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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馬燈與蘭膏 
 

張玉燕 

（長庚大學，本會會員） 

 

 

摘要 「走馬燈」和「蘭膏」都是古代中國生活中極平常的東西，也是文學常用的意象

或比喻。古代中國就有走馬燈，但是很難清楚說明是何時何人發明。本文綜觀走馬燈的

歷史、機械原理、文化多重意涵，並討論《魯拜集》中走馬燈蘊含的地動說模式。此外，

中國詩文中提到走馬燈所用的燈油是蘭膏，從文獻中推論此處的「蘭」應該是澤蘭屬植

物，而中國文獻中的蘭膏可能是髮油，而非燈油。油燈使用的蘭膏，極可能是動物油脂

製作的燈油中加一些澤蘭花蕊之間的花露，可使燈油產生香氣，是古代貴重燈油的製作

方式。 

 

關鍵詞：走馬燈、《魯拜集》、地動說、蘭膏、澤蘭 

 

一、影戲與走馬燈 

  李約瑟編纂的《中國之科學與文明：第七冊物理學》有一節「影戲與走馬燈」

（Shadow-Play and Zoetrope）1，走馬燈的介紹如下： 

  活動影戲的另一祖先，是一種「走馬燈」，很可能是始源於中國的。這是在燈上支

有一個有車翼的輕蓋子，可由上升的熱空氣對流而旋轉的。在圓筒的周圍，有薄紙或雲

母片，繪有圖畫。如蓋旋轉很快，便可給人以人或獸的走動印象。 

  這段描述除了提供走馬燈2形成的原理，還點出兩個重點：第一，發明走馬燈的是

中國人，至於何時發明則需考證。第二，走馬燈圓筒周圍的材質是薄紙或是雲母片，但

是走馬燈使用的燈油也需進一步討論。吳潛的詩中《走馬燈賡張樞副韻》也提到「旗影

靜移雲母帳」。雲母是一種矽酸鹽，可剝裂像紙張一樣，能耐高溫，絕緣性質極佳。這

首詩提到的「雲母帳」，就是運用雲母的特殊性質製做成走馬燈外圈的屏幕，可以耐高

溫，而且可以在上面繪製圖像。走馬燈的設置，除了運用熱力原理，還有影像急速連續

運動的原則；相同原理運用的例子可參考《中國之科學與文明：第七冊物理學》的一則

註釋與圖示：江蘇的戒通寺的四面千手觀音，像是凍結的連續手動動作。 

  

                                                        
張玉燕，長庚大學，本會會員。電郵：yuyenc@mail.cgu.edu.tw 

 
1李約瑟編纂的《中國之科學與文明：第七冊物理學》，頁 206-207。Zoetrope 的希臘文字源意義

是：zoe 生命，加上 trope 轉動的意思，走馬燈也比喻「生命轉動」。 
2同註 1，頁 207、210。走馬燈的基本結構很簡單：在一個圓形或長筒形的燈籠中，插一根鐵絲

當立軸，軸上方裝一紙質葉輪，立軸中央裝二根交叉細鐵絲，並在鐵絲每一端貼上剪紙人物或動

物。利用的原理是燈籠內點燃燈燭後熱氣上升，形成氣流，推動葉輪旋轉，於是剪紙隨立軸旋轉。

轉動的剪紙影子投射在燈籠紙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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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走馬燈與中國文化 

