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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前言	

⼀、 計畫緣起 
淡水（又名滬尾）為臺灣最古老的閩南語地名之一，早在十六世紀已見諸文

獻記載，最初是往來帆船補給飲用水之地，十六世紀下半葉逐漸成為貿易港口 ，
躍上國際舞臺，十七世紀時成為北部臺灣最重要的商業與軍事中心。十八世紀時

淡水較趨沒落。 
1858年，由於中法天津條約明訂福爾摩沙島的淡水和臺灣需增開通商口岸

（Taiwan et Tamshwi dans l’ile de Formosa），1862年7月18日（同治元年六月廿
二日）臺灣官員正式在滬尾設立海關啟徵關稅，成為臺灣第一個對洋人開放通商

的口岸。伴隨著海關，英國外交部也在滬尾設立副領事館，派遣首任副領事郇和

（Robert Swinhoe）駐任。外籍商人、基督教傳教士陸續在滬尾設立據點，形成
一個小規模的外國人居留區。 
今年（2022年）適逢淡水設關160年，為再現淡水設關開港的歷史場域與文

化重要性，本案透過蒐集清代淡水海關相關史料，瞭解淡水海關設立前後的國際

情勢、關務運作、貿易活動，及海關設立後洋人社群的形成與發展。透過相關史

料之盤點、調查研究、分析，並數位化彙整，將史料轉譯為通俗易懂之解說圖文，

提供未來策展時可運用的基礎參考資料。 

⼆、 蒐集⽅法與步驟 
 

1. 整體架構 
配合淡水設關160年展示計畫，本案設定以下列四個重點為展示主題： 
(1) 大門口的陌生人：淡水設關前的背景、貿易活動 
(2) 大門口的新鮮人：淡水設關後，外國人社群的生活、貿易活動 
(3) 大門口的守門員：淡水設關後，海關的運作與職權 
(4) 關閉的大門：1895年日本政府接收淡水海關的過程 
以這四個主題，有系統的蒐集相關文獻、圖像資料。 

 
2. 史料來源 

有關淡水設關的史料，過去文化建設委員會（現為文化部）已經透過「臺灣

史料集成」計畫，將臺灣國內，例如故宮博物院、中央研究院等處所庋藏的

清代文獻完整蒐集出版。故本案著重蒐集國外圖書館、檔案館、博物館的相

關史料，搜集範圍主要包括： 
(1) 英國國家檔案館 
(2) 法國國家圖書館 
(3) 英國劍橋大學圖書館 
(4) 美國哈佛大學圖書館 
(5) 上海圖書館徐家匯藏書樓 
(6) 當時代的回憶錄及新聞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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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歸納建檔 
已蒐集之史料，依照上述四大主軸分類，歸納為居住、傳教、貿易、稽查、

港務等次標題，並進行史料解說編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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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展示主題一：大門口的陌生人	

在展示當中，將淡水比喻成臺灣的「大門」。展示的第一個重點，呈現淡水

正式開港通商前，華洋商人的互動及華洋官員的交涉。在淡水設立海關之前，就

有洋人為了購買樟腦及販賣鴉片，私行來此貿易。據《淡水廳志》載，1851年（咸

豐元年），「洋船始在滬尾、雞籠依商貿易，官照商船徵稅」。1這段記載顯示洋

人，也就是來到「大門口的陌生人」的走私行動，已經被地方官員認可。淡水廳

官員乾脆將洋船比照商船徵稅，公然地允許洋船在非通商口岸活動。到了1856年
（咸豐6年），淡水港在一年中就有45艘不同外國旗幟的船隻進港，並裝載了

10,000噸重的各種產品，主要是糖、米、樟腦和油餅。2  
1860年（咸豐10年），怡和洋行的商務代理人率洛文（Thomas Sullivan）船

長帶著出海兼通譯張烏豆駕船到淡水口販賣鴉片，3結果被淡水同知秋曰覲警告

要按章程繳稅。接著率洛文又以鴉片8箱，估價7,200元，向淡水廳軍工匠首黃萬

鍾購買樟腦400擔，一擔18元。4 
  

 
1 陳培桂，《淡水廳志》（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3），頁 109。 
2 “Swinhoe to Bruce (30 July 1861),” in Taiwan: Political and Economic Reports, 1861-1960, v.1, p.35. 
3 1860年 1月率洛文聘請一位華籍職員（Chinese man），之後淡新檔案和總理衙門檔案的相關文件均記載率洛文的通
譯兼出海即是張烏豆。葉振輝，〈一八六〇年怡和檔臺灣史料輯要〉，《高市文獻》6：4（1994年 6月），頁 2-
3；黃富三，〈臺灣開港前後怡和洋行對臺貿易體制的演變〉，收於黃富三、翁佳音編，《臺灣商業傳統論文集》，
頁 90-97。 

4 “A receipt for bargain money received from Captain Sullivan, commander of the schooner 'Wild Wave', for camphor which is 
to be delivered on his vessel's return to Tamsui, made before H.B.M. Acting Consul, Tamsui( 15 July 1862),” JM/F25/49. 又
見〈辦理臺灣海口通商稅務區為移請查究事〉（同治元年閏 8月），《淡新檔案》，案件號：1151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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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率洛文船長致香港怡和洋行函 

展示主標題 大門口的陌生人 

展示次標題 樟腦 

日期 1860-05-28 

標題 Captain Sullvan to Jardine, Matheson & Co. 
率洛文船長致香港怡和洋行函 

資料來源 怡和洋行檔案（Jardine, Matheson & Co. Archives）B8/7/1 

解說 

本函是英商怡和洋行（Jardine, Matheson & Co.）檔案中，發信地為淡

水的第一封信。信中顯示該洋行的商務代理人率洛文（Thomas 
Sullivan）船長從打狗北上至淡水，航行中先停留府城，接軍工匠首

許遜榮上船。當時樟腦是軍工匠首的專賣品，因此率洛文與許遜榮同

往淡水廳載運樟腦。陸續停泊澎湖、香山後才抵達淡水。率洛文發現

已經有不少來自廈門、香港的洋船在淡水口交易，特別其中有怡和洋

行最大的商業對手寶順洋行（Dent & Co.）。他們發現有其他官員偷

賣樟腦，幸而即時被許遜榮阻止。率洛文打聽到寶順洋行欲在淡水買

地，甚至有人打算租下紅毛城作為倉庫。 

典藏單位 劍橋大學圖書館 

取得形式 微捲轉檔 

版權狀態 未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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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 Tyfoon to Amoy 
Schooner Wild Wave  

Tamsui River , May 28th, 1860 
Messrs. Jardine, Matheson & Co. 
Gentlemen, 

I beg to inform you that we left Takaw on the 10th instant, touching at Tywanfoo 
on the 13th to take Kim-mo-hop on board on the 14th at 5pm. We anchored at the 
Pescardores blowing a heavy gale from NNE. We sailed again on the 15th at 6pm 
when it moderated and were off Heangsan, the camphor place at noon of the 17th, 
then blowing hard at NNE with a heavy sea making that place a less shore which 
obliged me to work up to Tamsui. We were off this port on the 18th & 19th blowing a 
heavy  gale at north to NNE with thick weather and a high sea running, on the 20th 
still blowing strong. It cleared up sufficiently to make out the land and we anchored 
here at 11 am. During the whole of the bad weather. The schooner behaved well and 
we lost nothing. She is a fine seaboat. 
   We found here the John Bull from Amoy loading Rice. The Brig Tyfoon also 
from Amoy loading Rice and the Barque Ellen from Hongkong. John Bull is  for 
camphor and sulphur. On arrival I found that the Chinese belonging to that vessel had 
settled for the 1000 pecul remaining of last year’s camphor in the hands of one of the 
Mandarines at $17.00  per pecul of 85 catties. They were also trying to bribe the 
Camphor people to sell them some of the new but have not succeeded. Kim-mo-hop 
put a stop to them. They have only 100 peculs of the Camphor as yet. The Ellen had 
13 chests of new Patna which they had to part with at $800 per chest against the 
camphor. 
   Kim-mo-hop is now at Heangsan and the camphor is in China boats ready to come 
up with the first fine weather in all about 2,200 pecul and I hope to get away in two or 
three days touching at Takaw on my way south. 
    The Brigs Mathilde and Siam also schooner Amoy Trader arrived from Amoy on 
the 24th (?) instant. The latter vessel was 5 days out. Several junks and lorchas also 
arrived same date for Rice cargoes, one of the lorchas flying Dent & Co. flag on the 
27th. 
    We had a heavy gale at East, veering to SE and South. The Bar(?) fell to 29.40. 
No damage was done to the junks in shipping. Since then the weather has been 
unsettled with much rain. 
    The Chinese here say that Ticksue , Captain Brown’s Shroff is making 
arrangements to build a godown for Messrs. Dent & Co. Messrs. Tait & Co. are also 
trying to purchase a piece of ground for building another through Chinese. It is also 
reported that some party at Amoy has purchased the old Dutch Tower or Fort for that 
purpose. It is a building of about 50 feet square outside 4 feet high with walls 6 feet 
thick, built of red brick and cement. It is divided into 4 rooms inside with arched 
roofs. The Bricks are still good and would be sufficient to build a large house if taken 
down carefully. It does not appear to have been inhabited for ages. There is a cavern  
beneath the floor with a subterranean pass, which the Chinese say, leads to the sea, 
but is now choked up. The building is about 60  feet above the sea and distant about 
150 yards and by far the best spot for building purposes as it below the form(?) with 3 
fathoms  water within 20 yards of the beach. 
    I spoke with Captain Watchtendorff while at Takaw about his vessel’s charter 
and he refused to make any reduction while he said he was willing to remain six 
months longer on the same terms as before. 

I am Genle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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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r obedient servant  
Thomas Sulliv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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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淡水同知秋曰覲諭令夾板船出海張烏豆 

展示主標題 大門口的陌生人 

展示次標題 鴉片 

日期 1861-10-08 

標題 

A dispatch from Ch'iu (Qiu), Tamsui branch of Likin station, Taiwan, 
with the honorary title of Prefect, to a foreign opium clipper mooring at 
Hu-wei port (Hu wei gang), 8 October 1861, regarding opium 
smuggling and illegal sales. 
淡水同知秋曰覲諭令夾板船出海張烏豆 

資料來源 怡和洋行檔案（Jardine, Matheson & Co. Archives）H5/15 

解說 

英商怡和洋行的商務代理人率洛文（Thomas Sullivan）在淡水不僅

僅載運樟腦，還帶著出海兼通譯張烏豆販賣鴉片。當時淡水同知秋

曰覲發布諭令，表面上嚴正聲明滬尾尚未正式設海關，也沒有英國

領事進駐，洋商不可在此交易。不過話鋒一轉，後面的重點卻是要

求怡和洋行在此販售芙蓉膏（鴉片），應該「照章繳稅」、「倚行

發售」。此諭令同時公告給泉郊、北郊、廈郊、商舖，意味著郊商、

鋪行等都和怡和洋行互有往來。其實，根據《淡水廳志》，各方洋

船早已在此「依商貿易」，且繳納商船税給淡水同知。可知，淡水

的華洋貿易在開關前已有一定規模。 

典藏單位 劍橋大學圖書館 

取得形式 原件拍攝 

版權狀態 未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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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威威號沙利文船長於淡水約定交付樟腦之契據 

展示主標題 大門口的陌生人 

展示次標題 樟腦糾紛 

日期 1862-07-15 

標題 

A receipt for bargain money received from Captain Sullivan, 
commander of the schooner 'Wild Wave', for camphor which is to be 
delivered on his vessel's return to Tamsui, made before H.B.M. Acting 
Consul, Tamsui, 15 July 1862. 
威威號沙利文船長於淡水約定交付樟腦之契據 

資料來源 怡和洋行檔案（Jardine, Matheson & Co. Archives）F25/49 

解說 

由於臺灣道革除許遜榮軍工匠首的職位，怡和洋行的商務代理人沙

利文（即率洛文，Thomas Sullivan）駕駛洋船威威號（Wild Wave），
在淡水向新任軍工匠首隆泉號黃萬鐘、陳發官訂購樟腦，每擔（124
磅）樟腦 18.2圓，共計佛銀 7240圓，約定當沙利文再回到此地時即

交貨。此一契約中英文並呈，於 1862 年 7 月 15 日由在淡水擔任英

國副領事郇和（Robert Swinhoe）公證成立。此一交易顯示，淡水海

關尚未正式開關，但因英國副領事已經到任，故怡和洋行可以正式與

臺灣商人訂立具有法律效力的契約。黃萬鐘又稱為黃阿祿，是艋舺著

名的郊商，其妻即艋舺俗諺所稱「第二好，黃阿祿嫂」的黃莊氏。 

典藏單位 劍橋大學圖書館 

取得形式 原件拍攝 

版權狀態 未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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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4 
A receipt for bargain money received from Captain Sullivan, commander of the schooner 'Wild 
Wave', for camphor which is to be delivered on his vessel's return to Tamsui, made before H.B.M. 
Acting Consul, Tamsui, 15 July 1862.
威威號沙利文船長於淡水約定交付樟腦之契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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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 
 
由上述史料可知，怡和洋行派遣率洛文船長來到淡水，一面販賣鴉片，一面

蒐購樟腦。從他的觀察中發現，當時淡水還沒有正式開港，但是不少洋商已經躍

躍欲試，準備插旗此地。而洋商的行動，當然也引起淡水同知的注意，但是淡水

同知採取的行動，表面上看起來是禁止，實際上卻是要求洋商繳稅。可見洋人與

華人的交易已經有相當規模，所以1862年設立海關的意義，應該說是讓這些「非

法」交易就地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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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展示主題二：大門口的新鮮人	

當淡水這個大門打開後，上陸的陌生人也成為此地的新鮮人，所以第二個展

示重點將是淡水外國人社群的發展與連結。 
根據條約規定，海關正式成立之後，還需有負責管轄洋人的領事駐紮，如此

洋人才可以合法來此通商、住居、傳教。首任的英國副領事郇和（Robert  Swinhoe）
就在 1861年 7月來臺，並選擇駐在淡水，但郇和沒有在淡水待多久，繼任的是

額勒格里（William Gregory），一直住在一間廟後的小房子。直到 1876 年才取

得土地建立領事公館。此時，淡水的外國人社群開始成形，除了領事館為了公務

需要，雇用文書官、翻譯官、醫師等等，來自外國的商人，如漢堡人美利士（James 
Milisch）建立美利士洋行（Milisch & Co.），英國人陶德（John Dodd）成立寶順
洋行（Dodd & Co.）。來自英屬加拿大的牧師馬偕（George Leslie Mackay），也
在淡水購地設立教會、醫館、牛津學堂、淡水女學堂。也有少數探險家，來到淡

水勘查並留下影像與文字記錄。 
不過，外國人一開始就因為商業利益與淡水當地居民發生衝突，例如率洛文

與黃萬鍾約定於 9月交貨，率洛文卻遲至 10月才返抵滬尾取貨。當時黃萬鐘已

經將樟腦轉賣他人，且認為是率洛文延誤所致，要求再寬限 10日才能備齊腦貨。

但率洛文並不願意，剛好此時淡水海關已正式成立，率洛文便在英國代理領事麻

非厘（McPhail）陪同下，到淡水通商衙門控告黃萬鐘，要求滬尾海關監督區天民

照會地方究辦。這個行動後來竟以率洛文被衙門哨丁毆打（又或說係率洛文先行

動粗）收場。在一陣混亂後，率洛文負傷離去，赴香港申訴，導致英國海軍派砲

艦蛇號（Snake）來到淡水問訊、追究。5 本案便從一椿商務糾紛，演變成外事交

涉，差點就比安平早 7年爆發「樟腦戰爭」。6 
又或者發生搶船事件，在淡水擱淺的船隻被當地人劫掠，外國人則訴諸武力

報復。但遇到清法戰爭時，留在淡水的外國人也和本地人一樣面臨困境。而有些

時候，也可以看到在牛津學堂落成、淡水教會舉行婚禮時，本地人和外國人同聚

歡慶。 
除此之外，在淡水生活的外國人也帶來自己的文化習慣，好比過聖誕節、打

板球、划船比賽，看馬戲團表演，喜歡喝蘇打水。英國副領事每年會統計住在淡

水的洋人數目，為他們辦理公證結婚、生產、死亡、遺產繼承等事項，且為了淡

水的外國人社群建立公墓，留存至今。 
 
  

 
5 〈同治二年辦理英國船商率洛文與臺灣商民互毆一案〉（同治 2年 12月 2日 ），《明清宮藏臺灣檔案匯編》，第

180冊，頁 222-258。 
6 葉振輝，〈清同治元年英商率洛文案〉，收錄於劉寧顔編，《臺灣省文獻委員會慶祝成立四十週年紀念論文專輯》
（臺中市：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88），頁 147-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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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同治二年（1863）辦理英國船商率洛文與臺灣商民互毆一案 

展示主標題 大門口的新鮮人 

展示次標題 樟腦糾紛 

日期 1863 

標題 同治二年（1863）辦理英國船商率洛文與臺灣商民互毆一案 

資料來源 《明清宮藏臺灣檔案匯編》第 180冊，頁 222-258 

解說 

怡和洋行的商務代理人率洛文（Thomas Sullivan）在 1862年 7月向
臺灣商人黃祿頭（黃萬鐘）訂購樟腦，雙方約定於 9月交貨，率洛文
卻遲至 10月才返抵滬尾取貨。當時黃祿頭已經將樟腦轉賣他人，且

認為是率洛文延誤所致，要求再寬限 10日才能備齊腦貨。但率洛文

並不願意，便在英國代理領事麻非厘（Niel McPhail）陪同下，到淡
水通商衙門控告黃祿頭，要求滬尾海關監督區天民究辦。雙方交涉中

率洛文竟遭衙門哨丁毆打，但哨丁則說是率洛文先行動粗。率洛文負

傷離去，赴香港申訴，導致英國海軍派砲艦蛇號（Snake）來到淡水
問訊、追究。 

典藏單位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 

取得形式 出版品掃描 

版權狀態 已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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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英國署副領事伯卓枝致英國駐京公使卜魯斯信函 

展示主標題 大門口的新鮮人 

展示次標題 貿易活動 

日期 1863-02-07 

標題 Acting Consul Braune to Sir F. Bruce 
英國署副領事伯卓枝致英國駐京公使卜魯斯信函 

資料來源 COMMERCIAL REPORTS FROM H.M. CONSULS IN CHINA, 1862 
英國駐華領事商務報告（1862年） 

解說 

署理英國副領事伯卓枝（George Braune）向英國駐京公使卜魯斯（F. 
Bruce）報告英商在淡水的情況。他表示，目前淡水口的貿易仍然被

華商掌握，不過一家英商天裕洋行（Forster & Co.）已經在此註冊，

寶順洋行（Dent & Co.）的代理人也來淡水進行調查。寶順洋行還買

下一艘輪船聯合號（Union），希望能經營淡水口和香港之間的定期

航線。然而，伯卓枝也說有傳言指出，怡和洋行向臺灣道指派的軍工

匠首包買了一整年的樟腦。而這種壟斷的行為，導致其他英商購買不

合法的私腦，必須承擔被臺灣道發現並沒收的風險。 

典藏單位 ProQuest Administrator Module 

取得形式 出版品掃描 

版權狀態 已出版 

 



40 
 

 



41 
 

 



42 
 

 
  



43 
 

表 6 永租地契約（由駐臺英國領事館簽署） 

展示主標題 大門口的新鮮人 

展示次標題 居住 

日期 1863-03-13 

標題 Translations of land agreement registered at Taiwan Consulate 
永租地契約（由駐臺英國領事館簽署） 

資料來源 英國外交部檔案 678/3051 

解說 

怡和洋行的商務代理人率洛文（Thomas Sullivan）在 1863年 3月 13
日，以 350銀圓向許湖、許炎兄弟永租鼻仔頭庄海邊的一小段土地。

此一永租契由淡水同知與英國副領事蓋印為記。在淡水英國領事館

的檔案中，這是第一筆登記有案的永租地。這筆土地在 1890年 3月
28日被轉售給英商陶德（John Dodd）。根據《天津條約》，外國人
可在通商口岸租賃土地建物，但是外國人多與當地人簽訂「永租」

契，形同賣斷。由於永租地受治外法權保護，視為外國領土，當 1895
年日本政府接管臺灣時，就形容淡水呈現「一邸為一租界」的情況。 

典藏單位 英國國家檔案館 

取得形式 原件掃描 

版權狀態 未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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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7 
Translations of land agreement registered at Taiwan Consulate
永租地契約（由駐臺英國領事館簽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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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永租地契約（洪賀租予寶順洋行） 

展示主標題 大門口的新鮮人 

展示次標題 居住 

日期 1863 

標題 Deed of perpetual lease, H Ho and Dent & Co. 
永租地契約（洪賀租予寶順洋行） 

資料來源 英國外交部檔案 678/3053 

解說 

英商寶順洋行（Dent & Co.）的代理人達西瑪（P. F. da Silva）在 1863
年 3月 21日，以七二洋銀 900圓向洪賀永租位於滬尾砲臺腳，海山

館與銅山館之間的土地一段。此一永租地契不但有淡水同知與英國

副領事蓋印為記，特別是有地圖繪註該地相對位置。海山館是由海壇

鎮標的班兵來臺時所建，其位置在今中正路 296號、298號、300號、
302號。銅山館則是來自潮州府東山縣班兵的會館，其位置應在今中

正路與文化路的交叉口上。怡和洋行與寶順洋行在淡水開港前就已

經頻繁來此貿易，正式開港後又率先在淡水租地，打算一較高下。但

是在 1866年寶順洋行就遭遇倫敦的金融風暴而倒閉。 

典藏單位 英國國家檔案館 

取得形式 原件拍攝 

版權狀態 未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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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8 
Deed of perpetual lease, H Ho and Dent & Co.
永租地契約（洪賀租予寶順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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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英船啞比啊哪（Abeona）失事與救援始末 

展示主標題 大門口的新鮮人 

展示次標題 搶船 

日期 1865-10 

標題 英船啞比啊哪（Abeona）失事與救援始末 

資料來源 英國外交部檔案 228/919, 頁 86-90 

解說 

英船啞比啊哪（Abeona）10月 13日在梧棲擱淺，由於臺灣沿海居民
素有「搶船」習俗，當地人民包圍該船企圖劫掠。船長木利（W. 
Murray）和船員在船上抵擋，並設法寫信給在滬尾的友人，請他向英

國領事館尋求支援。英國副領事額勒格里照會淡水同知王鏞協助救

援，又因當時英國海軍來不及馳援，故由淡水海關派出所屬船隻前往

解圍。在 16日，船上彈藥用盡，船上貨物便遭搶散，且船身被焚毀。

幸好 17日一早，淡水同知王鏞率兵、勇趕到，護送船長、水手、通
事等人員 13名登岸。次日彰化縣知縣韓慶麟抵達梧棲查案，並追回

部分失物。彰化縣知縣及淡水同知給予 13名獲救者路費並派差役帶

一行人前往滬尾搭船回國。 

典藏單位 英國國家檔案館 

取得形式 微捲轉檔 

版權狀態 未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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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英國副領事照會淡水廳同知（1886 年 7 月 18 日） 

展示主標題 大門口的新鮮人 

展示次標題 搶船 

日期 1866-07 

標題 Vice Consul at Tamsuy to the Tamsuy Ting 18 July 1866. 
英國副領事照會淡水廳同知（1866年 7月 18日） 

資料來源 英國外交部檔案 228/919, 頁 41-45 

解說 

洋船嗎嬉（Mahe）於 1866年 7月 14日在八里坌擱淺後，船主將擱

淺的船身和船上所有物品賣給滬尾口的寶順洋行陶德（即贊達，John 
Dodd），陶德打算用破船的木料組一艘駁船。因此英國副領事額勒

格里照會淡水同知王鏞，要求在陶德去撈取船貨時給予保護，並禁止

當地人去搶奪該船物件。然而，當陶德到該處時，卻發現物件仍然被

當地人民取走，他再請英國副領事照會淡水海關，要海關派員協助追

回被搶走的木料物件。但是海關和淡水廳官員未有行動之前，陶德已

向英國海軍求援，海軍派兵前往八里坌，聲稱在村裡搜出許多贓物，

最後甚至將村裡兩座房屋燒毀。住屋遭毀的村民轉而來到海關，請求

海關對英國領事館提出抗議。 

典藏單位 英國國家檔案館 

取得形式 微捲轉檔 

版權狀態 未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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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福爾摩沙北部淡水硫磺 

