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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化學符號: 1842-1895
張 澔
（和春技術學院 通識教育中心）

摘要
本文主要的目的研究西方化學符號在十九世紀中國的傳入。在十九世紀中葉的時
候，西方化學符號還是處於很混亂的局面，例如，硫酸的化學式可以表示為 S+3O,
SO3, 或 SO3。因此，在十九世紀所翻譯的中文化學翻譯書也常常出現化學符號不
一致的現象。在中國人沒有英文能力的基礎上，西方化學符號中的字母會被中文字
所取代，如表示元素結合能力的符號，是在元素右上角上放置一個符號 (′)，如
O′′, B′′′，在《化學初階》中則表示為養′′和 硼′′′， 或者像《化學鑑原續編》
中，如水型

H⎫
⎬O 2
H⎭

則成為

輕⎫
。所以，中文化學符號的重要性並非在於如何呈
⎬養 二
輕⎭

現原文的化學符號，而是在於與這些符號相關的化學名詞的翻譯與解釋。
Abstract
The main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research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Western chemical
symbols in the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Many of the chemical symbols in the
mid-nineteenth century were not standardized. Sulphuric acid, for example, could be
represented as S+3O, SO3, or SO3. Therefore, the different expressions for the same
substance also appeared in the different Chinese chemical books at the same time. Sometimes,
the letters for chemical marks were replaced by Chinese characters. For example, the
equivalency of an element were denoted by placing marks to the right of the symbol of an
element, such as O′′, B′′′, and they were designated in Chinese as 養′′ , 硼′′′ in
Huaxue jianyuan (First Step in Chemistry). In principle, the chemical notations in the original
chemical books were not used in Chinese chemical works at that time.
Keywords: chemical symbol, terminology, China

英國化學家賀夫曼 (Hofmann August Wilhelm, 1818-1892)在他著名的化學書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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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符號式 (symbolic formulare)應該能稱得上化學家在研究上最得力的工具135。然而在
這個時候，西方化學才剛剛開始傳入中國，不僅只是化學而已，在這個時候，外國語言
對中國人都是很陌生的，因此化學符號對十九世紀的中國人而言，確實是遙不可及的。
的確，化學符號可以說是化學名詞的進階語言，它的「翻譯」是比化學術語要來的更困
難。另外一方面，雖然它並沒有像化學名詞需要的急迫性，但它們有一種不可被取代性，
或者說是一種不可被翻譯性。換句話說，對中國人而言，它具有一種不可被切割的邊陲
性，正因如此，它的傳入正可檢視有多少西方化學傳入中國的完整性。
雖說，我們確實很難來估計中文化學符號所產生的影響，但可以確定的一點，就如
同西方化學符號一樣，它是西方化學歷史不可缺的一環，同樣的，這段時間的中文化學
符號自然也會成為近現代中國化學史的一部份。在我們的研究中，從中文翻譯本與西方
原著的對照，我們便可以知道，在這段期間有那些化學符號傳入十九世紀的中國。除此
之外，從中文化學符號解釋中，我們也可以知道，翻譯者所產生的影響。

西方化學符號歷史回顧
就如同化學術語，化學符號在化學的發展中也扮演一個不可忽視的角色。從西方化
學符號的發展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埃及時代。在中古時代，煉金術士為了不讓其他人知道
他的研究成果，保密技術，便自創符號、圖畫或謎語，來表示重要物質、顏色、器具、
實驗手續，在十五世紀至十七世紀間，煉金術士以太陽或用極光表示金，以土星表示鉛，
各種形狀的水星來表示汞。在十七世紀末之前，一些金屬符號常常沿用天文學之符號。
十 八 世 紀 初 ， 化 學 符 號 進 入 另 外 一 個 階 段 。 1718 年 法 國 藥 劑 師 日 夫 魯 瓦
(Étienne-François Geoffroy, 1672-1731)便用各種的符號來表示物質的親和力。瑞典化學
家柏格曼(Torbern Olof Bergman,1735-1784) 將所分析所得化合物，以當時所用的星象符
號來表示，除此之外，他也自創一些符號，如▽(水)、┼(酸)、 O(鹽)、Θ(鹼) 136。在 1808
年，道耳吞 (John Dalton, 1766-1844)在他的《化學新系統》(A New System of Chemistry)
中，整理了他的原子學說及其倍比定律，並用各種圓形圖案來表示原子，化合物的符號
則 是 將 原 子 的 符 號 組 合 在 一 塊 。 瑞 典 化 學 家 貝 采 利 烏 斯 (Jöns Jacob Berzelius,
1779-11848)是第一位將字母來表示元素符號137。隨後，便是進入以化學字母符號的時
代。有機化學的發展毫無疑問成為促使化學家建立符號的關鍵因素138。
135

