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鷹背狗考
楊龢之
（本會會員）

摘要

李時珍《本草綱目》中稱遼東有鷹卵所化的「鷹背狗」，行獵時「隨母影

而走，所逐無不獲者」云云。此一說法實出於元末明初，其流傳頗有軌跡可循。本文從
史料所述此種狗之外型、習性，以及相關時期的國際局勢，推斷應為原產中東，慣與獵
鷹配合行獵的 Saluki 犬之誤傳。而其致誤緣由，除地理懸隔、蒙漢隔閡等因素易滋誤解
外，亦與傳統「物生三子必有一異」等不經觀念有關。
「鷹背狗」雖因元明之際的訛傳而起，惟其後宣德間宮中尚有 Saluki 犬；嘉靖至萬
暦朝，可能亦因魯迷遠道來貢而有。而李時珍曾供職太醫院，或可能親見，因其性狀頗
與他狗有別，遂襲舊說而不作評斷。

關鍵詞：鷹背狗、李時珍、Saluki 犬、中東

一、《本草綱目》中的「鷹背狗」
明萬曆初葉，蘄州李時珍以累世儒醫，多年積學，發而為皇皇巨著《本草綱目》。
其集眾說而不盲從、重實證而不泥古的研究態度，實為同時代以前的中外學者中所罕見。
即以今日標準檢視，其對各種動物、植物、礦物的記述，多數仍可稱大致正確，但因時
代所限，部分認知仍不免錯得離譜，尤其對來自域外的品物更甚。
「鷹背狗」即為一例。
《本草綱目．獸部．畜類．狗》：
「狗類甚多，其用有三：田犬長喙善獵、吠犬短喙
善守、食犬體肥供饌。……又遼東有鷹背狗，乃鷹產三卵，一鷹、一鵰、一犬也。以禽
乳獸，古所未聞。詳見鷹條。」1這段文字的前半段無可爭議；後半段的說法雖然頗饒興
味，但卻顯屬無稽。
既說是「詳見鷹條」
，復檢《本草綱目．禽部．林禽類．鵰》目下：
「劉郁《西域記》
云：『皁鵰一產三卵，內有一卵化犬。短毛灰色，與犬無異，但尾背有羽毛數莖耳。隨
母影而走，所逐無不獲者。謂之鷹背狗。』」2
比較兩段文字所述，其細節頗不一致。前文稱能產「鷹背狗」者為「鷹」
、後文則稱
「鵰」；前文說三卵所出之物皆不同，後文則只提到狗。同一書而略有扞格，顯示除了

楊龢之，已退休，現為中央研究院科學史委員會委員。電郵：yang0904@pchome.com.tw
1
《本草綱目》卷五十，頁 1499。
2
《本草綱目》卷四十九，頁 1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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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所明引的《西域記》之外，李時珍應還曾見過其他類似說法。或許覺得眾口同詞當非
無因，所以才補上一句「以禽乳獸，古所未聞」。此語實反映其心中頗有所疑，卻又不
敢斷然否定的心態。
然則天壤之間真有這樣的狗嗎？

二、「鷹背狗」的各種說法
狗出鷹巢的最早紀錄可能是遼。
《遼史．穆宗本紀》：
「
（應曆十八年，968）六月……
甲戌，
（耶律）撻烈於鵰窠中得牝犬來進。」3當時契丹初興未久，豪貴仍不脫好獵習性，
史稱穆宗「荒耽于酒，畋獵無厭」，自更重視良鷹駿犬。耶律撻烈時為南院大王，其獻
狗時，極可能是故炫其異以圖邀寵；而且也僅說是得自鵰窠，並未明講其為鷹卵所化。
即或此狗確是出自鵰窠，但其之所以會在巢中，仍可能係由高崖墜下、鵰營巢處不甚險
峻而自行爬入，以及人為故意放置等多種原因之一所致。且其後歷宋、金而至元初，類
似說法並不曾有，《遼史》所記應該與後來「鷹背狗」的傳聞無關。
除《本草綱目》外，就所見有關「鷹背狗」的較典型記述，舉其要者臚列如次：
（一）、佚名《東園友聞》：
「友人唐伯剛曰：
『北方凡皁鵰作巢所在，官司必使人窮
巢探卵多寡。若三枚，必設置以守之。及其出，乃一狗也。取而飼養之，長則獻于朝廷。
與常狗無異，但耳上多羽毛數根耳。田獵之際，鵰則上飛，狗則陸行，所逐同至。名曰
鷹背狗。
』蓋凡物生三子必有一異，惜人未有聞焉。偶記于此。」4
（二）、陶宗儀《輟耕錄》：「北方凡皁鵰作巢所在，官司必使人窮巢探卵，較其多
寡。如一巢而三卵者，置卒守護，日覘視之。及其成鷇，一乃狗耳。取以飼養，進之於
朝。其狀與狗無異，但耳尾多毛羽數根而已。田獵之際，鵰則戾天，狗則走陸，所逐同
至。名曰鷹背狗。」5
（三）、陳繼儒《書蕉》：「至正時，史官熊太古經上都過鵰窠站，站吏指後山上一
穴云：
『往年鵰窠其中，生三卵，一為犬，一為蛇。
』心竊疑之。後于脫脫丞相家見一犬，
座客咸指此犬為鵰窠所生。則知向者所聞不為異也。」6
（四）、朱國禎《湧幢小品》：「皁雕，一產三卵，內有一卵為犬子，灰色短尾，隨
母景而走，所逐之禽無不獲者。陶九成云：『北方凡皁雕作巢處，官司必窮探之。如一
巢而三卵者，其一必狗也。取以飼養，進之於朝，但尾上多毛羽數莖而已。田獵之際，
雕則戾天，狗則走陸，所逐同至。名為鷹背。』
」7
（五）、盧若騰《島居隨錄》：
「劉郁《西域記》云：
『皂鵰一產三卵者，內有一卵化
犬，短毛灰色，與犬無異，但尾背有羽毛數莖耳。隨母影而走，所逐無不獲者。謂之鷹
背狗。元至元間，史官熊太古經上都過鵰窠站，站吏指後山上一穴云：往年鵰窠其中，
生三卵，一為犬，一為蛇。竊疑之。後於脫脫丞相家見一犬，座客咸指此犬為鵰所生。

3
4
5
6
7

《遼史》卷七，穆宗本紀下。頁 86。
《東園友聞》
。頁 2588。
《輟耕錄》卷第七，鷹背狗條。頁 391。
《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禽蟲典》一百七十七卷，犬部引。頁 207。
《湧幢小品》卷三十一，鳥之屬。頁 5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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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知向者所聞不誣。
』」8
其實傳聞自鷹巢所出者，又何止犬、蛇而已？乾隆間趙翼說：「鷹窠中往往有兔，
即鷹所生也。其走能與鷹之飛同捷。凡鷹見兔，必逐而搏之，此兔度不能避，則仰而簇
四足於腹，俟鷹至，劈而開之，則鷹為所裂矣。
」9此說固然與鷹背狗無關，但卻顯示即
使以博贍多識、考據精審著稱的名探花、紅翰林、大學者，也不免對這類荒誕不經的講
法津津樂道，遑論他人？

