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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遇《中西聞見錄》 
 

陳德勤1 

（野柳海洋世界，本會會員） 

 

 

一、前言：從《傳教士中文報刊史》說起 

  2013 年 2 月初，在臺北世貿展示館舉辦書展，前幾年想去參觀，但因各種因素無

法參加，就在書展最後一天下午，筆者抽出時間去參觀書展，當時許多廠商已撤展，隨

著時間快接近結束時，只買了一本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發行《傳教士中文報刊史》介紹

西方傳教士到中國辦報紙雜誌一段歷史，因工作較忙，未能仔細閱讀該書。至當年農曆

年前夕，因身體不適在家休息數日，特將此書取出好好研讀，該書介紹傳教士自 1815

年起陸續辦中文世界最早一批中文報刊如《察世俗每月統記傳》、《東西洋考每月統記

傳》，鴉片戰爭前報刊如《遐邇貫珍》、《六合叢談》、《中西聞見錄》、《格致匯編》，十九

世紀下半葉《中外新聞七日錄》、《甬報》、《中西教會報》，至 1948 年基督教加天主教系

統所辦報紙近千種。 

  這些報紙雜誌除了介紹宗教，亦有介紹相當多西方知識，舉凡數理、化、工、醫、

農文、史、哲、法、教育、軍事學，從自然科學、人文科學、社會科學到工程技術，無

所不包，可讓我們瞭解西方資訊到中國產生許多觀念及技術引入。 

 

二、在何處找尋這些資料 

  筆者先將該書提到期刊名稱，輸入國家圖書館及中央研究院圖書館網站查詢該處是

否有藏書，有些期刊找得到，有些則無，將各館藏資料分類記錄，擬待休假時至各圖書

館閱讀。農曆年後，參加中華科技史學會月會，與健行科技大學孫郁興教授談及如何在

網路上找尋資料，他告知在中國新浪網站的「愛問共用」資料網頁，或可找到一些書籍

資料。返家後試著至該網頁搜尋，找到許多全文都可下載書籍，書籍之多，不下一個大

型圖書館。於是筆者試著找尋西方傳教士出版的期刊，幸運找到 1872 年開始刊行《中

西聞見錄》原版書，共 36 冊，PDF 文檔，筆者將其資料全文下載，然該網站已於 2014

年 5 月關閉，無法再取得任何書籍。 

 

三、《中西聞見錄》介紹 

  《中西聞見錄》於 1872 年 8 月在北京創刊，由京都施醫院主持，美國傳教士丁韙

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英國教士艾約瑟（Joseph Edkins）和包爾騰

（John Burdon）等人主編。後來艾約瑟和包爾騰離開北京，主要的編輯工作便由丁韙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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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丁韙良 1827 年生於美國印第安納州，是一位長老會牧師的兒子。1850 年，丁韙

