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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透的力量
― 當文化成為日常美學
淡水位處臺北盆地淡水河出口，為北臺灣的門戶，19 世紀中葉，淡水開港通商，除
了原有的華人聚落、寺廟與產業，更增添了許多外國風格的建築、信仰與商業模式，形成
淡水獨特的華洋交流景觀與珍貴的文化資產。
新北市擁有許多的有形與無形文化資產，承載住民的集體記憶，也成為推動文化治理
相當重要的條件。在未來的文化願景藍圖中，我們將以「新美學」為推動核心，透過區域
串連、美學準則及團隊合作，依新北市境內文化特色，規劃建構五條美學廊帶，包括「都
會探索 – 府中美學」、「藍天海岸 – 古蹟文化」、「綠色山林 – 茶山文化」、「紅色陶寶 –
三鶯文化」及「黃金山城 – 礦業文化」，以藝文館舍為據點，帶動景觀改變，促進區域發
展，打造各區文化品牌與特色節慶活動，建構當代城市美學的新風貌，當文化穿透城市縫
隙成為一種生活日常，人人都可以是美學家。
今年在新冠疫情影響下，許多實體藝文場館在防疫期間紛紛閉館，民眾無法走進博物
館，進而尋求線上藝文服務，如何將之化為轉機，成為後疫情時代的新課題。過往一年間，
我們努力思考部分業務轉型或架構調整，透過科技導入與線上策展，規劃了許多精彩的線
上展演，獲得熱烈迴響與廣大好評，間接推動並強化了文化轉型的動能與契機。
未來，我們除了持續推動淡水豐富的有形與無形文化資產的活化，亦將主動面對當代
博物館的新課題，研擬數位資源分享與跨界合作，建構以使用者為中心的創新思維，營造
永續的經營模式，創造博物館實務之價值體現。最後，期許《博物．淡水》的出版發行，
讓更多人細細品味淡水歷史縱深，延續永恆文化價值。

新北市政府文化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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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洋交匯
― 淡水開埠與多元文化發展
淡水古稱「滬尾」，坐落於淡水河出海口的北岸，聚落沿著河岸及山崗地形發展。19
世紀中葉淡水開埠通商，貿易商船往來頻繁，外國洋行與傳教士匯聚，淡水成為北臺灣最
大的港市與物產集散地，也成為東西方文化交匯之處。
淡水聚落發展在開埠後有極大之改變，除早期形成的漢人市街外，砲臺埔（現埔頂）
與華人市街邊緣之烽火段成為新興外國人聚居與洋行林立之區域，此區諸多重要的洋樓、
洋行、官舍、學校等文化資產，透過往歷史脈絡進而串連成為今日的文化路徑，成為後人
研究淡水歷史中相當重要的一環。
本期《博物淡水》以「邊界游移 – 淡水開埠後的華洋視界」為主題，以時間軸線開序，
從歷史、政治、經濟、文化、建築、產業、民生與藝術等八大面向探討淡水開埠後各層面
的發展脈絡，呈現多元詮釋的歷史觀點；另從馬偕博士的宣教路徑出發，探討醫療、教育
及農業的轉變，擴及硫磺產業鏈、洋行業務及運輸貿易路線，揭開淡水開埠時期華洋文化
交融的背景與過程；最後透過許多珍藏的淡水老照片，紀錄與訴說著歷史過往。
時至今日，這些因開港而蓬勃興盛的人文、藝術、建築與設施等，成了古蹟、歷史建
築與無形文化資產，見證了淡水華洋文化交匯的歷史，作為全國第一座以古蹟保存維護為
使命的博物館，我們將持續創造及推廣淡水的文化核心與價值。

新北市立淡水古蹟博物館

館長

黃麗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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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毛城的歷史與管理

Cover Story

撰
圖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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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片 ｜編輯小組

眺望淡水河與觀音山的紅毛城，曾經綻放萬般風華，是早年在地居民仰之彌堅的
城樓，它不但見證了淡水港開埠後熱絡的政治與經濟活動，也歷經戰火的摧殘與
人事滄桑。紅毛城依山面海，掌控淡水出海口的軍事要塞，西班牙人、荷蘭人都
以此為北臺灣的重要據點；日本治臺時代，還增闢了草地網球場等休閒空間。如
今，紅毛城則已成北臺灣旅遊景點和藝文活動的優質場所了。
Fort Antonio (Fort San Domingo), overlooking Tamsui River and Guan-Yin
Mountain, had its glamorous blooming, and was the tower that the locals used
to looked up to in the old days. It had witnessed the prosperous development of
political and economic activities after Tamsui Port was founded; yet it also had
been destroyed by the war and had experienced the vicissitudes.
Being located against the mountain and facing the sea, Fort Antonio controls the
military fortress at the estuary of Tamsui River. The Spanish and the Dutch set Fort
Antonio as their major stronghold in northern Taiwan. During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people even built up area for leisure activities, e.g. lawn tennis court.
Nowadays, Fort Antonio has become a tourist attraction, and a marvelous place
for arts and cultural activ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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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清領時期之英國領事館邸，散發華洋文化交流下的風情。（照片來源：編輯小組提供）

一、前言
淡水紅毛城所轄範圍經歷數個政權統治和管理，西班牙、荷蘭時期為佔有，英國則是
租借後再託管，而這期間，幾個政權更替，因此才產生了較為複雜的關係。從西班牙建造
聖多明哥城、荷蘭再建安東尼奧城，之後鄭氏王朝統治、清帝國統治，清帝國再將其租借
給英國。此後日本統治，英國繼續租借。之後英國再委由澳洲託管、美國託管，最後中華
民國擁有主權至今。
紅毛城曾經風光，門庭若市，也歷經滄桑，荒蕪一片。其位置依山面海，在海上往陸
地上看，清楚可見外觀，因建築物顯著，也成為了航海的重要指標。早期的紅毛城規模不
大，主要是當時期的火砲威力並不強，因此除了不需要興建隱藏式的砲臺（暗砲臺）外，
也無須建造規模大的城郭。雖然規模不大，但其明目張膽的設在該處，亦可威嚇敵人不敢
靠近，而有保護效果。
紅毛城的歷史猶如臺灣歷史的縮影，相當多采多姿，而其建築結構穩固，歷久不衰，
屹立不搖。在回歸臺北縣政府管理之後，經過數年的規劃和整修，讓紅毛城豐富的歷史和
巧藝的建築外觀，以及寬廣的設計空間規劃，成為了北臺灣重要的走讀景點之一，每到假
日，參觀民眾絡繹不絕，無論是拍照或聆聽導覽，都是一個富有知識和美景的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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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初期的設置
西班牙人於 1626 年從三貂角登入之後，於 1627 年，派遣派凡拉 （Don Antonio
de Vera）帶領 20 個士兵到淡水，派凡拉和 7 個士兵被部落殺害。爾後西班牙再派遣

Cover Story

100 個士兵攻打淡水。1628 年征伐淡水成功之後，在此地設置聖多明哥城（Fort San
Domingo），此城由 3 個木造小稜堡和 1 座瞭望臺所組成，是 1 座簡易的防衛關城，作
為淡水地區的行政和軍事中心。
聖多明哥城的設置地點位於淡水河北側出海口岸邊的高丘上，該地居高臨下，視野極
佳，能掌握往來淡水河口的船隻，是當時一處興建關城或砲臺的優良地點。有了這次地點
之後，陸續派遣相關人員進入淡水。1632 年，愛斯基委（jacinto esquivel）神父至淡水
社（senar）傳教，為了與淡水區的居民有更良好的互動關係，開始教導她們西班牙語，
並編撰《淡水語辭彙》，翻譯《淡水語教理書》，建立教堂，供奉「玫瑰聖母」（Nuestra
Snoradel Rosario）。伐愛士神父（francisco）接著來到淡水社傳教，除了與淡水社的
原住民保持良好的互動之外，也想促進淡水社和北投社的和諧，但最後被淡水社人殺害。
在西班牙人的經營之下，至 1634 年，淡水地區已經居住有超過 200 個西班牙人，逐
漸形成一個聚落，他們在此地開闢商埠進行貿易，吸引了當地原住民，以及往來的各地商
賈進行各種商業活動。雖然規模不大，但已然形成小市集，慢慢成為淡水河口的貿易場域。
雖然西班牙人在淡水地區經營小有成就，但菲律賓動亂不斷，因此菲律賓總督徵調在
淡水和臺灣其他地區的西班牙軍隊到馬尼拉，導致淡水地區兵源不足。最後因貿易等各種
問題的歧見，導致淡水地區的原住民對西班牙設施發動攻擊，造成不小的損害，也讓彼此
的矛盾更加擴大。此時期的菲律賓總督還是首尾不能兼顧，沒能增兵臺灣，這剛好給了荷
蘭人機會，便於 1641 年派兵攻打北臺灣，然因錯估形勢，準備不足，故此次沒能打下相
關據點。
1642 年 8 月，荷蘭駐臺灣第六任長官特羅登紐斯（Paulus Traudenius），從大員再
度派遣大軍進攻臺灣北部的西班牙人據點，並對駐防在基隆的主力部隊發動攻擊。西班牙
人在兵力不足的情況之下，無法與荷蘭人對抗，只好撤出臺灣。在離開之前，為了不讓在
臺灣的相關設施留給荷蘭人使用，故將聖多明哥城燒毀，留下了一片灰燼。西班牙人前腳
剛離開淡水，荷蘭人後腳就到，他們在原來的聖多明哥城一帶駐軍，並開始耕種農作物，
提供當地軍民生活所需。於此情況下，興建關城來鞏固淡水河河口的防務有其必要，故在
1644 年，於淡水選擇同樣地點周邊興建另一城堡，名為安東尼堡（Fort Antonio），亦
即是淡水紅毛城的前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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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蘭人在淡水地區有了關城和駐軍之後，為了加強對淡水地區的經營，便設置一位主
官，綜理此區域的相關行政問題，以便於掌握該地狀況。因管理者與淡水地區住民保持良
好關係，並且與淡水地區數個社往來相當密切。但另一方面，卻與八里地區的原住民關係
並不好，導致該區域時常騷動，並反對荷蘭人的管理。而這個騷動也開始影響到淡水地區
的原住民對荷蘭人的信任。1657 年，淡水地區的原住民對於荷蘭的統治產生不滿情緒，
在各地展開抗爭，荷蘭為了平息紛爭，從大員再調來軍隊鎮壓淡水住民。在荷蘭增援軍隊
抵達淡水之後，駐防當地的兵源數量增多，便壓制了淡水住民的抗爭。
雖然荷蘭數次將淡水住民的反抗鎮壓下來，但顯然住民對荷蘭管理的不滿情緒並未減
少，因此持續在各地進行抗爭。1659 年，淡水的抗爭運動持續擴大，荷蘭再度增援部隊，
並強力用武力鎮壓，將幾處抗爭力道較強的原住民部落燒毀，並將他們驅離。但如此一來，
再也無法修補雙方的關係，反而讓北部地區的住民與荷蘭人對抗者越來越多。北臺灣各地
抗爭人員如雨後春筍般的不斷增加，荷蘭人疲於奔命，無法壓制。
1661 年，臺灣北部已經形成一股反荷蘭的勢力，除了淡水地區之外，淡水河南岸、
基隆地區等地的住民、原住民一起來反抗荷蘭人。同一時間，鄭成功的部隊也由廈門候風
澎湖，準備攻打大員。荷蘭在臺灣的軍隊有限，南北不能兼顧，更無法相互支援，只能自
求多福。於此情況下，在淡水的荷蘭軍隊力有不逮，難以再繼續壓制住民抗爭，只好被迫
離開淡水。荷蘭軍隊在離開之前，同樣的將無法攜帶離開的物品全部燒毀。
1662 年鄭成功趕走荷蘭人，荷蘭人撤出臺灣，鄭氏王朝統治臺灣。但因百廢待舉，
無法全面兼顧，故北臺灣的防務並無防禦。2 年後，荷蘭人進攻基隆並佔領基隆，鄭軍因
與清軍對抗無法全力支援臺灣北部地區。遂只能以淡水為據點，監視在基隆的荷蘭人一舉
一動。1665 年、1666 年，鄭軍 2 次派遣軍隊攻打在基隆的荷蘭人，但並未能攻下。於此
同時，荷蘭人認為，只佔領基隆地區，對其在臺灣的發展相當有限，況且巴達維亞也無法
派更多的軍隊過來幫忙。因此在 1668 年，荷蘭人決定撤出基隆，不再佔領臺灣。
雖然荷蘭人離開臺灣，但此時的鄭經正與清軍征戰，無暇兼顧淡水地區及臺灣北部
的管理。甚至將三藩之役期間所抓捕的罪犯，流放到淡水地區一帶，淡水儼然成為犯人
流放之地。爾後，三藩之役結束，清帝國開始建造戰船準備攻打臺灣，這時候的鄭氏軍
隊才體認到臺灣北部的重要性，開始派兵防守。派遣何祐重新整修淡水紅毛城，以對抗
清帝國水師的攻擊。然而，鄭氏王朝軍隊在澎湖被施琅打敗，防守淡水一帶的何祐軍隊
也接著降清。

第 13 期

11

封
面專題

荷蘭人所建的安東尼奧城為關城形制，不過這個時期的關城規模不大，因此無論是
駐軍人數，或者是設置軍事火炮數量，都相當有限，但關城具有防衛和警戒功能，因此在
荷蘭統治臺灣的時代，還是有其強大的威嚇效果。此城在建築材料的運用上，大量使用石

Cover Story

材興建而成，有別於西班牙時期的木造。在興建期間除了荷蘭工匠投入之外，還聘用當地
的水泥匠工，為了讓城堡更為穩固，還挖鑿地基。在其他結構上來看，主堡為方形城砦，
地基及牆壁均甚為深厚，採外石內磚的砌法建造而成。外石較為堅硬可以抵擋敵軍火炮攻
擊，而不至於被快速擊毀。主堡內則設計為上下 2 層樓，內部採半圓筒形的穹窿結構建造，
上下樓的穹窿方向相互垂直。
因為建造石材的講究，結構設計亦為穩固，也因此，此城雖坐落於海濱，海潮日日侵
蝕，但建築物本體保存情況良好。荷蘭人興建的紅毛城，除了具有軍事防衛價值之外，也
是統治北臺灣的政治和經濟中心，他們以淡水為據點，擴大對北臺灣的政治、經濟和宗教
活動。安東尼奧城之所以稱為紅毛城，主要是臺灣當地人稱呼荷蘭人為紅毛，因荷蘭人頭
髮以紅色居多故而稱之。因此當時荷蘭人所興建的建築都會冠上「紅毛」二字，如紅毛井、
紅毛埤、紅毛城、紅毛港等。但為了有別於臺南的熱蘭遮城在早期也稱為紅毛城，故現在
統稱為安東尼奧城為淡水紅毛城，熱蘭遮城為安平古堡，以區別之。

三、中期的轉變
荷蘭人離開臺灣之後，淡水紅毛城歷經鄭氏王朝和清帝國統治。尤以清帝國統治期
間有較大之改變。但清帝國在統治臺灣的初期並沒有好好的運用紅毛城，而任其荒廢，
甚為可惜。康熙晚期，因鄭盡心海盜攻擊淡水事件，才讓清帝國重視到淡水海防的重要。
1718 年（康熙 57 年），因閩浙總督覺羅滿保的建議，於淡水設置守備一職，統兵 500，
戰船 6 艘，設立滬尾水師營。新設的滬尾水師營，並不是以紅毛城為據點，而是選其附
近的岸邊空曠地為營址。1723 年，淡水設廳，淡水紅毛城才有第一次轉變的機會。1724
年（雍正 2 年），擔任臺灣府淡水補盜同知的王汧認為此城的功能猶在，便開始修茸淡水
紅毛城。除了建築物主題的維護之外，還在其周邊增加 4 個城門，和興築城牆，一切設計
尚以淡水紅毛城主體為中心。但王汧重新整建之後，並沒有多加利用，原來編制駐防在淡
水的滬尾水師營，並沒有因為淡水紅毛城的興建完成而改駐軍於此，可能有其他考量。
雖然王汧重新整建紅毛城，但在清帝國的資料上並沒有太多的記載紅毛城興建完成後
的使用情況。所以在淡水開港（1862 年）之後，因為外國商會到臺灣設廠經營的公司越
來越多，其中又以英系的商行數量最多，因此英國開設駐淡水地區的副領事館確有必要。
在英國與清帝國的洽談之下，才將淡水紅毛城租借給英國作為領事辦公之場域。186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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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 6 年）英國與清帝國訂立淡水紅毛城「租約」，可以租用紅毛城及其周邊區域。隔
年，英國將領事館設於紅毛城。英國人租借之後進行了整建工程，將尖形屋頂改成平臺式，
在東北及西南角位置增設角樓 2 處，2 樓南側外也增建露臺，露臺上同樣設有雉堞及槍眼，
加強城堡的防衛措施。在外牆方面，原本紅毛城外牆為灰白色，英國將其粉刷為紅色（英
國紅）。在空間結構上，2 樓做為辦公室之用，為領事辦公地點。當時，英國擁有領事裁
判權，故在 1 樓後面設有 4 間牢房關押犯罪的英國犯人，並增設放風的場域。再者，城
頂旁的雉堞也進行修改，並增建露臺做為辦公室外的陽臺。為了辦公需求亦增置文件焚化
爐、保險庫、文件保險箱及壁爐等。

圖 2：紅毛城一隅。（照片來源：編輯小組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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爾後，英國與臺灣的貿易越顯熱絡，英國領事在臺灣的業務量逐漸增加，原有領事館
空間已不敷使用，另外，為便於領事就近辦公，以及有比較大的休閒空間。便於 1891 年
（光緒 17 年）選定於紅毛城東側區域再新建 1 棟 2 層磚造洋房，作為領事官邸。此 2 個

Cover Story

區域範圍皆屬於領事所轄區域。
淡水英國領事官邸的興建，聘請英國建築師郝伯遜設計規劃，但大部分的建築石材
和匠師主要來自福建地區，因此在設計上融入了部分中國式風味的結構，如葫蘆狀欄杆
等。領事官邸外觀為紅磚樣式，官邸 4 面擁有迴廊，空間寬敞，屋頂以斜狀式設計，富
有歐風味道。為了加強通風效果，減少濕氣，便使用落地門窗，以全開方式設計。另客
廳、餐廳及主要臥室內皆設置壁爐，富有英國建築特色。因淡水天氣較為潮濕，故將基
座架高，減少土壤濕氣進入房內，基座亦設有通氣孔，在整體結構的設計上相當講究。
西側空間作為客廳及書房，東側則為餐廳及配膳室，後側為洗衣間及傭人房，2 樓有 3
間臥室及貯藏室。
到了日治時期，為了增闢領事的休閒空間，在領事官邸和領事館之間的空地，栽植草
皮，作為當時最為時尚運動的草地網球場，領事在閒暇之餘可以打網球，紓壓筋骨。此外，
領事人員也可以利用該空間舉辦各種活動，或是成為享用下午茶的地點，一邊欣賞美麗的
淡水河風光。
1894 年清帝國因為甲午戰爭失敗，清帝國將臺灣割讓給日本。但英國還是一樣擁
有紅毛城的租約權，日本無權讓英國拋棄該區域，紅毛城還是由英國人繼續使用。但第
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英國與日本為不同陣營，因此在戰爭期間，紅毛城由日本查封，英
國領事館被迫關閉。乃至大戰結束之後，紅毛城的主權還是回到英國，英國繼續使用。
1949 年，因國共內戰之因素，中華民國政府來到臺灣。隔年，英國與中華民國政府斷
交，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雖然如此，但英國並未完全撤出在淡水的領事館，與臺灣還
是維持有實質的政治關係。主要是因為當時的中華民國還是聯合國的常任理事國之一，
因此英國為了兩面都討好，所以和雙方都維持良好的外交關係，而沒離開臺灣。不過到
了 1971 年，國際局勢發生重大變化，世界各國支持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越來越多，
也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權。因此，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友好的國家運用聯合國會議讓
中華民國退出。最後，中華民國失去中國代表權，並且退出聯合國。就在隔年，英國政
府也全面撤出臺灣，與臺灣斷絕所有的外交關係。雖然如此，但英國名義上還是租有淡
水紅毛城，並未放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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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英國既然全面撤出臺灣，也就不再繼續管理紅毛城，但也沒有將紅毛城返還給
中華民國，而是將紅毛城委託澳大利亞管理。就在 1 年之後，澳大利亞也宣布與中華民國
斷絕外交關係，所以他也不再管理淡水紅毛城。但是紅毛城還是需要有人管理，此後，英
國只好再委由美國來管理紅毛城，因為當時的美國還跟中華民國有外交關係。在這段託管
期間，中華民國政府也試圖透過各種管道，希望英國政府能將紅毛城返還或委賣，但雙方
並沒有達成共識。同一時間，臺灣民間相關團體，如淡水工商和臺灣基督長老教會透過管
道積極交涉，表示願意購買紅毛城，並將該地作為博物館使用。雖然英國對此建議樂意接
受，但最後因中華民國政府反對而沒有促成，紅毛城的歸屬問題只能繼續擱置。
1978 年 12 月 15 日，美國總統卡特宣布隔年元旦正式與中華民國斷交，並與中華人
民共和國建立外交關係。1979 年 1 月，美國與中華民國正式斷交。因此淡水紅毛城的問
題又成為大家討論的重點，當時臺灣的民情高漲，要求英國歸還紅毛城給中華民國，而不
要再繼續租用。最後中華民國和英國透過非外交管道進行協商，英國政府同意將紅毛城歸
屬給中華民國。1980 年 6 月，淡水紅毛城回歸中華民國管轄。

四、現今的管理
淡水紅毛城回歸中華民國政府管理之後，因該地屬於臺北縣，因此由臺北縣政府進行
維護管理。臺北縣政府開始積極整理淡水紅毛城，於 1983 年並政府指定為國定一級古蹟。
經過 1 年多的修護計畫之後開放給民眾參觀，吸引數以萬計的民眾參與。1997 年 5 月，
政府修正《文化資產保存法》，將古蹟分成國定、直轄市定、縣市定 3 種，淡水紅毛城被
分類為國定古蹟，由新北市立淡水古蹟博物館管理。新北市立淡水古蹟博物館成立之後，
開始積極對淡水紅毛城進行維護工作和策展規劃。也進行各種的調查研究工作，如考古工
作、紅毛城主體、英國領事官邸、收藏於紅毛城的物品、英國領事留下之物品、紅毛城古
砲等相關的調查研究，使得與紅毛城相關的資訊更為完整。
在紅毛城主建築物的維護上，進行外牆的粉刷，以及各個牆面的補強工作，盤點紅毛
城所保留的明代以來的相關物品，並將部分物品進行陳設展覽。在展覽前，將調查研究內
容，轉換成書寫各種策展文案，使參觀的民眾得以更了解紅毛城的歷史。如在紅毛城前門，
擺設曾經管理該地的國家旗幟，讓民眾很清楚的了解其管理情況。
將紅毛城四周所收集的古代火礮，集中於紅毛城與英國領事館中間草皮後方，提供參
觀者賞析。經過相關的調查研究，得知這 9 座礮鑄造時間各有異同，但都屬於前膛鑄鐵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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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紅毛城是殖民時期的歷史見證。（照片來源：編輯小組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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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舊式的鐵礮，其中有 5 門礮屬於清帝國製造，上面刻有詳細的時間和所屬部隊。另
4 門礮為歐洲製造，時間斷線近 300 年。清帝國製造的火礮為嘉慶和道光時期。4 門歐
洲火礮，有 2 門為 17 世紀，2 門為 19 世紀，因此推估，17 世紀的這 2 門可能是荷蘭
或西班牙人所留下，另 2 門是否為英國人留下，或者是海盜遺留，至目前為止尚未有直
接證據可以佐證。這些火礮的展示，見證了紅毛城的關城歷史。
淡水英國領事官邸，因建造的時間比較晚，因此建築物主體保存的相當完好，並沒
有特別毀壞之情況。然而，原先領事官邸內部的家具擺設，都已經清除一空，因此在新
北市政府管理後，可移動的物品幾乎都不復在，留下來的都是無法搬動的結構。近年來，
新北市立淡水古蹟博物館委託計畫，重新購置相關家具，符合當時代的特色而進行擺設，
呈現出該時期之場景，吸引更多民眾慕名而至，甚至有片商借其場地進行影視取景拍攝。
為了讓古蹟運用更為活化、便利，新北市立淡水古蹟博物館曾委外經營餐飲，並將
英國領事館後門開通，讓參觀民眾更為便利，得以在參觀完淡水紅毛城之後，進行馬偕
之路的行程，減少上下臺階之苦，也讓參觀的動線更為完善。如此的規劃經營，吸引更
多遊客來參觀。近年來，尤以國際觀光客數量增加最多，韓國遊客已將淡水相關的景點
作為必定參觀的行程。為了服務更多國際旅客，也製作多國語言的解說牌和手冊，讓參
與者能更方便的了解紅毛城的歷史文化。

五、結語
紅毛城雖然是殖民時期的建築，並非在地文化，但它卻是殖民時期的歷史見證，述
說著臺灣的歷史。同時它也是北臺灣保存最好，也是最古老的建築，近年來政府對於古
蹟的維護與管理更為確實，各種的軟硬體設施的建構，策展的規劃，都讓古蹟活用起來，
除了成為社會教育最好的場所之外，也是戶外旅遊、打卡的重要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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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荷時期淡水港史話：
早期淡水港的政權更迭、
貿易與文化影響

文

圖 ︱張建隆（淡水史田野工作室負責人）

淡水港最早時是以西班牙語的閩南音拼寫，出現在一幅 1579 年的地圖上。這牽涉
到 16、17 世紀大航海時代背景和當時亞洲時局的變化。淡水港自古以來就與世界
史產生連結。17 世紀的西、荷時期，因為西班牙神父和荷蘭聯合東印度公司商館
留下來豐富的史料，讓我們可以瞭解早期淡水港政權更迭的經過和背後因素，以
及貿易情形和對居民的影響。其中，包括西班牙人為何在 1637 年撤離淡水、荷蘭
人興建紅毛城的經過、硫磺貿易的獲利情形，以及流行疫疾帶來的衝擊和困擾等，
都值得一探究竟。
Tamsui Port was first spelled in Spanish with Hokkien, and it appeared on a 1579
map. This involves the background of the age of great navigation in the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 centuries and the changes in the Asian current situation at that
time. Tamsui Port has been connected with world history since ancient times. In the
Spanish and Dutch periods of the 17th century, the Spanish priest and the Dutch
United East India Company's Factory left a wealth of historical materials, allowing
us to understand the early changes in the regime of Tamsui Port and the factors
behind it, as well as the trade situation and the impact on the residents. Among
them, why the Spaniards evacuated from Tamsui in 1637, how the Dutch built Fort
Antonio, the proﬁtability of the sulphur trade, and the impact and trouble caused
by the epidemic are all worth checking 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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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今天站在淡水街頭，很難想像 100 多年前，這裡曾經是全臺最繁榮的貿易商港，來自
不同國家的商船在淡水港進出，各國洋行也相繼來此設館經商。淡水開埠之初，外國輪船
冒煙疾馳 1，直入淡水河的情景，還被取名為「滬口飛輪」，列入「淡水八景」2 之一。
在更早的時候，淡水港一度是兩大海上強權西班牙與荷蘭的海上貿易據點。當時所留
下、仍然屹立不搖的紅毛城，足以為證，並成為淡水的文資瑰寶。早年，西荷時期的淡水
港，因史料有限 3，只能勉力拼湊出片斷的圖像。近年來，隨著國內對這段歷史的研究風
氣逐漸興起，許多荷蘭和西班牙的史料譯著接續問世，譬如 1998 年翁佳音《大台北古地
圖考釋》、2000 年程紹剛《荷蘭人在福爾摩莎》、2000 ～ 2011 年江樹聲《熱蘭遮城日誌》、
2002 年 José Eugenio Borao “Spaniards in Taiwan＂、2008 ～ 2013 年李毓中《台灣
與西班牙關係史料彙編》、2017 方真真《十七世紀北臺灣的西班牙帳簿》等，使得這段
歷史的圖像逐漸明晰。同時，學界的研究論文和專書也相繼發表，讓我們可以更容易理解
當時的樣貌。本文即嘗試藉由史料的爬梳，呈現早期淡水港的樣貌。

二、從無名之境到海上交易之地
探究臺灣的古地名，往往會發現許多有趣的地方。譬如，臺灣最早時曾被稱作「小琉
球」；而比臺灣小的琉球群島，反而被稱作「大琉球」。此係 15 世紀前葉，琉球已統一
成為「琉球王國」，和大明、朝鮮、日本與東南亞等地皆有貿易往來，特別是與大明國的
朝貢貿易。當時琉球王國的概況已廣為週邊國家所知悉；而臺灣因外界對其了解十分有限，
且位於琉球國附近，故以「小琉球」稱之。而且，之所以稱之為「小」，主要也是因為起
初被認為只是座小島嶼 4。
當時開始注意到臺灣島而留下文字紀錄的，不外乎大明國、朝鮮和日本等 5。根據曹
永和研究，「小琉球」最早出現的時間，可追溯至 1392 年，明太祖洪武 25 年 6。其實小
琉球指的是臺灣北部，並非臺灣全島。該地因位於往來於「東南亞－琉球－日本」間季風
與洋流必經地點，而成為航海指標。如明嘉靖年間 2 次出使硫球的航海紀錄，可知當時自

1 當時的輪船以燃煤為動力，航行中冒出濃濃的蒸氣，日人稱之汽船。
2 指淡水廳八景，包括：指峰凌霄、香山觀海、雞嶼晴雪、鳳崎晚霞、滬口飛輪、隙溪吐墨、劍潭幻影，和關渡劃流。見陳培桂，
《淡水廳志》，（臺灣文獻叢刊 172 種），頁 1。
3 當時最重要的史料是村上直次郎原譯，郭輝中譯的《巴達維亞城日記》第一和第二冊，1970 年臺灣省文獻委員會出版。第三
冊（中村孝志日文校注，程大學中譯）直到 1990 年才出版。
4 譬如陳侃在 1534 年時，認為小琉球是座「小山」。見陳侃，《使琉球錄》，（臺灣文獻叢刊 287 種），頁 11。
5 朝鮮也稱「小琉球」，出現在 1471 年的《海東諸國紀》的書後。
6 曹永和，《台灣早期歷史研究》，臺北：聯經，1979，頁 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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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滄海津鏡」的圖中，對小東島有較明晰的描繪。圖片出處：鄭舜功《日本一鑑》〈桴海圖經〉卷之二，
民國 28 年據舊鈔本影印。

福建出海，乘南風，過小琉球，不數日即可抵達琉球 7。名為小琉球的臺灣北部，作為航
海指標，在鄭舜功的《日本一鑑》書中，有更進一步的說明。書中「滄海津鏡」的圖中，
對小東島有較明晰的描繪（圖 1），繪出高聳的雞籠山，其旁還有正在冒出硫磺氣的硫黃
山。即書中所稱：「夫小東（即小琉球）之域，有雞籠之山，山乃石峰，特高於眾中，有淡
水出焉」8。雞籠之山以及淡水出焉，後來就衍生成雞籠和淡水的地名。
不過，這裡所指的淡水出焉，可能是指雞籠山（今和平島）有水源，也可是指淡水有許
多大溪流入大海，可供航海船隻汲取、補充飲水 9。

7 陳侃，《使琉球錄》〈使事紀略〉，（臺灣文獻叢刊第 287 種《使琉球錄三種》），頁 11。郭汝霖、李際春，《重編使琉球錄》
（明嘉靖間刻本，http://www.guoxuemi.com/gizx/488100rabw/50740）。
8 鄭舜功，《日本一鑑》〈桴海圖經〉卷之二，（民國 28 年據舊鈔本影印）。
9 所以也有文獻以「雞籠山、淡水洋」稱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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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此之際，大明國的海禁政策，在倭寇逐漸平息的情況下，隨著嘉靖皇帝的駕崩而解
除。隆慶元年（1567），局部開放「東西二洋」10 的對外交易，「名曰小番」的雞籠淡水，
亦在交易地之列 11。此後，小琉球已從航海指標轉變成交易之地，而改稱「雞籠淡水」了。
雞籠淡水因為「產無奇貨」、「地近船小」，所以前往交易的小船開始時只有 4、5 隻，
到 1593 年時增加到 10 隻 12。由於交易往來，外人對雞籠淡水也會有較清楚的認識，原來
以為雞籠淡水指的是一個地方，至遲在 16 世紀末，已經
知道淡水和雞籠是不同之地了 13。
這 時， 淡 水 港 的 名 稱 終 於 出 現 在 1597 年
Hernando de los Ríos 繪製的一幅地圖中（圖 2）。這
是史上第一幅標誌出淡水港的地圖。有趣的是地圖上，
雞籠港 Puerto de Keilang 和淡水港 Puerto Tamchuy
的拼音，是以漳州音拼出來的。Hernando 很可能是從
漳州人的口中打聽到這 2 個港口的名稱 14。當時漳州商人
同時也到馬尼拉與西班牙人進行交易，所以 Hernando
可以打聽到相關訊息。
這幅地圖的歷史背景十分特殊，首先是豐臣秀吉統
一日本後，有稱霸亞洲的野心，包括高山國（臺灣）、菲
律賓等都被要求向日本進貢，否則將出兵討伐。另方面，
1571 年以後呂宋島已為西班牙人所殖民。西班牙人從墨

圖 2：Hernando，「菲律賓群
島、艾爾摩莎島與部分中國海
岸地圖」（局部）。
圖片出處：José Eugenio
Borao Mateo,“Spaniards in
Taiwan”, Vol. Ⅰ（台北，南天，
2001），p.xli。

西哥阿卡波可港（Acapulco）運來白銀，在馬尼拉和漳泉商人交易他們從福建海澄運來
的絲綢和陶瓷器。雙方都獲利甚豐。西班牙人擔心日本勢力南下，構成威脅，因此一度考
慮佔領艾爾摩莎島（臺灣）。為了說服西班牙國王出兵遠征，菲律賓代理總督 Luiz Pérez
Dasmariñas 乃鼓勵 Hernando 調查艾爾摩莎島，向國王報告該島的詳情，因有該地圖
的繪製。而大約在 1590 年代前期，另一份〈馬尼拉手稿〉也是在同樣的時代背景之下完
成 15。透過這份手稿，「雞籠人」和「淡水人」不僅有文字描述，更有生動的圖像（圖 3）。

10 「東洋」是指呂宋、蘇祿諸國（菲律賓）；「西洋」是指暹羅、占城諸國及安南交趾（中南半島）。
11 顧炎武〈福建備錄•漳州府志〉，（《天下郡國利病書》，臺南：莊嚴文化出版社，1996，景印涵芬樓輯四部叢刊三編本），
第 26 冊，頁 98 ～ 101。
12 許孚遠〈海禁條約行分守漳南道〉，（引自周婉窈，〈山在瑤波碧浪中――總論明人的台灣認識〉，《臺大歷史學報》40 期，
2007 年 12 月），頁 127。
13 周婉窈，〈山在瑤波碧浪中〉，《臺大歷史學報》40 期，2007.12，頁 128。
14 雞，泉州音唸「kue」，漳州音唸「ke」。曹永和，前揭書，頁 327：「這是因為當時雞籠淡水為漳泉海商行販之地，而
漳泉海商與菲島西班牙人間，已有頻繁的往來。故此圖很可能是據這些漳泉人的知識，加上西班牙人自己的見聞而繪成的地
圖。」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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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臺灣史研究》，20 卷 3 期，2013 年
9 月，頁 1 ～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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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對馬尼拉的威脅在
1598 年豐臣秀吉過世後已告解
除。雞籠、淡水是明朝官方認可
的貿易港口，隨著漳泉海販前往

Cover Story

交易的頻繁，明人對其已有更多
的瞭解。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文
獻記載，即 1618 年張燮《東西
洋考》書中所附的〈東番考〉。
文中清楚區分出「雞籠人」和
「淡水人」交易習性的差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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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以原物還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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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3：「馬尼拉手稿」的淡水人想像畫像。出處：李毓中提供。

山，諸所嘗識面者，輒踴躍延致
彼家，以酒食待我。絕島好客，

16

亦自疎莽有韻。」 可見漳泉海販藉由交易的接觸，已與雞籠淡水的原住民建立一定程度
的交流。不過對北部臺灣原住民造成重大影響、改變他們命運的，是佔領此地的西班牙人
和荷蘭人。

三、西班牙時期的淡水港
1605 年，荷蘭聯合東印度公司征服了葡萄牙人在香料群島安汶的要塞，荷蘭人開
始與伊比利人（葡萄牙與西班牙人）在遠東海域展開長期的競爭。荷蘭人於 1619 年征
服雅加達，建立巴達維亞城做為東印度公司的總部後，亟欲在中國沿岸尋找貿易據點。
幾經波折，最後在華商李旦的斡旋下，荷蘭人於 1624 年撤離澎湖，轉而遷往福爾摩沙
島的大員 17。

16 張燮，《東西洋考》卷五「東洋列國考」附〈東番考〉（惜陰軒叢書，V.58, n.7,pt.2），頁 14 ～ 16。
17 陳宗仁，《雞籠山與淡水洋》，臺北：聯經，2011，頁 181 ～ 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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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員的地理位置，正好扼守著前述漳泉海商從海澄前往馬尼拉交易的必經之地。荷蘭
人佔領大員後，開始威脅這些海商，並誘使他們到大員和荷蘭人交易，嚴重影響到馬尼拉
的商業活動，造成該市市民的財貨損失 18。因此，1626 年西班牙人組成了一支由 2 艘漿划
船和 12 艘舢舨船組成的小型艦隊，自呂宋島出發，於 5 月 10 日抵達雞籠港，展開北臺
灣的佔領行動。
西班牙人到達雞籠後，定期往返馬尼拉－雞籠的補給船運，就成為艾爾摩莎島西班牙
人每年的大事 19。第一次運補於 1626 年下半年出發，但因遇風暴，補給船直到翌年才航
抵雞籠，導致雞籠駐軍有「許多人死亡以及遭遇極悲慘與艱鉅的事，甚至是吃狗與老鼠，
或是其他的小蟲、陌生的蔬葉等。20」由於極度缺乏糧食，雞籠指揮官於是派遣安東尼歐
隊長，帶領 20 個西班牙人前往離要塞不遠的淡水河那裡，向一位原住民領袖尋求糧食。
但該領袖卻趁著相約打獵的機會，突然攻擊他們，殺害隊長和其他 7 名西班牙人。其餘士
兵搭船離開淡水河，返回雞籠要塞報告此事。迨運補船玫瑰號抵達雞籠後，雞籠指揮官便
令玫瑰號船長羅薩羅（Lázaro）率領停泊在雞籠港的划槳帆船，還有百名步兵，前往淡水
採行報復行動。淡水 Senar 社原住民見到西班牙軍隊到來，紛紛逃離他們的村社 21。
1628 年 西 班 牙 軍 隊 正 式 佔 領 淡 水 時， 道 明 會 教 區 會 長 馬 丁 略 神 父（Bartolomé
Martínez）和他的同伴陪同前往，去安撫淡水的原住民 22。西班牙人於同一年，利用暴漲
的河水帶來的漂流木建造城砦 23，取名 Santo Domingo24，即是為紀念道明會的創會聖人
Santo Domingo 。馬丁略神父還跟淡水原住民討論在其聚落蓋教堂之事，得到原住民的
贊同。這座以玫瑰聖母之名建造的教堂，座落在一處樹林滿佈的清幽小山上，附近有一個
住著許多原住民的聚落，旁邊有他們的田地 25。但是馬丁略神父卻在隔年，1629 年，於返
回雞籠途中，在一隻小船上遇難 26。
西班牙人佔領淡水的第二年，1629 年 8 月，荷蘭人派遣一支艦隊，包括快艇盾不
黑號（Domburch）、戎克船好運號（Goede Fortuyn） 及其他快艇的小帆船等，前來偵察

18 李毓中主編、譯註，《臺灣與西班牙關係史料彙編Ⅱ》，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15，頁 6。
19 鮑曉鷗，《西班牙人的台灣體驗 1626-1642》，臺北：南天，2008 年，頁 244 ～ 247。
20 李毓中，前揭書（2015），頁 122 ～ 123。
21 同上，頁 276 ～ 281。
22 同上，頁 393。
23 李毓中主編、譯註，《臺灣與西班牙關係史料彙編Ⅲ》，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13，頁 40。
24 José Eugenio Borao Mateo,“Spaniards in Taiwan＂, Vol. Ⅰ , p.221。
25 李毓中，前揭書（2015），頁 378。
26 José Eugenio Borao Mateo，前揭書 p.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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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荷蘭人所見的北福島西班牙統治圖」（局部）。出處：José Eugenio Borao Mateo,“Spaniards
in Taiwan”, Vol. Ⅰ , （台北，南天，2001），p.xlv。

西班牙人的據點，並與西班牙守軍發生砲戰。關於事件的經過，盾不黑號做了一份偵察
報告，並附上一幅地圖（圖 4）。圖上繪有一座方形的小堡壘，應該就是木造的 Santo
Domingo，在一個半圓形的區域內，裡面有士兵的營帳，被一條道路分隔成 2 區。而整
個半圓形的區域，則被海灣和一道柵欄所包圍，有一些排砲位於柵欄的前方。到了 1635
年時，堡壘已部署了 8 座加農砲，並有 3 座木造高塔和 1 座瞭望臺，用連續的城牆連接起
來，形成一個不規則的方型 27。
接續馬丁略神父在淡水宣教使命的，是哈辛托．德．艾基維（Jacinto de Esquive1）
神父。艾基維神父，以品德和文筆著稱。他於 1631 年夏天抵達雞籠聖救主城，然後在
Taparri 停留到 10 月，之後轉往淡水。他在 1632 年寫的 2 篇報告，其中 1 篇詳述淡水河
沿岸的原住民村社以及彼此間敵友關係、與外界的貿易、洪水、農作等等；另 1 篇則報告
在雞籠、淡水傳教情形，以及原住民信仰的轉變，對原住民傳統信仰和習俗多所著墨 28；
這 2 篇報告迄今仍是西班牙時期淡水最重要的史料。

27 鮑曉鷗，前揭書，頁 197 ～ 198。。José Eugenio Borao Mateo，前揭書 p.269。
28 李毓中主編、譯註，前揭書（2013），頁 36 ～ 58；79 ～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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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艾基維神父的報告中可以得知，在西班牙人尚未來到之前，中國生理人（Sangley）
就已來此，與淡水原住民 Senar 人作以物易物的交易。西班牙人進駐淡水之後，生理人
也供應駐軍的食糧，特別是在補給船不及送達時。西班牙人也希望從馬尼拉帶來的銀幣披
索，能吸引生理人運來絲織品交易。
在 Senar 這裡，淡水原住民販賣一種生在土裡類似馬鈴薯（turma de la tierra）的植物
（薯榔），長得大且長，可以用來染紅網具和其他東西。據生理人說，在大明國這種植物

每擔價值 4 到 5 兩，但在這裡相當便宜，只需用瑪瑙、小鈴鐺（cascabele）、銅環和其他
小東西換取便可。
淡水附近的 Quipatao（北投社）蘊藏豐富的硫磺，在西班牙人來之前，許多原住民即
已進行開採賣給生理人。生理人用衣物、布料和其他小東西來跟他們交易。產料豐富時，
每 5 擔（pico）可換取 2 件布料，價值 3 里爾（real）。1631 年，生理人來載走大約 5,000
擔的硫磺，以便製作火藥。除了販賣上述商品外，幾乎這片土地上所有的原住民，都大量
地販售水藤和鹿皮。在日本，鹿皮甚至比絲綢利潤高。1632 年，3 艘日本舢舨進港滿載
鹿皮。當時，已經開始使用銀幣交易，甚至有些生理人會使用假銀幣欺騙原住民。淡水河
附近村落原住民，女子婚禮時，女方的雙親已不再遵照傳統向男方要求陶甕、酒（arar）、
布料及瑪瑙等物品，而希望以銀幣匹索取代。當地原住民領袖也已經開始要求西班牙人，
如果不以匹索支付，他們就不賣更多的硫磺。
道明會在淡水傳教的過程，並不順遂，時有神父遭原住民殺害之事發生。最著名的事
件，就是 1635 或 1636 年傅耶慈之死 29。那年他從雞籠到淡水，當時淡水原住民已經整合
成一個稱為 Senar 的村子，以便接受照料及信仰的教導。他在那裡宣講教義，為他們成為
基督徒做準備。傅耶慈打算在另一個稱為 Pantao（八里坌社）的村子興建一座教堂，由於
Pantao 是 Senar 的宿敵，而引發了殺機。被害那天，土著埋伏並對他發射弓箭。暴動的
首領，正是神父自扣留他的西班牙人手中釋放了的人。傅耶慈被此種負義之舉驚呆了，說
道：「為什麼呢，羆拉（Pila）？」「我來此教你上帝的律法，你卻要殺害我？」但他們持
續向他發射，身上到處都是箭矢 30。
事件發生後，大部分 Senar 村民都逃走了。繼任者是道明會士慕洛（Luis Muro），他
向西班牙軍官求情，希望對 Senar 人寬大為懷。大部分 Senar 村民回來，但仍有不少人

29 據鮑曉鷗，傅慈耶遇害時間為 1636 年 1 月。但康培德根據 Marcos de Silva 的證詞，認為傅耶慈遇害日期不應晚於
1635 年 8 月，見《殖民想像與地方流變－荷蘭東印度公司與臺灣原住民》，2016，臺北：聯經，頁 275，註 10。
30 鮑曉鷗，前揭書，頁 381 ～ 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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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不願露面。有一次，長官派遣士兵到玫瑰聖母堂教區和附近地區去收購米糧，慕洛隨軍
翻譯。慕洛利用機會，到各村子造訪，為兒童施洗，並試圖跟那些躲起來的人碰面。他們
見他現身立即逃走。慕洛返回暫存米糧的營地時，他們卻尾隨而至，見守軍稀少，於是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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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盟者在路上伏擊，殺死慕洛和 20 個以上的西班牙人 31。
1634 ～ 1635 年，在西班牙長官羅美洛（Alonso García Romero）治理期間，此地十分
和平，從淡水沿陸路到雞籠都相當安全。傳教士的影響力也達到高峰，特別是 1635 年淡
水河一帶原住民村落都為流行疾疫所苦，道明會奎洛斯神父（Teodoro Quirós de Madre de
32

Dios）寫道：「光我一個人，在 8 天之內為淡水河附近 320 個居民施洗。」

1635 年，淡水一帶流行疫疾猖獗，但早在 1633 年雞籠已有傳聞。一個曾經搭小戎克
船從雞籠到馬尼拉，之後到達台窩灣（大員）的華人船員，向荷蘭人說，在雞籠患病及死
亡甚多，許多自由移民因此搭船回去，其中包括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 33。
西班牙人占領雞籠、淡水，原先是為制衡荷蘭人，最好能把荷蘭人逐出艾爾摩莎島，
或者吸引大明海商來雞籠、淡水交易，擴大貿易活動。另外，道明會傳教士也希望在艾爾
摩莎島宣揚福音，並以此地為跳板，到大明國和日本去宣教。
驅逐荷蘭人一事，在 1627 年失去先機後，已成為不可能 34。關於擴大貿易，菲律賓
總督胡安．尼紐．德．塔佛拉（Juan Niño de Tavora）曾派遣道明會神父陪同雞籠指揮官，
攜帶大量的銀、布料和其他物品去拜會福建的「副王」（巡撫），希望該地區（福州）能和
雞籠交易 35。但是，不巧因明熹宗駕崩，寵幸的宦官（魏忠賢）遭到殺害，許多大明官員更
換，所以此事只能暫緩。儘管菲律賓總督胡安仍持續努力與福州巡撫打交道，希望促成此
事 36，最後還是無法如願。根據陳宗仁的研究，除了熹宗過世因素外，最主要的是因為福
州是省會所在，根本之地，不僅外國人不能進入福州，閩東的人也不准出洋貿易，以免動
搖閩省的根本 37。

31 José Eugenio Borao Mateo，前揭書 p.242 ～ 244。
32 歐陽泰，前揭書，頁 180 ～ 181。
33 村上直次郎原譯，郭輝中譯，《巴達維亞城日記》第一冊，臺北：臺灣文獻委員會，1970，頁 113。
34 當時荷蘭仍在歐洲進行對抗西班牙的獨立戰爭，荷蘭東印度公司將西班牙的船隻視為交戰船，西班牙人也希望趁荷蘭人在大
員尚未立足生根之前將他們逐出此地。菲律賓總督 Juan Niño de Tavora 編組一支規模龐大的艦隊，打算前往驅逐荷蘭人。
但不巧，1627 年 8 月 17 日艦隊遭到強勁暴風雨的襲擊，只好折返，因而失去先機。因為嗣後荷蘭人在大員興建堅固的城堡，
並站穩根基後，已很難把他們趕走。