三、「鷹背狗」各說的流傳軌跡
前引有關「鷹背狗」諸說之間明顯有因襲軌跡，勢須稍考流傳，以溯其源。
《東園友聞》無序跋，無法據以斷定其確切成書年代。但書中各則之末偶爾有某人
書、某人識等小字夾註，前引此則即署「篔谷邵煥識」。由此體例推測，似乎其書原為
文友們各言見聞的集體創作，因非成於一人之手，故未題署專屬作者。書中他則又有「至
正庚子（二十年，1360）七月晦全思誠書」夾註，自為元末之作無疑。記「鷹背狗」的
邵煥及其友唐伯剛為何如人，則無從得知。
《輟耕錄》因書中有「今至正二十六年（1366）
」
（至正二十八年徐達入元都，元主
北遁，但年號至三十年止）句，故知其書亦成於元末。
《輟耕錄》與《東園友聞》兩說文字略異而文意無別，顯然一為初說，一為改寫，
孰先孰後則可從內證中探求。
《東園友聞》中有一則夾註稱「南村陶宗儀書」
（其內容與
本文無關，不錄），因而陶宗儀應是《東園友聞》的集體作者之一，10可能本就與邵煥、
唐伯剛等熟識而早聞其說，至遲於其書初梓時即見，因此兩說內容類同。且《輟耕錄》
只是漫記其事，
《東園友聞》則明標其說所自出，故前者應是襲自後者。
《書蕉》作者陳繼儒為萬曆至崇禎間人，其人名滿天下，著作等身，而泰半皆是摭
輯舊說以資談助者。其所採錄的奇聞異說往往不注出處，此段即未說明引自何書，11但
極可能亦來自李時珍所見的《西域記》
，說見後。
《湧幢小品》亦如《書蕉》，不言其說所據。其成書年代與《書蕉》相去不遠，但內
容完全不脫《本草綱目》及《輟耕錄》範疇。文字之所以稍異，除傳抄訛誤外，實因明
中末葉文人每喜摭拾前人奇談怪說彙成雜錄，並從而臆改調停，以泯不同來源間的扞格
之跡。12因其並無「獨創性」
，故對於偶見的後起類似記述，略而不論。

8

《島居隨錄》卷上，頁 6285。
《簷曝雜記》卷一，鷹兔條。頁 2438。
10
「南村」為陶宗儀之號，是以明人著作之引《輟耕錄》者，或稱《南村輟耕錄》。因而兩書所
見陶宗儀實為同一人，非姓名偶同者。
11
陳繼儒字仲醇，號眉公，松江華亭人。
《明史．隱逸傳》謂其「工詩善文，短翰小詞，皆極風
致，兼能繪事。又博學強識，經史諸子、術伎粺官與二氏家言，無不較覈。或刺取瑣言僻事，
銓次成書，遠近競相購寫。徵請詩文者無虛日。性喜獎掖士類，履常滿戶外，片言酬應，莫不
當意去。」《明史》稍有未諦，要之，其人雖僅為諸生，但少與董其昌齊名而棄科舉隱居，故
見重於江南士林；晚名益高，名公巨卿皆樂與交遊。雖足跡罕入城市，而月旦臧否常影響朝野
視野所繫，至號稱「山中布衣宰相」。
《書蕉》亦為其「刺取瑣言僻事，銓次成書」者之一。
12
「湧幢」為作者書齋名，其卷首〈湧幢說〉題署「己未年八月」，為萬曆四十七年；但書中有
「今上天啟」語，是其書始作於萬曆末，而成於天啟初。記述中「影」訛為「景」
、
「灰色短尾」
應為襲《西域記》或《本草綱目》而誤抄。而「九成」即陶宗儀字，其言實引自《輟耕錄》。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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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島居隨錄》成於南明永曆四至十八年（1650~1664）
，約當順治年間至康熙初。13其
書於各說中最晚出，而綜觀文氣則是通篇皆引自《西域記》。與前舉各說比對，應是《本
草綱目》所引者為《西域記》的前段，而《書蕉》引其後段，惟此方為全錄。筆者孤陋，
不知劉郁其人的略歷，《西域記》原書亦未見，不能遽斷其原文究竟為何。但《島居隨
錄》引文前半段既幾乎全同於《本草綱目》
，則後半段當亦較為可靠。
《書蕉》文字之略
異，應為陳繼儒臆改所致。
假設《西域記》所述屬實，則其發生時間究竟在何時？《書蕉》及《島居隨錄》引
文幷稱「脫脫丞相」
，據《元史》
，脫脫於至元六年十月始任中書省右丞相（元制以右為
尊），至正四年五月辭；至正九年閏七月復相，十四年十二月削職。若據《書蕉》所言
熊太古過上都時為「至正時」，則當為至正元年到四年（1341~1344），或至正九年到十
四年（1349~1354）二者之一。若據《島居隨錄》稱「元至元間」，則元代有兩個至元年
號，分別在世祖及順帝時，前至元的最末年（三十一年，1294）與脱脱初相那一年（1340）
相隔達四十六年。人壽有限，其人應不太可能於前至元間已仕，又在時隔多年，連皇帝
都換了十個之後，還能及見脫脫之為丞相，故其所指當為後至元。至於「後於脫脫丞相
家見一犬」的時候，若年號仍為至元，則僅能是六年底的最後兩三個月，更可能是在已
改元至正以後。
以此推測《西域記》成書年代。至正是元主中國的最後年號，《書蕉》引文的「至
正時」用語，顯示當其落筆時年號已改，亦即應為洪武之後；而由《島居隨錄》引文的
「元至元間」一語，乍看似有可能作於至正年間，但旣於年號前特稱「元」，則更明顯
是改朝換代以後的口氣。因而不論何者為《西域記》原文，其成書皆應在已入明之後，
不會早於元末的《東園友聞》。
職是之故，儘管「鷹背狗」各說紛紜，而實多根源於《東園友聞》或《西域記》。
二者以《東園友聞》較早，且其文後又有「惜人未有聞焉」的按語，因而首倡其說的唐
伯剛，極可能就是「鷹背狗」的始作俑者，至少也應是較早的聽聞及轉述者；
《輟耕錄》
明襲其說，作者陶宗儀於《明史．文宛》有傳，知名度高，其書內容亦頗為文人雅士所
徵引（例如《湧幢小品》）
，是以傳播更廣。
《西域記》雖較後起，但內容亦頗具「獨創性」。可能因上都附近確有「鵰窠站」
，
作者又曾聞「鷹背狗」之說，以致牽強附會。其說既經《本草綱目》這一重量級著作引
用，遂頗能與前者分庭抗禮。
此外，
《本草綱目》獨言「鷹產三卵，一鷹、一鵰、一犬」
，以及出於遼東云云，這
些或許並非李時珍的「創造」，可能還有第三個如今已不可考的根源。

四、「鷹背狗」各說的比較
清理頭緒後，可對關於「鷹背狗」的各種說法作比較。
（一）
、產地。
《本草綱目》言遼東；
《東園友聞》、
《輟耕錄》漫言「北方」；
《書蕉》、
《島居隨錄》則說是大都附近的「鵰窠站」
。