  早在距今約 70 萬至 20 萬年前，舊石器時代的北京猿人已經開始將火用於生活之

中，中國古代春秋時期就可能已經有燈具，史書的記載中，燈具則見於傳說中的黃帝時

期，《周禮》中亦有專司取火或照明的官職；《楚辭．招魂》中「蘭膏明燭，華鐙錯些」，

已有燭和燈（鐙）這兩個名詞，說明戰國時代已有燈具；而元宵節玩燈籠，可能起於隋

唐時期。秦漢時代，已有蟠螭燈與青玉燈。《西京雜記》提到，漢高祖劉邦進入咸陽宮

時，最讓他感到驚奇的是宮中的「青玉燈」，這盞燈很高，燈體上有蟠螭用口含著燈，

當把燈點燃後，燈體周圍的鱗甲就會動起來，那景象好像夜裡的星星。唐代經濟的繁榮，

燈除了有實用價值，也有裝飾性質，大量燈具開始出現在宮廷和燈節之中，像燈樹、燈

樓、燈籠、走馬燈、松脂燈、孔明燈、風燈等。到了宋代，走馬燈的製作技術已經更成

熟，也更普及。 

  以使用的燃料區分，中國的燈具有膏燈和燭燈，也就是油燈和燭台。但以功能區分，

有照明燈和禮儀燈。此外，還可以依照形式區分，有座燈、行燈和座行兩用燈。走馬燈

是中國傳統玩具之一，也被視作燈籠的一種。燈內點上蠟燭，燭產生的熱力造成氣流，

驅動輪軸轉動。輪軸上有排有各式剪紙，燭光將轉動的剪紙的影投射在屏上，彷彿形成

動態的故事。另一種是在燈每個面上繪製古代武將騎馬的圖畫，而燈轉動時看起來好像

幾個人彼此追趕，所以稱作走馬燈。類似走馬燈的名稱或燈具有：蟠螭燈（秦漢）、仙

音燭（唐）、轉鷺燈（唐）、馬騎燈（宋），西方稱魔燈。 

 《西京雜記》記載傳說中西漢長安的機械製造家丁緩曾製作類似走馬燈的「九層博

山香爐」： 

長安巧匠丁緩者，為長滿燈，七龍

五鳳，難以芙蓉蓮藕之奇，又作臥

褥香爐，一名被中香爐，本出房

風，其法後絕，至緩始更為之。設

機環轉，運四周而爐體常平，可置

之被褥中，故以為名。又作九層博

山香爐，鏤為奇禽怪獸，窮諸靈

異，皆自然運動，又作七輪扇，七

輪大皆徑尺，遞相連續，一人運

之，滿堂寒顫。 

  丁緩製造的「九層博山香爐」形狀

和古代的豆器相似（圖一），通常是青銅

材質，上面有蓋子，蓋子鏤刻綿延山巒

象徵海上有名的一座仙山，又名博山。

利用爐中的熱氣帶動轉動，而觀看影

像，彷彿這些鳥禽與怪獸在運轉，這也

是「電影」最原始的基本原理。 

 依據宋代文學家范成大（1126 年－

圖一、作者不詳（206 B.C.-220 A.D.）。[漢 博山爐]。 

圖片出處：《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聯合目錄》。http：
//catalog.digitalarchives.tw/item/00/10/b4/8b.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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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3 年）的《上元紀吳中節物俳體詩》，記錄元宵節出現各種不同燈籠，例如，飄升天

