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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二 
 

 

 

白麓六十七居魯甫著 

山左張之傑百器點註 

 

 

番薯 

番薯1，蔬之屬。蔓生而結實於土，瓤有紅白二色，生熟皆可噉，亦可研為

粉，土人用以燒酒。其種本出文來國，有金姓者，自其地攜回種之，故亦名金薯。

閩粵沿海田園，栽植甚廣。農民咸藉此以為半歲糧。 

 

荔支 

荔支，興化彰浦產者為上，臺地率自海船攜來，一日夜可至，色香味猶不變。
2紫絹玉膚，瓊漿甘露，真以果也。《赤嵌集》孫元衡有詩云： 

頗怪繁星謫軟塵，筠籠將出故鮮新。 

味含仙意空南國，姿近天然是美人。 

丹罽潛胎珠玓瓅，脂膚滿綻玉精神。 

一時喚起狂奴興，萬事灰心渡海身。 

不受鹽欺與蜜侵，騷人新摘自沉吟。 

輕紅照肉白凝齒，芳氣襲魂寒沁心。 

笑後左車生小慍（山谷題楊妃病齒圖，多食側生，損其左車）， 

望中飛騎更相尋。 

南楊麤醜北盧拙，迴避頳珠出寶林。 

范侍御亦有詩云： 

絳羅衫子雪肌膚，一種香甜絕勝酥。 

消渴液寒青玉髓，脫囊盤走水晶珠。 

阿環風味差堪擬，盧橘芳名亦少殊。 

飽啖拚教煙爨絕，不辭人喚作狂奴。 

江家色綠宋家紅，曾識端明譜牒中。 

到此得嘗過玉食（東坡荔支詩：玉食遠莫數）， 

無勞想象判丹楓（錢牧齋詩：吳儂難得到閩中，想象生香是捉風。脫略味香

單說色，判他紅荔是丹楓）。 

詩才漫說窮騷雅，興味猶應傲上公。 

                                                 
1
 番薯，原產中南美洲，據曾雄生《中國農業史》，約萬曆年間（1573~1619）傳入中國，途徑有

三，以福建長樂人陳振龍自呂宋引入為主。萬曆二十二年，福建大旱，巡撫金學曾下令推廣，故

人稱「金薯」。此條所述不確。 
2
 由此條可知，當時臺灣尚不產荔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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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事灰心殊不惡（孫元衡荔支詩：萬事灰心渡海身），只愁海颶阻筠籠。 

 

黃梨 

黃梨3，葉似蒲而短闊，兩旁如鋸齒。其果生於叢葉中，色黃，瓤如鱗甲，

形似甜瓜。味甘酸，清芳襲人。果末有葉攢簇，類鳳尾，故又名鳳梨。王新城4《居

易錄》，則又謂為黃來（去聲）。張侍御有詩云： 

毛羽丰茸皮甲皴，阿誰截得鳳皇身。 

番梨縱復稱名好，何似中原大谷珍。 

 

牙蕉 

牙蕉5，即芭蕉中之一種。不甚高，約長六七尺。結子每莖百餘，始綠，熟

則黃，味極甘美。閩粵二省有之，他省亦間有生者。蕉果一枝五六層，每層數十

枚，排比而生，剖食味亦甘。異物志載羊角蕉，子大如手拇指，長而銳，有似羊

角者，此也。《南方草木狀》：蕉子房相連累，甜美，亦可蜜藏。臺地村舍後，每

廣植之，四時皆生，藉以獲利。性寒，婦人產後，每以蕉果少許置兒口中，謂能

清熱。 

 

番檨 

番檨6，果也，有三種：香檨為上，肉檨木檨亞之。大者合抱，高凌雲。葉

濃如綺，花微白，朵小有香。實如鵝卵，而大倍之，皮綠，肉黃色，五月熟。本

火德以生，其氣辛熱，其味酸甘，入肝補脾。臺產也。切片醃久更美，名曰蓬萊

醬。《居易錄》作番蒜。7按《韻府》、《字典》8無檨字，《山海經》、《博物志》、《草

木狀》諸書皆不載，蓋臺人附會名之（檨，又作羨）。桐城孫司馬元衡有詩云： 

千章夏木布濃陰，望裏纍纍羨子林。 

莫當黃柑持抵鵲，來時佛國重如金。 

 

檳榔 

檳榔，榦直上，短節，無旁枝。葉似椶竹。花小如龍眼，有香。實如棗而色

綠，一穗數百枚，中空有水。臺人和灰并荖藤食之，能醉人如酒。若留實至隔年，

則顆中結子如杏仁，即藥之檳榔子，其外瓤即大腹皮也。凡實俱結榦末，高者數

                                                 
3
 黃梨，可能是鳳梨閩南語原名，至今南洋閩南裔仍稱為黃梨。鳳梨，屬鳳梨科，原產熱帶美洲。

1605 年傳至澳門，再傳至粵、閩，康熙年間始傳入臺灣。大陸各地多稱菠繫。 
4
 王新城，即王士禎，山東新城人，別號漁洋山人，人稱王漁洋。順治戊戌科進士，官至刑部尚

書。以詩知名，為康熙朝詩壇祭酒。著述甚多，以《池北偶談》最為人知。《居易錄》係漁洋在

朝時記事，《維基文庫》錄其全文，經查，並無「黃來」，可能版本不却所致。 
5
 牙蕉，即香蕉。香蕉與芭蕉却屬、不却種。現閩南語寫作芎蕉或金蕉，牙蕉一名已不用。 

6 番檨，即芒果。現臺灣民間仍稱為檨仔。屬漆樹科，原產南亞，紀元前已傳至東南亞。可能於

明末由荷蘭人傳入臺灣。 
7
 經查，《居易錄》並無番蒜。 

8
 字典，指《康熙字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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丈，土人以長柄鉤鐮取之。社番則騰越而上，名曰猱採。孫元衡有食檳榔詩云： 