A. W. Hofmann, Introduction to Modern Chemistry, Experimental and Theoretic, London: Royal Colleg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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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5 年前西方化學之傳入
英國醫學傳教士合信 (Benjamin Hobson,1816-1873)將養氣(氧氣)、輕氣(氫氣)、淡氣
(氮氣) 的性質介紹到中國來，這被視為是近現代中國化學的開始139。然而，清末中國化
學的急遽發展，是要從 1868 年《格物入門》的出版才啟動。這本書的第六卷便是專門
討論化學書，雖然簡單，但完全具備基礎化學書的內容，「可以稱得上是中國最早的專
門化學譯著。」140從 1871 年到 1880 年之間可以說是在這個時期西方化學傳入中國最黃
金的時代，一來，幾本影響深遠的中文化學翻譯書在這段時間出版。在無機化學方面，
影響最深的兩本化學書，莫過於同在 1871 年出版的《化學初階》和《化學鑑原》141。
而在有機化學方面，由傅蘭雅 (John Fryer, 1839-1928)和徐壽 (1818-1884)所翻譯的《化學
鑑原續編》則在十九世紀中獨佔鰲頭；二來，在這段時間所傳入的西方化學知識也是最
先進的142。
雖說，《化學初階》的原著是來自韋而司 (David Ames Wells, 1829-1898) 的 《韋
而司化學原理和應用》(Wells’ Principles and Applications of Chemistry, New York: Ivison
& Phinney, 1858) 和方尼司 (George Fownes, 1818-1849) 的《基本化學指南，理論與實
際》 (A Manual of Elementary Chemistry,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 London: John
Churchill & Sons, 1863)143。但是，我們發現到，在前兩冊的插圖則是完全來自於《韋而
司化學》144。至於《化學初階》的第三冊是分析化學部分，最多也只是從方尼司的《基
本化學指南》中編輯出來，至於第四冊中的內容，大部分屬於有機化學，其內容與《格
物入門》中的有機部分並無太大的區別。在方尼司的《基本化學指南》已經詳盡敘述英
國化學家荷夫曼(August Wilhelm Hofmann, 1818-1892)的氨類型(ammonia-type) 理論和
英 國 化 學 家 威 廉 松 (Alexander William Williamson, 1824-1904) 的 水 類 型 理 論
(water-type)145。這是方尼司和韋而司書中在有機化學內容最大的差別之一。氨基類型和
水類型理論，是十九世紀中葉最新的有機化學，這是《韋而司化學》中所沒有的。
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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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mical Technology, vol. 5,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6, 25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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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揚宗，＜近代化學的傳入＞，趙匡華主編，《中國化學史》(近現代卷)，南寧：廣西教育出版社，
2003,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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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昭掄，＜二十年來中國化學之進展＞，《科學》，19.10(1935):151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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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學初階》的插圖並非完全照《韋而司化學》順序排列。
《化學初階》第一圖出自於《韋而司化學》
160 頁中 74 圖，而在《化學初階》卷二的最後一個圖，即第 115 圖則是來自於《韋而司化學》203 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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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的插圖。
145

George Fownes, A Manual of Elementary Chemistry,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7th, Philadelphia: Blanch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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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韋而司化學》並非是當時最先進的化學書，但是可以被當作是十九世紀中
國化學發展上最重要的一本化學原著，因為它是十九世紀影響最深遠《化學鑑原》的原
本。元素命名的原則便是出自傅蘭雅和徐壽的想法，我們今天所使用的元素名詞，如鈉
鎂鈷鋁鉀鎢矽等名詞就是源自此書146。傅蘭雅和徐壽翻譯《韋而司化學》的無機化學部
分成為《化學鑑原》147，即從第五章到第十五章，從第 156 頁到 400 頁。《韋而司化學》
全書共有 515 頁，二百五十幅插圖，從第十六章到第二十五章為有機化學。這是一本從
中學到學院適用的化學課本148。它的前五章，從現代的眼光來看，這些內容可以歸類為
物理科學，第一章：重力、凝聚(cohesion)、粘著(adhesion);第二章，熱；第三章，光；
第四章，電；方尼司的《基本化學指南》(1863)前面幾章也是類似的內容。
在甲午戰爭之前，1875 年出版的《化學鑑原續編》和 1879 年的《化學鑑原補編》，
是西方化學傳入中國達到頂峰的時期。在 1896 年之前，
《化學鑑原續編》可以被視為最
完整，而且最新的有機化學書本。它的原著是來自於英國化學家蒲陸山 (Charles Loudon
Bloxam,1831-1889)所寫的《蒲陸山無機和有機化學：實驗和當量和分子式》(Bloxam’s
Chemistry: Inorganic and Organic, with Experiments and a Comparison of Equivalent and
Molecular Formula)有機化學部分，從 435-635 頁。傅蘭雅徐壽幾乎按原著中內容依序
翻譯。在西方原著方面，在日本化學翻譯書之前再也沒有一本比《蒲陸山化學》更高階
的有機化學被翻譯到中國來。除了荷夫曼氨類型理論外，書中也詳述了威廉松的水類型
理論和它應用在其他有機化合物的實例。這兩個類型理論和日哈德 (Charles Frederic
Gerhardt, 1816-1856) 的氫氣和氯化氫類型是有機化學上重要的四種類型149。
《蒲陸山化
學》的無機部分，則是《化學鑑原補編》的原著。在 1885 年出版的《化學材料中西名
目表》的原著則來自於《蒲陸山化學》的化學索引150。
除了《化學初階》和《化學鑑原外》
，一本在 1873 年出版，由同文館化學教習畢利
幹(Anatole Billequin, 1837-1894)和他的學生所翻譯的《化學指南》，也有它獨特的歷史地
位。尤其是它在十九世紀中文無機化學名詞的影響151。《化學指南》的原著是馬拉古提
(Faustino Jovito Malaguti, 1802-1878) 所著的《化學基本教程》(Leçons Élémentaires de
Chimie)，1853 年在巴黎出版。在有機化學方面，如同方尼司《基本化學指南》或者《蒲
陸山化學》一樣，《化學基本教程》都包含了氨類型或水類型理論的內容152。這三本原
著之所以包含了當時很先進的有機化學知識，與他們三位的作者或編輯在有機化學上成
and Lea, 1868. 水類型化學式，398-399. 氨類型化學式，492-494.
146