13

盧若騰泉州同安人，崇禎十三年進士。兩京陷後，隆武帝命為浙東巡撫，輾轉苦鬥失利回閩，
依鄭成功而居。《島居隨錄》即其在此期間所作。所謂「島」是指其晚年所居的老家金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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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鵰卵所化。
《東園友聞》、
《輟耕錄》：三卵中一為犬；
《書蕉》及《島居隨錄》：
三卵中出一犬、一蛇；
《本草綱目》
：一鷹、一鵰、一犬。
（三）、羽毛（或毛羽）所在。
《東園友聞》：耳上；
《輟耕錄》：耳尾；
《湧幢小品》
：
尾上；《本草綱目》、
《書蕉》及《島居隨錄》
：尾背。
（四）、毛色。
《東園友聞》
、
《輟耕錄》未言；
《島居隨錄》及《本草綱目》：短毛灰
色；
《湧幢小品》
：灰色短尾。
（五）、取得方式。
《東園友聞》：官府使人探卵、守護，俟其孵出取獻朝廷；
《輟耕
錄》類似；
《本草綱目》、《書蕉》及《島居隨錄》未言。
（六）、行獵方式。
《東園友聞》：
「鵰則上飛，狗則陸行，所逐同至。
」
《輟耕錄》類
似；《島居隨錄》及《本草綱目》：「隨母影而走，所逐無不獲者。」《湧幢小品》並襲二
說而文字略有出入。
如此眾說雜陳，乍看頗為紊亂，但如前所言，除《本草綱目》中的片斷記述外，所
有關於「鷹背狗」的講法皆直接間接襲自《東園友聞》或《西域記》，因此參照其所溯
源，自可釐清頭緒。仍依前列各目，一一推究：
（一）、產地。《東園友聞》漫言「北方」；引自《西域記》各說則具體指在大都附
近的「鵰窼站」，此係元代「站赤」制度中專司驛傳、差使往來的「站」。元上都在大都
迤北偏西，其方位固可稱為「北方」，二者其實並無衝突。惟《本草綱目》獨言遼東，
應是李時珍的一己之見或另有所據。
（二）
、鵰卵所化。引自《西域記》各說皆言三卵所出除犬之外尚有蛇；
《本草綱目》
則說：「一鷹、一鵰、一犬」
。此非本文重點，為免治絲益棼，不論。
（三）
、羽毛（或毛羽）所在。引自《西域記》的各說皆言「尾背」
。襲自《東園友
聞》者則有三種講法，其中《湧幢小品》成書太晚，
「尾上」當為傳抄之誤。
《東園友聞》
旣為《輟耕錄》所宗，則其「耳上」的講法似乎較為原始，但由後文推論，「耳尾」應
較符合事實。然而筆者所見並非元末或明初原本，當其傳抄、重梓時或不免誤刊，焉知
當年陶宗儀所據的《東園友聞》原說必非「耳尾」？
（四）、毛色。《島居隨錄》及《本草綱目》並言「短毛灰色」，應為《西域記》原
說。
《湧幢小品》的「灰色短尾」則為訛抄。
（五）、取得方式。
《東園友聞》、
《輟耕錄》文字略異，但皆稱官府主動探卵、置守、
取獻；引自《西域記》的各說，則只言見於豪貴之家。
（六）、行獵方式。據《東園友聞》，似乎鷹狗各司其職，並無主從之別；而《西域
記》的「隨母影而走」一語，則似是鷹負責引路，狗則追捕獵物。
總之，「鷹背狗」最原始的兩個或三個來源之間，彼此有同、有異、也有近似者。
而若去除明顯違反生物常理的部份，其要者不外兩點：特殊長相與特殊行獵方式而已。

五、「物生異類」觀念的影響
比較「鷹背狗」最原始的兩類講法，以及少許李時珍獨有創見（或沿襲不明來源者）
，
則除了對其長相和行獵方式的描述之外，各說的最大共同點是「以禽乳獸」這一事實上
不可能存在的怪論。然而此說自有其文化背景，並非始於元明間人的突發奇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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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園友聞》於敘述「鷹背狗」後，特強調「凡物生三子必有一異」，此一觀念實
為類似不經之說的根源。古人對自然現象的理解每多謬誤，於生物的生、化過程亦然，
《禮記．月令》所云「腐草為螢、爵（雀）入大水為蛤」即為其濫觴。其始多因觀察不
周產生誤解；繼則人情每不耐常談而易受新奇異說吸引，致使不合理的奇譚怪論反而深
植人心。舊籍中，極言生物能化為異類、能生不同物種者屢見不鮮，難以一一列舉。
其中主張「物生三子必有一異」的，就筆者所見，以《玉芝堂談薈》所羅列者為最
廣，可為類似觀念的代表：「鶻生三子，一為鴟；鸛生三子，一為鶴；鳩生三子，一為
鴞； 生三子，一為鷹；夏雀生三子，一為鶉；鵰生二（三？）卵，一為狗；龍生三卵，
一為吉弔；虎生三子，一為豹；犬生三猣，二師一玂；豕生三豵，二師一特；鱷生百子，
為鱷者才十二，為黿鱉者十八。……」14
這一段可說是集個別類似講法之大成，其所列各款中，固有不知從何而起，但也不
乏淵源有自者。例如鱷魚之說，明見於沈括的《夢溪筆談》：
「生卵甚多，或為魚、或為
鼉黿，其為鱷者不過一二。」15其文字之稍異，則是輾轉承襲過程所難免的。
然而有些則來自皇皇經典之中，例如「犬生三猣，二師一玂；豕生三豵，二師一特」
講法，實出於《爾雅》〈釋獸〉：「豕生三豵、二師、一特。」16及〈釋畜〉：「犬生三猣、
二師、一玂。
」17。若是罕見的野生鳥獸，尚可能因觀察不實而致誤，但豬、犬卻是人類
極熟悉的家畜，又從何而見其生出不同類的後代？
其實晉代郭璞對此早有明白的解釋，其注《爾雅》此段說：「猪生子常多，故別其
少者之名。」18意思是說：豬通常多產，若一胎僅此數隻，才須別立名目。《爾雅》本意
當是因其同胎者少，營養充足而更肥壯，所以另冠他名以資區別。犬生子的道理亦然，
郭璞說：
「此與猪生子義同，名亦相出入。」19其說合情合理，並無怪異之處。
然而《爾雅》名列群經，昔人或許懾於其權威而不敢質疑，讀書又不求甚解，結果
竟然成為「物生三子必有一異」的例證之一。試想，若是連尋常豬、狗所產為何物，都
寧信書而不信可以目睹親驗者，更遑論據稱是出自鵰巢的「鷹背狗」了。
李時珍對《爾雅》豕生子異名的認知則是：「一子曰特、二子曰師、三子曰豵、末
子曰么。」20雖是誤解係依出生次第而命名，但尚不致認定會產下不同的物種，可見其人
絕不拘泥無根舊說。於豬如此，卻何獨對「鷹背狗」這一明顯不合理講法，竟只用「以
禽乳獸，古所未聞」的游移筆法表達其懷疑呢？

六、國人早已習知的細狗
所有關於「鷹背狗」敘述皆稱行獵與鷹配合，足見速度特快。因此若其確有所本，
則似只有原產於中東、西亞一帶的 hound 類犬種足以當之，其近緣種以今賽狗場慣用的
Greyhound（埃及灰狗，或稱靈 ）為代表。證諸史籍及圖畫、雕塑，中古以前中外王
14

