

05.25 即日起滬尾礮臺「礮臺防衛搖桿體驗」、海關碼頭 C 棟「體驗館」

開放民眾體驗與參觀。
滬尾礮臺、 
海關碼頭

營運行銷組

06.01 新北市定古蹟前清淡水關稅務司官邸防災守護消防演練。（主辦：

中國科技大學，指導：文化部文化資產局、新北市政府文化局）
小白宮 行政組

06.02
天主教輔仁大學博物館學研究所林秋芳所長率 17 位研究生至滬尾

礮臺參訪，並與館長座談，暢談 1884 清法戰爭滬尾之役相關議

題。

滬尾礮臺 營運行銷組

06.05

「潛境－梁紫祺無胎體琺瑯創作個展」（06.05-06.28）：為國立

臺灣藝術大學工藝設計 106 級畢業展，潛境－探討內心潛在的秘

境，創作者自創「無胎體琺瑯技法」，將琺瑯需依附胎體的特性

抽離，呈現其本身獨立綻放的模樣。

滬水一方 
藝文空間

展示教育組

06.06
馬偕日系列活動（06.06-06.07）：與淡水長老教會合作，辦理「跟

著馬偕遊淡水」專場導覽：憶馬偕路線（6/6），西進滬尾路線

（6/7）。

紅毛城、 
海關碼頭、 
得忌利士洋行

營運行銷組

06.06

「源 Spirit 」（06.06-07.01）：駐村藝術團體「美天喜樂」工作

室邀請 3 位藝術家梅文琴、張哲文、胡毓彬走進山林共同創作，

作品類型含繪畫、雕刻、影像，用不同媒材與視角，探討人與土

地及大自然的關係。

多田榮吉故居 展示教育組

06.09 文化局工程督導「淡水紅毛城周邊公共設施機能改造與環境改善

工程」。
紅毛城停車場 行政組

06.10
荷蘭在台辦事處（Netherlands Office Taipei）紀維德代表（Guy 
Wittich）於紅毛城接受天下雜誌專訪，分享對臺灣的觀察及臺荷

交流的期待。

紅毛城 營運行銷組

06.12
「淡水日常－巷弄篇」攝影展（06.12-07.01）：作者程許忠從小

在蜿蜒曲折的淡水巷弄出生長大，用最在地的視角，呈現大家認

為平常不過卻充滿人情風味的生活場域。

淡水日本警官 
宿舍

展示教育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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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15 「清法戰爭滬尾之役主題商品徵件開發」（06.15-09.30）進行徵