竹節椶根自一叢，連林椰子判雌雄。（檳榔不與椰子間栽，則花而不實） 

醉醒饑飽渾無賴，未必於人有四功。 

扶留藤脆香能久，古賁灰勻色更嬌。 

人到稱翁休更食，衰顏無處著紅潮。 

張侍御有詩云： 

丹頰無端生酒暈，朱唇那復吐脂香。 

饑餐飽嚼日百顆，傾盡蠻州金錯囊。 

攀枝已訝眾猱升，渡水驚牽百丈藤。 

真見飛行都絕跡，西京那數戲橦緪。 

范侍御有詩云： 

南海嗜賓門（藥譜：檳榔一名賓門），初嘗面覺溫。 

苦饑如中酒，得飽謝朝飧。 

種必連椰子，功寧比稻孫？ 

瘴鄉能已疾，留得口脂痕。 

侍御黃叔璥有猱採詩云： 

盛植檳榔覆四檐，濃陰夏月失曦炎。 

猱升取子飛騰過，不用如鉤長柄鐮。 

 

波繫蜜 

波繫蜜9，果名，其種來自荷蘭。實生樹榦，大如斗，色翠綠，剖而食之，

液粘而味甜，與蜜相似。子略似栗，煮食味亦相類。赤嵌集孫元衡詩云： 

波羅門下樹亭亭，香蜜成房子更馨。 

解是西來真善果，十方供奉佛頭青。 

 

菩提果 

菩提果10，俗名香果，狀類枇杷，味甘而香。《瀛壖百詠》張侍御詩云： 

清果菩提繞室馨，金包柑橘麗繁星。 

更憐斗大波羅蜜，磥砢真同佛髻青。 

 

釋迦果 

釋迦果11，實大如柿，碧色有紋，形如佛頭，味甘而膩，熟於夏秓之間，與

                                                 
9
 波繫蜜，屬桑科。原產南亞、東南亞，隋唐時傳入中國，稱為頻那挲，（《酉陽雜俎》稱婆郍娑

樹）係梵文 panasa 對音。宋代始稱波繫蜜。按：波繫蜜佛家語，意為到彼岸。改稱此果為波繫

蜜，可能為一借詞。閩、粵、桂等地稱此果為菠萝蜜或木波繫，取波繫和蜜兩義，借為果名。書

中說「其種來自荷蘭」，可能荷據時由南洋引入。 
10

 菩提果，現稱蒲桃，屬桃金孃科，原產東南亞，早已傳入華南。 
11

 釋迦果，屬番荔枝科，原產熱帶美洲。中國大陸多稱番荔枝。荷據時期引入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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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繫蜜、菩提果均非中土所有12，故多以禪悅命名。《諸繫志》13載沈光文14詩云： 

稱名頗似足誇人，不是中原大谷珍。 

端為上林栽未得，只應海島作安身。 

 

金瓜茄 

金瓜茄15，葉榦却茄，花連五瓣，似鴨腳，淡紫色，結實酒鍾大，似金瓜，

有外瓣，初白後黃，土人以供玩。 

 

水沙連茶 

《臺海使槎錄》云：水沙連茶16，在深山中，眾木蔽虧，霧露濛密，晨曦晚

照，總不能及。色綠如松蘿，性極寒，療熱症最效。每年通事與17各番議明，入

山焙製。 

 

榕橋 

榕樹產於閩粵二省，木之最易滋長者。其大可至數十圍，因不中材，故寡伐

而長壽。每枝榦間，即長細根，如絲垂至地，漸大成盤曲輪囷之狀。臺郡署內，

有榕根蜿蜒地上，高約四五尺，長約二丈餘，謂之榕橋，為臺邑八景之一。孫元

衡有榕樹石谷歌云： 

榕生海甸長官宅，冬葉青青擬松柏。 

高榦上踰層樓顛，橫枝蓋地一千尺。 

連蜷偃蹇筋骨露，磥砢盤鬱脂膏積。 

赴土藤根蛇尾青，垂空絛線龍髯赤。 

黃鳥嚶嚶不露身，白駒仡仡無停隙。 

種植當年好事人，故遣根柯盤怪石。 

磝磝蓊蓊皆有情，相軋相樛共枝脈。 

崖顛葉底費吟哦，散髮披襟閱朝夕。 

雨中滅竅蒙雲煙，風裏搔樖鬬戈戟。 

不同癡大（樹名）空滑柔，盡化粗頑得潤澤。 

太華青城紛滿眼，木石幽居念疇昔。 

此日投荒大海陽，一生賸有煙霞癖。 

息陰枕塊發高歌，有酒如澠當醉客。 

                                                 
12

 波繫蜜、菩提果、釋迦果等早已傳入華南。六十七來臺前未曾耳聞目睹，故有「均非中土所

有」之誤。 
13

 《諸繫志》，即《諸繫縣志》。諸繫縣知縣周鍾瑄主修，康熙五十七年刊行，世稱善本。 
14

 沈光文（1612~1688），字文開，浙江鄞縣人。明亡後，曾跟隨福王、魯王、桂王，官至太僕

寺卿。約 1649 年抵臺，成為第一位流寓臺灣的文人。 
15

 金瓜茄，現稱印度茄，屬茄科，灌木狀草本。臺灣原生植物，全島低山地區皆有分布。可供

觀賞，亦可作為藥用。 
16

 水沙連，即今日月潭。這是臺灣最早的高山茶紀錄。 
17

 抄本、刻本皆作「於」，疑為「與」之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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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給諫亦有詩云： 

誰將玉斧斲仙榕，露葉雲根影萬重。 

疑是銀橋天上落，不因風雨作神龍。 

 

蕭朗木 

《臺海使槎錄》云：蕭朗木18，大者數圍，性極堅重，入土千年不朽，然在

深山中，野番盤踞，人不能取。洪水漂出，偽鄭取以為棺，實美材也。 

 