35 李毓中，前揭書（2015），頁 286 ～ 287。方真真主譯，《十七世紀北臺灣的西班牙帳冊》第一冊，臺南：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
頁 99。
36 李毓中主編、譯註，《臺灣與西班牙關係史料彙編Ⅱ》，頁 329 ～ 330。
37 陳宗仁，前揭書，頁 232 ～ 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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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一大障礙，是雞籠、淡水購買力不足問題。1632 年時，艾基維神父就指出：「這
裡必須要常有許多購買者及資金，才能恢復這個港口的信用以及促使他們（大明海商）如同
往常般來此。」駐守在雞籠淡水的官員和駐軍，購買力有限，西班牙移民或商人則易受各
種因素影響，如 1635 年疫疾盛行，許多移民紛紛離去。還有，銀幣披索必須仰賴每年 2
次的運補船，從馬尼拉運來。除了船期因風耽誤，有時甚至沒運來白銀。如艾基維所述：
「自從悲慘的 5 月援助補給沒有送來白銀卻只運來兩舢舨的稻米之後，他們（大明海商）就
不再載來大量的紡織品。」結果是「使得這個港口落入非常沒有信用的名聲。」當這些海
商發現，一旦沒有馬尼拉運送來白銀，連駐地官兵都無力購買他們帶來的小商品。
這些問題的背後，尚牽涉到全球不景氣的危機。因 17 世紀冰河極小期的氣候改變，
導致的糧食歉收、飢荒與瘟疫流行。受到上述因素的影響，自 1930 年，從墨西哥運至馬
尼拉的白銀逐年減少，特別是在 1635 年以後 38。
菲律賓新任總督柯奎拉（Sebastián Hurtado de Corcuera）認為佔領艾爾摩莎用處極少，
只是耗費大量財政支出 39。因此，在 1637 年 1 月提出撤出艾爾摩莎島的提案，經 20 人的
評議會討論。與會者中，9 人贊成，4 人反對。最後採行折衷方案：撤出淡水、重新部署
雞籠，並命令雞籠長官 Hernández 執行該任務：「一旦你收到這個命令…你應該將大砲
從淡水的堡壘帶到（雞籠和平島）島上的主要堡壘…摧毀（淡水）當地人和上述防禦工事。放
火燒掉木造物，不留下任何東西給當地人或其他敵人使用。在執行淡水的撤退任務後，亦
應將（雞籠和平島）島上其他小堡壘的砲撤出，並且要重新部署雞籠主堡壘（San Salvador），
然後將多餘砲、兵力和多餘的東西，交由 8 月份的補給船撤回馬尼拉」40。
根據“The Philippine Islands＂書上記載：「1637 年 10 月 24 日，從艾爾摩莎島駛來
一艘 patache 船進入此甲米港，運回 Santo Domingo 這些城堡中大部分的駐軍。41」
西班牙就這樣，在 1637 年結束了他們在淡水的占領和統治，前後只有短短 9 年。不
過在這 9 年多的期間，已經改變了淡水原住民的部分習俗和價值觀。他們不再有獵取人頭
的行為，也開始懂得使用銀幣、有了金錢的概念。對他們影響最大的當然是道明會的傳教
士，這些神職人員為他們建造教堂，舉行彌撒，教他們的年輕人唱詩歌，為他們的小孩以
及大人施洗，讓他們接觸到不同的信仰和文化。短短 9 年多期間究竟有多少影響，實在很

38 同上，頁 285 ～ 289。
39 José Eugenio Borao Mateo，＂Spaniards in Taiwan＂，2001，臺北：南天，頁 218。
40 José Eugenio Borao Mateo，前揭書，頁 272。
41 Blair, E. H., and J. A. Robertson，“The Philippine Islands 1493-1813＂，Cleveland，Ohio，1902，V.29，p.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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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評估。透過西班牙人，他們與外界開始有較多的接觸，所以後來在荷蘭人統治時期，也
有 Senar 人擔任翻譯員，成為淡水河流域各村落的溝通者。不過他們仍固守著部落，在
荷蘭人強勢的武力統治下，不時伺機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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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荷蘭時期的淡水港
相較於西班牙人在艾爾摩莎島北部處境日益艱困，荷蘭人在福爾摩沙島 42 南部的殖
民統治漸趨穩固，對外貿易也相當順利。1636 年征服麻豆，豎立公司權威，開始發展
出漢人墾殖區。1637 年之後多次征伐虎尾壠（雲林虎尾一帶），將「荷蘭治世」拓展到西
海岸 43。
當荷蘭人從大明商人口中得知西班牙只留少數人駐守雞籠，於 1639 和 1640 年 2 度
派人前往偵察。荷蘭人對該地產生興趣，主要是因為得知福爾摩沙東北角藏有金礦。於是
在 1641 年 8 月派遣 1 支遠征艦隊航向雞籠，偵察西班牙人的虛實，並伺機奪取城堡。但
荷蘭人因此行未備有足夠的火砲，無法攻克雞籠主堡壘（San Salvador），因而撤軍。
雞籠守將特派信使前馬尼拉請求援助，可是總督柯奎拉只派來 2 艘小船、20 名士兵
和 12 名水手。1642 年 8 月，荷蘭人裝備 1 支更大的艦隊遠征。這次，荷蘭人以強大的火
砲攻陷 la Retirada 堡。西班牙人失去制高點後，San Salvador 的守軍只好出城投降 44，
終結了西班牙人在雞籠 16 年的統治。
西班牙人投降後，荷蘭戰地指揮官 Joannes Lamotius 率領 3 艘快艇，於 9 月 13 日
抵達雞籠。翌日召開會議，宣讀總督 Antonio van Diemen 交給他的任務，擔任此地的
最高領導者。9 月 20 日，淡水地區 9 個村社的村長前去雞籠向 Lamotius 呈獻他們的土地，
成為荷蘭人的朋友。荷蘭人向他們宣讀約束條款，要求他們遵守承諾，然後發給他們每人
1 面旗子做為信物。1642 年 10 月 13 日，Lamotius 率艦隊到淡水。Lamotius 登上了西
班牙曾經建造城堡的那塊高地，認為那裡是位於最好又最適當的地點，南邊是與高地等高
的平臺，東邊與東北邊有個深谷，一直很陡的坡地下到海邊，是個非常堅固的地方；於是
就開始按原有規劃建造城堡。
荷蘭人在淡水興建的第一代城堡，主要是以大量的竹子，還有泥土和石頭為建材，
竹子是強迫附近村社的原住民砍伐，並以舢舨船運來。城堡大約在 11 月上旬完成，包

42 西班牙文稱臺灣島為艾爾摩莎 Hermosa，荷蘭人則稱福爾摩沙 Formosa。
43 歐陽泰，《福爾摩沙如何變成臺灣府》，臺北：遠流，2007，頁 236 ～ 279。
44 歐陽泰，前揭書，頁 207 ～ 209。陳宗仁，《西班牙統治時期雞籠堡壘的興建與毀棄》，（臺灣文獻 54 卷 3 期），2003 年 9 月，
頁 36 ～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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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城堡裡面的營房。11 月 9 日，戰地指揮官 Lamotius 召開會議，留下部分駐軍，交代
相關事宜，並以總督的名字命名該城堡為 Antonio，其中，西南稜堡（半月堡），命名為
Diemen；東北稜堡（圓堡），命名為馬利亞堡（den burch Maria）；而東南稜堡則命名為
硫磺角堡（Swaevelpunt）；留下的鈍角（半月堡），則未予命名 45。翌（10）日，Lamotius
率領其餘的軍隊出發返回大員。
戰地指揮官 Lamotius 率艦隊離開後，Pedel 中尉成為淡水 Antonio 城堡的最高指揮
官。和他一起駐守在這個新造的城堡的有：48 個士兵、1 個下席商務員 Pieter Heyn、1
個助理、1 個醫師、1 個製桶匠、1 個僕人、6 個水手、1 個砲手、1 個木匠、9 個廣南人，
總共有 62 個白人，9 個黑人 46。
Pedel 中尉的治理方式，較為溫和。他以餽贈禮物的方式，換取新鮮的食物，逐漸獲
得淡水河流域各原住民村社的友誼，相繼來淡水「呈獻土地」。所謂呈獻土地，就是帶幾
棵果樹樹苗，通常是橘子、檸檬、香蕉等，種在此處，做為結盟表徵。同時由 Pedel 中
尉宣讀條約內容，要求他們遵守。然後中尉就會贈送他們煙草，並且命令他們告訴其他村
社的居民，也要來淡水城堡，向公司歸順。
至於淡水的原住民村社 Cenaer（林子社，即 Senar），剛開始的時候是排斥荷蘭人的。
戰地指揮官 Lamotius 初到淡水時，Cenaer 人逃之一空。等 Lamotius 離去，Pedel
中尉接手淡水城堡後，Cenaer 人的翻譯員 Waddij（也拼作 Waddiouw） 才出現。經過
良好互動後，在 Waddij 的牽線下，Cenaer 人開始與荷蘭人友好，後來也把土地呈獻
給公司 47。
荷蘭時期的淡水港，除了運補糧食和各種生活物資外，最重要的就是硫磺貿易。早在
1639 年，大明商人白哥（Peco）不顧雞籠西班牙守軍的禁令，仍往淡水與原住民交易硫
磺和鹿皮 48。翌年，白哥和甘培（Campe）更從淡水載運粗製硫磺 10 萬斤到大員，當時荷
蘭人為了保護白哥等人在淡水的硫磺貿易，還出借輕砲與士兵隨行 49。
淡水與雞籠皆大量出產硫磺，成本低廉。早期，漢人以花布和飾物等和原住民交易硫
磺。根據 Esquivel 神父的報告，1 披索（約 5.7 兩精銀 50）可以購買 5 塊布，可以換到 10 擔

45 江樹聲譯註，《熱蘭遮城日誌》第二冊，臺南：臺南市政府，2002，頁 35 ～ 42。
46 同上，頁 90。
47 江樹聲譯註，前揭書，頁 90 ～ 132。
48 José Eugenio Borao Mateo，前揭書，頁 297~299。
49 村上直次郎原譯，郭輝中譯，《巴達維亞城日記》第二冊，臺北：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70，頁 310 ～ 311。
50 歐陽泰，前揭書，頁 4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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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硫磺，1 擔（100 斤） 硫磺不到 0.57 兩。1631 年時，在大明國，每擔硫磺可以賣到 16
到 18 兩，就算在淡季，也可賣到 5 到 8 兩，獲利甚大。西班牙人似乎還沒有想到要利用
硫磺貿易來增加收入，Esquivel 神父只是想到用生理人支付原住民的方式與價格，換取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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硫磺，然後以硫磺作為工資，付給擔任工兵工作的漢人，減少開支；同樣也可以省去馬尼
拉火藥庫所需購買硫磺的花費。而跟原住民換取的硫磺，多出來的部分，則可以賣給鄰近
地區 51。
荷蘭人對硫磺貿易的態度，與西班牙人截然不同，他們把硫磺當作商品。1643 年時
同意所有大明商船，經由申請通行證，可以去雞籠淡水交易硫磺 52。後來又決定，硫磺貿
易「只允許在大員居住的人享受」53。限定居住在大員的大明商人，才能前往淡水、雞籠，
與原住民作硫磺交易。完成交易後，得繳納硫磺交易稅給大員商館。1643 年以後，每
100 擔（1 萬斤）生硫磺在淡水要繳納 20 里爾（14.3 兩精銀），雞籠要繳納 30 里爾（21.4 兩
54

精銀） 。商人向原住民交易硫磺價格，以每擔 0.57 兩計，100 擔 57 兩，要納稅 14.3 到

21.4 兩，稅率達 25% 至 37.5%，不謂不高。
當時荷蘭商館輸出的硫磺（主要是精煉硫磺），如果只計 1643 年以後的數量，保守估計，
至少在 120 萬斤以上 55。特別是在 1644 年，大明國正陷入王朝存亡的殊死戰，需要大量
的硫磺製造火藥。據《熱蘭遮城日誌》，1644 年 2 月時，有福州官員向大員商館要求允
許他們到淡水、雞籠交易硫磺。大員方面還特別通融，發給通行證，並免除出口稅 56。粗
估 120 萬斤精煉硫磺，約需 285 萬斤的粗硫磺提煉 57，可以徵收到 4,086 ～ 6,099 兩（精銀）
以上的硫磺交易稅。對荷蘭人來說，這是一筆豐厚的利潤，這還不包括大員商館將精製硫
磺賣到東京（越南）及柬埔寨等地的收益。
由於淡水的硫磺交易稅較低，而成為大明商人前往交易硫磺之地。荷蘭人為了「使公
司的硫磺供應不出意外」58，因此在淡水重新築造 1 座堅固的碉堡，第二代安東尼堡，即
今之紅毛城。

51 李毓中，前揭書（2013），頁 48。
52 江樹聲譯註，前揭書，頁 201。
53 程紹剛，前揭書，頁 249。
54 同上註。
55 吳奇娜，〈17 ～ 19 世紀北臺灣硫磺貿易政策轉變之研究〉，200 年，成功大學碩士論文，頁 54 ～ 59。
56 江樹聲譯註，前揭書，頁 235 ～ 236。
57 《巴達維亞城日記》第二冊，前揭書，頁 295：「以帆船三艘自雞籠淡水携來之粗硫磺有十二、三萬斤，如為精製不過為五萬斤，
其餘為土壤。」

58 程紹剛，《荷蘭人在福爾摩沙》，臺北：聯經，2000，頁 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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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先前戰地指揮官 Lamotius，以強力的手段、速成的方式，在短短不到 1
個月的時間，用竹子、泥土和石頭，就把第一代 Anthonio 堡建造起來。可是到了這一年
（1642）的 11 月下旬，大雨不停且風雨交加，草蓋的屋頂根本無法抵擋雨水，城堡到處漏

水，特別是米倉。存放火藥的地窖，積水達 1 呎高。還有架在馬利亞稜堡上的 2 門大砲因
此下陷，連砲口都浸到水裡，災情慘重 59。後來每逢雨季，城堡的塌陷問題，一直無法獲
得解決，成為淡水駐軍的惡夢。到了 1643 年 8 月 21 日，大員議會終於決議要在淡水重
新建造 1 座碉堡 60。
1644 年 4 月 10 日，大員商館派遣快艇 Breskens 號與戎克船 Diemen 號，載著石
灰、磚頭和其他需用品，還有約 150 個漢人，前往淡水與雞籠，準備築造淡水碉堡 61。新
碉堡在 5 月 10 日，近中午時，抹石灰並砌磚之後，奠下碉堡的第一塊基石，並開始堆砌
建造 62。然而工程進度一直受到諸多因素的阻擾，首先是船運石灰，屢次遇風無法順利送
達 63。此外，淡水冬季苦雨也有影響，還有自 1645 年 8 月初開始的流行疫疾，許多士兵
和大部分的官員都染疫生病，也嚴重拖延工程進行。直到 1645 年 11 月，才造好碉堡的
胸牆 64，大約到了 1646 年初，前後幾乎花了將近 2 年的時間，第二代的安東尼堡才興建
完成 65。
關於淡水碉堡，Simon Keerdekoe 於 1655 年 1 月 3 日在巴達維亞所寫的報告裡，
有非常詳盡的描述：
「城砦相當深邃，矗立於河口適當的位置，係由地上建起 4 個厚重磚石砌成十字交叉
圓拱的建築。地下有 2 間地窖，放置儲糧、彈藥等物品。在下層 2 個與上層 2 個拱頂之間，
區隔著 4 個房問，其間放置著鐵鑄大砲、貨物、現金，以及指揮官、砲手的武器。在入口
處，設有哨崗，由此有 2 個不相連接的樓梯，拾階而上可通往官員及一般士兵的住房。整
座四方形的城砦，共有 12 個漂亮的半月型窗戶，以保空氣流通。」
「城頂高處的柱狀塔相當寬厚，成八角形，為堅硬木材所造，頂尖包以鉛片，塔頂也
緊密覆蓋著瓦片。因此，這座城訾相當堅固，且似所費工本不多。…」

59 江樹聲譯註，前揭書，頁 95。
60 同上，頁 187 ～ 188。
61 同上，頁 257。
62 同上，頁 270。
63 同上，頁 301。
64 同上，頁 486。
65 最遲不晚於 1646 年 3 月。因為到了 4 月 6 日時，大員商館決定要派商務員 Gabriel Happart 去淡水檢查該城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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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砦的山腳下，有數間竹屋，住著（原住民番社） 頭人及
其他（對公司）忠誠的人。病院、打鐵店與公司的庭園，位於漢
人市區與前述住家之間。66」

Cover Story

該報告還附上了一張描繪雞籠和淡水地區的地圖，從圖中
可清楚看到淡水碉堡的外觀和附近的附屬建物（圖 5）。
此外，Simon Keerdekoe 也描述了 360 多年前的淡水港：
「淡水河位於磺山及八里盆山之間，在北緯……［sic］度；
河口至沙八里番社約有一大砲射程之寬。南岸於海水退潮時，
有許多乾旱之地。但城砦座落，以及河流首當其衝的北岸有可

圖 5：從圖中可清楚看
到淡水碉堡的外觀和附
近的附屬建物。圖片出
處：韋譚特、許雪姬、
吳 密 察，《 先 民 的 足
跡： 古 地 圖 話 台 灣 滄
桑史》（台北，南天，
1991），頁 79。

供載貨小桅船及大艘中國帆船停靠、水深六到七荷潯的口岸。
淡水河船隻出入的水道，海水退潮時，水深不下十到十一荷潯；漲潮時，則在十六至十七
荷潯《原譯註：一潯等於 1.698 公尺》之間。河床為黏土與岩石。67」
荷蘭人在淡水重新建造碉堡，除為鞏固硫磺供應外，1644 年以後，淡水逐漸成為北
臺灣治理的駐地重心。隨著駐雞籠主管 Harroussé 等高階軍職人員離去，以軍事行動為主
的統治，轉而以行政和經濟為重，大員方面開始派任商務人員至淡水擔任地方首長。尤其
自 1645 年 8 月在淡水設立主管一職 68，淡水已成為大員與雞籠間的中繼站。同時，淡水
也串起淡水南境，包括竹塹等新領地與大員之間的網絡，公司藉以控制該廣大地區原住民
村社的情勢。因此，北臺灣的地方會議，也以淡水為主場 69。
1646 年時，因鑑於糧食和其他日用品的缺乏，大員商館因此決議：讓有意遷居淡水
的漢人，無論從事農業、漁業或其他行業，除了人頭稅以外，每人各按行業將有數年免
繳全部的稅負。這項鼓勵措施似乎反應不錯，到了 5 月下旬時，已有 15 個漢人來住在淡
水 70。到了 1648 年，4、5 月間，一共有 78 個漢人居住在淡水，其中有幾個人已跟當地
女人結婚，他們也已開始耕種土地了 71。

66 翁佳音，《大臺北古地圖考釋》，臺北縣立文化中心，1998，頁 185 ～ 186。
67 同上。另一記載說：「據淡水領港員的探測，最低潮時 15 呎，漲潮時 19 呎…平底船和快艇都可以去進入。」見江樹聲譯註，
《熱蘭遮城日誌》第三冊，臺南：臺南市政府，2003，頁 531。
68 自 1645 起派任北臺灣的主管改駐淡水，直到 1657 年才又改駐雞籠。
69 邱馨慧，〈從雞籠到淡水―荷蘭時代北臺灣的政治經濟轉移〉，2010 年 10 月，《第五屆淡水學國際學術研討會－歷史、社
會、文化－會議手冊暨論文集》，頁 19 ～ 33。康培德，《殖民想像與地方流變－荷蘭東印度公司與原住民》，2016，臺北：
聯經，頁 234 ～ 235。
70 江樹聲，前揭書（2002），頁 509、539。
71 江樹聲譯註，《熱蘭遮城日誌》第三冊，臺南：臺南市政府，2003，頁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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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1651 年時，淡水的士兵又開始生病死亡，疫疾再度流行起來了。主要的症狀
包括痢疾（parsingh）、腹瀉（buyckloop）、發高燒（heete coortsen）等，有很多士兵生了
這樣的病，必須在醫院接受治療 72。到了 1654 年，雞籠、淡水的疫疾又再度復發，2、3
月的時候，淡水地區及其附近，因病死亡人數急劇增加，地方會議因此無法如期舉行 73。
即使是荷蘭長官，甚至連醫生，都無法倖免於難。
接著在 6 月 6 日，淡水出現了蝗蟲的災害。蝗蟲隨著東風，從南方越過淡水河而來，
數量多到幾乎看不到天空。在淡水碉堡後方的 Cackerlac 社（奎柔社）的稻田上，聚集了
那麼多的蝗蟲，以致於通往碉堡的那條道路，必須用手遮著眼睛和嘴巴，靜靜地站在那裡
許久，等到最密集的那群蝗蟲飛過，才有辦法通行 74。
至於原住民方面，除噶瑪蘭外，北部地區的村社基本上還能和平相處。但是在 1652
這一年，武朥灣社爆發了嚴重的反抗事件。荷蘭人翻譯員 Claas Jansz Ravensteyn 和
Roeloff Laersche 因趁機作威作福、敲詐村民，而遭武朥社村民殺害 75。還有，自 1644
年起開始實施的納貢制度，原住民必須每年上繳稻米做為貢物，以表達對公司「善意、服
從及稚子之情的依戀。」76 造成原住民的負擔，而且破壞原先的互動關係，這也是後來導
致大淡水地區原住民各村社群起反抗的原因之一。
比 較 嚴 重 的 有：1656 年 9 月， 距 淡 水 不 遠 的 Parkoutsie（ 南 崁 社 ）、Matatas、
Perragon（ 八 里 坌 社 ） 村 民， 殺 死 1 名 荷 蘭 翻 譯 員 和 3 名 荷 蘭 士 兵。 還 有 Pillien、
Rappan 和林仔社（Chinaer）的村民，殺死 3 個漢人，重傷了幾個漢人，也把淡水漢人居
住區（cinees quartier）（約在大庄附近）的那些房屋放火燒毀了。連馬賽人（Basayer）也被
威脅，不敢供應任何東西給駐軍了。
大員於 1657 年組織 1 支遠征軍，前往討伐。荷蘭人燒掉林仔社的住屋，摧毀田裡的
作物，並捉到 1 個帶頭叛亂的主腦，在碉堡前面將他當眾斬首，把他的頭顱插在 1 根木杆
上。淡水河對岸的八里坌社也同樣被燒成灰燼。南崁社村莊被燒燬時，村民及時求饒，勉
強保住稻田 77。

72 江樹聲，前揭書（2003），頁 217。
73 江樹聲，前揭書（2003），頁 290 ～ 291。
74 江樹聲，前揭書（2003），頁 344。
75 程紹剛，前揭書，頁 355 ～ 356。
76 韓家寶（Pol Heyns），《荷蘭時代臺灣的經濟、土地與稅務》，臺北：播種者文化，2002，頁 77 ～ 81。
77 江樹聲譯註，《熱蘭遮城日誌》第四冊，臺南：臺南市政府，2011，頁 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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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荷蘭人的征伐，只是暫時恢復他們在那一地區失去的威望。到了 1661 年 4 月，流
言傳說國姓爺已經奪取福爾摩沙，馬賽人（basayers）開始公開對公司採取敵對的態度。5
月中，有 1 艘船，從大員裝運彈藥、肥肉、柏油，以及 10 擔小麥和一些木料，在送往淡
水途中，被敵人用繩子把船絆住，將貨物劫掠一空。而雞籠駐軍開始調查他們的情勢，發

Cover Story

現存糧有限，火藥和武器都不堪應對。6 月 13 日，'s Gravelande 號與 de Winck 號自
大員渡航日本途中，前來雞籠儲水。雞籠守軍決定撤離雞籠，將一切裝載於船上後，於 6
月 19 日向日本出航。
當時，大員方面並不知道雞籠主管 Nicolaas Loeniuss 等人已撤離雞籠前往日本，為
了將雞籠、淡水守兵運至大員，9 月 30 日令事務員 David Harthouwer 率領 Hasselt 號、
Anckeen 號及 Loenen 號前往淡水，但因途中遇風，幾經波折，末克達成任務 78。
所幸前述 de Vinck 號於 7 月 5 日抵達日本後，獲令前往大員途中需在淡水暫作停留，
才把那裡的駐軍一起帶走。淡水堡壘所遺留 86 人，餘存僅 35 人，且多半罹病。他們在原
住民襲擊威脅下，被 de Vinck 號救出。淡水堡壘則予以燒燬，無法搭載之大砲，乃予以
爆破。荷蘭人在倉皇忙亂中逃離淡水，結束了他們在淡水 19 年的統治 79。
相較於西班牙道明會神父的熱忱投入，荷蘭人的宣教事工，簡直乏善可陳。遲至
1655 年，才派遣 Marcus Masius 牧師到雞籠宣教 80。公司雖然在 1657 年決議，將派 2
個探訪傳道 81 去淡水和雞籠。其中 1 位原為候補牧師，因缺乏才能不能適任，將之降為探
訪傳道。雞籠的主管於該年 11 月的信中，抱怨該地區原住民教導基督福音的事工進行得
非常差，幾乎看不出有任何明顯的起步 82。
同樣，荷蘭人除了靠武力鎮壓、威迫利誘，對北部原住民的教化，也是看不到有什麼
成果。可舉下面的記事為例。1657 年淡水地方會議 83 召開前，幾個友好的原住民長老，去
向雞籠長官詢問是否可以不用出席。對此，長官回答他們說，上次荷蘭北征軍指揮官已經

78 同上，頁 642。
79 村上直次郎譯注、中村孝志校注，程大學中譯，《巴達維亞城日記》第三冊，臺中：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0，頁 262 ～
265、316 ～ 317。
80 Marcus Masius 牧師奉派於 1655 年搭船來到遠東，同年的 6 月 21 日從巴達維亞來臺灣，在雞籠擔任牧師直到 1661 年

荷蘭人撤出雞籠。見林昌華，〈十七世紀中葉荷蘭改宗教會對北部臺灣原住民的教化〉，《帝國相接之界：西班牙時期臺灣
相關文獻及圖像論文集》，2006，頁 209 ～ 222。

81 探訪傳道，荷蘭人也稱之為「疾病慰問師」，通常配屬在大型船隻上。在漫長的航程中，他們必須照顧病人與垂危者，安慰

他們並與他們一同祈禱。他們在貿易據點則教導孩童要理問答。有時，當牧師不在，他們便在主日聚會中宣讀講章。因為他
們未受過正式的神學教育，所以不能執行聖禮或是登臺講道。見查忻，〈荷蘭改革宗臺灣教會殖民背景下的宣教（1627—
1662）〉，《臺灣文獻》58 卷 1 期，頁 9。

82 江樹聲譯註，《熱蘭遮城日誌》第四冊，頁 314。
83 淡水集會區包括大甲溪以北至雞籠、噶瑪蘭等地區。荷蘭人於 1646 年 7 月在淡水碉堡南邊建造一間竹屋做為集會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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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訴過他們必須出席，而且他們已從他那裡收取贈品，也答應會遵命出席了。即便如此，
這些長老還是說，在這一年一度的集會時，他們要去海邊狂舞猛跳、大醉一場，自行取樂，
不會乖乖的出席地方會議 84。

五、結語
1661 年荷蘭駐軍倉皇撤離淡水，結束他們在北臺灣的統治，如前所述。但，1662 年
國姓爺去世後，荷蘭人仍企圖與清軍結盟，捲土重來。1664 年 8 月，荷蘭艦隊重新占領
雞籠，並修繕北荷蘭城（Noord Holland）、安置大砲 85。翌（1665）年 12 月，鄭經遣軍北上，
在淡水廢棄的城砦周圍設立板圍，做為據點，控制淡水河流域，切斷淡水與雞籠的連繫，
特別是糧食的供應 86。1666 年 5 月，鄭經令黃安督水陸軍向雞籠展開攻擊，但屢攻不下。
之後，鄭軍持續駐守淡水，與荷軍對峙。荷蘭人原寄望能在雞籠與清國進行貿易，但因受
制於清帝國的海禁政策，已經無利可圖，於是在 1668 年 10 月，用火藥爆破北荷蘭城後，
撤離雞籠 87。
荷蘭人 1668 年撤離雞籠後，北臺灣的歷史記事復歸沈寂。除清帝國厲行海禁政策外，
東寧王朝的政治中心在南臺灣，淡水、雞籠被視為流放罪人之地，而 1684 年臺灣被納入
清帝國的版圖之後，以鹿耳門做為全臺唯一正口，與廈門對渡。從郡治（臺南）到淡水、
雞籠，「千有餘里，夏秋水漲，陸路難通；冬春風厲，舟航莫及。88」淡水、雞籠成了帝
國邊陲中的邊陲。昔日船隻進出，人貨往來的情景，幾已煙消雲散。1697 年，郁永河自
府郡（臺南）北上，來北投採硫磺時，所見到的紅毛城已是「歲久荒蕪，入者輒死，為鬼
為毒，人無由知」89。
要等到 18 世紀雍正朝以後，大臺北地區的開墾事業漸次開展，淡水港與淡水河運的
活動紀錄，才又相繼出現在史料中。因此，17 世紀西、荷時期留下的史料就顯得彌足珍貴。
這些史料或出自傳教使命，或出自商業利益，也難免帶有他者的觀點，但我們後人得以藉
以了解淡水原住民的生活樣貌、他們的遭遇，以及早期淡水港的貿易情形等。不僅讓淡水
在大航海時代，從部落社會一躍而登上世界史的舞臺，更豐富了臺灣史的敘事。

84 同註 80。
85 村上直次郎譯注，《巴達維亞城日記》第三冊，頁 339 ～ 342。
86 同上，頁 348。
87 同上，頁 359。
88 楊文魁，〈臺灣紀略碑文〉，收於高拱乾《臺灣府志》（臺北：國防研究院，中華大典臺灣方志彙編本，臺灣叢書第一輯第
一冊），1968，頁 259。
89 郁永河，《裨海紀遊》，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9 年 6 月版，頁 29。

第 13 期

35

封
面專題
Cover Story

折衷、模仿和點綴：清末至日
本時代淡水洋風與漢式建築的
交流及影響

文

圖 ︱陳靖元（淡水文史與影像紀實 History & Photograph of Tamsui regionFB
版主、面天山腳工作室研究員）

自清末到日治時期，由洋人所帶來的陽臺殖民地式樣建築，和日人所引進之西洋
歷史式樣建築，陸續在以漢人為主要居民的淡水區境內出現。同時，洋人參考了
漢式建築，設計出漢洋折衷風格建築；漢人傳統的建築觀念則被影響，模仿並興
建了洋風建築，或以洋式建築的裝飾元素來點綴漢式建築。這些建築的外觀各具
特色，除了改變淡水市鎮風貌，更是漢、洋兩種建築文化之間交流的見證。
During the period from the late Qing Dynasty to the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the Verandah Colonial-style Architecture and the Western-style Architecture,
introduced by the Westerners and the Japanese respectively, appeared
progressively in the Tamsui Area, which was mainly inhabited by the Han Chinese.
Around the same time, the Westerners designed the Eclectic Western and Minnan
Style Architecture based on Minnan-style Architecture, and these architectural
styles introduced by the Japanese and Westerners also inﬂuenced the architectural
concepts of the Han Chinese. The Han Chinese imitated these architectural styles
and created the Western Architecture or embellished Minnan-style Architecture
with decorative elements of the Western Architecture. The buildings of these
architectural styles all had their own deﬁning features. Not only did they transform
the landscape of the town of Tamsui, but they also are a testimony of the cultural
interchange in architecture between the Han Chinese and the Western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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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馬偕故居的墊高建築基礎。（筆者拍攝）

圖 2：淡水公會堂之日本時代舊照。資料來源：蘇文魁主持，《淡
水文化資源提引》，台北縣淡水鎮公所委託滬尾文史工作室研
究，1994。

一、前言
建築，是人類居住生活及從事各類活動的必要空間與場所；世界各地相異的歷史人文和自然環境，
則造就了多元的建築發展脈絡跟特色。當來自不同民族、國家之間的人們因著不同緣故，而在一片土地
上有了交流時，外來以及本土的建築，就在此情境下開始互相影響，長時間下便形塑出獨特的建築樣貌。
18 世紀以來，來自中國大陸閩南一帶的漢人移民族群於淡水落地生根，其所興建之閩南傳統漢式建
築，在長時間定居與繁衍的過程中，成為本地的主要建築形態。1860 年代開港通商，漢人開始與來自海
上的歐洲人或俗稱之「洋人／西洋人」有所交流。這些洋人所興建之西洋風格建築，使原本以漢式建築
為主的淡水市鎮，面臨百多年來首度的變化。1895 年進入日治時期後，日人引進西洋建築思潮與營建技
術，更多不同的西洋風格建築及元素，再次改變了淡水街的面貌。
清末到日治時期的這段時間裡，有哪些西洋風格建築在淡水被興建出來？外來的洋風建築與淡水本
地漢式建築之間又有什麼樣的交流及影響？本文將先介紹清領時期與日治時期 2 個時期中，由洋人和日
人引入並興建之陽臺殖民地式樣建築以及西洋歷史式樣建築，接著說明洋風與漢式之間互相影響的實體
成果，包含了由洋人所建的漢洋折衷風格建築，以及漢人所建之洋風建築與具洋風元素的漢式建築。

二、第一波洋風建築：清末的陽臺殖民地式樣
1860 年代淡水開港，渡海前來本地的洋人們為了滿足對於辦理通商、外交事務、日常起居的空間需
求，於是興建了各種相應的建築物。然而，洋人母國的氣候環境，以及居住、衛生習慣，都和漢人本地
原本的自然與人文有著很大的差異。當時淡水較活躍的西洋國家以英國為主，其早已有過殖民印度、東
南亞的經驗。這些來自溫帶國家的殖民者們非常不適應熱帶地區的酷暑，為了避免強烈日光直射造成炎
熱，同時改善室內不通風，故在興建房屋時參考了當地民居將屋簷出挑以避暑的營建特色。如在房間的
外圍加建了一排磚石砌築或木製的柱子，以讓屋簷延伸並遮蔽烈日；寬廣的陽臺形成迴廊，讓住民在烈
日或大雨時仍有可活動的半戶外空間，海風也能直接吹入室內；部分建築甚至將臺基墊高以達防潮目的。
這種外觀上有著顯目的連續半圓拱陽臺迴廊，並被當代學者稱為「陽臺殖民地式樣」的建築，逐漸成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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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淡水港務支部之日本時代舊照。（圖片來源：《皇紀
二千六百一年私立淡水中學校第二回卒業記念寫真帖》）

圖 4：淡水女學堂之日本時代舊照。（圖片來源：臺灣總督府，
《A review of educational work in Formosa》，出版項不
詳，1916）

當時許多位於亞洲的殖民市鎮及通商口岸中，頗流行的洋風建築形式。淡水夏季炎熱潮濕、冬季濕冷多
雨的氣候型態，或許就是清末前來此地的洋人，採用陽臺殖民地式樣的原因。
就目前的資料來看，清末時期在淡水的陽臺殖民地式樣建築類型，可分為辦公用的官署以及起居用
的宅第，其中又以後者較多；建築的主導設計者，則包含了洋海關、傳教士、各國領事、洋行等。
淡水洋海關所建第一棟陽臺殖民地式樣的建築，為 1866 年向當地吳氏地主購買砲臺埔土地並興建的
稅務司官邸，其隨後又陸續新建了海關公署及數棟海關職員居住的官邸宿舍。這幾棟建築中，僅清法戰
爭滬尾戰役時遭毀後於原地仿舊重建的建物－小白宮仍存。而傳教士所興建的陽臺殖民地式樣建築，為
馬偕牧師購地後，由華雅各（1846- ？）牧師於 1875 年主持興建的 2 棟傳教士宿舍，也就是後世所稱之
馬偕故居與華雅各故居。前述幾棟皆為 1 層樓磚造建物，並有著斜屋頂、3 面圓拱迴廊、隔熱之白灰覆面、
防潮之墊高臺基等建築特徵，外觀及結構上都頗為相近。
英國領事於 1874 年所建第一代官邸，原也是磚造 1 層樓的建物，1891 年拆除新建為 2 層樓陽臺殖
民地式樣的第二代領事官邸，再於 1903 年擴建了 2 側陽臺後而成現貌。建物第一層外牆為弧拱、第二層
則是圓拱，拱柱間有綠釉花瓶欄杆。臺基部分以交互的粗面石與紅磚砌成；通風窗則做成中國錢幣造型。
牆面部份，以廈門紅磚砌築的外牆不施白灰而直接裸露於外，且有「VR1891」、英國國花薔薇與薊花等
磚雕，屋簷也有較為繁複的線腳飾帶。雖然同樣具有拱廊、高臺基等基本的陽臺殖民地式樣建築特徵，
但第二代的英國領事館官邸，與洋海關及傳教士所建宅第相比，整體外觀及細部處理都較為華麗且細緻，
磚柱、拱廊、裝飾等建築元素的運用也十分活潑。
清末淡水的陽臺殖民地式樣建築，除了圓、弧形之拱廊外，尚有部分是以直木或磚砌的柱子，承
接木製樓板、屋頂，使陽臺開口呈現較方正外觀的形式，這以清末曾作為美國領事館的寶順洋行陶德
（1838 ～ 1907）住所，以及淡水禮拜堂旁的牧師樓為目前已知案例。2 棟建築皆為 2 層樓，迴廊柱間有
木製欄杆，其中陶德住所 1 樓柱子為磚造、2 樓推測為木造；牧師樓則 2 層樓的陽臺柱子皆為磚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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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治時期淡水新建的陽臺殖民地式樣建築，數量相較清末少了很多，目前較能確定設計者與興建年
代者，為吳威廉（1861 ～ 1923）牧師於 1906、1909 年所建之 2 棟傳教士宿舍，以及 1915 年同樣由他
設計的淡水女學校。2 棟傳教士宿舍皆為 2 層樓，依照興建順序分別為姑娘樓與牧師樓，除了在屋簷線腳、
欄杆、臺基、1 樓中央拱圈左右的小拱等細節上略有不同外，整體外觀風格與清末英國領事官邸相似。淡
水女學校也是 2 層樓，但細節造型處理就較特別：正立面靠中央 7 個圓拱寬的拱廊量體向前凸出，且主
入口上方有圓弧造型山牆，平面則是回字形，內側設有類似修道院中庭的空間。
除了前述 3 棟建築以外，在今日淡水郵局後方臨河處，曾有 1 棟具陽臺殖民地式樣風格的稅關監視
部，為圓拱迴廊的 2 層樓建築。雖然興建年代不詳，但在許多日治時期風景照片中都有它的身影，1966
年電影《聖保羅砲艇》甚至以這棟建築為主要場景之一。
隨著營建技術以及建築流行風格的改變，陽臺殖民地式樣逐漸退出了淡水的建築舞臺。有趣的是，
淡水有些現代公寓，甚至最新落成的酒店，外觀也設計成半圓或弧拱白色迴廊的造型，某種程度上也是
一種陽臺殖民地式樣的風格延續。

三、第二波洋風建築： 日治時期的西洋歷史式樣
1895 年臺灣進入了日治時期，清末的西洋勢力漸漸被日本人所替代，連帶的也改變了由洋人主導設
計的建築營造體系；淡水的洋風建築發展在此情況下，有了新的發展方向。
19 世紀西方國家所流行的建築風格，被稱作「西洋歷史式樣」，為以西洋建築史中曾出現的古希臘
羅馬式、仿羅馬、哥德式、文藝復興式、巴洛克式等式樣為基礎，選取 1 種或折衷其中幾種來設計立面
外觀，可說是為建築披上復古西洋風格的外衣。明治維新後的日本，積極引入許多西方國家的科學新知，
其中也包含了建築方面。西洋建築在近代傳入日
本本土的過程，最初以陽臺殖民地式樣為主，接
著有以日本傳統木匠模仿洋人通商港口洋樓而興
建的「擬洋風建築」熱潮。而後隨著英國人孔德
赴日並引進新式西洋建築教育，西洋歷史式樣建
築也開始在日本建築界被系統性的學習與吸收，
成為一段時間的主流建築風格。當日本治理臺灣
後，受過新式教育的總督府建築技師及技手們，
便以其所學在這片新殖民地設計了許多有著西洋
風格外觀的建築。淡水雖從國際大港轉型為一般
地方市鎮，仍受前述背景影響，出現了數棟有別
於清末陽臺殖民地式樣的西洋歷史式樣建築。

圖 5：淡江中學體育館。（筆者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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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於 1909 年的淡水公會堂，是日治時期淡
水較早出現的西洋歷史式樣建築之一。平面整
體呈長方形，並以建物的短邊為正面；正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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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右對稱，主入口處有平屋頂車寄，並以 2 根
梭柱支撐；山牆頂端簷部以仿羅馬建築中常見
的倫巴底帶作裝飾；窗戶與大門等開口皆為半
圖 6：淡江中學八角塔之塔樓細部。（筆者拍攝）

圓拱造型。

緊接著臺灣進入了西洋歷史式樣建築最鼎盛的 1910 年代，此時期所興建的公共及辦公建築，多注重
中軸對稱的外觀，以展現出平衡、穩固及秩序感。然而淡水卻一次出現 2 棟立面採不對稱設計的西洋歷
史式樣建築，這便是分別於 1910 年與 1917 年建成的淡水港務支部與淡水郵便局。
淡水港務支部為 2 層樓，正面與主入口皆面向淡水河。建物中央部分向內退縮，並以 2 根立柱分別
支撐 2 樓陽臺與正上方向外傾斜延伸的屋簷；1 樓柱樑頂部做成弧拱造型，2 樓陽臺設有欄杆。如衛塔般
的左右部分，則以雨淋板作仿帶狀粗石砌外牆，並有高而窄的上下推拉窗，其中一側為有著四坡屋頂的
瞭望塔造型，另一側則是露出山牆並採坡度較陡峭的切妻屋頂造型。淡水郵便局也是 2 層樓建築，屋頂
為洋式木構架，主入口朝向街道並有鑄鐵支撐的雨庇。建物最為著名的即是其仿英國都鐸風格的外觀特
徵，包含了陡峭的斜屋頂、1 樓與 2 樓的高窄窗戶、山牆處的裝飾性木結構等。另外，淡水郵便局由於立
面不對稱，平面也呈「L」字形，觀賞者無論是從哪個角度或距離觀賞，都會有不同的量體及視覺上之感
受，特殊外觀使之成了早期攝影家時常取景的對象。
1920 年代以後，歐美建築界走向現代主義，包含以幾何裝飾為主之裝飾藝術風格，以及完全捨棄裝
飾的國際風格。臺灣也漸漸受到此潮流影響，新蓋建築之外觀上不僅越來越少有繁複的西洋裝飾，立面
設計也較為簡化，可說是西洋歷史風格過渡到現代風格的呈現。此時期日人於淡水所建的建築，如淡水
郡役所（1924）、臺灣銀行淡水支店（1928）、淡水無線受信所（1929）、淡水車站（1935）等，立面
僅剩開口、柱子或屋頂處可見少許抽象後的西洋風格裝飾，有的甚至整棟都是垂直與水平線條的造型組
合。1934 年後陸續進行的市區改正，更使淡水主要街道（今中正路）上許多街屋都改為簡潔風格立面。
就在淡水市街建築開始經歷現代主義風格的洗禮時，1933 年完工的淡水禮拜堂卻一反當時「流行趨
勢」，以獨樹一格的哥德式風格外觀出現於淡水街頭。禮拜堂原址最早是馬偕 1875 年創建的滬尾教會，
而後由吳威廉於 1915 年改建為有著白色塔樓的北美洲風格教堂，接著 1932 年再由馬偕兒子偕叡廉重建
目前所見之禮拜堂。建築整體由主堂空間和右前方鐘塔組成，立面則由清水紅磚砌築，並有小尖塔、尖
拱窗、扶壁等哥德式建築中常見的元素作裝飾。
淡水境內西洋歷史式樣建築的發展趨勢，就如同陽臺殖民地式樣建築一般，隨著日治時期代中期
以後現代主義的逐漸興盛而沒落。當代淡水雖可見到部分高層集合住宅或新創立教會的建築外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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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西洋風格的裝飾元素，但其發展脈絡早已與日治時期有著很大不同。

四、洋人對漢式建築的理解與轉譯：漢洋折衷風格
在陽臺殖民地式樣和西洋歷史式樣之建築興盛的同時，有另一種結合了洋式與漢式風格的建築也陸
續被新建出來，這便是由清末和日治時期前來淡水展開傳教事業的基督教長老教會傳教士，所營造的一
系列建築。有關於洋人傳教士設計漢洋折衷風格建築的原因，似乎未有定論，或許是受限於在地匠師與
營建技術，或許藉此拉近與當地漢人居民的距離，無論如何都可說是一種在地化的展現。
最早開始把洋人及漢人之建築元素融合在建物設計的傳教士，便是 1872 年來到北臺灣開展傳教、醫
療與教育事業的加拿大人馬偕（1844 ～ 1901）；位於舊地名龍目井的滬尾教會及滬尾偕醫館，便是其在
淡水最先創建的 2 棟建築。滬尾教會最初為 1875 年向地主陳阿順所購置之 1 層樓平房，經過整修、增改
建後，成為前後各 1 棟漢式硬山頂建物、中間隔有小庭院的兩進格局。雖然外觀上看似典型漢式建築，
但第一進的屋脊兩端、山牆上方處卻置有小尖塔。在屋脊上興建小尖塔的原因，一般認為是馬偕為了破
除漢人的建築風水迷信，這在其後所建的學校、教堂都可見到。至於 1879 年所建成之滬尾偕醫館，基本
上也是漢式硬山頂 1 層樓建物，後方連結著左右兩側護龍，形成類似倒三合院的格局；屋脊兩端為漢式
建築常見的脊頭造型而無尖塔，山牆面氣窗也有傳統漢式綠釉花磚。與滬尾教會相比，偕醫館加入了更
多洋風建築元素。如連結路面與建物主入口之雙向階梯，建物正面與側面的大門、窗戶等圓弧拱開口，
以及門扇窗扇，都是來自西洋的造型。
有了滬尾教會及滬尾偕醫館的設計經驗，1880 年代馬偕於埔頂主持興建的 2 棟學校－理學堂大書院
與淡水女學堂，則做了更多的創新。分別完工於 1882 年與 1884 年的理學堂大書院及淡水女學堂，平面
皆以 4 棟硬山頂漢式建物圍合成類似四合院的格局，但有別於傳統漢式建築，建物選擇在護龍短邊（山牆）
開闢出入口，且兩側的護龍與第二進也未連結；護龍山牆的懸魚，更非傳統的書卷磬牌，而是做成船錨狀，
惹草也做成波浪造型。此外，每一棟建物的屋脊兩端皆置小尖塔，門窗開口也類似滬尾偕醫館所採用的
西洋風格造型。至於 2 棟建築外觀上較
大的差異，在於第一進建物。理學堂大書
院第一進屋簷向外延伸，其上方有木製斜
櫺及矮磚柱圍塑而成的欄杆，屋簷下則形
成類似漢式建築中的步口廊空間；屋脊中
央則有六角或八角形基座的尖塔。相較起
來，淡水女學堂的第一進開口為無步口廊
的一門兩窗形式；屋頂前屋面中央凸出，
並於主入口屋簷上方作山牆面，其頂端及
兩側亦皆有小尖塔。

圖 7：宏生病院，現為阿婆鐵蛋。（筆者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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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位在淡水留下漢洋折衷風格建築的洋人傳教士，則是與馬偕同屬加拿大長老教會、於
1913 年來臺的羅虔益（1887 ～ 1965）。馬偕的理學堂大書院到了日治時期成為淡水中學（今淡
江中學前身）之校舍，然空間已不敷使用，因而請羅虔益規劃設計 2 棟新的校舍，即體育館與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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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塔。
體育館竣工於 1923 年，以漢式兩坡硬山頂建物作為主體，然主要出入口也設置在建物的短邊，
使正面展現出高聳山牆；山牆前方的入口，則採類似傳統漢式四合院中，由第一進門廳與兩側護
龍所構成的立面造型。至於在細部設計上，也以漢式建築構件做裝飾，如正面大山牆的氣窗以 6
片綠釉花磚作成磬牌造型；入口門框外兩側牆面的燈座下方做成漢式吊筒造型，門框內兩柱樑交
角處則有傳統漢式建築常見的插角；兩側護龍之山牆面也有磚砌鳥踏。體育館雖然外觀看起來頗
像傳統漢式建築，但其骨幹實為洋式建築。由於室內要夠寬廣才能提供運動及其他活動的空間，
因此以大跨距的西洋芬克式鐵桁架來支撐屋頂，連帶的也讓建物整體較為高大。要在較大量體中
設計尺寸符合的漢式風格外觀，勢必得重新調整與排列傳統漢式建築的尺度、比例、立面構圖等
元素，也形成了體育館正立面由大小山牆組合的樣貌。此外，在屋頂上也設有通風用的西式老虎
窗，側立面上半部的柱間也有較大面積的開窗藉此獲得較好採光。
八角塔落成於 1925 年，從平面來看就已十分特殊，為由 4 棟呈狹長矩形的建物組合而成，其
中三棟以「ㄇ」字形排列成類似三合院的格局，最後 1 棟則垂直接於中央塔樓的後側。中央棟為
2 層樓，以高達 4 層的主塔為中心，兩側屋頂並向外漸次降低；左右棟則為 1 層樓，其量體前端
向內轉折延伸，並各別設置了 2 層樓高的衛塔。高度不同的塔
樓與起伏的兩坡屋頂的相結合，使建築的天際線在視覺上十分
具有高低層次感。了解格局與量體後，再來分別細看漢式與洋
式的建築元素。中央棟主入口門框外兩側作成類似宮燈造型的
燈座，門框內柱樑交角處與體育館一樣有漢式建築插角；標誌
性的 3 座塔樓，其屋頂皆為漢式八角攢尖造型；中央棟 2 樓陽
臺欄杆，以及左右棟山牆與塔樓的氣窗，也用了漢式綠釉花磚。
至於建築外牆所見之三葉形、半圓形、圓形等拱窗，以及屋頂
上的老虎窗，則是西洋建築常用的開口。另外，3 座塔樓的上
半部、中央棟入口外牆面及左右棟山牆處，可見類似「辰野風
格」的紅白相間裝飾。所謂辰野風格，為日本近代建築家辰野
金吾參考英國安妮女王時期臨街房屋特徵所設計之建築手法，
其中一個特色便是以紅磚與水平白色飾帶為立面裝飾。
圖 8：清水巖三川殿的西洋風格柱頭。（筆
者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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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來說，馬偕的漢洋折衷風格建築，運用單棟漢式建物