傅蘭雅與徐壽譯，《化學鑑原》，卷一，上海：江南製造局，1871, 2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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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hur Bennett, John Fryer: The Introduction of Wester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to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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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內首頁封面：FOR THE USE OF ACADEMIES, HIGH-SCHOOLS, AND COLLEGES.
149
Carl Schorlemmer, Ursprung und Entwicklung der Organischen Chemie (1879). In: Ostwald Klassiker Nr.
259, Leipzig, 1984, 99-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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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蘭雅與徐壽編，《化學材料中西名目表》，上海：江南製造局，1885，英文序。
151

張澔，＜畢利幹：同文館第一位化學教習與近現代中國化學＞，
《中華科技史學會會刊》
，8(2005): 33-42.

152

Faustino Malaguti, Leçons Élémentaires de Chimie, Paris: Dezobry et E.Magdeleine, 1853, 331~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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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有關係。方尼司《基本化學指南》從第四版到第九版的編輯，1853 到 1863 年，是尤
尼司(Henry Bence Jones, 1813-1873)和荷夫曼153。而蒲陸山則是荷夫曼的學生。馬拉古提
在有機化學的研究上有不錯的表現154。不過，《化學初階》和《化學指南》中，都沒有
談到氨類型理論或者水類型理論。
不論是《韋而司化學》
、
《基本化學指南》或者《蒲陸山化學》都有一個章節詳細介
紹化學符號。所以在《化學鑑原》和《化學鑑原補編》可以看到從原著所翻譯而來解釋
化學符號的內容。在《化學初階》中，由嘉約翰所整理的化學符號，有其用心之處。至
於在《化學鑑原續編》則能親賭難得一見的有機化學式。另外，《化學指南》對於化學
符號也有詳細的介紹，所用的符號也與其他人有所不同。

元素符號
我們今天所用的鈉、鉀、鎢等三個中文元素名詞是出自於《化學鑑原》，這三個名
詞與其他傅蘭雅的名詞，最大的不同之處在於，它們是譯自拉丁文名詞： natrium, kalium,
wolfram，而不是英文： sodium, potassium, tungsten。為了能夠讓讀者清楚化學元素符號
的由來，韋而司在元素表中，除了英文名稱外，他還列出某一些元素拉丁文的名稱。在
化學元素符號表示上，貝采利烏斯貢獻極大，他特別愛使用 natrium, kalium 和 wolfram
這幾個拉丁文名詞。貝采利烏斯整個化學符號系統的思想，便是使用化學元素拉丁名的
第一個字母，然後將這些字母以「＋」號接在一塊或者將這些字母連接起來，便是化合
物的化學式。這裡需要強調一點，在他之前，一些縮寫方法便已經用來表示一些化學意
義155。
在十九中葉的時候，化學元素符號幾乎已經標準化，即將元素名詞的第一個或者前
兩個字母當作元素的符號。《格物入門》第一次將西方元素符號介紹到中國來，在介紹
近現代西方化學發展的同時，丁韙良(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 1827-1916)也解釋
了化學符號：
彼(拉瓦節)以各種原質號以字母，其質配合而生他物，遂以字母配合彰明之，如西
國以養氣為 O，淡(輕)氣為 H，則 HO 即為水，以 S 為硫磺，SO3 即為磺強水。蓋
磺之一分與養氣三分合而成之也。若 2HO 則為水兩點，餘皆倣此，因此法明簡切
當，凡西方各國文字雖多不同，而獨至化學，悉從茲目。156
丁韙良將化學符號歸功於拉瓦節並非事實，但可見拉瓦節在西方化學史上的地位。
153