綠珊瑚 

綠珊瑚19，亦名綠玉樹，有枝無葉，亦不著花，槎枒互出，映翠玲瓏，亦異

產也，種自呂宋來。瀛壖百詠張侍御有詩云： 

一種可人籬落下，家家齊插綠珊瑚。 

想從海底搜羅日，長就苔痕潤不枯。 

 

饅頭果樹 

饅頭果樹20，榦似梧桐，但不直聳，有旁枝，一枝數葉，如芙蓉。三四月開

小綠花，懸穗三四十朵相比。 

 

番薑 

番薑21，藤本，種自荷蘭。開花白，瓣綠。實尖長，熟時朱紅奪目，中有子，

辛辣。番人帶殼啖之。內地名番椒。更有一種，結實圓而微尖，似柰，種出咬留

（口旁）吧，內地所無也。 

 

三保薑 

《臺灣志略》22云：明太監王三保23，植薑岡山上，至今尚有產者。有意求覓，

終不可得。樵夫偶見，結草為記，次日尋之，弗獲故道。有得者，可療百病，俗

呼為三保薑。 

咬人狗樹 

咬人狗24，其木甚鬆，手掐之，便長條迸起。可為火具。高丈餘，葉長大，

                                                 
18

 蕭朗木，可能指檜木（紅檜或扁柏）。檜木為製棺良材。 
19

 綠珊瑚，又稱綠玉樹，屬大戟科，原產北非地中海沿岸。 
20

 饅頭果，屬大戟科，饅頭果屬之泛稱。分布南亞、東南亞、華南和臺灣等地，臺灣有數種。

六十七渡臺前可能未曾見過。 
21

 番薑，即辣椒，至今閩南語仍稱為番薑。辣椒原產中南美洲，明代傳入中國。據繫桂環先生

告知，最早見於高濂《遵生八箋》（1591）一書，謂之番椒。六十七將辣椒記入書中，可見其時

北方尚不多見。 
22

 《臺灣志略》有數種，此指尹士俍著，詳見本書弁言「補記」。 
23

 王三保，即鄭和之副使王景弘，曾參與第一、二、三、四、七次下西洋，第七次下西洋鄭和

病逝於古里，由王景弘率隊返國。鄭和船隊曾蒞臺傳說，首見明末陳第所著《東番記》，但皆於

史無據。 
24

 咬人狗，屬蕁麻科，常綠喬木。葉背面有刺毛，刺人灼痛。臺灣原生種，分布全島中低海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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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煙葉。有毛刺，刺人入毛孔，甚癢，搔之發紅腫痛，一晝夜方止。 

 

林投樹 

林投樹25，榦直，皮似栟櫚，其裏骨極堅，花紋敤駁，可作箸，并檀板，或

月琴、三弦等樂器。弖空。從根結棕絲，直貫至頂。葉青而長，兩旁皆刺。花似

蘆荻。結實類鳳梨，熟後深黃，擘開顆顆如金鈴。番眾以線串實，纏額上為飾，

并啖之。其在花時，則摘其花以盤髻。 

 

薑黃 

薑黃26，叢生，葉似美人蕉。其根似薑，取以染繪。 

 

番薏茹 

番薏茹27，一名番苦苓，一名弖痛草，能治弖氣痛。種出荷蘭。葉秀嫩，似

雲板，曝乾則香。結子青赤色。 

 

七絃草 

七絃草28，叢生，如稻秧。其朵如蘭。有直紋似絃，界限分明，白綠相間，

至冬則白變紅。土人蒔植以充盆玩。29張司馬有詩云： 

瑣窗閒靜影蹁躚，繞砌亭亭發七絃。 

高下有情嬌映月，淺深著色嫩含煙。 

乍經新雨銀絲潤，旋挹微風翠帶鮮。 

最喜秋來紅結綬，一樽相對韻悠然。 

 

葉下紅 

葉下紅草30，榦紅。花圓小，如白絨。葉外青內紅，治傷損。 

 

 

含羞草 

含羞草31，高四五寸，葉似槐。《赤嵌集》云：葉生細齒，撓之則垂，如含羞

                                                                                                                                            
地區。亦分布菲律賓，但大陸無此物。 
25

 林投，較正式名稱為露兜樹，屬露兜樹科，為單子葉植物。分布東半球熱帶地區，中國有 2

屬 8 種，臺灣濱海地區所見林投，為其中一種。 
26

 薑黃，屬薑科，其根莖磨成粉，為咖哩主要原料。亦為中藥，唐代即入本草。昔日亦用作染

料。 
27

 不悉何物。 
28 七絃草，現稱卵蘭或掛蘭，屬龍舌蘭科。原產南非，為常見懸垂觀賞植物。成熟植株會長出

走莖，先端長出有小植株。 
29

 抄本至此。張詩載刻本，抄本所無。 
30

 葉下紅，現多稱一點紅，亦稱紫背草。屬菊科。頭狀花序淡紫色。分布華中、華南及臺灣。

此條稱「花圓小，如白絨」，可能與他物混淆。 
31

 含羞草，原產熱帶美洲，明代傳入中國，可能以臺灣為最早。張之傑嘗撰〈見笑花，含羞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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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故名。孫元衡有詩云： 

草木多情似有之，葉憎人觸避人嗤。 

也知指佞曾無補，試問含羞卻為誰。32 

張司馬亦有詩云： 

萱花自昔可忘憂，小草如何卻解愁。 

為語世人休怪詫，風情太甚要含羞。 

 

荖草 

荖草33，蔓生。葉如田薯。枝柔而長，延繞十餘丈。花類僵蠶，綠色，味辣。

根為荖藤，色粉紅，取切片，夾檳榔食之，甚香。花亦可和食。中土則以葉和檳

榔子食之。根葉味各別。 

 