作為主體來排列建築格局，並在外觀加入了部分西洋元素；羅虔益的漢洋折衷風格建築，則因所
處時代之建築技術與材料的革新，而能更自由地運用漢式建築元素作設計，同時也擷取了漢式建
築構件作為立面的點綴與裝飾。
淡水境內漢洋折衷風格建築始於清末馬偕，於羅虔益時發展成熟，但隨著建築師的相繼離去，
以及建築流行風格朝向現代主義的轉變，自日治時期中後期至今，已少見結合漢式與洋風設計的
建築佳作，更凸顯了前述馬偕與羅虔益所留下這幾棟建築作品的珍貴之處。

五、漢人對洋風建築的模仿與點綴：洋風建築與洋風元素
雖然自清末以來，陸續有採陽臺殖民地式樣和西洋歷史式樣的建築被興建出來，然而當時淡
水的漢人在新建房屋時，仍以閩南傳統漢式為主。不過有少部分漢人，因在事務上與洋人有所接
觸、或接受過洋式教育，又甚至是經商致富，其為了追求西洋所象徵的新穎、現代等意象，便以
西洋建築為樣本，來興建自宅或營業用的空間。
清代漢人模仿陽臺殖民地式樣所興建的宅邸，以位於三層厝的紅樓與白樓為代表。紅樓建於
1895 年，為經營船頭行的漢人富商李貽和（生卒年不詳）所建之 2 層樓紅磚建物。該建物同英國
領事館官邸具有 3 面紅磚拱圈迴廊、綠釉花瓶欄杆、墊高臺基等建築特徵。而白樓的興建者及年
代皆不詳，有一說是馬偕學生嚴清華（1852 ～ 1909）所建，其外觀與領事館官邸及紅樓則有著顯
著不同：2 層樓的半圓拱迴廊覆以白灰，平面呈 L 字形，更具有仿波斯火焰型風格的入口牆門。除
了建築本體的形式以外，紅樓與白樓的建築的選址似乎也受到洋人影響。傳統漢人對於建築擇址
的理想風水地形，是背山面水的平坦地；而在殖民地或通商口岸生活的洋人，則多將住宅建於地
勢較高處，既可避免與本地人混居，也能俯視市鎮、港灣，更同時較為通風。紅樓與白樓為漢人
所建，其位址卻在山坡之上，或許就是參考了洋海關官邸、傳教士宿舍、英國領事館官邸等建築
的選址模式。
到了日治時期，漢人接觸西洋建築的管道除了自身居住地以外，還包含了鄰近市鎮。對於在
淡水生活的人而言，只要前往臺北，就能看到許多由總督府技師們設計之西洋歷史式樣的博物館、
官廳、學校、醫院、銀行、商店、教堂等建築。此外學校教科書、報紙書籍、風景繪葉書，也都
會收錄相關的文字或圖像。或許是耳濡目染久了，漢人在新蓋建築時便以西洋歷史式樣來設計興
建。1910 ～ 1920 年代之黃東茂宅與宏生病院，以及 1930 年代的淡水信用組合和施合發商行事務
所，是這類型建築的代表案例。
黃東茂（1876 ～ 1929）為活躍於日治時期初期的臺北富商，於 1913 年遷居淡水鼻仔頭並在
隨後興建了 1 棟豪宅。有關於這座已消失建築之相關資料，目前所見不多，僅能從部分老照片瞭
解其為 3 層樓的建築，整體外觀近似 20 世紀初流行的西班牙殖民地復興式建築。至於宏生病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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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是由盧秋桂（1889 ～ 1967）醫師從總督府醫學校畢業後於淡水開設的診所，可能也兼住宅使用；興建
年代不詳，但最遲 1930 年代已出現。建築為 2 層樓，屋頂為傳統漢式歇山屋頂，1、2 樓立面則由 4 根
紅磚柱及帶有拱心石之弧拱組成，並向內退縮形成騎樓與陽臺，整體上具有陽臺殖民地式樣的部分元素，
以及漢洋折衷風格的精神，細部又加入西洋風格建築裝飾，非常具有特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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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水信用組合為時任淡水街長洪以南（1871 ～ 1927）於 1918 年發起成立的金融機構，其於 1937
年時新建了 1 棟 2 層樓的建築作為辦事處。建築外觀受到當時現代主義簡潔風格影響，有著裝飾藝術風
格的玄關裝飾細部及 1、2 樓間的菱形裝飾，立面也貼淺色面磚，不過 2 樓靠近屋簷處仍可見仿羅馬風格
的倫巴底帶，窗戶上部為半圓拱型。施合發商行則是施坤山（1878 ～ 1931）於 1907 年創立的木材行，
1938 年時於淡水車站斜對面新建了 2 層樓的事務所。建築同樣受到現代主義風格影響，外觀覆以淺褐色
面磚，窗戶除中央 3 個半圓拱窗以外其餘皆為方形開口；而立面唯一的裝飾元素為主入口屋頂處女兒牆
上的花草勳章飾。
於此同時，淡水境內由漢人匠師主導設計及營建的漢式建築，也能發現其在遵循傳統形式和格局
的同時，加入了西洋風格的建築元素。這一現象主要出現在日治時期中葉至戰後初期的民居之中，也
出現在部分廟宇裡；分布地域範圍不限於市街區域，更擴展到鄉間地帶。淡水舊市街區中的傳統漢式
民居－街屋，於當代已少有留存，僅重建街泉勝發街屋的西式樑托，與清水巖三川殿的西洋風格柱頭
尚可作為見證。至於淡水鄉間傳統漢式民居－合院，大多數仍留存，因此接下來將以淡水鄉間的合院
建築來作介紹。
最能在淡水鄉間合院被辨識出的西洋風格建築元素，便是各種細部裝飾。傳統漢式裝飾喜以木雕、
石雕、剪粘、泥塑等工藝來呈現，相對的淡水鄉間合院中所見西洋裝飾，則是採用西式線腳、洗石子、
開模印花、馬約利卡磁磚等作法。位於義山里的吳梅溪古厝，其正身左右牆面上部之水車堵，可見水平
線腳、花瓶欄杆造型及扇形棕梠葉之洗石子飾帶；屯山里的潘九古厝步口柱子，以開模印花作毛莨葉造
型西式柱頭。至於 1920 年代開始盛行的馬約利卡磁磚，為日本模仿英國磁磚所生產的製品，在淡水多見
鑲嵌於建物屋脊上，也是淡水鄉間合院較常被運用的西洋裝飾元素。
另外一種西洋風格建築元素，則是牆體砌築方式，此實與淡水本地發展出的重要傳統建築匠派－燕
樓匠師有著密切關係。燕樓李家為清領時期末年以來淡水地區的望族，四大房族人在各個領域都有所發
展。三房下的李璋瑜（1862 ～ 1932），於清領時期晚期向唐山匠師拜師學藝，逐漸習得營建技術；其子
李五湖（1893 ～ 1970）與李棗柴（1901 ～ 1988），亦繼承父業學習土木匠藝，並培養出數十名擅長運
用石砌造牆技術的匠師。這些燕樓匠師們有部分曾參與日治時期大型公共建築的營建，在實際施工過程
中，吸收了日人引進的西式牆體砌法與裝飾，並將之回過頭來應用在合院建築上。如李棗柴等人曾參與
的草山公共浴場工程，其外牆使用了由外觀呈不規則方整石塊構成的番仔砥，而後淡水鄉間許多合院也
都能看到這種西式砌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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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興仁里漢式合院屋脊之馬約利卡磁磚裝飾。（筆者拍攝）

圖 10：忠寮里漢式合院山牆之番仔砥砌法。（筆者拍攝）

此外，半圓拱元素也出現於燕樓匠師所建造的鄉間住宅中。李永沱（1921 ～ 2005）的住宅為 1947
年所建之石造 2 層樓建築，正面以番仔砥砌半圓拱柱建起帶有欄杆的露臺，2 樓的門窗開口亦為半圓拱造
型，整棟外觀有如 1 棟石砌小洋樓，在傳統漢式合院為主的農村聚落中顯得格外醒目。
從最初整棟完全模仿陽臺殖民地式樣或西洋歷史式樣建築，到以西洋建築元素加入傳統漢式建築之
中，可看出洋風建築對漢人建築觀念的影響並非單一，而是因著不同的想法或巧思，而有不同的結果樣
貌。1970 年代以後，以鋼筋混凝土大量興建的長矩形 RC 公寓及大樓成為主要的建築形式，新建之模仿
洋風或融入西洋元素的建築也就越來越少了。

六、結語
在全臺灣上百個鄉鎮當中，淡水因著獨特的歷史人文脈絡與內涵，展現出多樣面貌，其中最為人們
所知的「淡水印象」，不外乎就是一處有著濃濃異國感的地方，如王昶雄作品中的「東方拿坡里」、西
川滿文筆下的「東方威尼斯」等。究其原由，實因清末與日治時期，由洋人及日人主導興建之陽臺殖民
地式樣與西洋歷史式樣等洋風建築的陸續出現，同時漢人也接受並應用新的建築觀，使淡水原以漢式建
築為主體的城鎮中，注入了許多具西洋式樣、風格或元素的建築，讓淡水有了洋風的樣貌。
細看這些建築，會發現它們或許有著相似的語彙，但在許多細節、以及創建原因與使用歷程，皆有
很大差異；每一棟建築都很獨特，並具有不同的價值與意義。期待這些文化交流影響下的實體見證，能
在後續被更深入的研究後，妥善保存下來，使淡水的建築發展脈絡更能完整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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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基淡水之馬偕的宣教、
醫療、教育行跡

Planning Focus

撰

文 ｜戴寶村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建築與文化資產研究所 兼任教授）

馬偕（1844 ～ 1901）在 1872 年來到淡水，居留在臺近 30 年，以宣教、醫療
和教育 3 方面的貢獻最為顯著，他個人遍歷半個臺灣，遠至宜蘭、花蓮，共設
立約 60 座教堂，為長老教會開創宣教事業，影響極為深遠。他透過醫療民眾
疾病來宣傳教義，後來發展成為臺北、竹圍、新竹、臺東 4 大醫院，以及培養
醫護專才的馬偕護專和馬偕醫學院。為了培養本地人成為傳教師而設立牛津學
堂，之後成立淡水中學校及專科大學。他的宣教、醫療和教育 3 方面的行跡，
至今都成為臺灣重要的文化遺產，留下的日記、回憶錄等也是臺灣歷史的珍貴
史料。2022 年適逢馬偕來臺 150 年，回顧這段歷史尤具意義。
George Leslie Mackay (1844-1901) who arrived at Tamsui in 1872 and stayed until
his death in 1901. He went around half Taiwan and founded about 60 churches.
He promoted the Presbyterian mission by medical treatments. From then on the
Taipei、Chuwei、Hsinchu、Taitung Mackay Memorial hospitals and Mackay
Junior of Medicine college and Management、Mackay Medical College were
founded continuously. Mackay built the Oxford college then it developed to the
Tamsui middle school and Aletheia University. Many historical sites of Mackay
become important cultural heritages. His missionary annual reports and the book
"From far Formosa:the Island Its People and Missions" are useful historical resouces
of Taiwan. 2022 is the 150 anniversary of Mackay in Taiwan therefore that is worth
to reﬂect his care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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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淡水的召喚
馬偕（George Leslie Mackay，1844-1901），漢名偕叡理，出生於加拿大安大略省（Ontario）
牛津郡（Oxford）佐拉村（Zorra）。馬偕在宗教氣氛濃厚的家庭中成長，10 歲時便就已立志要成為 1
名宣教師。受到英國長老教會首任海外宣教師賓威廉（William C. Burns）到馬偕所屬的佐拉教堂宣教
時的精神感召，馬偕也決心到普天下為萬民傳福音。
1870 年 4 月，馬偕自美國普林斯頓神學院（Princeton Seminary）畢業後，返回加拿大多倫多長
老教會述職，9 月即向加拿大長老教會（Canada Presbyterian Church）總會海外宣教委員會提出申
請，自願成為海外宣教師，只是當時加拿大長老教會尚未有海外宣教的經驗，因此暫未准許馬偕的申請。
1871 年 4 月，接獲加拿大長老會總會海外宣教委員會通知，將他封為牧師，並核准馬偕赴海外宣教的
申請，被派往中國進行宣教。1871 年 11 月，馬偕啟程前往海外，經美國舊金山、日本橫濱、香港、廣
州，再返經過香港，於 12 月 29 日抵達打狗港。馬偕在回憶中記述：「我沒有原先計畫，但一條看不見
的繩子把我拉到『美麗島』。」於是馬偕前往臺灣，作為其服事之處，成為加拿大長老教會首任海外宣
教士，也建立了 Oxford 與 Formosa 的歷史聯結。
馬偕正式抵達北臺灣淡水後，在臺展開近 30 年的宣教事業，以宣教、醫療和教育 3 方面的貢獻最
為顯著，至今都成為臺灣重要的文化遺產，更留下珍貴的日記、回憶錄等相關史料。
2022 年適逢馬偕來臺 150 年，本文將從從宣教、醫療、教育 3 方面來介紹馬偕事蹟。

二、在地化的宣教
馬偕曾說：「醫療佈道之重要，…從我們在臺灣開始工作時起，就重視主的話語和榜樣，用醫病的
方法以求獲得迅速的利益。…我看見臺灣的人民為各種疾病所苦惱，隨時為他們治病及解除痛苦，因而
為佈道團獲得了許多感激的朋友和贊助者。」馬偕在 1872 年 3 月 9 日抵達淡水，旋於 6 月展開了他在
臺灣的醫療傳教事工。最初的醫療工作是在 6 月 1 日到鄉下去帶幾位病人回到淡水醫治的途中，碰到一
個眼睛發炎的人，請求馬偕到他家醫治。後來病患快速增加，馬偕與學生為需要住院的患者建造 1 間竹
造的房舍，他的家則變成了禮拜堂、診所及學校。
他深知醫療對於傳教所帶來的輔助效果，所以不放棄每一個醫療傳教的機會。1873 年 1 月 9 日，
馬偕的第一批信徒 5 人受洗加入教會，有 4 人立志要做福音的使者，其中的吳寬裕就是受到馬偕治癒瘧
疾而入教，並成為傳教師奉獻教會 21 年，連他母親都當了 7 年的聖經宣道婦。林杯則是因眼疾求治於
馬偕，恢復視力後改宗，進而積極向人傳播教義福音。馬偕除對他們施以神學教育外，也施以醫理、藥
理教育，並讓他們到醫館臨床見習、實習，以便在傳教時能夠隨時隨地幫助病患。
馬偕醫療佈道最重要的事項是牙疾的治療，他經常講述的拔牙事蹟是 1873 年 5 月 24 日在竹塹，
除了數十人來討求藥品之外，12 名士兵跟隨監視著馬偕一行人到達新港，其中 1 名士兵因為蛀牙而極
為痛苦，由於沒有鑷子，馬偕遂將一塊硬木頭削尖後為他拔牙。後來到鄉下傳道時，馬偕便常呼喚民眾：
「來來來，拔牙齒免錢」，以免費拔牙為誘因，吸引當地民眾前來拔牙，接著在空地或寺廟臺階唱 1、
2 首聖詩後接著講道。他快速的拔牙手法，往往在不到 1 個小時之內拔下 100 顆牙齒，很快就解決蛀牙
病人多年的痛苦。加以較好的麻醉技術與藥品、基本的消毒知識與治療等，使得其醫療手法漸獲得民眾
的信賴。馬偕估算從 1873 年到 1901 年共拔下了 21,000 個以上的牙齒，因此可說是用拔牙鉗和奎寧水，
吸引了許多民眾願意親近基督教，讓信仰基督的人快速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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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偕另致力對付當時臺灣最惡毒的疾病 – 瘧疾。他採用改善公共衛生及給予患者服用奎寧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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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降低了致病率及死亡率。
馬偕在北臺灣的傳教以淡水為根據地，再擴大至臺北盆地、基隆，往南至桃竹苗臺中地區，越過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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貂嶺前進宜蘭平原，更遠達花蓮地區，總共約設立 60 所教會，由於馬偕傳教常是個人單槍匹馬奮力開
創，有的教堂因後繼乏人乏力而衰微，但北臺地區歷史悠久的長老教會都是源自馬偕，他堪稱是上帝派
遣至福爾摩沙的使徒。

Planning Focus

有關教會史部分已極豐富，特別值得一提的是馬偕到宜蘭平原傳教時，當地的噶瑪蘭平埔族社大
致都還保留原樣貌，部分族人在改用漢字姓名時就用偕為姓。1889 年馬偕在今三星鄉貴林村設立紅柴
林教會，偕八寶成為駐堂傳道師，噶瑪蘭人甚多移居東海岸聚居豐濱鄉新社一帶，偕八寶之子偕萬來
（1932 ～ 2008）維持噶瑪蘭語能力，並致力母語教學與文化傳承，是噶瑪蘭族族群復振的大推手，
2002 年正式受認定為臺灣原住民族的第 11 族。馬偕到花蓮奇萊平原的達固（Takoboan）等部落，注
意到其與周邊族群的差異，他的親歷紀錄也成為日後撒奇萊雅族（Sakizaya）正名復振的參考線索。

三、引進新式醫療
（一）藉醫療傳福音
馬偕在 1872 年 3 月 9 日登陸淡水，旋於 6 月 1 日展開了他在臺灣的醫療傳教事工。馬偕曾說：「醫
療佈道之重要，已經毋需再強調了。…從我們在臺灣開始工作時起，就重視主的話語和榜樣，用醫病的
方法以求獲得迅速的利益。…我看見臺灣的人民為各種疾病所苦惱，隨時為他們治病及解除痛苦，因
而為佈道團獲得了許多感激的朋友和贊助者。」1 而他的家也變成了禮拜堂、診所及學校。2
當時臺灣「最惡毒的疾病，也是最普遍、人們最害怕的疾病，就是瘧疾」，馬偕本人也曾 2 度感
染瘧疾。然而漢人對此病症認知的起源及治療方法極其怪誕。馬偕針對瘧疾所採取的治療，首先從倡
導公共衛生開始，鼓勵民眾除草、通水溝，以減少傳染性蚊蟲的繁殖；讓病患飲用大量的流質，如檸
檬切片煮出的水，不但是可口的飲料，對瘧疾患者的病情也有所幫助。另外則施以瀉藥及蒲公英根，
並經常使用奎寧劑，如果需要的話，再用過氯酸鐵。馬偕免費發放奎寧溶液給病患，當時被稱為「馬
偕的白藥水」。3
除了瘧疾之外，馬偕醫療佈道最重要的事項是牙疾的治療。馬偕第一次試行拔牙是在 1873 年，以
1 塊硬木頭削尖後，為 1 名監視馬偕等人行動的士兵拔牙。他帶領學生旅行各處時，通常是在廣場上先
唱讚美詩，其次為人拔牙，然後講道。往往在不到 1 個小時之內拔下 100 顆牙齒。從 1873 年起，馬偕
本人拔下了 21,000 個以上的牙齒，學生和牧師們拔了大約這個數字的一半。4
由於來求診的病患漸多，馬偕自寓已太狹窄，因此於 1873 年 5 月 5 日啟用租在滬尾街邊的民宅「滬
尾醫館」，並請駐在滬尾港洋行的外籍醫師幫忙看診。5

1 馬偕，《台灣六記》（台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0），頁 129。
2 卓邦弘總編輯，《寧願燒盡 –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馬偕紀念醫院創設 105 週年紀念冊》（台北：馬偕紀念醫院，1985），頁 82。
3 馬偕，《台灣六記》，頁 130 ～ 131；卓邦弘總編輯，《寧願燒盡 –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馬偕紀念醫院創設 105 週年紀念冊》，頁 66。
4 馬偕，《台灣六記》，頁 131- ～ 33。
5 卓邦宏總編輯，《寧願燒盡 –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馬偕紀念醫院創設 105 週年紀念冊》，頁 67、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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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協助馬偕醫療工作的英國商行醫師，包括 1872 年 6 月 21 日起至 1873 年協助診療工作的富蘭克
林（Dr. Franklyn）；1873 年 5 月 5 日起至 1880 年協助診療工作的林格（Dr. L. E. Ringer），林格醫
師在協助馬偕的 8 年中，完全是提供免費施診，估計有超過 8,000 名病患被診治過，他並協助馬偕籌建
新醫館，直到 1880 年返回英國。另外，負責北臺灣傳教事業的加拿大長老會所派遣的加拿大宣教師華
雅各醫師兼牧師（Dr. & Rev. James B. Fraser）於 1875 年 1 月 29 日來到淡水任職，但 1877 年 10 月
3 日其夫人逝世，他於 10 月 10 日帶著小孩返回加拿大。6
1873 年 1 月 9 日，第一批信徒 5 人受洗加入教會，有 4 人立志要做福音的使者，馬偕除對他們施
以神學教育外，也施以簡單的醫理、藥理教育，並讓他們到醫館臨床見習、實習，以便在傳教時能夠隨
時隨地幫助病患。日後牛津學堂的學生亦接受此種教育。因此初期的北部教會不但是崇拜上帝的聚會
所，同時也是簡單的醫療站。7

（二）發展成四大馬偕醫院
1.1912 年設立馬偕紀念醫院
宋雅各認為醫療工作對傳教有很大的幫助，偕醫館重新營運後，讓淡水當地的聚會人數大為成
長，但鑑於實際的需要，他積極向加拿大方面要求需要更大的醫院與更好的設備，並且建議將醫療
中心由淡水遷到臺北市，以應付將來更大的需要，並提議將醫療中心擴建，以紀念北部教會宣教先
鋒馬偕醫師。加拿大長老教會同意此提案，撥款 25,000 美金，在臺北牛埔仔庄（今雙連）建造 1 座
新醫院，於 1912 年竣工，即馬偕紀念醫院。8
2.1972 年設立淡水院區
原先設立淡水分院，是因為臺北本院的病舍陋舊且屬危險建物，須於原址重建新院舍，因此需
要先覓地興建分院，以備臺北本院建築未完成期間，能暫予收容病人之用的建物。1968 年 6 月成
立淡水分院建築委員會，選擇在淡水鎮竹圍里興建分院，於 1969 年 2 月破土，1970 年初步完工，
1972 年正式開院。9 成為八里、淡水到北海岸地區重要的醫療院區。
「馬偕樓」於 2008 年 2 月初正式啟用，提供了民眾最優質化的醫療服務。地下 3 層、地上 10
層的馬偕樓，使得淡水院區總樓地板面積由目前 21,500 坪增加至 41,000 坪的空間。原位於「恩典樓」
的 42 及 43 病房搬至馬偕樓，將原病房空間設置為臨床訓練中心，在部科方面又增建內科與小兒科
加護病房，10 提供淡水、八里、三芝、石門、金山等北海岸地區居民更全面的醫療服務。
3.1987 年設立臺東分院
臺東分院創立於 1987 年，是臺東目前唯一的區域教學醫院。自成立以來，一直擔負著臺東地區
後送醫院的功能，並承辦臺東區醫療網工作。臺東分院的成立，始於 1982 年，馬偕醫院派醫療小組
到蘭嶼島做長期醫療援助服務。1983 年 7 月應行政院衛生署之邀，於臺東縣成功鎮開辦第一所群體

6 馬偕，《台灣六記》，頁 139；許妝莊，〈從偕醫館到馬偕紀念醫院：殖民進代化中的醫療傳教〉（台北：台灣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
2010），頁 21。
7 卓邦宏總編輯，《寧願燒盡 –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馬偕紀念醫院創設 105 週年紀念冊》，頁 67。
8 卓邦弘總編輯，《寧願燒盡 –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馬偕紀念醫院創設 105 週年紀念冊》，頁 68、82。
9 馬偕紀念醫院編，《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馬偕紀念醫院創設 100 週年紀念冊》（台北：馬偕紀念醫院，1980），頁 26。
10 淡水馬偕紀念醫院，http://www.mmh.org.tw/index.asp，瀏覽日期：2021.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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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中心。1985 年 5 月在臺東縣太麻里鄉開辦第二所，9 月在花蓮縣富里鄉開辦第三所。臺東縣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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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有感於馬偕醫院的服務熱忱，加上當地民眾需要有大型的醫院之需，馬偕醫院董事會 1984 年 12
月 15 日與臺東縣政府簽約，由臺東縣政府無償提供臺東市鯉魚山麓 2 甲多之土地，做為興建醫院之

劃焦點

基地，1985 年動土，1987 年落成。
臺東分院於 1996 年 8 月陸續新增部科，包括腫瘤治療科、整形外科、顱薦系統治療、黴菌感染
特別門診、氣喘／衛教門診、記憶門診、兒童復健、彼拉提斯運動等，對地方民眾甚有助益。目前
分院有 24 個專科門診及藥劑科、放射線科、病理檢驗科 3 個非臨床科。除醫療服務，亦定期舉辦醫

Planning Focus

療講座及出版刊物，以教育當地醫師，每週定期至蘭嶼、綠島二離島及金峰鄉執行醫療整合照護計
畫，及定期支援臺東地區醫院、衛生所醫療服務。同時，並成立各種團契：光鹽團契、以斯帖團契、
娜魯灣團契等，讓醫護人員不僅工作上可以互相砥勵，在生活上亦可相互扶持。
此外，臺東分院同樣本著醫療傳道的理念，醫護人員會為患者在經濟提供適當的協助，以達身
心靈完整醫治。設立社區健康中心，承辦「卑南社區健康生活方案」，使醫療、保健、衛生教育資
源廣披於社區民眾，做到「預防勝於治療」的理想。成立居家護理照護，由醫師與護理人員至患者
家中提供醫療、安寧居家照護和一般護理指導。並設有營養衛教室和糖尿病人保健推廣中心、藥物
諮詢室，提供患者營養諮詢及糖尿病患者醫療諮詢及用藥諮詢。共從事各種基金的募集，並有社工
人員協助患者解決其與疾病有關的社會、心理、情緒、家庭、經濟的問題，以提高整體醫療效果。11
4.2002 年設立新竹分院
馬偕紀念醫院新竹分院於 2002 年底開幕，同樣秉持著馬偕對於醫療的核心價值，用心規劃不
同層面的醫療需求。醫院的成立宗旨與使命：即專業的醫護人員們全心全意關懷弱勢。新竹分院以
經濟財務、資源共享、社會公平 3 項為發展平衡主軸，為使醫療人員能學習到有助於貫徹醫院使命
和宗旨所需的新技能，亦重視醫療人員的培訓，並持續在新竹偏遠山區提供醫療照顧及遠距照護關
懷。12 2009 年，新竹分院的二期醫療大樓平安樓落成，提供了醫療所需的空間。

四、神學教育到一般學校
（一）牛津學堂
馬偕在臺灣藉由醫療方式執行宣教活動，在宣教過程中，有感於其在語言所造成的隔閡，雖然自身
也努力學習臺語，但觀察到若欲順利推展宣教理念，避免語言造成的誤解，唯有藉重臺灣當地人的人脈
和語言優勢，方能協助其傳教，故有了培養臺灣當地傳教士的構思。1880 年回加拿大募款，1882 年在
淡水創立牛津學堂（Oxford College 理學堂大書院），作為培養本地傳教士的學校。同時，馬偕在宣
教過程中亦發現臺灣社會中婦女地位的問題，為疏解臺灣婦女無法接受教育的問題，1884 年在鄰近牛
津學堂之處興建「女學堂」，專門招收女學生，教授識字、閱讀、歌唱聖經史和聖經教義問答等課程，
同時，有鑑於臺灣傳統社會習俗中男女有別的異差，馬偕亦藉女子教育培養不少本地女性宣教師，以利
向本地婦女宣教。1878 年 5 月，馬偕和張聰明（1861 ～ 1925 五股坑人）在淡水英國領事館舉行婚禮，
更成為一段美談，亦對婦女宣教有所助益。

11 卓邦弘總編輯，《寧願燒盡：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馬偕紀念醫院創設 105 週年紀念冊》，頁 74；馬偕紀念醫院編，《馬偕紀念醫院建院 120 週年
特刊》，頁 66 ～ 67；台東馬偕醫院 http://ttw3.mmh.org.tw/，瀏覽日期：2021.4.20。
12 新竹馬偕紀念醫院網站，http://www.hc.mmh.org.tw/about/007.asp，瀏覽日期：2021.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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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般學校
日治時代馬偕長子偕叡廉（George William 1882 ～ 1969）計畫在淡水設立一般的中學校，1911
年神學校遷至臺北，原來的牛津學堂在 1914 年設立淡水中學校，1922 年改校名為私立淡水中學，
1925 年遷至現今校地。
1884 年，馬偕創辧「淡水女學堂」，是臺灣第一座女子學校。1907 年，改組為淡水女學校，1915
新建校舍，翌年 5 月完工啟用。女學校在 1936 年因學制關係，改名為「淡水高學女學校」，戰後一度
改名為「純德女中」，後來和淡江中學合併。因為這層緣故，過去稱它為「純德大樓」。1990 年，純
德幼稚園也以 1 樓為校舍，目前作為淡江中學小學部的前樓。
戰後，由台灣長老教會於 1945 年 11 月接收學校，改名為淡水女子中學。1947 年 7 月，淡水女子
中學與淡水中學校合併，分別改稱淡江中學男子部與淡江中學女子部。1948 年，男子部與女子部分開
經營。1949 年 2 校各聘校長，同年 7 月女子部正式改名為純德女子中學。1956 年，男、女兩校再度合併，
即為今日之私立淡江高級中學。除了淡江中學之外，北部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為了傳續馬偕之教育精神，
1965 年在牛津學堂原址成立淡水工商管理專科學校（Tamsui Institute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1971 年曾將英文校名改為 Tamsui Oxford College ，1994 年改為四年制的淡水工商管理學院（Tamsui
Oxford University College），1999 年升格大學，改名為真理大學（Aletheia），從這些英文校名就
可看出鮮明的加拿大和教會的淵源。
1950 年張驚聲與居正籌備設立「淡江英語專科學校」，當時也曾借用淡江中學，所以淡江大學的
英文校名就採用教會羅馬字（白話字）的 Tamkang，淡江英專逐漸擴大，1958 年改制為四年制的淡江
文理學院，1980 年更名淡江大學，成為淡水地區著名大學，淡江大學並非屬教會系統的大學，卻是全
國唯一以教會台語拼音字作為英文校名的大學，而且其創校校名稱也為淡水留下一條「英專路」。

（三）醫學校
1970 年在馬偕紀念社會事業基金會及臺北本院的全力支持下，於淡水馬偕醫院的竹圍院區成立「馬
偕高級護理職業學校」，13 其後又增設校區於關渡校區迄今，培育醫護人員，建立完整的醫學體系。
2009 在三芝創設馬偕醫學院，建構完整的醫學教育體系。
1872 年，馬偕為臺灣引進現代化醫療觀念與教育，隨著偕醫館（1880）、馬偕醫院（1912）及其
本院與分院的陸續設立。1913 年 9 月成立的「馬偕紀念醫院看護婦訓練班」，即為今日馬偕醫護管理
專科學校之前身。以「馬偕理念」為核心價值所陸續成立的馬偕高級護理職業學校（1970）、馬偕醫學
院（2009），更奠下發展醫療與醫學結合的重要橋樑。回顧臺灣醫學院的發展史，臺灣與現代醫學接觸
的經驗可上溯至馬偕的醫療宣教，而全面性的引進現代醫學教育則始於 1897 年，由日本引進的醫學教
育制度。
1946 年 8 月，在加拿大長老教會、聯合國重建救濟委員會、紅十字會及加拿大援華會等組織直接
間接的援助下，重行開院，護士訓練班則於 1948 年 3 月開辦。

13 卓邦弘總編輯，《寧願燒盡：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馬偕紀念醫院創設 105 週年紀念冊》，頁 70 ～ 73、86 ～ 87；馬偕紀念醫院編，《馬偕紀念
醫院建院 120 週年特刊》，頁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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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 年北部大會復設馬偕紀念醫院理事會，理事會於 1950 年提出「私立馬偕紀念醫院院內章程」

企

及「馬偕醫院職員服務章程」。1960 年 11 月，彰化基督教醫院與馬偕紀念醫院兩董事會，決定合併兩
院的護士訓練班，並將校址設於馬偕醫院內，1961 年開始實施此項聯合訓練計畫，至 1965 年停辦。

劃焦點

1970 年 7 月奉准立案為馬偕高級護理職業學校，10 月 2 日舉行創校典禮。校址初設在淡水馬偕醫院的
竹圍院區，其後設於關渡校區迄今。為順應社會變遷之需求並配合教育政策之發展，於 1999 年 8 月改
制為馬偕護理專科學校，期間，為因應增科增班的發展需求，亦積極規劃位於新北市三芝的新校區。關
渡校區新建的綜合教學大樓，於 2004 年 10 月啟用，三芝校區則於 2006 年 8 月啟用。

Planning Focus

在培育護理人員之外，馬偕紀念社會事業基金會深切體會到若無基礎研究與教學的輔佐，臨床服務
將有其侷限，遂於 1995 年著手籌設馬偕醫學院之工作，歷經十多年，終於 2009 年正式創校。臺灣的
醫學院校大多以地名為主如臺大、北醫、高醫，或是人名如成功大學、中山醫大等，馬偕護專和醫學院
則是以一完全在地化的外國人為名，也可說是馬偕留給臺灣的遺產。
馬偕醫學院初期先成立醫學系與護理學系，2012 年增設聽力與語言治療系和生物醫學研究所，並
配合校務發展與社會需求逐步增設系所。學校也積極與其他國內外學校合作交流，擴大學生學習視野，
主要以馬偕體系之醫療院所或其他醫院如彰化基督教醫院和新樓醫院等合作，作為學生實習場所。馬偕
醫學院在發展目標上，更著重於提升醫學人文教育的涵養，特別標舉「敬天愛人，謙忍卓決」作為校訓，
培養學生具有敬天愛人、社會與環境責任、人文關懷及團隊精神等基本素養，期待能藉由全方位的教學
與實務，傳承與發揚馬偕精神。

五、文化遺產
（一）文獻史料：《福爾摩沙紀事：馬偕台灣回憶錄》（From Far Formosa）
馬偕於 1895 年返加拿大述職時，為向加拿大介紹臺灣風土，故著手撰寫“From Far Formosa＂，
於 1896 年 1 月正式出版。目前譯有 3 種中文版本：1959 年，由林耀南譯為《臺灣遙記》，由臺灣省
文獻委員會出版。1960 年，再由周學普譯為《臺灣六記》，由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出版。2007 年，由
林晚生翻譯、鄭仰恩校註，是為《福爾摩沙回憶錄：馬偕臺灣回憶錄》，由前衛出版社出版。
全書分 6 部 36 章，「第 1 部：導言」記載馬偕早年生活以及來臺經過。「第 2 部：島嶼」記載臺
灣的地理、歷史、人種及動植物種類。「第 3 部：漢人」記載臺灣住民情況、社會、政府、司法以及馬
偕開始建立教會、受清法戰爭之累等。「第 4 部：被征服的原住民」記載平埔族的生活、社會，以及宣
教情況。「第 5 部：山上的生蕃」記載馬偕深入臺灣山林向高山原住民宣教的情況，幾至險遭遇生命危險，
因依靠上帝信仰而無畏無懼。「第 6 部：淡水的宣教總部」記載馬偕以北臺灣淡水作為宣教據點所開始
的建設，訴說如何培訓本地傳教者、建立學校及醫院幫助臺人。書中亦收錄數張地圖，以及馬偕全家福
照片、或與學生旅遊照、拔牙、搭舟行過奇萊平原、牛津學堂、新店教堂及原著民等照片，極為珍貴。

（二）馬偕日記；北臺灣宣教報告
該批日記由馬偕之子偕叡廉提供，早期，由陳宏文根據偕叡廉所摘譯的日記，翻譯出版為中文版《馬
偕博士日記》。14 目前，日記已捐贈給臺灣教會，並保存於北部長老教會史蹟委員會（淡水真理大學牛

14 陳宏文，《馬偕博士日記》（臺南：人光，1996）。《馬偕博士日記》是 1972 年《馬偕博士略傳．日記》的改版。除保留原有內容，並增加「馬
偕與臺灣」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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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學堂）。15 日記中記載教會創立時間、受洗人數等，可以作為對照北部教會發展的史料之一。同時，日
記屬個人私文書，透過馬偕日記的出土，可望彌補在研究馬偕時相關史料缺漏之憾。馬偕日記中文翻譯
本共計 3 冊，已於 2012 年由玉山社出版社出版。

（三）文化資產
馬偕長期居住在淡水，
「新北市文化資產總覽」中，16 就列有與馬偕有關的文化資產「國定古蹟」和「新
北市市定古蹟」2 大類，共 4 處：
「國定古蹟」
理學堂大書院：國定 74 年 8 月 19 日，所在地：淡水區真理街 32 號，涵蓋範圍：淡水區紅毛城段 14 地號，
管理使用單位：真理大學。
「新北市市定古蹟」
1. 馬偕墓
類別：墓葬，公告指定日期：74.8.19，所在地：淡水區真理街 26 號，涵蓋範圍：淡水區紅毛城段 857 地號。
2. 淡水禮拜堂
類別：教堂，公告指定日期：87.8.29，所在地：淡水區馬偕街 8 號，涵蓋範圍：淡水區中正段 533 地號。
3. 滬尾偕醫館
類別：其他，公告指定日期： 87.8.29，所在地：淡水區馬偕街 6 號，涵蓋範圍：淡水區中正段 533 地號。

六、結語：立足淡水歷史行跡
馬偕在臺灣的行跡遍及北臺灣的淡水、宜蘭、中臺灣，甚至東臺灣，注意到臺灣住民（漢人、平埔、
原住民）之間相異的習俗與文化，留心自然環境的巧妙、觀察萬物生息的變化，不僅稟賦有宣教師的慈
愛，亦展現了冒險家的精神。在馬偕留下的日記、回憶錄等相關史料中，可以看見當時臺灣的住民、習俗、
社會、歷史等面向的發展與重要性。
馬偕遠自加拿大來到臺灣，本著宣教師的精神與理念，實踐向上帝許下的承諾，抵達臺灣後，為臺
灣帶入現代化的醫療與教育，啟蒙臺灣人民，同時，其腳蹟遍及整個北臺灣，亦曾探訪中臺灣及東臺灣，
勇敢深入臺灣山林接觸臺灣原住民，馬偕所具有的不僅是宗教家的理念，亦極具冒險家的精神。為紀念
馬偕精神，時人將馬偕登臺之日「3 月 9 日」訂為「設教紀念日」，並將馬偕逝世「6 月 2 日」當日訂為「馬
偕日」。
馬偕為臺灣所引進的人文教育、現代醫療技術和宗教理念的精神素養，對臺灣有長久的影響。在醫
療體系方面，有 1880 年的滬尾偕醫館到 1912 年馬偕醫院及淡水、新竹、臺東各地分院的設立。在醫療
教育方面，有 1913 年馬偕紀念醫院看護婦訓練班、1970 年馬偕高級護理職業學校，到 2009 年馬偕醫學
院的增設，可以看見馬偕終其一生在臺灣展開近 30 年的宣教事業，並未隨著斯人的逝世而結束，足見隨
著時代之需，馬偕紀念社會事業基金會本著傳承了馬偕醫療宣教的理念，有系統地建立醫療體系與教育。
昔日馬偕在宣教、醫療和教育 3 方面的重視與貢獻，時至今日仍於臺灣流傳不息。

15 吳文雄，〈馬偕研究與史料介紹〉，吳密察等撰，《愛在臺灣 – 馬偕博士收藏臺灣原住民文物》（臺北：順益博物館，2001.05），頁 16。
16 新北市政府「新北市文化資產總覽」， https://www.culture.ntpc.gov.tw/xmdoc/cont?xsmsid=0I057577571282064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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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水外僑墓園空間及史實增補
—永代借地資料及馬偕日記之
分析

文

圖 ︱張志源（內政部建築研究所助理研究員、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東亞學系兼任助理教授）

本文透過「臺北縣縣定古蹟淡水外僑墓園調查研究及修復計劃」及該研究之淡
水外僑墓園「墳墓編號表」，比對此墓園之永代借地資料，增補馬偕日記中對
華雅各醫生兼牧師之夫人、閏虔益牧師之子、黎約翰牧師之嬰兒、黎約翰牧師
過世相關記載，充實原調查研究之內容，期望後人能更重視淡水外僑墓園之歷
史價值。
This article uses the contents of the "Survey, Research and Restoration Plan
for the Tamsui Foreign Cemetery, a Historic Site in Taipei County" and the
"Grave Numbering Table" of the Tamsui Foreign Cemetery in the study. In the
cemetery, the wife of Rev. J. B, Fraser, the son of Rev. K. F. Junior, the baby of
Rev. John Jamieson, and Rev. John Jamieson's death related records, enrich
the contents of the original investigation and research. They are studied in
the hope that future generations will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history of the
Tamsui Foreign Cemetery value.

56

一、前言
淡水於 19 世紀中葉被迫開港，市街空間結構轉變為洋人可自由進出之港口，當時在
淡水之外國人，主要分布於鼻仔頭及埔頂二個區域 1，興建的建築物主要靠近滬尾街兩端，
包括砲台埔紅毛城一帶之荒地、沙灘地及鼻仔頭。而外國人來臺灣，因故客死淡水時，有
許多人埋葬在此地之外僑墓園。
過去周宗賢（2003）主持之「臺北縣縣定古蹟淡水外僑墓園調查研究及修復計劃」，
業就歷史沿革、墓園之建築形式、植栽與磚石劣化調查、破壞現況與修護計畫進行分
析 2。本文以該調查研究資料之基礎，從日治時期「臺北廳報」相關資料及偕叡理牧師（人
稱「馬偕博士」、「偕牧師」）所撰寫之日記（以下簡稱「馬偕日記」）增補外僑墓園相
關土地及在「墳墓編號表」內之華雅各醫師兼牧師（Rev. J. B. Fraser）夫人、閏虔益牧
師（Rev. K. F. Junor）之子、黎約翰牧師（Rev. John Jamieson）及他的嬰兒過世之相
關記載。

二、現行淡水外僑墓園相關研究成果概述
在「臺北縣縣定古蹟淡水外僑墓園調查研究及修復計劃」提到西元 1870 年淡水
英國領事館已開始管理外僑墓園，然而，最早的墓是西元 1867 年英國人 Charles Earl
將他年僅 2 歲就夭折之愛女葬在紅毛城後方山坡，此是外僑墓園之肇始，而墓園內最後一
個墳墓是英格蘭人 Francis Herbert Berger O.B.E.，葬於西元 2001 年 7 月 14 日 3。英國
領事館至西元 1890 年才擁有第一本外僑墓園「帳冊」，此是當時為了管理墓園所需經費，
有一筆向淡水海關募來之「208 英磅」收入費 4。這座墓園，歷經清領時期、日治時期、
光復後共經歷 100 多年，共有 76 人。埋骨於此之人最多是傳教士 14.47％，其次是眷屬
13.16％，航運者 5.26％，官員 5.26％，學者 1.32％，醫生 1.32％，營造業者 1.32％，
這些人死亡年代以西元 1946 年～ 1965 年最多，共 23 人，西元 1886 年～ 1896 年有 6 人，
西元 1871 年～ 1885 年有 13 人，總共有 76 座墳墓，國別有英、美、加拿大、法國、蘇
格蘭、義大利、錫蘭、西班牙、葡萄牙、法國、芬蘭、丹麥等 5。西元 1972 年中英斷交，
英國領事館遷走，墓園荒廢，至西元 1982 年由加拿大僑民協會出面認養、整理及修繕。
西元 1998 年 8 月 29 日此墓園指定為縣定古蹟，土地屬國有財產局，管理單位為「加僑
協會」，每年清明節旅臺之加僑都會到此掃墓，現墓園為直轄市定古蹟。

1 張志源，《臺灣淡水埔頂及鼻仔頭地區歷史建築空間變遷》（臺北：蘭臺網路出版社，2014）。
2 周宗賢，《臺北縣縣定古蹟淡水外僑墓園調查研究及修復計劃》（臺北縣政府委託，2003）。
3 周宗賢，《臺北縣縣定古蹟淡水外僑墓園調查研究及修復計劃》，頁 4。
4 周宗賢，《臺北縣縣定古蹟淡水外僑墓園調查研究及修復計劃》，頁 4。
5 周宗賢，《臺北縣縣定古蹟淡水外僑墓園調查研究及修復計劃》，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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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外僑墓園規劃上，西元 1910 年淡水外僑墓園修繕後，以 X 形紅磚道區分墓園，因
宗教信仰之不同及個人職業之不同，而分成東、西、南、北 4 個區域。東區以基督教徒為
主，西區以商人為主，北區以官員為主，南區以天主教徒為主。在建築形式與特徵上，是
否有地表下之墓穴不得而知；地表上之墓石可分為以墓壙之範圍作積石或以石板作墓石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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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 6，此種材料種類與應用，包括：觀音山石、花崗石、唭哩岸石、大理石等，花崗石
之選用為多，另有使用磚材 7。
該墓園重要人物，介紹了吳威廉（墳墓編號 33，William Gauld，1861 ～ 1923）、
巴恩士（墳墓編號 18，Lieut Max E. Hecht，1853-1892）、畢公父子（墳墓編號 9 及墳
墓 編 號 72，Pedro Florentino/Bi.king-guei，？ -1884，1858 ～ 1926 8) 、Leona Inez
Green（墳墓編號 56，1891 ～ 1958）、Narcissus Peter Yates（墳墓編號 42，1862 ～
1938）9。

（一）Lieut Max E. Hecht（巴恩士）
德國人，滬尾礮臺督造者，生前對清領時期臺灣海防有極大貢獻。1891 年 9 月
21 日清領時期以「監造臺灣礮臺訓練得力，賞洋員巴恩士寶星」，榮獲中國政府頒
授「雙龍寶星三等第一」之勳章。與巴恩士一生相關之礮臺有基隆二沙灣礮臺（現為
國定古蹟）、澎湖西嶼之東礮臺與西礮臺（現為國定古蹟）、淡水滬尾礮臺（現為國
定古蹟）、旗后礮臺（現為國定古蹟），他也訓練過安平二鯤鯓礮臺（現為國定古蹟）
之礮手。
巴 恩 士 在 淡 水 外 僑 墓 園 有 2 座 墓， 一 為 英 文， 墓 碑 正 面 用 外 文 寫 著「IN
MEMORIAM LIEUT MAX E. HECHT WHO DIED IN TAMSUI ON THE 19th AUGUST
1892 IN HIS 39 TH YEAR RUHE SEINER ASCHE ERECTED BY HIS FRIENDS」墓碑後面
刻著「BROWN, JONES & Co……HONG KONG」。另一座巴恩士之墓，除了中文、
德文姓名以及榮獲寶星之中國字之外，並無其他記載。

（二）Narcissus Peter Yetes
是加拿大籍牧師，為臺灣神學院創辦人孫亞各牧師之友，臺灣東部許多長老教會
之教徒，其第一代多受其影響而信教。

6 周宗賢，《臺北縣縣定古蹟淡水外僑墓園調查研究及修復計劃》，頁 53 ～ 61。
7 周宗賢，《臺北縣縣定古蹟淡水外僑墓園調查研究及修復計劃》，頁 62。
8 墳墓編號 72 寫享年「1958-1926」，西元 1958 年應為誤繕，經過推算，應為西元 1858 年。原資料詳見周宗賢，《臺北縣
縣定古蹟淡水外僑墓園調查研究及修復計劃》，頁 23。
9 周宗賢，《臺北縣縣定古蹟淡水外僑墓園調查研究及修復計劃》，頁 6 ～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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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Leona Inez Green
美國修女，在臺灣設立了相關女嬰收養機構，其機構後來也參加了與臺東基督教
醫院之創立工作。

（四）Pedro Florentino/Bi.king-guei
可能是北淡水地區第一個信仰天主教之家族。

（五）William Gauld（吳威廉）
對淡水傳教之貢獻極大，長達 32 年臺灣佈道生涯。設計作品至少包括馬偕墓、
姑娘樓、牧師樓、婦學堂、北投教會、大稻埕教會、淡水高等女學校、臺北神學校、
宜蘭教會、新竹教會、基隆教會、鳳林教會之禮拜堂等。
本文透過其他既有研究資料，補述吳威廉牧師在該調查研究及修復計劃未提及之
相關事蹟。吳威廉牧師出生於加拿大安大略省密德賽克斯郡之西敏鎮，西元 1892 年
8 月於加拿大多倫多西敏長老教會（Westminster Presbyterian Church, Toronto）
與其夫人吳媽利女士同受海外宣道委員會指派，搭乘加拿大太平洋鐵路出發前往臺
灣，至加拿大西岸後，於溫哥華港之碼頭搭上汽輪，過境橫濱與香港，飽覽了東方港
埠景象，最後乘坐「福建號」於 10 月 22 日抵達淡水 10。
西元 1893 年吳威廉牧師夫婦接替例假返回加拿大之偕叡理牧師夫婦管理牛津學
堂及女學堂，但旋因中日甲午戰爭爆發，此學堂至西元 1896 年才再次開課，西元
1901 年因偕叡理牧師過世而停課 11。
西元 1899 年吳威廉牧師夫婦例假回國時，吳牧師娘在加拿大長老教會女宣教會
報告臺灣工作時，強調臺灣對於女宣教師之需求。偕叡理牧師過世後，吳威廉牧師及
華德羅牧師於西元 1904 年向加拿大教會宣導會呈遞請願書，促使加拿大基督教長老
教會宣教師成立「教士會」，臺灣北部教會開始從接近主教制度之佈教開拓時代進入
長老教會建設發展時代。當時決定由教士會負責推行工作，並在北臺灣創設中會以促
進臺灣教會自治。
另「臺灣日日新報」曾報導西元 1916 年吳威廉牧師 12 新建學校，重新開學，並增
設高等女子部，更名為「淡水高等女學校」。