件。
淡水古蹟博物館 營運行銷組

06.25 「淡水紅毛城周邊公共設施機能改造與環境改善工程」竣工。 紅毛城停車場 行政組

07.08 本館文物進行數位化拍攝作業（6.22-7.8），分別為 2D 拍攝 85
件及 3D 掃描 90 件。

紅毛城 
主堡 2 樓、 
滬尾礮臺、 
行政中心 1 樓

研究典藏組

07.08
文化局「109 年博物館與地方文化館發展運籌機制輔導訪視」，

本館簡報計畫執行情形及 110 年計畫提案方向，由呂理政與蔣玉

嬋委員提供專業諮詢意見，以利本館未來發展。

行政中心 3 樓 營運行銷組

07.08 新北市國際藝術村記憶屋計畫 - 駐村藝術家徵選，共計 8 組藝術

家入選，進駐期間 109 年 9 月 14 日起至 109 年 8 月 31 日止。
新北市國際 
藝術村

展示教育組

07.10

「20cmX20cm 的淡水進行曲」（07.10-07.29）：駐村藝術團體

「麻花捲工作室」以「人物」為主題進行創作展出，透過訪問淡

水人，把淡水的人文及景色變成故事，並藉由在地人的感染力刻

劃淡水。

多田榮吉故居 展示教育組

07.10
「水域台北」（07.10-07.29）：駐村藝術家張雅萍創作淡水河水

域與土地意象之複合媒材裝置，透過藝術家的巧思，帶領觀眾想

像水域臺北。

淡水日本警官 
宿舍

展示教育組

07.15 配合「新北市政府文化局轄屬博物館三倍券優惠方案」推出博物

館賣店限量商品福袋（07.15-12.31）。
紅城小舖、 
多田榮吉故居

營運行銷組

07.15 「青春山海線 - 來去古蹟當 Coser」（07.15-12.31）開放浴衣體

驗。
多田榮吉故居 營運行銷組

07.20 荷蘭在台辦事處（Netherlands Office Taipei）紀維德代表（Guy 
Wittich）於紅毛城接受 TVBS 看板人物專訪。

紅毛城 營運行銷組

07.25
「自畫像不像 - 畫話社聯展三」（07.25-09.23）：藝術社團成員

們來自各個階層，創作的動力來自於生活的感動，本次展覽將以

「自畫像」為題，呈現這些生命經驗各異的成員們對自我的認識。

滬水一方 
藝文空間

展示教育組

07.25

「2020 新北市兒童藝術節怪獸訓練場」（07.25-08.02）：邀親

子一起體驗扁擔挑磚頭、積木組裝等活動，並欣賞淡水古蹟修復

用的材料，認識每個古蹟的不同特質！（共 4 場，參觀人次共

4500 人）

新北大都會公園 展示教育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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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29 新北市議會第 3 屆第 1 審查會經建考察行程「考察新北－宜蘭地

方建設」，安排參觀淡水中正路日式宿舍群及得忌利士洋行。

淡水中正段日式 
宿舍群、 
得忌利士洋行

營運行銷組

07.31
小小英語導覽員體驗活動（07.31-08.01）：淡古首推外籍教師

邵瑞託帶領中高年級小學生親臨古蹟文化園區增加接觸英語的機

會。

紅毛城 DIY 教室 營運行銷組

08.01 財團法人台灣省私立台灣盲人重建院 24 位視障朋友及陪伴人員參

加「愛心滿紅城」活動。
紅毛城、 
海關碼頭

營運行銷組

08.03 「2020 滬尾小戰士－古蹟鐳戰訓練營」（08.03-08.18）：辦理

10 梯次活動，共 240 人參與。
滬尾礮臺 展示教育組

08.05 新北市愛育發展中心 30 位心智障礙朋友及陪伴人員參加「早安博

物館」活動。
滬尾礮臺、 
一滴水紀念館

營運行銷組

08.07 「市定古蹟滬尾湖南勇古墓修復及再利用工程」竣工。 滬尾湖南勇古墓 行政組

08.07 紅毛城舊電動遊園車汰換新車，接續無障礙接駁服務。 紅毛城 行政組

08.07
「化外－石雕器具展」（08.07-08.26）：駐村藝術團體「軟石工

作室」帶來一系列石雕器具及雕塑作品，思考人與城與自然的生

活，雕刻日常的儀式感，還有與人群隔離的生存狀態。

多田榮吉故居 展示教育組

08.07

「獨目金蟾烤」（08.07-08.26）：鄞山寺的蟾蜍據說瞎了一隻眼

睛，成為了獨眼蛤蟆，在民俗信仰中被轉化為蛤蟆精的故事，駐

村藝術家阮永翰用拼布的技術重現蟾蜍精，並且收藏屬於他們生

命中的重要故事。

淡水日本警官 
宿舍

展示教育組

08.10 新北市政府文化局文化資產科至本館庫房查看一般古物「皇明黃

公郭氏圓」墓碑現況。
滬尾礮臺 研究典藏組

08.14 公司田溪程氏古厝後代子孫藍淑惠小姐，拜訪本館討論捐贈八腳

床事宜
行政中心、 
程氏古厝

營運行銷組

08.18 「身聲劇場」進駐淡水藝術工坊（109.09.13-111.09.12）。
淡水藝術工坊
3、4 樓

展示教育組

08.23
「文化部地方文化特色及藝文人口培育計畫－藝文教育扎根」補

助案，本館子計畫「淡水古蹟玩藝小學堂計畫」（06.19-08.23）：

辦理 12 場次，共 274 人參與。

文化國小、 
滬尾礮臺

展示教育組

08.26 馬英九基金會舉辦「大九學堂」歷史巡禮，前總統馬英九親自帶

隊，安排 80 位青年學子參訪「清法戰爭古戰場」。
滬尾礮臺、 
沙崙海岸

營運行銷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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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27 社團法人生命勵樂活輔健會 84 位身障朋友及陪伴人員參加「愛心