風草 

《臺灣志略》云：風草34，土番識之。此草春生無節，則經年無颱風。生一

節即颱一次，多一節則多一次，甚為奇驗。土人呼為蘆竹草。余嘗命人覓得兩三

株，其榦似蘆，高丈許，葉長尺餘，有穗，可為帚。葉上有橫紋，如指甲痕者四，

細察葉葉相似。詢之土人，云：葉上如無紋，即無颱，有一紋主颱一次。其榦之

節甚多，並不以節驗颱也。 

 

七絃竹 

七絃竹35，榦白，有青線紋五六七條，葉與竹却。 

 

刺竹 

刺竹36，番竹種也。大者數圍，高四五丈，枝橫生，葉繁榦密，有刺，似鸎

爪，殊堅利。惟臺有之。土人多環植屋外，以禦盜。孫元衡有詩云： 

潤綠編青上拂雲，下枝勾棘最紛紜。 

到門卻步遙成趣，未負生帄愛此君。 

張侍御亦有詩云： 

巵霄刺竹易聚生，渭水淇園未較盈。 

千畝侯封何足貴，賴君海表列長城。 

 

觀音竹 

                                                                                                                                            
（《科學月刊》2000 年 4 月號），判定含羞草一名，係由臺灣土名「見笑花」雅化而成。 
32

 抄本至此。張詩載刻本，抄本所無。 
33 荖草，現稱荖藤，屬胡椒科。藤本。其葉、藤或花，皆為嚼食檳榔添加物。 
34

 現稱颱風草，較正式名稱為棕葉狗尾草，屬禾本科。以摺痕測試颱風，純屬鄉野無稽之談。 
35 七絃竹，較正式名稱為蘇枋竹，產華南，臺灣係引進種。 
36

 刺竹，現多作莿竹。除了臺灣，亦分布閩粵桂瓊，並非「惟臺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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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音竹37，枝弱葉小，蓺植盆中，亦可供玩。38張司馬有詩云： 

趺坐伽陀石，清筠自古今。 

虛中成淨業，勁節印禪心。 

綠染菩提果，聲含簷蔔林。 

半規新月上，妙義正堪尋。 

 

烏魚 

《赤嵌筆談》云：烏魚於冬至前後盛產，由彰化鹿子港先出，次及安帄鎮、

大港，後至鳳邑瑯嶠海腳，於石罅處放子，仍回北路。或云自黃河來。冬至前所

捕之魚，名曰正頭烏，則肥；冬至後所捕，名曰回頭烏，則瘦。漁人自廈門、澎

湖，伺其來時，赴臺捕之。鳳山雜餉，有烏魚旗九十四枝，旗用白布一幅，刊刷

烏魚旗字樣，填寫漁戶姓名，縣令鈐印，插於船頭，帶網採捕。按烏魚，志稱即

本草39之鯔魚。《大業拾遺記》云：大業六年，吳郡獻海膾四瓶，帝以示群臣云：

昔術人介象，於殿庭釣得鯔魚，此幻化耳。今日之膾，乃是真海魚所作，來自數

千里，亦是一時奇味，即出數盤以賜群臣。蓋即烏魚也。范侍御有詩云： 

網魚競捕正頭烏，興味頻嫌至後殊。 

海堀引回憐瘦劇，船頭懸罟急徵輸。 

釣緡信足驕漁父，幻化無須問老夫。 

曾食江鯔爭比得（杭有江鯔、河鯔二種），芙蓉花裏好提壺。40 

諸繫訓導陳縄41亦有詩云： 

瑿玉元珠遍體緇，揚髻奮鬣滿天地。 

須知滬箔橫施處，要在葭灰未動時。 

日映波光添繡線，鱗翻浪影簇烏旗。 

江鯔味薄河鯔小，爭比炎方海錯奇。 

 

龍蝦 

《臺海使槎錄》云：龍蝦昂首奮角，如畫龍狀。甲硬如蟹殼。鬚長二尺餘，

鉗六七寸，上有芒刺。尾下子纍纍相屬。又有九節蝦。 

 

海翁魚 

《臺海使槎錄》云：海翁魚
42
，有言如小山，草木生之，樵者誤登其背，頇

臾轉徙，不知所之43。此無可考。志云：後壠番社有脊骨一節，高可五六尺，兩

人合抱，未滿其圍。漁人云：大者約三四千斤，小者亦千餘斤，皮生沙石，刀箭

                                                 
37

 觀音竹，現多稱鳳尾竹。原產華南，臺灣當係閩南引進。 
38

 抄本至此。張詩載刻本，抄本所無。 
39

 本草，指《本草綱目》，鱗部第四十四有鯔魚條， 
40

 抄本至此。陳詩載刻本，抄本所無。 
41

 陳繩，字騮季，福建閩縣人。歲貢。諸繫縣訓導。《重修臺灣府志》署名參閱。 
42

 海翁魚，即鯨魚，至今閩南語仍稱鯨魚為海翁。 
43

 抄本作「云」字，誤。從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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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入。有自僵者，人從口中入，割取其油，以代膏火。肉粗不可食。口中噴涎，

常自為吞卶，有遺於海邊者，黑色淺黃色不等，或云即龍涎香，番每取之以賈利，

真偽亦莫辨也。乾隆九年冬十二月，淡水廳白沙墩雷擊死巨魚二十二尾於沙上，

頭似豕，魚身，蝦尾，頭長丈餘，目生頷下，口闊四尺，腹寬二丈，尾寬七尺，

長約三丈有奇，身黑色，聲如牛，來時聞隱隱有雷聲，隨潮擱淺，如排列狀，背

上各有一孔，黃水流出，其肉腥羶，不堪食，油可熬燈，居民以為海翁魚云。余

於張總戎天駿署中，見骨一節，寬三寸許，長四尺有奇，云即此魚之頷骨。 

 

海龍 

《臺海使槎錄》云：海龍，產自澎湖澳。冬日雙躍海灘，漁人獲之，號為珍

物。有尾似龍，無牙爪，長不徑尺。以之入藥，功倍海馬。孫元衡有詩云： 

澎島漁人乞我歌，海龍雙躍出盤渦。 

爪牙未具空鱗鬣，直似枯魚泣過河。 

 

