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淡水「海關碼頭」和昔日稅

務司官邸的「小白宮」 

古名滬尾的淡水，於北京條約之後

開放通商而成為國際商港，並設立滬尾海

關收取關稅。19世紀初，以蔡牽、朱濆為

首的海盜猖行於中國大陸東南沿海和臺灣

一帶，嚴重擾及大陸、臺灣之間的海路運

輸和兩者的海岸治安，尤其會對於臺灣北

淡水河口邊的平緩岸帶處，即是道光、咸

豐皇帝主政期間的「滬尾水師守備營」所

在地，在歷經大清、日本等不同政體的管

轄後，現今則是由我國海軍部門管理，並

已被新北市政府列定為市定古蹟。

「滬尾」的名稱，係源自此地在清代

中期即和簡稱為「滬」的上海通商頻繁，

猶如是接續於上海後尾的城鎮，乃逐漸產

部、東北角沿岸居民身家財產的安全造成

極大的危害。清廷道光年間，為求剿滅海

寇並防止每隔一陣子即告死灰復燃，遂計

畫將原本係駐紮於福建的水師守備營，調

動部分兵力移駐至臺灣北部並布建防務設

施。該時，在海防要務與經貿領域皆居北

臺灣鰲首之位的滬尾(今淡水)，乃設立新

守備營的首選城鎮，而現今在紅毛城下、

生滬尾之名；而「淡水」在清代則曾經是

北臺灣的通稱，早期便設置有淡水廳、淡

水縣的地方編制。以光緒初期的淡水縣為

例，東以三貂溪與宜蘭縣交界，西至土牛

溝與新竹縣相接，範圍涵蓋今北臺灣之數

個縣市，但自從官府於滬尾開港設關後，

人口遂逐漸往滬尾和淡水河口處、鄰近河

口之海岸一帶匯集，故民眾口語通稱的淡

臺灣

淡水滬尾
首要
國際
商港
的歷
史見
證

■ 文、攝影／謝晚媖▲ 昔滬尾海關稅務司官邸（即通稱的小白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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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昔之滬尾海關碼頭。

水實際上已逐漸縮小至淡水河口附近的區

域，而具城鎮規模的滬尾亦常被民眾稱為

淡水。

臺灣地區之開港通商，係肇始於1858

年 (清朝咸豐8年)及1860年 (咸豐10年)，

和英、法兩國簽訂的「天津條約」及「北

京條約」，當時必須依約開放安平、打狗

(今高雄)、滬尾和雞籠(今基隆)4個港口，

而英國在與清廷簽訂北京條約後，便立即

著手與臺灣進行海運通商。1861年7月，

英國政府派駐臺灣之副領事—郇和(Robert 

Swinhoe , 另有史溫侯、斯文豪之譯稱)