J. R. Partington, A History of Chemistry, vol. 4, London: Macmillan and Co.,1970, 434.
Carl Graebe, Geschichte der Organischen Chemie, Berlin: Verlag von Julius Spring, 1920: 83~84.
155
Maurice P. Crosland, Historical Studies in the Language of Chemistry, New York: Dover Publications, 1978,
265-281.
156
丁韙良，《格物入門》，卷六，北京：同文館，1868, 10.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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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輕、淡，即氧、氫、氮。丁韙良、嘉約翰、傅蘭雅和畢利幹都採用合信所翻譯的這
三個名詞157。
當然，在十九世紀七十年代的時候，這些英文字母對中國人而言，本來就是很陌生，
更不用說，有多少中國人知道它們的發音。因此，在《格物入門》中，除了註明英文字
母外，還特別註明這些字母的發音並且強調，「其音其字不過十數，務須熟諳，蓋化學
書中，莫不以之為號者。」
西名

華字

字

音

Oxygen

養氣

O

俄

Chlorine

鹽氣

Cl

悉里

Silicon

玻精

Si

思愛

Potassium

灰精

K

給

表一：《格物入門》的元素符號
在十九世紀中葉的時候，確實的元素或者原子的重量還無法測得，所謂的原子重其
實只是一個相對重量數據。因此，究竟要以那一個原子重作為標準便有不同的主張。有
些化學家偏愛氧原子，有些則主張以氫原子為基本單位。另外，如果以氧原子當基準的
話，是以 8 或者 100 作為標準值，也有不同的看法。普勞特(William Prout, 1785-1850) 便
積極主張將氧原子重設定為 8。158最關鍵的是，有些原子的重量的依然有爭議，例如：
氧原子重是 8 或者 16；碳原子是 6 或者 12。在《韋而司化學》、《蒲陸山化學》和《金
石識別》的原著 (James Dwight Dana, Manual of Mineralogy, New Haven: Durrie & Peck, 1857)
中，則出現不同標準：
Oxygen.
Wells

Hydrogen Nitrogen

Carbon

8

1

14

6

Bloxam

16

1

14

12

Dana

100

12.5

175

75

表二：幾種不同出現在化學原著中的原子重標準

157

《格物入門》中將輕氣寫為淡氣極可能為排版之錯誤。在《增訂格物入門》中則更正。

158

Fownes, A Manual of Elementary Chemistry , Philadelphia, 1864, 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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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原子重量無法確實由實驗獲得的情況下，化學家對於所得到相對重量提出了不同
名詞。道耳吞便稱它為原子重 (atomic weight)，有些化學家則使用當量 (equivalent)這
個名稱，來表示它們之間的相對重量。《韋而司化學》和方尼司的《基本化學指南》使
用當量這個名詞來表示元素的重量，然而《蒲陸山化學》則用原子重這個名詞。《化學
初階》在元素表上，表示原子重只是以「數」來表示，
《化學鑑原》將當量翻譯為分劑。
西名

分劑

西號

華名

Oxygen.

八.

O

養氣

Hydrogen.

一.

H.

輕氣

Nitrogen.

一四

N.

淡氣

Chlorine.

三五.五

Cl.

綠氣

Iodine.

一二七.

I.

碘

八○.

Br.

溴

Bromine.

表三：《化學鑑原》的元素表
拉瓦節從酸鹼理論中從新定義元素。道耳吞透過原子的觀念提出倍比定律並賦予原子新
的定義。然而，這些研究成果還是沒有辦法解釋，物質是如何透過元素、原子或者那一
種官能基結合在一塊？它們的化合能力又是如何？這些問題單單要靠元素或者原子本
身都沒有辦法回答，反而是透過無機化合物或者有機化合物的研究才有進一步的答案。
有關元素的原子數，元素的當量數，或者說是元素化合能力的定義，嘉約翰將它便
安排在書中的一開始，而且有很詳細的描述：
極微點之所值幾何，在化學質中互相比較，亦猶錢銀兌換之價值也，設以一便尼，
即二仙士而論，一高盧，即四便尼，則四倍貴之，故輕炭二氣相較，炭則四倍於輕
矣。今即取輕為相較之準焉，養氣一份較於輕氣一份，則兩倍之，其意即養一份，
能移代輕氣二份，或養氣一份，能化合輕氣二份，輕養即水。淡較於輕則三倍之，
較炭則四倍也，若綠碘溴與鈣鈉銀，在他金類中亦猶輕氣所值者為一，而鋇鎴鉐鎂
鋅鎘汞銅所值為二，有如養氣焉。值三者則乃燐砷銻鉍，此與淡氣相等也，但此五
原質恒成所成之雜質所值為五，金與硼所值亦為三。值四與炭相等者，乃玻錫鋁鉑
鉛，若磺鏴錳鐵鎬鎘，所值為六，但常止值二三或四耳。凡原質所值幾何，查書中
必有字數或ノ在其頭，三者則乃燐砷銻以號其多少，各原質之所值幾何，務宜謹記，
如是則雜質之所由成，舉說可以無差，且默志亦不難也，譬如綠 ′ 養 ′′ 淡 ′′′
炭′′′′，與輕相雜，則其數必如下，輕 ′ 綠 ′ ，輕 ′ 二養 ′′，輕′三淡 ′′′，
輕′四炭′′′′ 。即一份輕所值為一，能相稱或透足一份綠，所值亦為一者也，二
份輕 ′二所值者一，與一份養 ′′ ，所值者二，此亦互相透足。三份輕輕 ′ 三所值
者一，與一份淡所值者三，四份輕 ′ 四 所值者一，與一份炭′′′′ 所值者四，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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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互相稱而透足者也，炭養氣，炭 ′′′′ 養 ′′二 養亦乃一互相透足之雜質，蓋
內函一份值四者，二份值二者。159
在《化學初階》中，綠 ′ 、養 ′′ 、淡 ′′′ 和 炭′′′′ 等表示元素化合能力
的符號，應該是來自是方尼司的《基本化學指南》
。這個符號 「′」放在元素的右上方
表示它的當量。不過，這與與英文原著的符號稍有出入，元素結合能力的符號： H , O′′,
N′′′, CIV, PV 和 WVI。
富蘭克郎 (Edward Frankland, 1825-1899)是原子當量(valency of atom)觀念的創立
者 。不過對於原子或者元素結合能力的名詞倒是有幾個不同的版本，例如在方尼司的
《基本化學指南》便有，univalent (一當量的), bivalent (二當量的), trivalent (三當量的),
quadrivalent (四當量的), quinquivalent (五當量的), sexvalent (六當量的) elements 與
monads, dyads, triads, tetrads, pentads, hexads 兩種說法。前者是由德國化學家麥耳
(Julius Lothar Meyer, 1830-1895)所提出161；後者則為英國化學家歐德凌 (William Odling,
1829-1921)所主張162。在《蒲陸山化學》中，除了有歐德凌的 monads, dyads 這類的名
詞外，在書中，還出現了 monatomic (一原子的), diatomic (二原子的), triatomic (三原子
的), tetratomic (四原子的), pentatomic (五原子的), hexatomic (六原子的) elements 和
uniequivalent ( 一 當 量 的 ), bioequivalent ( 二 當 量 的 ), terequivalent ( 三 當 量 的 ),
quadrequivalent (四當量的), quinequivalent (五當量的), sexequivalent (六當量的) elements
兩種說法。不論是以希臘或者拉丁數字當字頭，這些名詞都圍繞著「原子」或者「當量」
打轉。
160