展示主標題 大門口的新鮮人 

展示次標題 探險 

日期 1866-1867之間 

標題 The sulfur spring, Tam Suy, N. Formosa 
福爾摩沙北部淡水硫磺 

資料來源 

Collingwood, Cuthbert. Rambles of a naturalist on the shores and waters 
of the China Sea: Being observations in natural history during a voyage 
to China, Formosa, Borneo, Singapore, etc., made in Her Majesty's 
vessels in 1866 and 1867. London: John Murray, Alblemarle Street, 
1868. P. 70) 
柯林伍德，《一位自然學者在中國海岸與水域之雜記》（倫敦：約

翰・默里，1868），頁 70。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館藏原圖，登錄號：2010.018.0048.0008， 
https://collections.nmth.gov.tw/CollectionContent.aspx?a=132&rno=20
10.018.0048.0008 

解說 

本圖為柯林伍德（Cuthbert Collingwood）旅行至淡水時所繪。柯林

伍德為一名英國醫師，同時也是一位博物學家。他在 1866 到 1867
年間，隨英國軍艦步槍兵號（Rifleman）及海蛇號（Serpent）來到臺
灣進行水文調查。在這趟旅程中他繪製了許多臺灣的人文及風景，

最後也收錄在他的著作《一位自然學者在中國海岸與水域之雜記》

中。他在書中提到，因為耳聞淡水附近有硫磺溫泉，因此特別安排

一天的行程前往。他指出這個硫磺溫泉座落在山丘之間，無論是從

淡水或者從艋舺到此地，距離相等，可推測是今日北投硫磺谷一帶。

柯林伍德興致勃勃地談到這裡的火山運動很可能就是臺灣地震的原

因，但他本人在臺灣尚未真正體驗到地震。從他的記聞裡可以看到，

十九世紀的博物學家是如何觀察臺灣的。 

典藏單位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 

取得形式 出版品影印 

版權狀態 未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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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福爾摩沙淡水苦力 

展示主標題 大門口的新鮮人 

展示次標題 探險 

日期 1866-1867之間 

標題 Coolie of Tam-Suy, Formosa  
福爾摩沙淡水苦力 

資料來源 

Collingwood, Cuthbert. Rambles of a naturalist on the shores and 
waters of the China Sea: Being observations in natural history during a 
voyage to China, Formosa, Borneo, Singapore, etc., made in Her 
Majesty's vessels in 1866 and 1867.( London: John Murray, 
Alblemarle Street, 1868),  p.64. 
柯林伍德，《一位自然學者在中國海岸與水域之雜記》（倫敦：

約翰・默里，1868），頁 64。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館藏原圖，登錄號：2010.018.0048.0006， 
https://collections.nmth.gov.tw/CollectionContent.aspx?a=132&rno=2
010.018.0048.0006 

解說 

本圖為柯林伍德在 1866 至 1867年間，隨英國軍艦調查臺灣水文

時所繪。圖中所繪為一淡水苦力（coolie），這幅圖像十分符合其

著作《一位自然學者在中國海岸與水域之雜記》中的淡水本地男

性形象，他指出淡水的本地人看上去多半貧窮，且衣衫不整。本

地的男性多半上身打赤膊，下身穿著一條底褲，或者其他可遮蔽

下半身的替代品。有些小男孩甚至全裸。雖然不知這些男性究竟

是因天熱，或者真的是因為貧困而赤裸，但值得注意的是，此時

乃開港初期，柯林伍德所見的淡水是尚未迎來輝煌貿易時期的淡

水港，從他的紀錄與圖像中，留下了當時淡水本地人的形象，相

當珍貴。 

典藏單位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 

取得形式 原件拍攝 

版權狀態 未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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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福爾摩沙淡水中國婦女 

展示主標題 大門口的新鮮人 

展示次標題 探險 

日期 1866-1867之間 

標題 Chinese women of Tam-suy, Formosa  
福爾摩沙淡水中國婦女 

資料來源 

Collingwood, Cuthbert. Rambles of a naturalist on the shores and 
waters of the China Sea: Being observations in natural history during a 
voyage to China, Formosa, Borneo, Singapore, etc., made in Her 
Majesty's vessels in 1866 and 1867.( London: John Murray, 
Alblemarle Street, 1868),  p.64. 
柯林伍德，《一位自然學者在中國海岸與水域之雜記》（倫敦：

約翰・默里，1868），頁 64。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館藏原圖，登錄號：2010.018.0048.0005， 
https://collections.nmth.gov.tw/CollectionContent.aspx?a=132&rno=2
010.018.0048.0005 

解說 

本圖為柯林伍德在 1866 至 1867 年間，隨英國軍艦調查臺灣水文

時所繪。本圖所繪乃淡水本地女性。他在他的著作《一位自然學者

在中國海岸與水域之雜記》中對於本地婦女亦有深刻的刻畫。他指

出，比起時常赤裸身體的男性，女性相對之下總是全身完整著裝，

就連女童也甚少有裸露之處。纏足在婦女之間是相當普遍的現象，

只有最下等的人例外。在柯林伍德的筆下，圖片中的婦女將頭髮高

高盤起，根據柯林伍德在五月抵達淡水推測，婦女手上所持可能是

扇子一類的物品。她們上身身著寬敞的衣物，前者下身穿著長褲，

後者則著裙裝，但兩人的雙腳皆顯得格外嬌小，看的出來柯林伍德

想表現婦女纏足的模樣。 

典藏單位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 

取得形式 原件拍攝 

版權狀態 未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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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 俯視福爾摩沙北部淡水河八芝林景觀 

展示主標題 大門口的新鮮人 

展示次標題 探險 

日期 1866-1867之間 

標題 View above Pah-chi-nah, Tam-suy River, N. Formosa(looking south)  
俯視福爾摩沙北部淡水河八芝林景觀 

資料來源 

Collingwood, Cuthbert. Rambles of a naturalist on the shores and waters 
of the China Sea: Being observations in natural history during a voyage 
to China, Formosa, Borneo, Singapore, etc., made in Her Majesty's 
vessels in 1866 and 1867.( London: John Murray, Alblemarle Street, 
1868),  pp.75-76 
柯林伍德，《一位自然學者在中國海岸與水域之雜記》（倫敦：約

翰・默里，1868），頁 75-76。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館藏原圖，登錄號：2010.018.0048.0014， 
https://collections.nmth.gov.tw/CollectionContent.aspx?a=132&rno=20
10.018.0048.0014 

解說 

本圖為柯林伍德在 1866 至 1867年間，隨英國軍艦調查臺灣水文時

所繪。圖中呈現的是八芝林的風景。八芝林源自八芝蘭，八芝蘭為

士林地區的舊稱，為平埔族「溫泉」的意思，因附近多林木，遂又稱

八芝蘭林，之後演變為八芝林。柯林伍德一行人於於五月底來到此

處，當時他們正準備從淡水前往基隆，因為聽聞可以藉由內陸河運

抵達基隆，於是他們搭乘舢舨船出發。在他的著作《一位自然學者

在中國海岸與水域之雜記》中提到，前往八芝林沿途除了苧麻、檳

榔樹以外，最多的便是竹林。本圖描繪的河岸風光，便可清楚見到

檳榔樹，畫面前方看起來像是苧麻叢，遠方較模糊的樹叢可能是苧

麻或竹林。藉由柯林伍德的圖畫，我們彷彿也置身於他們的旅程之

中。 

典藏單位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 

取得形式 原件拍攝 

版權狀態 未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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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 俯視福爾摩沙北部淡水河八芝林景觀（朝東望） 

展示主標題 大門口的新鮮人 

展示次標題 探險 

日期 1866-1867之間 

標題 View above Pah-chi-nah, Tam-suy River, N. Formosa (looking east) 
俯視福爾摩沙北部淡水河八芝林景觀（朝東望） 

資料來源 

Collingwood, Cuthbert. Rambles of a naturalist on the shores and waters 
of the China Sea: Being observations in natural history during a voyage 
to China, Formosa, Borneo, Singapore, etc., made in Her Majesty's 
vessels in 1866 and 1867.( London: John Murray, Alblemarle Street, 
1868),  pp.75-76 
柯林伍德，《一位自然學者在中國海岸與水域之雜記》（倫敦：約

翰・默里，1868），頁 75-76。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館藏原圖，登錄號：2010.018.0048.0016， 
https://collections.nmth.gov.tw/CollectionContent.aspx?a=132&rno=20
10.018.0048.0016 

解說 

本圖為柯林伍德在 1866 至 1867年間，隨英國軍艦調查臺灣水文時

所繪。圖中呈現的是八芝林沿岸的風景。在經過滿是苧麻、竹林以

及檳榔樹環繞之處，柯林伍德一行人乘船來到八芝林的聚落。本圖

中所繪的屋舍應就是柯林伍德在其著作著作《一位自然學者在中國

海岸與水域之雜記》中提到的八芝林聚落。他認為這裡較滬尾或艋

舺都更為通風、乾淨。圖畫的正前方為東方，座落著一座座的山丘，

據柯林伍德所述，在那些山丘之中則是硫磺溫泉（即他在停留淡水

時特別造訪的北投地區）。雖然在他的圖片中沒有呈現，但他在著

作中提到，這裡的居民看上去跟淡水那裡的居民一樣窮困，但這裡

有很棒的市集。 

典藏單位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 

取得形式 原件拍攝 

版權狀態 未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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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5 福爾摩沙西北部淡水附近觀音山 

展示主標題 大門口的新鮮人 

展示次標題 探險 

日期 1866-1867之間 

標題 Kwang-yin Hill, near Tam-suy, N.W. Formosa  
福爾摩沙西北部淡水附近觀音山 

資料來源 

Collingwood, Cuthbert. Rambles of a naturalist on the shores and waters 
of the China Sea: Being observations in natural history during a voyage 
to China, Formosa, Borneo, Singapore, etc., made in Her Majesty's 
vessels in 1866 and 1867.( London: John Murray, Alblemarle Street, 
1868),  p. 60. 
柯林伍德，《一位自然學者在中國海岸與水域之雜記》（倫敦：約

翰・默里，1868），頁 60。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館藏原圖，登錄號：2010.018.0048.0015， 
https://collections.nmth.gov.tw/CollectionContent.aspx?a=132&rno=20
10.018.0048.0015 

解說 

本圖為柯林伍德在 1866 至 1867年間，隨英國軍艦調查臺灣水文時

所繪。圖中呈現的是淡水港附近的觀音山。柯林伍德一行人的旅程

始於香港，最後行經打狗、澎湖，之後北上淡水。近淡水港時，柯

林伍德在其著作《一位自然學者在中國海岸與水域之雜記》便提到，

淡水港兩側就像打狗港一樣，有兩座山相當顯眼，形同地標。北方

為大屯山，南方為觀音山。此圖描繪的便是柯林伍德入淡水港時的

第一印象。雖然圖片看上去水面風平浪靜，但從柯林伍德的記述裡

可知，淡水入口處潛伏著危險的沙洲，當他們一入港，隨即便有引

水人前來指引，不過恰好柯林伍德隊伍中的船長恰好有一些經驗，

因此憑藉著自己的水文知識順利駛入淡水港中。 

典藏單位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 

取得形式 原件拍攝 

版權狀態 未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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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6 福爾摩沙西北端雞籠港 

展示主標題 大門口的新鮮人 

展示次標題 探險 

日期 1866-1867之間 

標題 Ke-lung Harbour, N.W. Formosa  
福爾摩沙西北端雞籠港 

資料來源 

Collingwood, Cuthbert. Rambles of a naturalist on the shores and waters 
of the China Sea: Being observations in natural history during a voyage 
to China, Formosa, Borneo, Singapore, etc., made in Her Majesty's 
vessels in 1866 and 1867.( London: John Murray, Alblemarle Street, 
1868),  pp. 85-86. 
柯林伍德，《一位自然學者在中國海岸與水域之雜記》（倫敦：約

翰・默里，1868），頁 85-86。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館藏原圖，登錄號：2010.018.0048.0017， 
https://collections.nmth.gov.tw/CollectionContent.aspx?a=132&rno=20
10.018.0048.0017 

解說 

本圖為柯林伍德在 1866 至 1867年間，隨英國軍艦調查臺灣水文時

所繪。柯林伍德一行人從淡水沿內河航運一路抵達基隆後，穿越基

隆的街市抵達港邊，便發現他們的海蛇號已停泊基隆港內。本圖中

可看到港灣中央停泊著一艘大型的洋船，可能便是海蛇號。在其著

作《一位自然學者在中國海岸與水域之雜記》中，柯林伍德對基隆

港的景色有著豐富的地理環境描寫，因為南北兩側呈現相當大的差

異。本圖所繪為基隆港的北側，呈現美麗的風景，覆蓋著茂密的樹

林。在洋船左側的岸邊，隱約可以看到一些建築。根據柯林伍德的

說法，該處應為當地聚落，多半居住著窮困的捕漁人。 

典藏單位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 

取得形式 原件拍攝 

版權狀態 未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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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7 福爾摩沙雞籠港南側砂岩柱 

展示主標題 大門口的新鮮人 

展示次標題 探險 

日期 1866-1867之間 

標題 Sandstone pillars, S. side Ke-lung harbour,Formosa  
福爾摩沙雞籠港南側砂岩柱 

資料來源 

Collingwood, Cuthbert. Rambles of a naturalist on the shores and waters 
of the China Sea: Being observations in natural history during a voyage 
to China, Formosa, Borneo, Singapore, etc., made in Her Majesty's 
vessels in 1866 and 1867.( London: John Murray, Alblemarle Street, 
1868),  pp. 85-86. 
柯林伍德，《一位自然學者在中國海岸與水域之雜記》（倫敦：約

翰・默里，1868），頁 85-86。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館藏原圖，登錄號：2010.018.0048.0011， 
https://collections.nmth.gov.tw/CollectionContent.aspx?a=132&rno=20
10.018.0048.0011 

解說 

本圖為柯林伍德在 1866 至 1867年間，隨英國軍艦調查臺灣水文時

所繪。在其著作《一位自然學者在中國海岸與水域之雜記》中，柯

林伍德除了用文字描述基隆港南北兩側景緻的巨大差異，也分別為

兩側不圖的風景繪圖。本圖所繪為基隆港的南側。作為一位博物學

家，柯林伍德詳細的說明了這些奇形怪狀的岩石。他提到，港灣南

側佈滿砂岩，甚至基隆城鎮也是建立在這整岩石之上。這些砂岩層

突出海面，形成基隆港灣的形狀，較南側的是桶盤嶼（Bush Island），
另一側則是棕梠島（Palm Island，應為今日和平島外島一帶）。柯林

伍德提到有趣的是，棕梠島上沒有棕梠樹，反而有許多蘇鐵，他認

為應是有人誤認這些植物為棕梠樹才會替此處如此取名。 

典藏單位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 

取得形式 原件拍攝 

版權狀態 未授權 

 



73 
 

 
  



74 
 

表 18 海關委員照會淡水英國副領事 

展示主標題 大門口的新鮮人 

展示次標題 治安 

日期 1867-02 

標題 International officer of Haikwan to Vice Consul at Tamsuy 
海關委員照會淡水英國副領事 

資料來源 英國外交部檔案 228/919, 頁 51-53 

解說 

1867 年 2 月有盜匪二三十人企圖行搶位於鼻仔頭的美里士洋行

（Milisch & Co.），該洋行的行主美里士（James Milisch）當時奮力

抵抗盜匪，甚至擊斃其中一名。事情發生後，美里士派該行通事到淡

水海關報案。雖然美里士並非英籍，但英國副領事額勒格里仍照會淡

水海關，希望海關能轉知淡水廳官員處理盜匪猖獗的問題，免得之後

有英商受害。而淡水海關也立刻通知淡水同知、艋舺參將率兵查緝該

案件。美里士來自普魯士的漢堡，在 1865 年 10 月抵達淡水開設洋

行，成為怡和洋行下游的委託商，之後怡和洋行就不直接進行對臺貿

易，而由美里士洋行代理。 

典藏單位 英國國家檔案館 

取得形式 微捲轉檔 

版權狀態 未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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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9 寶順洋行致怡和洋行信函 

展示主標題 大門口的新鮮人 

展示次標題 商業 

日期 1867-07-01 

標題 Dodd & Co. to Jardine Matheson & Co., July 1, 1867. 
寶順洋行致怡和洋行信函 

資料來源 怡和洋行檔案 B8/7/219 

解說 

英商陶德（John Dodd, 1838-1907），出生於蘇格蘭，其父即是寶順

洋行（Dent & Co.）旗下的船長。他在 1864年來到淡水的寶順洋行
任職，主要經手蒐購樟腦。陶德勘查樟木林時，也發現淡水山區的茶

葉具有市場價值，且試銷相當成功。他開始透過買辦李春生，給予茶

農貸款，提供優惠條件蒐購粗茶，從此開啟淡水的茶葉出口貿易。寶

順洋行在 1866 年倒閉，故陶德在 1867 年初改為怡和洋行效力，而
鑑於茶葉貿易的穩定發展，本信即是陶德於 7 月 1 日正式向怡和洋
行宣布成立自己的洋行 Dodd & Co.，但有趣的是其中文名則沿用老

東家的「寶順」二字。 

典藏單位 劍橋大學圖書館 

取得形式 微捲轉檔 

版權狀態 未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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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 Mouette  
Messrs. Jardine, Matheson & Co. Hong Kong  
Dear Sir, 

Tamsui, 1st July 1867 
I beg to inform you that I have this day established myself at Tamsui and Kelung as a 
merchant and commission agent under the firm of Dodd & Co.. My consider shall be 
handed you by an early opportunity. 

I am Dear sir   
Yours faithfully  

John Dod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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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0 美國駐廈門領事李仙得訪問北臺灣 

展示主標題 大門口的新鮮人 

展示次標題 探險 

日期 1868-05-01 

標題 美國駐廈門領事李仙得訪問北臺灣 

資料來源 《福爾摩沙攝影集》 

解說 

美國駐廈門領事李仙得（Charles	W.	Le	Gendre）在 1868年來到北臺
灣，在陶德（John	Dodd）的陪伴下，以滬尾為據點，四處考察、探

險。他曾到雞籠探查煤礦區，也到大油坑紀錄硫礦的熔爐。陶德告訴

李仙得在出磺坑有石油井，並帶他前往考察。李仙得一行人沿著海岸

走路兩天到達出磺坑，參觀石油井後，又探訪當地的樟腦腦灶。當時

有一群出磺坑東北方聚落的原住民來訪，李仙得與原住民交談許久，

並且送給原住民一頭豬。原住民對李仙得的衣著、膚色相當有興趣，

之後熱情邀請李仙得隨他們一起回去部落，但李仙得考量來回路程，

表示無法前去。李仙得在其手記中，留下數幅自己、陶德與原住民的

合影。	

典藏單位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 

取得形式 原件拍攝 

版權狀態 未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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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馬偕抵達淡水 

展示主標題 大門口的新鮮人 

展示次標題 傳教 

日期 1872-03-09 

標題 馬偕抵達淡水 

資料來源 馬偕日記 

解說 

加拿大長老教會的宣教師馬偕（George Leslie Mackay，1844-1901）
在淡水上岸，開始 29年的傳教生涯。原先在府城的英國長老教會宣

教師建議馬偕負責中部的一些宣教據點，但他最後決定到北部開拓

一個全新的教區。馬偕盛讚淡水優美的景色，已經在此多年的英商陶

德熱情接待他暫住，不過幾天後他即租下當地的一所房子，租金每月

15 元。馬偕計畫在聖誕節前可以開始佈道，因此向加拿大的海外宣

教委員會請求，是否能提供 800 元來建築一幢適合佈道的場所，並

且附加兩個房間作為他的住所。在能夠用臺語佈道之前，馬偕也準備

每週日為滬尾的外國居民主持禮拜，當時的外國人約有 20名。 

典藏單位 真理大學校史館 

取得形式 原件掃描（中研院臺史所檔案館） 

版權狀態 已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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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rival at Tamsui 
About 3 P.M. entered the Tamsui harbor and dropped anchor. Greatly taken with the 
place. At once my mind made up. This is the very field waiting for me, no other 
laborer ever before me. O blessed Lord I rejoice till feeling like clapping my hands in 
joy. Beautiful Tamsui, I am so impressed!A Mr. John Dodd kindly gave us the best 
quarters he could. Of course only an out of the way room which was seldom 
occupied; but how thankful we were God kno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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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淡水 

流水號 91 

展示主標題 大門口的新鮮人 

展示次標題 娛樂 

日期 1880-01-15 

標題 Tamsui 
淡水 

資料來源 

The North - China Herald and Supreme Court & Consular Gazette 
(1870-1941); Jan 15, 1880; ProQuest Historical Newspapers: Chinese 
Newspapers Collection, pg. 26 
北華捷報（1870-1941），1880年 1月 15日，ProQuest歷史報紙資

料庫：中國報紙典藏，頁 26 

解說 

本篇報導呈現了住在淡水的外國人如何度過聖誕假期。對外國人來

說，聖誕節乃是一年中的重要節慶，即使身處異鄉也仍要安排聖誕

活動。1879年的聖誕假期，在淡水的外國人就安排了一連串的運動

賽事，參與的人包含英國海軍以及在淡水居住的外國人。由淡水海

關稅務司李華達（Walter Thurlow Lay，乃海關總稅務司赫德之弟）
擔任裁判，和記洋行（Boyd & Co.）的茶師Walter Laidlaw 擔任發令

員，於下午兩點揭開比賽序幕。當日比賽項目十分豐富，包含：平

地賽馬、跳高、障礙賽馬、板球投擲、兩人三腳、套袋賽跑、跳遠、

拔河等等。現場也備有蛋糕、茶點、檸檬水、蘇打水等點心給一旁

的觀賽者。 

典藏單位 上海圖書館徐家匯藏書樓 

版權狀態 公開資源 

字數 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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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淡水 

展示主標題 大門口的新鮮人 

展示次標題 天災 

日期 1881-10-11 

標題 Tamsui 淡水 

資料來源 

The North - China Herald and Supreme Court & Consular Gazette 
(1870-1941); Oct 11, 1881; ProQuest Historical Newspapers: Chinese 
Newspapers Collection 
pg. 375 
北華捷報（1870-1941），1881年 10月 11日，ProQuest歷史報紙
資料庫：中國報紙典藏，頁 375 

解說 

本篇報導從外國人的視角紀錄了淡水的地震。臺灣位處板塊交接處，

自古多地震，但據本篇報導指出，1881 年 9 月 25 日發生的地震相

當嚴重，據本地人所稱是自從 1867年以來最大的地震。那天早晨天

空晦暗，下著傾盆大雨。沒人清楚地震究竟持續了多久，感覺上大

概有一至兩分鐘，對於地震的造訪早已見怪不怪的本地人，在此時

也感到驚惶，相偕全家老小奔至戶外空曠處。持續的晃動使得外國

人的房子發出吱吱嘎嘎聲，劇烈的震動使得所有人不顧屋外的大雨，

全部往屋外逃跑。肉眼可見海關旗幟的晃動，停泊在河中的福建號

（Fokien）因震動，船身不斷受到撞擊。大稻埕及艋舺有多處房屋倒

塌及多人傷亡。 

典藏單位 上海圖書館上海圖書館徐家匯藏書樓 

取得形式 資料庫下載 

版權狀態 公開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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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 牛津學堂啟用 

展示主標題 大門口的新鮮人 

展示次標題 教育 

日期 1882-07-26 

標題 牛津學堂啟用 

資料來源 馬偕日記 

解說 

當天早上 Abbott船長來幫忙佈置，英國領事館和淡水海關都送了旗
幟，掛在大門口左右兩側。到晚上 8:30開始舉辦牛津學堂的啟用典
禮，所有住在淡水的外國人都受邀出席，英國領事費里德（Alexsander 
Frater）坐主位，然後大家開始用英語吟唱詩歌。在馬偕介紹牛津學
堂後，領事和海關稅務司好博遜（H. E. Hobson）輪流致詞，而受邀
來參加的通商委員李彤恩也起身致詞，不過他講的內容是道德經，而