《玉芝堂談薈》卷三十二，鶻生三子條。頁 1269。
《夢溪筆談》卷二十一。頁 376。
16
《爾雅注疏》
（《十三經注疏》第八冊）卷十八，釋獸。頁 188。
17
《爾雅注疏》卷十九，釋畜。頁 191。
18
《爾雅注疏》卷十八，釋獸。頁 188。
19
《爾雅注疏》卷十九，釋畜。頁 191。
20
《本草綱目．獸部．畜類．豕》卷五十，頁 1487。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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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行獵多用這類狗。hound 身高腿長、喙尖身扁，清乾隆時趙翼曾描述木蘭圍場的狗：
「其犬銳喙高足，身細而長，望之如蛇之四足者。」21如此體態特具高速優勢，幾乎是唯
一能配合騎馬獵者馳騁的狗種。證諸同時期郎世寧所繪《十駿犬圖》中，除一頭藏獒外，
其餘皆屬類似犬種，可見盛清時，宮中養 hound 極為普遍。
清初國勢強盛，其聲威所及而致擁有產自西域的 hound 不足為異，但並非異族入主
中原之後，國人方知有這樣的狗。宋．陸佃《埤雅》：
「傳曰：
『狡兔死，良犬烹。
』良犬
即今細狗。
『長喙曰獫』者是。」22可見最遲在宋以後，hound 已有「細狗」專名了。
然而說這就是古代的「獫」
，則似有過度延伸之嫌。
「長喙曰獫」典出《爾雅．釋畜》：
「長喙獫，短喙猲獢。」23《爾雅》舊說為西周之書，但不可靠，最可能成於戰國末甚至
漢初。無論如何，當其成書時，中原狗種自有長短喙的差異，但《爾雅》並未明指兩類
犬的用途區別。
又，《詩．秦風．駟鐵》：「輶車鸞鑣，載獫猲驕。」24可見早在春秋時，長短喙犬種
已並存。而此詩明言「獫」與「猲驕」同載赴獵，顯然打獵絕非長喙犬的專職。或許即
使「獫」喙較長，但身體結構卻未必比「猲驕」更適合追逐獵物，是以兩類狗在獵場上
尚能並駕齊驅。
要之，純就文獻言，未必有足夠證據認定先秦以前的「獫」即後世「細狗」，但漢
以後，則可從美術資料中找到不少這類狗的蹤跡。今存漢代畫像磚中，頗多腰細腿長，
與中原土產「笨狗」型態差別甚大的狗。
（圖一）25這應是西域旣通，西亞民族的狗遂不
免輸入所致。但與今天典型的 hound 相較，其中部分的體態顯然更近於「笨狗」
，並非
全都是「細狗」
；另有部份則是介於兩者之間，或許是雜交種。

圖一

漢代畫像的各種獵狗。

圖二

唐墓出土的陶質細狗。

及至唐朝，域外交通更盛，hound 進入中國更為明確。唐墓中有彩繪陶狗一座，光
從其特別纖細的腰身，就一望而知除了「細狗」或 hound 之外，不可能會是其他品種的
21
22
23
24
25

《簷曝雜記》卷一，犬斃虎條。頁 2437。
《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禽蟲典》一百十五卷，犬部，頁 183。引《埤雅》
。
《爾雅注疏》卷十九，釋畜。頁 191。
《毛詩注疏》
（《十三經注疏》第二冊）頁 235。
《中國漢畫圖典》頁 7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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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
（圖二）26
因此，姑不論其入中國始於何時，總之古人早知這類體態殊異的狗了。既然早已熟
知，就不應該直到元明之際還出現不經的怪說，可見「鷹背狗」應當另有所指，絕不會
是泛泛的 hound。

七、從帝王畋獵描述看獵犬的運用
如前所言，古來王公豪貴之畜養 hound，至遲唐時已然；而馴養各種鷹隼更是由來
已久。但仔細查索，卻發現一般帝王的行獵方式，往往係鷹自鷹、犬自犬，似乎少有將
兩者配合使用的。
時代久遠者勿論，以「鷹背狗」傳說所起的元代為例。元初馬可波羅至上都，所見
忽必烈所用來行獵的犬隻情況是：「每萬人隊有二千人，各有大犬一二頭或二頭以上，
由是犬隻甚眾。大汗出獵時，其一男爵古尼赤將所部萬人，攜犬五千頭，從右行。別一
男爵古尼赤率所部從左行。相約并途行，中間留有圍道，廣二日程。圍中禽獸無不被捕
者。所以其獵同獵犬、獵人之舉動，頗可觀。君主偕諸男爵騎行曠野行獵時，可見此種
大犬無數，馳逐於熊、鹿或他獸之後，左右奔馳，其狀極堪娛目也。」27
又談到對獵鷹的管理：
「行時攜打捕鷹人萬人，海青五百頭，鷹鷂及他種飛禽甚眾，
亦有蒼鷹（autours），皆備沿諸河流行獵之用。然君等切勿以為所攜禽鳥皆聚於一處，
可以隨意分配各所。每所分配禽鳥一二百，或二百以上，為數不等，此種打捕鷹人以其
行獵所獲多獻大汗。」28
於實際行獵情況的描述則是：「大汗坐木樓甚麗，四象承之。樓內布金帛，樓外覆
獅皮。攜最良之海青十二頭。扈從備應對者有男爵數人。其他男爵則在周圍騎隨，時語
之曰：
『陛下，鶴過。』大汗聞言，立開門樓視之，取其最寵之海青放之。此鳥數捕物於
大汗之前，大汗在樓中臥床觀之，甚樂。」29
由此可見，忽必烈獵飛禽是縱海青追捕，獵狗全無用武之地。而獵走獸呢？馬可波
羅旣說此無數大犬「馳逐於熊、鹿或他獸之後，左右奔馳」，顯示狗群的主要作用是分
道包抄，使獵物無法逃逸以備擒殺。就常情論，鷹犬天性有別，必須針對少數個體施以
特殊訓練，方能使之各熟其職，配合無間。而忽必烈卻是動用獵狗萬頭、鷹數百隻，就
技術而言，要「鵰則戾天，狗則走陸，所逐同至」，應只會是一場混亂而已。況且鷹、
犬既然各有專司管理，互不關涉，又如何能訓練二者「協同作戰」？
及至明初，帖木耳帝國蘇丹沙哈魯曾於永樂十九年（1421）遣使入貢，使者親見明
成祖行獵情形：「於是就有人帶來了一隻獵鷹。皇帝令人把一隻鶴放飛於空中，又放出
大獵鷹去追捕它。獵鷹飛得很快，在飛行中抓住了鶴，用爪子打了三下就制服了它。」30
其行獵情況與忽必烈大同小異。

26

《中國古犬》頁 60。
《馬可波羅行紀》第九一章〈管理獵犬之兩兄弟〉。頁 230。
28
同上。頁 231。
29
《馬可波羅行紀》第九二章〈大汗之行獵〉。頁 233。
30
《絲綢之路》頁 72。沙哈魯於 1419~1423 遣使沙的．火者赴明，其屬貝孫忽兒王子也派算端阿
合馬與畫師火者．蓋耶速丁．納哈昔同行，後者著《蓋耶速丁行紀》詳述此行經過。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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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次則是：「大家正在行路期間發現了一隻野兔，大明汗把始終抓在手中的獵鷹
放出去追捕它。但兩隻獵兔狗立即前去追捕野兔，野兔卻一跳一竄地擺脫了其敵人。它
在遙遠的地平線上消失了。」31此次行動只用一鷹二犬，似乎符合鷹犬合作的條件。然而
這段記述出於帖木耳帝國的使臣之手，其地行獵方式原就多以鷹犬配合，自應熟知其「正
規動作」才是。旣說獵犬係擅自行動，則應該確實不是由獵者操控的；且任務終歸失敗，
可能也是因為素無訓練所致。因而不能算是鷹犬合作的確證。
再其後，清初趙翼述圍場中「銳喙高足，身細而長」的狗行獵狀況：「侍衛逐虎不
能及，則嗾犬突而前。嗾必三犬，虎方奔，不暇回噬，一犬前囓其後足，虎掙而脫，一
犬又噬其一足，虎又一掙。兩掙之間，一犬從後直囓其頷，而虎倒矣。然犬恃人而威，
非有人嗾之不敢也。」32此狗明為 hound 無疑，但獵虎時為三犬一組，並未與鷹配合。若
謂「鷹背」
，顯然並無著墨處。