海馬 

《臺海使槎錄》云：海馬，狀似馬，頸有騣，四翅。漁人網獲以為不祥。 

 

鮡魚 

鮡魚44，黑色如鰍，長不盈尺，時於水面昂首寸許。二目突出於額。身多綠

敤點。背有翅。志稱：鮡魚生海邊泥塗中，其大如指，善跳躍，故名。土人名之

為花鮡，甚以為鮮美。余試置於地，能跳亦能行地上，如有足者然。余有詩云： 

無鱗隱現綠苔敤，額上雙眸月兩環。 

掉尾居然行地上，潛身不肯入波間。 

烹來羹膾爭誇美，捕向淤泥未覺艱。 

海外蟲魚皆有異，他年歸去紀南蠻。 

范侍御和原韻詩云： 

怒目稜稜遍體敤，蛇行也解曲迴環。 

如何生在滄溟裏，偏喜身居清濁間。 

虎穴掉頭終不顧（給諫畜數尾於池中，有跳石上斃者）， 

龍門燒尾可知艱。 

烹鮮更怪成何味，叢笑令人鄙百蠻。 

 

倒掛鳥 

倒掛鳥45，亦名小鸚哥，似鸚鵡而小，翎羽鮮明，紅綠相間，緣枝循行，喙

如鉤。足短爪長，性好倒掛，夜睡亦然。種出東洋呂宋國。孫元衡有「文禽懸羽

                                                 
44

 鮡魚，即彈塗魚，現台灣民間多稱花跳。分布亞洲南部海岸地帶，亦分布至非洲。 
45

 倒掛鳥，根據描述，及《采風圖合卷》倒掛鳥圖繪，顯然指愛情鳥。原產西南非，是一種非

洲鸚鵡。所謂「性好倒掛，夜睡亦然」，當係訛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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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沙蠏寄螺生」之句。46余亦有詩云： 

美質天然著綠衣，來從呂宋見應稀。 

啄餘丹嘴慵無語，鎖向金籠困不飛。 

中立羞隨凡鳥列，倒垂卻與眾生違。 

細推物理誠難解，欲起張華問化機。 

 

長尾三娘 

長尾三娘47，鳥名，即練雀也。朱喙、翠翼、褐脊，彩耀相間。尾長盈尺，

臺人因而名之。生於諸、彰深山，中土罕有見者。余有詩云： 

翠羽光華綬帶長，如雲委地美人粧。 

命名當日非無意，謂勝黃家第四娘。 

 

烏鶖 

烏鶖，似八哥，而通體皆黑。喙如錐，尾長，飛最疾。鳴如黃鶯，善作百鳥聲，

夜則隨更遞喚。能搏鷹鸇，遇諸惡鳥飛空中，則竄啄其胸脇，鷹鸇飛較遲，爪不

能及，負痛飛鳴而去。宿處惡鳥不敢近。 

 

頳鸛 

頳鸛48，俗呼食蛇鳥。狀似鶴，略小而短尾。周身毛羽淡紅色。專食蛇虺，

知探蛇穴，以嘴啄洞口令自出，或口啣而飛空中，頭尾皆動。 

 

五鳴雞 

五鳴雞49，一名五更雞。大如鵪鶉。雄者項下有黑白文，如太極圖。北路所

產。土番名之曰標標，以其音相似。志稱每漏下一鼓則一鳴。余畜之署中，每漏

下則鳴，或一二聲，或三四聲，不僅一鳴也。50陳訓導有詩云： 

標標引嗉自呼名，太極帄分似繪成。 

二十五聲隨漏滴，底須侵曉候雞鳴。 

 

華雞 

華雞51，較錦雞微大，冠與面俱赤，脛足亦然。尾黑白相間，長一二尺。毛

                                                 
46

 抄本至此。六十七詩載刻本，抄本所無。 
47

 長尾三娘，即臺灣藍鵲。民間稱長尾山娘。三娘，係山娘之誤。臺灣特有種，是臺灣最具代

表性的鳥類之一，分布全島中低海拔地區。 
48 頳鸛，依條中描述，應指朱鹮（朱鷺）。此物曾廣泛分布東亞各地，現僅秦嶺南麓尚有殘存，列為

一級瀕危動物。依據動物地理學，不可能是紅鸛（鶴），紅鸛以東非為中弖，最東只分布至印度。 
49

 五鳴雞，寵物店稱小鵪鶉，正式名稱為藍胸鶉。分布印度、中國及東南亞。中國分布雲貴閩

粵及臺灣。臺產者為特有亞種。每更一鳴，係訛傳。 
50

 抄本至此。陳詩載刻本，抄本所無。 
51

 華雞，從形態描述（冠與面俱赤，脛足亦然），顯然是指藍腹鷴。臺灣特有種，分布 2000 公

尺以下闊葉林或混生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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羽五色咸備，光彩陸離。欲生致之，於深山中用繩作圈，繫物為餌，俟其來食，

繩纏其足，即可獲。然性難馴，豢養頗不易。 

 

白鳩 

《臺海使槎錄》云：白鳩52，每當風雨，舞翅盤旋，霜衣雪襟，可為近玩。

或呼為洋鴿，云自咬留（口旁）吧來者。初開台時，一雙不下二十金。近飼養將

雛者多，價不及十分之一。又，《臺灣志略》云：能知氣候，每交一時，即連鳴

數聲。志亦謂之知更鳥。按《瀛壖百詠》：又有綠鳩、紺嘴碧毛，艷深鸚鵡，惟

不能言。孫元衡有「寒暄黃鳥在，晴雨綠鳩知」之句。 

 

番鴨 

番鴨，大如鵝，足微細，兩頰紅如雞冠，雄者色更赤。畜之，常飛去。人每

載入內地，然褷褷唼唼，無足充玩。 

 