且他還希望馬偕可以把他的致詞稿張貼在學堂裡。當天典禮的現場

擠滿了 1,500人，馬偕認為這次的活動非常成功，無疑的是北臺灣首
見的大型聚會。 

典藏單位 真理大學校史館 

取得形式 原件掃描（中研院臺史所檔案館） 

版權狀態 未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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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ned Oxford College  
At 8:30 P.M . A. Frater in the chair. 
Hobson, M r. Frater Laillaw Mrs. Laillaw, Cap. Abbott & all from the “Fu Kien ”. Lí- 
ko-kang and Hái-koan & Dr. Johansen present. Began by singing Psalm 100. 
MacGreger played on the Harmonium . Everybody pleased. I asked the converts to 
sing hymn 7. A Hôa prayed — I spoke about the Oxford County and old friends and 
made remarks in Chinese and English then all went around to all the building — 
1500 pres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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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 北臺灣 

展示主標題 大門口的新鮮人 

展示次標題 教育 

日期 1882-8-11 

標題 North Formosa  
北臺灣 

資料來源 

The North - China Herald and Supreme Court & Consular Gazette 
(1870-1941); Aug 11, 1882; ProQuest Historical Newspapers: Chinese 
Newspapers Collection 
pg. 147 
北華捷報（1870-1941），1882年 8月 11日，ProQuest歷史報紙資

料庫：中國報紙典藏，頁 147 

解說 

本篇報導紀錄了馬偕的牛津學堂開幕式。1882 年 7 月 26 日，馬偕
為臺灣本地人開辦的學校落成，當日學校插滿旗幟裝飾，並邀請許

多人來參與開幕式，包含華洋海關官員、洋人社群、得忌利士洋行

（Douglas Lapraik & Co. ）及其福建號（Fokien）的職員和船長，以

及盛裝打扮的本地男女。八點半正式開幕，馬偕首先感謝了各界人

士的捐款、本地官員的支持，以及他的信徒們。英國駐淡水領事費

里德（Alexender Frater），淡水海關稅務司好博遜（Herbert Elgar 
Hobson）陸續上台致詞，華人海關官員甚至展示了一份寫滿著名中

國文人勸學內容的卷軸，並感謝馬偕對本地教育的付出。接著眾人

一起用中文吟唱詩歌，於十點結束活動。由本篇報導可以看到馬偕

的人際網絡、辦學時各界的態度，以及生動的開幕典禮。 

典藏單位 上海圖書館上海圖書館徐家匯藏書樓 

取得形式 資料庫下載 

版權狀態 公開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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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6 港口浮標廣告 

展示主標題 大門口的新鮮人 

展示次標題 港口設施 

日期 1882-11-10 

標題 Display Ad 3 
港口浮標廣告 

資料來源 

The North - China Herald and Supreme Court & Consular Gazette 
(1870-1941); Oct 11, 1882; ProQuest Historical Newspapers: Chinese 
Newspapers Collection, pg. 401 
北華捷報（1870-1941），1882年 11月 10日，ProQuest歷史報
紙資料庫：中國報紙典藏，頁 401 

解說 

本篇報導與一般的新聞報導不同，屬於通告類型，較為特別。該報

導夾雜於北華捷報的廣告頁面，是中國海關通告給所有外國船員的

注意事項。該通告乃是由上海海關所發佈的通告，告訴所有要前往

淡水的外籍船員注意，淡水港設置了浮標（buoys），北邊設置黑
色浮標、南邊設置紅色浮標，用來警示港口的沙洲，避免船隻擱淺。

臺灣西部沿海的口岸因地形因素，常有港口淤積的問題。19 世紀
航海技術大幅改進，西方人所乘之蒸汽船需要較深的水位，因此臺

灣的口岸對這些吃水深的船隻而言，是需要豐富的經驗與駕駛技術

來避免發生船難的。由本篇報導可知，當時淡水為了改善港口問題

設置了浮標指路，這則訊息則藉由報紙傳播至在東亞航行的外國人

之間。 

典藏單位 上海圖書館徐家匯藏書樓 

取得形式 資料庫下載 

版權狀態 公開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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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7 淡水女學堂成立 

展示主標題 大門口的新鮮人 

展示次標題 教育 

日期 1884-01-19 

標題 淡水女學堂成立 

資料來源 馬偕日記 

解說 

馬偕牧師創辦的女學堂（也稱為婦學堂），1881 年馬偕回加拿大募

款，獲得加拿大長老教會總會的支持，並提供三千美元的捐助。1883
年秋天，在牛津學堂的東鄰，女學校的新校舍開始動工興建。1884年
1月這所「淡水女學堂」（Tamsui Girls' SchooI）正式開學。開學典

禮由當時的英國領事主持，一共有 45名婦女入學，大半是來自宜蘭

的噶瑪蘭人。為鼓勵婦女入學，女學堂免學費、補助旅費、膳宿、服

裝等。女學堂也是由馬偕博士擔任校長，馬偕夫人和幾位傳道師師母

擔任舍監和教師，牛津學堂的教師也來此授課，課程有讀書、寫字、

算術、歌唱、地理、婦女技能、聖經歷史和聖經教義。 

典藏單位 真理大學校史館 

版權狀態 已出版 

字數 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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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ned girls school 
  



97 
 

表 28 《北臺封鎖記》1884 年 11 月 16 日 

展示主標題 大門口的新鮮人 

展示次標題 民生 

日期 1884-11-16 

標題 16th November   
11月 16日 

資料來源 

John Dodd, Journal of a blockaded resident in North Formosa during 
the Franco-Chinese War, 1884-5 ( Hongkong: Daily Press, 1888 ), p. 
76. 
約翰陶德，《北臺封鎖記》（香港：孖剌西報，1888），頁 76。 

解說 

本篇文章乃是英國茶商陶德（John Dodd）於清法戰爭淡水被封鎖期

間所寫。陶德當時人正在淡水，因封鎖期間進口物資取得不便，因

而影響了他原來生活習慣。在本篇文章中，他便提到這天是個溫暖

但有些口渴的一天，有個在淡水的天才（a Tamsui genius）研發出薑

汁啤酒（Ginger beer），在沒有蘇打水（sodawater）的時候，只能以

薑汁啤酒作為替代。蘇打水大約在 18世紀的時候被發明而出，到了

19世紀開始大量生產，並加入調味，變成一種流行的飲料。到了 1880
年以後更開始有各種可樂口味的產品推出，例如 1886年知名飲品可

口可樂問世。可見 19世紀中期，對外國人而言蘇打水已是一種普遍

的飲品。從陶德的記述裡可以知道，來到臺灣貿易的外國商人，依

舊盡可能維持他們過去的飲食習慣，雖然無法取得蘇打水，但在臺

灣本地仍想辦法找到相似的產品來替代。 

典藏單位 國立臺灣圖書館 

取得形式 出版品掃描 

版權狀態 未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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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9 《北臺封鎖記》1884 年 12 月 25 日 

展示主標題 大門口的新鮮人 

展示次標題 娛樂 

日期 1884-12-25 

標題 25th December  
12月 25日 

資料來源 

John Dodd, Journal of a blockaded resident in North Formosa during 
the Franco-Chinese War, 1884-5 ( Hongkong: Daily Press, 1888 ), p. 
95.  
約翰陶德，《北臺封鎖記》（香港：孖剌西報，1888），頁 95。 

解說 

本篇文章為陶德於清法戰爭淡水封鎖時，針對聖誕節的紀錄。即使

處在封鎖之中，他仍設法營造聖誕節的氣氛。據他記載，早在 11
月時他便已在煩惱封鎖之下要如何籌備聖誕節的飲食了，到了 12
月，越能頻繁看到他為了準備聖誕大餐而奔走。根據聖誕節的當日

的記載，他享用了一頓豐盛的聖誕大餐，包含大片牛肉、火雞、布

丁、美味的蛋糕等各種各樣的洋食。這頓美味的大餐讓陶德「幾乎

忘卻封鎖的困擾」。對大部分的華人來說，聖誕節並非什麼重要的

節日，但是在相同的時空背景下，如陶德這般的在台外國人，即使

深處異鄉、缺乏物資，仍想方設法的準備出一桌符合西方人飲食習

慣的聖誕大餐，正能體現十九世紀的臺灣另一種文化下的生活方

式。 

典藏單位 國立臺灣圖書館 

取得形式 出版品掃描 

版權狀態 未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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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0 《北臺封鎖記》1884 年 12 月 29 日 

展示主標題 大門口的新鮮人 

展示次標題 娛樂 

日期 1884-12-29 

標題 29th December 
12月 29日 

資料來源 

John Dodd, Journal of a blockaded resident in North Formosa during the 
Franco-Chinese War, 1884-5 ( Hongkong: Daily Press, 1888 ), pp. 95-
96.  
約翰陶德，《北臺封鎖記》（香港：孖剌西報，1888），頁 95-96。 

解說 

本篇文章記述了陶德與其他在臺外國人舉辦的划船比賽。早晨十點

開始賽事，第一場比賽的參賽者是三支由華人組成的隊伍，陶德並

未詳細說明這些華人的身份，但可以推測可能是與他相熟的生意對

象，或者是任職於海關的華人官員。接著第二場由三支外國人隊伍

競賽，該場賽事包含英國海軍（blue jackets）。到了下午，更有本地

人及外國人的對抗賽，甚至連舢舨船（sampan）都被投入賽事之中。

比賽也備有獎金，最高可獲得 20 元，所有賽事的獎金加總後約有

150元。從時間推測，此時離聖誕節不遠，很有可能是陶德在戰事較

不緊張時，聯合自己的人脈所舉辦的一場娛樂活動。當時在淡水港

中停泊有英國海軍艦艇金龜子號（Cockchafer），參與比賽的海軍都

是從金龜子號而來。由這則記敘不僅可見陶德人脈之廣，也可窺見

本地人與外國人除了商業以外的互動往來。 

典藏單位 國立臺灣圖書館 

取得形式 出版品掃描 

版權狀態 未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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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北臺封鎖記》1885 年 1 月 26 日 

展示主標題 大門口的新鮮人 

展示次標題 民生 

日期 1885-01-26 

標題 26th January 
1月 26日 

資料來源 

John Dodd, Journal of a blockaded resident in North Formosa during 
the Franco-Chinese War, 1884-5 ( Hongkong: Daily Press, 1888 ), 
p.104.  
約翰陶德，《北臺封鎖記》（香港：孖剌西報，1888），頁
104。 

解說 

在本篇文章中，陶德記錄了封鎖期間日用品價格快速飆漲的情形。

在法艦的封鎖下，淡水港無法正常運作，由於臺灣不產符合外國人

飲食習慣的商品，因此對於像陶德這樣吃穿用度都仰賴進口的外國

人來說，無疑造成相當的不便。幸好有本地人經營的商店提供一些

外國人的日常用品，但價錢高昂，麵粉每袋$4、馬鈴薯一擔$7.2、
煤油每瓶從$2 漲到$5，除此之外，沒有蠟燭可供購買，火柴則漲

了一倍的價錢，食物平均漲三到四成。在這則文章中，雖然沒有詳

細說明本地商人是誰、又是從何處取得這些物資，但可以推論，在

封鎖之下，應是透過走私的方式獲得。 

典藏單位 國立臺灣圖書館 

取得形式 出版品掃描 

版權狀態 未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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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北臺封鎖記》1885 年 2 月 16 日 

展示主標題 大門口的新鮮人 

展示次標題 民生 

日期 1885-02-16 

標題 16th Febuary  
2月 16日 

資料來源 

John Dodd, Journal of a blockaded resident in North Formosa during 
the Franco-Chinese War, 1884-5 ( Hongkong: Daily Press, 1888 ), 
p.104.  
約翰陶德，《北臺封鎖記》（香港：孖剌西報，1888），頁 104。 

解說 

本篇文章為陶德觀察臺灣過農曆新年所寫下的紀錄。2月 15日為農
曆新年，然而陶德觀察到從 15日到 16日都鮮少聽見鞭炮聲，而這

與過去和平時期的農曆新年大為不同。陶德指出，許多如苦力這般

的窮人這個新年過得特別艱難，因為淡水港停擺，沒有船隻需要雇

用苦力幫忙上下貨。但他又推測，這些失業的苦力或許能靠築砲修

路賺取生活費。至於本地商人的商店也十分慘淡，因為沒有中式帆

船可前來進行貿易。雖然在陶德筆下呈現的是嚴峻時期的新年景象，

但從他的記述中我們也能反推在貿易繁榮時期的淡水，新年有多麽

熱鬧。本篇文章從外國人的角度記錄了十九世紀淡水農曆新年的景

象，呈現了和平時期與戰爭時期的反差感。 

典藏單位 國立臺灣圖書館 

取得形式 出版品掃描 

版權狀態 未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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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偕醫館 

展示主標題 大門口的新鮮人 

展示次標題 公共衛生 

日期 1889-06-22 

標題 The Mackay Mission Hospital   
偕醫館 

資料來源 

The North - China Herald and Supreme Court & Consular Gazette 
(1870-1941), 
ProQuest Historical Newspapers: Chinese Newspapers Collection, p.767 
北華捷報，ProQuest歷史報紙資料庫：中國報紙典藏，頁 767 

解說 

這篇報導描述了 1888 年淡水馬偕醫館的營業情形。馬偕的醫館在
1888年計有 3,280名患者（包含住院及非住院患者），回診的患者

則有 7,685 名，是相當忙碌的一年。患者的增加導因於在臺灣東部

與原住民作戰的受傷士兵。馬偕醫師提到目前工作進行順利，所有

的牧師都有基礎的醫學知識，他認為透過拔牙和發放藥物，能夠消

除（對外國傳教士的）偏見，傳教事業也更受到不同層級的人的尊

重。該年度總共收到$1,295.7，總支出為$1,106.92，淨利$188.78。其

中支出有$651.71 花費在藥品的購買，由多倫多的傳教士 Reid 醫師
全額支付。Reid 醫師應為馬偕醫師加拿大的朋友 William Reid。從

這篇報導，除了可以看到馬偕的傳教熱誠外，也可以看到偕醫館實

際營運的一些情形，以及藥品的採購情形。 

典藏單位 上海圖書館徐家匯藏書樓 

取得形式  

版權狀態 公開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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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 福爾摩沙的港口 

展示主標題 大門口的新鮮人 

展示次標題 貿易活動 

日期 1884-08-21 

標題 Les Ports de Formose 福爾摩沙的港口  
Gazette d'Aulus 奧盧斯公報 

資料來源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département Droit, économie, 
politique, JO-1141 
http://catalogue.bnf.fr/ark:/12148/cb327801839 
法國國家圖書館法律經濟政治部門 
Les Portes de Formose.(1884, Août 21). Gazette d'Aulus, p.A3 

解說 

1884 年一份法國文藝休閒報紙《奧盧斯公報》，專欄介紹了福爾

摩沙的港口——淡水和基隆。當中提到淡水入港處雖然有沙洲，沒

辦法讓吃水太深的船進入，但是作為錨地，條件還算優良。淡水港

的茶葉貿易興盛。但在這之前，它是樟腦的貿易港。需要逐漸往內

陸山區推進的樟腦產業，因為運輸成本加上和原住民的衝突增加，

越來越困難。1871 年之後，茶業貿易穩定在島的北部發展，也順

勢將淡水和其他中國南方的港口連結起來。1858 開港的淡水，整

合 1863年開放的基隆，讓淡水港的運貨量與貿易量蒸蒸日上。報
導認為十幾年內這邊的貿易一定會倍數增長，前景光明。 

典藏單位 法國國家圖書館 

取得形式 資料庫下載 

版權狀態 公開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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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 他們在長棍裝上魚鉤，抓住（法國人） 

展示主標題 大門口的新鮮人 

展示次標題 戰爭 

日期 1884-10-09 

標題 Avec des cros emmanchés sur de longues perches, ils les harponnérent... 
他們在長棍裝上魚鉤，抓住（法國人） 

資料來源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département Philosophie, histoire, 
sciences de l'homme, 4-LH8-41 (C) 
https://gallica.bnf.fr/ark:/12148/bpt6k6379777m 
法國國家圖書館哲學歷史人文科學部門 
Maurice Loir, L'escardre de l'amiral Coubert, Berger-Levrault (Paris), 
1894, p. 172 
羅瓦爾，《孤拔將軍的艦隊》，巴黎，Berger-Levrault出版，1894
年，頁 172 

解說 

海軍軍官羅瓦爾（Maurice Loir）在《孤拔將軍的艦隊》中提到淡水
之役法軍的慘況。由於法軍迅速撤退淡水，能夠帶回軍艦上的死者，

他們會找陸地埋葬。但是，有不少死者因為立即被斬首，根本沒有

辦法收屍。而在死傷報告中，只能回報為「失蹤」。像是有位指揮

官腳部中槍，在同袍三個人協助逃離的過程中，直接被藏身在灌木

叢中的漢人，用長棍裝上魚鉤，勾住衣服和身體，並砍下頭顱。四

人只有一人生還。法軍對他們所交戰的清朝軍隊究竟有多少人，感

到困惑與未知。羅瓦爾認為，這次的淡水之戰敵方究竟有多少人，

並不是值得關注的問題，重點是這場戰役是殘酷又失敗的經驗。 

典藏單位 法國國家圖書館 

取得形式 資料庫下載 

版權狀態 公開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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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6 聽見水雷的爆炸聲響 

展示主標題 大門口的新鮮人 

展示次標題 戰爭 

日期 1884-10 

標題 Le sourde détonation d’une torpille se fit entendre 
聽見水雷的爆炸聲響 

資料來源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département Philosophie, histoire, 
sciences de l'homme, 4-LH8-41 (C) 
https://gallica.bnf.fr/ark:/12148/bpt6k6379777m 
法國國家圖書館哲學歷史人文科學部門 
Maurice Loir, L'escardre de l'amiral Coubert, Berger-Levrault (Paris), 
1894, p. 165 
羅瓦爾，《孤拔將軍的艦隊》，巴黎，Berger-Levrault出版，1894
年，頁 165。 

解說 

清法戰爭淡水之役，雙方拉鋸戰持續多日。法軍從淡水出海口的錨

地，向內推進戰線，清軍則利用早上法軍正在清理船艦工作時展開

攻擊；然而，法軍因為受到晨霧、水面反射的光線影響，不但進攻

受阻，更在海面上消耗了不少砲彈。為了進攻順利而更改航行路線

的法軍，晚間展開路線探測。探勘船注意到水面上漂有可疑的浮標，

擔心是水雷的線路而早早結束任務。隔天清晨，法軍再進行前一天

晚上看到的浮標檢查，並計劃疏通水雷。執行任務的兩艘小船，偷

偷將電纜拖曳遠離原處引爆。聽見悶響之後，水雷即發出巨大的聲

響，水花柱射向空中。這時，清軍被這聲巨響嚇到，因而誤判軍艦

位置，過早引爆其他水雷，浪費了原先埋好的火藥。 

典藏單位 法國國家圖書館 

取得形式 資料庫下載 

版權狀態 公開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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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7 舵手用手臂打信號 

展示主標題 大門口的新鮮人 

展示次標題 戰爭 

日期 1884-10 

標題 Un timonier signale à bras 
舵手用手臂打信號 

資料來源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département Philosophie, histoire, 
sciences de l'homme, 4-LH8-41 (C) 
https://gallica.bnf.fr/ark:/12148/bpt6k6379777m 
法國國家圖書館哲學歷史人文科學部門 
Maurice Loir, L'escardre de l'amiral Coubert, Berger-Levrault (Paris), 
1894, p. 169 
羅瓦爾，《孤拔將軍的艦隊》，巴黎，Berger-Levrault出版，1894
年，頁 169。 

解說 

淡水之役的法軍被清軍打得落花流水。淡水當時的空中不斷飄出藍

煙，顯示了法軍進攻受阻。船艦上的軍官從遠處目睹：越來越多傷

者被戰友帶到沙灘上的救護站。幾小時後，原本在近海沙灘上的傷

兵，更是直接回到船艦上。羅瓦爾認為，這時撤退已經顯而易見。

過沒多久，有位舵手就站在港口的石柱上，用手臂打出信號：「被

迫撤退、沒有彈藥、損失嚴重！」其後，較大型的船艦相繼撤退，

離開的人員必須以水及脖子的辦法登船，傷兵則必須被同袍抬高遠

離海水，才有辦法離開。羅瓦爾認為，如果在這個時候遇到清方的

追擊，對法軍而言必定是很大的損失，因為大家都集中在船的周圍。 

典藏單位 法國國家圖書館 

取得形式 資料庫下載 

版權狀態 公開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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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8 10 月 1 日——面向淡水的凱旋號上 

展示主標題 大門口的新鮮人 

展示次標題 戰爭 

日期 1884-10 

標題 1er octobre.— A bord de la Triomphante, devant Tamsui. 
10月 1日——面向淡水的凱旋號上 

資料來源 

Bibliothèque du Musée national de la Marine, 2013-165942 
https://gallica.bnf.fr/ark:/12148/bpt6k6545438w 
國家海軍博物館 
Rollet de l'Isle,  Au Tonkin et dans les mers de Chine : souvenirs et 
croquis (1883-1885),  E. Plon, Nourrit et Cie (Paris), 1886, p.210 
以色爾，《北圻與中國海：1883年至 1885年的回憶與速寫》，巴

黎， E. Plon, Nourrit et Cie 出版，1886年，頁 210。 

解說 

時任海軍技師以色爾（Rollet de l’Isle）的著作《北圻與中國海：1883
年至 1885 年的回憶與速寫》中，在提到法軍船艦進入淡水時的觀

察。1884年 10月 1日，他在凱旋號（ la Triomphante）甲板上記錄
道：天亮時，他們透過周圍的高山認出了淡水河的入口；慢慢靠近

它的同時，也發現這些山比基隆一帶的山更高，有些地方則是光禿、

沒有植被。淡水河在法軍船艦的面前收束成窄道，窄道底就是淡水

城鎮。法軍入港之前，映入眼簾的正是一艘英國砲艇——金龜子號 
（Chockchafar）。而也因為河口被堆滿了沈船，所以讓金龜子號不

可避免地成為了淡水之役的旁觀者。 

典藏單位 法國國家圖書館 

取得形式 資料庫下載 

版權狀態 公開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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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9 遠東艦隊〈偵查號〉上：淡水封鎖期間抓到的俘虜 

展示主標題 大門口的新鮮人 

展示次標題 戰爭 

日期 1885 

標題 
A bord de l'Eclaireur. Pêcheurs chinois, pris sur des jonques, pendant le 
blocus de Tamsui 
遠東艦隊〈偵查號〉上：淡水封鎖期間抓到的俘虜 

資料來源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département Société de Géographie, 
SG XXCA-7 
https://gallica.bnf.fr/ark:/12148/btv1b531974275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département Société de Géographie, 
SG XXCA-2 
https://gallica.bnf.fr/ark:/12148/btv1b53197423c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département Société de Géographie, 
SG XXCA-3 
https://gallica.bnf.fr/ark:/12148/btv1b53197424t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département Société de Géographie, 
SG XXCA-4 
https://gallica.bnf.fr/ark:/12148/btv1b531974258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département Société de Géographie, 
SG XXCA-5 
https://gallica.bnf.fr/ark:/12148/btv1b53197421g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département Société de Géographie, 
SG XXCA-12 
https://gallica.bnf.fr/ark:/12148/btv1b53197413z 
法國國家圖書館地理學會部門 

解說 

法國軍官薩勒（Firmin André Salles）拍下一系列法軍在淡水封鎖期

間抓到的漢人俘虜。法軍面對出現在封鎖範圍內的漢人漁船，會先

以追逐的方式以空炮彈進行警告；如果對方沒有離開的意思，他們

會直接用砲彈攻擊，並派出小船載回活口。被逮捕的俘虜會在艦艇

上協助打雜、掃地，或是被派到基隆岸上擔任搬運工。軍艦上的法

軍會替待在船上的俘虜進行當時人類學式的記錄，包含測量身高體

重和頭型、拍攝大頭照等。說服漢人俘虜配合的方式，則是告訴他

們是為了要幫忙添購衣物或者畫肖像畫。此外，法軍也會將搜刮來、

用不到的布料給俘虜自行縫補衣物，以換下他們身上的舊衣服。 

典藏單位 法國國家圖書館 

取得形式 資料庫下載 

版權狀態 公開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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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0 遠東艦隊〈偵查號〉上：在淡水南方海上抓到的漁民俘虜 