良受美國長老會海外傳道會認命作宣教士，前來中國。1850 年 4 月抵達浙江寧波，在

此傳教 10 年之久。此後在上海暫住一年，丁韙良於 1862 年進京，在同文館擔任總教

習，主持館務 30 多年。1872 年 8 月起開始擔任《中西聞見錄》的編者。 

  《中西聞見錄》（以下簡稱用《聞見錄》）「係倣造西國新聞紙而作。書中雜錄各國

新聞近事，並講天文地理格物之學」，設有天文、地理、物理、化學、醫學及各國近事

等欄目。除刊載文章外，還附有插圖（皆銅版畫），圖文並茂，使得文中講解的知識更

為生動。這份雜誌由廣學會散發，在當時頗有影響。到 1875 年停刊時，共印刷 36 期。 

從《聞見錄》的撰稿人看，外國作者 15 人，寫有 177 篇文章和幾乎全部「各國近

事」。這些作者主要是外國傳教士，也有外交官、來華傳教醫師和商務人員等。丁韙良

任同文館總教習，是《聞見錄》最主要的編輯和撰稿人員，他的文章主要是講述天文

學、地理學、地質學、物理學、礦物學和有關製造玻璃、煉鋼煉鐵及其他技術的基本常

識性知識。艾約瑟作為編輯之一，雖很快離京，也寫有不少文章，主要是有關物理學和

一些實用技術知識，並寫有科技人物傳記。德貞 1872 年任同文館醫學教習，他以介紹

西方近代醫學、動植物學和一些機械製造技術為主。此外同文館英文教習包爾騰、俄文

「退休」教習柏齡，後為醫學教習的英國醫師卜世禮、美國長老會傳教士惠誌道、法國

外交官師克勤和九江海關稅務司葛顯理等也寫有文章。 

  與外國作者相比，中國作者就多了，留下姓名可查的有 39 人，還有一些不知名

的，這足見當時中國知識界並非死水一潭，西學特別是近代期刊這種形式在中國還是有

一定的吸引力。《聞見錄》所發表的中國科學家的一批原創性最新研究成果，在科技期

刊演化史上具有重要意義。這些論文主要有：海寧李善蘭的《考數根法》（連載 3

期）、《星命論》、《天文館新術》；劉業全的《立天元一源流述》（連載 2 期）、

《閏月定四時解》、《續辯地中說》、《地圓考證》；錢塘江槐庭的《天文館難題圖

說》、《勾股新術圖解》、《天文館難題法又法》；陳鶴芳的《數學會友》；天津殷浚

昌（字仲深）的《算學難題疑問》、《勾股新術細草》、《推算學難題》、《弧弦設

題》、《讀星命論占星辨謬書後》；蔡錫勇的《節譯幾何新本圓徑求周法》、《天文館

難題做法》；左秉隆的《天文館難題做法又法》；邵文琪的《勾股難題演算法》；天文

館貴榮的《論光遠近乘方轉比》、《同文館課作：格物測算題》；天文館席淦的《勾股

六術邊角相求圖說》；左秉隆的《遊覽測天所略述》；師克勤的《論音學》、《法士來

華觀星記略》和《問以日居中以地居中二說孰是》（附圖）等，整個中國仍「風氣未

開」，但還是有一些有志之士渴望學習西方近代科技以濟實用，他們構成了西學在華傳

播的社會基礎。 

  在《泰西製鐵之法》一文，指出了鐵在現實生活中的廣泛用途，介紹了鐵礦的類

別，再介紹西方最新的煉鐵軋鋼技術，並附有其具體流程示意圖。一篇幾千字的文章，

竟包括如此龐雜的內容，當然比較淺顯，是一般常識性知識的介紹，但其諸如磁鐵礦、

赤鐵礦、菱鐵礦的化學分子式的傳入等，畢竟給中國帶來了嶄新的鐵礦知識和鋼鐵冶煉

技術。 

  當時，電報作為一項重要的洋務內容而被紹介到中國。《聞見錄》不遺餘力地報導

http://big.hi138.com/falv/guojifa/waijiao/
http://big.hi138.com/lixue/
http://big.hi138.com/lixue/dizhixue/
http://big.hi138.com/lixue/wulixue/
http://big.hi138.com/yiyao/yixue/
http://big.hi138.com/gongxue/dianzijixie/jixiezhizao/
http://big.hi138.com/wenhua/shehuiqi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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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西方電報的發展狀況和各國鋪設電報線的新舉措，也不斷報導中國欲鋪設電報線的消

息。為了讓讀者更好地瞭解電報，第 34 號以《電報略論》、第 36 號以《齊發電報圖

說》進行了專文介紹。前文除介紹電報用途外，講述了電的發現及其發展使用歷史，特

別提到電磁學上幾個重大的轉折點，諸如「義大利人嗄喇法尼、佛爾塔之強水電池」，

「丹人倭斯得創電磁一統」。還講述了電報的發明史，「經法國阿拉格、安貝爾（安培）

二人綁紮電磁線圈」到 1844 年美國畫家莫爾斯發明電報及莫爾斯後電報業的突飛猛

進，後文介紹了一種新的發電報方法。《聞見錄》第 33 號報導了福州鋪設電報線的新

聞，稱「詎造未百里，民間聚眾滋鬧，拆毀電線……蓋自電信創於泰西四十年來，遐邇

傳遍甚至日本之南北各島，尚皆通行，而中國曷獨後哉」，委婉地批評了中國當時不懂

西方科技、拒鋪電報線的無知狀態。 

  較之早期報刊，《中西聞見錄》等刊物不再以宗教內容為首任，而是強調「格物致

知」，增長見聞。《中西聞見錄》雖名中西，但仍以傳播西學為主。其中刊載的不少文

章，令時人耳目一新，得以一觀世界之奇，科技之妙。這份報刊的創辦特色，也與丁韙

良在同文館進行西學教育，大量迻譯西學著作的舉措完全一致。丁韙良雖以傳教士身分

來華，卻主要不是因傳播上帝福音留名後世。他的大量著述介紹了西方的思想文化、政

治制度和科技知識，適應了當時中國人對於西學的渴求，可謂是另一種真正的福音。從

這一角度而言，《中西聞見錄》雖然存世不久，但其特殊的媒介橋梁形態，卻使這份刊

物成為研究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一個值得考察的個案。 

 