滿紅城」活動。

小白宮、 
滬尾礮臺、 
海關碼頭、 
一滴水紀念館

營運行銷組

08.28
文化部蕭淑貞副司長率黃心蓉、郭奇正委員至本館訪視 109 年度

「博物館及地方文化館升級計畫」執行情形，並提供專業諮詢意

見，以利本館未來發展。

行政中心 3 樓、
紅毛城

營運行銷組

09.04

「B SIDE」（09.04-09.27）：《B SIDE》不同於主流曲風，B 面

歌曲往往最多實驗性與創造性。駐村藝術家團隊 Juby Chiu Stu-
dio 由服裝設計師、攝影師、舞者一起組成，透過駐村成果展，

展現在主流生活之外，屬於自己的創作。

多田榮吉故居 展示教育組

09.04

「淡水海景第一排」（09.04-09.27）：駐村藝術團隊三明治工以

「淡水海景第一排吹風機」為題創作，透過風力動態裝置，再現

一個能夠觀景、乘涼、休憩的警官宿舍，並期待在這個空間中，

引發更多關於休息與發展的思考。

淡水日本警官 
宿舍

展示教育組

09.05

「滬尾講堂」歷史工作坊（09.05-10.24）：以族群調查研究計畫

之內容為基礎，邀請專家學者就「淡水地區的歷史、族群與戰爭」

的內容與大眾交流，辦理共 7 場次專題演講，除了分享研究成果

與相關知識外，更可使國人了解清法戰爭與淡水地區的歷史脈絡。

海關碼頭 A 棟
洋樓

研究典藏組

09.07 109 年下半年度消防演練。 行政中心 行政組

09.14
淡海輕軌運輸計畫（第一期）工程藍海線公共藝術設置計畫『綠

山藍海藝術節』案執行小組會議，本館說明「淡海輕軌站體滬尾

之役入口意象景觀設計案」執行內容。

捷運工程局 研究典藏組

09.19 紅毛城主堡常設展示更新完成，並重新開放。 紅毛城 展示教育組

09.19 真理大學辦理李前總統追思禮拜活動，本館紅毛城、小白宮與多

田榮吉故居三處，配合活動維安工作休館半日。

紅毛城、 
小白宮、 
多田榮吉故居

營運行銷組

09.19

全國古蹟日－「回到 1884 －探訪滬尾之役歷史軌跡」（09.19-
09.20）：規劃淡水區文資地景漫遊行程，走訪再造歷史現場，由

淡水在地文史工作者張建隆老師及淡江大學歷史系副教授李其霖

導覽解說。

紅毛城、 
英國領事官邸、
海關碼頭、 
程氏古厝、 
多田榮吉故居、
得忌利士洋行

營運行銷組

09.21 青春山海線烏啾埔輕旅行：辦理第 2 場次，共 15 人參加。 滬尾礮臺 營運行銷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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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27