展示主標題 大門口的新鮮人 

展示次標題 戰爭 

日期 1885-01-04 

標題 
A bord de l'Eclaireur : pêcheur de la côte de Formose, pris sur une 
jonque amarinée au S[ud] de Tamsui 
遠東艦隊〈偵查號〉上：在淡水南方海上抓到的漁民俘虜 

資料來源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département Société de Géographie, 
SG XXCA-1 
https://gallica.bnf.fr/ark:/12148/btv1b53197422x 
法國國家圖書館地理學會部門 
 

解說 

中南半島紀實攝影先驅薩勒（Firmin André Salles），隨著孤拔艦隊
在 1884年來到臺灣。他的首次海外探險紀錄了許多法國封鎖北臺灣

期間的照片：照片中的男子是法軍在在淡水附近海域抓到的俘虜。

這位俘虜在 1885年 1月 4日到了法軍船艦上，甲板也成為攝影棚。

法軍會搜刮對方船艦的物品，他們尤其喜歡拿走佛像、鑼、鼓等充

滿「異國」風情的物件作紀念。俘虜的生活並不會像是我們想像的

奴隸生活，法軍會為他們取綽號，有些俘虜則很快的學會幾句社交

法文，甚至成為他們的翻譯人員。遇到其他中國船艦時，可以幫忙

溝通交涉。離開法軍船艦後，這些俘虜可以得到法軍給的報酬獎金，

還會得到船上的物資，如衣服、食物、照片。 

典藏單位 法國國家圖書館 

取得形式 資料庫下載 

版權狀態 公開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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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香港、福爾摩沙、福州 

展示主標題 大門口的新鮮人 

展示次標題 貿易活動 

日期 1885 

標題 Hong Kong — Formose — Fou-Tcheou 
香港、福爾摩沙、福州 

資料來源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département Philosophie, histoire, 
sciences de l'homme, 8-O2N-774 
https://gallica.bnf.fr/ark:/12148/bpt6k504014z 
法國國家圖書館哲學歷史人文科學部門 
Victor Tissot, La Chine, d'après les voyageurs les plus récents,Librairie 
Furne, Jouvet et Cie(Paris),1885, p.107 
狄索，《中國：根據旅行者的最新消息》，巴黎，Librairie Furne, 
Jouvet et Cie出版，1885年，頁 107。 

解說 

旅遊作家與記者狄索（Victor Tissot）出版不少著作，他曾在旅遊著

作《中國：根據旅行者的最新消息》介紹淡水，他寫到：「離開香

港後，出現在東中國海的是一個大島——福爾摩沙。⋯⋯通常都是藉
由淡水進入島內。 法國的遠征隊也曾經試圖登陸淡水港，淡水港是

『Tan-Chou-Ki』（應為淡水溪音譯）的出海口，字面的意思是淡水

的水流。」除了解釋地理景觀之外，也談到淡水的貿易景況：「（1864
年以後）雖然淡水對歐洲的貿易開放，但真正的商業活動是集中在

中國的商人手上。這邊出口的原料有絲綢、米、橘子、糖、樟腦和

麻。加工品出口則有藍染和紙。」 

典藏單位 法國國家圖書館 

取得形式 資料庫下載 

版權狀態 公開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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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福爾摩沙會唱歌的魚 

展示主標題 大門口的新鮮人 

展示次標題 異事 

日期 1886-08-22 

標題 Les Poissons Chanteurs de Formose 福爾摩沙會唱歌的魚 
Le Choletais illustré紹萊畫報 

資料來源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département Droit, économie, 
politique, JO-6280 
https://gallica.bnf.fr/ark:/12148/bpt6k9735366 
法國國家圖書館法律經濟政治部門 
Les Poissons Chanteurs de Formose .(1886, Août 22).Le Choletais 
illustré : Journal hebdomadaire de la région. Commerce, lettres, 
sciences, arts et annonces, p.A2 
 

解說 

1886年一份法國地方報紙《紹萊畫報》（Le Choletais illustré）出
現一篇〈福爾摩沙的唱歌魚〉的報導。這篇報導是為了回應當時一

家英國報紙，因為當中提及李士卑斯（Lespès）在福爾摩沙的行動
時，說到法軍在淡水錨地附近發現「會唱歌的魚」感到十分驚訝。

報導的作者說到其實這件事情並不特別：雖然說在淡水魚類大多都

是「像鯉魚一樣」的啞巴，但是海水魚類有很多是會發出聲音的、

「會唱歌的」魚。這類魚，像是竹莢魚，會透過魚鏢和肌肉產生聲

音。南法普羅旺斯海岸的漁民對唱歌的魚已經有相當的認識，他們

甚至利用這種魚來捕其他魚，只是因為需要耗費耐心，鮮少人使

用。 

典藏單位 法國國家圖書館 

取得形式 資料庫下載 

版權狀態 公開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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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福爾摩沙遠征 

展示主標題 大門口的新鮮人 

展示次標題 戰爭 

日期 1884-1885 

標題 
Les expéditions contre Formose : (Japonais 1874 - Français 1884-1885 - 
Japonais 1895)  
福爾摩沙遠征（1874年日本、1884-1885法國、1895年日本） 

資料來源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département Collections numérisées, 
2016-270475 
https://gallica.bnf.fr/ark:/12148/bpt6k9760353b 
法國國家圖書館數位典藏部門 

解說 

1923年法國海軍軍事學校（École supérieure de guerre navale）出版

的《福爾摩沙遠征》，內容包含三部分——1874年日本、1884-1885
法國、1895年日本，向軍事學校的學生介紹一直以來被關注的臺灣。

這本教科書向海軍學校的學生交代了臺灣的地理重要性，以及三次

被征服的歷史。由於法方對日本的資料沒有太多掌握，書中的附件

是兩張地圖；其中，包含一張淡水之役的手繪地圖，提供學生了解

戰爭時期攻擊淡水之軍艦和砲台的位置。由於是整理過往戰爭相關

資料而來，所以和羅瓦爾（Maurice Loir）在《孤拔將軍的艦隊》一
書中的圖相同，只是更簡略地標示相對位置，讓學生可以快速掌握

淡水的戰役。 

典藏單位 法國國家圖書館 

取得形式 資料庫下載 

版權狀態 公開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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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 教堂婚禮 

展示主標題 大門口的新鮮人 

展示次標題 婚禮 

日期 1891-03-28 

標題 教堂婚禮 

資料來源 馬偕日記 

解說 

晚上 6點左右在淡水禮拜堂準備舉行婚禮，外國人賓客包括 F. Hirth
醫生，Stevens 夫婦，C. A. Pennington、 F. Mayers、海隆號船長
Bathurst，船員 A. Milroy、J. Warrack、J. McFarlane。海關職員有：

W. Boad、J. Williamson、D. Mullen、C. Halcombe、T. Peterson、P. 
Crichton、J. Aminoff，黎約翰（Jamieson）牧師夫婦, 禮德（Alex Rennie）
醫生。7點 30 分，新郎莊天能和新娘 Jannie由另兩人陪同走進直到

講台前，然後由馬偕牧師主持結婚儀式，宣布他們結為夫妻。接著所

有的外國人賓客進到後面的房間，在那裡切開結婚蛋糕，由新娘四處

分發蛋糕和茶。 

典藏單位 真理大學校史館 

取得形式 原件掃描（中研院臺史所檔案館） 

版權狀態 已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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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h e r .  7 0 ˚ .  B a r o .  3 0 - 1 2 .  C h a r m i n g  d a y .  M e t  i n  t h e  C o l .  a n d  
d i s t r i b u t e d  p r i z e s .  G o t  r e a d y  f o r  a  M a r r i a g e .  I n  t h e  C h a p e l  
b e s i d e  t h e  H o s .  W e  m e t  a t  6  P . M .  a n d  b e g a n  r e c i t a t i o n s  o n  
G e o g r a p h y ,  C h u r c h  H i s .  Z o o l o g y  a n d  A s t r o n o m y .  I n  h a l f  
a n  h o u r  F o r e i g n e r s  b e g a n  t o  c o m e  i n  a n d  s o o n  t h e  
f o l l o w i n g  w e r e  w e l l  s e a t e d  l i s t e n i n g  w i t h  e a g e r  a t t e n t i o n .  
D o c t o r  F .  H i r t h ,  M r .  a n d  M r s .  S t e v e n s ,  C .  A .  P e n n i n g t o n ,  
F .  M a y e r s ,  C a p t a i n  B a t h u r s t  S . S .  “ H a i l o o n g , ”  A .  M i l r o y ,  
“ H a i l o o n g ”  J .  W a r r a c k ,  “ H a i l o o n g , ”  J .  M c F a r l a n e  
“ H a i l o o n g . ”  

C u s t o m s  m e n  =  W .  B o a d ,  J .  W i l l i a m s o n ,  D .  M u l l e n ,  C .  
H a l c o m b e ,  T .  P e t e r s o n ,  P .  C r i c h t o n ,  J .  A m i n o f f ,  M r .  
J a m i e s o n  a n d  M r s .  J a m i e s o n ,  D o c t o r  A l e x  R e n n i e .  

A t  7 . 3 0  T h i e n  L ê n g  a n d  J e n n i e  a c c o m p a n i e d  b y  t w o  m o r e  
w a l k e d  i n  a n d  s t o o d  i n  f r o n t  o f  t h e  p l a t f o r m .  I  t h e n  
p r o n o u n c e d  t h e m  m a n  a n d  w i f e .  T h e n  a l l  t h e  F o r e i g n e r s  
c a m e  i n  t o  t h e  b a c k  r o o m  w h e r e  a  W e d d i n g  C a k e  w a s  c u t  u p  
a n d  t h e  b r i d e  c a r r i e d  i t  w i t h  t e a  a r o u n d  a l l  s e e m e d  i n  g r e a t  
g l e e .  1 0 0  i n s i d e  &  1 0 0  o u t s i d 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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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 淡水 

展示主標題 大門口的新鮮人 

展示次標題 交通 

日期 1892-6-17 

標題 Tamsui  
淡水 

資料來源 

The North - China Herald and Supreme Court & Consular Gazette 
(1870-1941); 
ProQuest Historical Newspapers: Chinese Newspapers Collection, p. 
814 
北華捷報，ProQuest歷史報紙資料庫：中國報紙典藏，頁 814 

解說 

如果去翻 1890年代的北華捷報便會發現，當時在淡水地區最熱門的

話題便是鐵路，尤其是從基隆到台北府這一段鐵路。基隆到台北府

的鐵路在 1891年通車，但在 1892年，也就是本篇報導中便指出要

想好好搭個火車實乃奢侈的願望，因為火車一天到晚都在兵工廠維

修。該報導指稱，當時有兩位男士打算從基隆出發，該列車出發時

間預計為早上 7 點，途中會經過一個山坡，然後進入山洞，最後到

達台北府。他們提前抵達車站，但卻得知因為火車壞了所以第一班

車無法準時出發。他們等到 10點，從台北府方向而來的火車運來滿

滿五節貨廂的石頭，但一口氣卸下石頭後便又隨即折返，回頭去載

旅客的行李，因為在上坡時火車無法同時負荷行李與石頭的重量而

先暫時卸下行李在路邊。結果等火車又回到基隆時，竟又讓超出符

合可負載人數一半的乘客上車。這兩位男士因爲受不了這樣的旅程

因而回到車站退票，放棄搭乘火車。沒想到當他們經過山坡時，卻

看到剛剛來時滿載石頭的貨廂，這時擠滿了人，正跟著火車全速從

山坡上沖下來，霎時變故橫生，許多乘客及行李飛噴而出，幸好人

們受傷不嚴重，不致釀成人命。 

典藏單位 上海圖書館徐家匯藏書樓 

取得形式 資料庫下載 

版權狀態 公開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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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6 淡水 

展示主標題 大門口的新鮮人 

展示次標題 娛樂 

日期 1892-8-19 

標題 Tamsui  
淡水 

資料來源 

The North - China Herald and Supreme Court & Consular Gazette 
(1870-1941), 
ProQuest Historical Newspapers: Chinese Newspapers Collection, p.260 
北華捷報，ProQuest歷史報紙資料庫：中國報紙典藏，頁 260 

解說 

這篇報導非常有趣，記錄了馬戲團來到淡水演出的情景。外國人對

於馬戲團的到來十分興奮，這個叫做 Woodyear 的馬戲團將帳篷搭
在淡水河畔，就在一塊靠近火車站的空地上。該馬戲團幾乎每晚都

有演出。一開始他們遭遇在地人的破壞，後來遇上颱風，在此之後

又重新搭建戲棚，正式表演時，仍有人們對著帳篷投擲石頭，因此

驚嚇了演出的馬兒，反而為觀眾帶來一絲興奮。但暴動沒有停止，

最後不得不出動英國副領事謝立山（Alexander Hosie），由他去向地

方官員交涉，在地方官員的管控下才得以順利完成後續幾日的演出。

該報導亦指出，這個馬戲團美中不足的是沒有樂團，因此配樂是中

國音樂。除此之外，他們也有特別準備中文的表演給在地人看。 

典藏單位 上海圖書館徐家匯藏書樓 

取得形式 資料庫下載 

版權狀態 公開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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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7 淡水的強颱 

展示主標題 大門口的新鮮人 

展示次標題 天災 

日期 1892-9-30 

標題 Terrific Typhoon at Tamsui  
淡水的強颱 

資料來源 

The North - China Herald and Supreme Court & Consular Gazette 
(1870-1941), 
ProQuest Historical Newspapers: Chinese Newspapers Collection, p. 
492 
北華捷報，ProQuest歷史報紙資料庫：中國報紙典藏，頁 492 

解說 

本篇報導指出，1892年強颱襲來，嚴重侵襲淡水及大稻埕。Arthur 
J. Coleman 先生是當時唯一停泊在港的外國船隻北京號（Pekin）
的主要船員，他闡述了他在船上被颱風摧殘的恐怖經歷：我們停泊

在淡水港時遭遇到強烈的西北風，下午的時候強風夾帶暴雨而來，

午夜時分風勢又更強勁了，直到颱風的中心經過我們才從西風轉為

東風。由於大量的降雨，河水暴漲，有艘大型的中式帆船差點要被

沖走，該船一位機警船員跳到我們船上，因此保住小命，他的同事

不如他幸運，沒抓緊時機跳上來，反而被兩艘船之間的擠壓重傷。

幾分鐘後，這艘中式帆船隨即傾覆，而船上 12名船員因此溺斃。

岸上的建築亦遭受重創，包含英國領事館在內，幾乎所有淡水的外

國人房屋屋頂都被吹走，唯一逃過一劫的只有紅毛城和一位船長的

家。據聞，此颱風奪走 200人性命，並造成$50,000的損失。 

典藏單位 上海圖書館徐家匯藏書樓 

取得形式 資料庫下載 

版權狀態 公開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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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8 馬士致赫德，施奈德先生 

展示主標題 大門口的新鮮人 

展示次標題 居住 

日期 1894-02-10 

標題 Morse to Sir Robert , Mr.Schneider 
馬士致赫德，施奈德先生 

資料來源 

Copies of Semi-official (S/O) correspondence, 
H.B. Morse to Robert Hart, 1894-1899. 
S/O47, pp.4-5. 
馬士致赫德半官性函件副本，1894-1899，S/O47，頁 4-5。 

解說 

19世紀時的外國人多半居住在港邊，外國海關職員則配有宿舍可住，

不過從一些紀錄來看，他們若想要結婚、攜伴赴任，還必須請求上級

的許可。例如從這封信可知，淡水海關稅務司馬士手下的海關職員施

耐德先生（Mr.Schneider）打算結婚了，馬是在信中提到，這位先生

在他獲准可以結婚後，已經有過一次失敗的求婚經驗，而現在這位正

被施奈德先生求婚的小姐又尚未給予答覆。儘管如此，馬士仍然先幫

施奈德先生的姐妹申請了基隆的海關宿舍（Customs quaters），如果

之後那位小姐接受求婚，便會伴隨施奈德先生的姐妹一起到基隆並

住進海關宿舍。 

典藏單位 美國哈佛大學 Houghton 圖書館 

取得形式 原件掃描 

版權狀態 未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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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9 馬士致赫德 

展示主標題 大門口的新鮮人 

展示次標題 水土不服 

日期 1894-02-24 

標題 Morse to Sir Robert  
馬士致赫德 

資料來源 
Copies of Semi-official (S/O) correspondence, 
H.B. Morse to Robert Hart, 1894-1899.S/O48 pp.7-8. 
馬士致赫德半官性函件副本，1894-1899，S/O48，頁 7-8。 

解說 

本信函指出，1894年初，四位 Saunders 家的小姐來到淡水。19世紀
時的臺灣，外國女性相當稀少，對許多外國男性來說，這裡是探險家

與博物學家的寶島，但對女性來說，臺灣未必是一個適合居住旅行的

地方，這裡又濕又熱，一個不注意就病倒了。即便全為男性的海關職

員都常常病倒，例如馬士在寫給赫德的信中，便很常提到他手下的職

員誰生病了、誰赴廈門養病、誰中暑了等等，可見臺灣並不是旅遊休

閒的好去處。因此一下子來了四位外國小姐，實屬稀奇。雖然不知道

她們此行的目的為何，但她們一離開淡水便馬上病倒了，馬士因此推

斷從此淡水的名聲又更糟了。 

典藏單位 美國哈佛大學 Houghton 圖書館 

取得形式 原件掃描 

版權狀態 未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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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0 馬士致赫德，大稻埕會館 

展示主標題 大門口的新鮮人 

展示次標題 居住 

日期 1894-03-12 

標題 Morse to Sir Robert, Twatutia Rest-house 
馬士致赫德，大稻埕會館 

資料來源 

Copies of Semi-official (S/O) correspondence, 
H.B. Morse to Robert Hart, 1894-1899. 
S/O49 pp.10-11. 
馬士致赫德半官性函件副本，1894-1899，S/O49，頁 10-11。 

解說 

從馬士的信件中可知，海關在大稻埕獲得了一塊土地，打算用來興建

給外國人居住的會館（rest-house）。除此之外，還有一個是原有的接

待處（Official Reception Hall），這個接待處會被移除，因此會館建

造地有這兩個地方可供選擇。馬士認為前者較好，但看樣子這兩個地

方都會落入海關手中。（根據同年 8 月 6 日的信函，這幢會館最後

在馬士預定的地點落成，房子內部也差不多裝潢好了，並且預計舉辦

一場拍賣會）從本信函可觀察到，北臺灣外國人的生活足跡隨著時間

過去，也一點一點的侵入了內陸地區。原先外國人只能居住在淡水，

但他們巧妙的將大稻埕解釋為淡水的一部份，使大稻埕也有了外國

人的蹤跡。 

典藏單位 美國哈佛大學 Houghton 圖書館 

取得形式 原件掃描 

版權狀態 未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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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 馬士致赫德，海關銀號支票 

展示主標題 大門口的新鮮人 

展示次標題 財務 

日期 1894-04-09 

標題 Morse to Sir Robert, Haikuan Bank Cheque 
馬士致赫德，海關銀號支票 

資料來源 

"Copies of Semi-official (S/O) correspondence, 
H.B. Morse to Robert Hart, 1894-1899. 
S/O51 pp.15-16. 
馬士致赫德半官性函件副本，1894-1899，S/O51，頁 15-16。" 

解說 

本信顯示十九世紀末的金融工具已經相當發達，海關對於匯率的變

動以及價差都很是關注。信函中，馬士告知上司赫德，他如何利用匯

率價差來為赫德賺取更多的收入。馬士在 1893 年曾欲令匯豐銀行

（The Hongkong & Shanghai Bank）提供$154對 100海關兩（Hk Tls，
又稱關平銀，是海關用來記帳的一種貨幣單位）的匯率收海關支票這

樣的方式，以取代原先海關給銀行支票（Cheque）後請銀行開匯票

（draft）所必須支付的 1 1/3%（百分之一又三分之一）手續費。但是

匯豐銀行拒絕了。馬士在 1894年將海關支票以招標（by tender）的
方式以$156對 100海關兩的匯率賣出，因此馬士得以以匯差為赫德

多賺了原本支票 1 1/3%的錢。 

典藏單位 美國哈佛大學 Houghton 圖書館 

取得形式 原件掃描 

版權狀態 未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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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 馬士致赫德，道路 

展示主標題 大門口的新鮮人 

展示次標題 居住 

日期 1894-04-25 

標題 Morse to Sir Robert,  Roads 
馬士致赫德，道路 

資料來源 

Copies of Semi-official (S/O) correspondence, 
H.B. Morse to Robert Hart, 1894-1899. 
S/O52 p.19. 
馬士致赫德半官性函件副本，1894-1899，S/O52，頁 19。 

解說 

本信顯示，馬士在淡水生活的期間和鹽館（Salt Bureau，今中正路派
出所附近）之間的糾紛不只影響海關業務，也影響了他在台生活的活

動空間。在台的外國人主要分作幾種：領事、海關職員、傳教士以及

商人。但不管是什麼身份的外國人，原則上都聚居於港邊，淡水至今

仍部分保有這些外國人當時生活以及辦公的遺跡。以馬士為例，他居

住在山坡地上的稅務司官邸，而他辦公的位置則在山坡下港口邊的

海關辦公室。雖然馬士指出雖然平常外國人行走的路徑都是穿越嘉

士洋行（Lapraik Cass & Co.）的花園，但馬士因為擔心鹽館要擴張，

之後可能會把他家附近一條小路封住，所以想先拿下小路的所有權，

並花錢鋪路。 

典藏單位 美國哈佛大學 Houghton 圖書館 

取得形式 原件掃描 

版權狀態 未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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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 馬士致赫德，突發狀況 

展示主標題 大門口的新鮮人 

展示次標題 居住 

日期 1894-05-24 

標題 Morse to Sir Robert,  Low Light 
馬士致赫德，突發狀況 

資料來源 

Copies of Semi-official (S/O) correspondence, 
H.B. Morse to Robert Hart, 1894-1899. 
S/O54 p.28. 
馬士致赫德半官性函件副本，1894-1899，S/O54，頁 28。 

解說 

19 世紀在華外國人時常面臨土地所有權的問題。按照規定，清政府

並不准許土地賣給外國人，他們只能向在地人承租。但外國人為了方

便起見，逐漸發展出一種「永租」的辦法，即一次性繳交一筆錢，長

時間承租這塊土地，此種辦法幾乎形同買地。然而購入土地後的地契

是否有效，在不同的清政府官員手下有不同的做法。馬士在 1894年
便因政府官員不核准地契，而寫信向赫德報告。官員認為應遵照洋商

的辦法用租賃的方式即可。馬士表示，其實對海關來說買或者租都是

一樣的，只是既然前面已經買了地，那麼現在就不能接受這樣的規

定。於是他把地契又寄了回去，以顯示他對此事的態度，要清政府知

道海關不僅租地但也買了私人土地，是既定事實。馬士認為新上任的

官員比較通情達理，應該會對地契予以認可。 

典藏單位 美國哈佛大學 Houghton 圖書館 

取得形式 原件掃描 

版權狀態 未授權 

 



158 
 



159 
 



160 
 

 
  



161 
 

表 54 馬士致赫德，女性通行證 

展示主標題 大門口的新鮮人 

展示次標題 女性 

日期 1894-07-07 

標題 Morse to Sir Robert,  Permits for Women 
馬士致赫德，女性通行證 

資料來源 

Copies of Semi-official (S/O) correspondence, 
H.B. Morse to Robert Hart, 1894-1899. 
S/O57 pp.37-38. 
馬士致赫德半官性函件副本，1894-1899，S/O57，頁 37-38。 

解說 

本信函透露臺灣地方政府如何干預外國人在臺灣的活動方式。台北

府的官員通知省級官員、領事及馬士，因淡水縣居民請願，要管制女

性的活動，如果女性要從淡水縣乘船離開，不能沒有縣發的許可證。

這件事歸（淡水通商）委員（weiyuan）辦理。馬士告訴新的淡水縣
官員，領事絕對不會同意這件事的，但該官員告訴他現在每年有 200
件綁架案件。馬士為此又去見了英國駐台領事霍普金斯（Lionel 
Charles Hopkins），他提出兩個辦法，其一為英國領事館可自行發許