空的孔明燈，在地上滾動的大滾燈等。轉影騎縱橫等描述，正是走馬燈，因此推論認為

南宋時有走馬燈。當時似尚無「走馬燈」之名，詩人自註「映光魚隠見，轉影騎縱橫」

為「馬騎燈」。馬騎燈，亦作「馬騎鐙」，就是走馬燈。這說法和吳潛詩句中的「恍疑赤

壁夜鏖兵」相符，基本上，走馬燈可以帶動畫面連續轉動，宋朝已有成系列的套裝節目，

火燒咸陽和赤壁大戰都是常見的節目。這首詩提到的燈有：蓮花燈（菡萏化人城）、橋

燈（橋星訝鵲成）、犬燈（小家厖獨踞）、鹿燈（高閈鹿雙撐）、梔子燈（薝蔔丹房挂）、

葡萄燈（葡萄綠蔓縈）、月燈（圓魄綴門衡）、小毬燈（擲燭騰空穩）、大滾毬燈（推毬

滾地輕）、馬騎燈（轉影騎縱橫）、獄燈（鉗赭裝牢戶）、琉璃燈（玉虹明）。各式的燈，

有不同的造型，可能也有不同的功能與製作方式。「方縑繙史冊」描述當時用生絹糊大

方燈圖畫史冊故事村人看；「映光魚隱見」說的是琉璃壺瓶貯水養魚，周邊用燈照映。3

此外，這年的元宵節范成大所記為南宋淳熙十一年（1184 年），與奧瑪．珈音（1048 年

－1122 年）約為同時代，范大成描繪走馬燈的實際樣式，而奧瑪．珈音運用走馬燈比喻

宇宙、世間與生命哲學。 

 除了《清異錄》提及「仙音燭」，4清代文獻有不少相關的資料。在中國，走馬燈好

像只是玩具，或是節慶小玩物；從原理上看，走馬燈是現代燃氣輪機的始祖，富察敦崇

也感嘆幾百年來中國只把走馬燈當作玩具，卻沒有觀察到「以火御輪」的機械原理，甚

至可以運一用在輪船和鐵軌等。這個長聲感慨，正如「李約瑟難題」，都點出中國古代

優秀的發明，可惜沒有再深入研究與發展出更大的機械。更可惜的是，雖有很多個案的

出現，但沒有追根究底，探討這些例子之中有蘊含的基本定理。 

表一、走馬燈的演進與歷史。 

時間 文獻 燈 

戰國末葉至西漢初期（約公

元前三世紀至公元 50 年） 

《楚辭》：「蘭膏明燭，華鐙錯些」 燭與燈 

「青玉燈」 

公元前 206－公元 220 年 《西京雜記》 九層博山香爐 

1126 年－1193 年 范成大《上元紀吳中節物俳體詩》 孔明燈、馬騎燈 

1048 年－1122 年 奧瑪．珈音《魯拜集》 類似走馬燈 

1195 年－1262 年 吳潛《走馬燈賡張樞副韻》 走馬燈（使用蘭膏） 

1232 年－1298 年 唐南宋．周密《武林舊事．卷二．

燈品》：「若沙戲影燈，馬騎人物，

旋轉如飛。」 

戲影燈 

約 1855 年－1900 年 清．富察敦崇《燕京歲時記．走馬

燈》：「走馬燈者，剪紙為輪，以燭

噓之，則車馳馬驟，團團不休，燭

滅則頓止矣。」 

走馬燈 

                                                        
3 參考宋．葉茵《琉璃砲燈中魚》：「頭角未崢嶸，潛宮號水晶。遊時雖逼窄，樂處在圓明。有火

疑燒尾，無波可動情。一朝開混沌，變化趁雷轟。」詩文引用自《搜韻》http://sou-yun.com/index.aspx 
4 參考李約瑟，頁 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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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走馬燈與魯拜集 