經過勘察後，認為滬尾港較其他3港更為

便利，遂決定以滬尾作為最主要的通商口

岸；次(8)月，大清的咸豐皇帝過世，同

治皇帝即位，開港通商之事持續進行，英

國政府則於同年將原本設址於台南府城之

副領事館遷往淡水。因此，滬尾在19世紀

後葉的晚清朝代，便是一個頗負盛名的港

埠，而且還是同一時期全臺灣最具地形優

勢和招商環境的國際商港，這一段發生於

100~130餘年前與海運、港埠、海關暨外

交各項領域咸有密切關連的輝煌歷史，多

數的國內民眾卻是少有聽聞，甚至於連淡

水地方人士亦皆淡然未知了！

臺灣既須依約開放港埠以對外通商，

則應同步設立海關以徵收關稅，所有外國

船隻航抵臺灣後，僅能在明令開放的滬尾

等四個通商口岸進行貿易，在其他港口、

海岸交易者，均屬違法之走私。臺灣開放

通商之初，清廷係敕令斯時任職福建省

候補道之區天民，赴台辦理設立海關之要

務。1862年 (同治元年)，區天民承清廷之

令出掌「滬尾守備署」，並擇原為滬尾水

師營的駐紮地籌辦「滬尾海關公署」，展

開海關碼頭之肇建。碼頭區除了碼頭本體

外並於碼頭旁建有洋式樓房、倉庫以及其

他房舍，碼頭則是以開採自唭哩岸山與觀

音山的岩石為建材來砌造，係沿循19世紀

末在大陸上常見的碼頭建造工法以築砌，

迄今仍舊被保存下來，具有深厚的歷史意

義。

1862年7月，建置淡水商港已告一段

落，外籍貨輪開始入港，臺灣之對外商貿

於焉開通，新設的「滬尾海關公署」同步

展開運作，正式收取進口貨物之關稅，故

而滬尾港之開港通商、設關徵稅，乃是

臺灣海運發展和國際貿易上的重要史頁。

為有效且專業管理龐雜之關務且確保海關

營收，清廷爰採納當時於大陸海關代理

「總稅務司」職務的赫德(Robert Hart，

1835~1911，於1861~1863年代理李泰

國的海關總稅務司之職，1863年11月30

日真除)之意見，任命英籍的侯威爾(John 

William Howell)出任滬尾海關副稅務司。

赫德之薦派侯威爾出掌滬尾海關，一則冀

望侯威爾本持專業能力掌管海關，俾確保

關稅的徵收；再則是晚清時期的中國海

關，稅務司、副稅務司⋯等之高層職務大

都是由外籍客卿出任，尤以和赫德同屬英

國籍的客卿占最多數。無可諱言的，這群

外來客卿既移入完備的制度以協助清廷管

理關務，但也藉由管理關務的過程涉入其

他領域的朝政，同時保護英國的利益，例

如發生於1884~1885年間之清法戰爭，其

調停、議和等事即是由總稅務司赫德出面

斡旋的。

設立於晚清時期的滬尾海關公署，

係管理全臺灣所有的關務，在茶葉、樟

腦、硫磺⋯等農礦產品對外貿易極為興盛

之際，彼時的滬尾港乃臺灣最大的國際港

埠，各國洋行亦皆聞訊紛紛趕至滬尾設行

貿易，外國商人雲集，交相打探訊息，因

此該一時期的滬尾亦為西方文化登陸臺灣

的最大門戶；滬尾海關則是清代全台開放

對外通商初際，諸海關當中地位最重要

者，且直至日治初期淡水海關依然是全台

關務的首要官署。滬尾開港設關後，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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愈為繁榮，商船往來不絕於途，港埠附近