無機化學符號
在十九世紀中葉左右，表示無機化合物的化學式至少有三種方式，如硫酸的化學式
可以為 S+3O, SO3, 或 SO3163。《韋而司化學》、《基本化學指南》和《蒲陸山化學》和
所使用的化學式為第三種，即表示原子數字是放在元素的右下方。不過，在《格物入門》
所使用無機化學式是第二種形式，而且丁韙良有不錯的解釋：
其瑪則指各質多寡。其寫於字後者，祇屬一質，如 O5，乃養氣五分也。其寫於字
前者，則指數質合成一物。而與他物相合者，如 2CaO，乃石灰二分也。164
有時候，在無機化學式中的符號「＋」
，可以用「.」或者「,」來取代，如硫酸鈉的化學
式，可以表示為 NaO+SO3 、NaO, SO3 或者 NaO. SO3。另外，貝采利烏斯為了簡化有
159

嘉約翰與何瞭然，《化學初階》，卷一，廣州：博濟醫院，1871, 1.

160

J. R. Partington, A History of Chemistry, vol. 4, London: Macmillan and Co., 1970, 513.
Lothar Meyer, Die Moderne Theorie der Chemie, Breslau, 1864, 76.
William Odling, Tables of Chemical Formula, 1864.
Fownes, Manual of Elementary Chemistry, 7th, Philadelphia, 1868, 201.
《格物入門》，卷六，1868, 10.

161
162
163
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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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無機礦物質冗長的化學式，再加上他認為，氧是特別的重要，他便以一個圓點來表示
氧165。在《金石識別》的原著，即代那 (James Dwight Dana, 1813-1895)所著的《礦物
學指南》 (Manual of Mineralogy)，則是出現大量代表氧圓點的無機物化學式。如濁沸
& a 3&S&&i 2 + 3 &A
&&l&S&&i 2 + 2H
& 和
石 (Laumontite) 和 鈉 沸 石 (Natrolite) 的 化 學 式 分 別 為 C

&&l&S&&i + 2H
& a&S&&i + &A
& 166 在中國，採用貝采利烏斯氧圓點符號最多的是畢利幹。他在《化
N
。
學指南》便有很詳細的介紹：
以點代字最為簡便。如金既以Ｍ代之，則養氣可以點代之。其Ｍ上有二點者，為金
一養二合成之銹。至上有三點四點者，皆依此推顯，又有上寫三點，旁書二字者，
167

如Ｍ二即知為金二養三合成之銹.