八、值得注意的 Saluki
前引有關元、明、清三代帝王的畋獵記述，似未曾有以鷹犬配合者，但因可見到的
詳細記述太少，不能斷言其必無。為彌補文獻的不足，還需針對各種獵犬的性狀作探求，
尤其是各書多言之鑿鑿的「耳尾多毛羽數根」之說。
「鷹背狗」雖可推定應是 hound 的一種，但古來這類狗太多了，在未有各種養犬組
織制定「審查標準」之前，絕不能以今天眼光審視數百年前的犬隻是否「純種」，僅能
約略就其主要類型作比較。以今而言，Greyhound 與 Whippet（惠比特犬）
、Afghan hound
（阿富汗犬）、Saluki（沙路其犬）並稱「四大快狗」
。33其犬種分類皆屬 Hound 種群，34
各品種體型大小有別，但基本體態差距不大。惟就毛髮而言，前兩者毛短，Afghan hound
則全身長毛，能符合「耳尾多毛羽數根」者，就只有廣泛分布於阿拉伯及伊朗一帶，有
「東方 Greyhound」之稱的 Saluki（圖三）了。與他種 hound 相較，其外型最特出處就
在於耳、尾部有特長的飾毛。
禽畜之所謂「純種」，多係馴養者因需求不同而刻意選種的結果，只要畜養目的不
變，其性狀最符合需求者自必繁衍不絕，且其特殊之處亦將日益突顯，致往往與原種的
外型差異甚大。hound 的主要用途既是行獵，則身高、腿長、體扁、喙尖等生理結構，
確能使其速度超越群倫，自必特具人擇優勢。其或因行獵方式稍異、或因畜於不同族群，
以致分化為不同品種亦屬必然；而既然是實用犬而非玩賞犬，則身體的某些部位是否有
飾毛並不是絕對必要的。
但 Saluki 卻是較獨特的例子。這種一般稱為東非獵犬的歷史久遠狗種，原產地可能
在今敘利亞一帶。據云七千年前蘇美人壁畫及石雕中即已出現，三千餘年前古埃及墓穴

31

《絲綢之路》頁 73。
《簷曝雜記》卷一，犬斃虎條。頁 2437。
33
《養狗基本法》第二集。頁 14。
34
今世界各國對犬種的分類頗不一致。其中影響力最大的「世界畜犬聯盟」
（FCI）對純種犬的認
定，概分為 Sporting dogs（獵鳥犬）
、Hounds（獵獸犬）
、Working dogs（工作犬）
、Terriers（
犬）、Toy dogs（玩賞犬）以及 Non- Sporting dogs（非獵犬）等六大種群（Group）
。此一區分
係依主要用途而非血緣關係，惟其劃歸 Hounds 群者，多數皆屬「細犬」
。參閱《犬の新百科》。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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壁畫中亦可見到。今天因犬展展示需要，固然不免特重其耳、尾飾毛的美觀，而外貌大
致與數百年前，乃至數千年前並無截然差異。至今中東不少游牧民族仍對這一狗種極為
珍視，並刻意保持其血統的純粹；一些部族習俗是不予販售，通常僅在大節慶時贈與友
好，最多只能用來交換貴重的禮物。35

圖三

今日犬展的 Saluki

如前所舉，古來王公豪貴行獵時，多以 hound 包夾、驅趕，或直接攻擊獵物，不管
採何種方式，皆因獵者多騎馬，其獵犬必須具高速能力方能配合。但 Saluki 顯然頗有不
同：「在古老的沙漠狩獵行動中，以老鷹作前鋒去攔截獵物，Saluki 犬則緊跟在後地追
捕獵物，並了結獵物的性命。狩獵的對象有兔子、狐狸、羚羊和瞪羚。
」36「鷹隼在空中
發現獵物，族人騎馬到附近，釋放獵犬。鷹隼衝下攻擊，獵犬則撲咬獵物，直至主人到
達。」37可見 Saluki 雖然也講求速度快，但並非為了要追及奔馬，而是必需與獵鷹同步。
並非這一狗種的習性殊異，而是行獵方式有別，經特殊的訓練所致。
這種「鵰則上飛，狗則陸行，所逐同至」的行獵方式，勢需經由蓄養 Saluki 的族群
將已訓練的鷹、犬一併引進，方能見於中土。而其族皆遙隔萬里，各朝的域外交往情況
又非恆久如常，故不可能經常能夠見到。當其供應中斷時，即使能保持已有 Saluki 血統
的純粹，若未有訓練有素的獵鷹相配合，也不能成其為「鷹背狗」
。

九、「鷹背狗」與 Saluki 的比對
由前引史料看，「鷹背狗」講法始見於元明之間，之前無有，之後則只是襲舊說而
無新義，而這樣的時間點實為 Saluki 由有到無，以致出現訛傳的關鍵。為進一步確證，
再其就「隨母影而走」之外的說法，與 Saluki 特徵作比對。

35
36
37

參閱《狗典一籮筐頁 262、《養狗基本法》第二集頁 87。
《狗典一籮筐》頁 263。
《養狗基本法》第二集，頁 86。並參閱《犬の新百科》頁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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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就產地而言，種種記述多言「北方」
，獨《本草綱目》說是「遼東」。就其「母」
而言，能馴養於畋獵的猛禽甚多，物種不同其適用性自有差別，此非生長農耕社會者所
能深知，以李時珍閱歷，不知各種獵鷹的差異自屬必然。但熟習國史者多知昔遼天祚帝
屢徵索遼東名鷹「海東青」，致女真諸部不堪苛擾而叛。38李時珍或因此認定鷹中極品當
出於遼東，39連帶推論「鷹背狗」當亦如是，於是遂遽言「遼東有鷹背狗」
。又或許此說
連同「一鷹、一鵰、一犬」講法，皆襲自不可考的另一來源，未必是李時珍的獨創。
若「鷹背狗」原型為 Saluki，則不論謂其出於「北方」或「遼東」，顯然皆與事實
不符。然而漢人、南人與蒙古隔膜至極，不可能深知細節，但漫言「北方」，甚至自作
聰明地認定為「遼東」，皆屬落筆常態。況且正因為所知太少才衍生「鷹背狗」怪說，
何能指望始倡其說者確知真正原產地？連「以禽乳獸」的講法都出現了，更遑論產地！
就毛色而言，
《西域記》對這種狗外型說法的獨特處是「短毛灰色」
，實則除耳、尾
之外，Saluki 確實全身短毛，但並不只限於灰色。今該犬種「審查標準」對所有毛色皆
予認可，而鐵灰色則是其常見色型之一。或許劉郁所聞或親見者如是。
最重要的是，各說多稱「鷹背狗」有「毛羽」或「羽毛」數根，而 Saluki 的主要特
徵之一就是獨特的飾毛。但其位置所在，卻只有《輟耕錄》的「耳尾」講法與 Saluki
特徵相符；系出同源的「尾上」
、
「耳上」二說，當為傳鈔訛誤各存一偏。源自《西域記》
的「尾背」說，則是尾符而背否，或許其說本為「尾耳」，但經輾轉傳抄，遂至「耳」
訛為「背」而變調了。
因此就外型而論，雖則「短毛灰色」
、
「耳尾多毛羽數根」等說法稍嫌簡略且互有歧
出，但略事甄剔，合而觀之，則其形象昭然若揭。只有「鷹背狗」本來就是 Saluki，方
能為合理的解釋。
然而僅以飾毛特徵相符作為主要推論依據似乎稍嫌武斷，宜考慮是否還有其他的可
能性。就世界各式各樣的狗種逐一比對，耳尾有飾毛者固然不止 Saluki，但絕大多數其
他部位的毛亦長，極少像 Saluki 一樣身軀毛極短，耳、尾飾毛卻特長的；更重要的是，
在以速度見長的 hound 種群中，更無其他特徵類似的狗。除非「鷹背狗」實出於憑空杜
撰，若其原有所本，應該就只有受過特殊訓練的 Saluki 了。

