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猩猩考
楊龢之
（漢聲廣播電台，本會會友）

提要
中國古籍中有關猩猩的記述汗牛充棟，各種說法矛盾歧出，以致難以理解
究竟是何物。惟究其原始，絕不可能是指今所習稱的紅毛猩猩。
最早提及猩猩的是《禮記․曲禮》
：「猩猩能言，不離禽獸。」可能指的是
一種鼬鼠科動物。但後世囿於「能言」之說，不斷添枝加葉，並與其他物種混
同，馴至成為傳說中人面能言、脣部味美、血可為染料，以及既似溫馴又似兇
猛的動物。
本文試就所見載籍先後梳爬推斷，期能釐清此一本不神秘，後來卻變得不
可解動物的本來面貌，並推斷國人對猩猩觀念的轉變過程。
關鍵字：猩猩、狌狌、鼬鼠、古生物

所謂猩猩，今天一般泛指靈長目巨猿科（Pongidac，或稱猩猩科）的三屬四種：大
、黑猩猩（Pan troglodytes，Chimpanzee）
、巴諾布猿（Pan
猩猩（Gorilla gorilla，Gorilla）
paniscus，Pygmy Chimpanzee）
，以及紅毛猩猩（Pongo pygmaeus，Orangutan）
。
四種巨猿中，前三者僅產非洲，古人不可能見到，可置無論。後者今產於婆羅州與
蘇門答臘，別為二亞種。三代以前氣候與今迥異，以常情而言，從前亞洲大陸或未必無。
但若認為古籍中汗牛充棟的猩猩即指此物，則頗有斟酌餘地。

先秦以前觀念
最早關於猩猩的記述，可能係《禮記․曲禮》
：
「鸚鵡能言，不離飛鳥；猩猩能言，
178
不離禽獸。」 據此可知猩猩與鸚鵡同為「能言」的動物。然而禽的定義為「二足而羽」，
獸則是「四足而毛」，二者截然不同，猩猩究竟屬鳥類還是哺乳類呢？唐孔穎達《禮記
正義》引如今已逸的《盧本》稱，
「禽獸」作「走獸」
。若然，自為哺乳類無疑。另外，
178

《禮記正義》卷一。《十三經注疏》123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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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穎達又引別本稱：
「狌本又作猩，音生」
。形聲字在文字發展階段原未定形，因而探討
猩猩一詞時，亦不能忽略早期記述中的狌狌，甚至鼪鼪、生生等。
〈曲禮〉未具體敘述猩猩性狀。
《爾雅․釋獸》則說：
「猩猩小而好啼。」179由此只
能知其體型不大，但究為何物，尚需就其行文編次探索。
〈釋獸〉將猩猩列於蒙頌、猱蝯、玃父、威夷、麔麚、贙、豦、蜼等獸之次，其後則為
「闕洩多狃。寓屬。」「闕洩」應是指一種猴類；「多狃」舊訓為「腳繞指」，即腳指發
達能彎曲旋繞。
「寓屬」
，據晉代郭璞的解釋是：
「以上獸屬多寄寓木上，故題云寓屬。」
180
由此似可判定「寓屬」應與今靈長目動物概念大致類似，然而細審之又未必然。「寓
屬」所列動物固然多屬猿猴類，但其中「麔麚」明顯為鹿類；
「贙」則據郭璞說是：
「出
西海大秦國，有養者。似狗多力，獷惡。」未必是一種猴類。《爾雅》體例一貫是「物
以類聚」
，麔麚與贙之置於「寓屬」中，疑是因錯簡所致。
即使排除麔麚及贙不計，中國所產靈長目動物而「好啼」者，只有長臂猿科
（Hylobatidac）的數種而已，即使其中最小的白手長臂猿（Hylobaves lar，White-handed
gibbon）
，與獼猴科（Cercopithecidac）中最習見的恆河猴（Macaca rhesus，Rhesus macaque）
或短尾瀰猴（Macaca arctoides，Stump-tailed macaque）相較，其體型只大不小。猩猩特
徵既為「小而好啼」，便難以在靈長目中找出能「對號入座」的物種。蓋二千餘年前未
有今日嚴謹的分類體系，
《爾雅》作者若將活躍於樹上的哺乳動物攏統劃歸「寓屬」
，或
亦難免。若然，則未可因猩猩列於「寓屬」中，遂武斷其必為靈常目動物。
〈釋獸〉中又有「鼬鼠」
，未作解釋，郭璞注云：
「今鼬似貂，赤黃色，大尾，啖鼠，
181
江東呼為『鼪』
。」 此物易於理解，很可能就是俗稱黃鼠狼的亞洲鼬鼠（Mustela sibirica，
Siberian weasel）或其近緣物種。郭璞於晉代為《爾雅》作注，或許未必能完全契合先秦
時的觀念，但指出當時仍呼鼬鼠為「鼪」一節，則頗值得注意。
鼪之為物，見於《莊子․徐無鬼》
：
「夫逃空虛者，藜藋柱乎鼪鼬之徑，踉位其空。」
同書〈秋水〉則說：「騏驥驊騮，一日而馳千里，捕鼠不如狸狌。」183《莊子》將鼪
鼬、狸狌並言。顯然認定此獸與鼬、狸性狀類似。要之，鼪或狌的特徵是善捕鼠，又似
乎能陸行而非全然樹棲。
182