新北市淡水環境藝術節「藝術踩街」，本館主題：「藝響 1884 －

西仔反樂章」，身著清兵及法軍的服裝，以清法戰爭的意象踩街，

另將生活打擊樂表演融入踩街中吸引民眾目光，並推廣「藝響

1884」活動。

淡水老街、 
觀潮廣場

營運行銷組

09.28

「國立臺東大學美術產業學系 110 級畢業展 - 你不懂我的明白」

（09.28-10.11）：展出美術系大四學生針對四年來所學發揮自己

的專長所製作的作品，其中包括數位影音創作、裝置藝術、產品

設計、油畫、版畫、繪本創作等。

滬水一方 
藝文空間 5 樓

展示教育組

09.29 「滬尾之役軍史館專刊」榮獲 109 年度國史館臺灣文獻館獎勵出

版文獻推廣性書刊佳作。
淡水古蹟博物館 研究典藏組

10.02
公司田溪程氏古厝後代藍淑玲、藍淑慧、藍昭昇致贈本館「程家

家族八腳床」，作為展示推廣之用，本館舉辦捐贈儀式由館長親

自致贈感謝狀。

程氏古厝 營運行銷組

10.03

「藝響 1884 －古蹟音樂活動」（10.03-11.01）：每週六、日，

在 4 個古蹟景點安排 40 場音樂饗宴、共 120 組藝人演出，其中

更邀請 19 組近 38 場次的金曲、金音獎演出者為活動助陣，讓民

眾在秋高氣爽的 10 月，遊古蹟、讀歷史、聽音樂！

紅毛城、 
小白宮、 
滬尾礮臺、 
海關碼頭

展示教育組

10.05 「品味 1884 培育活動—滬尾之役創意料理線上課程」宣傳預告

短片發布。
淡水古蹟博物館 展示教育組

10.06

「滬尾清法戰爭多領域工作平台－淡水老故事蒐集計畫案」由淡

江大學團隊拍攝因滬尾之役而生之淡水特有民俗－「農曆 8/20 拜

門口」祭拜活動，當日更有文史工作者張建隆老師、歷史研究者

謝德錫老師與輔大研究生等相關人士親臨現場拍攝。

淡水區淡海路
180 巷

研究典藏組

10.08 國立歷史博物館典藏組至本館，勘查紅毛城於內政部管理時期借

展之古砲、鐵銃文物計 7 件，並討論還藏事宜。
紅毛城 研究典藏組

10.11 周勝考議員服務處安排後備軍人貴賓團赴本館參訪，共 80 人參

與。

紅毛城、 
海關碼頭、 
小白宮、 
得忌利士洋行

營運行銷組

10.14 財團法人台灣肯納自閉症基金會（行義坊）身心障礙朋友及陪伴

人員共 27 位參加「愛心滿紅城」活動。
滬尾礮臺、 
一滴水紀念館

營運行銷組

10.16 唐氏症基金會（大安工坊）身心障礙朋友及陪伴人員共 31 位參加

「早安博物館」活動。
紅毛城、 
海關碼頭

營運行銷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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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6 「淡海輕軌站體滬尾之役入口意象景觀設計案」藝術裝置設置完

成。

輕軌藍海線 
V26漁人碼頭站、 
V27 沙崙站、
V28 台北海洋大
學站

研究典藏組

10.17 步步共學團身心障礙朋友及陪伴人員共 30 位參加「愛心滿紅城」

活動。
滬尾礮臺、 
一滴水紀念館

營運行銷組

10.17

「ART U READY?」（10.17-11.28）：以藝術視角與思維探索生

活中美的所在與發現美的可能，將來自日常的獲得，描畫、捏塑

出一件件的創作點滴與記錄，與民眾一起打開日常的畫畫，放進

藝術的熱愛。

滬水一方 
藝文空間 5 樓

展示教育組

10.19 清法戰爭主題商品徵件開發「入圍商品」辦理決選。 行政中心 3 樓 營運行銷組

10.19 青春山海線烏啾埔輕旅行辦理第 3 場次，共 25 人參加。 滬尾礮臺 營運行銷組

10.21 財團法人台灣肯納自閉症基金會（和平作業所）身心障礙朋友及

陪伴人員共 30 位參加「愛心滿紅城」活動。
紅毛城、 
海關碼頭

營運行銷組

10.23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唐氏症基金會（天生我才大安站）身心障礙朋

友及陪伴人員共 47 位參加「早安博物館」活動。
滬尾礮臺、 
一滴水紀念館

營運行銷組

10.25

「鬼滅之刃全集中路跑－鬼殺補給市集」：本館為唯一受邀參加

活動的博物館，配合活動主題進行「多田榮吉故居」行動博物館

及文創小尖兵推廣，包含介紹故居特色、贈明信片、快閃集章及

免費體驗浴衣等活動。

新北大都會公園 營運行銷組

10.26 青春山海線烏啾埔輕旅行辦理第 4 場次，共 19 人參加。 滬尾礮臺 營運行銷組

10.31 清法戰爭主題商品徵件開發「網路人氣獎」票選活動截止。 淡水古蹟博物館 營運行銷組

10.31 新北市政府中階主管培力營環境教育活動共 80 人，由朱惕之副秘

書長及邱敬斌副秘書長帶隊參訪清法戰爭滬尾之役：軍史館。
滬尾礮臺 營運行銷組

11.02

第二屆第 2 次博物館諮詢委員會，針對「109 年清法戰爭滬尾之

役歷史場域重現計畫」執行成果與後續運用、「上位計劃－淡水

古蹟整體品牌打造計畫」連結淡水在地居民產生博物館認同，以

及「110 年全國運動會在新北」結合博物館行銷活動等 3 項議題

討論。

行政中心 3 樓 研究典藏組

11.02 侯友宜市長視察淡海輕軌藍海線第一期通車前相關事宜，捷運局

簡報同步說明「滬尾之役入口意象」相關設計。

輕軌藍海線 
V26漁人碼頭站、
V27 沙崙站、
V28 台北海洋大
學站

研究典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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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2 本館與 Youtuber「月曜一起玩」合作影片上線：《阿公逼露葛》