畢利幹於 1877 年在《格致匯編》發表「化分中國鐵礦」所用的化學符號正是這種如
&&& 二 168。不過，在《化學指南》中，含氧的無機化合物所出現的並不是一個圓點，反而
鐵
是一個小小的圓圈，
最值得注意的而嘉約翰在《化學初階》中，則是將這些西方化學符號中文化，即將
英文中 SO4′′′, PO3′′′轉化成中文文字。他以「本」的符號來表示酸，以「口本」來
代表鹼。然後再以本'、本''、本''' 分別表示化合物中酸的一、二、三個原子或者當量的
結合能力，同樣的， 口本' 、 口本'' 、口本''' 則表示鹼的一、二、三個原子或者當量的化
合狀態。當這個酸鹼化合物結合在一塊的時候，必須遵守酸鹼平衡的原理，如《化學初
階》中所舉的一些例子：(本'' = 口本'二)；(本'二本' = 口本''')；( 本'' 本' = 口本''')；( 本'''二 =
口本''二 口本'')。

本'' 口本'二

鉐綠二

本'二 本'

口本'''

鏀二輕燐養四

本'' 本'

口本'''

鎂淡輕四燐養四

本''二 口本'二 口本''

鉍二養三炭養三

鉛二淡養三

表四：《化學初階》無機化合物例子：酸鹼二元論
在化學反應式中的「＋」符號，是表示兩種物質相互反應作用，然而這個符號在《化
165

Evan M. Melhado, Jacob Berzelius, The Emergence of His Chemical System, Stockholm: Almqvist &
Wiksell International, 1981, 274.
166
James Dwight Dana, Manual of Mineralogy, New Haven: Durrie & Peck, 1857, 345; Laumontite:
Ca4(Al8Si16O48)14~16H2O; Natrolite : Na2Al2Si3O10·2H2O.
167
畢利幹與聯子振，《化學指南》，卷一，北京：同文館，1873, 3.
168

畢利幹，＜化分中國鐵礦＞，《格致彙編》，1877 年 4 月: 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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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鑑原》卻表示為「┴」
：鈣養炭養二 ┴ 硫養三 ＝鈣養硫養三 ┴ 炭養二。令人難解的，
在《格物入門》和《化學指南》也出現同樣的符號169。

有機化學符號
在丁韙良之後，更多的西方有機化學知識是由《化學指南》所引進來，不過畢利幹
並沒有將原著最新的有機化學編譯進來。《化學鑑原續編》可能是在甲午戰爭之前，唯
一記載氨類型理論和水類型理論的中文化學書。
類型理論(types theory)是繼根基理論 (radical theory)之後最具影響力的有機化學理
論之一，也深深的影響有機化學結構式的發展。1839 年由法國化學家杜馬(Jean Baptiste
Dumas, 1800-1884)所提出來。根據類型理論，有機化合物是由一些基本的基類型所衍生
出來，這個理論不僅提供一種有機化合物分類的方法，而且也提供命名的原則170。

1849 年法國化學家伍茲(Adolph Wurtz, 1817-1884) 在研究苛性鹼對氰酸酯(cyanic
esters) 的 作 用 ， 意 外 的 發 現 到 甲 胺 (methylamine, CH3.NH2) 與 乙 胺 (ethylamine,
C2H5.NH2)。整個化學反應可表示：R·CNO ＋ 2KOH ＝ RNH2 ＋ K2CO3。他判斷，
這個結果乃是由於一當量的氫被甲基或者乙基所取代的氨的結果。隔年，賀夫曼又將碘
乙烷(iodide of ethyl, ethyl iodide)與氨來反應，陸續以乙基取代氨中的氫原子，他將這些
化合物以氨類型化學式來表示171，它們可以分為四種：
H⎫
⎪
H⎬N
⎪
H⎭
氨

H⎫
⎪
H⎬N
⎪
X⎭
一級氨

H⎫
⎪
X⎬N
⎪
Y⎭
二級氨

X⎫
⎪
Y⎬N
⎪
Z⎭
三級氨

在《蒲陸山化學》中，也是從賀夫曼的實驗出發，透過氨類型化學式來解釋各級氨化合
物形成的過程。如碘乙烷與氨的作用可以表示如下：

C4H5I +

H⎫
⎧C4H5⎫
⎪
⎪
⎪
H ⎬ N = N ⎨ H ⎬‧HI
⎪
⎪ H ⎪
H⎭
⎩
⎭

169

《格物入門》，卷六，10；《化學鑑原》，卷一，21；《化學指南》，卷一，8.

170

A. Ladenburg, Lectures on the History of the Development of Chemistry. Since the Time of Lavoisier.

Translated from the second German edition by Leonard Dobbin, Edinburgh: The Alembic Club, 1900, 197-219.
171
A. W. Hofmann, Über zwei neue Reihen flüchtiger organischer Base, Ann. Chem. Pharm., 73 (1850):
9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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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氨中的氫被碘乙烷中的乙基所取代，而碘與氫結合成為碘化氫，不過還是與乙基胺結
合在一塊。氯乙烷和溴乙烷加熱與氨反應，所產生的化合物也是類似。當時的乙基為
“C4H5”。如果想得到乙基胺，便可如伍茲的實驗，即苛性鹼對氰酸酯進行作用。如乙基
胺，即所第二級謂氨，其中有一個氫原子又被一個乙基所取代，則會形成第二級氨，其
可以表示如下：