又作「生生」
。
《逸周書․王會》
：
「都郭生生欺羽，生生若黃狗，人面能言。」184據
〈王會〉文意，
「都郭」應為北方國名，
「欺羽」朱右曾認為是鳥名。二物皆為都郭國所
貢。生生色黃，顯然與古人所能見到的各種獼猴不同；至若白手長臂猿的黃色型，或黑
冠長臂猿（Hylobates lar pileatus，Capped gibbon）的雌性，固皆可能用「若黃狗」形容，
179
180
181

《爾雅注疏》卷十，釋獸十八。《十三經注疏》2652 頁。
《爾雅注疏》卷十，釋獸十八。《十三經注疏》2652 頁。
同上。

182

《莊子集釋》813 頁。

183

同上，580 頁。
《逸周書集訓校釋》120 頁。

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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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猿類性不耐寒，分布緯度一向偏低；且多生長於密林中。即或三代氣候較今為暖，
亦不可能生存於黃河以北。
另外，古籍中述及奇禽怪獸之多者莫過於《山海經》，書中兩提狌狌、一提猩猩。
唯因其成書非出一手，須稍作甄別，較可信為戰國以前所作的〈南山經〉說：「招搖之
山有獸焉，其狀如禺而白耳，伏行人走，其名曰狌狌。食之善走。」185郭璞傳：「禺似
獼侯而大，赤目長尾，今江南山中多有。……又曰生生禺獸，狀如猿，伏行交足，亦此
類也。見《京房易》
。」因此，
《山海經》的作者和為其作注的郭璞都認為狌狌是種猴類，
「伏行人走」
，應是行走時四足著地、但有時則雙腳站立而行。
站立之說，又見於《荀子．非相》
：
「今夫狌狌形笑，亦二足無毛也，然而君子啜其
186
羹食其胾。」 此獸難以確定必屬靈長目，因為鼬鼠科動物在地面時，往往也會採站立
姿態以遠望，可稱「二足」
；至於「無毛」之說，應只是指毛髮不濃密而已，不論是猿、
猴，還是鼬鼠，皆不至於無毛。
綜上所舉，從先秦典籍中推斷，所謂猩猩、狌狌、鼪鼪、生生等，似為一種鼬鼠科
或獼猴科動物，而以前者可能性較大。因為較具體稱其「狀如禺」的《山海經》，書中
所舉的諸多奇禽異獸怪蟲，有太多是難以理解的想像中動物，因而其對狌狌的記述，連
帶也令人存疑。
至於「能言」之說，推測此獸聲音婉轉多變，古人想像其彼此間能以言語溝通。
〈曲
禮〉及〈王會〉只說「能言」
，而未明言其能「人言」
，或許就是這個意思。
無論如何，最「原始」的猩猩，可斷言絕非今日的 Orangutan。