十、與「鷹背狗」關係密切的「皁鵰」
慣與 Saluki 配合行獵的鷹，似也有線索可循。一般而言，獵鷹極品莫如俯衝時速可
達四百公里，各種飛禽罕能逃脫其追捕的游隼（peregrine falcon，Falco pergrinus）
，故
古來即廣泛為人馴養，國史中屢見的「海東青」（或簡稱「海青」）者即是。40然而其身
長僅 38 至 48 公分，體型偏小，用以攻擊多數飛禽固是優而為之，而欲對付狼、鹿等較
大走獸則力有未逮，顯然並非「鷹背狗」的最佳伙伴。

38

例如《金史》卷二〈太祖本紀〉
：
「初，遼每歲遣使市名鷹海東青于海上，道出境內，使者貪縱，
徵索無藝，公私厭苦之。」
（《金史》頁 23。）
39
《本草綱目》卷四十九，
〈禽部．山禽類．鷹〉
：
「鷹出遼海者上，北地及東北胡者次之。」
（1479
頁）同卷〈鵰〉
：
「鵰出遼東，最俊者稱海東青。」
（頁 1480）可見李時珍認為猛禽之良者蓋出
自遼東，然則海東青本非「鵰」，顯示其對獵用鷹隼細節的認知並不確切。
40
海東青之為游隼或近緣物種，於史料中實頗可追尋，以非關本題，當另文考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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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引有關「鷹背狗」諸說，多稱其出於雕窠或皁鵰巢。傳統認知中，一般多以猛禽
中體型較大而脛有毛者為鵰、為鷲；較小而脛無毛者為鷹、為隼。鵰、鷹旣非同一物，
則出自「雕窠」而以「鷹背」為名，於理似不甚妥切。足見近世以前國人並無嚴謹的生
物分類概念，且不同作者的理解常亦迥異，所以僅憑文字敘述，通常不能判定其所確指
的物種。
不過，這一眾口同詞的「皁鵰」，則應是猛禽中體型較大，且慣於獵食中小型獸類
的金鵰（Golden angle，Aquila chrysaetus）
。
馬可波羅述忽必烈帳下：「別有雕類無數，用以捕取狼、狐、花鹿、牡鹿等獸，所
獲甚多。惟獵狼者軀甚大而力甚強，凡狼遇之者無能免也。
」41這種「軀甚大而力甚強」
的猛禽，自不可能為隼。而馮承鈞於譯此段後註云：「今日東突厥斯單之乞兒吉思人名
雕曰不兒忽惕（bourgout），即金雕，豢以捕狼、狐、花鹿、野羊等野獸。乞兒吉思人以
一良馬易一雕。金雕學名 Aquila chrysaetus，北京土名黑雕。
」42
按金鵰身長約 75 至 90 公分，廣泛分布於歐亞大陸、北非及北美，部分為季候鳥。
在高海拔開闊地捕獵，以野兔之類哺乳動物為主食。43馮承鈞謂其北京土名「黑雕」，而
前引各有關「鷹背狗」史料多言其出於「皁鵰」窠中，
「皁」訓義為黑，二者應為同物。
這種猛禽的身、翅羽毛多呈黑色，頭頸部則是帶金屬光澤的古銅色，故稱「金鵰」、
「皁
鵰」、
「黑雕」以及或稱「金頂鷹」等，都可說是據形而命名的。
在早已農業化的華中以南地區畋獵風習不盛，對「皁鵰」細節的理解或許不足，但
亦頗有知道北方用以獵捕走獸，並發為詩文者。44旣出現「鷹背狗」之說，則其「母」
非此而何？其產地自宜為「北方」了。
這種猛禽亦產於中東地區，其與 Saluki 配合獵獸乃順理成章事。

十一、歷代可能進入中國的 Saluki
如前所述，
「鷹背狗」的外型及特殊行獵習性皆與 Saluki 相合，擴清之後應無疑義。
然而導致「鷹背狗」怪說的原因，並非國人前此未曾見過 Saluki，其實此一特殊狗種可
能早在元代之前的數百年，就已進入中國了。
Saluki 主要產區之一的波斯地區，古來即常與中國交往密切，史籍中多有提及波斯
犬者，其中部份或即指此一犬種。《北齊書．南陽王綽傳》：「愛波斯狗，尉破胡諫之，
歘然斫殺數狗，狼藉在地。破胡驚走，不敢復言。……好微行，遊獵無度，姿（恣）情
強暴，云學文宣伯為人。有婦人抱兒在路，走避入草，綽奪其兒飼波斯狗。婦人號哭，
綽怒，又縱狗使食，狗不食，塗以兒血，乃食焉。」45此狗能食人，其兇惡可知，雖則今
41

《馬可波羅行紀》第九○章〈豢養以備捕獵之獅豹山貓〉。頁 229。
同上，頁 230。馮承鈞明標其說出自《玉耳書》及 David & Oustalet 所撰《中國鳥類志》，並
註明頁數，可見其言有據。
43
參閱《鳥類圖鑑》頁 98。
44
例如吳偉業〈雜感二十一首〉詩：
「射柳山頭掣皁雕，便門斜直禁城遙。」
（《吳梅村全集》163
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詩旨姑不論，要見梅村固南方人（太倉）
，時在李時珍之後數
十年，亦知北方慣馴「皁雕」以獵的事。
45
《北齊書》卷十二。頁 159。所謂「文宣伯」指篡東魏自立的北齊文宣帝高洋，其人生性殘暴，
為史上有數暴君。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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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各種 hound 多不以獰猛著稱，但狗性實為人擇的結果，千年之前個性未必也屬馴良。
而且此段記述與「遊獵無度」連文，當為一種獵狗無疑。北齊立國所篡的東魏，其先北
魏全盛時實為北亞獨強，自有可能獲得這種狗。惟僅憑此片段敘述，還不足以認定此一
「波斯犬」必定是 Saluki。
《舊唐書．西戎傳．波斯國》：
「又多白馬、駿犬，或赤日行七百里者。駿犬今所謂
波斯犬也。」46「日行七百里」自然過於誇張，但特言其高速，則必屬 hound 狗種之一。
然而前引唐墓中自有大致類似今一般 hound 的明器，可見當時對「細狗」絕不陌生，若
非其外型明顯有別，不太可能另立「波斯犬」名目。既言產於波斯，又極言其快，與前
引《北齊書》所言相較，則此為 Saluki 的可能性更高。惟因未言及其耳尾的飾毛特徵，
似尚不足以作出其必為 Saluki 的無瑕推斷。
五代紛亂，未必能直接自產地引進 Saluki。雖並無直接證據顯示中土有無，但可確
定即使地處更偏遠的契丹部族也有這樣的狗。同時期契丹畫家胡瓌所繪《回獵圖》中，
一群騎馬獵者之一居然抱著一頭 Saluki。
（圖四）47當時契丹始強而尚未全盛，勢力範圍
限於東北一隅，與中東之間相隔太多不同的民族，這隻狗不太可能直接來自原產區，或
許是由往昔遺種繁衍而來的。

圖四：《回獵圖》（局部）
即使國勢較衰的趙宋，也實有 Saluki。其開國之初如何不得而知，但在兩宋之際則
可確定，證據是李迪所繪的《獵犬圖》
。48此犬前軀半俯，從其耳尾的飾毛及瘦骨嶙峋的
體態，可看出即使不是純種，至少也必定有相當重的 Saluki 血統。