+

C4H5I
Iodide of
ethyl

⎧C4H5⎫
⎧C4H5⎫
⎪
⎪
⎪
⎪
N ⎨ H ⎬ = N ⎨C4H5⎬ ‧HI
⎪ H ⎪
⎪ H ⎪
⎩
⎭
⎩
⎭
Ethylamine
Hydriodate of
diethylamine

生成三級氨方式也是相同的方法，只是反應物變為二乙基胺與碘乙烷而已172。
在荷夫曼提出氨基類型之後不久，威廉松發現到，在生成醚的化學反應過程中，醇
類和醚的關係可以用水式類型來表示。當水分子其中一個氫原子被一個烷基根取代的時
候，我們便可以得到醇類。如果，另一個氫原子再被一個烷基根取代的話，便可以得到
醚類173。
在《蒲陸山化學》中，有許多的章節都談到水型理論，尤其是在酒精類和醚類的合
成反應上。在水類型下的乙醇和乙醚(Water-type view of alcohol and ether)這個章節，幾
乎是在敘述威廉松的研究成果。蒲陸山從鉀與乙醇的反應上，引導出水類型為何能夠解
釋它們之間的結合機制。
當鉀丟入在純乙醇後，乙醇中一當量的氫會被一當量的鉀所取代，形成當時所熟知
的乙醇鉀(potassium-alcohol, potassium ethoxide)結晶。鉀作用在酒精上可以如此表示：
C4H5O‧HO ＋

K ＝

乙醇

C4H5O‧KO ＋

H

乙醇鉀

但是如此的表示方法容易讓人誤解，整個反應的機制只有一種，即一個氫的當量被
一個鉀的當量取代而已。威廉松認為，這樣的化學式無法真正表示反應的機制及過程。
他研究發現到，在乙醇中是有兩個當量可以被取代。他以水型來表示，鉀來分解水的機
制：

H⎫
⎬O 2 ＋
H⎭

K ＝

K⎫
⎬O 2 ＋
H⎭

H

而乙醇的化學式可以套用水型上，其中水中的氫換成乙基(ethyl, C4H5)，因而可以寫成
172

Charles Loudon Bloxam, Bloxam’s Chemistry: Inorganic and Organic, with Experiments and a Comparison
of Equivalent and Molecular Formula, London: John Churchill and Sons, 1867, 540-541.
173

A. W. Williamson, Theory of Etherification, Philosophical Magazine, 37 (1850): 350-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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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HO2。乙醇與鉀的化學式可以表示如下：
E⎫
⎬O 2 ＋
H⎭

E⎫
⎬O 2 ＋
K⎭

K ＝

H

鈉與乙醇的化學反應也是與鉀的類似。
當乙醇鈉中的鈉被一個乙醇基(alcohol-radical)取代時，它就會形成一個醚類。碘甲
烷 (iodide of methyl, C2H3I) 與乙醇鈉反應174：
E ⎫
⎬O 2 ＋
Na ⎭

E ⎫
⎬O 2 ＋
C2H3⎭

C2H3I ＝

NaI

乙基 -甲基醚
除了乙醇和以醚可以用水型來表示它們的組成外，氫氧化鉀和氧化鉀一樣可以適用
水類型：
鉀系列
Potassium

K
K⎫
Hydrate of Potash , ⎬O 2
H⎭
K⎫
Potash ,
⎬O 2
K⎭

乙基系列
C4H5
Ethyle
C4H5⎫
⎬O 2 Alcohol
H ⎭
C4H5⎫
⎬O 2 Ether
C4H5⎭

如果水型中的氧被換成硫的話，一樣可以與乙醇反應，可以得到與氧相同的硫化合
物，即它們可以表示成水型175：
Hydrosulphuric acid,
Hydrosulphuric ether,
(sulphide of ethyle),
Mercaptan

H⎫
⎬S2
H⎭
C4H5 ⎫
⎬S2
C4H5 ⎭
C4H5 ⎫
⎬S2
H ⎭

K⎫
⎬S2
K⎭
K⎫
Hydrosulphate of potassium, ⎬S2
H⎭
Sulphide of potassium,

除了不是英文字母外，不論氨型或者水型，傅蘭雅和徐壽在《化學鑑原續編》很忠實的
將它們表示出來，讓中國的讀者可以看到西方有機化學符號的形狀，如上面所表示一些
硫化合物，在《化學鑑原續編》中則表示如下176：

174
175
176

當時甲基化學式：C2H3
Bloxam’s Chemistry, London, 1867, 526-527.
傅蘭雅與徐壽譯，《化學鑑原續編》，卷十二，上海：江南製造局，187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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輕硫

輕⎫
⎬琉 二
輕⎭

輕硫以脫

炭四輕五 ⎫
⎬硫 二
炭四輕五 ⎭

末卡波旦

炭四輕五 ⎫
⎬硫 二
輕 ⎭

鉀硫
鉀輕硫

鉀⎫
⎬硫 二
鉀⎭
鉀⎫
⎬硫 二
輕⎭

不過，在《化學鑑原續編》中，它們是傳統的直式排列，並非橫式排列。
由於化學符號沒有用原文來表示，有時面對一些有機名詞的縮寫時，便會製造一些
混淆。如 methyl-ethyl-amylamine 縮寫為 “NMeEAyl”，methyl (甲基)＝Me；ethyl (乙
基)＝E；amyl (戊基)＝Ayl。傅蘭雅和徐壽在《化學鑑原續編》則將它表示為「淡米以
以阿美」177。“methyl-ethyl-amylamine” 被翻譯為「米以脫里以脫里阿美里阿米尼」，
這可能是解釋英文縮寫由來的原因，可能是來自於中文音譯名詞的縮寫。