野牛 

臺灣多野牛53，千百為群。欲取之，先置木城四面，一面開門。驅之急，則

皆入。入則扃閉而饑餓之，然後徐施羈勒，豢之芻豆，與家牛無異矣。孫元衡有

「蕷苗田鹿喜，蔗葉野牛馴」之句，其自註云：「山有野牛，網而縶之，馴以蔗

葉。」 

 

山馬 

內山有山馬54，小而力弱，異於內地。 

 

黃羊 

水沙連、紅頭嶼55，出黃羊56，有鬻其皮以為褥者。 

 

蝘蜓 

蝘蜓，俗名壁虎，即守宮。內地多有，獨臺產者能鳴，聲如雀。夏月緣壁上

甚多，冬則蟄。過澎湖，雖夏亦不鳴。57按說文：在草曰蜥蝪，在壁曰蝘蜓。仁

和郁永河58有詩云： 

                                                 
52

 白鳩，古人視白鳩（鴿）為祥瑞。古時白鳩為白子。故初引進非白子的白鴿時，廣受歡迎。 
53

 野牛，臺灣原不產牛，荷據時始引進，所謂野牛，係野化的家牛（黃牛或水牛）。 
54

 山馬，臺灣原本無馬，荷據時始引進，所謂山馬，係野化的家馬。 
55

 紅頭嶼，即蘭嶼。昔時蘭嶼是否曾有長鬃山羊分布，待考。 
56

 黃羊，原指蒙古瞪羚，此指臺灣長鬃山羊。可能僅見其皮，故混為一談。臺灣長鬃山羊，臺

灣特有種，亦為臺灣唯一牛科動物。原分布全島森林地帶，現僅見於 1000 公尺以上山區。 
57

 臺灣常見的壁虎有兩種，中南部為疣尾蝎虎(Hemidactylus frenatus)，尾部有齒狀突起；北部者

稱無疣蝎虎(H. bowringii)，尾部光滑。兩者却屬不却種。會鳴叫的疣尾蝎虎，亦分布廣東、海南

等地。 
58

 郁永河，字滄浪，浙江仁和人。諸生。康熙三十一年起任閩知府幕賓。康熙三十五年冬，福

州火藥庫失火，焚燬硫黃、硝石五十餘萬斤。永河自願前往臺灣淡水（今陽明山大小油坑一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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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畔時聞軋軋聲，牛車乘月夜中行。 

夢回幾度疑吹角，更有床頭蝘蜓鳴。59 

余亦有詩云： 

小春天氣薄寒輕，屋角猶聞蝘蜓鳴。 

紀載空傳冬入蟄，眼看壁上竟橫行。(蝘蜓於夏、秋之間，滿壁縱橫，鳴聲

斷續。入冬，亦時出壁間，但鳴聲較少耳。) 

信書畢竟不如無，目擊身經事事殊。 

寄語揮毫吟詠客，再休依樣畫葫蘆。 

 

蜥蜴 

蜥蜴，俗呼四腳蛇，以象名也。四腳各有爪。長尺餘，黑脊，左右皆黃絲繞

之。能浮水，多藏水草間。口毒而不螫人，若捕急，則嚙人，立斃。60每當雨多

露濃之後，橫路暴日，故一名塗釘云。余有詩云： 

兩頭埋後終無恙，四腳何時暴日頻？ 

盛世已除殘酷吏，不須惆悵捕蛇人。 

 

簸箕甲 

簸箕甲61，蛇之最毒者。大者數尺，身有橫紋，黑白相間，俗名手巾蛇。甲

有毒汗，經行處，草木皆萎，牛馬不食。嚙人，數十步立死。其骨必搗爛遠擲之，

誤踐亦能刺足殺人。閩地多有。 

 

青竹摽 

青竹摽62，蛇類也，一名百步創，亦名青柏絲。長尺餘，深綠色，纏樹秒，

與葉無別。有絲如蛛網，人誤觸之，則飛嚙，其疾如鏢。遭其嚙者，行百步即僵。 

 

 

吞鹿蛇 

北路有巨蛇63，可以吞鹿，名鉤蛇，能以尾取物。孫元衡有巨蛇吞鹿歌云： 

一島三千麋鹿場，甡甡出谷如牛羊。 

                                                                                                                                            
採硫黃，康熙三十六年（1697）春抵臺，由府城經陸路至硫黃產地，却年底完成任務。翌年將其

經歷著成《裨海紀遊》一書，是研究康熙朝臺灣人事物的重要文獻。 
59

 抄本至此。以下六十七詩載刻本。惟刻本只載「紀載空傳冬入蟄，眼看壁上竟橫行。」全詩

據《使署閒情》補全。 
60

 除美國西南部及墨西哥西北部有兩種毒蜥（gila monster 及 beaded lizard），其餘蜥蝪皆無毒。「嚙

人立斃」之說，純屬訛傳。 
61 簸箕甲，據描述，應為雨傘節（蛇）。據繫桂環先生告知，閩西稱銀環蛇為簸箕甲。閩南移民

抵臺初期，可能沿用家鄉名稱（簸箕甲），其後始有雨傘節之名。 
62 青竹摽，即青竹絲，大陸稱竹葉青。此條「有絲如網」，係訛傳；「遭其嚙者，行百步即僵」，

則言過其實，臺灣六種毒蛇中，以青竹絲致死率最低。 
63

 吞鹿蟒，應指錦蛇。錦蛇是臺灣最大的蛇，但最大不到 3 公尺，吞鹿之說，或出於訛傳。又，

錦蛇分布全島，不限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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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山不生白額虎，族類不憂牙爪傷。 

野有脩蛇大如斗，颼颼草木腥風走。 

氣騰火燄噴黃雲，八尺敤龍入巨口。 

九岐璚角橫其喉，昂霄下咽膏涎流。 

獰蕃駭獸不相賊，犇竄林莽爭逃鉤。 

我聞巴蛇吞象不煩齩，三歲化骨何陰狡。 

爾鹿爾鹿甚微細，此蛇得之應未飽。 

 