面貌及體形的轉變
戰國後期，猩猩味美之說始見，前引《荀子．非相》
：
「君子啜其羹食其胾。」
「胾」
為大臠，即切肉之意。
「君子」所食部分不過泛指其肉而已，荀子並未強調「猩唇」
。
《呂氏春秋．本味》則說：「肉之美者，猩猩之唇、獾獾之炙、雋觾之翠、述蕩之
掔、髦象之約。」187其餘數種珍味究竟為何姑不具論，然既將「猩猩之唇」列於首位，
特見重視，顯然與《荀子》對猩猩的可食部分認知不同。及至晉代張協說：「燕髀猩唇
髦殘象白。」188足見「猩唇」已成猩猩的固定形象之一，其來由，應是與狒狒形象混同
之後所產生，說見後。
185

《古本山海經圖說》2 頁。按：《山海經》十八卷，舊說為禹益之書，實則絕不可能。據《四庫全書
總目提要》謂海外以下諸經有不少漢代地名，應為漢以後作。以非關主題，不欲細考。要之，其所提
及猩猩、狌狌三處中，唯此處可能出於先秦。
186
《荀子集解》50 頁。
187
《呂氏春秋․孝行覽第二》174 頁。
188
《文選》卷三五，79 頁。〈七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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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之，戰國末期以後，猩猩形象開始丕變，與〈釋獸〉愈行愈遠，最大的變化是一
般多認為其面貌似人，且體型亦如豬或獾。
最早提到「人面」的〈王會〉又稱其「若黃狗」，用以形容鼬鼠雖不貼切，但離譜
得有限。而成於西漢的《山海經》
〈海內南經〉說.：
「狌狌知人名，其為獸如豕而人面。」
〈海內經〉說：
「有青獸，人面，名曰猩猩。」189綜此兩段記述，則其形如豕、其色青，
與〈王會〉迥異，已不可能與鼬鼠聯想在一起。
郭璞注〈海內南經〉說：「今交趾封谿縣出狌狌，土俗人說云：狀如豚而似狗，聲
如小兒啼也。」又為〈海內經〉作〈圖贊〉
：
「能言之獸，是謂猩猩，狀如猴，號音若嬰。
190
「禺獸，狀如猿。」
自然知往，頗策物情。」 前引他對〈南山經〉中狌狌的解釋則說：
在其心目中，狌狌或猩猩如豬如狗，又像猿猴。
《水經注》說交趾的平道縣：
「縣有猩猩獸，形若黃狗，又似狟豚，人面頭顏端正。
善與人言，音聲麗妙如婦人好女，對語交言，聞之無不酸楚。其肉甘美，可以斷榖，窮
年不厭。」191狟即獾，亦即此獸似狗、似獾、又似小豬，總之絕不像是鼬鼠或靈長目動
物。
至於「人面頭顏端正」之類說法，最早固出「王會」
，但似乎於漢始盛。高誘稱：
「猩
192
193
猩北方獸名，人面獸身，黃色。」 梁顧野王則說：「猩猩如狗，面似人也。」 這類
說法經歷代反覆傳鈔，無論身形何似，諸說總不脫「人面」
。這應是因其「能言」
，遂想
像其容貌應當似人，經過不斷添枝加葉，遂不復能知其本來面貌。推源究始，實為不敢
疑經所致，
〈曲禮〉的威望始終屹立不搖。
筆者不敏，所見史料中，似乎僅有晉代的郭義恭敢大膽地說：「猩猩似狟，聲如兒
啼，不聞其能言。」194姑不論其心目中的猩猩是何物，僅就其敢破千餘年來的「能言」
之說一端，即令吾人肅然起敬。遺憾的是，郭義恭之後又千餘年，竟無繼之者。
其實漢以後，仍有被指實為猩猩的動物。《後漢書․南蠻西南夷列傳》記哀牢夷的
物產有「孔雀、翡翠、犀、象、猩猩、貘獸。」195按，漢置哀牢縣，在今雲南保山縣東。
此處所舉各種動物皆實有，因而猩猩也必非虛構，惟僅憑一個名詞無法判定究竟是何
物。然而因「人面說」的普遍，這裡所指的大概不再是鼬鼠了。