  傅正明先生在 2014 年 9 月 7 日發表一篇文章《東寫西讀－魯拜集與走馬燈》，這篇

文章討論《魯拜詩》第 68 首5，提出關於走馬燈的天文學模式與觀點。傅正明先生認為

走馬燈經由絲綢之路，從中國傳入波斯。如果《魯拜集》第 68 首詩是最好的佐證，那

麼，可以再往前推論王安石所處的北宋時代之前中國就有走馬燈，而且已經傳入波斯。

也間接說明中國和波斯古代的文化與經濟往來。波斯地區古代歷史分期，可約略分為：

伊斯蘭哈里發時期（632 年－1258 年）塞爾柱時期。阿拉伯語成了通行的語言，伊斯蘭

教迅速取代了瑣羅亞斯德教，各地大量興建清真寺。奧瑪．珈音，是波斯數學家及詩人，

所處的年代正是塞爾柱時期。 

  傅正明在《魯拜詩詞新譯五百首》還刊載另一中文翻譯： 

來去吾人皆假我， 

雄騎幻影舞干戈， 

夜半華燈繞日轉， 

大師牽線向冥河。 

  「幻影舞干戈」，可見力道之強。夜半，怎麼還有陽光？所以，「夜半華燈繞日轉」

說的是具體的走馬燈結構，夜除夕或是元宵夜，那雕飾極華美的燈籠，不斷地旋轉。傅

正明也點出，英文和波斯原文有些差異，認為 FitzGerald 可能沒有「讀出波斯原文所隱

含的『地動說』雛形」（頁 164）。這個註腳，把詩中的影像再度帶到宇宙觀的理論中，

走馬燈也是一個示範模型，像是有軸心的地球儀，說明地球繞著太陽轉，形成晝夜的原

理。當時波斯的科學史，學者海什木又和穆艾葉德丁．烏爾迪（Mo’ayyeduddin Urdi）

架構一個與托密斯觀點截然不同的宇宙模型。納西爾丁．圖西及阿里．古什吉（Ali 

al-Qushji）也以實驗觀察說明地球自轉，還有比里安迪（Al-Birjandi）的早期「圓慣性」

原理。多位穆斯林天文學家也推測地球沿其軸心自轉，並提出日心說的假說。 

 奧瑪．珈音雖然沒強調地球的轉動等理論，此詩已然動搖古代托勒密地球中心論的

觀點。傅正明依照波斯文原文翻譯成中文，詩中強調「地動說」的概念： 

天懸紅日大圓輪， 

地動燭光小幻燈， 

紙馬雄兵行萬里， 

真球假象轉晨昏。 

  中國詩人如范成大讚賞走馬燈若隱若現的影像，奧瑪．珈音卻從中發現人類處在渾

渾噩噩的狀態，思考不同的人生哲理。傅正明新的翻譯架構在新的模型：將太陽想像為

                                                        
5 此詩常被引用的 Edward FitzGerald 英文翻譯如下： 

We are no other than a moving row 

Of Magic Shadow-shapes that come and go 

Round with the Sun-illumin’d Lantern held 

In Midnight by the Master of the Show. 

郭沫若在 1923 年翻譯《魯拜集》的中文翻譯如下：「我們是活動的幻影之群，繞著這走馬燈兒來

去，在一個夜半深更，點燃在魔術師的手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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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地球上的一根蠟燭或燈盞，而地球或世界只是陰影。翻譯中的措辭「地動」，強

調地球不是宇宙中心的觀點，如是閱讀，走馬燈不只是文學的比喻、科技的發明，還傳

達創新的天文學觀點。 

 

四、蘭膏與中國詩詞典故 

 走馬燈的物理原理和發明已經是非常有趣的主題，另一耐人尋味的細節是關於走馬

燈用的油膏。宋代詩人吳潛（1195 年－1262 年）《走馬燈賡張樞副韻》描述走馬燈，提

到燈中添加蘭膏： 

半勺蘭膏暖焰生， 

恍疑赤壁夜鏖兵。 

騎乘猛燎奔馳疾， 

人運長鎗轉戰輕。 

旗影靜移雲母帳， 

劍鋩微掣水晶營。 

何人幻此圓機妙， 

獨向元宵策美名。6 

《教育部國語辭典》解釋「蘭膏」如下： 

以蘭脂煉成的香膏。《楚辭．招魂》：「蘭膏明燭，華容備些。」南朝宋．鮑照〈代

白紵舞歌詞〉四首之一：「車怠馬煩客忘歸，蘭膏明燭承夜暉。」蘭蕊間的凝露。

明．毛晉《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廣要．卷上之上．方秉蕑兮》：「陳藏器云：『蘭草，