邰老爺帶木曜二傻遊淡水！ - 淡水古蹟博物館篇。

紅毛城、 
小白宮、 
滬尾礮臺

營運行銷組

11.04 「品味 1884 培育活動 - 滬尾之役創意料理線上課程」（11.04-
11.09），每日 1 道料理教學影音網路上線。

淡水古蹟博物館 展示教育組

11.09 青春山海線烏啾埔輕旅行：辦理第 5 場次，共 15 人參加。 滬尾礮臺 營運行銷組

11.09 本館與 Youtuber「Spice Travel」合作影片上線：Spice 淡水  

| 捷運淡海輕軌藍海線新景點！ 

日本警官宿舍、
紅毛城、 
海關碼頭

營運行銷組

11.09 桃園市魅力金三角地方特色產業發展協會共 39 人，參訪紅毛城、

馬偕之路、小白宮、多田榮吉故居及得忌利士洋行。

紅毛城、 
馬偕之路、 
小白宮、 
多田榮吉故居、
得忌利士洋行

營運行銷組

11.10
海軍海洋監偵指揮部少將李奇輝指揮官、朱中平主任帶領海監指

揮部 32 名弟兄蒞臨本館，舉辦歷史教育，參訪清法戰爭滬尾之役：

軍史館、體驗館、洋人生活館、故事館等展館。

滬尾礮臺、 
紅毛城、 
海關碼頭、 
得忌利士洋行

營運行銷組

11.11 新北市淡水沙崙身心障礙者日間照顧中心身心障礙朋友及陪伴人

員共 26 位參加「愛心滿紅城」活動。
紅毛城、 
小白宮

營運行銷組

11.15
淡水漁人碼頭舉行「淡海輕軌第一期藍海線通車典禮」，林佳龍

部長及侯友宜市長等人宣布正式通車，「滬尾之役入口意象」同

步開放參觀。

輕軌藍海線 
V26 漁人碼頭站

研究典藏組

11.15 交通部林佳龍部長及新北市政府警察局督察劉雲鵬先生共 10 人參

訪滬尾之役故事館。
得忌利士洋行 營運行銷組

11.17 海軍海洋監偵指揮部 27 名弟兄蒞臨本館，舉辦歷史教育，參訪清

法戰爭滬尾之役：軍史館、體驗館、洋人生活館、故事館等展館。

滬尾礮臺、 
紅毛城、 
海關碼頭、 
得忌利士洋行

營運行銷組

11.17
「淡水區中正路 18 巷 4 號」市有房地提供藝文團體使用案，

由新北市淡水區藝術造村發展協會取得進駐資格，進駐期間

（109.12.01-111.11.30）。

淡水區中正路
18 巷 4 號

展示教育組

11.20 中華民國腦性麻痺協會（臺北市三玉啟能中心）身心障礙朋友及

陪伴人員共 105 位參加「早安博物館」活動。
滬尾礮臺、 
一滴水紀念館

營運行銷組

11.22 本館志工隊參加新北市政府「109 年新北市文化志工感恩大會」，

接受副市長吳明機副市長頒贈感謝狀。
新北市政府 3 樓
多功能集會堂

營運行銷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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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2 本館與 Youtuber「志祺七七 X 圖文不符」合作影片上線：台灣