189

《古本山海經圖說》2 頁。按：《山海經》第十卷〈海內南經〉應成於西漢初；第十八卷〈海內經〉
成篇更晚，《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推斷為劉歆所述。

190

191
192
193
194
195

《古今圖書集成․禽蟲典․猩猩部》引。855 頁。
酈道元《水經注》卷三七葉榆河，第六冊，63 頁。
《淮南子注釋》卷十三，223 頁。
《玉篇》89 頁。
《廣志》138 頁。
《後漢書》卷八六，南蠻西南夷列傳。284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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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格的編造
猩猩性格，最初說法似出於《淮南子․泛論訓》
：
「猩猩知往而不知來，乾鵠知來而
196
，據漢高誘說是：
「知人
不知往。」 乾鵠即鵲，非關本題不論。所謂「知往而不知來」
姓字，此知往也；又嗜酒，人以酒摶之，飲而不耐息不知當醉以禽其身，故曰不知來也。」
197
由此衍生無數說法。
唐李賢注《後漢書․南蠻西南夷列傳》中的猩猩，引《南中志》稱：「猩猩在山谷
中，行無常路，百數為群。土人以酒若糟，設於路，又喜履子，土人織草為履，數十量
相連結，猩猩在山谷見酒及履，知其設張者，即知張者先祖名字，乃呼其名而罵云：
『奴
欲張我。』捨之而去，去而復還，相呼試共嘗酒，初嘗少許，又取履子著之。若進兩三
升便大醉，人出收之，履子相連不得去，執還內牢中。人欲取者，到牢邊語云：
『猩猩，
汝可自推肥者出之。』既擇肥竟，相對而泣。即左思賦云：『猩猩啼而就禽者也。』昔
有人以猩猩餉封溪令，令問餉何物？猩猩自籠中曰：
『但有酒及僕耳，無它飲食。』
」198
《南中志》為晉代阮洴所作，而章懷太子引證不疑，足見自晉至唐，此一鮮活形象已深
入人心。
所謂「昔有人以猩猩餉封溪令」云云，
《獨異志》更言之鑿鑿：
「漢黃霸為封谿令，
部人陳廉攜酒并猩猩以獻。霸問何物？人未及應，囊中語曰：『斗酒與僕耳。』霸以其
物有靈，開囊放之，猩猩悲啼而去。」199
因其靈慧如此，故又有增飾之說。稍後的《朝野僉載》說：「安南武平縣封溪中有
猩猩焉，如美人，解人語，知往事，以嗜酒故，以屐得之。檻百數同牢，欲食之，眾自
推肥者，相泣而別。時餉封溪令，以帊蓋之。令問何物？猩猩乃籠中語曰：『唯有僕并
酒一壺耳。』令笑而愛之，養蓄能傳送言語，人弗如也。」200此說明顯由前此諸說衍飾
而成。
類似說法歷代傳述者不知凡幾，值得注意的事，此類記述皆出晉後，漢以前無聞。
應是交趾一向叛服無常，「自漢以來，列置郡縣，獠俗難理，率數歲一反。」201桓靈以
後，其中部分且長為化外，聲息難通。因而即使覺其不可思議，亦難親屢其地查證，遂
有恣意編造的空間。不過，如《獨異志》所稱，此一猩猩既能置於「囊」中，可見其體
積不大。如果真有其物，亦非 Orangutan 可知。