的市集店鋪屢可見到華洋商賈共處的情

景，海關之業務亦因進出港埠船隻數量的

日益增多而愈為繁忙吃重。繼滬尾海關於

1862年開辦未久之後，雞籠港亦跟著對外

開港設關，各種大小關務幾乎皆以滬尾海

關為師。

滬尾海關碼頭暨稅務司官邸

之肇建和變遷

清朝滬尾海關的設施，計有海關碼頭

區、關署樓房、稅務司官邸、倉庫以及其

他相關建築物。海關碼頭乃是目前全臺灣

僅存、建於清代而遺留至今的碼頭，自臺

灣光復後即由軍事單位駐紮管理，作為戌

守海防的據點。海關碼頭全長近約150公

尺，屬重力式岸壁結構，岸壁表面係按清

代尺制以長3尺或2尺5寸、斷面呈1尺5寸

見方的硬石砌築，內則以卵石填覆，另以1

尺見方的石材建構邊壁，構造頗為堅實牢

固；另有15根「繫船」專用，防止船舶飄

移的短型石質方柱，其功能與今常見於碼

頭的「繫船柱」(bollard，又稱繫纜椿)相

同。另亦建有「登船口」，可充作便利海

員上、下船舶的通道。

自建竣迄今已經近約140年之久的滬

尾海關，無論是以當時所施用、甚為獨特

的「交丁工法」砌成之碼頭，和建於前

清時期、炯異於傳統閩南式建築的磚造洋

樓，以及曾於日治時期改建過的倉庫，在

碼頭營建工程、歷史文化資產以及交通海

運的發展演進⋯等各方面，均極具悠久的

歷史意義和長遠的保存價值。但因長期以

來係由國軍部隊駐守，缺乏有效維護，碼

頭靠海之面的石材，則因為多年來經常遭

逢颱風侵襲肆虐和浪潮衝擊拍打，以致碼

頭基部破損情形十分明顯，頻有崩塌傾倒

之險象，若干舊建材尚有沈落入水中而被

潮汐沖走的危虞，而早已不再具有停駁船

舶、裝卸物資的用途了。由於碼頭區現今

仍是屬於軍事管制範圍地，因此民眾無法

洞悉其堂奧，遂宛如是一直披覆著神秘的

色彩。部分好奇的遊客則會佇立於淡水河

口對岸，以望遠鏡遠眺自清代沿傳至今、

煞如老驥伏櫪般的古舊碼頭之身影。

滬尾海關設立初期的關員和留居滬尾

經商的中外籍人士，因需有棲身之所，故

經由口耳相傳，常於當時滬尾港區附近的

砲台埔、龍目井和烽火街(今淡水真理街、

馬偕街和中正路)附近租屋居住，由於租

賃收益頗受看好，乃有不少的地方居民特

地新建洋房，並以出租予外籍人士為優先

考量。1869-1876年，改由英籍的好博遜

(H.E.hobson)出任滬尾海關稅務司，他於

到任之翌年、即1870年在砲台埔向吳姓

地主購買當時猶屬不毛荒野的民地，興建

自己所欲住宿的「稅務司官邸」，由於當

時的關稅收入已告豐盈，因此這座而以水

泥、磚瓦為主要建材所建蓋的西班牙風格

洋樓，極為豪華氣派，得讓居宿其間的稅

務司備覺尊榮。

官邸呈坐東北、朝西南之方向，綠意

盎然的庭園圍繞於周旁，顯露寬廣闊達的

格局，圍繞四周之外牆則以該時工匠泛稱

作「黑磚斗子」的磚塊所築砌，建築基地

先經特地填築，增高了3英呎以防止淹水

潮濕，兼能展現屋舍的軒昂尊貴。四面呈

斜坡式俾可便於排水之屋頂，覆以耀眼亮

麗的紅色琉璃瓦，高巍的屋椽得擴增室內

的空間和通風避熱之效果。東、西、南三

面均有8呎高、又稱作「涼台」的弧拱迴

廊(Bungalow)，除可增益視覺上的美觀效

果外，尚可增加光照面積，使每一面、每

一處弧拱區的空間，皆能獲有充足的日照

與開敞視野，屋內則飾有百葉窗、壁爐等

裝飾，洋溢著高雅悠閒的格調。屋體外壁

係以潔白的油漆髹飾，白壁、紅瓦和黑色

圍牆的搭配，極為醒目，誠為19世紀期間

足可與英國駐滬尾「領事官邸」，並稱為

整個淡水城鎮內，兩座最尊貴美麗的大宅

門。

日治時期，淡水海關及各種

相關設施的變革

1895年，依據清日簽訂之馬關條約，

清廷將臺灣割讓予日本，日本「稅關」

▲ 由首任台灣巡撫劉銘傳下令建造的滬尾砲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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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無法與發展條件遠較其具備優勢，而且

