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簡  章】

壹、緣起及目標
本研討會透過「再造歷史現場」計畫，以全球視角審視清法戰爭滬尾戰

役等歷史脈絡，這場被稱為「西仔反」的百年前戰役，短暫卻影響臺灣

至深，為回顧這場史話，本研討會以清法戰爭滬尾戰役 135 周年、見證

近代發展軌跡的滬尾，以及淡水環境藝術滬尾戰役等主題進行規劃，強

化淡水的歷史脈絡，凝聚地方意識，重現這塊土地與居民的故事。

貳、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文化部、文化部文化資產局

	 二、主辦單位：新北市政府

	 三、承辦單位：新北市政府文化局、新北市立淡水古蹟博物館

	 四、協辦單位：真理大學

參、辦理內容

	 一、時間地點

	 時間：2019年 10月 25日 (五 ) 至 10月 27日 (日 )，每日 8:30-17:30。

	 地點：真理大學活動中心音樂廳（新北市淡水區真理街 32 號）。



二、活動議程（議程以現場公告為主）

10/25（五）上午場

時間 議程

09:00-09:30 來賓報到

09:30-09:50 開幕式

上午場次：清法戰爭與淡水總論

主持人：許雪姬／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研究員

09:50~10:40
主講人：戴寶村／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教授

講題：淡水港街 ：河海交匯到聯結世界

10:40~11:30
主講人：白尚德／法國普羅旺斯大學東方系教授

講題：The Tamsui battle: some reasons of the French defeat through 
military records

11:30-12:00 綜合座談

12:00~13:30 上午場次結束

10/25（五）下午場

時間 議程

13:00-13:30 來賓報到

下午場次：清法戰爭的國際觀點

主持人：廖仁義／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博物館研究所所長

13:30-14:30
主講人：劉益昌／國立成功大學考古學研究所教授

講題：從考古學談區域史研究－以清法戰爭及淡水為例

14:30-15:30
主講人：日籍學者 ( 待邀約 )

講題：( 待定 )

15:30-15:50 茶敘

15:50-16:50
主講人：賀安娟／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台灣語文學系教授

講題：The European Heritage in 19th-Century Formosa 

16:50-17:20 綜合座談

17:20- 下午場次結束



10/26（六）上午場

時間 議程

09:00-09:30 來賓報到

上午場次：清法戰爭的人與事

主持人：李其霖／淡江大學歷史系副教授

09:30-10:30
主講人：林會承／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建築與文化資產研究所教授
講題：清法戰爭期間 淡水現今尚保存的建築

10:30-11:00
主講人：周星林／中國湖南文理學院教授

講題：滬尾之役前夕孫開華行蹤考

11:00-11:30
主講人：孫培厚／中國湖南省常德市常武醫院院長
講題：地方歷史文獻視域中的孫開華父子

11:30-12:00 綜合座談

12:00~13:30 上午場次結束

 