196
197
198
199
200
201

《淮南子注釋》卷十三，223 頁。
同上。
《後漢書》卷八六，南蠻西南夷列傳。2845 頁。
李冗《獨異志》卷中，1204 頁。
《朝野僉載》1277 頁。
《咸賓錄》12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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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狒狒」的混淆
再往後，猩猩形象又有變化。宋羅願說：「今交趾封谿縣出猩猩，狀如獾豚，聲似
小兒啼。……古之說猩猩者如豕如狗，今之說猩猩者與狒狒不相遠，云如婦人被髮袒足，
無膝群行，遇人則手掩其形。」202宋時交趾已永為域外，所謂「今交趾封谿縣出猩猩」
云云，不過是襲取舊說而已。值得注意的是此時其形象已與狒狒相混。
所謂「狒狒」
，當然不可能是今天習稱的獼喉科狒狒屬（Papio）諸物種。最早提及
此獸的是《爾雅․釋獸》
：
「狒狒，如人，被髮急走，食人。」203
此獸〈王會〉作「費費」
：
「州靡費費，其形人身，反踵自笑，笑則上脣弇其目，食
。州靡是國
人。」204 和〈釋獸〉所說大同小異，特強調其「反踵自笑」和「脣弇其目」
名。
異口同詞，不太可能均為向壁虛構，尤其《爾雅》雖受時代限制，於物種認知不免
有誤，但不至於信口編造，因而狒狒必有所指。當時中土即使有 Orangutan，則其形貌
雖可稱「如人」
、
「被（披）髮」
，但不至於「食人」
。就其形容比對，只有能以後足站立
，應是熊類動物人
而行的棕熊（Ursus arctos，Brown beer）勉強足以當之。所謂「反踵」
立時腳掌著地，然而其後足比例較人類短得多，腳掌也不長，故可能將其膝蓋誤為腳跟，
認為是「反踵」（因此還有「無膝」之說）；所謂「笑則上脣弇其目」，當是因棕熊體型
巨大，站立時身高往往超過兩公尺，見人仰首張口威嚇，人類從其正面仰視，確實只能
見到掀開的上脣，看不到牠的眼睛。
古人早有認為狒狒即是大熊者。李時珍引《方輿志》
：
「狒狒，西蜀及處州山中亦有
之，呼為人熊。人亦食其掌、剝其皮。閩中沙縣幼山有之，長丈餘，逢人則笑。呼為山
《方輿志》的解釋合情合理。
大人、或曰野人及山魈也。」205此物原不神秘，
但郭璞注《爾雅》的狒狒部分卻稱：「梟羊也。《山海經》曰：『其狀如人，面長脣
黑，身有毛，反踵。見人則笑。』交廣及南康郡山中亦有此物，大者長丈許，俗呼之曰
『山都』。」206此獸多活躍於山林中，開發較早的平原難得一見，以致號稱博贍多識的
郭璞都無概念，故攀引《山海經》的怪說以解釋。
郭璞所引《山海經》其實並不準確。〈北山經〉：「獄法之山有獸焉，其狀如犬而人
面，善投，見人則笑。其名山揮，其行如風。」〈海內南經〉：「梟陽國在北朐之西，其
為人面長脣，黑身有毛，反踵，見人笑亦笑，左手操管。」
〈海內經〉
：
「南方有贛巨人，
人面長臂黑身有毛，反踵，見人笑亦笑，脣蔽其面，因即逃也。」207事實上，〈海內南
202
203
204
205
206
207