日漸受到官府重視的基隆港相比美，故而

淡水稅關的業務較之往昔顯得清淡甚多。

日治時代中期的1916年，臺灣總督府調整

海關編制，將直屬總督府之稅關部門遷至

臺北城內之大稻埕，1920年又將淡水稅關

易名為「總督府稅關淡水支署」。後續的

數10年，淡水港口的海運業務固然逐年縮

減，但淡水鎮依然是環繞著臺北市的衛星

城鎮之一。

另由好博遜稅務司所興建，作為其

居所的原滬尾海關官邸，於日治之初曾數

度暫作駐台總督或自日本抵台視察之高級

官員的行館，但是因為改制後的「淡水稅

關」收入已大不如前，無法每年撥付經費

妥善維護，屋體遂告斑駁毀壞，環圍於四

周原本翠綠清碧的庭院則是蕪草蔓生，日

治後期則宛如「紅顏玉女漸白首」似的幾

被遺忘而任其荒朽頹圮，還遭鄰近學校的

學生戲稱之為「化物敷屋」(鬼屋之意)，

殊為可惜。至於由劉銘傳建造的「滬尾砲

台」，初時乃由日軍接管充作射擊練習

場，並因內圍牆垣傾頹以致砲台外貌已變

更為口字形的碉堡型式，未久即遭棄置荒

廢，所幸其餘結構尚無重大毀壞，而四門

大砲則於後來被拆移熔解，故而今日已經

俱告無存。

臺灣光復後，對舊日海關碼

頭和「小白宮」等設施的處

置管理

日治時代後期，淡水港之地位已大半

被基隆港所取代以致愈趨沒落，民國34年

(1945年)日軍投降、臺灣重光，同年10月

8日，國軍臺灣指揮所憲兵第四團之部隊，

搭乘古代漢式船舶從淡水海關碼頭登陸，

此一建於晚清朝代的海關碼頭，在睽違長

達半世紀之久後，終可再由故國派遣部隊

踏臨其上，惟此刻進入淡水鎮的部隊已經

是民國體制的國軍官兵，而非前清朝代之

滬尾水師守備營了。國軍部隊先和日本的

稅關人員辦理財產品之清點、移交事項，

而正式的接管係繼10月25日於臺北中山樓

舉行完臺灣光復大典之後施行(10月25日

則於日後被訂為「臺灣光復節」)，逐步將

碼頭、設備和海關業務之運行公權奉還原

主。

滬尾商港和滬尾海關，在歷經劫波

之後終能重為臺灣物業，並曾重現短暫的

機運，但畢竟不敵時代之變遷和潮流的推

移，淡水已不再是繁忙的商港，與國際海

運相連的海關業務亦分階段移撥基隆海關

管理，當地海關部門僅保留些許層級較低

的關務工作。而原之滬尾海關專用碼頭，

嗣後即長期由我國的海軍部隊接管，至今

(日文之稅關即海關)鑑定官野村材二於同

年6月初自基隆登陸再轉抵達滬尾海關，

就即將進行的交接事宜預作鑑定，並與

清代最後一任之滬尾海關稅務司—馬士

(H.B.Morse)等人共同清點、估算財產。

6月17日，日本政府宣布治台「始政」，

滬尾海關亦展開交接，8月5日馬士稅務

司結束此一始設於清朝的「滬尾海關」之

業務，即日起海關改交隸屬日本新政權的

「淡水稅關」管轄。

改朝換代初際，滬尾港與大陸之間的

船運幾乎全部停頓，並因河道日漸淤淺、

大型船舶出入不易，與外國之海運通商遂

大幅縮減，此後已難再常有「大船入港」

的景象，黃金歲月也跟著流逝飄移。日治

時代早期，淡水地方的機關或公有部門，

有的冠稱滬尾、有的則冠稱淡水，極為紛

亂，後來再經總督府於1912年核定，統一

定名為淡水，並即捨棄滬尾之名而不再沿

用，當然另有一項原因乃是在於擺脫淡水

與大陸、上海的關連。即使是在總督府大

力推展建設臺灣的日治中期，淡水港亦因

 淡水紅毛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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猶然，但卻因缺乏妥慎維護，使得以石材