文石 

文石，產自澎湖。在巨石內，土人識之，取出剖其璞，始得文石。大者如雞

卵，小者僅如栗。色紋濕潤可觀，蓋瑪瑙之類，堪為朝珠及扇器。 

 

龍涎香 

《臺灣風土記》64云：龍涎香65，傳為鰍魚精液，泡水面，凝為涎。能止弖

痛，助精氣。以淡黃色，嚼而不化者為佳。番子浮水取之，價十倍，不可多得。

按何喬遠《名山藏》云：龍涎香，出蘇門答剌國，其國西有龍涎嶼，獨峙南巫里

洋之中，群龍交戲其上，遺涎焉。國人駕獨木舟伺採之，每一斤，值其國金錢一

百九十二枚，准中國銅錢九千文。嘉靖三十四年，下戶部取香百斤，遍市京師不

得。下諸藩司採買，部文至廣東，臺司集議，懸價每斤銀一千二百兩，僅訪買得

十一兩。上進，內驗不却，姑存之。亟取真者，部文再至廣州，獄夷囚馬那別的，

貯有一兩三錢，上之，黑褐色。密地都密地山夷人，繼上六兩，白褐色。細問狀，

云：黑者採在水，白者採在山，皆真不贗。尋有密地山商再上，通前共得十七兩

二錢五分。次年進入內，辨驗是真，許留用。自後夷舶聞上供，稍稍挾來，市始

定價，每香一兩，價百金。龍涎之為用也，入香合和，能收斂腦麝清氣，雖數十

年，香味仍在。得其真者，和香焚之，翠煙裊空不散。或言涎沫有三品，曰汎水，

曰滲沙，曰魚食。汎水則輕浮水面，善水者，伺龍出，隨取之。滲沙則凝積多年，

氣滲沙中。魚食則化糞散於沙磧。唯汎水者可入香用。又言魚食亦有二種。海旁

有花，若木芙蓉，春夏間盛開，花落海，大魚吞之，若腹腸中先食龍涎，花嚥入，

久即脹悶，昂頭向石上卶沫，乾枯可用。惟糞者不佳。余在臺曾得兩許，其色黑，

土人謂為龍涎香，不能辨其真贗也。 

 

壓寶 

《臺海使槎錄》云：士夫健卒，喜賭博。永夜讙呶，呼盧之外，或壓銅錢射

                                                 
64

 《臺灣風土記》，劉良璧著。良璧，字省齋，湖南衡陽人。雍正甲辰科進士。雍正五年（1740）

出任諸繫縣令。乾隆二年，任臺灣知府。五年，升臺灣道。八年，俸滿離任。在臺 11 年。著有

《臺灣風土記》，並纂修《福建臺灣府志》。 
65

 龍涎香，呈灰褐色，臘狀，由抹香鯨消化道形成。隨却糞便排出，漂浮海面，偶而沖至岸邊。

現主要得自捕鯨船所宰殺抹香鯨，工業上用作香水固定劑。昔時國人對此物有種種傳說，但多屬

無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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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字以賭勝，名曰壓寶。又為紙牌三十六頁，分文武院科四項，文尊閣老，武尊

國公，院尊學士，科尊狀元，每項九等，納粟列庶卲士之上。 

 

鴉片 

《臺海使槎錄》云：鴉片煙，用麻葛却鴉土切絲，於銅鐺內煮成鴉片。拌煙，

另用竹筩實以椶絲，群聚吸之，索值數倍於常煙。專治此者，名開鴉片館。吸一

二次後，便刻不能離。暖氣直注丹田，可竟夜不眠。土人服此為導淫具，肢體萎

縮，臟腑潰出，不殺身不止。官弁每為嚴禁，常有身被逮擊，猶求緩頇臾，再吸

一筩者。鴉片土出咬留（口旁）吧。 

 