《古今圖書集成․禽蟲典》卷八八猩猩部，855 頁。引《爾雅翼》。
《十三經注疏》2651 頁。
《逸周書集訓校釋》119 頁。
《本草綱目》卷五十一，狒狒。1595 頁。
同上。
《古今圖書集成․禽蟲典》卷八八猩猩部，85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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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及〈海內經〉是漢以後的晚出之作，較諸早期的〈北山經〉故眩神異更甚。郭璞將
此三段記述揉雜為一，以訓狒狒，很難令人信服。
欲追索《山海經》中所指動物，往往如「在伸手不見五指的暗室中，找尋一頭並不
存在的黑貓」
，徒費力氣而已，似不宜過於認真。然而〈海內南經〉的「梟陽國」是「人
面長脣」
、
〈海內經〉的「贛巨人」則「脣蔽其面」
，
〈王會〉則說狒狒「笑則上脣弇其目」。
依時代先後而論，〈海內南經〉和〈海內經〉可能受〈王會〉影響，並將「脣弇其目」
之說誇張為有能「蔽其面」的「長脣」
。
此一長脣特徵，又引來一些古怪聯想。李時珍引宋時陳藏器的講法：「其面似人，
紅赤色，有尾能人言，鳥聲。善知生死，力負千鈞，反踵無膝，睡則倚物。獲人則先笑
而後食之，獵人因以竹筒貫臂誘之，俟其笑時，抽手以錐釘其脣著額，候死而取之。」
208
大約因最初〈王會〉將其張口威嚇認定為「笑」，後人輾轉附會，遂致認為其「能人
言」
。
如此行獵匪夷所思，不足深辨，但此獸的「面似人」與「能人言」特徵，既與一般
概念中的猩猩雷同，則順理成章混而為一，連帶其「長脣」也移植於猩猩。於是「猩唇」
之說遂更振振有據。
有關狒狒可考之處尚多，因非本文重點，僅略言之不詳論。要之，起碼在西晉時，
其形象已與猩猩部分重疊，愈往後玄說愈多，二物混淆結果，遂成無法理解的怪獸。

鳥類說與染料說
另外有較少見的說法：猩猩是一種鳥。唐釋玄應《一切經音義》
：
「猩猩，能言鳥也。
知人名也，形如豕，頭如黃雞，今交趾封溪有之。聲如小兒啼。」209此說不知所本，或
是知世上絕無能言之獸，而能言鳥不少，故逕自推斷其非獸類。另外，
「頭如黃雞」說，
可能受〈王會〉影響，
〈王會〉於敘述「都郭生生」之後續言：
「奇幹善芳，善芳者頭若
210
雄雞，佩之令人不昧。」 奇幹為國名，善芳為鳥名，因其連文，故或誤為同屬敘述「生
生」者。前引《水經注》所謂「可以斷榖，窮年不厭」，可能也是因善芳的「佩之令人
不昧」而來。
唐以前，這類「鳥說」似乎少有人呼應，但宋後則頗不少。據《雲嶠類要》
：
「宋太
211
祖平嶺南，求得猩猩，如雄鴨而大。取其血染色如渥丹。與傳記所載不同。」 雖指其
208