10 陳穎禎，《加拿大宣教師吳威廉在北臺灣的建築生產體系及作品研究》，頁 2-2、2-9。該資料出自（Gauld, Willams,
Rev., D.D.,Formosa（Biography 1861-1923））《Biography》UCC/VUA, Bio Files Box. G2.
11 臺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歷史委員會，《臺灣基督長老教會百年史》，頁 44。
12 吳威廉牧師的報導，詳見大正 6 年（1917）10 月 22 日，《臺灣日日新報》，〈吳宣 師紀念會〉，10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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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淡水外僑墓園吳威廉牧師墓碑銘文寫著「懷念摯愛的吳威廉
士

文學士、神學博

生於加拿大，西敏鎮 1871 年 2 月 25 日 歿於臺北，臺灣 1923 年 6 月 13 日 “我

是道路、真理與生命＂」，碑文原文為：＂In lovicg memory of William Gauld B.A.,

Planning Focus

D.D.. Born Westminster Canada Feb. 25 1861. Died Taihoku Formosa June 13
1923. Ian the way,the truth and the life.＂

三、日治初期淡水外國人雜居地之記載補充
淡水外僑墓園為何從清領時期就能夠出現在此地，此與當時允許外國人租借土地有
關。在「臺灣私法」提到當時清帝國與外國政府共同協定不動產租借手續（永代借地權），
居留之外國人主要為傳教士、商人、官吏，租借土地中分官地及民地；條約中容許之行為
包括租貸民屋、行棧存貨、租地自行建屋、禮拜堂、醫院、救濟院、學房、墳地 13。而淡
水的外國人墳地，指的是外僑墓園與馬偕墓園。
淡水外僑墓園在日治初期是位在淡水「外國人雜居地」之邊緣。可見於西元 1896 年
9 月 28 日臺灣總督桂太郎上呈一份 ｢ 關於本島四港一市之（西方）外國人雜居地區域擬
定之文件 ｣ 給拓殖務大臣，附上了各港市地圖共 7 張，其中有雜居地區域擬定之相關意見
書及呈各國領事並諮詢其意見之通知書 14，在該文件中，淡水外國人雜居地範圍便包含在
內。西元 1897 年 4 月 24 日臺灣總督府以漢文公布淡水「外國人雜居地」之範圍（圖 1、
圖 2），內容為：滬尾東至鼻仔頭丘麓起至布埔頭街東畔則至元吉街盡頭至外國墳山之後
面則至英國領事館左近小溪更沿其流入河之處止或北或西有小曲折只南方即淡水河為界而
滬尾街包在此內是為雜居地域 15 。
在西元 1909 年「臺灣總督府民政事務成績提要｣記載，淡水墓地計 236 坪，屬於永
代借地之官有地，是西元 1878 年 8 月由英國領事向吳順永遠租借 16。
「臺北縣縣定古蹟淡水外僑墓園調查研究及修復計劃」中找到「臺北廳通知書」有提
到淡水外僑墓園座落於「臺北廳芝蘭三堡滬尾街土名砲臺埔」，地番為「第八番」，地目
為「墳墓地」，甲數為「壹分貳毫八絲」，業主為「國庫」，永代借地權者為「英國人共
同墓地管理者大不列顛國領事」，借地料為「銀壹百圓」，借地條件為「無期限條件」。

13 臺灣省文獻會，《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第一部調查第三回報告書臺灣私法》（臺中市：臺灣省文獻會，1990），頁 491。
14 臺灣慣習研究會，《臺灣慣習記事（中譯本）第五卷上》（臺中市：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86），頁 270。
15 明治 30 年（1897），〈臺灣島ニ於ケル外國人居留地經界確定一件〉，《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紀錄》，3 門，12 類，2 項，
33 號；臺灣總督府發行，明治 30 年（1897）4 月 24 日，《臺灣總督府報》第 66 號。
16 臺灣總督府民政部文書課編，《臺灣總督府民政事務成績提要第三編》，（臺北市 : 臺灣總督府民政部文書課，1958），頁
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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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西元 1897 年淡水外國人雜居地
指定文件（日文）。資料來源：明治
30 年（1897）4 月 21 日，《臺灣新
報》，第 182 號附錄。

圖 2： 西元 1897 年淡水外國人雜居地範圍。資料來源：明治
30 年（1897），〈臺灣島ニ於ケル外國人居留地經界確定一
件〉，《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紀錄》，3 門，12 類，2 項，
33 號。

當時英國人共同墓地管理者大不列顛國領事代理人為清水重隆 17。
此內容與在西元 1909 年 9 月 1 日「臺北廳報」記載滬尾烽火街、龍目井街、永吉街、
新店街、砲台埔、竿蓁林庄庄仔內永代借地之資料相符，該資料標註淡水外僑墓園之地號
為「8」，用途為「墳墓地」，面積為「0.1028 甲」，地主為「國庫」，永代借地權者為
「英國人共同墓地管理者」，租金為「100 銀円」，條件為「無期限無條件」。（圖表 1）
有關淡水外僑墓園相關照片及地圖整理如圖 3 和圖 6。
圖表 1：芝蘭三堡滬尾砲台埔永代借地資料（節錄）
位置

地號

用途

芝蘭三堡滬
尾砲台埔

8

墳墓地

面積（甲） 地主
0.1028

國庫

永代借地權
者

租金

條件

英國人共同
墓地管理者

100 銀円円

無期限
無條件

資料來源：明治 42 年（1909）9 月 1 日，《臺北廳報》第 809 號，告示第 88 號。

17 周宗賢，《臺北縣縣定古蹟淡水外僑墓園調查研究及修復計劃》，頁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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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淡水外僑墓園內部。資料來源：作者拍攝。

四、馬偕日記對於埋葬於淡水外僑墓園幾位加拿大人之補充
偕叡理牧師在淡水傳教，在過世之前，加拿大母會分別在不同時期派了華雅各牧
師（Rev. J.B. Fraser, B.A., M.D.； 在 臺 期 間 1875 ～ 1877）、 閏 虔 益 牧 師（Rev. K.F.
Junor, B.A.； 在 臺 期 間 1878 ～ 1882） 與 黎 約 翰 牧 師（Rev. John Jamieson, B.A.；
1833-1891）等協助偕叡理牧師傳教，吳威廉牧師則在黎約翰牧師離世後來臺灣 18。
「馬偕日記」記中曾對幾位過世牧師家眷葬於外僑墓園有相關紀錄，以「臺北縣縣定
古蹟淡水外僑墓園調查研究及修復計劃」之「墳墓編號表」，茲補充相關內容如下。

（ 一 ） 墳 墓 編 號 3 姓 名 Jane Eliza Wells-Fraser（ 國 籍： 加 拿 大，1847.4.151877.10.4），為華雅各醫師夫人 19。「馬偕日記」1877 年 10 月記載：
禮拜三 3 日
華雅各醫生夫人過世。

18 陳穎禎，《加拿大宣教師吳威廉在北臺灣的建築生產體系及作品研究》(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建築與古蹟保存研究所碩士論文，
2008)，頁 2 ～ 18。
19 加拿大母會派來以醫療傳道為主的華雅各牧師處理醫務，西元 1875 年 1 月 29 日華雅各牧師連同妻女抵達臺灣，並且母會
在此時將資金寄來並囑託興建 2 棟宣教師宿舍，詳見陳穎禎，《加拿大宣教師吳威廉在北臺灣的建築生產體系及作品研究》，
頁 2 ～ 19；臺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歷史委員會，《臺灣基督長老教會百年史》（臺南：人光出版社，1965），頁 52；偕叡
理，《馬偕日記Ⅰ》( 臺北：玉山社，2012)，頁 199。華雅各（Dr.J.B.Fraser）牧師來淡水是與偕叡理牧師共同主持偕醫
館。光緒元年（1875）由偕叡理牧師本人設計規劃此 2 棟宣教師宿舍，由傳道助手嚴清華督工，請淡水泥水匠洪泉仔營造，
同時華雅各牧師也有參與監造。華雅各牧師於西元 1877 年因喪妻而離開臺灣。詳見陳穎禎，《加拿大宣教師吳威廉在北臺
灣的建築生產體系及作品研究》，頁 2 ～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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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淡水外僑墓園內部一隅。資料來源：作者拍攝。

禮拜四 4 日
下午 5 點，華雅各夫人下葬，我講了「死了就有益處」的講題。在墓地則講：
「儘管蟲蛀我身，但我身驅將得見上帝。」20
在 10 月 10 日華雅各醫生早上 11 點豋上「台灣號」(Tai-oan) 離開 21。

（二）墳墓編號 4 Frank Rennelson Juno （國籍：加拿大，1874.9.16 ～
1878.9.18），是閏虔益牧師之子。「馬偕日記」1878 年 9 月記載：
禮拜四 12 日
法蘭克在我房間裡說了許多美好的事。
禮拜五 13 日
下午 2 點死去。 22

（三）墳墓編號 10 George Straith Jameson（國籍：加拿大，1887.7.26 ～
1887.8.27）是黎約翰牧師夫婦之嬰兒。「馬偕日記」1887 年 8 月記載：
禮拜六 27 日
昨晚獲今天早上凌晨約 2 點。黎約翰夫婦的嬰孩在相當熟睡中過世。只有上帝
能安慰。23

20 偕叡理，《馬偕日記Ⅰ》，頁 313。
21 在「馬偕日記」有記載西元 1876 年 4 月 26 日偕叡理牧師和華雅各醫生的夫人等去大龍峒為柯港及黃玉舉行婚禮；另華雅
各醫生 1877 年 10 月 10 日早上 11 點登上「台灣號」離開，詳見偕叡理，《馬偕日記Ⅰ》，頁 259、頁 313。
22 偕叡理，《馬偕日記Ⅰ》，頁 349。在「馬偕日記」有很多閏虔益牧師的記載，例如西元 1878 年 6 月 30 日偕叡理牧師和
閏虔益牧師到艋舺，西元 1878 年偕叡理牧師搬到閏虔益牧師家，詳見偕叡理，《馬偕日記Ⅰ》，頁 341、頁 347。
23 偕叡理，《馬偕日記Ⅱ》（臺北：玉山社，2012），頁 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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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西元 1945 年淡水外僑墓園位置（略圖）。
資料來源：Formosa(Taiwan)City Plans. US
Army Map Service,1944-1945,Tansui, https://
collections.library.yale.edu/catalog/15511686，
2021 年 11 月 29 日查詢。

圖 6：1990 年代左右淡水外僑墓園位置。資料來源：
淡水現況地形圖。https://urban.planning.ntpc.
gov.tw/NtpcURInfo/，2021 年 11 月 29 日查詢。

（四）墳墓編號 15 Rev. John Jamieson （國籍：加拿大，？ -1891.4.23），是
黎約翰牧師 24。在「馬偕日記」有黎約翰牧師的相關活動紀錄。就相關內
容整理如下：
1889 年４月記載：
禮拜五 12 日
華氏 70 度，一開始是好天氣，之後就有雲，然後濃霧密佈四周。我們大家，即
黎約翰夫婦、阿米諾夫先生、偕師母和孩子們、所有的傳道人和學堂的孩子們、
上午 8 點 30 分乘船去靠近大龍峒的小山丘，當我們到那裏的時候便下雨，所以
我們在船上吃飯，之後到劍潭，再去八芝蘭，在那裡我們拔了很多牙等等，然
後去關渡，拔了許多牙，下午 5 點回家。25
1889 年 8 月記載：

24 根據林昌華的研究，黎約翰牧師於 1883 年 3 月來到臺灣，接續閏虔益牧師（Rev. K. F. Junor），當時是偕叡理牧師第一

次休假回到臺灣之後，淡水牛津理學堂已完成，淡水偕醫館運作也非常順利，然而黎約翰牧師在臺語的學習上一直有障礙，
所以他在臺灣的工作無法找到一個適當地切入點。此外黎約翰牧師雖然是由加拿大正式派前來臺灣的宣教師，但因一直無法
進入當時北部宣教的運作核心，因此對於偕叡理牧師的宣教模式有怨言，而偕叡理牧師對於他無法以臺語講道即和信徒溝通
很有意見。而後有「黎約翰事件」，主要因黎約翰夫婦投書給加拿大的基督教新聞媒體「長老會評論」，表示因為偕叡理牧
師的關係，他們沒有辦法在臺灣有效的服事，此引起加拿大教會的軒然大波，於是加拿大海外宣教會在讀過雙方當事人的報
告之後，決議召回黎約翰牧師說明，並將他辭退宣教師的職位，但之後黎約翰牧師不停的寫信回海外宣道會，為先前的魯莽
悔改，並表達願意繼續留在臺灣服務，最後，由偕叡理牧師和臺灣的信徒出面，表達後來黎約翰牧師以改變，並且提供教
會有用的服飾，請求加拿大長老教會撤回先前的決議，後來宣道會於西元 1889 年初決議撤回先前的決議，此事件方落幕。
資料來源：林昌華，〈馬偕研究的史料問題〉，資料來源：http://www.laijohn.com/articles/Lim,CHoa/Mackay/
sources.htm。

25 偕叡理，《馬偕日記Ⅱ》，頁 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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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拜四 8 日
華氏 92 度，上午 5 點起床，6 點吃早餐，8 點去學堂。10 點 30 芬去看黎約翰，
發現他躺在床上，仍很高興的談話。學堂工作，下午 5 點再去看黎約翰，他躺
在靠近門的躺椅上。他正在看一封有趣的信而發笑。…黎約翰很興看到我和偕
師母，雖然躺在床上，他還是很高興的談著棕櫚島的。他看起來很有希望。這
中間的間隔線拉起了嗎 ? 只有上帝知道。我覺得發燒，現在是半夜 12 點，一
天又過了。26
1890 年 3 月記載
禮拜六 22 日
華氏 66 度，氣壓 30-10。整天濃霧籠罩，沒有看到汽船。在學堂講課，黎約翰
出席。阿米諾夫外出。27
1891 年 4 月記載：
禮拜三 15 日
……上午 8 點去探望黎約翰，發現他虛弱且失去意識，上午 10 點與禮德醫師
再去看一次，他仍然沒有意識。當去醫館時再去看他，下午和晚上的 4、5、5、
6、8 和 9 點去看他。28
禮拜四 16 日
華氏 68 度，氣壓 30-10。在上午的 7 點，9、10 點去看黎約翰，他再度失去意識，
看起來虛弱無能得像個小孩。去醫館，禮德醫生不在，我回來的時候去看黎約
翰，他不能說話，只能低聲含糊的說一、兩個字。下午 2 點帶孩子們過去為黎
約翰先生唱歌，他躺在躺椅上，他們唱第 9、41、33 等首聖歌。他高興得張大
眼睛，貼近他們。他整個身軀變得激動起來，有時還加入他們，他高興過度了。
下午 4 點和 6 點再去看他，偕師母、孩子們和 Crichton 先生跟我過去，他坐起
來一會兒，但不能說話。29
禮拜五 17 日
華氏 70 度，氣壓 30-12。早上 6 點去看黎約翰，他意識清楚還坐起來，不過仍
虛弱。我說：「你能不能想到我們的家，我們在天上永遠的家？」「喔，可以，

26 偕叡理，《馬偕日記Ⅱ》，頁 337。
27 偕叡理，《馬偕日記Ⅱ》，頁 338。
28 偕叡理，《馬偕日記Ⅱ》，頁 464。
29 偕叡理，《馬偕日記Ⅱ》，頁 4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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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能失去它。我可以不在乎任何事情，但我不能失去我的家。喔，不。」對
黎夫人，他說：「啊，啊，我必驅離妳而去，終究妳日日夜夜都在照顧我，親
愛的安妮，這些年來妳為我做每一樣事。啊，親愛的妳多麼為了我的健康，為

Planning Focus

了我的成就焦慮；為了主的事業而焦慮等等。」禮德醫生來。在上午 10 點帶著
孩子們過去唱歌，他要求它們唱第 45 首聖歌，然後第 41 首。他又再次告訴我，
他想起永恆的家是多麼的幸福。問他還有沒有想完成的事，她哭著說：「啊，
過去你所為我做的一切，你永不止息的仁慈。」中午再過去一次，然後去醫
館，…回來時去看黎約翰，有意識但虛弱，我談到我們永恆的家，他非常滿足。
下午 6 點過去，一直留到接近午夜。Crichton 先生、偕師母和禮德醫生都在那裡。
孩子們又再為他唱歌，他很高興，從下午 4 點到 10 點都沒有意識。30
禮拜六 18 日
華氏 68 度，氣壓 30-10。整夜下午颳風。早上 6 點去看黎約翰，虛弱不過恢復
意識，和他談論有關我們天上的家，發現他如石頭般的堅定！孩子們照他的
請求為他唱歌，當他們進來以及偕師母出現時，他微笑著。禮德醫生近來，
黎不認得他，還說他是 John Newton，也不認得 Crichton。有意識了，他說：「馬
偕博士所做的事都是明理的」、「我非常尊敬馬偕博士」等等。31
禮拜日 19 日
華氏 68 度，氣壓 30-18。黎約翰從禮拜五晚上 10 點後就沒有入睡，我講道：
「救贖」。看黎約翰許多次，仍醒著，但大部分時間都失去意識，禮德醫生
非常留意。我們晚上都過去。32
禮拜一 20 日
華氏 64 度，氣壓 30-8。黎約翰昨晚沒有睡，他伸出他的手想要抓住什麼，
落空而顯得有點糊塗，整天都這樣。33
禮拜二 21 日
華氏 68 度，氣壓 30-10。早起去看黎約翰，整夜都服藥，沒有進食，只有用
一些牛奶放在他的嘴唇上，大部分時間都沒有意識。「福爾摩沙號」進港。
去醫館，拜訪禮德醫生。晚上 9 點離開黎約翰。34

30 偕叡理，《馬偕日記Ⅱ》，頁 464-465。
31 偕叡理，《馬偕日記Ⅱ》，頁 465。
32 偕叡理，《馬偕日記Ⅱ》，頁 465。
33 偕叡理，《馬偕日記Ⅱ》，頁 465。
34 偕叡理，《馬偕日記Ⅱ》，頁 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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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拜三 22 日
華氏 70 度，氣壓 30-10。凌晨 4 點和 7 點去看黎約翰，8 點去看他的時候，
他知道我，露出笑容。我離開的時候，他的視線跟著我。下午和晚上沒有意
識，一直這樣到午夜。安基爾夫人和禮德在。35
禮拜四 23 日
華氏 74 度，氣壓 30-10。凌晨 1 點 25 分，黎約翰嚥下他最後一口氣，禮德醫生、
玖仔還有黎約翰夫人、偕師母以及我都在床邊。他整天都沒有意識。
禮拜五 24 日
華氏 76 度，氣壓 30 ～ 12。上午 10 點，黎約翰埋葬。所有的外國人都出席，
我在屋子裡讀詩篇 90 篇，我們的小孩用漢文唱：「與主永在」。在墓地，
我朗聲做禮拜，黎師母都和我們在一起。36

這些是黎約翰牧師在淡水的相關記載，極為珍貴，也可讓我們瞭解當時外國牧師在淡
水的活動及與偕叡理牧師的互動。

五、結論
淡水外僑墓園和馬偕墓園構成臺灣完整的西洋墓園，具有豐富文化資產意義。本文就
「臺北縣縣定古蹟淡水外僑墓園調查研究及修復計劃」部分內容進行增補，討論日治初期
淡水外國人雜居地對外僑墓園之記載及淡水外僑墓園幾位加拿大牧師及其眷屬曾在淡水生
活之痕跡，然因年代久遠，史料已難尋。從這些相關紀錄，可看到牧師及醫生從加拿大遠
渡太平洋來到臺灣，雖然語言不通，但無私的精神，仍值得令人欽佩。期望透過本文對於
外僑墓園資料之增補，讓後人能更重視此墓園之價值。

35 偕叡理，《馬偕日記Ⅱ》，頁 465-466。
36 偕叡理，《馬偕日記Ⅱ》，頁 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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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大航海時代中西交流下的
淡水－新北市立淡水古蹟博物
館館藏錢幣與克拉克瓷研究

文

圖 ︱盧泰康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藝術史學系暨藝術史評與古物研究碩博士班教授）
蔡依倫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藝術史與藝術評論研究所碩士）

2021 年新北市立淡水古蹟博物館委託筆者針對館藏之西班牙 1 里爾銀幣、西
班牙 8 里爾銀幣、荷蘭東印度公司 Duit 銅幣、2 件萬曆通寶，以及克拉克青花
瓷盤標本，進行了深入的檢視紀錄與調查研究，具體確認了上述文物的年代、
產地、性質、科學數據與文化資產內涵，而這些文物所反映出大航海時代的文
化特徵，實緊密聯繫了淡水紅毛城的歷史與文化發展歷程。
Tamsui Historical Museum,New Taipei City Government commissioned the
authors to conduct a research for the collection of Spanish 1 Real silver coin,
Spanish 8 Reals silver coin,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 Duit copper coin, 2
Wanli Tongbao, and a specimen of Kraak blue and white porcelain plate in
2021. The investigation and research of this paper had speciﬁcally conﬁrmed
the date, origin, characteristic, scientific data and connotation of cultural
assets of the above-mentioned ancient relics. These antiquities reflect the
cultural feature of the age of Navigation, and have closely connection to the
history and cultural development of Fort San Domin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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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館藏錢幣與瓷器文物描述
（一）西班牙１里爾銀幣
新北市立淡水古蹟博物館所藏的「西班牙 1 里爾銀幣」，編號：20050010030，直
徑 2.5cm，厚 0.1cm，重 3.3g。大致呈圓型，邊緣不規整，厚薄不一，為打製而成的錢
幣（moneda macuquina；又稱為 COB 銀幣），錢幣正面為帶有皇冠的西班牙王室
盾徽，幣緣銘文模糊不清，約可辨認：「DEI GRATIA PHILIPPVS II」，意思為蒙神恩寵，
菲利普二世。幣面盾徽左側標示「OM」符號，代表其為墨西哥鑄幣廠鑄造。幣面盾徽
右側「Ｏ」代表造幣監督官 Bernardo de Oñate（1564 ～
1578）或 Luis de Oñate（1578 ～ 1589）之姓氏縮寫。錢
幣反面為四葉形（Quarterfoil）外框包覆「卡斯提亞與萊
昂」的十字紋章，幣緣銘文模糊不清，無法辨認，僅勉強可
見「DIARVM」等字。其完整銘文應為「REX HISPANIARNM
ET INDIARVM」，其意為西班牙與印度的國王（圖 1、圖 2）。
透過顯微放大檢視，可清晰觀察銀幣紋飾（圖 3）。
透過科學成分檢測分析結果顯示（圖表 1），銀幣兩面

圖 1：新北市立淡水古蹟博物館所
藏的 1 里爾（reale）西班牙銀幣。
資料來源：作者拍攝。

之檢測值銀含量濃度比例，皆為 92% 以上。西班牙所發行的
銀幣，無論面額大小差異，含銀量大致相同，皆在 8 成 9 至
9 成左右，1 而本件 1 里爾銀幣材質主要為銀銅合金，成分比
例為銀（Ag）佔 92.5%，銅（Cu）佔 2.82%，可確認屬真品
銀質貨幣。
本件錢幣重量實測 3.3g，大致符合一般標準面值西班牙

圖 2：1 里爾（reale）西班牙銀
幣拓本。資料來源：作者製作。

1 里爾銀幣的重量（3.38g）。根據幣面上所銘記之造幣監督
官任職時間，可確認本件 1 里爾銀幣為 1564 年至 1589 年間
鑄造，應屬菲利普二世（1556 ～ 1598 年）在位期間。類型
相同考古出土銀幣案例，可見 1600 年沉沒於菲律賓海域的西
班牙帆船「聖地牙哥號」打撈出水的 428 枚銀幣，均為不規
則型的打製幣，包括有幣值 8、4、2、1 里爾，其中 1 枚 1 里

圖 3：十字紋章顯微放大。
資料來源：作者拍攝。

1 盧泰康，〈臺灣南部考古出土與傳世的西方銀幣研究〉，《台灣史研究》，第 22 卷第 2 期，2015 年，頁 172 ～ 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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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 1 里爾銀幣成分分析（半定量）

Planning Focus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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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2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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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班牙 1 里爾銀幣 NO.1 92.5
▂ 西班牙 1 里爾銀幣 NO.2 92.58

Cu
2.82
2.41

Al
1.78
1.97

Pb
1.19
1.05

W
0.66
0.72

Fe
O.65
0.71

P
Bi
O.303 0.099
0.45 0.118

圖表 1：西班牙 1 里爾銀幣成分分析。資料來源：臺藝大邵慶旺老師提供。

爾銀幣（圖 4），2 直徑 2.3cm，重 2.22g，其銘文
特徵同於館藏西班牙 1 里爾銀幣，造幣監督官銘記
縮寫同樣為「Ｏ」，且皆屬墨西哥鑄幣廠所鑄造。

（二）西班牙 8 里爾銀幣
新北市立淡水古蹟博物館所藏的「西班牙 8 里

圖 4： 聖 地 牙 哥 號 沈 船 發 現 1 里 爾
西班牙打製銀幣。資料來源：JEANPAUL DESROCHES,Treasures of the
San Diego(Paris: Asso. Francaise
d'Action,1997),P187.

爾銀幣」，編號：20050010029，直徑 3.75cm，
厚 0.2cm， 重 23.61g。 大 致 呈 圓 型， 邊 緣 不 規
整， 厚 薄 不 一， 為 打 製 而 成 的 錢 幣（moneda
macuquina；又稱為 COB 銀幣），錢幣正面為帶
有皇冠的西班牙王室盾徽，幣緣原應有銘文，現已

圖 5：新北市立淡水古蹟博物館所藏
的 8 里爾（reale）西班牙銀幣。資料
來源：作者拍攝。

模糊不清無法辨識。盾徽左側 OM 標記顯示其為「墨
西哥鑄幣廠」，OM 下方的造幣監督官之姓名縮寫
模糊不清，可能為「F」或「P」。幣面因氧化程度
不一，而呈現出中心銀灰色，外側灰黑色。錢幣反
面為四葉形外框（Quarterfoil）包覆「卡斯提亞與
萊昂」的十字紋章，幣緣銘文皆已磨損或因壓製不

圖 6：8 里爾（reale）西班牙銀幣拓本。
資料來源：作者製作。

均勻而無法辨識，十字的尾端則呈百合花之貌，為
墨西哥造幣廠銀幣的特徵（圖 5、圖 6）。經過顯
微放大檢視可見表面磨損狀況，以及紋飾細部特徵
（圖 7）。

圖 7：盾徽顯微放大。
資料來源：作者拍攝。

2 JEAN-PAUL DESROCHES,Treasures of the San Diego（Paris: Asso. Francaise d'Action,1997）,P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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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 8 里爾銀幣成分分析（半定量）
100
50
0
8 里爾銀幣 NO.1
▂西班牙
西班牙 8 里爾銀幣 NO.1
里爾銀幣 NO.2
▂8 西班牙
1 里爾銀幣 NO.2

Ag
90.43
92.84

S
6.19
4.26

Cu
3.05
2.29

Si
0.27
0.54

Pb
0.059
0.066

P
0
0.014

圖表 2：西班牙 8 里爾銀幣成分分析。資料來源：臺藝大邵慶旺老師提供。

透過科學成分檢測分析結果可知，銀幣 2 面之
檢測值銀含量濃度比例，皆為 90% 以上，另參雜少
量硫、銅、矽、鉛等成分，銀幣正面中間亮度較高
之部份，銀濃度較高而硫濃度較低。
一般標準面值的西班牙 8 里爾銀幣，重量約為
27.47 g，3 而本件銀幣重 23.61g 略輕於標準值，可
能與幣緣嚴重磨耗有關。西班牙所發行的銀幣，無

圖 8：新北市立淡水古蹟博物館所藏
的 VOC Duit 銅幣。資料來源：作者
拍攝。

論面額大小差異，含銀量大致相同，皆在 8 成 9 至
9 成左右，4 而本件 8 里爾銀幣為銀（Ag）、銅（Cu）
合金，成分比例為銀約 91.64.%，銅約 3.65%，可
確認屬真品銀質貨幣。
由於本件打製銀幣銘文模糊不清，僅就其造幣

圖 9：VOC Duit 銅幣拓本。資料來源：
作者製作。

督察官之姓名縮寫判斷其鑄幣時間，應在 1589 年
至 1732 年之間，期間在位的西班牙國王分別是菲利普二世（1556 ～ 1598）、三世（1598 ～
1621）、四世（1621 ～ 1665）、卡洛斯二世（1665 ～ 1700）、菲利普五世（1700 ～
1724、1725 ～ 1746）、路易斯一世（1725）。

（三）荷蘭東印度公司 Duits 銅幣
新北市立淡水古蹟博物館所藏「荷蘭東印度公司銅幣」，編號：20050010028，直徑
2.2m，厚 0.1cm，重 2.79g。外觀呈圓型，整體規整，雙面紋飾清晰，Duit 銅幣正面為

3 查理一世（Charles I）修改了 1479 年的造幣法案，頒布了嚴格的西班牙銀和金幣標準。西班牙 8 里爾銀幣的重量為 423.9
格林（27.47 克），銀含量 93.05%。
4 盧泰康，〈臺灣南部考古出土與傳世的西方銀幣研究〉，頁 172 ～ 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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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蘭東印度公司銅幣成分分析（半定量）

Planning Foc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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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
▂ 荷蘭東印度公司銅幣 NO.1 90.36
▂ 荷蘭東印度公司銅幣 NO.2 9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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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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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
2.29 1.8057 0.6156 0.3407 0.2233 0.177 0.0793 0.0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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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466 0.0831 0.082

圖表 3：荷蘭東印度公司銅幣成分分析（半定量）。資料來源：臺藝大邵慶旺老師提供。

帶有皇冠的澤蘭省盾徽。錢幣反面中間為荷蘭東印度公司「VOC」的標誌，上方兩個星
號間有一城堡，下方為發行年份「1749」（圖 8、圖 9）。
本件銅幣正面盾徽為澤蘭省（Zeeland）紋章，盾徽頂部覆以五片葉子及珍珠裝飾的
冠冕，盾徽內紋飾為半截獅身自波濤中升起，象徵著與海洋搏鬥的雄心。
錢幣反面正中央為 V.O.C. 的標誌，VOC 為荷蘭東印度公司之縮寫，全名為荷蘭聯
合東印度公司（Vereenigde Nederlandsche Oost Indische Compagnie），在標誌
上方為有一塔形（城堡形）紋飾在 2 個六芒星之間，此亦為澤蘭省所造銅幣特徵。經科學
成分檢測分析結果可知（圖表 3），銀幣兩面之檢測值銅含量濃度比例，皆為 90% 以上，
其他合金部分比例極低，故材質應為紅銅。

（四）萬曆通寶１
新北市立淡水古蹟博物館所藏的「萬曆通寶 1」，編號：20050010004，外觀保存完整，
外徑 2.4cm，厚 0.2cm，重 3.95g。外圓內方，為模鑄而成的錢幣。錢幣正面楷書直讀「萬
曆通寶」，小平錢，反面無款文，為晚明萬曆皇帝在位期間所鑄銅錢（1573 ～ 1620）（圖
10、圖 11）。
經科學成分檢測分析結果可知（圖表
4），錢幣 2 面之檢測值銅含量濃度比例約
40 ～ 50%，另有鋅、鉛、錫、鐵等成分，
鋅含量濃度比例約在 7% 左右，錫含量濃度
比例約在 4 ～ 6%，鉛含量濃度比例約是 4 ～
8%，屬銅合金錢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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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新北市立淡水古蹟博物館
所藏的萬曆通寶 1（清潔後）。資
料來源：作者拍攝。

圖 11：萬曆通
寶 1 正面拓本。
資料來源：作
者製作。

萬曆通寶 1 成分分析（半定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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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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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
▂ 萬曆通寶（小）NO.1 44.01
▂ 萬曆通寶（小）NO.2 5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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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 4：萬曆通寶 1( 小 ) 成分分析。資料來源：臺藝大邵慶旺老師提供。

（五）萬曆通寶 2
西班牙 8 里爾銀幣
NO.1
新北市立淡水古蹟博物館所藏「萬曆通寶
2」，編號：20050010005，外觀保存完整，
8 里爾銀幣
NO.2
鏽蝕所致表面凹凸不平，外徑 2.8cm，厚
0.2cm，重
5.03 g。外圓內方，為模鑄而成的

錢幣，錢幣正面楷書直讀「萬曆通寶」，小
平錢，反面無款文，是晚明萬曆皇帝在位期
間 所 鑄 銅 錢（1573 ～ 1620）（ 圖 12、 圖
13）。
經科學成分檢測分析結果可知（圖表
5），錢幣 2 面之檢測值銅（Cu）含量濃度

圖 12：新北市立淡水古蹟博物館
所藏的萬曆通寶 2。資料來源：
作者拍攝。

圖 13：萬曆通寶
2 正面拓本。資料
來源：作者製作。

比例約 60%，表面除矽、鋁等雜質污染物外，
有較高濃度比例之鉛（Pb）及鋅（Zn），鉛應為鑄造時之助熔劑，鋅則明顯比錫高，與
史料所載銅、鋅、錫等成分吻合，應為黃銅合金錢幣。

（六）錦地開光蟲草紋青花瓷盤標本
新北市立淡水古蹟博物館所藏的「青花瓷盤殘件」，編號：20050010016，經本研究
分析後建議其登錄名稱應修正為「錦地開光蟲草紋青花瓷盤殘件」。僅存部分盤底，殘高

萬曆通寶 2 成分分析（半定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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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40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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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萬曆通寶（大）NO.1
萬曆通寶（大）NO.1
萬曆通寶
（大）NO.2
萬曆通寶（大）N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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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3
18.98

Zn
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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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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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6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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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614
0.2355

圖表 5：萬曆通寶 2( 大 ) 成分分析。資料來源：臺藝大邵慶旺老師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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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cm，殘長 10.5cm，復原底徑 16.8cm，
重 79.7g（圖 14）。
盤心以青料勾繪菱花形開光紋，青料

Planning Focus

發色濃豔，開光內繪有蚱蜢（或蟋蟀）站
立於石上、周邊分佈折枝花草，開光外飾
以多種幾何織錦紋，盤內壁為雙勾開光花
草紋樣，盤面沾黏零星窯砂。盤外近底處
勾繪雙圈弦紋，圈足切修細緻，足形外斜
內直，足底沾黏窯砂。斷面可見胎質潔白
細緻。全器施釉及底，圈足內施釉，盤底
可見放射狀跳刀痕。透過顯微放大可見瓷
器釉層氣泡，（圖 15），盤底圈足沾處沾
黏之窯砂，與釉層緊密燒結。

圖 14：館藏「錦地開光蟲草紋青花瓷盤殘件」
測繪圖。資料來源：作者提供。

具有此類開光紋飾之青花盤，即一般西
方學界所稱「克拉克瓷」（Kraak Porcelain）。至於其產地來源，
根據上述標本胎釉特徵與圈足切修形式，可判定此件青花盤屬於
中國江西景德鎮窯燒製的產品。

二、文物分析與討論
（一）西班牙打製銀幣鑄造與流通年代
15 世紀末西班牙人征服美洲後不久，便開始運用美洲豐富

圖 15：約 200X 放大
檢視釉面與青花氣泡。
資料來源：作者拍攝。

的銀礦鑄造錢幣。1537 年，西班牙國王卡洛斯一世（Carlos I，1516 ～ 1556）正式頒布
敕令，下令中美洲墨西哥等地建造鑄幣廠，並授予美洲地區鑄造各種面額里爾銀幣的權
利。5 此時期所製作邊緣不規整的銀幣，又被稱為「COB」。COB 一詞來源於西班牙單
詞 CABO，指的是末尾，6 此類銀幣製造方式是以銀條壓製成特定厚度的小片，然後切修
成光滑圓角，最後再沖壓成硬幣。到後來又發展出一種更快的製作方式，直接將銀棒的末
端切下適當重量的厚片，最後在幣面上壓制紋樣，但因製作粗糙，銀幣上常常出現裂痕或
是紋樣壓制不均勻的狀況。若個別銀幣有超重問題，還會直接將一部份削去，因此常見

5 方真真著、主譯，《華人與 宋貿 （1657-1687）：史 分析與譯註》第一冊，新竹：國 清華大學出版社，2012 年，頁 80 ～
81。
6 https://coins.nd.edu/ColCoin/ColCoinIntros/Sp-Cobs.intro.html ，2021 年 5 月 24 日點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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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B 銀幣邊緣呈現大小不一的不規則塊面。這樣的外觀特徵又被稱「塊幣」或「切割銀」，
因類似漳州一帶固定鋤頭的楔子，因此又被漳州人稱作「鋤頭楔子銀」、「鋤頭錢」等。7
到了菲利普二世（1556 ～ 1598）在位期間，他將象徵廣大領土與正統繼承的王室盾
徽紋飾壓印在幣面上，之後銀幣上的盾徽紋章，則是隨著鑄幣廠與歷代統治者的不同而有
所調整，例如於馬來西亞沉沒的荷蘭 VOC 商船 Nassau 號出水 1598 年菲利普二世鑄造
的西班牙銀幣，8 鑄造地點在西班牙塞哥維亞（Segovia），其鑄造品質精良，盾徽上多
了象徵葡萄牙領土的紋章。9 上述王室盾徽的設計，持續沿用至哈布斯堡政權結束，直至
1732 年西班牙王室採用新的鑄幣技術，才停止製造帶有盾徽的銀幣。
當西班牙人越過太平洋占領菲律賓，大規模在亞洲地區進行貿易後，中國南部的華商
透過馬尼拉貿易，開始普遍接觸到這種由美洲白銀製作的貨幣。晚明張燮《東西洋考》「卷
五：東洋列國考 呂宋」條，稱西班牙銀錢：
大者重七錢六分，夷名黃幣峙；次者三錢六分，名突唇；又次一錢八分，名羅料釐；
小者九分，名黃料釐：俱自佛郎機攜來。10
張燮所述西班牙銀錢之名稱，皆應為漢字所書寫之西班牙語音譯；所謂「黃幣峙」即
西班牙文之 Un Peso（1 披索，即 8 里爾），「突唇」為 tostón（4 里爾），「羅料釐」
為 dos reales（2 里爾），「黃料釐」為 un Real（1 里爾），11 可知其所描述的幾種西班
牙錢幣，實為幣值依序遞減的里爾銀幣。12
康熙 36 年（1697），郁永河來臺採硫，將其見聞寫成《裨海遊記》一書，遊記所載
當時西方銀幣在臺灣市面上流通的情況：
市中用財，獨尚番錢。番錢者，紅毛人所鑄銀幣也。圓長不一式，上印番花，實則
九三色。臺人非此不用，有以庫帑予之，每蹙額不顧，以非所習見耳。13
郁永河所謂「圓長不一式，上印番花」，指的很有可能是邊緣不規整，厚度不均的西

7 林南中，〈閩南歷史上的“番銀＂〉，《閩海幣緣》，西安地圖出版社，2010 年。
8 Roxanna M.Brown and Sten Sjostrand,MARITIME ARCHAEOLOGY AND SHIPWRECK CERAMICS IN MALAYSIA,（Jabatan Muzium Malaysia,2002）.
9 菲利普二世於 1580 年繼承葡萄牙領地，並將葡萄牙的紋章（特徵是紅色外框內具有七個城堡，中心 5 個藍色盾牌構成一個
十字架）合併到王室盾徽上，直到 1668 年葡萄牙宣布獨立為止。
10 張燮著、謝方點校，《東西洋考》（ 京：中華書局，2000），頁 94。
11 方真真著、主譯，《華人與 宋貿 （1657-1687）：史 分析與譯註》第一冊，頁 87；陳宗仁，《雞 山與淡水洋：東亞海域
與臺灣早期史研究（1400-1700）》（臺 ： 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5），頁 377。
12 盧泰康，〈臺灣南部考古出土與傳世的西方銀幣研究〉，頁 169。
13 郁永河，《裨海遊記》，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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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牙 COB 銀幣，而其銀含量所稱「實則九三色」，則與本研究 2 件銀幣成分分析檢測所
得銀含量大致相同。根據筆者研究與分析可知，8 里爾銀幣於晚明時期較重，有 7 錢 6 分，
到了清代較輕，以 7 錢 2 分為多。19 世紀臺灣 8 里爾銀幣兌換成制錢（通寶銅錢），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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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約是 1：900 至 1：1426 不等，如將 1 里爾銀幣依據前述兌換率折合換算後，大約可兌
換 112 至 178 枚銅錢。14
由於製作生產快速，這類粗糙的 COB 打製銀幣大量流通於貿易市場。例如 1600 年
沉沒於菲律賓海域的西班牙大帆船「聖地牙哥號」中，發現了 428 枚 COB 銀幣。15 1993
年在馬來西亞狄克遜港附近發現的 Nassau 號沈船，是 1 艘荷蘭東印度公司船，1606 年
8 月 18 日因為與葡萄牙作戰而沉沒。從沉船殘骸中發現有銅炮、羅盤，還有大約 1000 枚
西班牙銀幣。另見沉沒於土耳其博德魯姆（Bodrum）海域的 1 艘 16 世紀晚期至 17 世紀
早期鄂圖曼商船 Yassi Ada 號，出水 1 枚帶有盾徽的打製銀幣。16 以上訊息顯示了西班牙
銀幣是當時相當盛行的貿易流通銀幣，除了西班牙之外，其他國家的貿易者在交易時亦使
用此類西班牙打製銀幣。
此外，中國沿海地區也出土了相當數量的西班牙 COB 銀幣。20 世紀 70 年代在福建
泉州地區、17 漳州地區、18 廣東澄海等地，19 都有發現了這類西方銀幣。20 足可見明代晚期
中國沿海地區與西班牙殖民地馬尼拉之間，存在極為密切的貿易關係。

（二）荷蘭東印度公司銅幣鑄造與流通年代
在 1602 年荷蘭早期各大公司合併成為「聯合東印度公司」之後，開始有規模地沿
著舊航路，順航非洲好望角一路往東進入傳說中的香料群島。為了有效控制當地經濟貿
易活動，荷蘭東印度公司開始在東南亞地區發行各式錢幣。16 世紀至 18 世紀荷蘭所鑄
錢幣，包含了最早發行的 Reales 銀幣，以及較晚發行的銀幣（Ducatoon、Stuiver、
Guilder），金幣（Ducat），銅幣（Duit）。
其中 Duit 屬於幣值較小銅幣，一般來說 1Duit 銅錢直徑約在 2.06 ～ 2.26cm 不等，

14 匯率受時間、地區，以及銀幣本身重量的不同而有所浮動，此兌換僅做為參考；盧泰康，〈臺灣南部考古出土與傳世的西方
銀幣研究〉，頁 171。
15 JEAN-PAUL DESROCHES,Treasures of the San Diego, pp187.
16 George F. Bass,Beneath the Seven Seas（Thames & Hudson,2005）
17 泉州市文物管理委員會等、泉州市海外交通史博物館，〈福建泉州地區出土的五批外國銀幣〉，《考古》，1975 年第 6 期。
18 莊為璣，〈福建南安出土外國銀幣的幾個問題〉，《考古》，1975 年第 6 期。
19 陳躍子，〈海澄出土西班牙銀幣和清代紋銀〉，《海上絲路尋踪》，北京華文出版社，2001 年， 217 頁；原載於《廣東錢
幣通訊》，1989 年第 11 期。
20 泉州市文物管理委員會等、泉州市海外交通史博物館，〈福建泉州地區出土的五批外國銀幣〉，《考古》，1975 年第 6 期，
圖版拾壹。

76

而半 Duit 銅幣直徑約在 1.8cm。211724 年荷蘭東印度公司將第一批 Duit 銅幣運向巴達
維亞，進行一些小額的買賣。22 由於亞洲的銅價高於歐洲，在亞洲地區 4 個 Duit 等同於 1
個 Stuiver，而在荷蘭本國則為 8 個 Duit 等同於 1 個 Stuiver。23 因此選擇在本國鑄造小額
的貨幣，確保了本國鑄幣廠的利潤。24 也因為 Duit 在兌換時的匯差可有 2 倍的利潤，充分
給了荷蘭東印度公司造幣的動機。這種巨大的匯差利潤使得一些水手走私 Duit 到爪哇，25
為了防止上述走私行為，公司決定設計 VOC 字母組合標誌，以及不同省分的徽章鑄造在
Duit 銅幣上，並於 1727 年開始在亞洲流通。26
在尼德蘭本地所鑄造的東印度公司專用硬幣，多為銀幣與銅幣，鑄造地點主要有 6
27

處， 而本件館藏 VOC 的 Duit 銅幣，屬澤蘭省鑄造。而澤蘭省為 VOC 所發行的鑄幣，
均在米德爾堡鎮（Middelburg）鑄造，目前所知鑄造時間為 1726 年至 1794 年。
1724 年至 1795 年間，荷蘭東印度公司向爪哇群島運送了超過 11 億 Duit 銅幣。28 早
期東南亞地區習慣使用的中國銅錢，透過葡萄牙人在 16 世紀首次到達爪哇時的紀錄可知，
當地流通了幾種類型的貨幣，其中一種葡萄牙人稱為「caixas」，荷蘭人稱為「casjes」
的錢幣，即為中國外圓內方的通寶銅錢。29 這些中國通寶錢是中國商人在東南亞支付商品
的貨幣，而當地也逐漸習慣使用通寶作為貨幣，有時爪哇為了應付中國商人減少前來貿
易而無法帶來通寶的問題，而開始在本地鑄造銅錢。16 世紀後期由於銅料稀缺，在市面
上流通的中國通寶錢多為材質廉價的鉛錫合金，銅含量甚少，其品質相當低落，大約在
1700 年前後，1 個 Duit 約可兌換 3 個通寶錢，30 後來由於中國銅錢的材質不佳，導致其
磨損率較高，既不適合囤積存放，也沒有儲存價值，31 在沒有穩定供給的狀況下，18 世紀

21 Sir John Bucknill, The Coins of the Dutch East Indies: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the Series, pp.85.
22 J.A. van der Chijs, Nederlandsch-Indisch plakaatboek, 1602-1811, vol. 4: 1709–1743 （Batavia 1887）
pp.176 ～ 178.
23 Alberto Feenstra ,Dutch Coins for Asian Growth. VOC-duiten to Assess Java's Deep Monetis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1724-1800, （Tijdschrift voor Sociale en Economische Geschiedenis • September
2014）,pp.157.
24 Ry to Shimada,The Intra-Asian Trade in Japanese Copper by the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 During the
Eighteenth Century,（Leiden 2006）,pp.103-104.
25 J.A. van der Chijs, Nederlandsch-Indisch plakaatboek, pp.185 ～ 186.
26 Ibid.,pp.201.
27 分別是荷蘭省（Holland）、烏特勒支省（Utrecht）、澤蘭省（Zeeland）、海爾德蘭省（Gelderland）、 西弗里西
亞群島（Westfrisi）、上艾瑟爾省（Overysel）
28 J.R. Bru n, F.S. Gaastra, and I. Schöffer（eds.）, Dutch-Asiatic Shipping in the 17th and 18th Centuries,
vol. I: Introductory volume（Den Haag 1987）pp.223 ～ 245.
29 Robert S. Wicks, Money, markets, and trade in early Southeast Asia: The development of indigenous
monetary systems to AD 1400（Ithaca,N.Y.1992）
30 Alberto Feenstra,Dutch Coins for Asian Growth. VOC-duiten to Assess Java's Deep Monetis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1724 ～ 1800, ,pp.171 ～ 172.
31 Leonard Blussé, Strange company: Chinese settlers, mestizo women and the Dutch in VOC Batavia
（Leiden 1986）,pp.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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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期 以 後 的 東 南 亞 地 區， 中 國 通 寶 銅 錢 逐 漸 被
VOC 的 Duit 銅錢所取代。32
17 世紀前半荷蘭東印度公司統治臺灣南部，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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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蘭銀幣也開始被引入島內原住民的聚落。在臺灣
社內遺址出土遺物，以及國立臺灣博物館所藏瑪瑙
珠胸飾吊墜，可見荷蘭在 17 世紀中期至 18 世紀初
鑄造的 Stuvier 銀幣案例。33 但是由於 VOC 佔領臺
圖 16：長崎市教育委員會所藏 VOC
Duit 銅幣。資料來源：作者拍攝。

灣時期（1624 ～ 1662）還未發行 Duit 銅幣，因此
臺灣目前尚未發現荷蘭 Duit 銅錢的出土紀錄。相較

於被廣泛接受的西班牙里爾錢，VOC 所使用荷蘭各省鑄造 Duit 銅幣的流通範圍較小，主
要被使用於 VOC 所佔據的地區，例如馬六甲、巴達維亞和三寶壟等地，或是公司所屬商
館。相關實物可見於日本長崎出島出土的東印度公司銅幣（圖 16）、神戶市立博物館藏
VOC 錢幣。34 另見沉船 Bredenhof 號出水遺物，35 顯示了當時大量生產銅幣及其流通的
盛況。

（三）海外及臺灣出土萬曆通寶
早在宋代以降，隨著繁榮的海外貿易，中國錢幣逐漸進入東南亞國家的視野之中。
1567 年明朝政府廢止海禁政策，中國錢幣又重新輸出海外市場，在荷蘭人帶來西班牙披
索銀幣以前，是 17 世紀東南亞地區常見的貿易貨幣。36
晚明時期的萬曆通寶，常與西方錢幣同時被發現於海外沉船之中，例如 1600 年沉沒
於菲律賓海域的西班牙大帆船「聖地牙哥號」中，就發現了 428 枚西班牙打製銀幣，以及
2 枚萬曆通寶。371641 年 1 艘滿載貨物的西班牙大帆船 Concepción 號不僅出水了大量
的西班牙打製銀幣，一同被打撈起的還有 18 枚萬曆通寶，可見其中 1 枚反面有著「天」
字款文。38 另外一個案例是沉沒於清初 1690 年代的頭頓號（Vung Tau）沉船，其中亦同