可證，其二為採用北海的規則（Pakhoi rule），由海關來管理發放，
霍普金斯比較喜歡後者，但馬士其實並不想要這項新增的工作，因為

他認為淡水是個比北海要忙碌許多的港口，而且只有一個鈐字手（負

責稽查船艙）。 

典藏單位 美國哈佛大學 Houghton 圖書館 

取得形式 原件掃描 

版權狀態 未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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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5 馬士致赫德爵士，基隆海關關址 

展示主標題 大門口的新鮮人 

展示次標題 居住 

日期 1894-08-22 

標題 Morse to Sir Robert,  Kelung Customs site 
馬士致赫德爵士，基隆海關關址 

資料來源 

Copies of Semi-official (S/O) correspondence, 
H.B. Morse to Robert Hart, 1894-1899. 
S/O60 pp.50-51. 
馬士致赫德半官性函件副本，1894-1899，S/O60，頁 50-51。 

解說 

根據清政府規定，外國人在臺灣是無法購買土地的，因此外國人若要

買地，常會以永久租地的方式進行，就實質意義上來說，與購買幾乎

沒有什麼不同。本信便是馬士回覆赫德之前詢問為基隆海關買地事

宜。基隆海關所在之土地，從 1868年起取得此地永久租地的權利，

並且每年付$100。到了 1888年，淡水海關供事（clerk）馬定（F. R. 
Martin）亦以$1000 不必支付租金的方式（a perpetual lease at no rental）
獲得這塊土地的永租權。馬士認為再加上先前所支付的租金，已然購

得此筆土地的地租（ground rent）及永租權結束後的地權。但到了 1891
年，德國人畢第蘭（Arthur von Butler）又以$1000 買下了此地的永租

權。從 1892 年起馬士沒付過租金，但到了 1893 年底馬士被通知他

們對此租地的權利已經在 1888年結束。馬士因而問畢第蘭能不能以

$1000將土地賣給他，畢第蘭一開始拒絕，後來答應以$1500 賣出。

馬士向畢第蘭確認過，這次的購買是在 15年內「永遠（for ever）」

屬於海關。 

典藏單位 美國哈佛大學 Houghton 圖書館 

取得形式 原件掃描 

版權狀態 未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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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6 馬士致赫德，德國領事館 

展示主標題 大門口的新鮮人 

展示次標題 居住 

日期 1895-03-06 

標題 Morse to Robert Hart, German Consulate 
馬士致赫德，德國領事館 

資料來源 

Copies of Semi-official (S/O) correspondence, 
H.B. Morse to Robert Hart, 1894-1899. 
S/O74 p 82. 
馬士致赫德半官性函件副本，1894-1899，S/O74，頁 82。 

解說 

本信件提到德國領事館的設立。馬士談到德國的領事館將設在海關

大稻埕的會館附近，並於 4 月 1 日開始運作，並廢止原先設在台南

的德國領事服務處。馬士認為此舉可以強化大稻埕的地位，因為此時

的滬尾除了船舶運輸以外已經沒有什麼商業據點了，就連華人商人

也都不在滬尾駐點了。德國派員駐台辦理領事服務始於 1890年，一
開始設在台南，由副領事梅澤（Constance Merz）負責。但隨著時間
過去，臺灣整體的貿易環境變化促使這些西方外交人員重新思考據

點的設置位置，因此梅澤便在 1895年被調派至淡水，尋找新的服務

據點。德國領事業務的遷移正隱隱呈現了這種變化。 

典藏單位 美國哈佛大學 Houghton 圖書館 

取得形式 原件掃描 

版權狀態 未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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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7 馬士致赫德，拉森先生 

展示主標題 大門口的新鮮人 

展示次標題 人事 

日期 1895-03-26 

標題 Morse to Robert Hart, Mr. Larsen  
馬士致赫德，拉森先生 

資料來源 

Copies of Semi-official (S/O) correspondence, 
H.B. Morse to Robert Hart, 1894-1899. 
S/O76 pp. 87-88. 
馬士致赫德半官性函件副本，1894-1899，S/O76，頁 87-88。 

解說 

本信件談到一位拉森先生的任職問題。馬士向赫德報告，有位拉森先

生，原本任職在丹麥工程師公司（Danish Engineer Corps），主要負

責電報業務，之後在中國的電報業了五年，最後又到海關任職。馬士

認為這位拉森先生是一位不可多得的人材，因此將他推薦給臺灣巡

撫，希望他能為清政府提供一些軍事上的建議。馬士為此給予這拉森

先生一個月的假，並向赫德報備此事。從馬士的態度可知，他認為過

去或許巡撫會覺得這樣的人才有用，但值此之際，臺灣似要不保，相

信巡撫應該會接受。由本信來看，作為一位海關稅務司，連軍事方面

都能插手，可見海關稅務司常有參與超出本職之事務的機會。 

典藏單位 美國哈佛大學 Houghton 圖書館 

取得形式 原件掃描 

版權狀態 未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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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8 馬士致赫德，商人 

展示主標題 大門口的新鮮人 

展示次標題 貿易活動 

日期 1895-04-13 

標題 Morse to Robert Hart, Merchants 
馬士致赫德，商人 

資料來源 

Copies of Semi-official (S/O) correspondence, 
H.B. Morse to Robert Hart, 1894-1899. 
S/O78 p. 94. 
馬士致赫德半官性函件副本，1894-1899，S/O78，頁 94。 

解說 

本信件談到商人面對臺灣即將到來的變動所做出的反應。從 1895
年 3月開始，清日之間便開始進行一系列的談判。幾經波折後，在

同年 4月 17日正式簽署《馬關條約》。本信函的時間點正值簽署
《馬關條約》幾天之前，大部分的商人都預期到臺灣將面臨巨變，

為此許多人在北臺灣大肆收購茶葉。這些商人對於臺灣可見的未來

多半抱持負面看法，對臺灣的處境感到惋惜。雖然這些商人的反應

在馬士的信件中僅佔短短幾行文字，但由此不難感覺得到，所有人

都預期臺灣即將陷入混亂之中，大肆收購茶葉的舉動也顯示他們對

臺灣接下來的貿易環境沒有感到悲觀、沒有信心。 

典藏單位 美國哈佛大學 Houghton 圖書館 

取得形式 原件掃描 

版權狀態 未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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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9 淡水外國人墓地記錄 

展示主標題 大門口的新鮮人 

展示次標題 墓園 

日期   

標題 Records of Tamsui Foreign Cemetery 
淡水外國人墓地記錄 

資料來源 臺灣英國領事館外僑墓園檔案(T0280_01_003) 

解說 

本件為M. Archer 調查的淡水墓園紀錄 1冊，使用黑色封皮活頁式筆

記簿。內容詳細整理墓碑上記載的墓主身份、生卒年、墓誌銘，並繪

製墓園平面配置圖。例如加拿大長老教會派來的黎約翰（John 
Jamieson）牧師，1883-1891年在淡水傳教，也葬於此。吳威廉（Dr. 
William Gauld）牧師，1892年來到淡水，在馬偕過世後領導北部長

老教會，1923 年過世。來自菲律賓，具西班牙籍的畢老（Pedro 
Florentino），娶泉州女子為妻，其家族是天主教在淡水傳佈的第一

戶信徒。巴恩士（M. Hecht）是德國人，乃劉銘傳聘來臺負責監造砲
臺，獲清政府賜予「雙龍寶星三等第一」之勳章，1892年過世。 

典藏單位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檔案館 

取得形式 原件掃描 

版權狀態 未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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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 
 

在淡水居住的外國人大多沒有留下自己書寫紀錄（除了馬偕、陶德、科林伍

德、馬士），但是透過目前搜集的英國外交部檔案、英文報紙，也可以充分描繪

出淡水的外國人社群的飲食、住居、娛樂等日常生活。另外，更可以觀察他們與

本地民眾、商人、官員交涉、往來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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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展示主題三：⼤門⼝的守門員 

淡水開港後，承擔管理這個大門的責任就落在淡水海關身上，因此可以說淡

水海關就是大門口的守門員。第三個展示重點，將透過海關人員留下的公、私文

獻，凸顯淡水海關在北臺灣承擔多樣性的功能。 
淡水海關管理淡水口岸所有的洋船貿易，不過以往大家都以為海關是由外國

籍的稅務司掌管，但事實上大清帝國的海關是二元體制，所以淡水海關是由外國

籍的稅務司、數名洋員（洋人）、數名華員，及海關監督（福州將軍）、海關委

員（本地官員）所組成。海關稅務司負責估稅，海關委員負責收稅。海關稅務司

每年 1月必須撰寫該海關過去一年來的貿易統計與報告，內容包括商品進出口增

減、船舶進出、關稅收入以及洋人貿易活動的變化；除此之外，不定期的會說明

該年是否有特殊狀況（械鬥、戰爭、政府官員更替等）。 
如此看來清代淡水海關與現代海關的職能相似，不過，在清代的海關掌理的

事務其實更為廣泛。例如淡水海關必須負責港務工作，建立並維護港口安全設備。

為了船舶行駛安全，也負責發布氣象報告。海關聘有醫師執行醫療工作，過去淡

水因為宣傳馬偕牧師醫療傳教的事蹟，以至於正規的海關醫療業務反而被忽略。

甚至，海關也擔任文化媒介的角色，每當大清帝國參加世界博覽會時，皆由各地

海關負責搜集當地特產作為展品，淡水海關也不例外。 
在淡水海關歷任的稅務司中，最有名當數馬士（Hosea Ballou Morse，1855年

7月 18日－1934年 2月 13日），於 1874-1908年間任職於大清帝國海關，1892-
1895年間他正好擔任淡水海關副稅務司。馬士任職淡水海關期間，留下了 300多
封書信，詳實描述自己在海關的工作，例如如何改良行政流程，提高效率；掃蕩

走私和拐賣婦女；建議商人改良生產技術；也對當時臺灣省巡撫提出開採煤礦的

建言。7 
  

 
7 陳玉美，〈清末在華洋人的個案研究：馬士(H. B. Morse, 1855-1934)在中國海關的經歷與成就〉，《崑山科技大學人文
暨社會科學學報》1期（2009年 6月），頁 235-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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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0 辦理臺灣通商事務候補道區天民照會英國副領事郇和 

展示主標題 大門口的守門員 

展示次標題 設關 

日期 1861 

標題 辦理臺灣通商事務候補道區天民照會英國副領事郇和 

資料來源 英國外交部檔案 228/317, Part 1 

解說 

淡水何以成為臺灣第一個開放的通商口岸？背後其實歷經英方與臺

灣官員一番討論。原本 1861 年中，首任英國副領事郇和（Robert 
Swinhoe）抵達臺灣府城後，準備辦理設關通商事宜。但隨後接到英

國海軍方面的意見，認為臺灣府城的鹿耳門口淤塞，船隻不易泊岸。

而淡水港口較闊，產物又多，「比府城更勝」。因此郇和向負責辦理

通商事務的候補道區天民要求改以淡水作為通商正口。然而，區天

民卻表示淡水滬尾的八里坌口已經被美國選定，故臺灣道、臺灣鎮

總兵和臺灣知府建議英國以雞籠作為口岸。區天民又稱若郇和不願

意到雞籠，請指名口岸要設於淡水何處？以便本地官員配合辦理。 

典藏單位 英國國家檔案館 

取得形式 微捲轉檔 

版權狀態 未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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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 英國副領事額勒格里致領事郇和第五號公文附件三 

展示主標題 大門口的守門員 

展示次標題 貿易活動 

日期 1864-10-31 

標題 Enclosure No.3 in Mr. Gregory's Dispatch to Mr. Swinhoe No.5 
英國副領事額勒格里致領事郇和第五號公文附件三 

資料來源 英國外交部檔案 228/317, 頁 6 

解說 

滬尾通商委員於 1863年 10月 3日照會英國署副領事伯卓枝（George 
Braune），傳抄開放雞籠（基隆）、崎後（旗後）海關的暫定章程部

分條款。規定洋船必須先將船牌繳給淡水海關稅務司，取得執照後，

憑照請領「准單」，才能前往雞籠、旗後起卸貨物。如果沒有執照而

私自前往，則將依《天津條約》第 47條以前往不通商口岸走私論處。

在淡水海關開關後，一方面英國商人希望臺灣能開放更多口岸，增

加貿易機會，另方面淡水海關稅務司發現雞籠、旗後亦有大量鴉片

交易，應行徵稅，故兩地遂陸續開為子口。此一文獻可顯示早期淡水

海關如何管理子口。 

典藏單位 英國國家檔案館 

取得形式 微捲轉檔 

版權狀態 未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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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2 英國副領事額勒格里第四號公文附件 

展示主標題 大門口的守門員 

展示次標題 港口設施 

日期 1865-01-12 

標題 Enclosure in Mr. Gregory's Dispatch No.4 
英國副領事額勒格里第四號公文附件 

資料來源 英國外交部檔案 228/317, 頁 1-2 

解說 

由於英國軍艦入滬尾口時險些擱淺，英國副領事額勒格里（Willam 
Gregory）向淡水海關反映，滬尾口的左右兩岸都有沙洲，導致入口

難以辨識；砲臺原可以作為標誌，但周圍雜草過高而遮蔽砲臺。希望

海關派員與英國海軍人員一同前往割除草木，並將砲臺面海側粉刷

為白色，使海外船隻可以一眼望見，此項工程款應可由海關的噸税

項下支出。然而，英國海軍與淡水海關人員前往該處準備砍伐草木

時，卻遭到當地民眾聚集持矛抗拒，並丟躑石塊。後由淡水同知鄭元

杰令艋舺水、陸營兵前往該地拿犯究辦，並決定之後在砲臺設立瞭

望塔，以便注意船隻進出港口的情況，如有擱淺可隨時救護。 

典藏單位 英國國家檔案館 

取得形式 微捲轉檔 

版權狀態 未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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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3 1866 年淡水口岸貿易年報 

展示主標題 大門口的守門員 

展示次標題 貿易年報 

日期 1867-01-31 

標題 Report on the Trade at the Port of Tamsui, Formosa, for the Year 1866. 
1866年淡水口岸貿易年報 

資料來源 

Reports on trade by the foreign commissioners at the ports in China 
open by treaty to foreign trade, for the year 1866(London: Harrison & 
Son, 1868 ), pp.55-57 
1866年中國條約口岸的外交人員貿易報告 

解說 

這是目前所能見到淡水海關最早的一份年度報告，由代理稅務司

Wood S. Schenck撰寫。報告中指出不管是 1865年或 1866年，真正
與淡水口貿易的「外國」，其實只有香港。過去一年來的貿易有些

衰退，因為外國商人在淡水從事米穀貿易，和當地人發生嚴重的衝

突。一些主要的仲介商拒絕外國人的開價，地方頭人聯合起來要求

所有人不可賣米給外國船。洋船來這裡買不到米，只能載著壓艙物

離開，導致出口貿易額比前一年少了 10 萬元。不過茶葉出口貿易看

起來有所進展，相信未來可以直銷外國。至於轄下的雞籠口，最重

要的出口商品就是煤炭，此外幾乎沒有什麼進出口商品。 

典藏單位 哈佛大學圖書館 

取得形式 資料庫下載 

版權狀態 公開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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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4 李紹稟 

展示主標題 大門口的守門員 

展示次標題 貿易活動 

日期 1867-10-03 

標題 李紹稟 

資料來源 英國外交部檔案 228/400, 頁 13-14 

解說 

寶順洋行（Dodd & Co.，本文中的未士贊達即 Mr. Dodd之音譯）雇

用華人李紹從艋舺搬運一批樟腦前往淡水，由於當時臺灣道仍不允

許樟腦自由貿易，因此李紹行至滬尾北港塘時，遭逮捕並押至艋舺

腦館，以走私樟腦的名義受審訊。李紹以《天津條約》開放洋商自由

貿易為據辯駁，但仍被用刑並關押。寶順洋行向駐淡水的英國副領

事何為霖（Henry Holt）通報後，副領事親自前往腦館交涉，帶回李

紹。李紹隨後向何為霖申訴，希望何為霖會同地方官追究拘捕他的

腦館委員等人。這件李紹稟文可以顯示樟腦貿易的利益糾葛早已在

通商口岸醞釀，半年之後就爆發必麒麟涉入的「安平事件」。 

典藏單位 英國國家檔案館 

取得形式 微捲轉檔 

版權狀態 未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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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5 1867 年中國條約口岸貿易年報 

展示主標題 大門口的守門員 

展示次標題 貿易年報 

日期 1868-01-31 

標題 Tamsui trade report, for the year 1867. 
1867年淡水關貿易年報 

資料來源 

Reports on trade at the treaty ports in China for the year 
1867.Shanghai:  Statistical Dept. of the Inspectorate General, 1868. 
pp.73-83 
1867年中國條約口岸貿易年報 

解說 

1867年的貿易年報，由署理稅務司葛顯禮（H. Kopsch）撰寫。一開
始他就報告淡水最大的洋行之一，寶順洋行（Dent & Co.）已經倒閉，

而留下來的其他商人，看起來沒有很充足的資金可以投入貿易。淡

水海關的出口記錄中，只有樟腦和煤炭會輸出到「國外」，所以外

國商人特別推展雞籠的煤炭貿易，但是煤的釐金過於高昂，是出口

不利的重要因素。至於樟腦的出口年復一年減少，是因為地方官員

仍堅守原先的軍工匠首專賣制。住在淡水多年的洋商表示，由於本

地商人願意給商家賒帳長達幾個月後才收款，所以他們在經營上比

較有優勢，如果能修訂關稅，或許將能有利於外商。 

典藏單位 哈佛大學圖書館 

取得形式 資料庫下載 

版權狀態 公開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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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6 海關委員劉照會英國副領事額勒格里 

展示主標題 大門口的守門員 

展示次標題 貿易活動 

日期 1871-02-07 

標題 Lew Haikuan to Vice Consul Gregory 
海關委員劉照會英國副領事額勒格里 

資料來源 英國外交部檔案 228/946, 頁 66-69 

解說 

在安平事件之後，臺灣道同意開放樟腦自由貿易，而洋商買樟腦時

應向海關請領三聯單，繳納子口稅；若沒有三聯單，遇到釐卡就必須

繳納釐金。淡水海關請英國副領事將此一新規則轉告在滬尾的英籍、

普魯士籍洋商。然而，英商陶德（John Dodd）則向英國副領事提出
抗議，表示他聽到在內山的樟腦集散地大姑崁（大溪），有謠言說如

果是洋人持三聯單買樟腦，釐金就要由腦戶自行繳納，否則會受到

釐金局懲罰。且在當地四處都貼著告示，上面寫著禁止將樟腦賣給

外國人。陶德表示此種謠言導致腦戶不敢將樟腦賣給滬尾的洋行，

希望淡水海關能夠會同釐金總局，澄清此一假消息。 

典藏單位 英國國家檔案館 

取得形式 微捲轉檔 

版權狀態 未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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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7 英國副領事額勒格里第五號公文之附件 

展示主標題 大門口的守門員 

展示次標題 租地 

日期 1872-03-05 

標題 Enclosure in Mr. Gregory's No.5 
英國副領事額勒格里第五號公文之附件 

資料來源 英國外交部檔案 228/946, 頁 57 

解說 

由於臺灣茶在國際市場上闖出名號，1871-1872年間，陸續有英商來

到滬尾設立洋行投入茶葉貿易。因此英國副領事額勒格里通知淡水

海關，說明在領事館的西邊有一段官地，之前曾經由海關承租其中

一塊，並蓋了新海關建築。不過這段官地還剩相當的空間，足夠讓洋

商蓋新洋行和倉庫。希望淡水海關能夠協同地方官員查清楚這塊官

地目前的狀況，然後允許新來的洋商可以隨時來租用並蓋屋。也希

望海關回覆時能先說好每年租用的價格。當時，滬尾除了美里士洋

行和寶順洋行（Dodd & Co.），又多了怡記（Elles & Co.）和德記洋
行（Tait & Co.）兩家洋行。 

典藏單位 英國國家檔案館 

取得形式 微捲轉檔 

版權狀態 未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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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8 英國副領事額勒格里第六號公文之附件 

展示主標題 大門口的守門員 

展示次標題 口界 

日期 1872-03-14 

標題 Enclosure in Mr. Gregory's Dispatch No.6 of 17th March 1872. 
英國副領事額勒格里第六號公文之附件 

資料來源 英國外交部檔案 228/946, 頁 55 

解說 

英國副領事額勒格里再度向淡水海關提出議定淡水通商口岸事宜。

他表示，原先在 1862年時，署副領事伯卓枝（George Braune）就指

出主要的交易地點其實在艋舺，因此寶順、怡和洋行雖然在滬尾，但

都有派通事在艋舺處理生意，所以應該將淡水口岸的界線劃到艋舺

為止。當時還在上海的《北華捷報》刊登啟事，以便周知。如今淡水

河岸的大稻埕，又比艋舺更靠近滬尾，算是在通商口岸界內。這幾年

大稻埕的茶葉生意越來越興旺，所有的洋行都覺得大稻埕比艋舺更

適合交易，也都在該處設了行棧，希望淡水海關能夠同意這些英商

在大稻埕租屋租地設行，且受到保護。 

典藏單位 英國國家檔案館 

取得形式 微捲轉檔 

版權狀態 未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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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9 建議將大稻埕和艋舺納入淡水口岸界內 

展示主標題 大門口的守門員 

展示次標題 口界 

日期 1872-11-15 

標題 Proposed inclusion of Twatutia and Bangka in port of Tamsui.  
建議將大稻埕和艋舺納入淡水口岸界內 

資料來源 英國外交部檔案 228/946, 頁 45-47 

解說 

臺灣道周懋琦收到淡水海關報告，英國副領事額勒格里要求將大稻

埕納入為通商口岸的一部分。經過淡水同知、福建巡撫、閩浙總督，

甚至上達總理衙門的層層討論後，認為依照天津條約開放的通商碼

頭就是滬尾和雞籠，無論是艋舺或大稻埕，都是非通商區域，外國人

不可以開設行棧。前一年大稻埕的商人陳悅豐將房屋租給寶順洋行，

結果當時的臺灣道黎兆棠就裁斷給價贖回，且命令大稻埕士紳、頭

人從此不准將土地、房屋租給外國人，此案例已經說明大稻埕不是

通商口岸。但是後來查清該屋是寶順洋行的買辦李春生租用，不是

外國人自行使用，方才允許。臺灣官員雖然拒絕開放艋舺、大稻埕，

但也留下了以華人買辦名義租屋的漏洞，因此後來各洋行都是由買

辦出面來設行棧。 

典藏單位 英國國家檔案館 

取得形式 微捲轉檔 

版權狀態 未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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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0 送往維也納展覽館的淡水海關展品與標本目錄 

展示主標題 大門口的守門員 

展示次標題 參展 

日期 1873-05-01 

標題 
Catalogue of the Tamsui collection of samples and specimens sent to 
the Vienna Exhibition. 
送往維也納展覽館的淡水海關展品與標本目錄 

資料來源 
China. Port catalogues of the Chinese customs‘ collection of the 
Austro-Hungarian Universal Exhibition, Vienna, 1873 
1873年奧匈帝國博覽會（維也納）大清海關條約口岸展品目錄 

解說 

19 世紀歐美各國熱衷舉辦博覽會，並頻頻邀請清帝國參加，總理

各國事務衙門便將參展事物交由海關總稅務司赫德（Robert Hart）
負責。1873 年 5 月在奧匈帝國舉辦的維也納世界博覽會，就是大

清海關第一次負責籌備參加的博覽會。1872 年 8 月，赫德就要求

各海關稅務司蒐集貿易樣品。而海關人員原本就負責檢貨、驗貨、

報關等事務，對於當地商品甚為熟悉。當時在淡水海關負責這項業

務的是稅務司德善（E. De. Champs），潮水測量員賈禮格（F. 
Gallagher）及三等驗貨員呂謀（J. Dubois）。他們選出 17 類產品，

包括出口的重要商品：煤、米、茶葉、樟腦，還包括製造這些商品

的工具。 

典藏單位 哈佛大學圖書館 

取得形式 資料庫下載 

版權狀態 公開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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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1 1873 年淡水海關（福爾摩沙）貿易年報 