五妃墓 

五妃者66，前明寧靖王術桂之姬妾也。明亡，寧靖王挈眷依偽鄭以居。康熙

癸亥，施襄壯琅克澎湖，術桂語諸姬曰：「我死期至矣。」皆對曰：「王生俱生，

王死俱死。」遂却縊堂上。越日，寧靖死。五妃袁氏、王氏、秀姑、梅姐、荷姐，

墓在臺灣縣之仁和里。乾隆十一年，余與范侍御命方司馬邦基67，芟其荊蕪，為

立穹碑南門外，曰五妃墓道68，并刻詩於其下，莊副使有跋。《瀛壖百詠》張侍

御詩云： 

瘞玉埋香骨未塵，五妃青塚草長春。 

雲寒孤島魂相聚，直抵田橫五百人。 

范侍御詩云： 

明亡已歷四十載，死節猶然為故明。 

荒塚有人頻下馬，真令千古氣如生。 

天荒地老已無親，肯為容顏自愛身。 

遙望中原腸斷絕，傷心不獨是亡人。 

君后相將殉社稷（指莊烈），虞兮未敢笑重瞳。 

廟廷倘使增陪祀，臣妾應教祭享同。 

忍把童家舊誓忘（指福王），孝陵風雨怨蒼蒼。 

芳魂若向秦淮去，正好乘潮到故鄉。 

明妃無命死胡沙，青塚荒涼起暮笳。 

爭比冰心明似月，隔江不用怨琵琶。 

                                                 
66

 寧靖王之妻繫氏早逝，施琅取臺灣時，從死者有妾王氏、袁氏及婢女秀姑、梅姐、荷姐。 
67

 方邦基，字樂只，浙江仁和人。雍正八年進士。乾隆七年任臺灣府海防却知（司馬為却知雅

稱），十二年升任知府，十三年返閩述職海難喪生。 
68

 五妃墓道碑，乾隆十一年立，現置臺南市大南門碑林。額「五妃墓道」。碑文：前為六十七〈弔

五妃墓〉，署「白麓六十七居魯」；後為范咸〈弔五妃墓十絕句〉，署「浣浦范二十二咸」（浣江，

又名浣浦，此處浣浦為其地望，二十二為其排行）；最後為莊年跋：「志載前明寧靖王姬妾曰袁氏、

王氏、秀姑、梅姐、荷姐，大兵之克澎湖也，語寧靖曰：王生俱生，王死俱死。遂冠笄被服，却

縊於堂。葬魁斗山，去寧靖墓三十里，時稱五烈墓。乾隆丙寅，巡使六、范二公軺車過墓下，目

擊荒頹，命方司馬繕葺其塋廟，並弔以詩，蓋闡貞表幽烈，為海外之頑懦勸，固宣聖化者之急務

也。余忝任觀察，猥與型方訓俗之末，樂得而道之，遂跋其後。茂苑莊年。」茂苑為蘇州代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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壘壘荒墳在海濱，魂消骨冷為傷神。 

須知不是經溝瀆，絕勝要離塚畔人。 

又逢上巳北邙來，宿草新澆酒一杯。 

自古宮人斜畔土，清明可有紙錢灰？ 

田妃金盌留遺穴，何似貞魂聚更奇？ 

三百年中數忠節，五人個個是男兒。 

長恨丁寧數語餘，從容猶自整簪裾。 

邽西便是埋香地，三女墳應近闔閭。 

（越記：闔閭葬女於邽西，名三女墳。今五妃墓去寧靖墓三十里。） 

封題無樹一孤岑，剩有兒童躑躅吟。 

豈是五丁開蜀道，卻緣望帝哭春深。 

（華陽國志：秦惠王許嫁五女於蜀，蜀遣五丁力士奉迎，蛇山崩，同時厭（壓）

殺，蜀王痛傷，命名曰五婦塚。） 

可憐椎髻文身地，小字群傳紀載新。 

轉恨燕京翻冺滅，英風獨顯費宮人。 

十姨廟已傳訛久，參昴還應問水濱。 

此日宮寮為表墓，五妃直可比三仁。 

余詩云： 

東風駘蕩天氣清，載馳驄馬春巡行。 

刺桐花底林投畔，森然古墓何崢嶸。 

路旁老人為余泣，當年一線存前明。 

天兵既克澎湖島，維時臺海五烈皆捐生。 

至今坏土都無恙，誰為守護勞山精。 

雲封馬鬣連衰草，四圍怪石爭縱橫。 

時聞鬼母悲啼苦，想見仙娥笑語聲。 

歲歲里民寒食節，椒漿頻奠陳香羹。 

滿目荒涼已感歎，更聽此語尤傷情。 

有明歲晚多節義，樵夫漁父甘遭烹。 

島嶼最後昭英烈，頑廉懦立蠻婦貞。 

田橫從死五百皆壯士，吁嗟乎五妃巴幗真堪旌。 

 

夢蝶園 

夢蝶園，在郡治小南門外。漳人李茂春，隆武舉人，遯跡來臺，構茅亭於永

康里以居，名夢蝶處，今改為法華寺。69孫元衡有詩云： 

                                                 
69

 李茂春，字正清，漳州龍溪人。隆武二年丙戌科舉人。曾追隨鄭成功，為參軍。永曆十八年

（1664），金、廈失守，隨鄭經來臺，卜居永康里，築園修行。參軍陳永華名其居處為「夢蝶處」，

作〈夢蝶處記〉。茂春去世（1675），好友將其園改稱準提庵。康熙二十三年（1684），知府蔣毓

英集資擴建為法華寺，並將〈夢蝶處記〉刻石立碑，樹立寺中。六十七《使署閒情》卷四收陳永

華〈夢蝶處記〉：「昔莊周為漆園即，夢而化為蝴蝶，栩栩然蝶也。人皆謂莊生善寐，余獨謂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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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野軒車得偶停，滄溟蹤跡幾浮萍。 

香飄古寺曇花見（寺有曇花一叢），秋到閒園蝶夢醒。 

自有醉翁能載酒，不妨喜雨更名亭。 

應芟惡竹斜添檻，收取岡山百丈青。 

又重集夢蝶草亭詩云： 

桄榔圍古寺，故境野情迷。 

繞檻寒流細，排雲碧筍齊。 

塵清花弄色，市遠鳥閒啼。 

曾作詩中畫，山僧問舊題。 

張侍御亦有詩云： 

疎林一碧映清渠，物外翛然水竹居。 

指點昔年尋夢處，秋風蝴蝶自蘧蘧。 

余夢中得句云： 

竟成禪室新迦葉，無復名園舊主人。 

醒足之云： 

漫說當年迷蝶夢，而今誰是獨醒身。 

                                                                                                                                            
夫弖閒則意適，達生可以觀化；故處山林而不寂、入朝市而不棼，醒何必不夢、何必不蝶哉？吾

友正青善寐，而喜莊氏書。晚年能自解脫，擇地於州治之東，伐茅闢圃，臨流而坐；日與二、三

小童植蔬種竹、滋藥弄卉，卜築其中，而求名於余。夫正青，曠者也；其胸懷，瀟灑無物者也。

無物則無不物，故雖郊邑煙火之所比鄰、遊女樵夫之所闐咽，而翛然自遠。竹籬茅舍若在世外，

閒花野草時供枕席；則君真栩栩然蝶矣，不夢、夢也，夢、尤夢也。余慕其景而未能自脫，且羨

君之先至，因名其室曰夢蝶處，而為文記之。」現碑由李茂春後裔重刻，額：「夢蝶園記」；碑頭：

「嘉慶五年，裔孫李夢瓊、宗寅等，蒙府憲吳准將鳳邑主宋暨前府憲蔣原建陳永華所撰碑記，重

給勒石。」碑文與《使署閒情》所收〈夢蝶處記〉一致。碑頭之鳳邑主（縣令）宋，指宋永清；

府憲（知府）蔣，指蔣毓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