32 Alberto Feenstra, 2014 ,pp.175.
33 上述銀幣皆為荷蘭母國鑄造，而非荷蘭東印度公司鑄造發行，相關討論見盧泰康，〈臺灣南部考古出土與傳世的西方銀幣研
究〉，頁 151 ～ 196。
34 たぱこと塩の博物館（編），《航路アジアへ !: 鎖国前夜の東西交流》，東京：たぱこと塩の博物館 1998 年，頁 212。
35 Christie's Amsterdam B.V. 'The Bredenhof Bullion' 542 Silver bars, most stamped with VOC markings,
salvaged this year from the wreck of the 'Bredenhof', which went down in 1753 in the Mozambique
Channel（Amsterdam,1986）圖片來源：https://mass.cultureelerfgoed.nl/bredenhof-moz
36 Richard von Glahn,Chinese Coin and Changes in Monetary Preferences in Maritime East Asia in the
Fifteenth-Seventeenth Centuries, Journal of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he Orient , 2014, Vol.
57, No.5（2014）, pp. 642.
37 JEAN-PAUL DESROCHES,Treasures of the San Diego, pp187.
38 William M Mathers; Henry S Parker; Kathleen A Copus,Archaeological report : the recovery of the Manila galleon: Nuestra Señora de la Concepción（Sutton, VT : Paciﬁc Sea Resources, 1990.）,pp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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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出水中國瓷器，以及清領時期康熙通寶與明代萬曆通寶，39 顯示中國銅錢持續流通使用
的狀況。至於臺灣考古出土萬曆通寶的實物，例見於臺南的社內遺址以及道爺遺址。40

（四）館藏克拉克瓷標本所屬年代
克拉克風格青花瓷為 16 世紀晚期至 17 世紀前半，相當具有代表性的一種中國外銷
瓷，明代後期中國大量生產專門出口用的克拉克青花瓷，其紋飾風格迎合海外市場，開光
分格表現了多樣中國特色的紋飾，成為了傳播東方與
中國文化的重要推手。這類瓷器作為一種典型的中國
貿易瓷，在 16 世紀中期中國、葡萄牙、西班牙以及和
荷蘭東印度公司等沈船皆有發現。
本件館藏青花盤標本僅見盤心部份紋飾，同類紋
飾的完整克拉克青花盤可參見於 1600 年沉沒於南大
西洋聖赫勒拿島的白獅號 （Witte Leeuw） 沉船、41
42

發現於馬來西亞海域 1625 年左右的萬曆沉船， 以
及 南 海 1643 ～ 1646 年 間 沉 沒 的 哈 察 號（Hatcher
Cargo）沈船。43 此外，日本平戶荷蘭商館遺跡（1609～

圖 17：日本平戶荷蘭商館出土蟲
草 紋 瓷 盤（Rinaldi 分 期 VII 15951650）。資料來源：平戶市文化協
會，《平戶荷蘭商館跡の發掘Ⅲ 鄭
成功居宅跡の發掘》，平戶市文化
協會，1994 年，頁 45。

1641）亦曾出土特徵完全相同的青花盤（圖 17）。44
透過比對上述考古出土及傳世蒐藏可知，本件館藏青花瓷標本應為為折沿、弧壁造形
之盤形器。紋飾構圖特徵顯示其應為「錦地開光蟲草紋」，盤心以雙線勾繪菱花形開光，
框外地紋飾以魚鱗狀及萬字型織錦紋，菱花開光內主紋飾有蚱蜢站立於湖石上，湖石一邊
繪單株折枝花草，背景則是描繪山水風景。瓷盤折沿處繪有成組花式開光，開光內飾以花
草紋，間以綴珠紋飾板。此件瓷器標本的年代上限應在 16 世紀末，下限則為 17 世紀中期
左右。
1626 年西班牙人從菲律賓出兵臺灣，占領了臺灣北部的基隆與淡水。並在占領期間
建造了聖薩爾瓦多城（Fort Sant Salvador；今基隆和平島）與聖多明哥城（Fort Santo
Domingo；今淡水紅毛城）。近年在上述城堡周邊的考古調查中，發現了一些實物遺存；

39 Christiaan J. A. Jorg,Porcelain from the Vung Tau Wreck: The Hallstrom Excavation（UK: Sun Tree Publishing,2003）pp.147
40 盧泰康、李匡悌、王竹平，《臺南社內遺址出土金屬器研究》，臺東市：臺灣史前博物館，2015 年。
41 ed. C.L. van der Pijl-Ketel,The Ceramic Load of the "Witte Leeuw" 1613（Rijksmuseum,1982）,p84,p73.
42 Sten Sjostrand , Sharipah Lok Lok bt Syed Idrus , The Wanli Shipwreck and Its Ceramic Cargo（Department of Museums Malaysia,2007）,p61,p218.
43 Colin Sheaf, Richard Kilburn《The Hatcher Porcelain Cargoes：The Complete Record》，（Oxford：
Phaidon,1988）
44 平戶市文化協會，《平戶荷蘭商館跡の發掘Ⅲ 鄭成功居宅跡の發掘》，平戶市文化協會，1994 年，頁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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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紅毛城所發現的克拉克青花瓷盤殘片
（圖 18），45 以及基隆社寮島考古出土克
拉克青花瓷盤口緣與器底殘片，46 即與本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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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藏出土標片相同，具有開光紋特徵，並
且皆為江西景德鎮窯所燒製生產的克拉克
青花瓷，明確反映 17 世紀前半西班牙人在
臺灣北部的陶瓷貿易活動。47

三、結語
自 16 世紀新航線發現以後，西方的
航海強權國家陸續由海路來到東方尋求香
料、瓷器與絲綢。這些海上強權相繼選定

圖 18：淡水紅毛城所發現的江西景德鎮窯克拉
克瓷青花盤。資料來源：涂勤慧，〈史博館近年
發現之台灣考古出土貿易陶瓷〉，《歷史文物月
刊》，2007 年，No.168，頁 24-41。

臺灣做為貿易的中繼跳板。為了建立與中國貿易的航線，同時牽制荷蘭商人，1626 年西
班牙人在基隆社寮島上建造薩爾瓦多城，1629 年在淡水建造了聖多明哥城，即是今日紅
毛城堡所在地。 西班牙人佔領臺灣北部 16 年後，荷蘭人於 1642 年北上驅逐了西班牙人，
顯示了淡水地理位置在臺灣北部的重要性，而此時的臺灣北部已被納入複雜的近世國際
貿易體系。新北市立淡水古蹟博物館所藏 6 件錢幣與克拉克瓷標本，清楚反映了上述大
航海時代的文化特徵，同時也揭示淡水地區在臺灣早期歷史所扮演的重要角色與定位。

參考資料
■ Alberto Feenstra ,Dutch Coins for Asian Growth. VOC-duiten to Assess Java's
Deep Monetis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1724-1800, （Tijdschrift voor Sociale en
Economische Geschiedenis • September 2014）
■ Christiaan J. A. Jorg,Porcelain from the Vung Tau Wreck: The Hallstrom Excavation
（UK: Sun Tree Publishing,2003).
■ Christie's Amsterdam B.V. 'The Bredenhof Bullion' 542 Silver bars, most stamped
with VOC markings, salvaged this year from the wreck of the 'Bredenhof', which
went down in 1753 in the Mozambique Channel（Amsterdam, 1986）

45 涂勤慧，〈史博館近年發現之台灣考古出土貿易陶瓷〉，《歷史文物月刊》，2007 年，No.168，頁 24 ～ 41；陳有貝、陸泰龍，
《「淡水紅毛城邊坡下陷考古試掘計畫」結案報告書》，提案單位：臺北縣立淡水古蹟博物館，執行單位：國立臺灣大學人
類學系，2007 年，頁 43。

46 鮑曉鷗、洪曉純，《尋找消失的基隆－臺灣北部和平島的考古新發現》，頁 244 ～ 247。
47 盧泰康，〈十七世紀前半西班牙人在北臺灣的陶瓷貿易〉，《從史前到歷史 臺灣東半部的文化樣相》，臺北：中央研究院歷
史語言研究所，2020 年 12 月，頁 241 ～ 282。

80

■ Colin Sheaf, Richard Kilburn,The Hatcher Porcelain Cargoes：The Complete
Record（Oxford：Phaidon,1988）
■ ed. C.L. van der Pijl-Ketel,The Ceramic Load of the "Witte Leeuw" 1613
（Rijksmuseum,1982）
■ George F. Bass,Beneath the Seven Seas（Thames & Hudson,2005）
■ J.A. van der Chijs, Nederlandsch-Indisch plakaatboek, 1602-1811, vol. 4: 1709–
1743 （Batavia 1887）
■ J.R. Bru n, F.S. Gaastra, and I. Schöffer （eds.）, Dutch-Asiatic Shipping in the 17th
and 18th Centuries, vol. I: Introductory volume （Den Haag 1987）
■ JEAN-PAUL DESROCHES,Treasures of the San Diego（Paris: Asso. Francaise
d'Action,1997）
■ Leonard Blussé, Strange company: Chinese settlers, mestizo women and the
Dutch in VOC Batavia （Leiden 1986）
■ Maura Rinaldi , Kraak Porcelain - A Moment in the History of Trade（Bamboo
Publishing,1989）.
■ Richard von Glahn,Chinese Coin and Changes in Monetary Preferences
in Maritime East Asia in the Fifteenth-Seventeenth Centuries, Journal of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he Orient , Vol. 57, No. 5（2014）
■ Robert S. Wicks, Money, markets, and trade in early Southeast Asia: The
development of indigenous monetary systems to AD 1400 （Ithaca, N.Y. 1992）.
■ Roxanna M.Brown and Sten Sjostrand,MARITIME ARCHAEOLOGY AND SHIPWRECK
CERAMICS IN MALAYSIA,（Jabatan Muzium Malaysia,2002）
■ Ry to Shimada,The Intra-Asian Trade in Japanese Copper by the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 During the Eighteenth Century（Leiden 2006）
■ Sir John Bucknill, The Coins of the Dutch East Indies: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the Series（New Delhi, 2000）
■ Sten Sjostrand , Sharipah Lok Lok bt Syed Idrus , The Wanli Shipwreck and Its
Ceramic Cargo（Department of Museums Malaysia,2007）
■ Thomas Michael , Tracy Schmidt, Standard Catalog of World Coins, 1601-1700
（Krause Publications; Seventh, 2018)
■ William M Mathers; Henry S Parker; Kathleen A Copus,Archaeological report : the
recovery of the Manila galleon: Nuestra Señora de la Concepción（Sutton, VT :
Paciﬁc Sea Resources, 1990）
■ William M. Mathers , Nancy Shaw, Catherine R. Wygant （Editor） ,Treasure of
the Conception - the Archaeological Recovery of a Spanish Galleon （APA
Publications, 1993）
■ 千家駒，郭彥崗合著，《中國貨幣史綱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年。

第 13 期

81

企
劃焦點

■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編，《明神宗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1964 年。
■ 方真真著、主譯，《華人與呂宋貿（1657-1687）：史 分析與譯註》，新竹：國立清華
大學出版社，2012 年。

Planning Focus

■ 王圻，《續文獻通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年。
■ 王裕巽，〈明代錢法變遷考〉，《文史哲》，1996 年（ 1）。
■ 平戶市文化協會，《平戶荷蘭商館跡の發掘Ⅲ 鄭成功居宅跡の發掘》，平戶市文化協會，
1994 年。
■ 申時行等，《明會典》，北京：中華書局，1989 年。
■ 宋經綸，《荷蘭東印度公司與巴達維亞早期城市發展 1619-1740》，山西大學歷史文化
學院碩士論文，2016 年。
■ 宋應星，《天工開物》卷中〈冶鑄〉，臺北市：中華叢書委員會，1955 年，頁 223。
■ 李毓中、林建享、吳昕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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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淡水》，2020 年 12 期。
■ 汪有民，〈萬曆金背、火漆、鏇邊錢初探〉，《西安金融》，2000 年第 12 期。
■ 周家明，〈論明代貨幣的運作——銅錢、寶鈔與銀〉，《西部學刊》，2016 年 12 期。
■ 林南中，〈閩南歷史上的“番銀＂〉，《閩海幣緣》，西安地圖出版社，2010 年。
■ 泉州市文物管理委員會等、泉州市海外交通史博物館，〈福建泉州地區出土的五批外國
銀幣〉，《考古》，1975 年第 6 期。
■ 郁永河，《裨海遊記》，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9。
■ 凌業勤等，《中國古代傳統鑄造技術》，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1987 年。
■ 涂勤慧，〈史博館近年發現之台灣考古出土貿易陶瓷〉，《歷史文物月刊》，2007 年，
No.168，頁 24-41。
■ 馬陳城，〈萬曆通寶小平錢鑄地考〉，《收藏》2018 年第 11 期，頁 82-85。
■ 張廷玉等撰，《明史》，北京：中華書局，1974 年。
■ 張詩波，《明代銅錢鑄造之研究》，東北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04 年。
■ 張學顏，《萬曆會計錄》，《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史部，政書類，第 53 冊，
2000 年。
■ 張燮著、謝方點校，《東西洋考》， 京：中華書局，2000 年。
■ 曹建兵，〈西屬殖民地銀元對中國貨幣的影響〉，《亞洲錢幣》，2000 年第二期。
■ 莊為璣，〈福建南安出土外國銀幣的幾個問題〉，《考古》，1975 年第 6 期。
■ 陳有貝、陸泰龍，《「淡水紅毛城邊坡下陷考古試掘計畫」結案報告書》，提案單位：
臺北縣立淡水古蹟博物館，執行單位：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系，2007 年。
■ 陳宗仁，《雞籠山與淡水洋：東亞海域與臺灣早期史研究（1400-1700）》，臺 ：聯經
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5 年。

82

■ 陳躍子，〈海澄出土西班牙銀幣和清代紋銀〉，《海上絲路尋踪》，北京華文出版社，
2001 年， 217 頁；原載於《廣東錢幣通訊》，1989 年第 11 期。
■ 嵇璜，《欽定續文獻通考》，收入於《文瀾閣欽定四庫全書》史部，杭州市：杭州出版社，
2015 年。
■ 費莫．西蒙．伽士特拉著，倪文君譯，《荷蘭東印度公司》，上海：東方出版中心，
2011 年。
■ 黃阿明，《明代貨幣與貨幣流通》，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社會學博士論文，2008 年。
■ 葉夢珠，《閱世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年。
■ 雷家聖，〈明代制錢的研究〉，《中興史學》第五期，1999 年 1 月，頁 49-65。談遷，
《棗林雜俎》，臺北市：新文豐，1989 年。
■ 熊寰，《克拉克瓷研究》，《故宮博物院院刊》，總第 125 期，2006 年第 3 期。
■ 趙匡華、周衛榮、郭保章、薛婕、劉俊祺，〈明代銅錢化學成分剖析〉，《自然科學史
研究》，1988 年，第 7 卷第 1 期，頁 54-65。
■ 鄭永昌，《清代乾隆朝錢貴時期之私錢問題及其對策（1736-1775 年）》，國立臺灣師
範大學歷史學系博士論文，2005 年。
■ 盧泰康，〈十七世紀前半西班牙人在北臺灣的陶瓷貿易〉，《從史前到歷史 臺灣東半部
的文化樣相》，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20 年 12 月，頁 241-282。
■ 盧泰康，〈明代中國陶瓷外銷的歷程與分期〉，《2002 海上絲綢之路―中國古代瓷器輸
出及文化影響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杭州：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2013 年。
■ 盧泰康，〈臺灣考古出土十七至十九世紀貿易陶瓷的發現與研究〉，《貿易陶瓷研究》
第 34 期，東京：日本貿易陶瓷研究會，頁 1-25。
■ 盧泰康，〈臺灣南部考古出土與傳世的西方銀幣研究〉，《台灣史研究》，第 22 卷第 2
期，2015 年。
■ 盧泰康、李匡悌、王竹平，《臺南社內遺址出土金屬器研究》，臺東市：臺灣史前博物館，
2015 年。
■ 鮑曉鷗、洪曉純，《尋找消失的基隆－臺灣北部和平島的考古新發現》，臺北：南天出
版社，2015 年。
■ たぱこと塩の博物館（編），《航路アジアへ！ : 鎖国前夜の東西交流》，東京：たぱ
こと塩の博物館，1998 年。
■〈Spanish Colonial Cobs: Introduction〉https://coins.nd.edu/ColCoin/
ColCoinIntros/Sp-Cobs.intro.html ，2021 年 5 月 24 日點閱。
■〈貿易銀元之研究〉http://tradedollarstudy.blogspot.com/2011/03/ ，2021 年 5 月
24 日點閱。

第 13 期

83

企
劃焦點

淡水港與硫磺貿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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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圖 ︱陳宗仁（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專任研究人員）

硫磺貿易在東亞海域間已有很長的歷史，16、17 世紀時，東亞海域貿易盛行，
各股商業勢力都想壟斷商品、航線，使得軍事衝突頻仍，硫磺是製造火藥的主要
成分，成為重要的國際貿易商品。16 世紀以來雞籠、淡水也是東亞海域硫磺供
應地之一。17 世紀淡水出產硫磺、鹿皮等商品，甚受唐人與荷蘭人的重視，其
重要性於 1630 年代後期逐漸超越雞籠。此後淡水或臺北盆地，一直是北部臺灣
的商貿、政治、軍事重心，直到現在。
The sulphur trade has a long history in East Asian seas. In the 16th and 17th
centuries, some commercial forces wanted to monopolize commodities
and shipping routes, resulting in frequent military conﬂicts. Sulfur as the main
ingredient of gunpowder, become an important international commodity.
Since the 16th century, Tamchuy and Keelung were sulfur trading ports.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Tamchuy exported sulphur, deerskin and other
commodities, and its importance gradually surpassed Keelung in the late
1630s. Since then, Tamchuy has been the center of northern Taiwan until now.
But sulfur was no longer an important commodity after the 18th century.

來到淡水港，臺灣人腦海裡就會浮現烏龍茶與樟腦，還有洋行、買辦與紅毛的領事
館，很少人知道還有一項重要的貿易品 – 硫磺，在 16、17 世紀時曾經是淡水最主要的
出口商品。
現代人在日常生活裡不太會接觸到硫磺，只有到陽明山國家公園遊玩時，才不時會聞
到硫磺味，甚至見到乳白色的溪水、硫磺噴氣孔，以及一些與硫磺有關的地名，如大磺嘴、
小油坑、硫磺谷、磺溪等。因為國家公園裡有大屯火山群，地表的裂縫仍持續湧出溫泉與
硫氣。硫氣噴出後，與空氣中的氧氣結合，形成結晶，經過百萬年的時間，累積成厚厚的
磺土，成為大屯山自然景觀的一部份。直到 4、500 年前，這些黃澄澄的磺土竟然成為可
以買賣的商品，並且賣到海外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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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9 世紀末大屯山的採硫礦場。資料來源：日本順益台灣原住民研究會編著，《伊
能嘉矩收藏台灣原住民影像》（臺北：順益台灣原住民博物館，1999），頁 227。

圖 2：《日本一鑑》描繪的硫黃山。資
料來源：鄭舜功撰，三ケ尻浩校訂，《日
本一鑑．桴海圖經》( 東京：出版者不
詳，出版年不詳 )，二〈滄海津鏡〉。
NO.1

硫磺成為商品，與武器的發展有關，當人類發現硫磺與硝石、木炭混合後，遇火會爆炸，於是製造
了煙火，在節慶使用；但更重要的是，將火藥放在細長的筒子裡，當它爆炸時，會將筒子裡的彈丸噴飛，
於是人類發明了槍砲。
在中國的唐宋時期，火器開始用於戰場，官方必須製造火藥，硝石、硫磺便成為重要的軍需品。從
10 世紀開始，日本硫磺就以進貢、買賣的方式輸出至中國。114 世紀汪大淵《島夷誌略》描述琉球（臺
灣），提及本地出產硫磺。在 14、15 世紀時，沖繩群島的琉球王國亦是明朝重要的硫磺供應者。
16 世紀中葉大明派出 1 位使者鄭舜功至日本查探情報，事後，鄭舜功將這段經歷及見聞寫成《日
本一鑑》，書中有一幅海圖〈滄海津鏡〉。2
在雞籠山旁邊有「硫黃山」，山頂還冒著硫磺氣，由於基隆北方的彭佳嶼、棉花嶼、花瓶嶼，雖然
是火山島，但未出產硫磺，故圖中這座硫黃山應與大屯火山群有關。此一地理訊息亦顯示大屯山的硫磺
可能已開採、輸出了。16 世紀時倭寇與唐人在日本、臺灣海域一帶活動，他們可能就是北臺硫磺最早的
貿易者。
17 世紀初《東西洋考》亦載雞籠、淡水有一形勝：「璜山」，並謂「琉璜氣每作，火光沿山躲鑠」，3
顯示福建官紳亦知道此地產硫磺，甚至已有硫磺交易。

1 山内晋次，〈日本史とアジア史の一接点 : 硫黄の国際交易をめぐって〉，山田奨治、郭南燕編，《江南文化と日本 : 資料‧人的交流の再発掘》
（京
都：国際日本文化硏究センター，2012），頁 201 ～ 211。
2 鄭舜功，《日本一鑑．桴海圖經》卷二〈滄海津鏡〉。
3 張燮，《東西洋考》（北京：中華書局，1981 年），頁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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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7 世紀時，東亞海域貿易盛行，各股商業勢力都想壟斷商品、航線，使得軍事衝突頻仍，火器、
火藥的製造與使用成為各國軍務的重點，硫磺也成為重要的國際貿易商品。北臺灣的大屯山區，因「地
可煮磺」，成為 17 世紀臺灣主要的硫磺產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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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西班牙時期的貿易活動
1626 年西班牙王國佔領雞籠，1627 年荷蘭人搜集的情報，謂：
唐人不時航行至雞籠，載運硫磺、沙金和當地砍的木柴。大明來的船隻沒有載運他們（指西班牙人）
想要的貿易物，只有獲得一些建築堡壘用的建材。4
1632 年西班牙傳教士 Jacinto Esquivel 撰寫〈關於艾爾摩莎島情況的報告〉，詳細描述當時的
硫磺產地與貿易。據 Esquivel 記載，硫磺盛產於淡水的北投（Quipatao）村落，另一個硫磺產區在
Taparri。在西班牙人佔領雞籠、淡水前，他們大量的賣給唐人，但「現已停止採硫磺，據他們（當地住
民）說會帶來壞運」。唐人用花布或其他東西交換，2 塊價值 3 里爾（real）的布可換 5 擔硫磺，1631
年唐人運走 5,000 擔，並說 1 擔約合 5 至 8 兩銀。5
Esquivel 聽唐人說，有大明官員曾派 2 艘船裝載硫磺回去賣，每擔賣到 16 至 20 兩的好價錢，但
1632 年不會來買硫磺，因前一年有 80 艘船載絲到日本，並運硫磺回大明，或者是因有 2 艘船從琉球載
硫磺到大明。Esquivel 又說，1632 年時，有 2 艘福建船載著貨物前來交易硫磺，但西班牙駐軍不准他
們來，因為船隻未載運布料，唐人說他們只是要帶回先前已經購買的硫磺。
雞籠、淡水住民是在 9 至 12 月採集並販賣硫磺，所以唐人亦在此時前來購買，北投社（Quipatao，
即清代之內北投社）那裡有很多硫磺，所以比其他聚落富有。6
1633 年 3 月荷蘭人捕獲 1 艘從雞籠前往馬尼拉的唐人帆船，船上載運的貨物除了精美瓷器、各式
杯盤碟子、肉、麵粉、小麥外，還有 30 擔未提煉的硫磺等。7
根據上述荷蘭與西班牙文獻的記載，可知 1620 ～ 1630 年代，唐人經常到雞籠、淡水購買硫磺，
購買對象是北投社與 Taparri 社（可能位在金包里），採硫季節是 9 到 12 月。
1637 年西班牙人放棄了淡水的聖多明哥城，將人員及軍火撤走。荷蘭勢力則隨著大員唐人進入淡水。

二、荷蘭時期的貿易活動
1639 年西班牙人發現唐人船隻沒有到雞籠港，而是「通常會到淡水買賣皮、藤、硫磺以及其他土

4 José E. Borao et al. eds., Spaniards in Taiwan, vol. I:1582-1641（Taipei: SMC Publishing, 2001）, p. 92.（又按此書以下簡稱 Spaniards in Taiwan）
5 Spaniards in Taiwan, Vol. I, p. 168.
6 Spaniards in Taiwan, Vol. I, pp. 172, 184.
7 江樹生譯，《熱蘭遮城日誌》第一冊（臺南：臺南市政府，2000），頁 84 ～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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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因此，威脅要攻擊淡水的唐人船隻。8 這些來到淡水的唐人，有些是從臺灣南部的大員前來淡水
買硫磺與鹿皮。91640 年，唐人 Peco 和 Campe 又派 3 艘船從大員來到淡水，「要去那裡取得硫磺，
於 10 月中他們載著 1,000 擔生硫磺回來」。大員的荷蘭人收購後，認為可以銷售到 Malabar 地區（印
度半島西岸），或者中南半島的東京、柬埔寨也有需求。10 換言之，荷蘭東印度公司透過自己的行銷網，
可以將臺灣的硫磺賣到更遠的地方。
1640 年代鄭芝龍是福建霸主，他亦派人來淡水買硫磺，1641 年時西班牙人發現荷蘭船隻出現在淡
水，「護衛唐人收集硫磺、獸皮和其他東西」，並懷疑這些淡水的唐人船隻可能與鄭芝龍有關。11
1645 年 3 月《巴達維亞城日誌》載，有中國 Lampcam 地方的大官派 2 艘船，前來雞籠、淡水買
硫磺，向大員的荷蘭人申請航行許可。荷蘭人同意此次直航的申請，但僅限此回，且要求按慣例，從中
國帶來的貨物必須徵稅 1/10，從淡水運出之硫磺，每百擔收 20 里爾，且不得進行其他商業交易。12 根
據這項記載，中國官員試圖到淡水買硫磺，一如西班牙占領時期，而荷蘭人已擁有此地主權，故要求進
出口貨物要徵稅若干。
荷蘭東印度公司為了控制淡水的硫磺貿易，決定在淡水設立據點。13 淡水土產如硫磺、獸皮係由當
地住民採收，米亦是當地人耕種所得，這些土產賣與唐人，再由荷蘭人收購或從中徵稅。
此時淡水的貿易倚賴土產交易，不過，不能高估這項貿易的重要性，因為硫磺、獸皮、魚以及米都
不是稀有的商品，在國際市場未必具有競爭力。
以硫磺為例，巴達維亞城的荷蘭人謂東亞海域的硫磺產地：
下列國家硫磺產量豐富，即啞濟、孟加錫及福爾摩沙的淡水，大大超過我們貿易的需求量。但在
Pecu（在緬甸）、東京和印度沿岸及蘇拉特以上地區的硫磺質量不及荷蘭的，價格卻更昂貴……而且
東印度的現金將因而減少，我們希望利用從荷蘭收到的硫磺，據蘇拉特和科羅曼德爾的記錄，獲利更
多，這就是我們在書信中要求再運來 1 批筒裝純硫的原因。14
荷蘭人說蘇門答臘島的啞濟（Azeh）、蘇拉威西島的孟加錫（Makassar）及臺灣島的淡水均產硫
磺，但產量卻超過荷蘭人的貿易需求，即供過於求，所以，淡水的硫磺貿易發展有其局限性，在國際市
場上，無法成為高利潤的商品。

8 Spaniards in Taiwan, Vol. I, p. 307.
9 Spaniards in Taiwan, Vol. I, pp. 297 ～ 298.
10 江樹生譯註，《熱蘭遮城日誌》第一冊，頁 474。
11 Spaniards in Taiwan, Vol. I, p. 331.
12 村上直次郎譯注、中村孝志校注，《バタヴイア城日誌》第二冊（東京 : 平凡社 , 1975），頁 336。
13 程紹剛譯註，《荷蘭人在福爾摩莎》（臺北市：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0），頁 239。
14 程紹剛譯註，《荷蘭人在福爾摩莎》，頁 231。

第 13 期

87

企
劃焦點

1654 年荷蘭人繪製的大臺北古地圖裡，描繪了 2 處冒煙的山丘。一處在基隆河下方，有一編號 15
的小溪，標注「Swavel spruijt」，意為「硫磺小溪」，這座山丘應即今臺北市北投地區的大屯山區。
另一處山丘鄰近海邊，編號 48，標注「quelangs swaevel bergh en quelangs gat（雞籠硫磺

Planning Focus

山及雞籠坑口）」，另繪一條小溪入海。今新北市萬里區尚有磺溪、磺山等地名。15

三、清帝國時期的封禁
1662 年荷蘭東印度公司戰敗，離開臺灣，淡水的硫磺貿易亦衰退，鄭氏並不重視，清帝國統治臺
灣後，更因硫磺與火器有關，嚴禁硫磺的開採。不過 1696 年福州火藥庫爆炸，郁永河奉命至淡水採硫，
次年乘船至臺灣府城，循陸路到淡水，事後寫成《裨海紀遊》，書中詳細描述採硫過程，留下珍貴的採
硫紀錄。
郁永河他先在府城購買布、油、糖、大鑊、刀斧、大小木桶等各種用品與工具。他親身至採硫現場，
看到的是：
草色萎黃無生意；望前山半麓，白氣縷縷，如山雲乍吐，搖曳青嶂間，導人指曰：『是硫穴也』。
風至，硫氣甚惡。更進半里，草木不生，地熱如炙；左右兩山多巨石，為硫氣所觸，剝蝕如粉。白氣
五十餘道，皆從地底騰激而出，沸珠噴濺，出地尺許。余攬衣即穴旁視之，聞怒雷震蕩地底，而驚濤與
沸鼎聲間之……衣染硫氣，累日不散。
18 世紀清帝國為了防範人民私採硫磺，命令毛少翁社通事帶領毛少翁社與金包里社原住民看守磺
16

坑。 19 世紀時官方每年春、秋 2 季派兵入山，焚燒硫磺或填塞磺穴口，杜絕私掘。但無法禁絕盜採，
又改為四季仲月派兵燒硫。
1874 年牡丹社事件發生後，船政大臣沈葆楨來臺處理善後事宜，並於 1877 年奏准開禁，於北投、
金包里及油坑等 3 地，由官招工開採。1886 年劉銘傳任臺灣巡撫，設立「辦理臺灣樟腦硫磺總局」，
管理樟腦、硫磺事業，所得硫磺集中於淡水磺廠，再運至上海銷售。17 日治時期，大屯山的採硫權由民
間擁有，戰後數十年，仍有民間公司在大屯山區開採硫磺，但成本與產量均不敵現代石油化學工業所生
產硫磺，先後歇業停產。

四、結論
硫磺貿易在東亞海域間已有很長的歷史，16 世紀以來雞籠、淡水也是東亞海域硫磺供應地之一。
17 世紀淡水出產硫磺、鹿皮等商品，甚受唐人與荷蘭人的重視，其重要性於 1630 年代後期逐漸超越雞
籠。此後淡水或臺北盆地，一直是北部臺灣的商貿、政治、軍事重心，直到現在。

15 相關研究參見翁佳音，《大臺北古地圖考釋》（臺北：臺北縣立文化中心，1998），頁 49、98。
16 高賢治編，《大臺北古契字三集》（臺北市：臺北市文獻會，民 94 年），頁 358。
17 不著撰人，《臺灣通志》（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臺灣文獻叢刊第 130 種，1962），頁 257 ～ 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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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編 號 15「Swavel spruijt（ 硫 磺 小 溪 ）」。 資 料 來
源：J. R. van Diessen et al., Grote atlas van de Verenigde
Oost-Indische Compagnie（Voorburg, Netherlands Atlas
Maior, 2006-2010）

圖 4： 編 號 48 標 注「quelangs swaevel bergh en quelangs
gat（雞籠硫磺山及雞籠坑口）」。資料來源：J. R. van Diessen
et al., Grote atlas van de Verenigde Oost-Indische Compagnie

淡水雖因土產貿易而維持其港口地位，但硫磺等商品並非此時期東亞海域主要的貿易商品，無法吸
引「富商巨賈挾重貲以往來」。整體而言，雞籠、淡水在 1640 年代以後，隨著外部貿易與政治勢力的
消退，不再是臺灣的重要貿易港口，更不是東亞海域的貿易港口，只是附屬於大員的邊陲地域。不過，
到了 19 世紀，新的產業茶與樟腦重新帶動淡水的繁榮。

參考文獻
■陳宗仁，《雞籠山與淡水洋：東亞海域與臺灣史研究（1400-1700）》，臺北：聯經出版公司陳宗仁，
2005 年。
■吳奇娜，〈17-19 世紀北台灣硫磺貿易之政策轉變研究〉（國立成功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
2000，未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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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圖 ︱呂理昌 （士林社區大學講師及林森人文書齋文史工作者）

硫磺是幾世紀以來是兩岸及世界重要貿易物質，而硫磺大部分出產於臺灣北部平
埔族凱達格蘭人毛少翁社、北投社及金包里社等的傳統領域，原住民的採硫、運
硫及交易硫磺與周遭的地景河川變化、硫磺貿易港口、漢人聚落等形成有關，也
因後來漢移民間的鬥毆、抗爭及原漢間爭奪土地等資源形成的亂事，皆需要硫磺
原料做成的火藥來相拼鬥，官府為治安需要也進一步封禁硫磺。
Sulfur has been an important trading substance for centuries on both sides of
the Taiwan Strait and around the world. Most of the sulfur is produced in the
traditional areas of the Indigenous Peoples in northern Taiwan, such as the Plains
Indigenous Peoples, Maoshaoweng Village, Beitou Village, and Jinbaoli Village,
and so forth of the Ketagalan people. The Indigenous Peoples´ mining of sulfur,
its transportation, and trading were related to the changes in the surrounding
landscape and rivers, sulfur trading ports, and the formation of Han Chinese
settlements. As a result of the fighting and protests between the Han Chinese
immigrants and the chaos caused by the newcomers and the settled Han
Chinese for resources such as land, the government had no other alternative than
to ban the mining of sulfur for the sake of security as sulfur was increasingly in great
demand by the parties to make gunpowder to sustain their inﬁgh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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硫磺是古時候重要的民生物資，除可供製造火藥外，也是供中醫藥原料、藥材薰蒸
泡炙、食料漂白、消毒治病等功能；因自古代火藥發明，民間節慶鞭炮、雄黃僻邪、明
代本草綱目本草所使用於方劑治病，皆需硫磺先泡製方可使用；民間需求加上官方平亂
或戰爭等硫磺、火藥原料等需求更大，臺灣北部生產硫磺，自然成為兩岸重要的貿易與
交換物資。
臺灣北部的大屯火山群，是大陸與海洋版塊碰撞形成的隱沒帶，熔融的岩漿庫就在
大屯山及七星山下方數公里處，岩漿庫內含有硫化氫及二氧化硫等火山氣體，透過版塊
擠壓形成的山腳斷層（金山斷層）沿線的破裂地表，從北投經七星山至金山、萬里，經
過有地熱谷、硫磺谷龍鳳谷、中山樓、竹子湖、馬槽、小油坑、冷水坑、磺坪、大油坑、
庚子坪、死磺子坪等，形成多處的火山噴氣孔或硫磺熱液換質帶，這些地方皆生產大量
的硫磺。
元代汪大淵的「島夷志略」就記載了福建商人用處州磁器、瑪瑙、布疋等，到淡水
附近交易硫磺及鹿皮等物資；明、清帝國因國內亂事及倭寇侵擾所需硫磺孔急，更多的
生意人來往淡水交易，明代中葉以後，陸續有來自漳州月港的生意人來到大屯山及七星
山週遭與原住民凱達格蘭人交換硫磺；因東北季風的吹襲，臺北盆地內及附近是交易好
處所，以七星山大屯山分水嶺往南的冷水坑，磺坪、竹子湖、硫磺谷等硫磺生產基地，
早期大部分由原住民挖掘開採磺土，挑運自河道旁，再用艋舺（獨木舟）順溪流自港口
交易硫磺。

圖 1：大油坑最後的採硫礦場。

圖 2：大油坑德記的採硫冷凝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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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運送硫磺的挑硫古道。

圖 4：清初古地圖的磺港（右側）。

七星山周遭的硫磺產地，亦是北投社及毛少翁社等平埔族凱達格蘭人的傳統領域，
北投社的聚落分布於磺港溪流域，毛少翁社分布於磺溪流域，前者磺港溪發源於硫磺谷
附近，流經新北投復興公園、新北投捷運站、七星公園後匯流來自地熱谷的北投溪，在
流經北投市場、公館路、王爺廟、頂八仙等至北投焚化廠出基隆河；後者磺溪發源於中
山樓與龍鳳谷等處，流經行義路、天母、石牌至法官學院接雙溪，昔時（1964 年葛樂
禮颱風之前）為右轉五分港溪（舊雙溪）流經洲美（洲仔尾）、五份仔、九份溝等至北
投焚化廠附近出基隆河。
由於 1694 年大地震臺北盆地下陷形成康熙臺北大湖，長期造成湖水進退，及受到每
日海潮的湧進湧出，將磺港溪與磺溪下游（舊雙溪或稱五分港溪）及來自於石牌榮總的清
水溪匯流形成的冲積扇，分布於奇岩山岬角附近（唭哩岸）或延伸至現今的洲美（北投焚
化廠）與頂八仙等處，這塊受潮差及大湖湖水進退效應及洪水泛濫影響，長滿紅樹林的冲
積扇的峽灣辮狀河，可能就是西荷時期稱為唭哩岸地名由來之一；由於此處亦是重要的 3
條溪匯流運送硫磺的出口港，來自對岸的生意人也常至此交易硫磺，此處清帝國康熙雍正
年間古地圖就標示著「磺港」，由於此地常交易硫磺，慢慢形成市集，加上搬運苦力及採
硫人力不足，來自漳州與泉州等處的移民就慢慢來此附近定居形成聚落，這些可能大部分
是羅漢腳的漢人聚集場所，西荷時期以來當時稱為 Parian，可能就是音譯「八芝蘭」或
「八連」的地名由來；由於漢人移居愈來愈多，至康熙 48 年墾戶陳賴章、陳國起、戴天
樞向諸羅知縣請給開墾上淡水淡水社大佳臘地方及淡水港及北路毛少翁社東勢 3 處荒埔，
租佃拓墾，產業也由硫磺擴展到稻米、糖、大菁、麻等作物；士林在清領時期末期以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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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山上的平埔族杆欄式聚落遺址。

圖 6：硫磺結晶。

八芝蘭或芝蘭一堡，磺港除是硫磺貿易港亦是漢移民拓墾中心，唭哩岸的慈生宮位於清水
溪畔，它也是臺北盆地首先出現的漢人信仰廟宇，祭拜神農大帝及土地公，傳說自明鄭東
寧王國時期就有此宮廟，當時為管制硫磺，還在清水溪及磺溪上游的平緩河階地設置營盤
（防汛），派兵駐守，可能地點在石牌路保一總隊，舊稱海防厝。
西班牙 1626 年以來統治淡水雞籠初期，北臺還是南島民族凱達格蘭人的部落社群，
此時已有漢人從荷蘭治理的熱蘭遮城來到淡水與原住民交易硫磺，而為硫磺、稻米及木
材、藤、鹿皮等物資的獲取，西班牙人也不斷壓迫各社族群歸順，而來至福建的生意人，
在繳交稅金下，也不斷至淡水等處用碎花布等交換硫磺，至 1642 年後荷蘭治理下的淡水
每年輸出的硫磺已達數十萬公斤，甚至超過百萬公斤，是當時統治臺灣的荷蘭東印度公
司在首府熱蘭遮城貿易項目中，硫磺是重要
的貿易交換物資。因倭寇、海盜等也對於硫
磺的需求，時常侵擾磺區，鄭經時期曾有意
將淡水硫磺礦區再賣給荷蘭人，1696 年清
帝國康熙 35 年因福州（榕城）火藥庫爆炸，
郁永河來臺採硫，當時在磺港唭哩岸附近，
構建數間煉硫工場（茅草屋），請土番至山
上採掘磺土放入鐵鍋加牛油提煉硫磺，補足
損失的 50 萬斤的硫磺；至乾隆 51 年發生抗
清林爽文事件，聞知匪徒曾至淡水採掘硫磺

圖 7：德記公司採擷硫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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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硫磺谷的採硫設備。

圖 9：磺港溪。

加硝石配製火藥，參與亂事；事件平定後，為了治理需要，福康安建議封禁淡水地區的
硫磺，並完全禁止開採，至道光年間每季仲月新莊縣氶會同艋舺營官兵，會巡視現今金
包里大路、陽峰古道或猴崁古道沿途各磺窟硫磺噴氣孔，將硫磺穴覆土燒毀或將附近芒
草燒掉，防止亂民躲藏盜採硫磺，在巡查路線沿途設有營盤駐守兵營及崗哨，如猴崁、
頂湖鬼子坑、冷水坑河南營、大油坑公館守磺營地、金包里磺棧等處，皆有遺跡，沿途
亦有多個水土不服死亡的皇清河南勇墓碑。
不久官兵來臺因經費不足，清領時期中葉以後巡守硫磺採番屯制，清帝國利用淡
水地區北投社、毛少翁社、金包里社等社番部落執行硫磺封禁政策，營盤亦成為「少翁
屯」，地名呈現於光緒年間的古地圖，社番為執行硫磺封禁，單純的平埔社番，無法阻
擋來自官府與當地土豪劣紳的貪婪盜採，為了獲取硫磺暴利，欺凌傷害取締盜採的社番，
甚至將部落的房舍縱火燒毀，由清領時期公文書訴訟檔案的淡新檔案，有數十則的番民
冤屈無法申訴上呈，還讓部落淪為分崩離析，由文獻知大部分官商勾結盜採的硫磺，為
躲避水師巡檢，是從磺港附近五分港溪畔的小港口運出，社番取締後會將硫磺沉入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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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白宮草地上舒服的欣賞樂團表演

圖 10：現今的五分港溪。

並取部分樣品報官府送辦，社番為執行禁硫的清帝國皇諭，犧牲奉獻死而後已，但同治
年間官方開放開採硫磺，官府竟不感念毛少翁社多年的守磺功勞，不允許社番代為開採，
我們後代應感念毛少翁社等社番封禁硫磺功勞，減少亂事及生命財產損失，應在歷史上
留下感念的一頁。
現今硫磺產業已因石油工業提煉的副產物而沒落了，代之而起的是溫泉產業，但我
們就住在大屯火山群的腳下，斷層上的火山硫氣孔也持續不斷地噴發，硫煙裊裊，萬象
更新，這塊自然的土地，因有火山、硫磺承載了先民與我們的生存奮鬥與生活智慧，走
在陽明山國家公園，有無數的硫磺相關的遺址、古蹟（營盤、古道、磺港、磺棧、煉硫
設備等），我們應到現場聽聽火山硫氣孔地底怒吼的聲音，讓我們覺得大自然的震撼、
偉大及人類的渺小，讓火山硫磺的故事永遠傳承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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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世紀洋行之興起與淡水新
風貌：以寶順洋行為中心

文

圖 ︱黃富三（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兼任研究人員）
︱黃頌文（國立中興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臺灣史的發展基本上是由南向北的，但這是指 1624 年荷蘭人領臺之前而言的，
早期曾有一個淡水期。其後淡水經歷幾度滄桑，其中最重要的是 19 世紀晚期
淡水之崛起為臺灣第一大港，主因是 1858 ～ 60 年臺灣開港通商，洋行群聚，
扮演推動國際貿易的要角，象徵北部之取代臺南為經濟與政治中心。本文主要
透過香港英商怡和洋行檔資料，簡介其代理商，特別是寶順洋行，在淡水的貿
易活動，包括其貿易之興衰，及各家洋行之間的競爭合作關係。另外，外商進
駐也帶來異國文化，如異國飲食、育樂活動等，創造一個彩色淡水，寶順洋行
杜德及其友人之生活點滴可為證。
Although generally speaking, the development of Taiwan´s history was started
from south to north, there had been actually a Tamsui age before 1624 when
the Dutch started ruling Taiwan. Afterwards, Tamsui experienced vicissitudes
of different fates and then rose to be the largest port of Taiwan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19th century, due to the open-port policy after 1858-60 when foreign
companies were established to expand the international trade resulting in the
replacement of Tainan by Taipei as the new economic and political center. This
article is intended to deal with the activities of British Jardine, Matheson & Co.
and its agents and agencies, particularly John Dodd & Co., in Tamsui, including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trade, as well as the competition and cooperation among
the companies. Further, foreign merchants brought about exotic cultures, such
as different foods and drinks, new sports and entertainments, etc., as shown from
the daily life of John Dodd and his friends.