《本草綱目》卷五十一，狒狒。
據《中文大辭典》9059 頁，
「猩」字引。惟台北新文豐出版社刊《一切經音義》卷十一（
《中阿含經》
第十三卷）
，能言鳥作能言獸（344 頁）
。蓋為乾隆刊本，以避康熙諱改玄應為元應。
《中文大辭典》既
稱《一切經音義》作者為玄應，則其所引當為更古版本。故從之。
210
《逸周書集訓校釋》120 頁。
211
《古今圖書集成․禽蟲典》卷八八猩猩部，857 頁。引《雲嶠類要》。
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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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鳥，但不提其能言，且稱「如鴨」而非「頭如黃雞」，與玄應和尚的概念不同。然而
《雲嶠類要》書出元代，並非宋初實錄，所言只能姑妄聽之而已。
兩宋之間的陸游有詩，則較可信據：「古寺蕭蕭不見僧，飛鼪滿屋老梟鳴。」212就
詩旨看，此「鼪」棲於荒寺，而且能飛。能對應的物種，大概只有蝙蝠了。然而翼手目
（Chiroptera）物種雖多，卻無體型「如雄鴨而大」者。故放翁心目中的「鼪」與《雲嶠
類要》所稱的「猩猩」並不類同。
能飛的「鼪」，在字書中頗有蹤跡可循。成書於北宋的《集韻》：「鼪，江東呼鼬鼠
為鼪，或从鳥。」213。《集韻》未解釋明明是鼬鼠，何以字又从鳥？然而明初的《洪武
正韻》則說：「鼪，飛生鼠。」所指應是蝙蝠。若然，則對「鼪」的認知，早已七拐八
彎，與「猩」完全不相干了。
前引《雲嶠類要》
：
「取其血染色如渥丹。」猩猩血能為染料說法，最遲在晉時已出
現，《南中志》：「寧中之極西南有猩猩，能言，其血可以染朱罽。」214「罽」是毛毯之
類的毛織物。大約已不能指實猩猩為何物，故又出現血色鮮紅說，反正無從對證，不虞
「穿幫」
。
其血既有此用，則又有取血之法。《病榻寤言》：「與之酒兼與之屐，醉酒穿屐則擒
而刺血，隨所問而得，否則寧死含血不與。」215此則是與好酒與屐說結合而編造。
然而狒狒血也有可為染料之說。唐段成式謂：「狒狒飲其血可以見鬼。……血可染
緋，髮可為髮。」216大約狒狒與猩猩形象既已混淆，則其血之用也自然無別。
天壤之間並無任何動物的血可直接為染料，且又「色如渥丹」的，不論黃鼠狼、蝙
蝠、猿猴、棕熊等等皆不例外。所謂「猩紅」其實是銀朱，李時珍對此很清楚，《本草
。李時珍特指猩紅即
綱目》說：
「銀朱乃硫黃與汞升鍊而成。」217也就是硫化汞（Hg S）
其物，雖未明言，但顯然已排拒了不切實際的猩血說。
然而李時珍雖然極為實事求是，卻不免對猩猩感到困惑：「猩猩自爾雅、逸周書以
下數十說。今參集之云：出哀牢夷及交趾封溪縣山谷中，狀如狗及瀰猴，黃毛如猿，白
耳如犬，人面人足，長髮，頭顏端正，聲如兒啼，亦如犬吠，成群伏行。……西胡取其
血染毛罽不黯，刺血必箠而問其數，至一斗乃已。又按《禮記》亦云：『猩猩能言。』
而郭義恭《廣志》云：『猩猩不能言。』《山海經》云：『猩猩能知人言。』三說不同。
大抵猩猩略似人，形如猿，不必盡如阮氏（阮洴）所說也。又羅願《爾雅翼》云：『古
之說猩猩者如豕如狗如猿，今之說猩猩者與狒狒不相遠，云如婦人被髮坦足，無膝群行。
遇人則手掩其形，謂之野人。』據羅說則似乎後世所謂野女、野婆者也，豈即一物耶？」
212
213
214
215
216
217

《佩文韻府》1191 頁。
《集韻》56 頁。。
《古今圖書集成․禽蟲典》卷八八猩猩部，855 頁。引《南中志》。
《病榻寤言》2501 頁。
《酉陽雜俎》卷十六，1164 頁。
《本草綱目》卷九，銀朱。31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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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了半天，仍搞不清這到底是什麼。
經過兩千年的「集體創作」
，猩猩的面貌已經無法分辨了。