竟然打贏過法國？一百多年前的「滬尾之役」發生了什麼事？
淡水古蹟博物館 營運行銷組

11.23 青春山海線烏啾埔輕旅行：辦理第 6 場次，共 25 人參加。 滬尾礮臺 營運行銷組

11.23 淡水形象商圈盧育佑理事長偕同全國同濟會共 39 人貴賓參訪紅毛

城。
紅毛城 營運行銷組

11.24 滬尾湖南勇古蹟園開放前，蔡錦賢議員及其他在地議員助理現地

會勘。
滬尾湖南勇古墓 行政組

11.27
「愛滿紅城 悠遊古蹟暢無礙」海報，榮獲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

「109 年台灣健康城市暨高齡友善城市海報獎」健康城市類海報

展示組 - 績優海報獎。

淡水古蹟博物館 營運行銷組

11.30 「1884 滬尾之役 - 街廓營造及走讀意象」裝置藝術開幕。
輕軌藍海線 V27
沙崙站街角廣場

展示教育組

12.01

「聽！大河在說話」兒童體驗館（109.12.1-110-12.31），以淡

水「開港通商」時期為背景，介紹淡水河流域的特色、貨物商品

「茶」、「糖」、「樟腦」的出口過程及曾經發生在淡水河上的「清

法戰爭滬尾之役」，並輔以現代科技體驗的展示手法，向兒童訴

說淡水河口百多年的歷史記憶。

海關碼頭 C 棟
倉庫

展示教育組

12.01 紅毛城停車場整修完成開放營運。 紅毛城停車場 行政組

12.01 「湖南勇古蹟園」正式開放。 湖南勇古蹟園 行政組

12.01 「清法戰爭滬尾之役主題商品徵件比賽」頒獎典禮，共計 35 位得

獎者及親友參與盛會。
小白宮 營運行銷組

12.03

「孩子的另一扇眼睛 - 屯山國小暨偏鄉小學師生攝影聯展」

（109.12.3-110-1.31）為公益平台基金會發起的藝術深耕偏鄉小

校計畫，攝影志工們帶著孩子上山下海捕捉很多很棒的攝影作品，

孩子們用自己獨特的視角觀察世界，並放進相機的小框框裡。

滬水一方 
藝文空間 5 樓

展示教育組

12.05 「清法戰爭古戰場巡禮 - 通往和平之路」街廓營造及走讀意象導

覽活動（12.5-12.6）每日 2 場，共 4 場，共計 74 人次參加。
輕軌藍海線、 
街廓裝置藝術

營運行銷組

12.08 紅毛城及淡水藝術工坊榮獲新北市 109 年度公廁「友善綜合組」

金質獎表揚。
紅毛城、 
淡水藝術工坊

行政組

12.08
海軍海洋監偵指揮部第三梯次歷史教育訓練課程，上校林張震東

指揮官帶領 40 名弟兄蒞臨本館，參訪清法戰爭滬尾之役：軍史館、

體驗館、洋人生活館、故事館等展館。

滬尾礮臺、 
紅毛城、 
海關碼頭、 
得忌利士洋行

營運行銷組

182

Events

物
館
大
事
紀

博

第 12 期



日期 大事紀要 館舍 單位

12.12 忠仁 ‧ 達祿斯議員貴賓團由議員辦公室楊惠雪主任帶領 28 位貴

賓參訪紅毛城。
紅毛城 營運行銷組

12.15
本館與 Youtuber「I'm Jonas」合作影片上線：外國人遊淡水

的正確打開方式！ 帶你一秒穿越回早期日本 ! JPTWSEUG | For-
eigners experiencing Tamshui in a new way!

日本警官宿舍、 
小白宮、 
海關碼頭、 
街廓裝置藝術

營運行銷組

12.18
「新北市淡水沙崙園區 停車場用地招商案」簽約及規劃內容第 2
次協商會議，討論本館有關裝置藝術後面圍籬拆遷議題，結論為

未來廠商進駐需圍籬時，會與工務局及本館再討論。

新北市政府 4 樓
會議室

研究典藏組

12.19
《海上只剩下船—1884 清法戰爭滬尾之役》繪本及《滬尾爭奪

戰》桌遊套組正式上市，可於紅城小舖、五南書局及國家書店購

買。

淡水古蹟博物館 研究典藏組

12.19 舉辦「上戰場吧！繪本《海上只剩下船》導讀與古蹟走讀活動」，

看古蹟，聽歷史，動手玩，親子共遊同樂，報名人次 31 位。
海關碼頭 研究典藏組

12.21
「清法戰爭歷史文化人才培育 - 兒童教育互動學習展示規劃案」

成果—「滬尾守衛戰 SAVING TAMSUI」互動體驗展正式對外開

放。

滬水一方 3 樓
「積木共和國」

研究典藏組

12.23 「淡水古蹟戶外佈置及光影裝置規劃製作案」完成海關碼頭園區

鬱金香燈飾及紅毛城草皮戶外裝飾。
紅毛城、 
海關碼頭

營運行銷組

12.30

館刊《博物 ‧ 淡水》第 12 期出刊，主題為「清法戰爭的多元想

像」，本期跳脫傳統歷史論述的框架，利用多元視角討論清法戰

爭，以歷史學為經線，透過民俗、文學、美學、飲食、音樂等緯線，

架構出全新的清法戰爭觀點。

淡水古蹟博物館 研究典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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