＊本文諸多杜德資料取自黃頌文，由黃富三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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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臺灣史的發展基本上是由南向北的，但這是指 1624 年進入歷史時期而言的，早期曾
有一個淡水期。其後淡水經歷幾度滄桑，其中最重要的是 19 世紀晚期淡水之崛起為臺灣
第一大港，主因是 1858 ～ 60 年臺灣開港通商，洋行群聚，扮演推動國際貿易的要角，
象徵北部之取代臺南為經濟與政治中心。本文主要透過香港英商怡和洋行檔資料，簡介其
代理商，特別是寶順洋行，在淡水的貿易活動，包括其進出口貿易之興衰，及各家洋行之
間的競爭合作關係。另外，外商進駐也帶來異國文化，如飲食習慣、育樂活動等，創造一
個彩色淡水，寶順洋行杜德及其友人之生活點滴可為證。至於史料，主要運用英國劍橋大
學圖書館所典藏的怡和洋行檔。
本文共分 5 部分。一是淡水港前期，介紹 16 世紀做為中日貿易停泊地的角色。二是
19 世紀臺灣開港後之怡和洋行商務代理人在淡水之經營情形。三是介紹怡和洋行之代理
洋行的興起及其活動，主要為寶順洋行與美利士洋行競合情形。四是多家洋行之競爭情
形。五是洋行之造就淡水的國際色彩，以杜德寶順洋行之生活點滴為主。

一、淡水港前期
17 世紀以前，臺灣只是漁民、私商、海盜據點。臺灣四面環海，寒、暖流交會，漁
產極為豐富。16 世紀，明代史書均稱有極多漁民至臺灣（北港、東番）捕魚，從北部雞籠、
淡水至南部，都有他們的蹤跡。1 據稱，老練漁夫最快 1 夜或 1 日夜即可自閩江口直抵雞籠、
淡水，2 而福州近海漁人每年 5 月初 4 夜，常順風而渡，黎明即至淡水，網取海魚再返航，
以應 5 月 5 日端午節之用。3 有些學者認為最早的漢人移民當是漁民，而最早的聚落可能
是今高雄市前鎮漁村。4
此外，臺灣也是東亞「自由港」。臺灣北部海域有基隆島、棉花嶼、花瓶嶼、彭佳嶼
等 4 島，中國船隻沿著這些島嶼航行至琉球、日本，雞籠、淡水乃成為重要的指標點與補
給站。明初稱沖繩本島為大琉球，可能在 1573 年以後，稱臺灣北部之雞籠、淡水一帶為

1 許孚遠：「臣又訪得是中同安、海澄、龍溪、漳浦、詔安等處姦徒，每年於 4、月間，告給文引，駕使鳥船，稱往福寧載鐵，

北港捕魚及販雞籠、淡水者，往往私裝鉛、硝等貨，潛去倭國，但秋及冬或來春方回，又藉言潮惠廣高等處糴賣糧食，逕從大
洋入倭。無販番之名，有通倭之實。」曹永和，〈明代臺灣漁業誌略〉《臺灣早期歷史研究》頁 165。張燮，《東西洋考》：
「雞籠山、淡水洋在彭湖嶼之東北，故名北港，又名東番。…嘉靖末，…忽中國漁者從魍港至，遂往來以為常。」張燮，《東
西洋考》，收錄於趙汝适，《諸番志》之附錄，臺文叢 119，頁 83 ～ 84。

2 董應舉，〈與韓海道議選水將海操〉，收於《崇相集選錄》，臺文叢 237，（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7），頁 26。
3 朱仕玠，《小琉球漫誌》卷六，臺文叢 3，（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7）頁 60。
4 曹永和，〈明代臺灣漁業誌略補說〉《臺灣早期歷史研究》，頁 249 ～ 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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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琉球」。5 16 世紀，明人稱臺灣為「小東島」、6 東番、北港等，且有更深入而明確
的認識。7 隆慶元年（1567），明朝施行「船引制度」，允許本國船隻自漳州海澄縣的月
港出海貿易，進行東、西洋貿易。8 16 世紀後半，已經有漢人來臺貿易。 91602 年來臺之
沈有容所撰的《東番記》載：「﹙福建﹚漳、泉之惠民、充龍、烈嶼諸澳，往往譯其語，

Planning Focus

與貿易；以瑪瑙、磁器、布、鹽、銅簪環之類，易其鹿脯、皮、角；間遺之故衣，喜藏之，
或見華人一著，旋復脫去，得布亦藏之。」。10 可見華人早就與臺灣原住民交易土產。
不過，臺灣「產無奇貨」，貿易額有限，閩商主要前往日本，11 往往只是過境地。12
大體上，漢人至臺灣北部者大多為開採硫磺、購買鹿皮，與原住民進行以物易物（barter）
之交易，至南部者則多為捕魚。

二、19 世紀開港後淡水黃金期之來臨：以怡和洋行為中心
19 世紀，歐美各國由於工業革命後，產業大興，亟需拓展國際貿易，以推銷工業
品與取得所需產品，因而大舉東來。臺灣位居東亞航線要衝，又擁有某些特產，如煤、
糖、樟腦等，自然引起外人之興趣，由秘密貿易而發展為正式開港通商。英國是 19 世紀
國力最強的大國，英商與臺灣的貿易關係亦最密切。其中香港英商怡和洋行（Jardine,
Matheson & Co.）是 19 世紀中葉的大洋行，與顛地洋行（Dent & Co.）齊名，是許多
洋行的母行，但顛地洋行在 1867 年倒閉後，更是一枝獨秀，因此怡和洋行在臺灣上扮演
關鍵性角色，其貿易體制可分幾個階段。

商務代理人及其活動
1858 ～ 60 年，臺灣開港後，怡和洋行便登岸設行，直接貿易。

1.Thomas Sullivan（率洛文）– 首任臺灣商務代理人
Sullivan 約在 1859 年 12 月中旬抵打狗出任怡和洋行之臺灣商務代理人，此制之
特點是怡和洋行在臺灣口岸建棧設行，直接與臺灣本地商人交易，以期增加貿易量。

5 陳宗仁，《雞籠山與淡水洋》（臺北：聯經，2005），頁 58。
6 1550 年代，鄭舜功乘船航經大、小琉球，在 1565 年所著《日本一鑑》中，「…再渡結小東島，一名小琉球，彼云大惠國。
小東之域有雞籠山。」

7 《東番記》稱：「東番夷人…. 起魍港、加老灣，歷大員、堯港、打狗嶼、小淡水、雙溪口、加哩林、沙巴里、大幫坑，皆其
居也。」陳第，《東番記》，收於沈有容，《閩海贈言》，臺文叢 56，頁 24。
8 張燮，《東西洋考》，頁 131。
9 楊彥杰，《荷據時代臺灣史》，頁 45。陳宗仁，《雞籠山與淡水洋》，頁 35 ～ 36。
10 陳第，《東番記》，收於沈有容，《閩海贈言》，臺文叢 56（臺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9）頁 26 ～ 27。
11 當時雞籠、淡水之引稅 1 兩，只有東、西洋引稅的 1/3，張燮，《東西洋考》，頁 132。
12 「往福寧載鐵、北港捕魚，及販雞籠、淡水者，往往私裝鉛硝等貨，潛去倭國，…. 無販糴之名，有通倭之實。」，轉引自曹永和，
〈明代臺灣漁業誌略〉《臺灣早期歷史研究》頁 165。黃承玄，〈條議海防事宜疏〉：「托引東番，輸貨日本。」黃承玄，〈條
議海防事宜疏〉收於《明經世文編選錄》下編，臺文叢 289（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71）頁 206。《神宗實錄》萬曆
38 年 10 月丙戌：「以日本之利，倍於呂宋，所在官司擅給票引，任意開洋，高桅巨舶，絡繹倭國」《神宗實錄》萬曆 38 年
10 月丙戌，收錄於《明實錄閩海關係史料》，臺文叢 296（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71）頁 103 ～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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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洋行必須派遣常駐口岸的代理人；其次，必須設行建棧以直接與華人交易；其
三，在經營組織方面，必須聘用華人買辦或銀師，協助交易事宜。他是第一任駐岸商
務代理人，先至打狗，再赴淡水上任。1860 年 5 月 30 日，他在淡水報稱：Dent 透過
Captain Brown 之銀師 Ticksui，安排建一貨棧，而德記洋行（Tait），亦透過華人想
買一片地建棧，又據聞有廈門洋行欲購紅毛城為貨棧。13 可知洋行在臺灣開港後，即設
法在口岸購地或購屋建棧，以便擴大貿易。
另一方面，Sullivan 與經營對外貿易的大華商合作，以期控制市場。首先，他與
府城大商賈金茂號（Kim-mo-hop）許遜榮（Koa Son Jeea）、許建勳（Koa Kin
Hue）父子交往而建立此後怡和行與金茂號之密切合作關係。1860 年 4 月 14 日，
Sullivan 終止打狗商務代理人之職，而由 Glo Rorie 接替。14 Sullivan 於 5 月 12 日乘
船離打狗，至 18 日與 19 日方抵淡水港，但風強浪大，直至 20 日天晴，方於上午下錨。15
此後，Sullivan 出任怡和駐淡水之代理，負責北部地區商務。
各洋行亦設法在淡水設據點以拓展商務，如顛地（Dent）、德記（Tait）行均有
意建貨棧，甚至傳聞有廈門洋行有意購紅毛城為貨棧。16 然而，怡和行似無意在淡水購
地，Sullivan 以集貨船（receiving Ship）為辦事與居住地，先在“Wild Wave＂號，
約自 1861 年 9 月 30 日後，改在 Adventure 號。17
登岸設行目的在擴大營業，因此 Sullivan 也不斷尋找其他經銷商（dealer）。
1861 年 10 月 8 日，他報稱在艋舺與 3 大鴉片經銷商結好，約定對方只買怡和鴉片，
但怡和需向他們購米、鹽、硫磺、茶之類商品。18 函中未提到三大富商姓名，北部俗語
說「第一好張德寶，第二黃阿祿嫂，第三好馬悄哥（名王則振）」推測可能是 3 位艋
舺首富。19 據開發大稻埕街之林藍田家族分產鬮書，林家曾向張德寶借銀約 1,200 元，20
可知張德寶是大富豪，兼營放貸業。黃祿則是艋舺大樟腦與木材商，今環河南路黃姓
宗祠即其所建。21 黃祿與 Sullivan 在 1862 年 7 月訂有樟腦合同，但因 Sullivan 之船隻

13 JMA, B8/7.1, Sullivan to JM & Co., Tamsui River, May 30, 1860。
14 同上。
15 JMA, B8/7.1, Sullivan to JM & Co., Tamsui River, May 30, 1860。
16 同上。
17 JMA, B8/7.7, Sullivan to JM & Co., Tamsui, Sept., 30, 1861。
18 JMA, B8/7.8, Sullivan to JM & Co., Tamsui, Oct., 18, 1861。
19 吳逸生，〈艋舺三巨富起家談〉，《臺北文物》8：1（1959 年 4 月），頁 90 ～ 93。
20 「長房（即林藍田）連貳房收執元字號鬮書壹本」，《臺灣私法附錄參考書》第二卷下，（臺北：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
1910），頁 328 ～ 329。
21 蕭達，〈黃阿祿嫂〉，《自立晚報》，1993 年 7 月 23 日，19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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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J. Dodd, Petroleum, springs, April, 1865 苗栗後龍油井。（費德廉、蘇約翰主編，羅效德、費德廉中譯，
《李先得臺灣紀行》，頁 58 ～ 59。）

未如期來臺運樟腦，黃祿將樟腦售予他人，因而引發衝突事件。22 至於馬悄哥事跡，
有待進一步探究。Sullivan 在 1863 年 7 月函中，提及艋舺最大經銷商之一名叫 Sue
Sue，是他的老朋友。23 Sue Sue 是 3 人中之一或另有其人，待考。筆者推測 Sue Sue
當是商號名稱，另一英文名稱當是 Soey-Soey。按，1870 年，美利士洋行（Milisch
& Co.）倒閉時，怡和洋行之報告稱：「Dodd（寶順洋行）今晨訪艋舺，稱 SoeySoey 行已倒閉，欠 Milisch ＄12,000。」24
在交易商品方面，進口貨有鴉片、硝石等，出口貨有樟腦、米、鹽、煤、茶等項，
但主要為樟腦。另外，他也嘗試銷售茶葉。1861 年 10 月 21 日，他報稱送一淡水茶的

22 （a）參（a）葉振輝，〈同治元年英商率洛文案〉，《臺灣省文獻委員會成立四十週年專輯》（1988 年 6 月），頁 147 ～ 155。
（b）「辦理臺灣海口通商稅務候補選區（天民）為移請查究事」，《淡新檔案行政篇初集》，文叢 295 種，頁 286 ～ 288。
（c）JMA, B8/7.54, Sullivan to JM & Co., Tamsui, July 22, 1863。
23 JMA, B8/7.54, Sullivan to JM & Co., Tamsui, July22, 1863。
24 JMA, B8/7.509(a), Murray to Whittall, Tamsui, June8, 18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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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本予怡和行，並稱與上次粵商送往澳門準備外銷者相同。25 1861 年 12 月 5 日，報
稱有 700 擔硫磺與 800 擔茶裝運出口。26 可見在寶順洋行（John Dodd & Co）之前，
粵商與 Sullivan 已試銷臺茶。按，開港前臺茶已銷往福州、廈門，與其他較佳之福建
茶混合，而英國駐臺第一位副領事 Swinhoe 在 1861 年曾將臺茶送交 3 位茶師品鑑，
以了解其外銷潛力。27
Sullivan 之拓展商務雖有成績，但因性格剛硬，與華人、臺灣地方官發生過無數
次衝突，在打狗、府城均發生過。28 在北部亦然。1862 年 7 月，他與艋舺黃祿頭（即
前述之黃祿）訂約購買樟腦，因逾期未取貨，黃祿為免樟腦蒸發受損，乃轉售他人，
雙方遂發生糾紛。10 月 22 日，他與通譯張烏豆、Neil MacPhail 往見淡水海關監督
區天民呈訴時，與雜役、哨丁相毆，引起中英交涉事件。29 Sullivan 離職原因之一即是
與地方官民不和，怡和洋行終究是商行，欲長久在臺貿易，自需採以和為貴之策略。

2.Alexander Morrison
Sullivan 調離後，Alexander Morrison 於 1861 年 12 月 10 日接任怡和行駐淡水
代理人之職。他試圖至艋舺了解其地之交易進行方式，發現影響商務的因素有幾點。
第一、地方官雖宣稱願依條約進行貿易，由於樟腦仍屬官辦，經營不易。30 第二、鴉片
市場控制在少數人之手，而且幾乎都以賒貸方式進行，極為不便，且不安全。第三、
對手顛地洋行之銀師已在艋舺租一屋，並論斤零售鴉片，價格低於怡和洋行，難以競
爭；31 而 3 月間，顛地洋行代理 De Silva 來臺，並住在艋舺，準備以鴉片交易樟腦。32
因此，Morrison 深感經營不易，只能盡力而為。他的業務除售鴉片、買樟腦外，也

25 JMA, B8/7.12, Sullivan to JM & Co., Tamsui, Oct. 21, 1861。
26 JMA, B8/7.23, Sullivan to JM & Co., Tamsui, Dec. 5, 1861。
27 J.W. Davidson, The Istand of Formoas, Past and Present,（London & New York:MacMillan & W., 1903）, P.175.
28 JMA, B8/6.10, Sullivan to Perceval, Takow, Jan. 22, 1860。
29 （a）參見葉振輝，
〈清同治元年英商率洛文案〉
，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成立四十週年紀念論文專輯》
（臺中：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1988 年 6 月），頁 148 ～ 151。
《淡新檔案選錄行政編初集》，文叢 295 種，
（b）同治 2 年 9 月，「辦理臺灣海口通商稅務候補選區（天民）為移請查究事」，
頁 286 ～ 288。
（c）JMA, B8/7.26, Sullivan to JM & Co., Tamsui, Dec. 19, 1861。
（d）JMA, B8/7.26, Sullivan to JM & Co., Tamsui, Dec. 20, 1861。
30 JMA, B8/7.28, Alexander Morrison to JM & Co., Tamsui, Dec. 26, 1861。
31 JMA, B8/7.29, Morrison to JM & Co , Tamsui, Jan. 27, 1862。
32 JMA, B8/7.34, Morrison to JM & Co., Tamsui, Mar. 23, 18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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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售茶，將 Sullivan 訂購之 400 擔茶運出，33 1862 年 4 月 21 日，運出 352 籃，約
20 擔，34 其餘日後分批運出。
由於貿易情形不佳，Morrison 頗為失望，函詢公司是否撤離淡水，而如不撤，則
請求調往別處。35 然而，怡和行似無意撤出淡水，Morrison 乃留任，並繼續試銷臺茶。

Planning Focus

1862 年 5 月 6 日，他報稱已送出幾包茶的樣品交怡和洋行檢驗。36 但北部生意似乎不
理想，首先是商業界之彼此競爭，除需與顛地行、華商競爭外，陸續有小洋行之設立。
如 1862 年 6 月，MacPail 來淡水設立 Foster & Co.。37 1862 年（同治元年）戴潮春
事件引發之動亂亦是影響商務之一因。他在 1862 年 5 月 3 日之函中，指出：戴黨屬
祕密會社，艋舺、淡水均有類似會社，而中部亂事地點離此又不遠，百姓擔心被攻；
而上個月駐此地之五、六百士兵因未得糧餉，每日劫掠，直至數日前開赴福州，地方
才較平靜。38 再者，米禁亦影響貿易。另外，本地經商不採現金交易，不易收到現款，
需以鴉片易樟腦，亦構成貿易障礙。39
可能由於 Morrison 對淡水貿易意興闌珊，公司終於允許其暫時離職。他在 1862
年 7 月 7 日致函怡和後，40 不久即離開淡水至它處，直至 1864 年 1 月 9 日方再回到淡
水。41 這段時間他可能管帶船隻至各地，如打狗、府城、竹塹、蘇澳（Suwa Bay ？）
等。據《怡和檔》自 1862 年 10 月 27 日至 1863 年 12 月 16 日間，他在打狗 4 次致
函怡和洋行，報告其動態，42 可見曾停留打狗。1863 年 12 月 19 日，他亦在府城致函
金茂號委託買糖。43 據上舉各函，推測他在 1863 年 12 月 16 日離打狗，19 日到府城，
之後北上， 1864 年 1 月 1 日回到淡水，44 9 日開始報告營業情形。45 然而，Morrison

33 JMA, B8/7.33, Morrison to JM & Co., Tamsui, Feb. 22, 1862。
34 （a）JMA, B8/7.36, Morrison to JM & Co., Tamsui, Apr. 3, 1862。
（b）JMA, B8/7.38, Morrison to JM & Co., Tamsui, Apr. 3, 1862。
35 JMA, B8/7.39, Morrison to JM & Co., Tamsui, Apr. 21, 1862。
36 JMA, B8/7.44, Morrison to JM & Co., Tamsui, May 8, 1862。
37 JMA, B8/7.47, Morrison to JM & Co., Tamsui, June 17, 1862。
38 JMA, B8/7.41, Morrison to JM & Co., Tamsui, May 3, 1862。
39 JMA, B8/7.45, Morrison to JM & Co., Tamsui, June 7, 1862。
40 （a）JMA, B8/7.48, Morrison to JM & Co., Tamsui, June 17, 1862。
（b）JMA, B8/7.49, Morrison to JM & Co., Tamsui, June 17, 1862。
41 JMA, B8/7.56, Morrison to JM & Co., Tamsui, Jan. 9, 1864。
42 （a）JMA, B8/6.144, Morrison to JM & Co., Tamsui, Oct. 27, 1862。
（b）JMA, B8/6.145, Morrison to JM & Co., Tamsui, Nov. 28, 1863。
（c）JMA, B8/6.146, Morrison to JM & Co., Tamsui, Dec. 12, 1863。
（d）JMA, B8/6.147, Morrison to JM & Co., Tamsui, Dec. 16, 1863。
43 JMA, B3/2, P.1, Morrison to Kim mo hop, Taiwanfoo, Dec. 12, 1863。
44 JMA, B8/7.57, Morrison to JM & Co., Tamsui, Jan. 11, 1864。
45 JMA, B8/7.56, Morrison to JM & Co., Tamsui, Jan. 9, 18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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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需照顧臺灣各營業站的商務，經常搭船來往各地，負責所有交易，46 因此，並不長居
淡水。如他在 1864 年 4 月 9 日離淡水赴福州，11 日又離福州赴府城，47 至 6 月 4 日方
再回淡水。48 他的職務主要是接船、貨，推銷鴉片，買糖、樟腦、麻、米等土產，49 但
也處理一些相關事務，如因米禁而買米困難問題、50 樟腦買賣而不易購入問題。51
由於鴉片銷售量不盡理想，米、樟腦之購入亦不易，商務不振，Morrison 乃於
1864 年 6 月 25 日，結束他所負責的淡水業務；52 並於同年 7 月 11 日，離開淡水至
府城。53

3.Alfred Roper
接替 Morrison 掌管怡和洋行淡水站業務的是 Alfred Roper 船長。他在 1864 年 6
月 24 日開始經辦怡和行在淡水站的業務，54 至 1865 年 9 月 11 日結束其業務，離淡水
赴香港，共約 1 年 3 個月。55
Roper 在任期內，率船運送人、貨的頻率相當高，船長的性格超過駐淡水代理人。
1864 年 6 月 27 日，上任後第三天，他就離淡水赴廈門。56 1864 年 7 月 11 日至府城，
14 日方回淡水，隨後又開赴廈門。57 之後，赴香港，至 8 月 17 日方離港，21 日抵打狗，
送交公司給 Morrison 的派令。但因 Morrison 至府城未見到；他又到府城，亦未見到。
22 日，他離府城赴廈門，於 23 日抵達，運交 60 箱鴉片予 Smith 先生，並接一新銀師
上船。同日，離廈門赴淡水，但因無風而直至 8 月 28 日方抵淡水任所。58
Roper 回來後，發現其銀師不盡職，他不在淡水期間，鴉片銷售量 7 月只有 16 箱，
8 月只有 11 箱。因此，他立即奔赴艋舺找經銷商，並立即售出 13 箱。59 此外，在 6、

46 JMA, B8/7.61, Morrison to JM & Co., Tamsui, Feb. 15, 1864。
47 JMA, B8/7.61, Morrison to JM & Co., Tamsui, Apr. 9, 1864。
48 JMA, B8/7.73, Morrison to JM & Co., Tamsui, June 5, 1864。
49 （a）JMA, B8/7.64, Morrison to JM & Co., Tamsui, Feb. 27, 1864。
（b）JMA, B8/7.56, Morrison to JM & Co., Tamsui, Jan. 9, 1864。
（c）JMA, B8/7.71, Morrison to JM & Co., Tamsui, Apr. 5, 1864。惟由於官府之米禁與樟腦專賣政策，外商不易購
入所需之貨，也引起糾紛。

50 （a）JMA, B8/7.67, Morrison to Robert Swinhoe, H.M. Consul, Tamsui, Mar. 31, 1864。
1864。
（b）JMA, B8/7.68, British Consulate, Taiwan , R. Swinhoe to Morrison, Mar. 31,
（c）JMA, B8/7.69, Morrison to Swinhoe, Apr. 1, 1864。
（d）JMA, B8/7.70, Taiwan Consulate to Morrison, Apr. 1, 1864。
51 同上（a）、（b）。
52 JMA, B8/7.76, Morrison to JM & Co., Tamsui, June 25, 1864。
53 JMA, B8/7.77, A. Roper to JM & Co., Tamsui, July 26, 1864。
54 JMA, B8/7.74, A. Roper to JM & Co., Tamsui, June 24, 1864。
55 JMA, B8/7.88, A. Roper to JM & Co., Tamsui, Sept. 11, 1864。
56 JMA, B8/7.74, A. Roper to JM & Co., Tamsui, June 24, 1864。
57 JMA, B8/7.77, A. Roper to JM & Co., Tamsui, July 26, 1864。
58 JMA, B8/7.78, A. Roper to JM & Co., Tamsui, Sept. 15, 1864。
59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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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Tamsui, British Consulate.（Tamsui, British Consulate,W. A. Pickering, Pioneering in Formosa
〈London: Hurst and Blackett,1898〉P.231.）

7、8 月時，因有外來鴉片之進口與華商之競銷，鴉片價格下跌，為了控制市場，他與
顛地洋行之代理人 Kindersley 商議，議定統一價格，不論賺賠，以市價出售，俟市場
存貨出清後再調升。60
1864 年 10 月 24 日，Roper 離淡水赴廈門。61 之後，不知開往何處，再經打狗、
府城，與 Morrison 會面交予派令，於 1865 年 1 月初返淡水，隨即赴艋舺交付 25 箱
鴉片。3 日下午，又開赴竹塹，運交鴉片 20 箱，再赴雞籠運交 5 箱，其餘 10 箱，將
送往蘇澳；並將於 1 月底再赴廈門。62 其後，Roper 有半年時間押船，直至 1865 年 6
月 30 日方再回淡水，送交 50 箱鴉片與 20 綑的洋布（Shirtings）給他的銀師銷售。63
7 月中旬，Roper 又準備至鹿港收 40 箱鴉片的款項，如該批鴉片未售出，則將經府城
運往打狗，交金茂號（Kimkising），即許建遜經銷。64 其後，在 1865 年 9 月 11 日，
Roper 結束在淡水業務赴港。

60 JMA, B8/7.78, A. Roper to JM & Co., Tamsui, Sept. 15, 1864。
61 JMA, B8/7.79, Roper to JM & Co., Tamsui, Oct. 24, 1864。
62 JMA, B8/7.79, Roper to JM & Co., Tamsui, Jan. 3, 1865。
63 JMA, B8/7.85, Roper to JM & Co., Tamsui, July 10, 1865。
64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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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代理人制執行得未盡理想，1864 年初，怡和行開始試探尋找一代理洋
行之可能性，亦即有意委託在臺一家叫 John Forster & Co. 的代理人 Neil MacPail 先
生，在淡水辦理怡和行之買賣業務。但因 MacPail 赴廈門多時，無法直接交涉，商務
代理人 Morrison 請公司向廈門的 Beveridge 先生查詢 MacPhail 之狀況，65 此可能是
日後怡和行改變貿易體制的先聲。新體制為委託其他洋行為代理公司，1865 年 10 月
設立於北臺灣之美利士（Milisch）洋行即是。66

三、代理洋行的興起：美利士洋行與寶順洋行之競合
自 1858 年天津條約簽訂後，外商即設法在臺灣通商口岸設行棧，以增加貿易。由於
洋行有固定行棧，自然需派專人代理在臺業務，於是船長總監制逐漸為代理商制（business
agency）所取代。香港 2 大洋行是怡和與顛地洋行，幾乎控制大部分的對華貿易，包括
臺灣，隨著貿易的增加，他們轉向由代理商設行經營貿易。在淡水，美利士洋行代理怡和
業務，寶順洋行先代理顛地業務，1867 年顛地倒閉後，亦是怡和代理商，乃與美利士有
競合關係。

（一）美利士洋行
如上所述，怡和最後一任代理人 Roper 於 1865 年 9 月 11 日離開淡水，Milisch 在
10 月 6 日即抵淡水接管怡和洋行業務。10 月 9 日，Milisch 抵淡水予怡和洋行第一封信上
稱：「敝人已於本（10）月 6 日抵此港（淡水）…。貴公司銀師告知有 3 萬 2,000 至 4 萬
元於數日內即可運出」67，以 J. Milisch 署名，其後即用 Milisch & Co. 名義發函，可證明
他來臺即為設一代理洋行之獨立商人。68
美利士（James Milisch）為漢堡（Hamburg）人，1865 年（同治 4 年）10 月 6 日
抵淡水設美利士洋行，成為怡和洋行在北臺的代理商。12 月，美利士留一代理人處理貨
物裝卸業務，本人遷居艋舺（今萬華），為唯一的外國住戶。但 1867 年 2 月 5 日寶順洋
行亦成為怡和洋行代理行，美利士不再獨攬怡和業務；所代理之進口品以鴉片為主，其次
為棉、毛織品。出口僅樟腦 1 種，1868 年 1 月第一次採購樟腦赴港；曾欲經銷煤、茶，
但無成效。他以怡和代理行的身分在北臺灣的艋舺展開商務後，69 貿易範圍及淡水、雞
籠，70 直到其於 1870 年倒閉為止。71

65 JMA, B8/7.64, Morrison to JM & Co., Tamsui, Feb. 27, 1864。
66 有關 Milisch 洋行來臺設行，參拙文〈清代臺灣外商之研究〉（上），《臺灣風物》32/4（1932.12），頁 132 ～ 130（或
頁 5 ～ 7）。
67 JMA, B8/7.89, Milisch to JM & Co., Oct.9, 1865。
68 JMA, B8/7.90, Milisch to JM & Co., Oct.13, 1865。
69 黃富三，〈清代臺灣外商之研究――美利士洋行〉（上），《臺灣風物》，32 卷 4 期，頁 5。
70 黃富三，〈清代臺灣外商之研究――美利士洋行〉（上），《臺灣風物》，32 卷 4 期，頁 6。
71 黃富三，〈清代臺灣外商之研究――美利士洋行〉（下），《臺灣風物》，33 卷 1 期，頁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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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寶順洋行設立後與美利士之競合
John Dodd，杜德，原屬於顛地集團。顛地洋行與怡和洋行原來就不和，在大陸的
商務上已是你爭我奪，在臺灣也不例外於 1864 年派杜德來淡水、艋舺兩地經營，擔任其

Planning Focus

代理商。1867 年顛地洋行倒閉，杜德加入怡和後，同年 7 月 1 日成立寶順洋行。怡和也
在同期間安排杜德與美利士 2 人相互合作。大別有 3 項：
1. 商品公定價的協調：怡和安排寶順與美利士相互商量，制訂彼此共同的商品公定價，
避免惡性的削價競爭。同時協調二者共同壟斷淡水的貿易，排除來自其他華洋商人
的競爭。此後，杜德與美利士每次致信怡和，多半會報告 2 人根據市場狀況共同討
論出來的商品公定價。72 例如，1867 年 5 月 22 日美利士曾致函怡和，曾說明其與
杜德討論後共同商訂的鴉片價：「我已經向您報告 1 項被迫出售的商品：有 15 箱舊
刺斑土售價為每箱 700 元，是以西班牙銀元支付，…我們已經與杜德先生討論過：
每箱出售不要低於 730 元。」73 如此之例在杜德的報告中甚多，74 由此可知，寶順與
美利士之間就商品公價的制訂方面，往來十分頻繁。
2. 商品經營的區別化：1867 年，甸特洋行發生財務危機，杜德被迫由甸特集團投靠
至怡和集團，該年 5 月 2 日正式成為怡和洋行旗下的淡水代理商。但美利士洋行對
於怡和與杜德締約合作，事前並不知情，後來發現怡和的鴉片船運抵達淡水，其中
竟有 50 箱是供應其商業對手杜德，似感相當不快。75 美利士原先可能期待甸特出
狀況後，杜德會離開臺灣。1867 年 5 月 2 日他獲知怡和開始供應杜德鴉片後，立
即致函怡和，要求怡和、杜德與自己（美利士）3 方討論此舉是否仍符合市場利潤
原則，稱：
我們察覺到您已經藉由這次機會船運 50 箱鴉片照料杜德先生，除了船運給我
的貨之外……我們必須與那位紳士（杜德）聯絡，努力瞭解您的船運情形是否在這
個市場的利潤取得之範圍內，是否仍有辦法壟斷這個港口（淡水）的市場需求…76
美利士儘管不滿，但其鴉片貿易完全依賴怡和，怡和卻不一定需要美利士，因此即

72 Dodd & Co. to J.M. & Co.'s letter, J. M. & Co.'s Archives, B/8/7, L/ 210-505.
73 Dodd & Co. to J.M. & Co.'s letter, May 22, 1867. J. M. & Co.'s Archives, B/8/7, L/ 210.
74 Dodd & Co. to J.M. & Co. 's letter, September 10, 1867. J. M. & Co. 's Archives, B/8/7, L/ 244；Dodd &
Co. to J.M. & Co. 's letter, March 8, 1870.J. M. & Co.'s Archives, B/8/7, L/ 478.
75 美利士洋行與怡和之間的爭執並非此時才開始，1866 年 10 月間，怡和似曾有意在淡水自設特別代理商，撤銷美利士代理公
司的業務，由怡和直營淡水的生意，原因不明。美利士聞信，於 1866 年 10 月 3 日去函抗議，聲稱如無怡和的業務，其公

司將無法生存，也無力照料怡和之利益；並言其過去竭力為公司效勞，且有能力與對手競爭，希望怡和當局三思。抗議似乎
生效，美利士繼續代理怡和業務。參看黃富三，〈清代臺灣外商之研究――美利士洋行〉（上），《臺灣風物》，32 卷 4 期，
1982。頁 6。

76 Milisch & Co. to J.M. & Co.'s letter, May 2, 1867. J. M. & Co.'s Archives, B/8/7, L/ 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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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有意見，也只能接受。於是，從 1867 年 5 月 2 日開始，杜德與美利士在怡和洋
行旗下共同代理怡和在淡水的貿易，並展開新的商務合作關係。
寶順與與美利士似乎也在部分重要的商品經營上有所區別。2 公司經營的項目
大多相同，然亦可發現不同之處：寶順專注茶葉貿易，創行後早期雖有買煤的紀錄，
但至 1868 年下半年，已不見杜德買煤的紀錄。美利士與杜德則相反，反而專注雞
籠煤炭的經營，對茶葉經營之程度雖有不深，可能僅限採收與銷售，似無涉及茶的
精製，買量亦不大，77 1868 年 9 月 29 日（艋舺租屋案爆發前，詳見前文），美利
士曾報告茶的外銷似乎不錯，78 至 1869 年，美利士還在報告：「茶遲早會成為值得
注意的商品…。玆呈上…兩包樣品…。」79 比起杜德，美利士對臺茶潛力之認知顯
得有一點後知後覺，可見美利士對臺茶投資經營的深度遠不如杜德。
相對地，美利士對雞籠煤的經營力度卻頗深。1870 年 6 月 9 日後，美利士洋
行倒閉，其產業由怡和轉交杜德接管；80 杜德開始以「每噸 4 元」的極低價格出清
存放在美利士洋行庭院的雞籠煤。81 經過 1 年多的廉價出清，杜德竟無法清賣完畢，
1871 年 1 月 3 日總計還有 8, 300 擔，煤存驚人，82 迫使杜德必須降價求售，每噸低
至 2.25 元。83 即使如此，到 1871 年 7 月 17 日，仍有「50 噸的煤，經由美利士公
司在淡水的庭院賣出。」84 1871 年 7 月已距美利士洋行倒閉達 1 年以上，卻仍見寶
順銷售美利士洋行存煤的紀錄，可知美利士對煤炭經營之深入，亦可知其經營之不
順。美利士洋行並無茶葉的大規模貿易，可見其對茶之經營深度不如杜德。
怡和希望美利士與寶順 2 家保持溫和競爭而共同合作的方式，壟斷北臺市場，
但仍可能會發生糾紛。例如，杜德在 1868 年 3 月 11 日致函怡和，報告其與美利士
的商品報價差距大，故徵詢怡和方面的意見。85 1869 年 7 月 12 日，杜德報告：「我
們得知您希望我們在銷售鴉片方面與美利士公司合作，我們會盡力於此，我們理所
當然會盡力將中國人趕出（鴉片）市場。」86

77 Milisch & Co. to J.M. & Co.'s letter, November 5, 1866., J. M. & Co.'s Archives, B/8/7, L/177.
78 Milisch & Co. to J.M. & Co. 's letter, September 29, 1868., J. M. & Co. 's Archives, B/8/7, L/376；參看黃富三，
〈清代臺灣外商之研究――美利士洋行〉（下），《臺灣風物》，33 卷 1 期，1983，頁 51。
79 Milisch & Co. to J.M. & Co.'s letter, May 29, 1869., J. M. & Co.'s Archives, B/8/7, L/425. 參看黃富三，〈清代
臺灣外商之研究――美利士洋行〉（下），《臺灣風物》，33 卷 1 期，1983。頁 51。
80 JMA, B/8/7, June 9, 1870., L/509. 參看黃富三，〈清代臺灣外商之研究――美利士洋行〉（下），頁 59。
81 Dodd & Co. to J.M. & Co.'s letter, October, 22, 1870. J. M. & Co.'s Archives, B/8/7, L/ 538.
82 Dodd & Co. to J.M. & Co. 's letter, January, 3, 1871. J. M. & Co. 's Archives, B/8/7, L/548。
83 Dodd & Co. to J.M. & Co. 's letter, March, 13, 1871. J. M. & Co. 's Archives, B/8/7, L/556。
84 Dodd & Co. to J.M. & Co. 's letter, July, 17, 1871. J. M. & Co. 's Archives, B/8/7, L/572。
85 Dodd & Co. to J.M. & Co.'s letter, March 11, 1868. J. M. & Co.'s Archives, B/8/7, L/ 323.
86 Dodd & Co. to J.M. & Co.'s letter, July 12, 1869. J. M. & Co.'s Archives, B/8/7, L/ 435.

第 13 期

107

企
劃焦點

大體言之，在怡和的安排下，寶順與美利士本應有一定程度的競爭關係。但實
際上，至少在某種程度，2 家洋行因同為怡和洋行的代理行而成為命運共同體，相
互合作，設法壟斷北臺市場，與中國商人對抗，並努力阻止其他洋行介入競爭，87

Planning Focus

直到美利士洋行於 1870 年倒閉為止。怡和洋行可能擔心寶順洋行也有類似情形，
因此以停止鴉片供貨，強令杜德清還債務，測試杜德真正的財務狀況。1869 年 12
月 22 日，怡和要寶順注意債務問題，希望寶順儘快償債，但杜德似乎沒有積極作
為。88 1870 年 3 月間，怡和為美利士欠債問題，開始對杜德與美利士同時停運鴉片，
要求立即清償債務。當杜德請求怡和持續鴉片供貨時，怡和於 1870 年 4 月 28 日回
函，要求寶順立即清償欠債，才准供應鴉片。89 怡和甚至還要求杜德收購整批收成
的福爾摩沙茶葉，以便求現償債。90 1870 年 5 月間，杜德開始盡力買茶，出口求現，
並提醒怡和不要忽略德記與水陸洋行此時的競爭威脅。91 1870 年 5 月 20 日，杜德
向怡和船運他的第一批償債金：「我們帳目上的欠債，將會因經由豪美特號（Homet）
與香港號運往福州的船運貴金屬被大量地抵償。」92
1870 年 5 月 23 日，怡和總行的大老闆惠特大概已經收到還款，認為寶順財務
狀況良好，因此回函同意繼續供應鴉片，93

94

同日，怡和派來臺灣調查美利士帳務

的商務代表莫雷向惠特報告，也證實寶順財務狀況良好。95
由於臺茶出口大增，1871 年，英國在前 1 年特地製造的 1 艘輪船「海龍號」，
每 2 週至淡水運載臺茶出口，而寶順甚至在淡水設製茶廠以就近供貨。96

四、多家洋行之競爭
此外，由於茶業利潤高，出口大增，廈門多家洋行亦來臺設行，競爭更激烈。

（一）怡記洋行（Elles & Co.）– 從貿易盟友變競爭對手

87 Dodd & Co. to J.M. & Co., May 20, 1870. J. M. & Co.'s Archives, B/8/7, L/ 494.
88 Dodd & Co. to J.M. & Co.'s letter, December 22, 1869. J. M. & Co.'s Archives, B/8/7, L/467.
89 Dodd & Co. to J.M. & Co.'s letter, May 20, 1870. J. M. & Co.'s Archives, B/8/7, L/ 492.
90 Dodd & Co. to J.M. & Co., May 20, 1870. J. M. & Co.'s Archives, B/8/7, L/ 492.
91 Dodd & Co. to J.M. & Co.'s letter, May 6, 1870. J. M. & Co.'s Archives, B/8/7, L/ 490.
92 Dodd & Co. to J.M. & Co.'s letter, May 20, 1870. J. M. & Co.'s Archives, B/8/7, L/ 492.
93 Dodd & Co. to J.M. & Co.'s letter, May 23, 1870. J. M. & Co.'s Archives, B/8/7, L/ 496.
94 Dodd & Co. to J.M. & Co.'s letter, July 8, 1870. J. M. & Co.'s Archives, B/8/7, L/ 505.
95 黃富三，〈清代臺灣外商之研究――美利士洋行〉（下），《臺灣風物》，33 卷 1 期，頁 57。
96 1871, Tamsuy and Keelung，Taiwan, Political and Economic Reports 1861-1961, Vol 1, edited by Robert
L. Jarman, Archive Editions Limited, UK, 1997, p.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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怡記洋行原為廈門商行，自 1864 年左右已和杜德是相互熟識的老朋友，97 疑與杜德
同樣，原屬甸特集團的成員，98 並可能在樟腦貿易上與杜德往來密切。杜德得力的助手買
辦李春生也是怡記洋行介紹給杜德的。99 1866 年後，怡記開始來打狗營業，開啟其在臺
灣的事業。100
1867 年，杜德創立寶順洋行後，經常委託怡記洋行做各種業務：主要有海外匯款
與船運。例如 1867 年 8 月 3 日杜德向怡和函稱，有 728 箱茶葉委託怡記運往廈門。101
1870 年 5 月 20 日亦函：「整體出口方面，…您將看到我們購買的大量茶葉是由美國公司
買下，由怡記洋行辦理匯款作業。」102
1867 年後，怡記洋行也可能做寶順洋行的樟腦代理商，因為天利洋行（MacPhail &
Co.）於這一年倒閉後，其樟腦生意係由怡和接手買下。103 由於外國人出口樟腦只能經由
條約口岸淡水與雞籠的新規定，104 怡記洋行與寶順之間的樟腦貿易關係勢必更為加強。直
到 1870 年前，寶順與怡記一直是好友與彼此之代理商的關係。105
然而，商務競爭激烈化使 2 家公司之間的好關係產生變化。如前所述，1870 年 2 月間，
杜德向怡和洋行提議：由怡和與寶順 2 家公司聯合壟斷臺灣的臺茶與鴉片貿易，為此，寶
順除放棄與美商的直接茶葉貿易往來，亦終止與老朋友怡記洋行的合作。106 但至 1870 年
5 月 20 日，杜德得知怡和已允許怡記自由來淡水買茶；107 5 月 23 日，怡記洋行正式來淡
水設行買茶。108 從此，怡記洋行正式由寶順洋行的商業盟友變競爭對手。

（二）德記洋行（Tait & Co.）– 從委託船運與匯款至競爭關係
德記洋行很早就存在，是由蘇格蘭商人 James Tait 於 1845 年在廈門創立，時稱德

97 李明輝、黃俊傑、黎漢基合編，《李春生著作集—附冊》，（台北：南天書局，2004）頁 22。
98 黃富三，〈清季臺灣外商的經營問題—以美利士洋行為例〉，《中國海洋發展史論文集》，中央研究院三民主義研究所，
1984 年，頁 256。
99 李明輝、黃俊傑、黎漢基合編，《李春生著作集—附冊》，（台北：南天書局，2004）頁 22。
100 James W. Davidson, The Island of Formosa, past and present, p.177.
101 Dodd & Co. to J.M. & Co. 's letter, August, 3, 1867. J. M. & Co. 's Archives, B/8/7, L/234。
102 Dodd & Co. to J.M. & Co.'s letter, May, 20, 1870. J. M. & Co.'s Archives, B/8/7, L/494.
103 必麒麟，《歷險福爾摩沙》，陳逸君譯。（台北：前衛出版社，2010 年），頁 223-232。參看葉振輝，〈天利行史事考〉，
《臺灣文獻》，頁 41-44。
104 Dodd & Co. to J.M. & Co.'s letter, October 25, 1867.J. M. & Co.'s Archives, B/8/7, letter no. 265.
105 Dodd & Co. to J.M. & Co.'s letter, May, 20, 1870. J. M. & Co.'s Archives, B/8/7, L/494.
106 Dodd & Co. to J.M. & Co. J. M. & Co.'s Archives, B/8/7, L/ 490、494.
107 Dodd & Co. to J.M. & Co.'s letter, May, 20, 1870. J. M. & Co.'s Archives, B/8/7, L/494.
108 Dodd & Co. to J.M. & Co.'s letter, May, 23, 1870. J. M. & Co.'s Archives, B/8/7, L/4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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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洋行，109 並存在至今。110 據說原先隸屬英國東印度公司，但詳情未明，111 總行設在廈
門，一直在大陸經營生意，對臺雖早有貿易，卻要到 1867 年才在打狗與安平設行，112 此
後與寶順洋行發生業務往來，且有與之合作的廈門華商為德記在臺灣拓展貿易。美利士於

Planning Focus

1867 年 5 月 13 日致函怡和的報告中也提到：「有人說當地茶商已從廈門來到這裡經營這
個市場，聽聞其與廈門的德記洋行有合資關係。」113
德記與寶順的業務往來，主要與委託船運與海外匯款有關。1867 年 7 月 3 日，即杜
德宣布創寶順洋行後第三天，即委託德記洋行轉運 400 包各類的茶葉至廈門，包括普通
等級與較佳等級的烏龍茶（Oolong Common & Oolong Fair）和小種茶（Souchong
Kinds）；114 1867 年 8 月 3 日，寶順又有 300 箱各類的烏龍茶，委由德記洋行運送。11510
月 18 日，又有 2, 006 盒（boxes）（452 擔）的烏龍茶委託德記船運到廈門。116 這些貿
易活動，可能與德記在 1867 年自廈門派來臺灣運茶的華商 Kosing（柯昇）有關。117 不知
為何，此後寶順未再有委託德記運茶至廈門的報告，118 1867 年 10 月 10 日，杜德即函怡
和道：「有 22 箱（鴉片）由廈門的德記洋行委運來給其在此地（淡水）的中國代理商。」119
可知德記對寶順的競爭自始即有，其在淡水的中國鴉片代理商對寶順的鴉片售價形成強大
的競爭壓力，導致杜德不得不降低鴉片價格。120
1868 年開始，德記似乎開始有立足淡水的企圖，對寶順洋行形成愈來愈強大的競爭
壓力。1870 年 5 月 6 日杜德致函稱：「過去 2 年中，我們已經盡我們所能地對抗德記洋行，

109 關於德記洋行的創立時間，有說在 1840 年，有言 1845 年，詳情未確。德記洋行創立初期，主要採購中國茶葉等土產回銷
英國；之後，陸續於福州、上海、天津設立分公司，並自歐洲引進煤油、英國毛線等舶來品，在當地販售。清咸豐 8 年（西
元 1858 年）中英、中法簽訂天津條約，增開中國沿海通商口岸，德記洋行遂來臺灣增設分公司，從事台灣茶葉、蔗糖、
樟 腦 外 銷。 參 看 網 路 資 料：http://eshare.stut.edu.tw/EshareFile/2010_12/2010_12_89441629.doc；http://
eshare.stut.edu.tw/EshareFile/2010_12/2010_12_878ef64a.ppt#256,1, 物流公司介紹。德記洋行。
110 德記洋行是清季以來少數能存在至二次大戰後的英商公司。曾發展為跨國財團，以海運著稱，行銷白蘭氏雞精、海尼根
啤酒等世界知名產品；投資極廣，金融、保險、食品、百貨公司、超商、藥局、餐廳、酒店等皆有之。1990 年初，英
國夏利臣（Harrisons & Crosﬁeld）將德記洋行售於台灣的台華投資公司、統一企業等 4 大股東，英國勢力從此自德
記洋行褪去。今日臺灣的開喜烏龍茶之茶罐印有一枚中國古錢幣的圖樣，寫著「德記洋行」。參看網路資料：http://
eshare.stut.edu.tw/EshareFile/2010_12/2010_12_89441629.doc；http://eshare.stut.edu.tw/EshareFile/2010_12/2010_12_878ef64a.ppt#256,1, 物流公司介紹。德記洋行。
111 參看維基百科資料：德記洋行。
112 James W. Davidson, The Island of Formosa, past and present, p.177.
113 Milisch & Co. to J.M. & Co. 's letter, May, 13, 1867.J. M. & Co. 's Archives,B/8/7, L/205。
114 J. M. & Co. 's Archives, B/8/7, L/ 221。Dodd & Co. to J.M. & Co. 's letter, July 3, 1867. 按， 小 種 茶：
（Souchong Kinds），中國紅茶的一種。
115 Dodd & Co. to J.M. & Co. 's letter, August, 3, 1867.J. M. & Co. 's Archives, B/8/7, L/234；林滿紅，《清代臺
灣之茶、糖、樟腦》（台北：聯經出版社，1997 年）頁 80。
116 Dodd & Co. to J.M. & Co. 's letter, October, 18, 1867.J. M. & Co. 's Archives, B/8/7, L/261。
117 James W. Davidson, The Island of Formosa, past and present, p-373.
118 Dodd & Co. to J.M. & Co.'s letter, May 6, 1870. J. M. & Co.'s Archives, B/8/7, L/ 490.
119 Dodd & Co. to J.M. & Co. 's letter, October, 10, 1867. J. M. & Co. 's Archives, B/8/7, L/257。
120 Dodd & Co. to J.M. & Co.'s letter, November, 2, 1867. J. M. & Co.'s Archives, B/8/7, L/ 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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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阻止他們落腳此處。」121 至 1869 年 7 月 12 日，杜德發現德記洋行欲圖加強對淡水的經
營，從廈門派出隸屬於他們的其中一家商行支部來此來為他們服務。122 德記大概是受誘於
杜德在臺茶事業上的成功，特地來此探路吧。
杜德為了對抗德記等的競爭威脅，於 1870 年 2 月間與香港怡和總行的負責人柯錫克
會面，商談共同壟斷臺茶貿易之事。123 然而杜德未能如願，1870 年 5 月 23 日，德記洋行
與怡記洋行、水陸洋行抵達淡水，開始設行經營茶葉。德記洋行自此成為杜德在茶業方面
強力的競爭對手。

（三）水陸洋行（Brown & Co.）
水陸洋行的起源不明，只知道它是一家位於廈門的英國商行，1869 年起設行於南臺
124

灣，

並迅速進展其業務至北部的淡水，成為杜德頭痛的對手。1869 年 7 月 12 日，寶順

致函怡和的報告中，首次出現水陸洋行的名字，並列為有競爭威脅的公司，報告稱水陸洋
行下有 1 個中國商行來淡水經營鴉片生意：「我們…會盡力將中國人趕出市場，但要維
持高價是不可能的，…我們得知那個港口（廈門）的水陸洋行也在淡水有 1 個中國代理
商。」125
不過，在 1869 年間，除了鴉片、樟腦與洋布外，水陸洋行似乎未在茶葉貿易上對
其構成直接威脅。但是至 1870 年，水陸洋行與德記洋行一樣，都成為競爭對手，在茶
葉、樟腦、鴉片貿易上與寶順力爭高下，最後還在 1870 年 5 月 23 日來淡水設行經營
茶葉貿易。126
綜上所述，德記洋行與水陸洋行顯然與華商有密切的合作關係，特別是他們的華人代
理商（Chinese Agent）。據郝延平與李佩蓁各自對大陸與臺灣之買辦研究，華商常以擔
任洋行買辦的名義與洋商貿易，一方面藉由條約保障下的關稅優惠取得貿易利益，一方面
也取得外商勢力的法律保護，防止中國官方對其干擾與苛剝。127 據此，為德記與水陸洋行
服務的華人代理商很可能也具有買辦身分，以便於互相的貿易合作。德記洋行與水陸洋行

121 Dodd & Co. to J.M. & Co. 's letter, May 6, 1870.J. M. & Co. 's Archives, B/8/7, L/ 490。
122 Dodd & Co. to J.M. & Co. 's letter, July 12, 1869.J. M. & Co. 's Archives, B/8/7, L/ 435。
123 Dodd & Co. to J. M. & Co. 's Archives, B/8/7, L/ 490、494.
124 James W. Davidson, The Island of Formosa, Past and Present, p. 177.
125 Dodd & Co. to J.M. & Co. 's letter, July 12, 1869.J. M. & Co. 's Archives, B/8/7, L/ 435。
126 Dodd & Co. to J.M. & Co. 's letter, May 6, 1870.J. M. & Co. 's Archives, B/8/7, L/ 490。
127 Yen-ping Hao（郝延平）, The Commercial Revolution in Nineteenth Century China: The Rise of Sino-Western Mercantile Capitalis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7）, p. 258 ～ 267；李佩蓁，
〈安平口岸的華洋商人及其合作關係—以買辦制度為中心（1865 ～ 1900）〉（國立成功大學歷史所碩士論文），頁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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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Dodd 鼻子頭住宅（費德廉、蘇約翰主編，羅效德、費德廉中譯，《李先得臺灣紀行》〈臺南：臺灣史
博館，2013〉，頁 46。）

的鴉片似非出自怡和的供應，而其鴉片的廉價競爭，除部分來自華人代理商的貢獻，可能
來自於印度的沙遜洋行的廉價鴉片供應。沙遜洋行於 1860 年代開始以控制印度鴉片的產
地價格，對怡和的鴉片貿易進行削價競爭，128 德記與水陸或有可能是其合作對象。
除了上述的 5 家公司：怡和、美利士、怡記、德記、水陸洋行以外，寶順洋行與其
他公司的關係主要限於委託船運與海運匯款，主要是在 1868 年後出現，計有：仁記洋
行（Gibb Livingston & Co.）、129 同 孚 洋 行（Olyphant&Co.）、130 Smith Archer &
Co.、匯豐銀行（Hong Kong & Shanghai Bank）。除開怡記洋行不談，仁記與 Smith
Archer & Co. 可算是最常為寶順做匯款服務的公司。1870 年前，匯豐銀行曾於 1869 年
間有為寶順匯款的紀錄，其他時段則未見紀錄。131

五、洋行在淡水生活點滴
洋行外商居住淡水或艋舺，進入本地生活圈，增添淡水之國際色彩，在海關與紅毛城
附近形成一個準外僑社區。他們會帶來新生活方式，也會有互動影響。茲舉數例說明。

128 勒費窩（Edward LeFevour）著，陳曾年、樂嘉書譯，《怡和洋行—1842 ～ 1895 年在華活動概述》，頁 16 ～ 17；羅伯．
布雷克（Robert Blake）著，張青譯，《怡和洋行》，頁 150。
129 Dodd & Co. to J.M. & Co. 's letter, October, 10, 1867.J. M. & Co. 's Archives, B/8/7, L/354。
130 Dodd & Co. to J.M. & Co. 's letter, 1868-1869.J. M. & Co. 's Archives, B/8/7, L/353、439。
131 Dodd & Co. to J.M. & Co. 's letter, 1869. J. M. & Co. 's Archives, B/8/7, L/407、417、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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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美利士淡水住家
美利士在淡水鼻子頭有一住宅，此當是怡和財產，倒閉後於 1870 年 10 月 24 日搬出，
轉交杜德，夫婦搬至艋舺，至 1871 年 9 月 5 日離開臺灣。132 此宅位於今淡水觀測所，人
稱黑樓，戰後已毀。美利士也留下一些用品，有大貨船（big cargo boat）、天平、保
險櫃、槍械、照片、書籍，以及值錢的鋼琴。133 其中鋼琴最昂貴，顯然美利士有彈鋼琴之
喜好，可能是淡水少數擁有者。