十二、「鷹背狗」訛說起因的推斷
前引史料顯示，Saluki 初入中國的時期，可能在北齊甚至更早、可確定則為唐代以
46

《舊唐書》卷一百九十八。頁 5312。
《畫馬名品特展圖錄》頁 12。
48
李迪河陽人，生卒年不詳。惟宣和時曾供職畫院，南渡後復任，至寧宗時猶存。此圖為北宋
末或南宋初的作品，因其風蝕過甚，印刷效果不佳，故從略。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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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然而不論何代普遍皆受域外交往情勢所限，輾轉引進這一特異狗種或有可能，但要
同時獲得能相配合的獵鷹恐怕並不容易。
既未能與鷹配合行獵，就不符合「隨母影而走」或「鵰則上飛，狗則陸行，所逐同
至」的要件，嚴格說來還不能算是「鷹背狗」
。因而在元代以前，國人縱使見過 Saluki，
充其量應不過將其視為外型稍異的「細狗」而已，絕不至於衍生來自鷹巢之類的怪論。
及至蒙元全盛時期，Saluki 產區半在控制之下，元宮若有此狗絕不足奇。但初興民
族樸質無文，攸關國政大計的紀錄猶嫌不足，遑論狗馬細務；且種姓懸隔，漢人、南人
絕難進入權力核心，更不可能深知其內廷秘辛。因而漢文史料之未及於 Saluki 自可理解。
然而元廷與西方世界關係之密切實為古來所未有，若其從中東地區獲得 Saluk 的話，
就不應只是單純地引進一個狗品種而已，勢必連同已配合訓練完成的獵鷹一併輸入，方
能顯示這種狗的特殊之處。
元朝雖號稱是人類史上幅員最廣的大帝國，但分封於西方的諸汗國自始即近乎獨立
狀態，與中央關係若即若離。獨領域在今伊朗以西、敘利亞以東的伊兒汗國，倒是頗尊
重朝廷的宗主權，貢使往來不絕。以彼此宗藩關係之密切，若其進獻 Saluki，就不應未
連同獵鷹而只是貢狗而已。但至正二年（1336）其主阿不賽因算端（因已改宗伊斯蘭教，
故其君長不再稱「汗」
）死，國中分崩離析，終為新崛起的帖木耳帝國逐一吞併。49就時
程論，伊兒汗國在元季由衰而亡，受過特殊訓練的 Saluki 當也因而不再輸入了。
狗並非難以繁殖的野獸，縱使遠方不貢亦未必絕種。但其外型縱可不變，而與鷹配
合行獵的特性卻須經調習始能，若其法不存，則能「隨母影而走」者必然成為絕響，於
是「鷹背狗」之說出現。蓋若其物本極尋常，就不致引起揣測；若對其一無所知，則無
從編造起。只有在若有若無、疑真似幻之間，才有訛傳的「揮灑」空間。元代依種族分
民為四等，立國將近百年而胡漢畛域仍深，漢人原本就對經過特殊訓練的 Saluki 所知不
多，再加上這種狗已由實有而成為傳說，經「二手傳播」之後，其特殊長相及習性遂訛
變成如此怪論，自屬理所當然。

十三、明代的 Saluki 及李時珍的可能見聞
儘管受過特殊訓練的 Saluki 可能自元末漸稀漸絕，以致出現「鷹背狗」傳聞。但這
種狗並非自此絕於中土，明宣宗繪有《萱花雙犬圖》（圖五）50，從其體態一望而知為
hound；而其耳尾部分的明顯飾毛，則更非 Saluki 莫屬。
這兩頭 Saluki 的 model 未必是元宮孑遺的後代，更可能來自帖木耳帝國。就當時西
亞情勢而言，明初帖木耳死後諸子若孫爭立，帝國一度分裂，後經其第四子沙哈魯掃平
群雄，復歸一統。據《明史》載，其人曾於永樂十一、十三、十五、十八，宣德二、七、
八等年多次遣使來貢，先後貢物有獅子、西馬、文豹、駝馬、玉石等。51雖未言其中有
49

蒙古西方各汗國發展過程太過複雜，難以細述。參閱《中華通史》第八冊第四章〈四大汗國
與帖木兒帝國〉。
（陳致平《中華通史》，黎明文化事業公司，臺北，民 70）

50

Bradley Smith & Wan-go Weng，
《China A History In Art》219 頁。﹙Doubleday Windfall，東京，
1968﹚

51

參閱《明史》卷三百三十二，頁 8610。前引《絲綢之路》所載《蓋耶速丁行紀》所述，即永
樂十八年入貢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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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但正史擇要而記，不能因《明史》及《會典》等未載即斷言其必無。況且若非確實
見到這種長相特殊的狗，明宣宗又何所據而繪製這幅畫？這是明宮擁有 Saluki 的鐵證。
更因為其物絕不神秘，所以也就沒有「鷹背狗」的編造空間了。

圗五：《萱花雙犬圖》
《萱花雙犬圖》題署「丁未」
，亦即作於宣德二年（1427）
，而李時珍於嘉靖末方入
京，前後相隔百餘年，自然不可能見到其原型，甚至那兩隻狗也未必尚有純種苗裔存於
中土。但李時珍在京供職及撰述《本草綱目》的那段期間，卻出現了一個前所未聞的貢
國——魯迷，使得 Saluki 極可能再度來華。
《明史．西域傳》說魯迷：「嘉靖三年（1524）遣使貢獅子、西牛。給事中鄭一鵬
言：
『魯迷非嘗貢之邦，獅子非可育之獸，請卻之，以光聖德。』」52並未說其貢物中有狗。
但同書〈鄭一鵬傳〉說：「魯迷貢獅子、西牛、西狗、西馬及珠玉諸物。一鵬引漢閉玉
門關謝西域故事，請敕邊臣量行賞賚，遣還國，勿使入京，彰朝廷不寶遠物之聖德。不
聽。」53可見此次魯迷所貢原有「西狗」一項。皇帝既不聽諫言，這「西狗」當然也同其
他貢物一起入宮了。
《明史．西域傳》稱「魯迷去中國絕遠」，並謂其後於嘉靖五年、二十二年、二十
七年、三十三年又多次來貢。而據劉廣定教授考定，其國直到萬曆四十七年（1618）尚
曾入貢；其地應在今阿拉伯半島的阿曼附近。54數百年來，當地並未發生大規模的民族
遷徙、代換事件，至今尚屬同一族群。如前所言，古來許多阿拉伯部族皆極珍視 Saluki，
並常用為餽贈重禮，因而其跋涉萬里遠貢的「西狗」，自以此為最大可能。