四、如何應用該雜誌 

  筆者在研讀這些資料同時，也找尋有關《聞見錄》已發表論文，發現大都偏向科

技、數學、物理、天文、醫學、電報、地理學、幻燈術探討，對於生物部分及極地探險

部分，沒有太多著墨。筆者嘗試探討海洋生物及極地探險兩個大題，因洋務運動對電報

引進相當積極，在文中常常報導在世界各地電報已經連結，並架設海底電纜，英國、美

國投入大量資金，派出專技人員、兵船，探測世界各地海底地形、海流，將海洋生物及

泥土帶回英國，做科研分析，並在各大洋繪製各種地圖，並祈求各國派船共同對海洋進

行探勘，在〈鯨傷電纜〉提到鯨魚纏繞海底電纜造成斷裂，以致印度至紅海電訊中斷；

在〈入水新法〉介紹泳氣鐘，可潛入水中修補船底裂縫，或潛入海底找尋沉船，取出貨

物，該文附上兩張潛水裝備及水下作業圖片，在〈救生船畧〉描述西方國家設計各式救

生艇，亦有仁人君子不惜重金，改良性能較佳救生船，並有車輪載具，以利在海岸沙灘

運輸，並附詳細介紹圖，在極地探險提及英、美、瑞典、奧地利、德國積極參與北極探

險，1845 年英國約翰法蘭克福爵士率領兩艘探險船對西北海域探險，從此這 130 人下

落不明，後來陸續得知探險船被冰所困，人員死傷致全軍覆沒，亦有幸運奧地利探險

船，為冰所困 14 個月，全員僅少一人情況下，乘冰車由巨犬拖曳，脫困獲救。 

http://big.hi138.com/wenxueyishu/meishu/guohu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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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一：捕鯊圖。 

   

圖二：潛水新法。 

 圖三：救生船。 

 

  在《聞見錄》16 號〈瑞典鯨魚〉文章，提及日新居士（張德彝），曾在瑞典首都司

鐸火木（斯德哥爾摩）積骨院（博物館）看見鯨魚皮，以木架支撐，宛如一屋，其口如

門，長五尺餘，滿口毛如棕葉，牙邊以跳板通入樓梯，出入魚口，其腹可容六七人，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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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及該鯨魚出於北海，因觸翻多艘大船，後被捕殺，經筆者近一年追蹤才釐清整個故

事：1865 年在瑞典第二大城哥特堡外海擱淺一隻藍鯨，經哥特堡自然裡史博物館將鯨

魚做成標本，分成四段，以利運輸至各地方便組合，民眾可入鯨魚腹內參觀，1866 年

同文館英文班畢業張德彝跟隨斌椿至歐美考察，至瑞典斯德哥爾摩，參觀歐洲藝術及工

業展覽，該鯨魚標本也被運到此會場展示，張德彝適時把這段故事記錄下來，然該鯨魚

並非他所述「被漁民捕殺」。此事經過，筆者曾發表於 2013 年《中華科技史學會學刊》

18 期，題為〈1866 年張德彝在瑞典見到藍鯨標本〉；2013 年 9 月 14 日，筆者於中央研

究院科學史委員會舉辦從「格物到科學」工坊中發表「《中西聞見錄》海洋生物略述」

將有關海洋生物及極地探險做一略述，2014 年 3 月 29-30 日，中央研究科學史委員會舉

辦第十屆科學史研討會，筆者發表〈《中西聞見錄》海洋哺乳動物探究〉找出有關鯨

魚、海馬（海象）、英美捕鯨沒落因素等文章，並加以分析討論。 

 

五、 結論 

  《中西聞見錄》它所牽涉範圍很廣，在近兩年閱讀此雜誌過程，使筆者體會到： 

1. 文章報導須再加以查證，以張德彝〈瑞典鯨魚〉為例，首先由他的筆名（日

新居士）去查他的身分，在由他出版書籍找出原始文章出處，發現他把在斯

德哥爾摩兩天日記行程，混成一篇文章，以致許多事情對不起來，再者此藍

鯨是擱淺在哥特堡外海，經博物館做成標本，運送至首都斯德哥爾摩參加歐

洲藝術及工業展覽時展示，與張德彝到瑞典時間吻合。 

2. 因在文章裡面有許多時間是用民國紀元表達，須換算成西元日期或互換，中

央研究院計算機中心，兩千年中西曆轉換網頁 http://sinocal.sinica.edu.tw/，是

一套好用的工具，解決了日期換算問題。 

3. 閱讀〈鯨傷電纜〉時，該文提到在印度發生鯨魚被電纜纏繞新聞，筆者試著

用紐西蘭、澳大利亞及美國政府圖書館找尋到早期新聞網頁，查詢是否確有

其事，很高興查出該鯨魚被纏繞的當時報紙報導資料，讓事情還原更清楚。 

4. 資料需做整理：因該雜誌有 36 冊，頁數近千頁，數量不少，筆者做成

EXCEL 檔，依期刊號、西元、中國年號、頁數、題目、國籍、分類、內容、

作者加以整理記錄。吾人認為應力求詳細，以利未來需要搜尋對比資料時，

可快速找尋到。 

5. 因時代變化，所用詞彙會有不一樣意義，需加以推敲，當時稱北極熊為冰

熊，稱海象為海馬，讓筆者十分困惑，現今稱的海馬既小且生活在熱帶，明

明文章提到的是北極動物，為何稱之為海馬？經查相關資料，海象原意是：

會用牙齒走路的海馬。 

  受限於筆者能力所及，僅能針對個人專業相關題材加以探索，在 2014 年 10 月中華

科技史學會例行月會時，筆者將此資料存放在學會資料庫，供會員下載，望會員依自己

興趣及專長找出題目去研究，填補及發掘十九世紀西方科技對當時中國科技方面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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