（二）杜德與淡水外僑活動
杜德好客，常接待來往洋人，如 Pickering、馬偕等。1867 ～ 68 年，臺南發生梧棲
樟腦事件，Pickering 處理完後，北上探訪寶順洋行諸好友，經後龍到艋舺，再坐船至淡
水，度過愉快的一日，再回艋舺，杜德全程作陪，134 然後告別，杜德回淡水。又，1872
年 3 月 9 日，馬偕初次至淡水，即由杜德接待而住進其提供的客房，並發展出親密友誼。135
馬偕決定以淡水為宣教區後，再回南部料理教務後，於 4 月北上，6 日到艋舺，坐船沿淡
水河北上，經干豆至淡水；8 日，杜德又提供最好的多餘的房間給他住，馬偕稱以「真正
的英國式的熱誠」接待。136
1884 ～ 85 年，清法戰爭法軍封鎖臺灣時，鼻子頭因距離淡水港口較遠，英船金龜子
號與寶順洋行與提供外僑避難，137 由 5 名水兵護衛。138 此時，馬偕感染熱病發高燒不退，
亦由杜德提供冰塊退燒。139 1884 年 10 月法軍封鎖淡水時，貿易斷絕，物資缺乏，杜德
叼著香菸，到處告貸，乞求食物；但外僑仍苦中作樂，舉辦撞球賽、板球賽、網球賽、划
船賽等。140 1885 年 4 月 2 日，戰爭降溫後，金龜子號官兵在近墳場的板球場還舉行運動會，
有賽跑、跳遠、跳高、障礙賽等。141 這是淡水前所未有的景象，事實上，領事官邸前或左
側草坪據說就是一網球場，這些新奇的運動增添淡水的國際色彩。

132 黃富三，〈清代臺灣外商之研究—美利士洋行（續補）〉，《臺灣風物》，34/1（1984.3），頁 134；頁 130。
133 黃富三，〈清代臺灣外商之研究—美利士洋行（續補）〉，頁 127 ～ 128。
134 W. A. Pickering, Pioneering in Formosa（London: Hurst and Blackett,1898） P.231.
135 北部基督長老教會史蹟委員會翻譯，《馬偕日記 1：1871-1883》（臺北：玉山社，2012），頁 38。
136 北部基督長老教會史蹟委員會翻譯，《馬偕日記 1：1871-1883》，頁 44 ～ 45。
137 J. Dodd 著，陳政三譯著，《清法戰爭臺灣外記》（臺北：臺灣書房，2007），頁 47。
138 J. Dodd 著，陳政三譯著，《清法戰爭臺灣外記》（臺北：臺灣書房，2007），頁 57。
139 J. Dodd 著，陳政三譯著，《清法戰爭臺灣外記》（臺北：臺灣書房，2007），頁 58。
140 J. Dodd 著，陳政三譯著，《清法戰爭臺灣外記》（臺北：臺灣書房，2007），頁 64。
141 J. Dodd 著，陳政三譯著，《清法戰爭臺灣外記》，頁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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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杜德與淡水人關係
除李春生外，長老教會教友等，Pickering 說他是廣為淡水地區華人、原住民喜愛、
尊敬、畏懼的人物。142 至於週日禮拜，更是本地教徒密切接觸之時，淡水人匿稱他「獨」
先生，可見關係應不錯。143 但清法戰爭時，他曾被曾在其洋行任職的淡水人阿坤（Akoon）

Planning Focus

散佈他與買辦涉嫌勾引法軍的謠言，後阿坤被官府逮捕刑求並斬首。144 又，大稻埕一耆老
稱杜德與人民不和，因跛腳，綽號「三腳仔」，曾引法軍登陸淡水，145 或許是受到阿坤謠
言的影響。

結語
淡水堪稱是歷盡滄桑一美人，16 世紀它只是東亞針路上的過路站，經幾度興衰，19
世紀晚期竟蛻變為臺灣第一大港，象徵北部之取代臺南為經濟與政治中心。其中 1858 ～
60 年之開港，洋行群聚，發展興盛的國際貿易，本文主要透過寶順洋行及其相關洋行的
活動反映其中之部分環節。另外，外商進駐也帶來異國文化，創造一個彩色淡水，杜德之
生活點滴可為證。
1895 年臺灣割讓後，淡水對外交通為基隆取代，河運為陸運取代，淪為小漁港。但
如今，它因擁有多國文化遺跡，隨著觀光的發達、捷運的通車，又以新的面目再現風華，
一個新淡水時代降臨了。

142 Tamsui, British Consulate,W. A. Pickering, Pioneering in Formosa，P.233.
143 黃富三採訪，〈柯設偕先生訪問記〉，《臺灣風物》，34/2（1984.6），頁 106 。
144 J. Dodd 著，陳政三譯著，《清法戰爭臺灣外記》（臺北：臺灣書房，2007），頁 70 ～ 73。
145 J. Dodd 著，陳政三譯著，《清法戰爭臺灣外記》（臺北：臺灣書房，2007），頁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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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1867-1870 年，與杜德貿易高度相關的外商勢力
一、怡和集團
成員

創行時間與地點

怡和洋行（Jardine, Matheson & Co.）

1832 年，總行在香港，分行遍及中國
各口岸。

美利士洋行（Milisch & Co.），怡和洋行的代理公司。

1865 年 10 月 6 日 創 於 淡 水。1870 年
6 月 9 日左右倒閉。

怡記洋行（Elles & Co.），怡和洋行的代理公司。年（註：
原屬甸特集團，甸特洋行倒閉危機出現後，加入怡和集
團）。

不明，根據地在廈門。1866 年後設分
行於安平、打狗。1870 年 5 月 23 日預
設分行於淡水。

英商杜德（British Merchant John Dodd）之寶順洋行
（Dodd & Co.），怡和洋行的代理公司。（註：原屬
甸特集團，甸特洋行倒閉危機出現後，乃於 1867 年 5
月 2 日正式脫離甸特集團，成為怡和集團的成員之一）

1867 年 7 月 1 日，成行於淡水和雞籠。

二、沙遜集團
成員

創行時間與地點

沙遜洋行（Sassoon & Co.）

1825 年，原根據地在印度孟買、加爾各達等地，家族
事業擴展至全印度和中國各口。在臺似未設立分行。

德記洋行（Tait & Co.），疑屬沙遜洋
行的代理公司。

可能在 1845 年左右，根據地在廈門。1867 年於安平、
打狗設立分行。1870 年 5 月 23 日預設分行於淡水。

水陸洋行（Brown & Co.），疑屬沙遜
洋行的代理公司。

不明，根據地在廈門。1869 年才來臺設行貿易。1870
年 5 月 23 日預設分行於淡水。

資料來源
J. M. & Co. 's Archives, B/8/7.；James W. Davidson, The Island of Formosa, past and present
（Taipei：Reprinted by Ch ' eng-wen publishing company, 1972）；W. A. Pickering,
Pioneering in Formosa, （Taipei：Ch ' eng-wen publishing Co. P. O. box 22605, 1972）；
William H. Ukers, All About Tea, New York: The Tea and Coffee Trade Journal Company,
1935；George Williams Carrington, Foreigners in Formosa 1841-1874, San Francisco: Chinese
Materials Center, inc, 1978；W. E. Cheong, Mandarins and Merchants （London and Malmo:
Curzon Press Ltd, 1979）
；Colin N. Crisswell, The Taipans Hong Kong ' s Merchant Prince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1)；勒費窩（Edward LeFevour）著，陳曾年、樂嘉書譯，《怡和洋行》；羅伯．
布雷克（Robert Blake）著，張青譯，《怡和洋行》；羅伯．布雷克（Robert Blake）著，張青譯，《怡
和洋行》（台北：時報出版社，2001 年）。黃富三，〈清代臺灣外商之研究 – 美利士洋行〉（上）（下），
《臺灣風物》，32 卷 4 期、33 卷 1 期，1982、198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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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下靜涯與淡水

Cultural Scenario

文

圖 ︱賴明珠 （台灣藝術史研究學會常務理事）

木下靜涯於 1918 年來臺，1923 年定居淡水。之後，他以專業畫家身分受
聘為 16 回臺、府展審查委員。此外，他參與「臺灣日本畫協會」、「栴
檀社」的成立，並提攜多位年輕輩東洋畫家。他的創作及對藝術執著之精
神，對臺灣東洋畫之發展影響甚為深遠。
Kinoshita Seigai（きのした せいがい）came to Taiwan in 1918, and settled
down in Tamsui in 1923. Afterwards, he engaged as a professional artist
and was invited as the jury of the Tai-ten （Taiwan Fine Arts Exhibition）and
Fu-ten （Taiwan Government-General Fine Arts Exhibition） for 16 times. In
addition, he participated in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Taiwan Japanese
Painting Association＂ and “Sandalwood Society＂, and promoted
several young Eastern painters（Toyoga painters）. Both his creation and
dedication to art have a profound influence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aiwanese Eastern painting.

一、友情羈絆滯淡水
木下靜涯（1887 ～ 1988）出生於日本長野縣上伊那郡中澤村，家中務農養蠶。
1901 年（15 歲）中澤高等小學校高等科畢業後，成為中澤上割分教場的代課教員，並
開始跟隨村內南畫家田中亭山（1838 ～？）習畫。1903 年（17 歲）他隻身前往東京，
先入中倉玉翠（1874 ～ 1950）畫塾習藝；同時進郁文館中學就讀。1904 年再向村瀨
玉田（1852 ～ 1917）學習四條派的花鳥畫技藝，並於同年自中學畢業。1907 年（21
歲）考入日本美術學校，但隔年（1908）秋天即前往京都，拜近代日本畫名家竹內栖鳳
（1864 ～ 1942）為師，並加入栖鳳所設的畫塾「竹杖會」，勤奮學習圓山四條派的繪
畫技藝。寄寓京都約 3 年，他於 1911 年（25 歲）重返東京，之後娶妻並育有 1 女 1 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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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木下靜涯舊居建物正立面。

1918 年（32 歲）時，他與「芝皓會」畫友從東京出發，原計畫前往印度佛教聖地
阿姜塔石窟（Ajanta Caves）旅遊考察。途中，他們一行人停留臺灣寫生並舉行聯展。
不料，同行一友人染病，木下靜涯為了照顧他特地留下來，最後盤纏用盡，只好暫時滯
留臺灣。
1923 年（37 歲）對木下靜涯來說是非常關鍵的一年。該年攝政宮裕仁皇太子（1926
年登基的昭和天皇）訪臺，4 月時，臺南市市尹委請木下靜涯繪製《番界風景繪卷》三卷，
呈獻給皇太子。此委託案讓木下靜涯聲名扶搖直上，並確立他在臺灣畫壇的重要地位。同
年 6 月，木下靜涯將妻子與 2 個小孩接到臺灣，並租賃「淡水三層厝 26 番地」（今淡水
區三民街 2 巷 2 號）1 棟可眺望觀音山與淡水河的 2 層洋樓 – 取名為「世外莊」。之後，
又生下 1 男 5 女，全家落籍於淡水，直至 1946 年 4 月被遣送回日本。

二、官展傳承繪畫魂
定居淡水三層厝後，以繪畫為專職的木下靜涯創作力更加旺盛；除了與畫友舉辦聯展
之外，並於 1925 年 12 月及 1926 年 12 月舉行過 2 次個展。木下靜涯入籍淡水的前 1 年
（1922），他與鄉原古統（1892 ～ 1965）等人共同成立「臺灣日本畫會」。1927 年，
該畫會舉行第一屆作品研究會展，並更名為「臺灣日本畫協會」，會員一度高達 60 多人。
改為協會後，協會成員更透過研究會、寫生會、席上展及年度展等大、小型活動，積極推
廣日本畫在臺的發展長達 15 年，堪稱是當時最具影響力的日本畫團體。
1926 年夏季，旅居臺灣並在學校任教的畫家，包括石川欽一郎（1871 ～ 1945）、
鹽月桃甫（1886 ～ 1954）、鄉原古統，以及臺灣日日新報主筆大澤貞吉（1886 ～？）
等人齊聚商討，計畫以民間發起的形式籌辦島內美展。臺灣總督府當局獲知此訊息後，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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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希望由官方來策畫開設展覽會。之後，即委由以總督府官員及學校教師為主幹的「臺
灣教育會」，擔負起承辦「臺灣美術展覽會」（簡稱「臺展」）的重任。第一屆臺展於
1927 年 10 月於臺北樺山小學校隆重開幕，而當時已是北臺知名日本畫畫家的木下靜涯，

Cultural Scenario

則與鄉原古統同時受聘為東洋畫部審查委員；西洋畫部則由石川欽一郎和鹽月桃甫擔任審
查委員。
臺展始於 1927 年至 1936 年共舉辦 10 次，1937 年 7 月 7 日盧溝橋事變爆發，臺展
因而停辦。隔年（1938），才改由總督府文教局主辦，名稱也改為「臺灣總督府美術展覽
會」（簡稱「府展」），共實施 6 屆，至 1943 年後於戰亂中停辦。雖然，木下靜涯並未
如其他審查委員：鄉原古統、石川欽一郎及鹽月桃甫一樣，任職於中學；但前後 16 屆臺、
府展，他都以審查委員身分提送作品參展，對年輕一輩東洋畫家仍然起了示範性作用。例
如，呂鐵州（1899 ～ 1942）、林玉山（1907 ～ 2004）、郭雪湖（1908 ～ 2012）、陳
敬輝（1911 ～ 1968）等臺灣重量級東洋畫家（戰後稱「膠彩畫」），即常至世外莊和他
談藝論畫。而多次入選臺、府展的蔡雲巖（1908 ～ 1977），更是他私淑弟子中往來最為
密切者。
此外，1930 年由鄉原古統及木下靜涯為中心所創立的「栴檀社」，網羅了在臺展
中表現優異的日、臺籍東洋畫家，例如：村上無羅、村澤節子、宮田彌太郎（1906 ～
1968）、陳進（1907 ～ 1998）、林玉山、郭雪湖等 16 人。栴檀社的創社宗旨為提升臺
灣東洋畫之研究，並藉由批評與觀摩來磨練社員的創作實力。畫會取名為「栴檀」，乃因
此種植物葉片對生，故以此鼓勵臺、日籍畫家，同心協力、攜手耕耘東洋畫的園地。
1927 年以前，臺灣傳統畫家的作品，大抵以臨摹文人四君子和粗獷閩習畫等為大宗。
1927 年木下靜涯在評論第一屆臺展的審查感言中，即批評參展作品 :「一筆畫如蘭、竹、
達摩畫，均極幼稚，有如芥子園畫譜，抄襲而來，顯係臨摹作品。另用指甲、指頭的作品
更是品質粗劣。」可見臺展開辦之前，臺灣畫壇水墨畫家，不是臨摹、抄襲古人畫作或
畫譜上定型化的筆墨，就是沿襲閩畫野逸狂肆的形式風格。木下靜涯在東京及京都學習階
段，其畫作大抵為受西洋畫影響、強調寫生畫風的圓山派，竹內栖鳳的「朦朧體」，以及
融合南畫寫意風格的四條派為主。來臺以後，他以審查委員身分出品臺、府展的作品，例
如：《日盛》、《魚狗》、《秋晴》、《立秋》、《曜日》、《秋立之日》、《春》、《刺
竹》、《爽秋》等作，乃以環島各地寫生的花鳥、植物、風景等為題材，用寫實手法，表
現亞熱帶臺灣動植物及季節變化的南國濃烈氣息。其他如：《風雨》、《雨後》、《靜宵》、
《雨後》等作，則運用渲染筆法，表現觀音山、淡水河及瀑布的寫意之美；《大屯初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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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木下靜涯舊居 1 樓室內展覽一景。

圖 3：展出的照片和文字帶我們追尋木下靜涯的足跡。

《蕃山將霽》、《雲海》、《朝之新高》、《滬尾之秋》、《砂丘》、《豐秋》、《磯》
等作，則是以居家附近觀音山、大屯山，或遠赴阿里山、新高山（玉山）、海岸區寫生，
將山岳、海洋轉化為視覺意象，並強調遠近、光影、肌理等寫實畫風的呈現。整體而言，
木下靜涯的花鳥畫，描繪細膩寫實，色彩明亮；風景畫則融合四條派寫意與寫生風格，或
運用水墨暈染技法，表現自然氛圍與胸中意境合一的詩意景象。
1946 年木下靜涯返日時，曾將大量早期畫稿、收藏畫作交給蔡雲巖，足見他對這位
私淑弟子的器重。蔡雲巖，1908 年出生於臺北士林，據其後人所編纂的「蔡雲巖先生行
誼」，記載他唸小學時就已得到木下靜涯在技藝方面的指點。1930 年開始，蔡雲巖的東
洋畫作 7 次入選臺展，4 次入選府展。早期參展之風景畫，構圖緻密，饒富裝飾意趣，顯
然受到臺展常勝軍郭雪湖畫風的影響。1932 年蔡雲巖被邀加入「栴檀社」，證明他在東
洋畫創作上受到一定的肯定。1936 年起，蔡氏參加臺、府展的畫作，始以寫生風格的猛禽、
花鳥為題材，轉為木下靜涯傳承的圓山四條派畫風。
日治時期，木下靜涯與鄉原古統並列為臺展東洋畫的審查委員，並且都是臺灣日本
畫協會及栴檀社的靈魂人物。1935 年 6 月，郭雪湖、陳敬輝、呂鐵州、楊三郎（1907 ～
1995）、林錦鴻（1905 ～ 1985）及曹秋圃（1895 ～ 1993）共同成立「六硯會」，創會
宗旨表明：希望藉由講習會、展覽及座談會的活動，促進臺灣藝術的進步與發展。木下靜
涯與鄉原古統同時受聘為六硯會的協贊員，並擔任同年 7 月所舉行的東洋畫講習會之特別
講師。從木下靜涯、鄉原古統的審查委員身分，領導東洋畫團體，到被特聘為講習會指導
老師，可以看出 2 人實質上是影響臺灣東洋畫發展的關鍵人物。而 1936 年 3 月鄉原古統
辭去第三高女教職返日之後，木下靜涯即變成獨撐大樑的東洋畫精神導師。

第 13 期

121

走
讀鏡頭

三、「世外莊」之優游情
木下靜涯旅居臺灣 29 年期間，在淡水就住了 23 年，可以說一生最精華的時光都在
淡水度過。除了創作、審查作品、參與畫會及示範畫技活動之外；他從 1932 年至 1945

Cultural Scenario

年也擔任淡水街協議員。2 年 1 任的協議員工作，展現出他為人熱忱豁達及善於協調事務
的人格特質。而早將淡水視為第二故鄉的木下靜涯，對淡水亦具有高度的地方認同感，因
而在創作中時時不忘以此身所在的地理人文環境入畫。寄寓淡水世外莊時期，除了官展中
有 6 件，描繪住家對岸的觀音山、淡水河，以及周圍環繞的大屯山、淡水沙岸脫逸出塵的
景色；此外，他也創作甚多以淡水街景、淡水河、觀音山等元素組構的寫生、寫意兼融之

圖 4：木下靜涯舊居 2 樓廊道一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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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木下靜涯舊居 2 樓室內展覽一景。

風景畫，傳達他對淡水綿綿無盡的悠思與情懷。例如，北美館典藏的《江山自有情》(1939)；
國美館典藏的《淡水港的驟雨》（1930）、《淡水》（1940）；以及私人收藏的《淡水
觀音山》（1930s）、《淡水遠眺》（年代未詳）、《江山自有情》（1930s）等，畫的都
是木下靜涯從世外莊遠眺觀音山、淡水河及淡水街衢等日常所見之景物。木下靜涯運用嫻
熟的寫生技巧，將淡水四季節令、陰晴雨霧的多端變貌，以水墨暈染、墨線淡彩或礦物重
彩等多重技法，表現他心中理想、脫俗的桃花源意境。
1945 年 8 月日本宣布戰敗後，木下靜涯與家人於 1946 年 4 月被遣返回日本長野縣
中澤村。因匆促離臺，身無長物，生活極其清苦；但仍以繪畫為維生之業。1949 年（63
歲）在弟弟的勸說下，再度遷徙至北九州門司；並於 1966 年（80 歲）定居小倉。由於
淡水已無緣重返，木下靜涯遂於 1975 年（89 歲）在小倉擇地重建世外莊，以紀念過往
寓居淡水的隱逸忘塵生活。之後，木下靜涯即在小倉世外莊持續創作至 1988 年，以 102
歲鶴齡辭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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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坤煌醫師鏡頭下的淡水情

Cultural Scenario

撰
圖

文︱蔡葉偉、編輯小組
片︱蔡葉偉（新北市政府市政顧問）

蔡坤煌醫師（1922 年 9 月 26 日－ 1994 年 4 月 2 日）出生於彰化縣二水鄉，
曾先後被派至淡水海港檢疫所、淡水婦嬰保健所服務，並落籍在淡水。1947
年，奉派到淡水鎮衛生所當主任兼醫師，直到屆齡退休，共在淡水衛生所服
務了 25 年，老一輩的淡水鄉親都叫他「衛生蔡」。
前淡水區長、現任新北市政府市政顧問的蔡葉偉先生是他的公子，在蔡執行
長的眼中，父親早年外出行醫時，會帶著相機隨行，熱愛淡水的情感盡在其
鏡頭裡。
Dr. TSAI Kun-Huang (1922-1994) was born in Ershui Township, Changhua County,
and served at the Tamsui Seaport Quarantine Station and the Tamsui Maternity
And Child Health Station. He ﬁnally set up a household in Tamsui and served
at the Tamsui Maternity And Child Health Hospital, where the older generation
of Tamsui villagers called nicknamed him“Health Tsai＂. Mr. TSAI Yeh-Wei, the
former Tamsui District Executive and the current Chief Executive Ofﬁcer of the
Yeh Chin-Chih Humanistic Education Foundation, is his son.
In the eyes of Mr. TSAI, his father would bring his camera along with him when
he went out to practice medicine in his early years, and his love for Tamsui is
reﬂected through the lens of his cam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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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先後擔任臺北縣淡水鎮長、淡江大學公行系兼任助理教授、淡水社區大學榮譽校
長、救國團青少年輔導中心專任張老師、救國團淡水團委會會長、新北市淡水區第 1 任區
長、新北市議員，曾任國花幼稚園董事長和國花葉金枝紀念文教基金會董事長的蔡葉偉先
生，傳承先父蔡坤煌醫師熱愛淡水之情，很早便參與淡水地方的公共事務。
蔡葉偉先生憶及先父生平，話語裡滿是尊崇與懷念。他說，讀初中時便常跟在先父身
邊外出攝影，或是幫忙處理臺灣省攝影學會月刊發行事宜，淡水地區的樣貌隨著時代演變
逐漸更新，但是他年少時熟悉的老淡水永遠在他心裡，並特別將先父留給他的 7、8,000
張老照片整理好一部分，以財團法人國花葉金枝紀念文教基金會名義，輔以淡水鄉土研究
會文字解說，分成「淡水農村之美」、「淡水港內」、「淡水傳統性行業」、「淡水五月
節」、「淡水建築之美」、「觀音山麓」6 大類，出版發行了《蔡坤煌醫師攝影作品集》，
彌足珍貴。
現在，讓我們一起跟著蔡坤煌醫師的腳步，欣賞其鏡頭下的淡水老風情，或黑白，或
彩色，皆美。

蔡坤煌醫師生平簡介 （1922 ～ 1994）
■曾任：淡水衛生所主任兼醫師 25 年

■曾獲：中國攝影學會榮譽博學會士

淡水國小家長會長 10 多年、淡水國香會創會會長

臺灣省攝影學會學博士

中國攝影學會理事

臺灣省攝影學會博學會士

滬尾攝影學會創會及第 2、第 3 屆會長

美國紐約攝影學會博學會士

台灣省攝影學會第 12、13、14、15 屆理事長

農村之美
插秧前整地

圖 1：2 位農夫正在做插秧前的整地。他們用水牛拖著「碌碡」來回攪拌，
使田土均細平整，以便插秧。碌碡使不到的死角就用人工推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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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
讀鏡頭
Cultural Scenario
圖 2：一幀梯田風光照片沒人物點綴，就如同作料裡沒加調味料一樣淡而
無味。蔡醫師守候多時，俟彎腰插秧的農夫移到適當的構圖位置時，按下
快門就是一張作品。

割稻及脫穀機

圖 3：一幅再也看不到的割稻慶豐收畫面。腳踩的脫穀機和
手工的收割今日都被機械取代了。當時人工便宜，一天收
割的工資只是 4 擔稻子。

農村風光

圖 4：貧苦農家的草厝農舍。外壁用竹子經緯相編是防雨
水直接侵蝕土角壁。中間用稻草覆蓋的農具是雞窩。晒衣
竿上的那串「灌腸」或許是他們的年貨吧！

建築之美

圖 5：清水巖屋頂的交趾陶，為名匠陳天乞的作品，1932
年開始蓋，完成於 1937 年。堪稱民藝珍品，其中的雙龍搶
珠造型更是傲視全臺，可惜 1996 年廟方整修屋頂時已拆除
無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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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淡江中學的一位男同學獨自走在鄉間小徑上，淡水禮
拜堂的尖塔與建物沉浸於晨光薄霧中，一切顯得歲月靜好。

淡水傳統性行業
挑水肥

圖 7：紅毛城可說是臺灣歷史和淡水文化的縮影，初建於
1629 年，歷代都有增建。歷經西班牙、荷蘭、鄭明、滿清、
英國、日本的統治，最後連澳洲和美國都參一腳。蔡醫師
在英國未撤館前，留下米字旗飄揚的影像。

做芒草掃把

圖 9：還纏著小腳的阿婆在綁掃把，是當時典型的家庭副業。
她正把晒乾的管草去葉，撿成堆，以便作業。前面晒的是
月桃枝，是綁掃把用的線。這是真正的環保產品，不生靜
電，掃的最乾淨。

圖 8：今日的清水巖旁的「公館巷」，昔日是「崎仔頂」聚
落「莊子內」通「公館口」碼頭的要衝。蔡醫師時代已是
沒落的古道，他記下婦女晒衣，男丁挑肥的後巷人家安祥
的生活情境。

雜貨店兼賣豬肉

圖 10：蔡醫師以高明的攝影技巧，在不足的光源下拍下這
張傳統的賣肉兼雜貨店，後面的黑板，上面的掛肉鉤，和
兩旁的草繩，包肉的報紙，令我們記取那懷念的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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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節

讀鏡頭
Cultural Scenario
圖 11：「迎暗訪」時的報馬仔，
這 種 逗 趣 的 扮 相 和 響 亮 的 鑼 聲，
絕 對 會 引 起 注 意。 行 囊 內 裝 的 餅
乾， 小 孩 子 是 可 以 要 的， 他 可 說
是臺灣的聖誕老人。

圖 12：5 月初 6 福佑宮前一場熱鬧
滾滾的迎神賽會上，一對老外父女
也來看熱鬧．雖不知他是否了解我
們的文化，但那種專注和用心的態
度，讓蔡醫師用相機在人群中挑出
他們。

圖 13：淡水清水巖前的臺階和戲
臺，構成一個最搭配的看戲空間，
當時正值歌仔戲的興盛時代．不只
演出有一定的水準，也不怕沒觀眾。
看到這對嬤孫和前面的母子那樣入
戲，真是要說此景只待成追憶。

圖 14：福佑宮前的舞獅。這戲碼 3 個角色，2 人舞的獅，拿扇子的是「弄」獅（戲獅），拿獅刀的是刣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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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音山麓

圖 15：由北新庄開來的公路局，雖因地面無柏油而一路顛
簸，但淡水街已入眼簾，再 5 分鐘就可到家了。在自用車
和民營公車未普及的時代，這種有車掌的公路局（今名臺
汽）是不少民眾行的唯一依賴。（攝影地點：北投里謝厝）

圖 16：「田頭田尾的土地公」是臺灣到處可見的村景。由
於遠景是清明掃墓，因此苦苓樹下的小廟是「有應公」，
在臺灣人溫厚的人情下，他今日也會有饗宴，地點北投子
公墓。

圖 17：這是由水碓子北瞰淡水下街，左邊山崙上樹林圍繞
的是今日淡大運動場，山下聚落最高的建築物是一信大樓。
此景致充分說明淡水是山與水的產物。

淡水港內

圖 18：一艘捕蛤仔的小舢舨，每年
4、5、6 月他們「掛帆」穿梭在港
面上，是幅動人的畫面。如今已絕
跡，蛤已罕見。文蛤是早年淡水最
傲人的海產，今日老漁民聚首話當
年，若談起牠，都還會垂涎欲滴。

圖 19：烏魚淡水人俗生烏仔，每年 11 月至正月是其漁汛，素為淡水人所嗜食。
這是港內網捕烏魚仔的畫面。今天這種魚港內已不多見了，要到新漁港才釣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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滬尾開港，開創華洋新風貌

Museum Practice

文

圖 ︱江錫聰（新北市立淡水古蹟博物館助理研究員）

適逢滬尾開港 160 週年，循著前人歷史軌跡，探究華洋風格洗鍊成淡水獨
有的文化底蘊，以及所遺留珍貴無價的文化古蹟。本文爬梳開港帶入的洋
人風潮、國際港造就漢人的順勢發展，以及港口衰退後的華洋融合，最終
以古蹟修復重現歷史光榮來結尾，略敘淡水的繁華光景與前世今生。
On the occasion of the 160th anniversary of the opening of the port of Huwei,
we follow the historical traces of our predecessors. We explore the unique
cultural heritage of Tamsui, with its precious, priceless cultural monuments left
behind and cultivated in Chinese and Western styles.
This article tidies up the opportunity brought about by the trend of foreigners
after the opening of the port, the development of Han Chinese created by
the international port, and the fusion of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s after
the decline of the port, and ﬁnally concludes with the restoration of ancient
monuments to revive the historical glory, briefly describing the prosperous
scenery of Tamsui and its past and present life.

緣起
淡水得天獨厚，是山城與河港特色兼具的城鎮，歷經了戰火摧殘、開港通商、政權更
迭。適逢 2022 年滬尾淡水開港 160 週年紀念，我們循著前人腳印所開闢的歷史軌跡，走
讀這座城鎮所遺留珍貴無價的文化古蹟。
自 1983 年 12 月 28 日起，淡水經公告指定的有形文化資產計有國定古蹟 4 處、市定
古蹟 23 處、歷史建築 7 處、古物 1 件、紀念性建築 4 處，無形文化資產 4 項 1，古蹟密集

1 文化部文化資產局 – 國家文化資產查詢 https://nchdb.boch.gov.tw/assets/advanc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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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約 1870 年代的海關碼頭。*〈* 蓋亞文化有限公司（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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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淡水第 12 期（頁 101）。新北市：新北市立淡水古蹟博物館。〉

度為全臺之冠。悠閒散步巷弄間，不難發現中西文化、華洋風格穿梭於此，洗鍊成淡水獨
有的文化底蘊、宗教民俗與美學風情，創造出淡水華洋並存的新風貌。
本文嘗試探討滬尾開港至馬偕功成身退這段時間，爬梳滬尾淡水因開港帶入的洋人風
潮、因國際港造就漢人的順勢發展，以及因港口衰退後的華洋融合，最終以古蹟修復重現
歷史光榮的內容來結尾，期能讓讀者淺顯易懂的認識這段淡水的繁華光景與前世今生。

滬尾開港 繽紛洋潮流
清帝國於英法聯軍戰敗後，1858 年天津條約臺灣開放臺灣府（今日臺南安平）、滬
尾（淡水）為通商口岸，於 1862 年正式開關徵稅，翌年 1863 年雞籠（基隆）、1864 年
打狗（高雄）陸續開港 2，從此開啟臺灣國際貿易的歷史新章。
隨著淡水海關業務日益擴增，吸引更多洋人前來經商，因生活習慣異於漢人，便於
1866 年著手興建西式建築風格的海關官邸及宿舍供官職員生活起居，打造適宜洋人的居
住環境，遂即於 1870 年完成前清淡水關稅務司官邸 3（俗稱小白宮）。

2 徐福全、王惠君（2005）。臺北縣縣定古蹟淡水海關碼頭調查研究及修護計劃（頁 2-1 ～ 2-3）。臺北縣：臺北縣政府文化局。
3 漢光建築事務所（2007）。前清淡水總稅務司官邸調查研究及修護計畫（頁 11）。臺北縣：臺北縣政府文化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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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約 1968~1970 時的關稅務司官邸 *（小白宮），在 1870 時
極具洋人建築風格，整體白色牆面與拱圈，是豪宅代表之一。
〈* 臺北縣政府（2000）。前清淡水總稅務司官邸調查研究及修護
計畫（頁 65）。臺北縣：臺北縣政府文化局。〉

圖 3： 前 清 英 國 領 事 官 邸 迴 廊 的 綠 釉 花 瓶。
（筆者拍攝）

1867 年，英國向清帝國永久租借紅毛城 4 作為領事館之用，並在東側增建領事官邸處
理公務，建築融合中西文化特色，主體為殖民式建築，迴廊的「綠釉花瓶欄杆」結合中國
陶藝與西洋花瓶，取其華人語彙「平平安安」的吉祥意涵，每組設 10 個花瓶欄杆還有「十
全十美」的美意 5。
除了建築上因開港設關後大興土木，陸續設立了關稅所、洋行官邸之外，更因通商貿
易遍及東亞、東南亞，出口貨品以茶葉總值占全臺 53.49%、樟腦與煤次之 6；進口貨品以
鴉片為最大宗，其次為棉、毛織品等民生用品，因此也帶入洋人服飾與舶來品，形成華洋
穿著各具特色。

聚落形成 漢人崛起
淡水從平埔小漁村、荷西修築堡壘變成軍事要塞、又因英法戰爭開通為國際大港、歷
經清法戰爭滬尾戰役勝利、泥沙淤積港口失能、關貿撤離等一連串的歷史進程，締造了淡
水繁榮興衰的更迭。1862 年，開港通商引入西方現代化項目，成為淡水轉變的一大關鍵點。
淡水真正發展始於 17 世紀，歷經荷蘭（1624 ～ 1662）與西班牙（1626 ～ 1642）
佔領、閩粵移入（1662 之後）等，逐漸在清乾隆末年以福佑宮為中心點形成「滬尾庄」
的漢人聚落。至清嘉慶年間，漢人沿著福佑宮兩側斜坡向上延伸（現今重建街、清水街），

4 黃剛（2013）。有關前英國駐淡水領事館的一些探討。臺北文獻第 185 期（頁 50）。臺北市：臺北市文獻委員會。
5 新北市立淡水古蹟博物館，前清英國領事官邸 https://www.tshs.ntpc.gov.tw/xmdoc/cont?xsmsid=0G24565584
8901208901&sid=0G256572147454082193
6 林滿紅（1976）。茶、糖、樟腦業與晚清臺灣經濟社會變遷（未出版之碩士論文）（頁 6）。臺灣大學歷史研究所。臺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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崎仔頂一帶也發展成市街型態 7。
隨著開港通商，各國文化宗教、教育醫療輸入，1872
年加拿大籍傳教士馬偕（George Leslie Mackay）從打
狗港出發，搭乘得忌利士洋行的「海龍號」輪船在淡水登
岸 8，就此展開淡水現代化啟蒙。歷經多年耕耘，設立迄
今仍然保存良好的偕醫館、禮拜堂、理學堂、教士會館等
中西融合的建築群。
至商港末期，大致可用建築樣式與分佈位置來劃分出
洋人與華人生活圈的街廓，以福佑宮中正路為中心，往南
延伸至淡水河、往西順著中正路連接三民街、建設街，往
東至湖南勇古墓，往北約至中山路，此區多為東方建築，
明顯是漢人聚落範圍。三民街、建設街以西至紅毛城、北
端馬偕街、南端淡水河此區塊內多為西方殖民式建築、教
堂與學校，是屬於洋人住宅區範圍。

圖 4： 首 任 駐 臺 領 事 郇 和 *
（Robert Swinhoe）， 身
穿 西 式 洋 人 高 級 服 飾。〈*
臺北縣立淡水古蹟博物館
（2007）。紅城 ‧ 日落不英
國特展（頁 32）。臺北縣：
臺北縣立淡水古蹟博物館。〉

華洋共榮 再創盛世
1879 年馬偕在華洋邊界購置土地，並於翌年獲得一
名婦人為紀念同姓馬偕的亡夫之美金 3,000 元捐款，設立
北臺灣第一所西式醫院「偕醫館」9，藉此引入西式醫療、
招募漢人受洗宣教、培養漢人醫師看診，並於戰爭時收容
傷兵、協助治療等，展現淡水居民上下齊心、華洋團結的
氛圍。
此外，理學堂大書院於 1882 年 7 月落成，由馬偕設
計監造，並以 Oxford College（牛津學堂）稱之，以
。
紀念加拿大牛津郡鄉親盛情捐款的美意。理學堂雖然是培

養傳教士的學校，但授課範圍廣闊，舉凡天文地理、自然

7 新北市淡水區公所（2013）。第貳篇地理志，第三章人文環境，第三節聚落與
市街發展。淡水鎮志（頁 177-180）。新北市：新北市淡水區公所。
8 淡水維基館 http://tamsui.dils.tku.edu.tw/wiki/index.php/ 喬治 ‧ 勒斯

圖 5：臺灣關官員 * 穿著華
人傳統的唐裝漢服， 搭配西
式遮陽帽。〈* 臺北縣立淡水
古蹟博物館（2007）。紅城 ‧
日落不英國特展（頁 42）。
臺北縣：臺北縣立淡水古蹟
博物館。〉

萊 ‧ 馬偕。

9 新北市淡水區公所（2013）。第肆篇政事志，第五章社會、衛生與環保，第二
節衛生行政（含環保）。淡水鎮志（頁 127）。新北市：新北市淡水區公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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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約 1960 年清水祖師廟與前方聚落 *，仍以中
式建築為主。〈* 謝德錫（2008）。文化有味：品嘗
淡水文化資產新滋味（頁 50）。臺北縣：臺北縣立
淡水古蹟博物館。〉

圖 7：由馬偕設計的理學堂大書院 *，頗富中式建
築色彩，屋脊立有 8 座小佛塔，代替十字架。〈*
臺北縣立淡水古蹟博物館（2007）。紅城 ‧ 日落
不 英國特展（頁 32）。臺北縣：臺北縣立淡水古
蹟博物館。〉

醫學等。可謂當時最先進的新式教育發祥地。在落成典禮和開學式當日，除了華洋師生之
外，有各地教會信徒、英國領事、外國行商、海關客卿及清帝國官吏。代表官方的孫開華
提督致詞謂「如此臺灣蕞爾小島，而有此學堂，誠為全國最善之舉 10」。甚至多年之後輾
轉開設女學堂、爭取女性求學權利、提升女權社會地位，可謂華洋共榮、盛況空前。

華洋古蹟零距離 虛實體驗樂淡水
1980 年代新博物館學（New Museology）興起 11，除了透過建築物的空間陳設，體
察時間與真理的審美價值，亦可藉由館藏的展示詮釋，理解自然生態、人類社會與藝術科
學的奧義 12。
新北市立淡水古蹟博物館（以下淡古館）以古蹟群概念發展、文化觀光為主軸，朝向
古蹟活化、文化行銷、資源共享等方向執行。尚待整修的古蹟持續邀請專家學者蒐集彙整
相關史料、撰寫調查研究計畫，藉以保存珍貴圖文，充實修復古蹟的佐證文本；對於修復
完成開放的場館，更是透過科技媒體融合感官體驗的方式，讓民眾更能身歷其境、認識歷
史脈絡，達到寓教於樂、親子共學等目的。

10 淡江中學校史，第四章牛津學堂與淡水女學堂，第二節牛津學堂為現代教育之發祥地 http://dns2.tksh.ntpc.edu.tw/
history/history4_2.htm
11 王嵩山（2011）。臺灣的博物館與博物館學：導論。博物館與文化第 2 期（頁 4）。臺北市：中華民國博物館學會。
12 張譽騰（2003）。博物館大勢觀察（頁 87-93）。臺北市：五觀藝術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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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淡水老建築示意圖 *，可概略區分漢人聚落、洋人聚落的分佈。〈* 新北市立淡水古蹟博物館（2016）。
穿越淡水、走讀世遺 -- 世界遺產國中教材（頁 6-7 李乾朗、周宗賢提供）。新北市：新北市立淡水古蹟博物館。〉

圖 9：滬尾偕醫館 *，馬偕博士站在門口。〈* 新北市立淡水古蹟博物館 https://www.tshs.ntpc.gov.tw/
xmdoc/cont?xsmsid=0K268371586810113165&sid=0K268561104359062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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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馬偕（左二）與 2 位漢人學生一同協助病患拔牙 *。
〈* 馬 偕（George Leslie Mackay）， 林 晚 生 翻 譯（2007）。
From Far Formosa 福爾摩沙紀事：馬偕台灣回憶錄。臺北市：
前衛出版社。（原著出版年：1895）〉

圖 11：前清英國領事官邸特展─時
空樂氣球、虛實淡水遊。（新北市
立淡水古蹟博物館提供）

目前淡古館轄下古蹟群已陸續修復開放，且突破傳統以古蹟建物本體為展示主角之
外，近年多結合科技藝術，讓民眾透過虛實互動、沉浸式體驗，更能具體理解、感受展覽
內容，有效提升教育功能與美學素養，
使冰冷的古蹟重獲新生，得以再現風
華。
例 如， 過 往 警 備 森 嚴 的 軍 事 堡 壘
「紅毛城」，透過館校合作實地導覽，
搖身一變成為歷史教育新樂園，讓學童
零距離接觸古蹟、了解在地歷史發展。
「前清英國領事官邸」透過 VR 裝置，
讓民眾搭乘熱氣球穿越時空，俯瞰漢人
戎克船、洋行貨輪等舊時景觀，體驗奇
特的時光旅行。
防禦工事的「滬尾礮臺」實地辦理
鐳射槍戰，重返戰時的緊張刺激，不論
圖 12：海關碼頭倉庫特展的互動遊戲。（新北市立
淡水古蹟博物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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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贏，參與的學童在文化學養上都是最

圖 13：滬尾礮臺投影介紹歷史故事。（筆者拍攝）

大贏家。開港設立的「海關碼頭倉
庫」利用寬廣腹地，規劃繪畫市集、
毛小孩寵物趴、互動式情境展覽等活
動，讓民眾走訪淡水美景外，更能透
過遊戲互動，體驗學習樂趣。「前清
淡水關稅務司官邸」籌劃 3 天 2 夜
的「古蹟夜未眠」安排學童夜宿古蹟
建築裡，體驗小白宮的夏夜蟲鳴、文
化導覽、主題桌遊等，讓學童擁有難
忘的古蹟巡禮及暑假樂趣。
昨日歷史造就今日未來，淡水
各時期的發展皆為精彩篇章，遺留古
蹟文物俯拾即是，讓後人得以瞻仰學

圖 14：淡水古蹟夜未眠活動，古蹟主題團康遊戲。
（新北市立淡水古蹟博物館提供）

習，華洋前人辛勤開拓、繁榮地方的
精神，更是典範長存。淡古館秉持區域文化推手的使命，持續籌劃符合時代的文化體驗，
藉以耕耘在地藝文、澆灌人文風情，期能賦予文化資產新生命及時代意義，再創歷史新頁、
展現淡水新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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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蹟新生 –
淡水海關碼頭再利用之轉變

文

圖 ︱廖康吾（新北市立淡水古蹟博物館副研究員）

淡水海關碼頭見證淡水開港的風華歲月，從 1945 年國民政府接收臺灣後，
一直為軍方使用。自 2009 年 11 月起由地方政府重新規劃，其再利用的過
程大致可分為 3 階段，目前為開放式的藝文園區。本文主要說明再利用方
式的轉變過程，以提供相關古蹟未來活化經營之參考。
The Tamsui Customs Wharf is a testimony to the glamorous years of Tamsui's
opening and has been used by the military since 1945 when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took over Taiwan. Since November 2009, the local government
has been rezoning the park, and its reuse process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stages, it is now an open-access Art Culture Creative Park. This paper
mainly illustrates the process of its reuse,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the future
revitalization of the related monuments.