10/26（六）下午場

時間 議程

13:00-13:30 來賓報到

下午場次：調查研究成果發表

主持人：張崑振／臺北科技大學建築系暨建築及都市設計研究所副教授

13:30-14:30
主講人：李其霖／淡江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

講題：天意－清法戰爭滬尾之役的雙方謀略

14:30-15:30
主講人：吳政庭／逢甲大學地理資訊研究中心副總規劃師

講題：古地圖的空間對位及屬性資料庫建立－以清法戰爭為例

15:30-15:50 茶敘

15:50-16:50
主講人：陳思宇／內容力有限公司營運企劃長

講題：文化記憶的重新發掘與歷史轉譯－以清法戰爭滬尾戰役為例

16:50-17:20 綜合座談

17:20 下午場次結束



10/27（日）上午場

時間 議程

09:00-09:30 來賓報到

上午場次：淡水地方藝文發展

主持人：戴寶村／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教授

09:30-10:30
主講人：陳國棟／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

講題：清法戰爭期間 淡水的防禦與戰役

10:30-11:30
主講人：石光生／國立台灣藝術大學戲劇學系教授

講題：談兩部刻畫清法滬尾戰役的臺灣戲劇

11:30-11:50 綜合座談

11:50-12:00 閉幕式

10/27（日）下午場

時間 議程

13:30-14:00 來賓報到

下午：參訪研習活動

清法戰爭滬尾之役戰場巡禮

14:00-17:00

清法戰爭滬尾之役戰場巡禮

金目港仔溼地、瓦店埤、白砲台、水雷營、得忌利士洋行、偕醫館、程氏古
厝等。（暫定）

導覽：張建隆 ( 淡水史田野工作室負責人 )、

導覽：吳峻毅（淡水文化資源推廣工作室）

17:00~ 導覽活動結束



肆、報名對象
歡迎對清法戰爭議題有興趣之民眾、各級政府、文化資產相關團體、學術研

究機構、各大專院校 ( 歷史、考古、戲劇、博物館研究等相關系所 )、淡水在

地相關社區機構、文史工作者等，踴躍報名參加。

伍、費用及研習時數

一、2019 年 10 月 25 日、10 月 26 日 ( 全日 ) 及 10 月 27 日 ( 上午 ) 研討會

活動為免費報名參加，10 月 27 日 ( 下午 ) 文化路徑導覽活動因名額有

限，為不影響其他報名者權益，須繳納保證金新臺幣 500 元，保證金於

10 月 27 日下午活動結束後以現金歸還。

二、本活動提供公務學習時數，出席之公務人員可登錄學習時數，研討會報

到採上、下午場次簽到制，每場次提供 3小時學習時數登錄。

陸、報名方式及公告時間

	一、報名時間：2019 年 9月 5日起至 10 月 2日 ( 額滿截止 )。

	二、報名方式：採線上報名機制 https://reurl.cc/yyy6Rl

	三、錄取公告：

（1）填寫報名表單後，經主辦單位確認核可，總報名人數前 50 名獲得

紀念筆記本名單，及錄取文化路徑導覽活動名單，將於 9月 15 日

在本官網公告。

（2）錄取文化路徑導覽活動者，除公告外另行以 E-mail 通知，請錄取

者於收到通知三天內繳交保證金新臺幣 500 整，逾期視同放棄。

匯款帳號將詳載於錄取通知。

（3）研討會各場次錄取名單將分梯次以 E-mail 信函通知。

柒、鼓勵方案

	一、主辦單位依錄取者之報名時間順序，總報名人數前 50 名贈送專屬紀念

筆記本，每人限得乙本。	

例如：同時報名 10 月 25 日上午場及 10 月 26 日下午場者，將於 10 月

25 日上午場報到時領取。

二、	當日上、下午場皆錄取，主辦單位提供精緻餐盒。	

例如：報名 10 月 26 日上、下午場，並皆獲錄取，主辦單位於中午休息

時段提供精緻餐盒。

三、	報名錄取且 2天半全程參與國際研討會活動者，前250名除 10 月 25 日

上午場發送會議手冊，10 月 27 日上午場結束後，加贈本研討會專屬編

                             織提袋。



捌、注意事項

	一、本研討會錄取通知以寄發 E-mail 通知為主，謝絕現場報名。

二、	為維護活動場地，音樂廳內禁止飲食，並請於活動過程中將手機調整為

靜音或震動。

三、	參與 10 月 27 日下午文化路徑者，請穿著輕便服裝。

四、	為響應節能減碳及校內停車有限，敬請多搭乘大眾交通工具前往。

五、	現場提供茶水及茶包，為響應環保請自備隨身杯。

六、	若有住宿需求，請自行接洽鄰近住宿。

七、	若發生不可抗力之因素影響活動進行（例如：風災、地震等），致活動

須取消或延期，則依規定公告於主辦單位官方網站。

八、	本活動若有未盡事宜，得隨時修正公布之。

玖、交通資訊及活動地點 :

	一、開車自行前往

( 路線一 )

沿淡水區中山路至淡水國小 ( 右轉 ) 進入新生街見右方消防局 ( 右轉 )	

進入新民街，直行約 400 公尺至真理大學新民街校門

( 路線二 )

沿淡水區中山路至文化路後右前方 ok 便利商前入口 ( 右轉 ) 進入新生街

直行至左前方消防局前入口	( 左轉 ) 直行約 400 公尺至真理大學新民街

校門

	二、大眾交通工具

搭乘捷運至淡水站轉乘公車紅51、紅38、894、869、F111(新民、新春)

至真理大學站 ( 後門 ) 下車。

搭乘捷運至紅樹林站轉乘公車紅 23 至真理大學站 ( 後門 ) 下車。



活動中心音樂廳

活動諮詢：請洽 (02)8101-0555 分機 101	陳小姐

真理大學活動中心音樂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