展示主標題 大門口的守門員 

展示次標題 貿易年報 

日期 1874-01-31 

標題 Tamsui( Formosa) trade report, for the year 1873. 
1873年淡水海關（福爾摩沙）貿易年報 

資料來源 

Reports on Trade at Treaty Ports in China, for the Year 1873(Shanghai: 
Statistical Department of the Inspectorate General of Customs, 1874), 
pp. 92-102. 
1873年中國條約口岸貿易年報 

解說 

1873年的貿易年報由稅務司好博遜（H. E. Hobson）撰寫，他指出茶
葉貿易在今年春季遇到嚴重問題，即茶釐忽然從每擔 1.5 元提高到
2 元。結果內山的茶農拒絕將粗茶運來出售，最後釐金局只好把茶

釐又調回到 1.5 元。但是在 6 月開賣時，茶價比起上一年下跌了

25~30%。由於茶葉在之前的抗爭中，已經在倉庫放太久了，價格沒

有辦法很好，茶商蒙受極大損失。後來有些華人投機商蒐購了很大

一部分舊茶，用中式帆船運到福州，加工成花茶，再輸出到歐洲，

差不多可以賣 14~18兩。到了 9月，紐約方面傳來消息說今年茶價

不錯，在淡水這邊的交易價格才逐漸走強，比 7-8 月上升了 40%，
最終茶商的利潤還是非常可觀。 

典藏單位 哈佛大學圖書館 

取得形式 資料庫下載 

版權狀態 公開資源 

 



258 
 



259 
 



260 
 



261 
 



262 
 



263 
 



264 
 



265 
 



266 
 



267 
 

 



268 
 



269 
 

 
  



270 
 

表 72 海關委員劉青藜照會英國副領事阿赫伯（Herbert J. Allen） 

展示主標題 大門口的守門員 

展示次標題 行政程序 

日期 1875-02-24 

標題 Haikuan Lew to Vice Consul Allen 
海關委員劉青藜照會英國副領事阿赫伯（Herbert J. Allen） 

資料來源 英國外交部檔案 228/946, 頁 13-14 

解說 

英國副領事阿赫伯（Herbert J. Allen）越級向臺灣道夏獻綸申陳，表
示淡水口「最為疲難」，每當有通商案件要辦理，都必須透過淡水海

關委員移轉公文給淡水同知。且滬尾距離淡水廳衙門百里之遙，公

文傳遞更是曠日費時。他希望之後有事都能直接發文給淡水同知，

不要再通過淡水海關。而且按照條約，領事與道臺同品，副領事則與

知府同品，故他直接與淡水同知公文往返應是合理。不過，淡水海關

委員回覆表示，辦理通商口岸事務，在外國是由領事，在中國則是由

海關通商委員佐地方官辦理，條約並沒有規定地方官要專責通商事

務，請阿赫伯不要堅持與淡水同知直接交涉。 

典藏單位 英國國家檔案館 

取得形式 微捲轉檔 

版權狀態 未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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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3 凌爾醫生對淡水及基隆地區的健康報告 

展示主標題 大門口的守門員 

展示次標題 公共衛生 

日期 1875 

標題 
Dr. B. S. Ringer's Report on the Health of Tamsui and Kelung for the 
Year Ended 30th September, 1875. 
凌爾醫生對淡水及基隆地區的健康報告，1874/9/30-1875/9/30 

資料來源 
Statistical Department of the Inspector General of Customs, Medical 
Report, 11(Shanghai, March 1876), pp.21-23. 海關造冊處編，《海關

醫報》，11（上海，1876.3） ，頁 21-23。 

解說 

本報告為凌爾醫生（Dr. B. S. Ringer，或譯林格）作為淡水海關醫員

所提出的淡水及基隆地區的健康報告。凌爾醫生雖是海關醫員，但

他也在偕醫館與其他自加拿大長老教會派駐在台的醫生們一起為臺

灣本地人看診。本篇報告即得益於此，因而凌爾醫生能統計淡水及

基隆地區本地人的常見疾病。根據報告，在 1875年 1,494 位病患中，

發現臺灣人以眼疾為最多，共有 265 位患者，其次為消化道疾病 149
人以及呼吸器官疾病 149 人。有趣的是，常與傳教結合的牙科患者

僅 23人。另外，吸食鴉片也僅 23人，不過這有可能是吸食鴉片為

一種娛樂活動，與現代觀念中的吸毒、戒毒不同。 

典藏單位 美國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 

取得形式 資料庫下載 

版權狀態 公開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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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4 淡水海關銀號 

展示主標題 大門口的守門員 

展示次標題 稅收 

日期 1878-01-23 

標題 淡水海關銀號 

資料來源 
V-No.012-Reports on the Haikwan banking system and local currency at 
the treaty ports, pp.156-159. 
有關條約口岸的海關銀號體制與地方通貨之報告 

解說 

每個海關都會附設海關銀號（Haikwan Bank），專責收取商人繳納

的關稅。當時各地慣用的通貨不一，在淡水常用的是墨西哥銀元，

又稱為鷹洋。但以鷹洋繳納關稅時，必須另加 6%的補水，才能符合

1海關銀錠的重量。到了 1866年，由於銀價上漲，補水的費率提高

到 10%。事實上，海關銀號是從補水的收入中，每個月撥出 38兩來
雇用工作人員。而隨著淡水口岸的貿易成長，銀號的工作量也大幅

增加，因此淡水海關委員即向海關監督，也就是福州將軍，要求提

高工伙雜費。另外，海關稅務司李華達（Walter Lay）也盛讚負責銀
號工作的委員李彤恩是一個能力、智識出眾的人。 

典藏單位 哈佛大學圖書館 

取得形式 資料庫下載 

版權狀態 公開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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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5 1879 年淡水第一號公文之中文附件 

展示主標題 大門口的守門員 

展示次標題 租地 

日期 1879-08-04 

標題 Chinese enclosure in No.1 of 1879, Tamsui. 
1879年淡水第一號公文之中文附件 

資料來源 英國外交部檔案 228/986, 頁 304-305 

解說 

英國副領事費里德（Alexander Frater）將在 1874年所租的滬尾砲臺

（嘉慶 13年建於紅毛城下，非今日滬尾砲臺）下西邊官地，分租給

德記（Tait & Co.）、和記（Boyd & Co.）、怡記（Elles & Co.）三家

洋行。租期仍舊從 1874年起算，租賃 50年，每年租金 80兩。在租
期內，承租的英商若要轉租別行，仍要向地方官申請更換執照，地方

官亦不能用任何理由藉口不租。而英商所租之地前面的海灘，因需

起卸貨物，故禁止當地官、民在海灘構築任何障礙物；相對的，英商

也不可以在海灘上蓋行棧，以免阻礙港道。臺北府知府將三家洋行

租地的位址、面積繪圖後黏貼在租地執照上，交給洋行方面收執。 

典藏單位 英國國家檔案館 

取得形式 微捲轉檔 

版權狀態 未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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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6 海關來信 

展示主標題 大門口的守門員 

展示次標題 糾紛 

日期 1881-05-26 

標題 Letter from Haikaun 
海關來信 

資料來源 英國外交部檔案 228/986, 頁 301-303 

解說 

在英國領事館工作的林姓，帶著女兒到滬尾偕醫館求醫。當時醫生

不在，看守醫館的許志觀作勢要趕林姓等人離開，雙方發生衝突。英

國副領事倭妥瑪（Thomas Watters）要求查辦此案，故海關奉命調查，

提拿許志觀訊問。許志觀辯稱因怕來人意圖偷竊醫館物品才出手，

但最後承認無故滋事。海關原本要將許志觀移送淡水縣衙門，副領

事認為由海關處理即可，因此海關委員判處許志觀四十大板，逐回

其故鄉竹塹。但許志觀竟稱除非教士要他回去，他才敢回去。海關委

員相當憤怒，認為許志觀「恃教橫行」，故來信致副領事，請其轉告

醫館不可再任用此人。 

典藏單位 英國國家檔案館 

取得形式 微捲轉檔 

版權狀態 未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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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7 淡水關 

展示主標題 大門口的守門員 

展示次標題 港口設施 

日期 1883 

標題 淡水關 

資料來源 《1862-82年海江警船示記》 

解說 

晚清海關不僅要管理貿易，也負責維護港口設施，扮演類似今日港

務局的角色。淡水關兼管雞籠口，歷年都逐漸增設港口設施。例如，

1880年在雞籠口港心內設置「黑色倒尖形警船浮」，在仙洞鼻貓頭

東向設置「紅色倒尖形警船浮」。1882年，淡水港內攔江沙水道的
兩旁，也設置警船浮，船路北面是黑色的，南面是紅色。這些警船浮

上面還會放上一個黑色的球。警船浮是浮在水面上的一種航標，用

來標示航道，或提醒有淺灘、障礙物等。原本大清海關並沒有統一規

定如何設置警船浮，過去淡水海關曾使用木竿標示，但在光緒年間

陸續改為統一格式的警船浮，顏色也規定水道右邊用紅色，左邊用

黑色。 

典藏單位 哈佛大學圖書館 

取得形式 資料庫下載 

版權狀態 公開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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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8 周翰森醫生對淡水及基隆地區的健康報告 

展示主標題 大門口的守門員 

展示次標題 公共衛生 

日期 1884 

標題 
Dr. C. H. Johansen's Report on the Health of Tamsui and Kelung for the 
Four Year Ended 30th September, 1884. 
周翰森醫生對淡水及基隆地區的健康報告，1880/9/30-1884/9/30 

資料來源 
Statistical Department of the Inspector General of Customs, Medical 
Report, 28(Shanghai, September 1884), pp.18-21. 海關造冊處編，

《海關醫報》，28（上海，1884.9） ，頁 18-21。 

解說 

本報告為周翰森醫生（Dr. C. H. Johansen）作為淡水海關醫員所提出

的淡水及基隆地區的健康報告。在本報告以前，最近一次有關淡水

及基隆地區的海關醫報，已經是 1880年出版。因此周翰森醫生本報

告總結了過去四年以來此地區的醫療及公共衛生變化，並指出這四

年來北臺灣的公衛環境已有大幅的改善。在周翰森醫生來到淡水任

職的前一年，淡水便以對外國人健康不友善的居住地區聞名，他時

常接觸到從臺灣至廈門看診和修養的病患，因而得知淡水的公衛環

境。據他觀察，最容易影響外國人的疾病——瘧疾——乃是人們吸
入自土地釋放並帶有毒素的空氣所致。在幾年前因樟腦出口而大規

模開發北臺灣山丘地區，後來這些移除的林地轉為茶園，耕種時新

翻的土地便成了釋放毒氣的來源。再加上風向將毒氣吹至港邊，因

而讓來到淡水港的外國人容易生病。現在因時間過去，這些毒氣已

經釋放殆盡，因而不再那麼容易使人罹患瘧疾。 

典藏單位 美國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 

取得形式 資料庫下載 

版權狀態 公開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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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9 署領事班德瑞照會海關 

展示主標題 大門口的守門員 

展示次標題 口界 

日期 1889-04-23 

標題 Acting Consul to Haikuan 
署領事班德瑞照會海關 

資料來源 英國外交部檔案 228/1031, 頁 278-280 

解說 

由於淡水海關委員照會英國署領事班德瑞（F. S. A. Bourne），要修
改釐金章程，並且在大稻埕設置新的釐卡。班德瑞表達反對之意，除

了強調洋商向海關繳納子口半税，領取三聯單後，就不需要繳納釐

金外，又再次重提大稻埕和艋舺應該屬於淡水口岸的界內。即使海

關不承認，但事實上洋商已經在大稻埕、艋舺活動已久，甚至洋人都

親自運送鴉片到艋舺、大稻埕販賣。洋人在大稻埕製茶多年，也從沒

見地方官阻擋。如果海關稱這兩地不是口岸界內，為何允許洋人進

入？多年來的茶葉貿易使得地方繁榮發展，如果實施新的釐金費率，

等於每擔茶葉就要多繳 2 元的稅銀，對貿易的影響甚大，希望調整

釐金之事能再研議。 

典藏單位 英國國家檔案館 

取得形式 微捲轉檔 

版權狀態 未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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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0 在地報紙的訊息 

展示主標題 大門口的守門員 

展示次標題 茶工 

日期 1889-5-11 

標題 NOTES FROM NATIVE PAPERS 
在地報紙的訊息 

資料來源 

The North - China Herald and Supreme Court & Consular Gazette 
(1870-1941) 
ProQuest Historical Newspapers: Chinese Newspapers Collection, 
p.582 
北華捷報，ProQuest歷史報紙資料庫：中國報紙典藏，頁 582 

解說 

本篇報導指出，英商得忌利士輪船公司（Douglas S. S. Co.）因茶季

的展開，因此許多華人搭乘他們的輪船來往於廈門和淡水之間。得

忌利士輪船公司在 1883年成立於香港，是當時重要的航運公司，

直到日治臺灣，對日本在臺灣沿海發展輪船行業時，仍是一大競爭

對手。該公司直到 1897年才結束其事業。北臺灣的重要出口商品

為茶葉，採摘的茶葉會運送到大稻埕進行處理，由於在大稻埕的茶

葉工人多半是從中國大陸而來，因此可以推斷報導中得忌利士輪船

公司運送的這些華人，很有可能便是這些來台工作的茶工。若是搭

乘該公司的輪船從淡水到廈門，最低的船資為每人$2，但如果是從

廈門往淡水則船資較高一些，每人最少要付$4。 

典藏單位 上海圖書館徐家匯藏書樓 

取得形式 資料庫下載 

版權狀態 公開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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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1 禮德醫生對淡水及基隆地區的健康報告 

展示主標題 大門口的守門員 

展示次標題 公共衛生 

日期 1890 

標題 
Dr. Alexender Rennie's Report on the Health of Tamsui and Kelung for 
the Three Year Ended 30th September, 1890. 
禮德醫生對淡水及基隆地區的健康報告，1887/9/30-1890/9/30 

資料來源 
Statistical Department of the Inspector General of Customs, Medical 
Report, 40(Shanghai, September 1890), pp.9-15. 海關造冊處編，《海

關醫報》，40（上海，1890.9） ，頁 9-15。 

解說 

本報告為禮德醫生（Dr. Alexander Rennie）作為淡水海關醫員，為自

1887年三年以來的淡水及基隆地區所提出之健康報告。他觀察到過

去幾年來，令人頭痛的瘧疾僅限於港邊居民，住在大稻埕的外國人

們幾乎未被瘧疾所擾。禮德醫生歸納出幾個可能性：1.大稻埕周圍沒

有草木雜亂叢生的情形，農作物與種植區域規劃良善。2.屬黏土地
質，排水通順。3.沒有潮汐影響，不會有時而淹沒時而露出的泥灘。

4.外國人的住屋都有兩層樓，離地面較遠。禮德醫生指出雖然瘧疾的

病因及相關知識一直在變化，但以上四點是他在淡水看診時記得出

的結論。由於瘧疾一直以來都是臺灣地區好發於外國人之間的疾病，

海關醫員不免對此疾病投以較多關注，並且藉由看診的經驗歸納疾

病成因和避免的辦法。 

典藏單位 美國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 

取得形式 資料庫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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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2 新聞摘要：最新情報、議會開議 

展示主標題 大門口的守門員 

展示次標題 口界 

日期 1890-12-5 

標題 
Summary of News: LATEST INTELLIGENCE THE MEETING OF 
PARLIAMENT 
新聞摘要：最新情報、議會開議 

資料來源 

The North - China Herald and Supreme Court & Consular Gazette 
(1870-1941) 
ProQuest Historical Newspapers: Chinese Newspapers Collection, p. 
678 
北華捷報，ProQuest歷史報紙資料庫：中國報紙典藏，頁 678 

解說 

臺灣的開港範圍在確定開港通商後仍時有爭議，其中最具代表性的

便是大稻埕。如果根據 1858年簽訂的《天津條約》，開港的地區
應為淡水，但是隨著時間過去，來台貿易的外國商人發現商業多半

在艋舺及大稻埕地區進行，為了使貿易更為便利，便開始爭取擴大

開港範圍，於是大稻埕開始有外國人居住並開設洋行。本篇報導便

是在描述，當時的駐淡水的英國副領事何藍田( William Holland)決
定要強迫清政府認定大稻埕也是通商口岸的一部份。他趁著淡水英

國領事館修繕期間，在大稻埕找了一間房子，並且升起了自己的旗

子。此舉的用意，是正式向清政府宣示外國人有權居住於大稻埕。 

典藏單位 上海圖書館徐家匯藏書樓 

取得形式 資料庫下載 

版權狀態 公開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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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3 淡水海關十年報 

展示主標題 大門口的守門員 

展示次標題 貿易年報 

日期 1891-12-31 

標題 Tamsui. Decennial Report, 1882-91. 
淡水海關十年報 

資料來源 

Decennial Reports on the Trade Navigation Industries, etc., of the Ports 
Open to Foreign Commerce in China and Corea, and on the Conditions 
and Development of the Treaty Port Provinces 
https://catalog.hathitrust.org/Record/012436882 

解說 

淡水海關第一也是最後的一份十年報，由稅務司馬士撰寫。這份報

告中最重要的是回顧了過去十年來淡水口的貿易發展，馬士指出，

在進口貿易上，英國的棉織品被日本打敗了，由於日本棉布比較類

似南京布，幅碼也更適合本地居民，故進口量快速提升。但最值得

注意的仍舊是茶葉出口貿易，如果以出口貿易額來看，1891年的茶
葉貿易額比 1882 年成長了 55%；而出口量則有 90%是銷往美國。
然而在茶貿易的環節上，淡水只是附屬於廈門。因為茶商的總店都

設在廈門，交易也在廈門進行。不過馬士也抱怨，貿易的成長代表

海關工作量也增加了，但是 10年來，淡水海關外籍職員的人數只增

加 1名，倒是華籍的職員增加了一倍。 

典藏單位  哈佛大學圖書館 

取得形式 資料庫下載 

版權狀態  公開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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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4 馬士致赫德，鹽館的中式帆船 

展示主標題 大門口的守門員 

展示次標題 航運 

日期 1894-06-21 

標題 Morse to Sir Robert, Salt Bureau Junks 
馬士致赫德，鹽館的中式帆船 

資料來源 

Copies of Semi-official (S/O) correspondence, 
H.B. Morse to Robert Hart, 1894-1899. 
S/O56 pp.34-35. 
馬士致赫德半官性函件副本，1894-1899，S/O56，頁 34-35。 

解說 

在本信中，馬士向赫德抱怨最近與鹽館之間的停船糾紛。鹽館設立

了新的倉庫，並且認為有權讓中式帆船停泊在倉庫前的港灣，無論

多少，只要他們高興。然而鹽館此舉並未通知理船廳（Harbour 
Master），因此令馬士感到困擾。理船廳是海關中管理港口的單位，

主要工作包含核准船舶停泊地點，管理引水業務，發布航行通告，管

理航標、燈塔等。馬士希望這只是暫時的現象，但即便如此也應讓那

些鹽船知道他們是在理船廳的管轄之下。同時，因為數量太多，馬士

表示某天曾親眼目睹有二十六艘中式帆船，另一天較少但也有九艘，

他認為應該只准許八艘停泊於鹽館倉庫前。 

典藏單位 美國哈佛大學 Houghton 圖書館 

取得形式 原件掃描 

版權狀態 未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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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5 馬士致赫德，中國航運稽查 

展示主標題 大門口的守門員 

展示次標題 稽查 

日期 1894-06-09 

標題 Morse to Sir Robert, Chinese Shipping inspetion 
馬士致赫德，中國航運稽查 

資料來源 

Copies of Semi-official (S/O) correspondence, 
H.B. Morse to Robert Hart, 1894-1899. 
S/O55 p.30. 
馬士致赫德半官性函件副本，1894-1899，S/O55，頁 30。 

解說 

本信函顯示出馬士雖為一外國人，但因服務在大清海關中，即使面

對同樣的西方面孔，仍要顯示出其作為中國官員的立場。馬士在稽

查一艘洋船時，船上的首席工程師提交了一份工程師們的許可證清

單給馬士，表示他依據他收到的指令，他無須出示許可證，而是將

許可證提交至領事館，由領事館與馬士接洽稽查的事情。馬士表示

他是一位在執行中國法律的中國官員，絕不容許領事介入，並認為

這位工程師想必是誤解了指示的意思。而這艘船所屬的公司也保證

在回程時絕對會遵守規定。這個事件顯示，外國商人、領事及海關

官員即使同為外國人，但海關官員要站在中國的法律上執行業務，

與主要工作為爭取同胞在口岸利益的領事，立場截然不同。 

典藏單位 美國哈佛大學 Houghton 圖書館 

取得形式 原件掃描 

版權狀態 未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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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6 馬士致赫德，為中立船而設的專門信號 

展示主標題 大門口的守門員 

展示次標題 稽查 

日期 1894-09-06 

標題 Morse to Sir Robert, Private signals for neutral ships 
馬士致赫德，為中立船而設的專門信號 

資料來源 

Copies of Semi-official (S/O) correspondence, 
H.B. Morse to Robert Hart, 1894-1899. 
S/O61 p.54. 
馬士致赫德半官性函件副本，1894-1899，S/O61，頁 54。 

解說 

因戰爭將至，為防日軍的攻擊，馬士亦要做準備。本信函指出，馬士

收到來函指示，清政府官員通過了一項由臺灣道設計的複雜暗號，

藉由這個暗號，中立船可在夜間入港。但是馬士並不贊同這種做法，

他認為這套暗號毫無用處，即使只是將這套暗號應用在中立船上，

很快的也會被其他敵軍學走。經過馬士的分析，官員很快就明白了

問題所在，並且取消了這套暗號。馬士為此提供了幾個辨識敵我的

方式，像是單一一艘船要進入條約口岸，應是友善的船隻，但如果是

有好幾艘船徘徊在臺灣沿岸便很可疑。馬士亦補充，任何船隻想進

入淡水及基隆港都必須要有引水人的引導才行。 

典藏單位 美國哈佛大學 Houghton 圖書館 

取得形式 原件掃描 

版權狀態 未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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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7 馬士致赫德，日本間諜 

展示主標題 大門口的守門員 

展示次標題 稽查 

日期 1894-11-28 

標題 Morse to Sir Robert,  Japanese spies 
馬士致赫德，日本間諜 

資料來源 

Copies of Semi-official (S/O) correspondence, 
H.B. Morse to Robert Hart, 1894-1899. 
S/O65 p.64. 
馬士致赫德半官性函件副本，1894-1899，S/O65，頁 64。 

解說 

平時稽查船隻是海關的業務，但到了戰爭時期，這種「稽查」又有更

多需要注意的地方了。據本信指出，馬士接獲了清政府官員的秘密

指令，要嚴加查看來自香港的輪船，因為據傳有可疑的日本間諜藏

匿在香港輪船上。雖然清日雙方的海戰於黃海海域展開，但伴隨戰

爭逐漸擴大，在淡水的馬士也不得不小心應對。由於自 1842年起，
香港已是英國的殖民地，因此從香港來的船隻多半是英國船，為此

馬士要在搜捕日本間諜的同時，小心維護英國中立船既有的權益。

不過馬士表示，在他的帶領下，雖然表面上看起來只稽查了行李，但

其實他們非常徹底的搜查了這些船隻。 

典藏單位 美國哈佛大學 Houghton 圖書館 

取得形式 原件掃描 

版權狀態 未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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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8 馬士致赫德，鹽船 

展示主標題 大門口的守門員 

展示次標題 航運 

日期 1894-08-06 

標題 Morse to Sir Robert,  Salt Junks 
馬士致赫德，鹽船 

資料來源 

Copies of Semi-official (S/O) correspondence, 
H.B. Morse to Robert Hart, 1894-1899. 
S/O59 p.45. 
馬士致赫德半官性函件副本，1894-1899，S/O59，頁 45。 