結論：
中文化學符號的問題，看來只要中國人願意使用羅馬文字或者外國文字，這個問題
可迎刃而解。然而這並非是我們完全想要的研究方向，因為使用外文符號並非只是化
學、物理、數學或者生物的問題而已，它所牽涉到還是文化、民族意識、教育系統或者
世界觀等廣泛的議題。
《化學鑑原續編》中複雜的氨型或者水型化學式，不論是在現在或者在當時，不論
是中國人或者外國人，沒有人不會覺得它們很古怪，但它可能是讓當時中國人最能夠理
解方式之一。我們的前提是很清楚的，在沒有外語能力的基礎下，用原文化學符號呈現
在中國人面前，絕非是一種可行的方法。因此，翻譯者如何解釋化學符號，或者他們是
透過那些方法來讓中國人理解它們原始的意義，就變得格外的重要，因為符號的目的就
是比較容易來表達或者傳播一些知識。
化學符號，除了文字問題外，最重要的一點便是與化學理論相互影響的關係。化學
符號的產生，不僅只是提供一種更簡化清楚的專業術語外，也是化學家的研究成果。除
此之外，它還是一種協助思考的語言。換句話說，符號便是一種簡化的專業名詞，無法
與理論或定理脫離。因此，在不用原文符號情況下，誰能提供最多的名詞或者理論來解
釋這些原符號的意義，便是關鍵之所在。
不論是丁韙良、嘉約翰、傅蘭雅、徐壽或畢利幹，在他們的著作中，幾乎不是以西
文符號來表示，有關介紹的化學符號內容並沒有太大的區別，例如元素，反應式、化合
物、當量等化學符號，而最大的差別便是來自於他們所翻譯的化學知識或化學書籍的數

177

《化學鑑原續編》，卷十四，187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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量。如氨型理論，在這數十個中文字組合的化學式的背後，所表示的不僅只是一種符號
而已，而是原子、當量、取代、原子重等相關化學知識及名詞，換句話說，不論是英文
或者中文來表示這些符號，都不是一時能夠理解它們的意義，需要再經過一些名詞和解
釋來輔助才有辦法。傅蘭雅徐壽便是最成功的例子，因為他們提供一系列相關名詞來支
援這些化學符號。

結論：
中文化學符號的問題，看來只要中國人願意使用羅馬文字或者外國文字，這個問題
可迎刃而解。然而這並非是我們完全想要的研究方向，因為使用外文符號並非只是化
學、物理、數學或者生物的問題而已，它所牽涉到還是文化、民族意識、教育系統或者
世界觀等廣泛的議題。
《化學鑑原續編》中複雜的氨型或者水型化學式，不論是在現在或者在當時，不論
是中國人或者外國人，沒有人不會覺得它們很古怪，但它可能是讓當時中國人最能夠理
解方式之一。我們的前提是很清楚的，在沒有外語能力的基礎下，用原文化學符號呈現
在中國人面前，絕非是一種可行的方法。因此，翻譯者如何解釋化學符號，或者他們是
透過那些方法來讓中國人理解它們原始的意義，就變得格外的重要，因為符號的目的就
是比較容易來表達或者傳播一些知識。
化學符號，除了文字問題外，最重要的一點便是與化學理論相互影響的關係。化學
符號的產生，不僅只是提供一種更簡化清楚的專業術語外，也是化學家的研究成果。除
此之外，它還是一種協助思考的語言。換句話說，符號便是一種簡化的專業名詞，無法
與理論或定理脫離。因此，在不用原文符號情況下，誰能提供最多的名詞或者理論來解
釋這些原符號的意義，便是關鍵之所在。
不論是丁韙良、嘉約翰、傅蘭雅、徐壽或畢利幹，在他們的著作中，幾乎不是以西
文符號來表示，有關介紹的化學符號內容並沒有太大的區別，例如元素，反應式、化合
物、當量等化學符號，而最大的差別便是來自於他們所翻譯的化學知識或化學書籍的數
量。如氨型理論，在這數十個中文字組合的化學式的背後，所表示的不僅只是一種符號
而已，而是原子、當量、取代、原子重等相關化學知識及名詞，換句話說，不論是英文
或者中文來表示這些符號，都不是一時能夠理解它們的意義，需要再經過一些名詞和解
釋來輔助才有辦法。傅蘭雅徐壽便是最成功的例子，因為他們提供一系列相關名詞來支
援這些化學符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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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水型觀點下的多原子醇類(Water-type view of polyatomic alcohols)；
《化學鑑原續編》，卷十五，6；Bloxam’s Chemistry, 562-5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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