少數民族與長臂猿的可能性
二千餘年來，對猩猩言之鑿鑿的記述不知凡幾，但幾乎都是「紙上談猩」，鮮有明
白指實的。所見史料中，自稱曾接觸過猩猩者僅一位；另一位雖未見活物，但卻看過「培
乾」者。其事皆在明末。
前者的說法匪夷所思。明末鄺露曾應聘為廣西土司記室，所著《赤雅》專述夷土見
聞：「猩猩。人面猿身，最機警，通八方語言，學蟲鳥語無不曲肖，聲如二八女子，啼
最清越。嗜酒好屐，虞人以此誘之，毀罵而去。予在綠鴉山見之。群相語曰：『客必東
人也。』踴躍出視。予適有蘇酒一包，寄酒少許，招而飲之。四者齊下，未飲先謝，既
飲輒醉，知予之無機也。予徘徊，恐為後人所害。忽然一雙飛下古木，囂然相謂曰：
『上
客過勞，兒當負之而去耳。』
《禮》曰：
『猩猩能言，不離走獸』
，予終不敢以為信。」219
鄺露所見之物確為能言、好酒，又擅爬樹，與傳說中的猩猩若合符節。然而天壤之
間實不可能有此物，或因西南有許多各式各樣的少數民族，鄺露因先入之見，而將其中
一支誤認為是所謂的「猩猩」也未可知。
不算真見過猩猩的是朱之瑜。他羈旅日本時，曾向彼邦執卷請益者談起猩猩：「或
問猩猩。答：前在交趾，聞其國海邊有此種。採啜山果以為食，好酒，好著紅屐。土人
以此愚而擒之。聞之唐人者亦然，然未之見也。僅見一培乾者，長可四尺，口鼻齊整。
在唐山時，於嘉興、崇德地方有二，一牡一牝，以檻車籠之，觀者如堵牆，然亦未之見
也，亦未知自何國來。但聞夜則放出溲溺，畢則復入籠中。其後牝者物故，祇存牡者解
京耳。其時不留意於此，故未之詳問也。」220
舜水先生所言平實，且無必要對日本人說謊，又未曾提到傳說中猩猩的最大特徵「能
言」
，顯見其所自道的聞見頗為可信。然而此物「長可四尺，口鼻齊整」
，性似溫馴。勉
強解釋，極有可能為長臂猿，但絕不可能是 Orangutan。
朱之瑜還說倖存的一頭猩猩其後「解京」，這似可從土貢制度中找到線索。明代體
制，各畿省府縣必須「任土作貢」，定期進獻土產。據《圖書編》所載，例貢猩猩地區
凡二：廣西梧州府、雲南金齒軍民指揮使司。前者注稱：「如黃犬，人面能言，音如女
人，鬱林州出山中。」221此物自然不可能是 Orangutan，但若說是長臂猿，也頗有疑問，
218

《本草綱目》卷五十一，猩猩。1594 頁。
《赤雅》3517 頁。
220
《朱舜水集》423 頁。
221
參閱《古今圖書集成․食貨典》卷一九一貢獻部，引《圖書編》。61 頁。
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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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同一資料中，湖廣的末順、保靖宣慰司，四川永寧宣撫司等例皆貢猿、廣東肇慶府
貢黑猿、雲南的廣西府貢白面猿。可見當時人對猿的概念甚為明確，不會將之混稱為猩
猩。推測可能本為一物，只是死活不同而已。活者稱猿無疑；而「培乾」者則假「猩唇」
之名以獻。既非活物，則「人面能言，音如女人」云云，自可信口侃侃，無從驗證。
這一推測或嫌臆斷，難為的據。不過，先師夏元瑜先生曾面告筆者：民國二十年左
右，曾在北京肆中見到一風乾的猿類頭皮，店家說這就是「猩唇」。先師強調其物應是
某種長臂猿，絕非 Orangutan。兩事雖隔三百年，但國人觀念未必遽改。因而朱之瑜在
嘉興、崇德所見、所聞的死活「猩猩」，當與先師所見類同，這應是近幾百年對猩猩及
猩唇的認知。
海運大開之後，國人始有機會見到來自南島的紅毛怪獸，居然冠上猩猩之名，遂使
人誤以為幾千年來無數關於猩猩的記述即指此獸。實則夷考舊籍，自先秦以迄民初，猩
猩形象雖一變再變，但絕對與 Orangutan 毫不相干。

主要參考書目
阮元刻《十三經注疏》
。上海，世界書局，民二四。
郭象《莊子集釋》
。臺南，唯一書業，民六四。
蕭統輯《文選》
。臺北，臺灣商務印書館，民五七。
朱右曾《逸周書集訓校釋》
。臺北，臺灣商務印書館，民六○。
史禮心注《山海經》
。北京，華夏出版社。2005。
馬昌儀輯《古本山海經圖說》
。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2001。
酈道元《水經注》
。臺北，臺灣商務印書館，民三九。
陳夢雷編《古今圖書集成》
。臺北，鼎文書局，民六五。
王先謙《荀子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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