52
53
54

《明史》卷三百三十二，列傳第二百二十，西域四。頁 8627。
《明史》卷二百六，列傳第九十四，鄭一鵬傳。頁 5437。
參閱劉廣定〈魯迷初考〉
，
《國立中央圖書館館刊》新 28 卷 1 期，
（台北）
，民 84。頁 133~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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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核對李時珍的略歷。他於嘉靖四十五年（1566）以楚王府奉祠正轉入太醫院供職，
萬曆元年（1573）陞太醫院判，不久辭職歸里。55其在京前後七八年間，實與魯迷頻頻
進貢時重疊。而依明制，外邦貢物初到時例由會同館接收，在未經正式進獻程序之前，
有興趣的京官多能先睹為快；即使已入宮禁，也常能經由「合法」或「非法」的方式寓
目。56李時珍旣是與內廷關係密切的太醫院官，見到大內珍異的機會自必遠高於常人；
其人又特留心於不經見的品物，若於宮中目睹 Saluki，應不會不予注意；且因其狗確是
來自域外而非自行繁殖者，故「隨母影而走」的特性猶存，宜令其印象深刻。
再往後則是天下漸亂，魯迷貢使也不再出現；而啟禎兩朝皇帝的性格雖皆有重大缺
失，但都不好畋獵，不可能費神去保種、育種，乃至進行特殊訓練。此一來自絕域的特
殊狗種自然而然也就不復聞見了。
最後，再次強調：
「鷹背狗」的原型雖應是 Saluki，但並非所有 Saluki 都可稱為「鷹
背狗」
。必須是曾與固定的獵鷹配合訓練，能「隨母影而走」
，行獵時「鵰則戾天，狗則
走陸，所逐同至」者方足以當之。若非經由熟習其道的民族連鷹帶犬提供，徒有其狗亦
無以見特異之處。元末唐伯剛、熊太古等固聞之，並從而附會引申出怪說。李時珍則應
是因魯迷之貢而親見，或因難以解釋其特殊行獵方式，又無法理解其古怪的長相，故於
《本草綱目》中但襲前人舊說而不敢力闢，最多只是略加按語，表示心有所疑而已。

十四、餘波
明亡入清，「鷹背狗」之說已不復聞。清初諸帝亦頗事畋獵，但從相關記述看，其
行獵幾乎都依循傳統方法，亦即獵犬作用多為包夾、驅趕，或直接攻擊獵物，未見有以
鷹犬配合者。似乎 Saluki 及其特殊使用方式已不復見於在中土了。
然而仔細觀察郎世寧所繪《十駿犬圖》中的那九頭細犬，其中有三頭的耳、尾部分，
居然生有少量的飾毛，分別是科爾沁四等台吉升達里遜所進的「啖星狼」57、科爾沁四
等台吉升巴林親所進的「金翅獫」（圖六）58，以及和碩康親王巴爾圖所進的「驀空鵲」
（圖七）59。
這三隻狗的「如蛇之四足」體態，固為 hound 類犬種所共有，但耳型則皆下垂，與
一般 hound 常見的半捲「玫瑰耳」頗有差異，其飾毛雖遠不及純種的 Saluki 華麗，但亦
55

參閱《李時珍史實考》頁 8、9。李時珍以楚王荐入太醫院，並任院判事，相關史料並無太大
歧異，惟其確切的時間、初任官職等，則記述多頗含混。按：明太醫院長官為正五品院使，下
設正六品院判二員、正八品御醫若干，李時珍應是初任御醫，後陞院判，欲明其在京行止，勢
須大費周章考訂，不欲糾纏，依前揭。其著書時間，依《本草綱目．序例上》
：
「始于嘉靖壬子
（三十一年 1552）
，終于萬曆戊寅（六年（1577）
」
。因而就其居京師及著述過程，與魯迷前後
進貢時間點對照，則萬曆以後無論，至少在嘉靖末及隆慶朝時，宮中若有 Saluki，李時珍當能
親見。
56
明代宮中飼養動物情形各朝不盡同，通常珍禽異獸多飼於皇城內西側，有「虎城」、
「羊房」
等設施；狗隻則歸御馬監管理，分置於皇城內多處地點。其地雖亦屬大內範圍，但畢竟非紫禁
城中，管制寬嚴稍別，因而皇帝偶亦召親信、重臣，乃至外國貢使同賞，此可謂「合法」
。另
外還常有由宦官夾帶入內參觀者，此雖係「非法」，但明人筆記中多有談及者。參閱拙作〈明
朝宮苑豢養動物考〉
，《中華科技史同好會會刊第一期》
（台北）， 2000 年 1 月。頁 6~19。
57
《National Palace Museum Bulletin》Volume XXIII。8 頁。圖略。
58
同上，頁 9。
59
同上，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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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備一格。此三犬之二貢自蒙古王公，另一頭雖否，但以進獻者的宗室親藩身分，若從
蒙古貴人處取得，應是情理所恆有的事。

圗六：「金翅獫」

圖七：「驀空鹊」

《十駿犬圖》中那三頭外型略具 Saluki 特徵者，應皆來自蒙古。此當是其豪酋的好
獵風習始終未絕，故於獵犬選種亦以速度為主要依據。於是經數百年的豢養繁殖，各種
hound 混種雜交必然不免，其有 Saluki 血統不足為異。
舊籍屢載西域有「種羊」事，多稱以羊骨種植於地中即可長成真羊，而那其實是棉
花的訛傳。60其說的荒謬程度絕不下於「鷹背狗」，而流傳時代更久、言之鑿鑿者更眾。
由此觀之，來自域外的品物當中，
「鷹背狗」似乎還不算是特別駭人聽聞的。

附記：
日前張之傑教授從古代繪畫、雕塑中發現有不少腰細腿長，模樣類似今 Greyhound
的「細犬」
。並與今日犬種比對印證，撰成趣味盎然，又不失學術嚴謹性的文章：
〈繪畫
史料中的細犬〉
，發表於《科學史通訊》第三十三期。
探討過程中，之傑兄發現明宣宗所繪《萱花雙犬圖》中那兩隻狗的耳、尾部毛髮顯
然比 Greyhound 長些，最初懷疑那是同屬細犬的 Afghan hound，並與筆者討論。筆者則
認為 Afghan hound 全身長毛，模樣不像；直截反應是覺得可能為毛量介於兩者之間，而
產地在 hound 類犬種中最偏北的 Borzoi（波索，或稱俄國獵狼犬）。但之傑兄並未人云
亦云，而是更從多種圖譜中查對，赫然發現確實是 Saluki 無疑。幸而其為學態度嚴謹，
否則若為信口開河者所誤，筆者罪過大矣。
由 Saluki 的耳尾飾毛特徵想起「鷹背狗」。筆者以往並非不知舊籍中多處談及此種
「耳尾多毛羽數根」的怪狗，也非對 Saluki 一無所知，只是未曾將二者聯想在一起。而
經過之傑兄撰〈繪畫史料中的細犬〉的這段曲折，遂引起筆者注意，乃花些工夫查考而
為此文。以文會友之樂如此，特為之記。

60

「種羊」說始見於《舊唐書．拂林國傳》
，類似說法遲至元時尚有。其原型為棉花，前人多有
言者，筆者亦曾於雜文〈癸未談羊〉（
《科學月刊》2003 年 1 月號）中偶及，當另文詳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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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in Bei Go (dog with eagle on its back)
Yang Ho-ji
（Member of CAHS）
Abstract

Li Shi-Zhen in his book "Ben Tsao Gang Mu" mentioned "Yin Bei Go" as

dogs birthed from eggs of a type of eagle of Liao Dong, and when they hunted, they would
"follow the shadows of their mothers and never fail to catch their prey".

This version of the

story can be traced back to the period between Yuan and Ming dynasties with
certainty. This paper considers the outward appearance and behavioral characteristics of this
animal as they were recorded in history, as well as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hip at the
time, and identifies it as the Saluki hound which was often employed in hunting in
conjunction with eagles in the Middle East. Apart from misunderstandings engendered by
geographical and cultural distances, Chinese traditional view that "of three offsprings from
the same parents, one is destined to be odd" may also be responsible for this unusual tale.
Stories of "Yin Bei Go" are traceable to the period between Yuan and Ming dynasties,
after which time, specimens continued to be brought to the Ming court from Asia Minor. Li
Shi-Zhen, during his service in the Imperial Physicians' Office, might have actually seen this
animal at court. Yet, perhaps because its appearance was so different from average dogs
that the old story of its strange parentage was recorded by Li without further critical
examination.

Key words: Yin Bei Go, Li Shi-Zhen, Saluki hound, Middle E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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