一、海關碼頭歷史及古蹟修復過程
（一）興建及歷史背景
淡水海關自 1862 年設立後，其設施包含：海關關署、長官官邸、碼頭區等 3 大區。
關署區興建於 1869 年，設有辦公室、船員宿舍、倉庫等建築，位於現今紅毛城下方停車
場，今已不復見。官邸區則於 1866 ～ 1875 年期間陸續興建稅務司官邸與宿舍，前清淡
水關稅司官邸（又稱「小白宮」）就是其中僅存的 1 棟。碼頭區的建設自清領時期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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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淡水海關碼頭 2 座日治時期倉庫及戶外草坪。

直至日治時期碼頭工程完成，才逐漸形成現有的面貌。基地現存 2 棟倉庫亦約為 1925 ～
1930 間所建 1 。
1945 年中華民國政府接收臺灣，淡水稅關及海關碼頭為國軍管理使用，除了為河搜
（海巡單位）與海軍海蛟四中隊進駐之外，亦是海軍藝術工作大隊及海光國劇訓練班（通
稱「小海光」）的基地。軍方逐一增建鋼筋混凝土的房舍，卻也保留日治時期使用的碼頭
倉庫 2。國防部於 2009 年 11 月將淡水海關碼頭的土地及建物無償撥用予臺北縣政府（今
新北市政府）。

（二）古蹟修復過程
淡水海關碼頭調查研究及修復計畫於 2005 年由國立臺灣科技大學完成。園區因軍方
缺乏經費進行管理維護，古蹟逐漸毀壞，尤其是碼頭堤岸古蹟本體，交由臺北縣政府接管

1 國家文化資產網（文化部），淡水海關碼頭，檢索日期：2021 年 10 月 2 日
https://nchdb.boch.gov.tw/assets/overview/monument/20000627000002。
2 徐福全（2005），臺北縣縣定古蹟淡水海關碼頭調查研究及修復計畫，臺北縣：臺北縣政府文化局，頁 2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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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由文化局爭取緊急搶救經費於 2010 年 5 月進行碼頭主體的古蹟修復工程，2012 年 7
月進行第二階段修復工程，對園區內的清末洋樓、2 座磚造倉庫等古蹟建築物進行修復。

二、再利用過程及方式之轉變
Museum Practice

淡水海關碼頭從 2009 年 11 月起由地方政府重新規劃，至今約 12 年，古蹟再利用的
過程大致可分為以下 3 個階段：

（一）古蹟再利用促參計畫
財團法人擊樂文教基金會（「朱宗慶打擊樂團」）於 2009 年 12 月 13 日依「促進
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簡稱「促參法」）第 46 條民間自行規劃申請提出「淡水海關
碼頭文化教育園區 BOT+ROT+OT（組合）」計畫，2011 年 1 月 25 日與新北市政府簽約，
是繼雲門舞集進駐淡水文化藝術教育中心後，第二個以民間自提促參方式進駐淡水的藝
文團體。
打擊樂文化園區之功能規劃包括「創作排練」、「行政營運」、「教育推廣」、「藝
術休閒」等 4 大功能。主要以 BOT 方式興建行政暨樂團排練大樓、文創商店；以 ROT
方式整建軍方和既有建物，作為景觀餐廳、學人交誼廳及宿舍、多功能展演場等；OT
部分則是將政府修復後之洋樓、2 座倉庫，裝修為藝術餐廳、貴賓接待、團史室和打擊

圖 2：淡水海關碼頭清領時期洋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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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拆除既有圍牆，設置階梯入口。

圖 4：拆除既有圍牆，新增入口廣場。

樂博物館等 3。後續因基金會考量位於海邊，氣候潮濕不利樂器保存，及興建之建築物
量體和高度，受限於古蹟保存限制，不符排練場地使用需求，於 2014 年 1 月完成解約
相關程序。

（二）淡古館營運對外開放
原規劃由基金會執行之園區環境綠美化工程因促參案解約，改由新北市政府辦理，並
由新北市立淡水古蹟博物館（以下簡稱淡古館）接手負責園區的規劃與管理工作。與綠美
化工程執行同時，並進行委外營運經營評估及辦理相關說明會議，後續朝委託廠商經營管
理園區，但在委託營運前由淡古館營運，於園區辦理各式展演活動，藉以提升海關碼頭知
名度。2014 年 10 月 24 日園區整修完成後開放，讓民眾得以一窺軍營圍牆內海關碼頭全
貌，以舉辦展覽、活動、戲劇表演、影視拍攝等 4 方式，與地方藝文團體、學校合作，企
圖以多元活動匯聚淡水海關碼頭，營造跨界合作的契機，增進地方藝文團體互動。
另有關委託民間經營之規劃，2014 年由淡古館採用政府採購法方式招商，卻因經營
年限有限，成本不易回收而讓廠商卻步；同年 12 月文化局改以「ROT+OT」模式規劃可
行性評估，朝向作為「淡水海關碼頭文化創意產業園區」，以文化創意、產業經濟、生活

3 邱盈綺（2011），淡水新焦點 – 淡水打擊樂文教設施民間自提案經驗分享。中華 技術，第 90 期，頁 148-155。
4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有限公司（2014），淡水海關碼頭委託營運評估報告，新北市：新北市立淡水古蹟博物館，頁 1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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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商業消費等 4 大主題進行營運，包括景觀主題餐廳、文創商品展售空間、多功能展
演空間等。後續因考量希望能維持園區古蹟的開放性及公共性，故未進入上網公告招商階
段即告終，自此亦確立園區後續經營的大致方式。

Museum Practice

（三）園區重新規劃整修再開放
淡水海關碼頭經開放參觀之後，發現於傍晚至夜間最適宜民眾停留，因此需加強燈光
照明及燈光氣氛的營造，且園區缺少民眾休息空間、室內設備及園區周邊環境仍有待改善
之處，由市府城鄉發展局、文化局及養護工程處等單位通力合作，自 2017 年 8 月起召開
多次工作會議討論，2018 年 3 月起進行環境美化工程及室內設備改善工程。
此次的環境美化工程主要進行環境空間改善及增加公共開放性格，包括 4 項主要工
作：一、增設 UBike 站，包括拆除園區既有圍牆及新增入口廣場；二、形塑園區入口意象，
包括拆除既有欄杆、新增草坡、階梯、平臺等；三、景觀照明計畫，包括新增街道景觀
照明及調整園區內燈光。四、人行空間及指標整備，包括改善人行空間鋪面、增設指標
牌面附掛於既有指標系統等。另外，原本於 2014 年園區整修工程保留下來的海巡建築
群，則因建築老舊結構安全有疑慮，於環境改善工程時同時拆除，保留了曳船道，成為
民眾戶外休憩廣場，也是觀賞夕陽的絕佳地點。
因工程施作暫停開放數月後，於 2018 年 7 月底完工重新對外開放，改善後的園區
更寬廣也更安全，拆除原有入口圍牆後不再有入園時間限制，整個園區改採開放式，如
同公園一樣可全天進出。洋樓由原來的賣店重新規劃，營造復古氛圍，免費提供民眾一
個放鬆休憩空間，2 樓則彈性做為講座或工作坊場地；2 座倉庫則增加軌道燈具等展示
設備，後續更增加空調設備，有效解決空間使用問題。
除了前述硬體改善外，同時進行營運及展演活動規劃，重新開園時推出「邂逅 – 淡
水海關碼頭美麗夏夜」系列活動，結合虛擬 AR、光影互動裝置和小海光回顧特展，成
功將海關碼頭打造成夏日夜間限定的浪漫約會地點。之後陸續於 2 座倉庫規劃「新北
Beats」創新翻轉城市特展、「曙光祭 Reborn」特展、滬尾之役體驗館、滬尾之役軍
史館、「聽！大河在說話」特展、「絕美之境」淡水山河古蹟沉浸式劇場等展覽，並於
假日戶外辦理音樂演出或講座等活動。

三、結語
淡水海關碼頭園區從促參委託民間經營到由淡古館自營，中間雖仍存在委託民間經
營的規劃討論，但因考量古蹟應維持其開放性及公共性，最後由公部門自行經營管理。
園區經過環境及周邊整體改善，增加古蹟公共開放性格，從逐年增加的入園參觀人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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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沿淡水河岸之淡水海關碼頭園區入口。

知，已成功連結古蹟和河岸景觀，透過藝術展演、文教推廣及觀光休憩等活動型態的規
劃，逐步打造成為淡水最具文化創意的觀光亮點。因為是由地方政府館舍自營，更能保
留古蹟建築的原貌，營運內容較委託民間營運更能掌握，展示規劃主題則能與在地歷史
脈絡扣合，無圍牆的 24 小時開放園區及免費參觀的展覽，更代表著古蹟回歸公共利益
的面向。
古蹟再利用活化一直存在著如何進行舊價值保存，卻又能產生新價值的討論，如何
彰顯古蹟的重要功能，或是轉型活化古蹟，替古蹟注入新靈魂，舊與新之間存在著許多
的矛盾與拉扯。淡水海關碼頭園區除保存了 19 世紀華洋交會時代的場域精神，並打造
一個適合市民休憩的藝文休憩形象，對於新的集體認同產生很大的效應。但由公部門自
行經營的古蹟，面對政府預算削減的隱憂，如何開源節流、拓展與外部資源合作，都是
未來在經營上重要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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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入」淡水開港 160 年的
耳內新浪潮－淡博名利

文

圖 ︱張瑋恬（新北市立淡水古蹟博物館研究助理）

淡水海關打開世界之門，新北市立淡水古蹟博物館打開世界之耳。拜科技
之賜，全球線上、線下的交流無遠弗屆。隨著全球的浪潮，以聲音為主的
Podcast 爆紅；「聲入」淡水開港 160 年的耳內新浪潮－淡博名利，情境
式的節目內容，讓聽眾以不同角度認識淡水與古蹟群。
The Tamsui Customs Wharf opened its doors to the world, and Tamsui Historical
Museum,New Taipei City Government let the world hear us. Today, with the
advancement of technology, online and ofﬂine communication is extending
all over the globe. Along with the global wave, sound-based Podcasts have
exploded in popularity; "Sounding In" is a new wave of situational programs
on the 160th year of the founding of the port of Tamsui – Tamsui Heritage
Stories. but with more contextual content that allows audiences to learn
about Tamsui and its heritage from a different persp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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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正式開港通商後，英國副領事史溫侯（Robert Swinhoe）親自來臺，議定以淡水為國
際通商口岸，淡水海關自此打開世界之門。160 年後的今日隨著科技的進步，透過 Facebook、
Instagram、YouTube 等新媒體，開啟通往全球的新視界，我們與世界再也不受地域及時間的
限制；相較於以視覺感官為主的媒體平臺，猛爆成長的 Podcast 則是打開了世界之耳，淡水從
貿易大關到「淡博名利」要從這說起……。
根據國際博物館協會（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Museums，ICOM）於 2007 年在奧地利
維也納第 21 屆大會定義博物館是一個非營利、服務社會的常設機構，它的發展是經由向大眾開
放、以保存、維護、研究、溝通、展出有形、無形的人類遺產及其目的為環境教育、學習及享受。
依照 2015 年臺灣通過的博物館法第三條所稱博物館是指從事蒐藏、保存、維護、研究人類
活動、自然環境之物質及非物質證物，以展示、教育推廣或其他方式經常性開放供民眾利用之常
設機構。博物館應秉持公共性，提供民眾多元之服務內容及資源。
中華民國博物館協會第一章第一條章程所稱博物館，係基於國際博物館協會會章所訂之廣泛
定義，凡為服務社會及促進社會發展，從事蒐集、維護、研究、傳播、展覽與人類暨其生活環境
有關之具體證物，且以研究、教育、提昇文化為目的而開放之非營利的法人機構皆屬之。
第 15 期《博物館與文化》的專題主題介紹「博物館與科技應用：創意、需求與科技互動」中，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文化創意產業經營學系教授林詠能提及數位科技近年來一日千里，為生活帶來
許多的便利，也為博物館提供了許多的可能性。博物館運用科技應有完善的規劃，藉由科技來達
成博物館的使命，如提高民眾學習成效、強化觀眾觀展經驗並提升娛樂功能等。

圖 1：淡水海關碼頭錄製「淡博名利」podcast 中。

圖 2：淡古 podc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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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知博物館已經不再只是博物館，也是提供娛樂、文化休閒的場域之一。天下雜
誌 724 期曾報導，歐美的 Podcast 大浪在 2020 年中正式吹入臺灣，開啟 Podcast 元年，
Podcast 是結合 iPod 與 broadcast 的新創詞，類似廣播的 YouTube，也可以稱為網路
廣播，不受傳統廣播的限制，能隨時隨地、自由選擇想要收聽的節目類型，眼睛也不需要

Museum Practice

接收過多的資訊，純粹用耳朵來獲得娛樂及知識。根據報導，Podcast 收聽 3 大原因為「增
加新知（新聞、時事）」、「打發時間」、「娛樂放鬆」，身為全臺第一間為維護古蹟
群而成立的新北市立淡水古蹟博物館（以下簡稱淡古館），要如何結合這 3 大誘因及博
物館宗旨，實為一大挑戰。
臺灣有許多館舍搭上這波風潮，紛紛推出博物館專屬的頻道，以各自不同的風格與特
色來推廣藝術文化；例如國立故宮博物院、國立臺灣博物館「臺博館說給你聽」、國立自
然科學博物館「科博揪咪秀」、嘉義市立美術館「移動的廣波」、新北市立十三行博物館
「移動的廣播」、新北市立鶯歌陶瓷博物館「藝術開麥拉」、新北市坪林茶業博物館「超
時空茶播吧」、世界宗教博物館「到底有多神」、迪化 207 博物館、葉石濤文學紀念館「食
夢之獸」、王育德紀念館「等待天光 - 王育德」佛光緣美術館「藝術有意思」及佛光山佛
陀紀念館「緣・來如此」等，依照蓬勃發展的趨勢，預計接下來會有更多的藝文單位投入
聲音的平臺。
淡古館繼開設 Facebook、Instagram、YouTube 等官方帳號後，近期隨著全球
的浪潮一起「聲入」全新領域，並選定在淡水開港 160 年後，在 2021 年 7 月正式推出
Podcast 頻道「淡博名利」；諧音來自淡泊名利，如同博物館的立意，不強求名聲和財利；
淡博就是淡水古蹟博物館，名利則是代表博物館的名氣與致力於提供大眾最大利益之意。
期望透過新穎的管道來推播歷史文化，用接地氣的方式讓大眾再次認識古蹟新的面貌，
同時展開更多元的管道與大眾對話。
不同於以主持人對談或是訪談來賓的節目內容，淡古館思考該如何異軍突起，吸引聽
眾在一片 Podcast 藍海中聽見古蹟的聲音，經過館員密集討論與深入研究，最後選定以
情境式的內容來呈現古蹟的歷史故事，並邀來廣播金鐘獎得主吳宇軒（內克）帶著專業團
隊共同製作，目前先製播 2 季共 6 集的主題介紹淡水紅毛城、滬尾礮臺、前清淡水關稅務
司官邸（小白宮）、淡水海關碼頭、淡水街長多田榮吉故居、淡水日本警官宿舍、得忌利
士洋行及淡水木下靜涯舊居等國定、市定古蹟、歷史建築及紀念性建築。
「淡博名利」每集 3 ～ 15 分鐘不等，由內克化身貫穿節目的記者「名利」，帶領聽
眾深入古蹟各個角落，節目裡遇到各式各樣的人物都由館員親自上陣獻聲。錄製前，館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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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著腳本與同事互相切磋聲音
表情，希望能拿出超水準的演
出。最特別的是，節目全程在
古蹟裡完成錄製，周邊的環境
音直接當作背景音樂，營造身
歷其境的「行腳節目」，內容
不乏自嘲的設計對白，常令聽
眾會心一笑；例如談到紀念性
建築得忌利士洋行時，遊客總
是會來借廁所，把常見的對話
融入當中，聽眾冷不防地被擊
中笑點，進而能夠繼續聽下
去，到底博物館的葫蘆裡在賣
什麼藥。而當年的淡水海關碼
頭是萬頭攢動的商港，若是現
在大概就是會被糾正沒有保
持防疫距離了，適時搭配時事
的笑料哏也是淡古館期望的
方向。從聽眾的角度切入，再
用詼諧的口吻回應，把艱澀難
懂的歷史轉譯為日常生活中
的對話，在地了解文化脈絡的
演變。

圖 3：淡古 Podcast 曾榮登 Apple Podcast 排行榜政府類別第
二名。

節目播出後，「淡博名利」曾榮登 Apple Podcast 排行榜政府類別中第 2 名，也
獲得各大媒體的熱烈報導，例如蘋果日報、中國時報、自由時報、聯合報、風傳媒、中
央社、經濟日報及教育廣播電臺等，更收到許多聽眾反饋；「還以為古蹟故事會有點
硬，但這個很可以欸，敲碗更多古蹟（鬼）故事。」，「好新穎的方式說古蹟，好有畫
面感啊！」，顯示聽眾對於以輕鬆活潑、幽默風趣的情境式節目風格的接受度相當高，
同步提升了博物館的大眾娛樂性，用耳朵逛古蹟成為了新時尚。淡水開港 160 年前後的
耳內新浪潮，推薦大家一起「聲入」我們，快上 Apple Podcast、KKBOX、Spotify、
Google Podcast、SoundOn Player、Firstory、Pocket Casts 等 App 跟著我們音浪
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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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域與融合
—淡水開港前後的宗教建築

Museum Practice

文

圖 ︱陳新瑜（新北市立淡水古蹟博物館研究助理）

清乾隆年間，隨閩粵移民渡海來臺的媽祖信仰在淡水紮根；俟開關設埠，
西方傳教士亦在淡水推動宗教與教育事業。無論是福佑宮的閩南泉式廟宇
建築，抑或是滬尾偕醫館的華洋合併式設計，皆體現了東西方文化傾注在
淡水街庄，發展出華洋文化兼容並蓄的獨特風景。
During the Qianlong years of the Qing Dynasty, Matsu's beliefs took root
in Tamsui as immigrants from Fujian and Guangdong crossed the sea to
Taiwan; once the port was opened, Western missionaries also promoted
religion and education in Tamsui. Whether it is the Minnan Quanzhou-style
temple architecture of the Fuyou Palace or the East-meets-West design of
the Hobe MacKay Hospital, both of them embody the unique scenery of
the inclusiveness of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s poured into the streets
of Tamsui.

圖 1：福佑宮正面，前臨馬路，古為廟埕與碼頭。（筆
者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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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三川殿屋脊正中為雙龍搶珠，左右則為單
龍回首對看。（詳參《清法戰爭滬尾之役調查
研究計畫第二期 - 地理資訊系統（GIS）先期調
查研究》頁 63。）

圖 3：由日本景觀宿舍觀之，福佑宮（藍色
鐵皮處）正對觀音山與淡水河。（筆者拍攝）

圖 4：福佑宮龍邊街景，拾級而上通往重建街。（筆者拍攝）

一、前言
早在 16 世紀，淡水已是北臺灣重要港口，隨著大航海時代來臨，西班牙與荷蘭相繼將淡水
視為海上貿易據點，淡水港即以國際貿易港之姿，雄踞臺灣與國際接軌交流之重要地位。康熙
22 年（1683），滿清降伏東寧王朝，臺灣正式納入清帝國版圖，以鹿耳門為唯一正口，與福建
廈門對渡，致使北臺灣發展與貿易交通趨於沉寂，至此淡水喪失海上貿易港口地位，成為「窵隔
郡治千有餘里。夏秋水漲，陸路難通；冬春風厲，舟航莫及」1 的「臺灣西北隅盡處」2。時至
18 世紀，因臺北平野移墾民眾的擴展，淡水河港之重要性與日俱增；乾隆初年，今淡水大庄一
帶已有「滬尾庄」之移墾漢民群聚區域，乾隆 30 年（1765）今淡水老街一帶已出現「滬尾街」
之名，可見滬尾街市已日趨完備；嘉慶元年（1796），福佑宮和望高樓之落成，代表淡水港埠時
代的來臨，商船千帆林立，往來交通，街市以此而興。道光年間，淡水河系各河港已然成為北臺
灣經濟重心，商號匯集，庄街發展，更是促進河運貿易之繁盛。位於淡水河運要津的滬尾港於開
關設埠前，外商貿易甚為興榮，故而在開埠後旋即成為北臺灣貿易重鎮。咸豐年間，清帝國因戰
爭失利與英、法、俄、美等國簽訂《天津條約》（1858 年 5 月），淡水正式開港通商，此後貿
易商船往來不絕，洋行商行匯聚，四方輻輳，繁榮興盛，商賈與傳教士前仆後繼經由淡水登陸，
淡水躍身成為北臺灣最大的物產集散地與國際港口，亦成為西方文化進入臺灣的門戶。
「媽祖信仰」乃係臺灣清領時期移民社會下重要的民間信仰文化之一，早期閩粵移民渡海來
臺，為祈航運平安遂昌，臨海的港口城鎮多建有媽祖廟，在淡水河流域現存的媽祖廟中，最為古
老的即是滬尾港口的福佑宮。福佑宮創建於嘉慶元年（1796），其之創建正說明了滬尾港成為主
要港口的時代已然來臨，滬尾市街也以福佑宮為中心，由此而興。除此之外，如前所述，淡水自
開港後，西方的經貿、文化、醫療、教育制度、宗教信仰，藉商賈與傳教士之走踏，形成獨特的
發展與影響。同治 11 年 3 月（1872），馬偕博士（Rev George Leslie Mackay）登陸淡水，

1 楊文魁：〈臺灣紀略碑文〉，高拱乾：《臺灣府志•藝文志》，中華大典臺灣方志彙編本，頁 259。
2 郁永和：《裨海紀遊》卷下，臺灣歷史文獻叢刊本，頁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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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福佑宮殿內牌匾及石柱。（筆者拍攝）

圖 7：光緒皇帝頒發「翌天昭佑」匾額。
（筆者拍攝）

並以此作為宣教、醫療與教育之基點，馬偕為傳教所需，設計、
興築教堂及醫館、學堂等教會系統的建築設施，以達育民教化之
用，如淡水禮拜堂、滬尾偕醫館皆屬此華洋合併式之建築風格。
圖 5：三川殿虎邊設有「望
高樓碑誌」。（筆者拍攝）

綜前所述，滬尾港於開港設埠前，乃係以媽祖作為信仰中心；俟
成為通商口岸後，基督教隨之登陸淡水，在淡水形成華洋混合之
市街聚落。

二、海洋子民的信仰―福佑宮
淡水河為清領時期移民從河口進入臺北盆地之要津，清乾隆末年北岸地區漸盛，人口薈聚如
織，市街發展繁興，連橫曾於《臺灣通史》載云「福佑宮在縣轄滬尾街，乾隆間建，祀天上聖母。」
此乃係指乾隆年間，滬尾地區已有簡陋媽祖宮，雖興築年代已不可考，然三川殿左門楹聯有「廟
堂更新靈昭芝山福地」或可為證。由《淡水廳志》卷六及廟內石柱鐫科落款年代所示，福佑宮應
是落成於嘉慶元年（1796）。正如史久龍《憶臺雜記》記敘乙未割臺前景象：「滬尾惟沿山一街，
約長 3 里許，山上亦有小市（應係指今重建街上端崎仔頂），不及山下之繁庶。山下亦惟媽祖宮
前為最。」福佑宮附近地名稱之「公館口」，乃是當時古街崎仔頂之起點，亦是當時主要市街—
滬尾街、崎仔頂街之交點，由此可見，福佑宮之興築與周邊市街的繁盛密不可分。
福佑宮背山面河，宮後緊捱陡坡，現今規模包含前殿（三川殿）、戲亭（戲臺兼拜亭）、正
殿、兩廊與左右護室，除護室為日治時期改建者外，餘皆維持初建時之規模。其採如此「前殿後
帶軒」格局，乃是因清領時期中葉，福佑宮前臨碼頭，舟車輻輳，若逢廟會，則難以搭臺謝神，
故而改採閩式廟內置戲亭之格局 3，此種建築風格全臺僅淡水福佑宮與鹿港龍山寺可見。
福佑宮之大木結構風格統一，可見三川殿、正殿、兩廊均為同一時期所完成。三川殿面寬三
開間，殿前石獅鬃毛捲曲，塌鼻朝天，頸上繫鈴，耳似螺形貼附髮間。雄獅抬頭露齒，一腳踩球，
一腳執飄帶；雌獅閉口昂首，一腳踩球，一腳撫壓幼獅。三川殿並無龍柱，改作八角石柱，上書
「澤滋滬海濟群生，久矣神功浩蕩。雲佑墩山育萬物，大哉后得巍峨」。左右對看牆外側飾以磚

3 詳參李乾朗：《淡水福佑宮調查研究》，（臺北縣：臺北縣政府，1996 年），頁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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雕，簷口外懸有蓮花吊筒，殿門上方及牆堵窗下皆以故事石雕飾之，如左右身堵為「螭龍圍爐」，
廊簷身堵龍虎邊分別為「南極仙翁」、「麻姑獻壽」，腰堵設有「漁、樵、耕、讀」等。三川殿
屋脊為簡潔之「三川脊」，中段脊上加脊，擡高作「西施脊」式樣；正脊分為 3 段，前後各作單
龍回首對看，中段則作雙龍搶珠，垂脊尾端飾有剪黏藝術，斜脊末端的捲草裝飾則使脊線增加彎
曲變化。此外，三川殿虎壁上鑲嵌有「望高樓碑誌」（1796），高約 90 公分，寬約 45 公分，
碑文載有當時建造望高樓燈塔之經過與相關事由，此塔為臺灣本島現有記載中建造時間最為久遠
的燈塔，惜之望高樓毀於日治時期太平洋戰爭，僅存福佑宮內之碑記令人憑弔。正殿面寬三間開，
屋架前設卷棚，屋脊作雙龍護塔。正殿設有傳統龍柱，立於嘉慶元年（1796），龍身浮懸於八角
柱體，以本地觀音石雕刻而成，為清代中葉龍柱之代表作品。
福佑宮除左右護室為日治時期所建、剪黏裝飾為民國匠師所作以外，餘多為清領時期產物，
且多完成於嘉慶、道光年間，滬尾港開港設埠以前，故而福佑宮之建築特色深受閩粵移民影響，
為閩南福建泉州風格。

三、大湧來拍岸――滬尾偕醫館
清領時期咸豐 10 年（1860），淡水成為國際通商口
岸，翌年（1861）英國領事館由臺北遷至淡水，咸豐 12
年（1862）正式開關徵稅，國際進出口貿易的昌盛使淡水
成為全臺最大貿易港，至此淡水進入「港門宏敞，舟楫尤
多，年年夾板帆檣林立，洋樓客棧闤闠喧囂」的黃金時代。
淡水開港通商後，各國人士除來臺進行商業、文化、教育、
宗教等交流外，更進一步有了長期居住的概念，由於早期
臺灣的排外風潮、本地居民所在街區的開發飽和，且來臺
的外籍人士基於居住環境審美需求，多遠離本地居民所聚

圖 8：清領晚期滬尾偕醫館外觀（詳參《清法
戰爭滬尾之役調查研究計畫第二期 - 地理資
訊系統（GIS）先期調查研究》頁 67。）

集的公館口與滬尾街，往山區遷移定居，在埔頂地區形成
外籍人士匯集之聚落（即今紅毛城、小白宮、真理大學、
淡江中學一帶）。開港初期，外籍人士多在當地建立該國
式樣之建築，俟後因為大量設立西式建築的需求，便開始
雇用本地工匠，後者除藉此學習外國建築工法外，亦將本
土傳統技術運用於西式建築上，而西方商賈與傳教士為了
便於進行貿易及宣教活動，多聘僱本地匠師建造中西合併

圖 9：偕醫館正面立面。（筆者拍攝）

式建築，除可因應本土地理環境外，亦可藉此減少臺人對
於外來文化的排斥與抗拒，如由馬偕博士所設計監造的淡水禮拜堂及滬尾偕醫館即是如此。
自同治 11 年 3 月（1872），馬偕博士登陸淡水開始宣教後，先後於租屋處（今馬偕街 24
號後方及中正路 294 號後方）設立禮拜堂，西元 1875 年，淡水教會購入今日淡水教會一帶之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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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清領晚期滬尾偕醫館背面（詳參《清法戰爭滬
尾之役調查研究計畫第二期 - 地理資訊系統 (GIS) 先期
調查研究》頁 111。）。

圖 11：偕醫館背面。（筆者拍攝）

地做為宿舍，直至 1890 年翻修其上之醫生宿舍做為禮拜堂所用（今馬偕街 8 號），此禮拜堂為
馬偕博士所設計督造，由歷史照片所見，該禮拜堂為二落式建築，第一落正面中央凸出山牆，屋
脊二端立有小尖塔；第一落背後留設小天井，左右圍有高牆，並闢側門以利出入；第二落採中軸
對稱之立面，疑設有拱廊或拱窗，但並未如第一落般有凸出山牆與尖塔。4 這座禮拜堂頗具臺灣
本土民居樣貌，可見馬偕亟欲融合西式與臺式建築形式之努力。此後因禮拜堂空間不敷使用，西
元 1915 年由宣教士吳威廉（William Gauld）設計改建為具有白色鐘塔的白教堂，後因遭白蟻
腐蝕，於西元 1932 年由馬偕之子偕叡廉（George William Mackay）重新設計第三代淡水禮
拜堂，此仿哥德式建築，即今日所見之樣貌。由於現存之淡水禮拜堂已非開港時期由馬偕所設計
的原始形式，故而本文將以馬偕於 1879 年所設計監造之「滬尾偕醫館」作為主要討論對象。
馬偕博士於西元 1872 年抵達淡水時，淡水居民正為瘧疾與腿膿瘡所苦，馬偕遂於翌年
（1873）租屋開設「滬尾醫館」，後因業務量擴增，便透過各方人士募款捐助，於西元 1879 年
在淡水教會（即今淡水禮拜堂）東側購地開設「滬尾偕醫館」（今馬偕街 6 號）。偕醫館係由馬
偕博士親自設計，並邀當時淡水知名泥水匠洪泉建造，以閩式宅第採西式門窗，可見馬偕華洋融
合之企圖。
自 1879 年竣工迄今，滬尾偕醫館並無大規模的修築與增建，至今仍維持當年華洋合併之洋
風形式。其整體平面配置類似傳統合院式建築，呈左右對稱型態，以入口至佈道所作為主要中軸
線，中軸兩側則為附屬空間。偕醫館之平面格局原為「一落帶雙過水」5，室內空間配置類似傳
統合院式的三開間比例，然呈前後室排列，並無明顯的空間序位關係。其建築構架為「硬山擱檁
式」，以兩側山牆為承重牆，山牆上緣留設凹洞，桁木插入牆體一半，橫跨在兩側山牆面上。前

4 此禮拜堂之相關資料詳參周宗賢：《臺北縣縣定古蹟淡水禮拜堂調查研究及修護計畫》，（臺北縣：臺北縣政府文化局，2005 年），
頁 45、52。
5 一進稱為「一落」，兩落之間的廊道或廂房稱為「過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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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偕醫館入口處的「雙跑高臺樓梯」。（筆者拍攝）

圖 13：偕醫館右側山牆及花磚通風口。（筆者拍攝）

半部木桁外露，後半部則被天花遮蓋；佈道所中央的三根木樑是後期為裝飾而添加，並無結構作
用。偕醫館之臺基為石材堆砌，柱樑為長方形柱，牆身係屬傳統土埆牆做法，並用天花遮蔽木構
架以防落塵。屋面為洋風的兩坡形式並設有煙囪，但與西式相異之處在於其簷口出挑，並以紅瓦
為材，類似臺灣傳統建築。門扇形式多為雙開門，窗戶主要以木構為主，內為清玻璃格扇，上檻
為西洋半圓形窗，早期外牆窗櫺尚有防風板之作法，然現已不存。6
綜上所述，馬偕為求宣教傳道、教化育民之效，最大程度地親近在地人民，尤其藉助醫療行
為的協助，更能有效排除本地居民對於傳教士之反感與偏見，此外，清領時期願意接受基督教醫
館醫治者多為中下社會階層人民，傳教士為其排除痛苦，更能使基督教紮根於臺灣社會。故而馬
偕創立滬尾偕醫館時，有意識地使其建築設計華洋合併，中式為主，西式為體，西洋建築形式主
要體現在門窗及樓梯等處，其他無論平面、立面之格局結構則多採傳統合院形式，裝飾亦具臺灣
傳統特色，然僅形貌相似而已，並不具實質結構意義。

四、結語
臺灣是一個多元文化的移民社會，淡水更是此多元社會的縮影。16 世紀初期，因臺灣位處
太平洋防禦戰線之咽喉，而成為政治、經濟、軍事的重要據點，故而淡水以其海港城市成為兵家
必爭之地，吸引荷蘭、西班牙等帝國船隊在淡水登陸、殖民。清代乾隆年間，以渡船口為生活中
心的漢人聚落逐漸成形、發展、擴張，隨閩粵移民渡海來臺的媽祖信仰文化亦在淡水紮根；俟淡
水開港通商，開關設埠，帶來的不僅只是經濟與貿易之繁榮昌盛，西方傳教士亦隨之而來，在淡
水推動宗教與教育事業，間接影響了淡水的建築風貌與市街景象。無論是福佑宮的閩南泉式廟宇
建築，抑或是滬尾偕醫館的華洋合併式設計，皆體現了在滬尾港埠的發展之下，東西方文化傾注
在淡水街庄，使淡水具備多元文化的人文特色並發展出華洋文化兼容並蓄的獨特風景。

6 滬尾偕醫館相關建築特色詳參閻亞寧、周宗賢：《臺北縣縣定古蹟滬尾偕醫館調查研究及修復計劃》，（臺北縣：臺北縣政府文化局，
200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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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童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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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
圖

文︱戴華萱（真理大學台灣文學系副教授）
片︱戴華萱、編輯小組

重建街 15 號
重建街 15 號，是我童年成長的家，也是 1970 年代師專畢業的父親流浪到淡水的落
腳處。父親和當時大多數的師專生一樣，雖然天資聰穎但家中貧困，只能選擇可以公費就
讀，而且還有生活津貼可領的師專；期盼能以知識的路徑翻轉自己的命運，不要成為像他
父親一樣收入微薄且不穩定的嗩吶手。父親說，他當年就只穿著一雙鞋底開花的破皮鞋勇
闖臺北城，鄉巴佬進城對什麼都
感到新奇不已。還記得第一次在
學校旁的冰果室叫了生平的第一
個木瓜吃，看著木瓜裡晶瑩剔透
的褐色滾黑的木瓜籽，心想必定
美味無比，像老饕般大快朵頤的
將木瓜籽猛往嘴裡塞，豈料竟食
之無味，大失所望。才自眼角餘
光瞥見食客們紛紛將木瓜籽挖出
棄置，父親才恍然大悟，學得了
吃木瓜的方法。數十年後當我成
為一位母親，陪孩子在床邊閱讀
《子兒吐吐》的繪本時總讓我想
起年少時北漂築夢的父親，不知
道他當年在猛吞木瓜籽後，是否
也像小豬兒一樣擔心會在肚子裡
長出一棵木瓜樹呢？
圖 1：現在荒廢頹圮的重建街 15 號。（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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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愛情故事為小巷添浪漫。

重建街 15 號，也是父親成家後帶母親北上的住所。父親黑黑瘦瘦小小的，還有像布
袋戲雲州大儒俠裏「哈咩兩齒」的暴牙，時常伴隨爽朗的招牌笑聲。也許是因為家貧，也
許是沒有魁武帥氣的英姿，父親 29 歲才娶了小他 10 歲的母親，在當時算是十分晚婚，
聽說左鄰右舍當時還替他焦急，總是熱心嚷嚷著要替「戴老師」介紹對象。父親說，1970
年代的國小教師待遇菲薄，要靠他一份薪水養家也就只能選擇房租低廉的重建街了。爾後
我和兩個弟弟在這裡陸續誕生，重建街 15 號雖然鄙陋，卻是庇護我們一家人的所在。
重建街原名九崁街，相傳早年福建人在此建立了 9 間店鋪，街屋沿著階梯而建，屋內
的空間自然也是高低起伏跌宕，極具山城特色。記得小時候愛跑跳的我們，總是一個不小
心踉蹌就滾下階梯，跌得滿頭包的「黑青」額頭是慣有的日常。另外一個建築特色是，單
數號的街屋多有前後門的設計，從我們家的後門一看，腳下就是現在的歷史建築「日本警

第 13 期

159

滬
尾訴情
Literature
圖 3：巷道裡的塗鴉，洋溢童趣。

官宿舍」，往前眺望就可見觀音山與淡水河，在我家廚房就盡可飽覽海天一色的山河美
景，絕對是現代建商口中的海景第一排。往左轉是現在所謂的「戀愛巷」，相傳是文學家
王昶雄和畫家妻子林玉珠戀愛時十八相送的地方。果然有了故事後的巷子顯得浪漫詩意，
還記得小時候這裡到處是一攤攤軟硬交雜的狗屎，彷若遍地炸彈開花，走過這條長巷總要
提防小心以免誤踩地雷，實在很難跟現在這麼美麗的符號聯想在一起，但也不禁莞爾思量
著「狗屎」和「愛情」間的距離。從我家後門往右拐就是極具洋樓特色的紅樓，不過我們
都說當時雜草蔓生、荒蕪陰森的紅樓是鬼屋，可是閒人勿近，小朋友口耳相傳的鬼故事讓
膽小的我可是一點也不敢僭越一步；未料現在紅樓也成了淡水最具特色的餐廳，還推出了
「淡水八景」、「清法戰爭」的在地特色餐，是美食家推薦高指數的美食地標。長大離開
這裡以後才明白，原來小時候住的重建街有這麼深遠的歷史與文化底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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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偶而路過重建街，總是留戀地對著荒廢頹圮的 15 號街屋多看上幾眼，彷彿這間
斑駁剝落的殘屋裡鎖住我所有的童年印記，就像重建街曾經有過的漢人歷史風華與文化記
憶，而這條無可取代的滬尾第一街，曾給了我獨一無二的童年歲月。

石頭公
石頭公，是我們這群重建街孩子的遊戲總部，因為目標明確，吆喝左鄰右舍集合玩耍
準不會搞錯。小時候雖然不明白何以有那麼大一顆石頭矗立在那裡，但也從不好奇向大人
探問為什麼，只覺得有顆這麼大的石頭讓我們可以爬上爬下，是別的村里小朋友沒有的獨
家遊戲，倒是挺酷的。長大後才知道，這顆大石頭相傳是昔日大屯火山爆發熔岩滾落殘留
的基石，因為從某個角度看似盤坐的青蛙，所以有了「青蛙石」的雅稱。還有些資料說，
傳統臺灣社會認為大石必有靈性，因此石頭公周遭鮮少有蚊蟲出沒，是因為石頭公的靈性
庇佑，這一點倒是和我的真實記憶有些出入。記得小時候寫完功課的黃昏總是和一群鄰居
在石頭公的空地忘情地玩耍，直到吃晚飯前才一哄而散，回家後總是發現自己滿腿都是蚊
子咬過的大紅腫包呢！
天氣好的時候，也會看到鄰家阿姨將棉被鋪在石頭公上，讓暖暖的陽光曬曬被子，殺
菌消毒；五顏六色的棉被攤在大石頭上，彷若穿上一襲華美袍子的青蛙恣意地享受著日光

圖 4：作者小學四年級，重建街 15 號門口。（作
者提供）

圖 5：作者與石頭公合影。（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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浴。而我最喜歡在夏日的傍晚，夕陽西下後接近天黑之際，把整個人趴在石頭公上，以側
臉貼著石頭時的冰涼感，可說是我發明最消暑的獨門絕招。有時候，也會跟著閨蜜光著腳
丫、兩腿盤膝，並著肩窩在石頭公上閒聊，除了說說少女心事外，也是為了等待自己心儀

Literature

的鄰家男孩從我們眼前走過，只為看一眼他的帥氣模樣。當然，還有更多群聚石頭公的歡
樂記憶，跳格子、跳橡皮筋繩、123 木頭人、羽毛球接力賽。不過，一旦「小甜甜」、「科
學小飛俠」要上演了，不需要大人吼著嗓門叫喊，也不需要鬧鐘定時提醒，大夥兒都非常
有默契的鳥獸散飛奔回家。長大後偶而再路過，石頭公永遠屹立在那裡，不管人事怎麼物
換星移，那些美好的童年回憶一一襲上心頭，卻也納悶著：石頭公怎麼好像變小了？那可
以奔跑抓人的空地怎麼也如此的逼仄？童年的歡笑聲也漸離漸遠了。

阿島麵店
阿島麵店，現已不復見。店址原在福佑宮護龍廟牆旁，現已擴建成為福佑宮的一部份。
不誇張的說，阿島麵店絕對是淡水人的重建街第一代美食，只要是老淡水人，聽到阿島麵
店沒有不翹起大拇指的。在我的童年記憶裡，由於家中鮮少外食，想吃上一碗阿島麵店的
切仔麵並不是那麼容易，雖然從家屋直奔麵店只需 3 分鐘的距離。有趣的是，阿島伯和阿
島嬸的住家 22 號就在我家的斜對面，時常在家中就聞到從對門飄來的香味，不用說，那
是阿島伯嬸正忙著準備各式好料食材，年幼的我也只能聞香解饞了。

圖 6：阿島嬸。（圖片來源：自由時報，2015 年 2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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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期待四點放學後的父親進門喊「我腹肚枵矣」，我們姊弟三人就會心中竊喜，這表
示我們將跟著父親到麵店叫上一碗切仔麵當餐前點心，畢竟距離晚餐開飯的時間還有兩個
鐘頭呢！於是，我們輕快的踏著石板梯逐階而下，夕陽餘暉灑落下來的九崁街特有一種迷
人韻致，像是一個滄桑的老婦著上淡妝之感。當時若是能哼上鄭愁予「恰似青石的街道向
晚」，或是吟唱王昶雄的「阮若打開心內的門，就會看見五彩的春光」，當更能呈現重建
街黃昏時的意境吧！
來到麵店，常是滿座的，去晚了還可能向隅。除了是家常美味，最重要的是平價，是
當時的銅板美食。昏暗的店內僅擺著三條長條桌和長條椅，褐黑色的桌面雖明顯可見不易
清潔的長年油垢，但一點也不減用餐人氣與美食風味。才剛走到店門口，正忙著煮麵撈麵
的阿島嬸看見我們光臨，一如既往親切的問：「戴老師～今仔日欲食啥物？」父親也會回
以他的招牌爽朗笑聲，為我們各點一碗切仔麵，再來一盤蒸好的糯米腸和剛炸好的雞捲、
油豆腐，這是我們小孩子心目中的滿漢大餐了。切仔麵是在黃色油麵上撒了油蔥酥提味，
再放上一小塊薄肉片，我通常都把肉片留在最後才品嚐，捨不得一開始就吃掉，彷彿這樣
就能在麵吃完前都存有希望。再來上桌的糯米腸、雞捲和油豆腐，入口前總是要左滾右翻
的沾上滿滿甜辣醬，滿嘴甜甜辣辣的重口味早已蓋過了食物原本的美味，也分不清究竟是
甜辣醬好吃，還是糯米腸雞捲炸豆腐好吃。滿室的食客邊吃邊話家常，跨桌寒喧、答嘴鼓
講笑話，長桌長椅不分你家我家排排坐在一起。大家看到父親總是特別尊敬，拜託父親在
學校多教導關照他們的孩子，總是說「戴老師，阮兜的囝仔袂乖就打，無要緊」，不打不
成器的背後，其實是望子女成龍鳳的殷殷渴望，這也是 1970 年代暖暖的街坊人情。
這幾年放寒假的過年前，可以在臉書上看到「阿島魚丸」訂購的訊息，原來是老淡水
人太懷念阿島麵店的古早味，抝不過人情的阿島伯嬸也就手工限量製作，滿足饕客們想念
的味蕾。照片上的阿島嬸還是當年的簡樸模樣，但也多了數十年歲月的滄桑。想想當年在
麵店吃切仔麵的我還是綁著兩個麻花辮的小女孩，如今也已是兩個女娃的媽了；人總是要
老的，只要不是馬齒徒長就好。看著電腦裡的阿島嬸，耳邊彷彿輕晃著那些年「戴老師 ~
今仔日欲食啥物？」的親切招呼聲，腦海裡也浮現已逝父親咧著嘴開懷大笑的爽朗笑聲，
以及坐在阿島麵店的長椅上滿足的吃上一 碗切仔麵的瘦小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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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水左右二事

Literature

文

圖 ︱顏艾琳（詩人）

左岸之月
月亮在眼前跳舞。

橘色月亮升起一抹詭魅

我在淡水河左岸的座位上，

應該有事正進行中，

目不轉睛。

暮色隱藏不了

此刻，警車大鳴而過

黑暗越黑，

是誰為妳犯了罪？

襯托剛剛誕生的上弦月
以微弱又明確的微笑
撩勾，城市所有的陽具
展開一夜遙遠距離的
情慾鄉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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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邊之人
夜裡的出海口
月光澆上乳色，
我的長髮是一疋發亮的絲絹。
一些往事在帶著鹽味的水面
載沉載浮
左邊的人
你是否看見觀音山
此刻疊著我的側臉，
幾滴流星般的淚水
墜落自右邊飄動的髮梢

顏艾琳
臺南人，1968 年出生，輔大歷史系畢、北教大學語文創作所肄業。
13 歲發表新詩跟散文，玩過搖滾樂團、劇場、「薪火」詩刊社、地下刊物。
擔任地方文藝顧問、產業文創策畫、韓國文學《詩評》顧問、大學講師。
曾獲出版協進會頒發「出版優秀青年獎」、創世紀詩刊 40 周年優選
詩作獎、文建會新詩創作優等獎、全國優秀詩人獎、2010 年度吳濁流新
詩正獎等獎項、2011 年中國文藝文學類新詩獎章、第一屆兩岸桂冠詩人等；並擔任兩岸重要
文學獎評審與藝文課程講師、策劃人、主持人、諮詢委員，2010 年與人合編並主演舞臺劇《無
色之色》等。
著有《微美》、《骨皮肉》、《詩樂翩篇》、《吃時間》十幾本書；重要詩作已譯成英、法、
韓、日、西班牙文、葡萄牙文等，並被選入各種小學到研究所國文、現代文學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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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淡水阿潘

Literature

文

圖 ︱吳鈞堯（作家，現任中華民國筆會秘書長）

今天適合懷念

前半生，在心頭滴漏

海濤不老，藍天與紅磚

錯過的純情再怎麼輕

騎上協力車

都是一場臺北雨

前頭是青春，後頭是眷念

紅毛城外，我與夥伴爭論真理

一匹跑回來的浪

遺留的城堡、疑似的紅髮基因

為陸地吟誦遠方來訊

繼續為漁人垂釣歷史
是餌還是浪，被疼惜或者相思
肇因中正路從來都寫得歪
尤其是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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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安靜時，最宜走走停停

難怪淡水的夕陽美

心頭唱起無言的歌

它要閉上眼，才好聽見

天天天藍只合節拍
卻在心頭一直移位
我想起情字這條路
在阿潘穿著一襲黑衣裳
迎著眾人走來時
我看到我的青春池畔，沒有天鵝

◎阿潘，歌手潘越雲，於紅毛城附近開設民俗精品店

吳鈞堯
曾任《幼獅文藝》主編，曾獲九歌
出版社「年度小說獎」、五四文藝獎章、
文化部文學創作金鼎獎、中山大學傑出
校友等，著有小說《火殤世紀》、散文
《100 擊》、《重慶潮汐》等，以及詩
集《靜靜如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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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立淡水古蹟博物館 110 年大事紀
日期

大事紀要

01.06

《滬尾畫帖－淡水古蹟擬人誌》畫冊正式上市，
可於各大通路訂購，淡水紅毛城的「紅城小舖」
也同步上架。

淡水古蹟博物館

研究典藏組

01.28

本館黃館長麗鈴於 01.28 到職接篆視事。

淡水古蹟博物館

人事室

02.06

「牛年旺返遊淡古」110 年新春系列活動於春節
期間辦理牛年春聯喜相贈、金牛訪淡古集章趣、
牛牛扭蛋趣等限定活動。（02.06-02.16）

淡水紅毛城、淡水海
關 碼 頭、 前 清 淡 水
關 稅 務 司 官 邸（ 小
白宮）、滬尾礮臺

展示教育組

02.10

「康進和動畫手稿展」為淡水在地動畫導演康進
和，展出他珍藏的動畫長片《小真的六度波羅蜜》
動畫人物設定、原畫手稿，以及身為老淡水人的
他所創作的淡水畫作。（02.10-03.10）

前清淡水關稅務司官
邸（小白宮）

展示教育組

03.26

「 淡 水 古 蹟 博 物 館 Beacon 科 技 導 覽 新 增 客 家
語」建置完成。

淡水紅毛城、前清淡
水關稅務司官邸（小
白宮）、滬尾礮臺

營運行銷組

03.30

民眾反映公司田溪橋牆面斑駁問題，陳偉杰議員
辦公室召開「研議公司田溪橋牆面斑駁修整」會
勘，由陳偉杰議員、本館黃麗鈴館長、文資科吳
柏勳專員及陳情民眾等與會商討後續修整議題，
總結：預計 3 個月內修整完成。

淡水公司田溪橋遺蹟

研究典藏組

04.04

配合新北市 4 月歡樂兒童月，辦理 2 場次「家族
大戰－古蹟親子鐳戰賽」活動，讓家長與孩童從
遊戲中認識古蹟，共 96 人參加。

滬尾礮臺

展示教育組

04.15

內政部營建署辦理「2020 馬路好行計畫 - 亮點計
畫 」 共 計 22 個 縣 市 參 與， 其 中「 新 北 市 淡 水 區
亮點計畫」於 04.15 辦理實地評比會議，本館負
責項目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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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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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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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舍

單位

04.25

新 北 市 多 元 文 化 節 系 列 活 動 -「 英 日 快 閃 時 空 小
徑」，由新北市政府文化局、教育局及本館主辦，
淡水國小、天生國小及文化國小承辦，興仁國小、
新興國小、純德國小及正德國中協辦，利用主題
活動串聯文化、教育及音樂。

淡水街長多田榮吉故
居、前清淡水關稅務
司官邸（小白宮）

研究典藏組

05.08

辦理母親節「指尖上的古蹟」系列活動，包含古
蹟畫畫手及捏捏手活動，共 90 人參加。

前清淡水關稅務司官
邸（小白宮）

營運行銷組

本館各館舍配合新北市公有場所關閉等政策，於
05.13 起暫停開放，並進行館舍全面清潔、整理、
消毒等整備工作。

淡水紅毛城、前清淡
水關稅務司官邸（小
白宮）、滬尾礮臺、
淡水海關碼頭、淡水
街長多田榮吉故居、
淡水日本警官宿舍、
得忌利士洋行、滬水
一方藝文空間

營運行銷組

06.17

本 館 YouTube 推 出 沒 人 想 知 道 的 淡 古 事 件 簿 系
列導覽影片。

淡水紅毛城、前清英
國領事官邸、前清淡
水關稅務司官邸（小
白宮）、滬尾礮臺、
淡水海關碼頭、淡水
日本警官宿舍、得忌
利士洋行

營運行銷組

07.01

本館 Podcast「淡博名利」第 1 季開播，榮登政
府排行榜第 2 名。

淡水古蹟博物館

營運行銷組

07.21

本 館 YouTube 頻 道 推 出「 辦 公 室 的 防 疫 微 波 大
師」創意料理系列影片。

淡水古蹟博物館

營運行銷組

08.02

淡水海關碼頭經文化部文化資產局「110 年度古
蹟歷史建築紀念建築管理維護評鑑」初審入選。

淡水海關碼頭

營運行銷組

0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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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13

《 海 上 只 剩 下 船：1884 清 法 戰 爭 滬 尾 之 役 》 獲
選文化部第 43 次中小學生讀物選介圖畫類書籍。

淡水古蹟博物館

研究典藏組

08.13

「2021 新 北 市 兒 童 藝 術 節 」 線 上 配 合 活 動「 泥
是小小大力士」、「古 more 泥健身房」分波段
上線，以錯位攝影徵集和趣味導覽健身影片，帶
觀眾認識古蹟（共 1,233 人次參與）。（08.1309.21）

淡水古蹟博物館

展示教育組

08.23

《海上只剩下船：1884 清法戰爭滬尾之役》及《博
物 淡 水 第 12 期 》 獲 得 國 史 館 臺 灣 文 獻 館 獎 勵 出
版文獻書刊佳作。

淡水古蹟博物館

研究典藏組

09.08

本館推出專屬古蹟 LINE 貼圖「淡水野生古蹟萌獸
表情包」。

淡水古蹟博物館

營運行銷組

09.11

「2021 記憶屋—新北市國際藝術村駐村計畫線上
展：因應新冠肺炎疫情，6 月後成果展覽採線上
方式於「開放博物館」平台展出 4 組藝術家的創
作故事，包含：軟石工作室「有時」、陳峻儀「街
聲」、佘心婷「植物感官記憶」以及程許忠「淡
水日常 - 初六」。（09.11-12.31）

淡水古蹟博物館

展示教育組

09.20

辦理「淡古中秋射日體驗賽」2 場次，內容包含
「后羿射日」及「團體對戰」，共計 100 人參與。

滬尾礮臺

研究典藏組

10.14

重陽節「登高野宴喫茶趣」活動，邀請 2 位年紀
總和 116 歲、130 歲、144 歲樂齡長輩於領事官
邸 2 樓迴廊享用下午茶（共計 10 人報名參加）。

前清英國領事官邸

10.15

「探索淡水密碼―淡水文史特展」以數字解密的
概念出發，串連所有關於淡水歷史、商業、經濟
的神秘數字。（110.10.15-111.01.02）（主辦：
新北市政府文化局，協辦：新北市立淡水古蹟博
物館）

得忌利士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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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

「小白宮毛起來－寵物萬聖裝扮派對」於前清淡
水關稅務司官邸（小白宮）布置萬聖節裝飾，邀
請 與 民 眾 及 其 寵 物 扮 裝 參 加， 活 動 當 日 共 計 54
隻寵物參加、872 人到館。

前清淡水關稅務司官
邸（小白宮）

研究典藏組

11.26

辦理「淡水木下靜涯舊居開幕暨揭牌」活動。「淡
水木下靜涯舊居常設展」1 樓介紹舊居修復歷程、
木下靜涯生平及對臺灣藝術的貢獻等，2 樓展示木
下靜涯在淡水的日常生活故事。

淡水木下靜涯舊居

展示教育組

11.26

本館榮獲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110 年台灣健
康 城 市 暨 高 齡 友 善 城 市 海 報 獎 」- 高 齡 友 善 城 市
類銅獎。

淡水古蹟博物館

營運行銷組

12.04

「光映淡水」開幕活動由新北市副市長陳純敬進
行點燈儀式。透過「時光循跡」藝文展演、「波
光水岸」淡水海關碼頭系列活動、「火光十色」
淡水聲光夜 3 大主題等多元方式呈現淡水的文化
之美。

淡水海關碼頭、滬水
一方藝文空間、淡水
日本警官宿舍、淡水
木下靜涯舊居、得忌
利士洋行

營運行銷組
研究典藏組
展示教育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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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單位

新北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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