交疊砌成的碼頭本體有明顯損壞之情形。

因其今已幾乎不再具有軍事用途，故而國

防部或海軍部門若能將舊海關碼頭的管理

權移交予當時的臺北縣政府，修復為親水

海岸或步道，當可發揮更大的功能，同時

充分活化古蹟。

另外，早期的滬尾海關稅務司官邸，

則由財政部關稅總局接收，因早期缺乏經

費從事整建，故多年來皆是任其閒置，久

經風雨吹襲，自然更加的老舊破敗，尤以

1963年襲台的葛樂禮颱風，所造成的破

壞最為嚴重，由「黑磚斗子」築砌的外牆

幾乎全告坍塌。民國84~85年間，關稅總

局暨財政部曾計畫將本已殘破不堪的舊宅

報廢拆除，就地改建為住宅大樓，後經淡

水地方人士、公益團體、學者專家，共同

發起搶救行動，呼籲政府將舊宅妥善修護

並列為古蹟。此舉速獲當時的淡水鎮公所

和中央各部會的善意回應，在淡水鎮公所

層轉臺北縣政府將海關舊官邸報請評鑑為

古蹟後，未久即由內政部邀集文化資產界

的專家們，組成了評鑑審議會議，並於86

年2月1日審慎評定後，認定此棟舊官邸具

有重要的歷史意義和獨特的文化價值，而

將其列為「第三級古蹟」，今則是由新北

市政府維護管理的市定古蹟。本係像是破

位為基隆港的輔助港，但則確可重振淡水

和八里一帶的海運功能。計畫用地達7.22

公頃，計為商業用地2.92公頃，聯外道路

用地1.96公頃、含人行步道在內的道路用

地1.16公頃、公園兼兒童遊樂場用地0.38

公頃、公園用地0.35公頃，以及0.45公頃

的住宅用地，乃近百年來八里區規模最大

的公共建設。民國82年，在其位階尚屬國

內港之際，當地便展開了港埠、碼頭和外

廓防波堤的初期建設，並分別於87~91年

之間完工；且在民國84年建竣一座以弧線

建構外形、極具現代美感的港務大樓，各

項通關、驗關業務之場址，和先端之設施

舊不堪之荒涼廢墟的舊官邸，在按照原有

的建築結構和外觀型貌，經過修葺整建和

重新髹飾後，儼然景象一新，備受各界青

睞，由於斯座官邸是以白色為主色，故被

各界泛稱為「小白宮」。

規劃建設臺北港重振海事航

運

淡水港的海運業務在被基隆港取代而

結束多年後，孰料又因基隆港已難有適當

之港區和腹地可供擴充，交通部乃於10餘

年前將最初預定於靠近淡水河口海域建造

的「砂石碼頭」，擴充為屬國內商港位階

的「淡水港」。接著，為因應政經情勢的

變化，特別是在加入世貿組織(WTO)後即

將面臨與中國大陸的海運通商，遂於民國

84年報請行政院同意，將淡水港提升為基

隆國際商港之輔助港，復於民國88年更名

為「臺北港」，以肩負北臺灣的海運商貿

大計，而與國際海運、對外商貿息息相關

的關稅業務，自然亦將跟著繁重成長。雖

然在地形上，臺北港未如高雄、基隆兩港

那般的具有天然優勢，但仍可採取抽沙填

埋、建造防波堤和埋置沈箱⋯等諸多方式

逐一克服。

這座位於新北市八里區，和舊淡水港

隔著淡水河口相望的臺北港，屬性固係定

亦皆甚為完善齊備。

在近約20年來的規劃建設下，臺北

港已擁有寬闊深長的港區泊地、設備進步

齊全的碼頭、快速便捷的交通網路和遼闊

的腹地，且鄰近大臺北都會區和數個工商

業中心、物流集散樞鈕地。嗣後，臺北港

不但可充分發揮基隆國際商港所屬輔助港

之運輸通關功能，亦可肩負起激勵國際貿

易、增益國家關稅、繁榮社會經濟以及促

進海運發展之使命，並讓在一個半世紀之

前曾經是臺灣首要國際商港的滬尾，重新

於淡水和八里2個行政區，展現如同往昔黃

金歲月一般的現代風華。

 自「小白宮」前之庭院可眺望淡水河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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