解說 

本信函是延續前面曾提到的淡水稅務司馬士與鹽館之間的糾紛。在

馬士提出抗議後，台北府的官員仍然同意鹽船停泊在鹽館新倉庫前，

並同時要求海關將港口的浮筒移開 10 英呎。據本信函後半內容推

測，浮筒的擺放位置，可能是馬士用來向鹽館抗議的一種手段，因為

馬士寫道他先前已表明，只要鹽船停泊的問題一旦解決，他便會移

開浮筒。但現在問題不僅未能獲得解決，他還接收到移開浮筒的命

令。他強烈反對限制理船廳對港口的管理權限，但他知道他的反對

一定無效，因為那些中式帆船的背後有鹽館，也就是藩台（Fantai，
布政使別稱）的勢力作為靠山，有些官員認同馬士的看法，但也沒有

勇氣去對抗藩台。 

典藏單位 美國哈佛大學 Houghton 圖書館 

取得形式 原件掃描 

版權狀態 未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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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9 馬士致赫德，貸款 

展示主標題 大門口的守門員 

展示次標題 財務 

日期 1894-12-08 

標題 Morse to Sir Robert, Loans 
馬士致赫德，貸款 

資料來源 

Copies of Semi-official (S/O) correspondence, 
H.B. Morse to Robert Hart, 1894-1899. 
S/O66 p.65. 
馬士致赫德半官性函件副本，1894-1899，S/O66，頁 65。 

解說 

本信函談到一筆兩百萬兩的外國貸款。大清海關的關稅在外國人眼

裡，來源穩定且管理廉潔，因此有極高的信賴度，時常被外國人要求

以關稅作為借款予清政府時的擔保品。所以海關通常也會插手清政

府向外貸款的業務。據本信函的內容推測，馬士提到的這筆貸款，應

是臺灣為了戰爭所提出的貸款。馬士談到，銀行本來一開始傾向提

供貸款，但最後拒絕了。因為考量到臺灣作爲一個小省份，其貸款所

必須使用的擔保品（指關稅），會消耗掉之後更大筆貸款可支用的擔

保品額度，進而妨害到大筆貸款的可行性。如果真的要貸這筆款項，

巡撫希望可以使用臺灣的關稅作為擔保品就好。但根據馬士所述推

測，臺灣關稅的數量不足以單獨作為這筆貸款的擔保品，因此他說，

很可惜無法重新推行赫德在 1888年的計畫（向臺灣所有的輪船及中

式帆船課 1.5倍貨物稅），否則便有足夠的稅收能貸款。 

典藏單位 美國哈佛大學 Houghton 圖書館 

取得形式 原件掃描 

版權狀態 未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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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0 馬士致赫德 

展示主標題 大門口的守門員 

展示次標題 財務 

日期 1894-12-13 

標題 Morse to Robert Hart 
馬士致赫德 

資料來源 

Copies of Semi-official (S/O) correspondence, 
H.B. Morse to Robert Hart, 1894-1899. 
S/O67 p.67. 
馬士致赫德半官性函件副本，1894-1899，S/O67，頁 67。 

解說 

本篇信件談到了馬士如何回應臺灣地方官欲貸款籌措軍費一事。為

了備戰，臺灣官員尋求馬士協助，希望他能幫忙找找是否有其他銀

行能夠貸款兩百萬兩，因為先前已被香港上海匯豐銀行拒絕。但他

向赫德表示他無能為力，以他作為淡水海關的稅務司，所能夠做的

是確定貸款後，幫忙臺灣官員居中和銀行派來的代表商談貸款相關

業務。不過馬士依然分析了目前情況下，他認為銀行會答應借款的

最低條件：1.預先將海關收入作為抵押品，2.總督批准，3.具有稅務

司擔保。然而在這種情況下，必須經過總理衙門及赫德的同意。不過

馬士認為赫德一定也會認同上海匯豐銀行的觀點，不願地方性的借

款用海關稅收做擔保，因此他在借款一事中打算靜觀其變，除非真

的有銀行願意提供貸款，他才會積極處理這件事。 

典藏單位 美國哈佛大學 Houghton 圖書館 

取得形式 原件掃描 

版權狀態 未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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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1 馬士致赫德，稅收 

展示主標題 大門口的守門員 

展示次標題 財務 

日期 1895-01-05 

標題 Morse to Robert Hart, Texation 
馬士致赫德，稅收 

資料來源 

Copies of Semi-official (S/O) correspondence, 
H.B. Morse to Robert Hart, 1894-1899. 
S/O69 pp.71-72. 
馬士致赫德半官性函件副本，1894-1899，S/O69，頁 71-72。 

解說 

從本篇信件可以看到馬士在臺灣籌措軍費失利時，趁勢提出向中式

帆船課稅並至於海關體系管理之下，試圖擴張海關在臺灣的權力。

由於向銀行貸款的計畫失敗，臺灣必須從其他地方籌措軍費。從本

信來看，馬士似乎很積極的想要為臺灣解決軍費問題。他向總督提

起 1888年赫德在臺灣執行的稅收計畫（向臺灣所有的輪船及中式帆

船課 1.5倍貨物稅），並保證不會設置任何一位外國官員在子口（sub-
port，這理應是指臺灣內河的釐金關卡），只要指派一位次級委員

（sub-weiyuan，海關委員乃是海關體系中的華人官員）及華人職員

即可。但由於外國船隻的稅率是不能增加的，因此這筆增開的稅收

只能加諸於釐金，也就是本國人船隻之上。馬士預估將能增加二十

萬兩到三十萬兩的收入，試圖以此說服巡撫（Governor），巡撫看來
十分心動，但仍必須與布政使等官員商量，因為若將中式帆船的管

理歸諸在海關之下，將引起布政使的大力反彈。 

典藏單位 美國哈佛大學 Houghton 圖書館 

取得形式 原件掃描 

版權狀態 未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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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2 馬士致赫德，海關提升稅率為 1.5倍 

展示主標題 大門口的守門員 

展示次標題 財務 

日期 1895-01-21 

標題 Morse to Robert Hart, Full and half duty at customs. 
馬士致赫德，海關提升稅率為 1.5倍   

資料來源 

Copies of Semi-official (S/O) correspondence, 
H.B. Morse to Robert Hart, 1894-1899. 
S/O70 pp.73-74. 
馬士致赫德半官性函件副本，1894-1899，S/O70，頁 73-74。 

解說 

在本篇信件中，馬士為了使先前曾在 1888年赫德在臺灣實施的增加
稅收計畫成行，因此應巡撫的要求先向在台的外國商人做了一次意

願調查。經過馬士的詢問，樟腦相關業者對此表示同意，至於茶葉相

關業者，因總部位在廈門，比利時駐廈門領事范嘉士（Fransis Cass）
認為應考慮到商會（Chamber of Commerce）的想法，因此仍在詢問

廈門商會，尚未收到回覆。台南的商人則全都贊成，但他們之中有些

人認為中式帆船也應在海關的監管下按相同稅率繳納。在書寫本信

的當下，馬士還在等待廈門的回覆，他向赫德表示一旦收到廈門的

回覆，就會趕緊找有關官員商談，使計畫實行。 

典藏單位 美國哈佛大學 Houghton 圖書館 

取得形式 原件掃描 

版權狀態 未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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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3 馬士致赫德，貸款、稅收 

展示主標題 大門口的守門員 

展示次標題 財務 

日期 1895-02-08 

標題 Morse to Robert Hart, Loans, Taxation  
馬士致赫德，貸款、稅收 

資料來源 

Copies of Semi-official (S/O) correspondence, 
H.B. Morse to Robert Hart, 1894-1899. 
S/O71 pp.75-76. 
馬士致赫德半官性函件副本，1894-1899，S/O71，頁 75-76。 

解說 

本信在開頭便提到，所有的貸款都失敗，顯現臺灣為了戰爭籌措款

項並不順遂。馬士談到，臺灣有可能會發行紙幣，他向臺灣當局建

議，該紙幣對政府務必要具有可收受即可支付的效力，才能成功。另

外從本信來看，前面馬士積極爭取的稅收計畫並無法如他所預期的

執行，且他對自己提出的稅收計畫態度也轉變為消極。他在信中向

赫德提到，就目前所得到的回應以及局勢來看，他看不出強力要求

地方執行稅收計畫有任何助益。但馬士並未向旁人透露他不看好稅

收計畫的想法。目前巡撫仍然採納這個計畫，只要他希望就能繼續

進行下去。馬士推測海關可能會獲得茶葉釐金的徵收權，但很有可

能是採包稅制度進行。根據馬士的看法，他並不贊同包稅制度，但他

也向赫德坦言他還沒想好要如何追問此事。 

典藏單位 美國哈佛大學 Houghton 圖書館 

取得形式 原件掃描 

版權狀態 未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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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4 馬士致赫德 

展示主標題 大門口的守門員 

展示次標題 財務 

日期 1895-04-26 

標題 Morse to Sir Robert   
馬士致赫德 

資料來源 

Copies of Semi-official (S/O) correspondence, 
H.B. Morse to Robert Hart, 1894-1899. 
S/O81 p. 102. 
馬士致赫德半官性函件副本，1894-1899，S/O81，頁 102。 

解說 

在本信件中，馬士向赫德報告近來臺灣巡撫的動向。根據馬士談到，

他耳聞釐金的徵收已停擺兩日，因此告訴臺灣巡撫這是個錯誤，因

為課稅等同對於地方握有統治權力的象徵，放棄課稅等同政權退出，

反而會使有利的條件轉變為反叛者的武器。馬士甚至協同英國領事

來遊說臺灣巡撫。之後又把此事告知一些廈門商人。從本篇信件中

可以看出，馬士十分了解此時稅金對於中國的重要性，無論是在政

治方面或在金融方面。臺灣不僅需要仰賴這些稅金維持地方運作，

更重要的是，值此之際，臺灣即將面臨被日本統治的命運，如果想要

反抗這樣的結果，掌握收稅的能力便成為一種宣示主權的重要手段。 

典藏單位 美國哈佛大學 Houghton 圖書館 

取得形式 原件掃描 

版權狀態 未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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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5 光緒二十一年淡水口華洋貿易情形諭略 

展示主標題 大門口的守門員 

展示次標題 貿易年報 

日期 1895-06-17 

標題 光緒二十一年淡水口華洋貿易情形諭略 

資料來源 光緒二十一年通商各關華洋貿易總冊 

解說 

這是清帝國治下的淡水海關最後一份貿易年報，由稅務司馬士撰寫，

因為此年 6 月臺灣島已移轉給日本政府，所以只有說明半年份的貿

易情形。馬士也在報告最後描述自己目睹臺灣政權轉移前後的混亂，

例如雖然成立臺灣民主國，但其實在沿海地帶的清國官員，都選擇

馬上乘船離開，駐紮在比較內陸地區的官員，因走避不及才被民眾

強留下來。臺灣民主國的官員在改換為藍地黃虎旗後，也把一面旗

幟送到淡水海關，但是馬士稱沒有收到總稅務司命令，不敢更換旗

幟，所以海關仍然懸掛大清龍旗。日軍登陸基隆後，潰散的文武官員

和兵勇擁擠在淡水口搶搭輪船益達號離臺，而來不及上船的兵勇，

竟然開砲射擊，威脅益達號不可駛離港口。直到有德國的砲艦路見

不平，轟毀小砲臺（可能是油車口砲臺或「保固東瀛」砲臺）後，益

達號終於出港。 

典藏單位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 

取得形式 出版品掃描 

版權狀態 已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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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8 
 

小結 
 

清代淡水海關的檔案，在 1895年臺灣割讓給日本時，就由海關人員攜回中

國，目前無法確知是否仍有保存。不過，利用美國哈佛大學圖書館典藏的海關出

版品及馬士書信，可以清楚的了解淡水海關每一年進出口的統計，各項商品的發

展情形等。另外從英國外交部檔案可知，海關原本是英國副領事與當地官員交涉

的窗口，因此涉及各項華洋事務，都由海關和領事互相來文照會。海關不僅僅掌

理貿易事務，實質上承擔更多職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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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展示主題四：關閉的⼤門 

1895 年，大清帝國將臺灣割讓予日本。6 月 9 日，日本軍隊便佔領淡水海
關，設置臨時的「淡水事務所」。之後，臺灣總督府正式派員來接收淡水海關，

但是最後一任的淡水海關稅務司馬士（H. B. Morse）卻堅持淡水海關是總稅務司

赫德（Robert Hart）的私產，不屬於大清帝國。此後雙方不斷交涉，馬士終於在

1895 年 8 月 5 日將淡水海關移交日本。然而日本鎖定建設基隆港為臺灣的主要

港口，淡水口岸的發展和建設不受重視，在日治時期逐漸被基隆港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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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6 福爾摩沙臺北府：保護、本地士兵、漢人工人 

流水號 65 

展示主標題 關閉的大門 

展示次標題 外國人的生活變化 

日期 1895-05-17 

標題 Taipehfu, Formosa: Protection The Native Soldiers Chinese Unionist 
福爾摩沙臺北府：保護、本地士兵、漢人工人 

資料來源 

The North - China Herald and Supreme Court & Consular Gazette 
(1870-1941); May 17, 1895; ProQuest Historical Newspapers: Chinese 
Newspapers Collection 
pg. 741. 
北華捷報（1870-1941），1895年 5月 17日，ProQuest歷史報紙資

料庫：中國報紙典藏，頁 741 

解說 

本篇報導呈現了 1895年臺灣被割讓後，但日本政府尚未完全接管臺

灣時的種種情形。本篇報導中提到，英國軍艦斯巴達號（Spartan）
抵達北臺灣，與先前抵達並巡視大稻埕的百夫長號（Centurion）會
合。百夫長號巡視後認為外國人的事業多在大稻埕，因此有必要對

這個區域進行保護。除了英國軍艦，德國的艾琳號（Irene）亦提供

人力協防。此外，亦安排了知更鳥號（Redbreast）在淡水河上巡邏。
從本篇報導中可觀察到，當時臺灣的情況並不穩定，島內的混亂使

得西方人為了維護自己在這個島上既有的利益而派出兵力協防的情

形。 

典藏單位 上海圖書館徐家匯藏書樓 

取得形式 資料庫下載 

版權狀態 公開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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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7 關於淡水、基隆海關移交，島村久公使館書記官與馬士的談判文書 

展示主標題 關閉的大門 

展示次標題 移交 

日期 1895-06-29 

標題 
淡水、基隆稅關受渡ニ關シ島村〔久〕公使〔館書記官〕トモ－ル

ストノ談判書類 
關於淡水、基隆海關移交，島村久公使館書記官與馬士的談判文書 

資料來源 《臺灣總督府檔案．總督府公文類纂》，典藏號：00000032011 

解說 

在日本接管臺灣之後，開始著手接收原本清政府的機關、官舍。但

是，淡水海關稅務司馬士卻聲稱，淡水、基隆海關的所有財產並不屬

於清政府，而是海關總稅務司赫德的私人財產。因為赫德是以「承

包」的方式辦理海關業務，每年由清政府給予定額津貼之後，則由赫

德來承擔一切業務，及所有支出。如果日本政府要接收淡水、基隆海

關，必須另外支付給赫德 5 萬圓。馬士為了證明所言一切，提出自

1866年以來，淡水海關的永租地契約為證據。最早是 1866年，吳氏
兄弟將「滬尾砲臺埔」山場以洋銀 900 元賣給海關起造官署。接著

於 1869年，海關又向臺灣府永租另一段砲臺腳的田地，建造稅務司

宿舍。 

典藏單位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取得形式 資料庫下載 

版權狀態 未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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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8 淡水新政紀 

展示主標題 關閉的大門 

展示次標題 移交 

日期 1895-06-09 

標題 淡水新政紀 

資料來源 淡水新政紀 

解說 

日本陸軍福島安正（1852-1919）大佐在 6月 9日率軍隊從基隆前往
淡水，上岸後隨即佔領淡水海關，當時海關仍掛著清國國旗。福島大

佐要求淡水海關最後一任稅務司馬士移交海關及官有物，馬士承認

日軍已實質佔領，但希望臺灣總督正式行文來處理產權移交。福島

大佐就將「淡水事務所」設置於海關建築內，同時也作為宿舍使用，

並升上日本國旗。福島大佐接著安排通譯官率兵去採買糧食，並且

雇用當地人來打掃淡水事務所。一整天都有淡水的居民前來陳情，

表示清國的敗軍和各路土匪橫行，搶奪居民財產，請福島大佐派兵

鎮壓。陳情民眾絡繹不絕，甚至到入夜仍未停止。 

典藏單位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取得形式 出版品掃描 

版權狀態 未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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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9 在變幻的景色與風土中 

展示主標題 關閉的大門 

展示次標題 外國人的生活變化 

日期 1895 

標題 In Varying Scenes and Climes by Millicent Mary McClatchie 
在變幻的景色與風土中，蜜莉森．麥格麗琪著 

資料來源 香港歷史檔案館，編號 HKMS127-1  

解說 

麥格麗琪（Millicent M. McClatchie）跟隨擔任英國領事的姐夫艾爾

頓（W. S. Ayrton），在 1895年 10月 11日抵達淡水。當時因臺灣

處在乙未之役的動盪中，麥格麗琪看到周圍是殘破的村莊，荒蕪的

田園。在日常生活中，她喜愛打網球消遣，領事館旁就有網球場，

星期天則悠閒的在淡水河划船。她在淡水可買的食物主要是雞蛋和

雞肉，牛肉、羊肉要依賴從香港、廈門進口，而淡水能買到的罐頭

鹹奶油讓她敬謝不敏。當麥格麗琪前往大稻埕時，她聽說沿途經過

的溫泉是過去外國人最喜歡的野餐景點。但是當時由於地方居民敵

視日本人，連帶外國人也被認為是一丘之貉。到了 12月，是外國
人最重視的聖誕節，麥格麗琪在月初就著手佈置領事館，但是當時

淡水的外國商店沒有什麼裝飾品可買。聖誕夜當天有聖誕布丁，共

22個外國人前來一同聚餐。到了月底，有三名單身漢舉辦一場野

餐，由工人搬運野餐用品和食物，一行人浩浩蕩蕩前往北方山丘，

為 12月畫下歡樂句點。 

典藏單位 香港歷史檔案館 

取得形式 中文翻譯（《歷史臺灣：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館刊》） 

版權狀態 未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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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0 福爾摩沙：德國領事館、矛盾、動亂 

展示主標題 關閉的大門 

展示次標題 貿易轉移 

日期 1897-12-31 

標題 Formosa: The German Consul Ａ Contradiction Unrest 福爾摩沙：德
國領事館、矛盾、動亂 

資料來源 

The North - China Herald and Supreme Court & Consular Gazette 
(1870-1941); Dec 31, 1897; ProQuest Historical Newspapers: Chinese 
Newspapers Collection 
pg. 1165. 
北華捷報（1870-1941），1897年 12月 31日，ProQuest歷史報紙
資料庫：中國報紙典藏，頁 1165 

解說 

本篇報導談到在 1897年，臺灣割讓日本後，臺灣島上外國領事的異

動情形。報導提到德國領事梅澤（Constance Merz）離台。梅澤一開
始在 1890年被派到打狗擔任德國駐臺副領事，於 1895 轉調淡水並

升為領事，而 1897年離台是要前往廈門擔任領事。在梅澤任內，德

國在北臺灣設置了領事館，由梅澤向 Arthur von Butler 於大稻埕承
租建物。該報導認為臺灣島上最好的建築物乃是德國領事館，該領

事館就座落在淡水河畔，既方便，又妝點了這個城鎮。英國領事館

設置在滬尾，但是實際上領事服務處設在大稻埕，其他如西班牙、

法國也有意在大稻埕尋找適合設置領事館的地點。從本篇報導可以

看出，到了日治時期，外國人的活動範圍已轉移到大稻埕，不在淡

水港畔了。 

典藏單位 上海圖書館徐家匯藏書樓 

取得形式 資料庫下載 

版權狀態 公開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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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 
 

因為日本殖民政府評估基隆港的發展勝於淡水港，日治時期淡水港漸趨沒落。

而且臺灣總督府的若干政策（如鴉片、樟腦專賣）也不利於外國商人經營，因此

來自歐美的洋行逐漸退出臺灣市場，離開了淡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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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建議展品清冊 

⼀、 ⼤門⼝的陌⽣⼈ 

圖片類 
 

名稱 1843 年 3 月 18 日《倫敦新聞畫報》之

〈福爾摩沙島〉 

年代 1843 

資料出處 
THE ILLUSTRATED LONDON NEWS 
倫敦畫報 

作者 N/A 

說明 

本物件刊登於 1843 年 3 月 18 日的《倫敦

新聞畫報》（The Illustrated London News）。

頁 181 刊載了一則關於福爾摩沙的短篇

報導（The Island of Formosa）。1841 年英

艦 Nerbuda 號在雞籠的失事、Ann 號在淡

水失事。時為中英鴉片戰爭期間，二船船

員被臺灣清朝官吏視為敵軍，部分殺了

頭，部分被囚禁在島上，飽受虐待和飢餓，

直到戰爭結束訂約後，方才釋放。此一消

息傳英國，《倫敦新聞畫報》便刊載文章

介紹福爾摩沙島（The Island of Formosa），

並附一插圖，即為本圖。 
典藏地點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 2003.015.0152 
授權狀況 須申請授權 

 

⼆、 ⼤門⼝的新鮮⼈ 

圖片、照片類 

 

名稱 
美國領事李仙得與陶德及福爾摩沙原住

民 
年代 1868 

資料出處 

李仙得（Charles W. LeGendre）著；費德

廉（Douglas L. Fix）、蘇約翰（John Shufelt）
主編；羅效德，費德廉中譯，2013。李仙

得臺灣紀行，頁：27。臺南：國立臺灣歷

史博物館。 

作者 N/A 

說明 
可辨識出內容為美國領事李仙得與陶德

及福爾摩沙南部原住民。照片中可見兩人

坐在一群原住民中間，其中一人抽著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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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 

典藏地點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 2010.018.0003.0036 

授權狀況 須申請授權 

 

名稱 蘇格蘭商人約翰陶德坐油井邊圖 

年代 1877 

資料出處 
《 天 主 教 傳 教 團 》 （ Les Missions 
Catholiques）一書，於 1877 年 8 月 3 日

刊號的封面 

作者 N/A 

說明 

陶德於 1868 年在今苗栗後龍一帶發現石

油蘊藏，但因當局阻撓，及工人不願冒險

進入原住民區域，無法大規模開採，但他

還是設法和當地原住民達承購油協議。圖

為 Dodd坐在油井旁，是依據照片重新繪

製的。 

典藏地點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 2002.006.0097 

授權狀況 須申請授權 

 

名稱 
柯林伍德(Cuthbert Collingwood)亞洲探險
臺灣風土手繪圖 

年代 1866-1867 

資料出處 N/A 

作者 柯林伍德(Cuthbert Collingwood) 

說明 

任教於英國牛津大學的自然學者 Cuthbert 
Collingwood 在 1866-1867 年間參加英國

海軍艦艇 Serpent 號的亞洲探險之旅。他

在 1866 年 5 月 6 日抵達打狗，接著再前

往澎湖、淡水、水返腳、雞籠、蘇澳等地

探勘。這 10 餘張圖便是 Collingwood 此
行所留下的珍貴手繪原圖。 

典藏地點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 2010.018.0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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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權狀況 須申請授權 

 

名稱 
1871 年 9 月 23 日《弗蘭克．萊斯利新聞

畫報》之〈淡水女工揀選茶葉圖〉 

年代 1871 

資料出處 
Frank Leslie's Illustrated Newspaper 
弗蘭克．萊斯利新聞畫報 

作者 N/A 

說明 

此物件為 1871 年 9 月 23 日發刊的美國

《 Frank Leslie 畫報》 （ Frank Leslie's 
Illustrated Newspaper）中的第 29頁及 30
頁。29頁有三張插圖：（1）描繪淡水工

人揀選茶葉，準備銷往美國市場的情形

（Formosa Island – Preparing Tea for the 
American Market at Tam-sui, Northern 
Formosa）；（2）此圖描繪於 8 月 27 日，

一艘在墨西哥墨比爾灣的蒸汽船發生爆

炸後的景象；（3）此圖指出發生爆炸的部

位是船上的蒸氣爐。文字部分，左上角是

關於基隆的描繪，其餘大部份是有關蒸汽

船的爆炸事件的報導；最後的部分是關於

去逛紐約馬市場的報導。30頁中，除了續

馬市場的報導，下方是關於一艘運載著茶

葉的蒸汽船 Alaska 號安全抵達三藩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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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據文中表示，這艘船承載了從日本

和中國進口將近 3500噸的茶葉。 

典藏地點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 2002.006.0087 

授權狀況 須申請授權 

 
 

名稱 
1871 年 9 月 23 日《弗蘭克．萊斯利新聞

畫報》之〈大屯山山腳下之茶園景觀〉 

年代 1871 

資料出處 
Frank Leslie's Illustrated Newspaper 
弗蘭克．萊斯利新聞畫報 

作者 N/A 

說明 

本物件為 1871 年 9 月 23 日發刊的美國

《 Frank Leslie 畫報》 （ Frank Leslie's 
Illustrated Newspaper） 中的第 27 和 28
頁。頁 28是由 Edward Greey所撰寫的一

篇描述臺灣的文章，並附有一張插圖描繪

淡水東方大屯山山腳下之茶園景觀。文中

提及臺灣北部的火山遺跡，其陡峻的山坡

是種植茶葉的最佳地點。還提到這一帶還

有通脫木和樟樹及其價值。作者還提到在

Fungshao區有油礦，而這種油可作為價值

昂貴的中藥使用。最後說明臺灣的茶葉主

要出口美國和澳洲，並且介紹了揀選茶葉

的工作方式。 

典藏地點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 2002.006.0088 

授權狀況 須申請授權 

 

名稱 1874 年 8 月 29 日《圖畫週報》插畫 

年代 1874 

資料出處 
The Graphic: An Illustrated Weekly 
Newspaper 
《圖畫週報》 

作者 N/A 

說明 

此三幅版畫素材來源自Arthur W. Corner，
分別描繪了：1. 接受日軍操練的原住民

（Formosan Savages at Drill）；2. 右上為

在 淡 水製造功夫紅茶的 苦 力 （ Collies 
making Gongou Tea），文中還特別說明了

苦力們用腳揉捻茶葉的製作過程；3. 下
圖為打狗港的英國領事館（View of Takao 
- The British Settlement at Taiwanf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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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藏地點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 2003.015.0141 

授權狀況 須申請授權 

 

 

 

名稱 英商和記洋行臺灣烏龍茶商標紙 

年代 1867-1889 

資料出處 N/A 

作者 N/A 

說明 

本物件為英商和記洋行臺灣烏龍茶商標

單，中央有一英文字母「B」，上方印有

「VIA SUEZ CANAL」、「永香」字樣，

「EXTRA CHOICE」意即特選、精選之

意， 「NEW SEASONS」直譯為新的季

節，但此處無法判別其意思，「FORMOSA 
OOLOONG TEA」即為臺灣烏龍茶，下方

為公司名稱「BOYD & Co」，即為英商和

記洋行。 

典藏地點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 2012.045.0324 

授權狀況 須申請授權 

名稱 德記洋行臺灣烏龍茶商標紙 

年代 1875-1895 

資料出處 N/A 

作者 N/A 

說明 英商德記洋行（Tait & Co.）1867 年在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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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安平設立。1878 年為爭取臺灣烏龍茶外

銷歐美商機，也在淡水設行，1887 年則在

大稻埕設行。清末臺灣北部外銷的茶葉是

裝在茶箱內，而為了辨別不同洋行品牌的

茶葉，通常在茶箱外畫上洋行的茶葉商標

名及代表圖案，但其實更常見的是貼上商

標紙。商標紙是用木板印刷後，然後再上

色。商標紙上會有圖案，常描繪臺灣特有

的花鳥、動植物、風景等；或是跟東方有

關的意象，例如船、大鐘、神明等。不過

這件德記洋行商標紙並未描繪圖案，只以

文字寫著這是「特選有濃厚香氣的金邊牌

（Gilt edge）福爾摩沙烏龍茶」。金邊牌

是德記洋行烏龍茶品牌之一。 

典藏地點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 2013.052.0001 

授權狀況 須申請授權 

 
 

名稱 英商德記洋行臺灣烏龍茶鼎鐘包裝商標 

年代 1867～1911 

資料出處 N/A 

作者 N/A 

說明 

本物件為 19世紀德記洋行（Tait & Co.）
的臺灣烏龍茶包裝標籤，商標是一枚中國

式的鼎鐘。1867 年，英商馬遜（J. C. 
Masson）和布爾士（R. H. Bruce）來到安

平，代理創辦人 James Tait，成立了德記

洋行，當時的主要業務是出口糖和樟腦。

1860 年臺灣開港後，臺灣茶得以進入世界

市場，不再被侷限於要和福建等其他的內

地市場競爭，茶作才不斷的改良與引進新

品，推廣了起來。而隨著開港進入臺灣的

洋 商或外國 領 事 ，例如郇和 （ Robert 
Swinhoe）、陶德（John Dodd）等人也積

極的參與茶樹的引進改良以及烘培製作

技術的革新與推廣。 

典藏地點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 2002.006.0092 

授權狀況 須申請授權 

名稱 
1871 年 9 月 9 日《弗蘭克．萊斯利新聞畫

報》之〈淡水美國領事館〉 

年代 18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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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出處 
Frank Leslie's Illustrated Newspaper 
弗蘭克．萊斯利新聞畫報 

作者 N/A 

說明 
此圖描繪的是淡水美國領事館。其實是約

翰陶德的住所，由於陶德受委任代理美國

領事，所以才被稱為美國領事館。 

典藏地點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 2002.006.0086 

授權狀況 須申請授權 

 
 

名稱 
1874 年 3 月 26 日《森林與河流》第 2卷
第 7 期 

年代 1874 

資料出處 
Forest and Stream Publishing Co.出版 
《森林與河流》 

作者 N/A 

說明 

本物件為紐約出版的雜誌，創刊於 1873
年，於 1930 年停刊。本物件為 1874 年 3
月 26 日發刊的第二卷的第 7 期。此頁刊

載了一篇有關於福爾摩沙的文章，這是第

二篇（In Formosa, Number Two），自頁 97
至頁 112，共 16頁。其文章的第一篇刊登

於 3 月 12 日（頁 67），第 3篇刊登於 4
月 2 日（頁 114），第 4篇刊登於 4 月 9
日（頁 130）。本文第一篇中，一開頭就

提到他和一名將軍，以及 Consul Dodd正
愉快的在 Consul Dodd位於淡水的家共進

豐富美好的晚餐。由此推斷，這位 Consul 
Dodd應為蘇格蘭商人 John Dodd（約翰陶

德）。這篇文章的主要內容就是這三人從

淡水出發，先走了水路，然後經過山路來

到基隆的礦產區的一切經歷，包括所遇到

的人、待遇、地形、風景等。第二篇中還

提到他們被水牛攻擊，臨危之際，有一名

原住民小孩出現趕走了大水牛。 

典藏地點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 2002.006.0151 

授權狀況 須申請授權 

名稱 淡水紅毛城（英國領事館全景） 

年代 1895-1945 

資料出處 N/A 

作者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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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日治時期作為英國領事館使用的淡水紅

毛城（安東尼堡）、英國領事官邸（中）

及淡水關稅務司官邸的全景。淡水紅毛城

在 1867 年被租用為英國領事館，兼辦臺

灣北部的茶葉與樟腦輸出貿易，之後英國

人在其旁邊增建了一棟二層樓紅磚洋樓，

作為領事官邸。日治時期仍繼續作為英國

領事館使用，直至 1972 年。 

典藏地點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 2001.008.0987 

授權狀況 須申請授權 

 

名稱 偕醫館 

年代 1880 

資料出處 N/A 

作者 N/A 

說明 馬偕博士立於門口左側 

典藏地點 真理大學校史館 AUP000053 

授權狀況 須申請授權 

 

名稱 偕醫館 

年代 N/A 

資料出處 N/A 

作者 N/A 

說明 
英國領事館醫生、馬偕(右二)、及兩位助
手於偕醫館為病人開刀 

典藏地點 真理大學校史館 AUP000075 

授權狀況 須申請授權 

 

名稱 馬偕博士與牛津學堂學生合影 

年代 1890 

資料出處 N/A 

作者 N/A 

說明 戴白帽為馬偕，右邊小孩為偕叡廉 

典藏地點 真理大學校史館 AUP000106 

授權狀況 須申請授權 

名稱 牛津學堂 

年代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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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出處 N/A 

作者 N/A 

說明 馬偕博士在牛津學堂內授課的情形 

典藏地點 真理大學校史館 AUP000064 

授權狀況 須申請授權 

 

名稱 淡水女學堂 

年代 N/A 

資料出處 N/A 

作者 N/A 

說明 師生合照 

典藏地點 
真理大學校史館 AUP000051  
 

授權狀況 須申請授權 

 

名稱 淡水女學堂 

年代 N/A 

資料出處 N/A 

作者 N/A 

說明 初代婦學師生合照 

典藏地點 真理大學校史館 AUP000181 

授權狀況 須申請授權 

 

名稱 Robert SWINHOEの略傳 

年代 1935 

資料出處 臺灣博物學會會報第 25卷第 136-139 號 

說明 首任英國副領事 Robert Swinhoe 之全身像 

典藏地點 國立臺灣圖書館 

授權狀況 須申請授權 

物件類 

名稱 
柯林伍德著《一位自然學者在中國海

岸與水域之雜記》 
年代 1868 

資料出處 
JOHN MURRAY, ALBEMARLE 
STREET.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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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C柯林伍德（uthbert Collingwood） 

說明 

本書為 19世紀英國的外科醫生及自然

學者柯林伍德（Cuthbert Collingwood）

所作。他在 1866-1867 年間自願參加了

英國海軍艦艇Serpent 號的亞洲探險之

旅。本書即為此次遠行沿途所見的紀

錄，共 24章節，第 3至第八章（35頁
至 128頁）為紀錄福爾摩沙島部分。書

中描述了島上一些風景、自然現象與

生物，如水牛、蒼鷺、猴子、植物等，

另外也詳細觀察了島上的漢人與原住

民的外貌與生活方式。Collingwood首
先於 1866 年 5 月 6 日抵達打狗，接著

再前往澎湖、淡水、水返腳、雞籠、蘇

澳等地探勘。書中亦收錄多張有關此

次所見之版畫。 

典藏地點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 2002.006.0077 

授權狀況 須申請授權 

 
 

名稱 
《1884-1885 年法國人遠征福爾摩沙》

作者手稿、地圖手繪稿 

年代 1894 

資料出處 N/A 

作者 Eugène Germain Garnot 

說明 

1894 年出版《1884-1885 年法國人遠征

福爾摩沙》（L'Expedition Francaise de 
Formose 1884-1885）一書的地圖手繪

稿及文字稿。此件圖文手稿的書寫方

式及地圖描繪用色，基本上與後來出

版成書的版面編排及印製等幾乎相

同，應是出版前的手寫稿及地圖手繪

初稿。《1884-1885 年法國人遠征福爾

摩沙》一書作者 Eugène Germain Garnot
為 1884-1885 年法軍遠征福爾摩沙之

一員，書中回憶此段親身經歷。書中對

法軍在北部淡水、雞籠及澎湖的軍事

行動有頗為詳盡的描述，並附有關於

福爾摩沙北部一帶的 10 張彩色地圖與

30 張翻刻自相片的版畫。這本書是目

前所見西文書中描寫法軍攻打臺灣最

為詳盡的一本，呈現了法人觀點下的

清法戰爭。書中所附的原手繪地圖，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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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印出版後，成為之後西方人描繪臺

灣北部地圖的重要參考。 

典藏地點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 2010.018.0024 

授權狀況 須申請授權 

 

名稱 馬偕日記 

年代 1871-1901 

資料出處 N/A 

作者 馬偕 

說明 

馬偕（漢名偕叡理）1871 年至 1901 年

親筆日記，其中 1883 年日記已佚失，

為馬偕抵臺 31 年間在北臺灣的生活與

宣教紀錄，日記主要以橫線筆記本記

錄為多，但部分內容也書寫在空白散

頁、正式日記本等，一冊時間起迄範圍

沒有固定，橫跨時間最少 1 年，至多 7
年，共計 12筆單件。 

典藏地點 真理大學校史館 

授權狀況 須申請授權 

 
 

名稱 偕叡理牧師所用的箱子 

年代 N/A 

資料出處 N/A 

作者 N/A 

說明 N/A 

典藏地點 真理大學校史館 AUH000002 

授權狀況 須申請授權 



454 
 

 

名稱 馬偕博士的懷錶 

年代 N/A 

資料出處 N/A 

作者 N/A 

說明 N/A 

典藏地點 真理大學校史館 AUH000008 

授權狀況 須申請授權 

 

名稱 馬偕博士的拐杖 

年代 N/A 

資料出處 N/A 

作者 N/A 

說明 N/A 

典藏地點 真理大學校史館 AUH000009 

授權狀況 須申請授權 

 
 

名稱 牛津學堂畢業證書 

年代 N/A 

資料出處 N/A 

作者 N/A 

說明 N/A 

典藏地點 真理大學校史館 AUD000060 

授權狀況 須申請授權 

 

三、 ⼤門⼝的守門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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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照片類 

 

名稱 
Sir Robert Hart 
海關總稅務司赫德 

年代 N/A 

資料出處 https://www.hpcbristol.net/ 

作者 N/A 

說明 N/A 

典藏地點 英國布里斯托大學 

授權狀況 須申請授權 

 
 

名稱 淡水港 

年代 1900 年代 

資料出處 N/A 

作者 N/A 

說明 白色建築物為淡水海關 

典藏地點 秋惠文庫 

授權狀況 須申請授權 

 
 

名稱 淡水港 

年代 1900 年代 

資料出處 N/A 

作者 N/A 

說明 呈現淡水港帆樯林立的狀況 

典藏地點 秋惠文庫 

授權狀況 須申請授權 

 
 

名稱 淡水海關、基隆海關 

年代 1895 

資料出處 《日清戰爭寫真帖》AB冊 

作者 小川一真 

說明 

日軍佔領時所攝，內容收集許多張日

軍乙未戰爭接收臺灣的影像，1 張照片

作為 1 頁，照片下方為日文說明，上

方為英文說明，並標示攝影日期。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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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下處有「版權所有 陸地測量部」版

權宣告；照片右下處有「小川一真製寫

真版」文字。 

典藏地點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 T2018.001.6682 

授權狀況 須申請授權 

 

名稱 淡水港 

年代 1863-1864 

資料出處 N/A 

作者 N/A 

說明 目前所見僅存的淡水開港初期照片 

典藏地點 南天書局 

授權狀況 須申請授權 

 

四、 關閉的⼤門 

物件類 

名稱 淡水海關地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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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 1866-1895 

資料出處 臺灣總督府檔案 

說明 

1866 年，吳氏兄弟將「滬尾砲臺埔」

山場以洋銀900元賣給海關起造官署。

接著於 1869 年，海關又向臺灣府永租

另一段砲臺腳的田地，建造稅務司宿

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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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藏地點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授權狀況 須申請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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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結論與建議 
本案蒐集史料 100 筆，依據四大主題，分別是大門口的陌生人 3 筆，大門

口的新鮮人 56 筆，大門口的守門員 36 筆，關閉的大門 5 筆。透過這些文獻整

理，可以呈現淡水設關後，外國人在此生活的情景，貿易的發展，海關部門的

運作，以及日本政府接收初期的交涉過程。
未來若要進行展示應用，有下列建議：

1. 本案蒐集大量英國外交部檔案中，淡水海關的照會文獻，過去鮮少曝光。

但若直接展示檔案，亦難吸引民眾近用。可利用多媒體具體呈現檔案紀錄

的各種事件，將之轉譯為民眾容易了解的內容。

2. 科林伍德在淡水地區的旅程搭配其手繪稿，利用文化路徑的概念，不但可

展示，更可彙整為承載地理、歷史意義的走讀行程。

3. 可規劃出版史料彙編，提供有興趣的民眾在參觀後有研討的文本資料。



「淡水開港相關展示史料蒐集」
期中報告書審查意見回覆對照表

審查委員 審查意見 回覆意見 編碼

張委員鳳冠

標題及資料來源請以容

易瞭解的文字呈現，並

有詳細的資料來源。

謝謝委員提醒，將於期末報

告中修正標題及資料來源，

以利讀者閱覽。

部分內容及文字錯漏請

修正。

謝謝委員提醒，錯漏字已立

即修正。

目錄及分類請於期末報

告書一併修正。

謝謝委員提醒，在期末報告

時將增加目錄及分類。

周委員宗賢

標題、資料來源項，宜

中、英文並列。

謝謝委員意見，標題、資料

來源改為中英文並列，於期

末報告呈現。

流水號 4：黃萬鐘此人，

可補上十來字補充他的

身份。

謝謝委員意見，將補充說明

「黃萬鍾，又稱為黃阿祿，

是艋舺著名的郊商，其妻即

艋舺俗諺所稱『第二好，黃

阿祿嫂』的黃莊氏」。

流水號 8：銅山館的位

置，將新生街改為文化

路，銅山館營兵來自潮

州東山縣。

謝謝委員，已按照意見修

改。

流水號 14：「艋舺參府」，

請再查清楚其單位名。

謝謝委員提醒，已修正為

「艋舺參將」。

流水號 73：稅務司官邸

（今日淡水小白宮）並

不正確，是否加括號註

解，請再考量。

謝謝委員提醒，會將括號內

的註解刪除。

流水號 98：外僑墓園之

解說，宜再整理，補上如

吳威廉、畢公、巴恩斯等

人。

謝謝委員提醒，將於期末報

告增加吳威廉、畢公、巴恩

斯等人資料。

教育項建議增加一、二

件。

謝謝委員提醒，將於期末報

告增加牛津學堂相關史料。 
教會公報這份史料，找

尋有無和本研究案有關

者，補上一、二件更佳。 

謝謝委員意見，如有找到

《臺灣教會公報》內的相關

史料，將會加入期末報告



內。 

廖委員康吾 

建議期末報告書仍需補

附目錄、及計畫緣起、辦

理方式等。 

謝謝委員提醒，期末報告書

將增補目錄、及計畫緣起、

辦理方式。 

 

資料來源建議應完整呈

現，一般人較無法理解

縮寫代表意義。 

謝謝委員提醒，將於期末報

告中修正資料來源標註，以

利讀者閱覽。 

 

圖檔部分解析度低，建

議於期末報告書中修

正。 

謝謝委員意見，由於國外檔

案館相關規定，目前僅能由

微捲翻拍，或取得解析度較

低的圖檔。未來若有展示之

需要，可向原典藏單位申請

高解析度圖檔。 

 

因研究資料未來將應用

於展示，建議於史料、文

章、報導中，儘量找尋圖

像或插畫等資料。 

謝謝委員提醒，後續 50 筆

資料會增加地圖、照片和繪

圖等資料。 

 

張委員家源 

建議於期末報告書提出

目錄、章節、緣起及架

構。 

謝謝委員提醒，期末報告書

將增補目錄、章節、緣起及

架構。 

 

部分圖像拍攝較不清

楚，可再改善。 

謝謝委員意見，由於國外檔

案館相關規定，目前僅能由

微捲翻拍，或取得解析度較

低的圖檔。未來若有展示之

需要，可向原典藏單位申請

高解析度圖檔。 

 

簡報內容精彩，建議納

入期末報告書。 
謝謝委員意見，期末報告書

將納入期中簡報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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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水開港相關展示史料蒐集」
期末報告書審查意見回覆對照表

審查委員 審查意見 回覆意見

張委員鳳冠

流水號編碼方式請再調

整。

謝謝委員提醒，成果報告書已刪除流

水號。

每個章節請再補充結

論。
謝謝委員提醒，已補充結論。

請建立史料目錄。
謝謝委員提醒，成果報告書已增加史

料目錄。

周委員宗賢

P37(No.6)希望能「經
營」淡水口和…。

謝謝委員意見，已修改。

P45(No.11、12)次標題—
海難，是否有更貼切的

文字，如：船難、搶船。 

謝謝委員意見，已依委員建議修改為

「搶船」。

P63(No.22)開始 29年的
傳教生涯。

謝謝委員，已按照意見修改。

P80(No.32)鹽館，今人
已不清楚，補註現今位

置，如：中正路幾號一

帶。

謝謝委員提醒，已修正為「中正路派出

所一帶」。

P88(No.35) 海 關 鈐 字
手，工作是什麼？請補

充為宜。

謝謝委員提醒，已用括號註解「負責稽

查船艙」。

P95(No.37)供事馬定，
是共事？

謝謝委員提醒，供事是海關職員的職

稱，英文是 clerk，已補充於文中。 
P106(No.50)牛津學堂
開幕式，是 10月 26日？ 

謝謝委員提醒，已改正為 7月 26日。 

P124照片和 P123重複。 謝謝委員提醒，已刪除重複照片。
P127(No.59)站在港口
的石柱上，石柱是否與

「望高樓」同址？

謝謝委員意見，因相關資訊較少，目前

無法確認石柱就是望高樓。

P155(No.79)今日和平
島一帶，可寫「今和平島

外島」。

謝謝委員，已按照意見修改。

P157(No.80)乃是「英」
國茶商陶德。

謝謝委員，已按照意見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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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17(No.10)艋舺水陸
營，是水師營嗎？ 

謝謝委員，已修改為「水、陸營兵」。 

P282(No.39)第六行，辨
「視」→識。 

謝謝委員，已按照意見修改。 

P290(No.41)「藩台」，一
般人不知是何官，可補

充說明「布政使的別

稱」。 

謝謝委員，已按照意見修改。 

P302(No.45)成「型」→
行。 

謝謝委員，已按照意見修改。 

P356(No.69)凌爾醫生，
中國譯名有人稱「林

格」？ 
謝謝委員，已加註「或譯林格」。 

P380(No.92)滬尾砲臺，
應補注今位置。它是嘉

慶 13 年建於今紅毛城
下的砲台。(滬尾水師守
備營)。 

謝謝委員，已按照意見修改。 

P391(No.96)「小砲台」，
可能是指今油車口的砲

台(即法軍稱的白砲台)，
或水雷營「保固東瀛」砲

台的砲位。 

謝謝委員，已按照意見修改。 

廖委員康吾 

建議將史料清單欄位的

字數一欄刪除。資料來

源可加註是書冊掃描、

拍攝或數位檔。 

謝謝委員，已按照意見修改。 

P108，清單日期與資料
來源英文日期不一致，

解說內容的第五行「北

側設置藍色浮標」，應為

「黑色」。 
 

謝謝委員，已按照意見修改。 

P271，清單日期與資料
來源不一致。 

謝謝委員意見，資料來源「1862-82」
是書名，但清單日期 1883是該書出版
之日期。 

P416，清單標題書名
「1895-1899」，與史料

謝謝委員提醒，已按照意見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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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5-96」不一致。 
P240-243，1873年奧匈
帝國博覽會大清海關條

約口岸展品目錄，建議

英文資料能更清晰、易

閱讀。 

謝謝委員提醒，由於將圖檔縮小為 A4
規格，故較看不清，展示時可放大版面

以利閱覽。 

沈委員蓁 

部分解說內容與原文獻

內容資訊不一致，如

P.108日期、內容(警船浮
顏色)，另因部分史料僅
擷取單篇報紙文面，未

擷取報紙日期，故無法

確定是否誤植，建議再

次校對，以利後續查找

資料與利用。 

謝謝委員提醒，已重修校對並修改錯

誤。 

目前未見統一史料目錄

或清單，因部分章節史

料順序非以年代排序，

而是以主題(展示次標
題)排序，較不易確認史
料關聯性、年代排序等，

建議建立史料目錄或清

單。 

謝謝委員意見，已建立史料目錄。 

黃委員士娟 

期末報告內容豐富，但

目前之編排不易閱讀，

建議章節調整為一前

言，二展示主題(含原第
二三四五章)，三結論與
建議(含第六章展品清
冊)。 

謝謝委員，已按照意見修改。 

目前之第二三四五章之

內文建議，以所附之文

獻寫成內文，個註解則

為這次蒐集史料，較有

利於理解該章之內容。 

謝謝委員，已按照意見修改。 

從頁數可以看到各章內

容比例差異大，第三四

章之量非常多，僅由P16
謝謝委員，已按照意見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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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短文難以知道內容，

建議應再予以詳加說

明。 
第六章建議展品清冊和

前面引用資料不同，建

議於附錄中應有目錄，

為方便閱讀，建議史料

內容移至附錄，另外於

附錄加列和文獻中事件

有關之年表。 

謝謝委員，已按照意見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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