婦人和油澤頭，故曰澤蘭。』」自注：「凡蘭皆有一滴露珠在花蕊間，謂之『蘭膏』。」 

依照此解釋，蘭膏可作為髮油或燈油，但是此處的蘭膏是指花間的露珠。 

  下面幾則例子，蘭膏指的都是一種潤髮香油：唐．浩虛舟《陶母截髮賦》：「象櫛重

理，蘭膏舊濡。」、唐．溫庭筠《張靜婉采蓮曲》：「蘭膏墜髮紅玉春，燕釵拖頸拋盤雲。」、

明．無心子《金雀記．合雀》：「合將令女配時髦，從教與你共處幽閨，同事蘭膏。」7 

  蘭膏作為燈油的例子也不少，例如，唐．李賀《傷心行》： 

咽咽學楚吟，病骨傷幽素。 

秋姿白髮生，木葉啼風雨。 

燈青蘭膏歇，落照飛蛾舞。 

古壁生凝塵，羇魂夢中語。8 

  蘭膏一詞還出現在宋朝詩詞當中，例如，宋．吳龍翰《宫人斜》： 

碧石重重鎖墓門，蘭膏點火照黄昏。 

春風幾度生芳草，還似君王舊日恩。9 

  蘭膏點火，用在黃昏時刻，可能因為只是微光，不會用在深夜。此外，蘭膏燭燈的

意象也照出宋代文人的心境，例如，宋．歐陽修《夜意》： 

                                                        
6詩文引用自《搜韻》http://sou-yun.com/index.aspx 
7詩文引用自《搜韻》http://sou-yun.com/index.aspx 
8詩文引用自《搜韻》http://sou-yun.com/index.aspx 
9詩文引用自《搜韻》http://sou-yun.com/index.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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蕙炷爐薰斷，蘭膏燭艷煎。 

夜風多起籟，曉月漸虧弦。 

鵲去星低漢，烏啼樹暝煙。 

惟應牆外柳，三起復三眠。10 

  一些僧侶寫出宋代佛教的燈燭與蘭膏的關係，例如，宋．釋正覺《一知殿化佛殿僧

堂中燈油求頌》： 

佛燈誰我續光明，果若蓮開大夢醒。 

香草有心持潔白，蘭膏無脚湛寒青。 

默耕化外那知夜，真照壺中不覺冥。
11
 

家世兒孫傳底事，從教輝耀顯門庭。 

「香草有心」對「蘭膏無脚」，極佳；只是蘭膏為甚麼沒有脚？一方面點出蘭膏的油滑，

另一方面，更書寫油膏用盡時的情景，燈滅後回歸黑暗和寒冷。宋．釋道潜《夏夜奉懷

景文路分》： 

曾櫩霽晚雨，餘響猶滴瀝。 

天風吹浮雲，入夜已無迹。 

月波泛脩竹，灧灧流几席。 

蘭膏滅衆炬，凉氣滿四壁。 

蕙烟擢銅爐，暗觸鼻端息。 

藜床但危坐，萬想本空寂。 

肺肝既冷然，紈扇亦暫釋。 

將軍不吾期，樂事空自得。 

願言賦長謠，爲我記此夕。12 

  燈除了實用的具體要求，成為特定時代的禮器，「蘭膏明燭」的典故，成為反映所

在社會政治的規章法度。 

 晉．張華《雜詩》中的蘭膏可以當成油燈的轉喻： 

晷度隨天運，四時互相承。 

東壁正昏中，涸陰寒節升。 

繁霜降當夕，悲風中夜興。 

朱火青無光，蘭膏坐自凝。 

重衾無暖氣，挾纊如懷冰。 

伏枕終遙昔，寤言莫予應。 

永思慮崇替，慨然獨拊膺。13 

  這些詩詞與例子說明添加澤蘭的蘭膏是古代日常生活用品，可作為髮油或燈油，而

作為燈油的蘭膏成為中國詩詞重要的意象與比喻。 

                                                        
10詩文引用自《搜韻》http://sou-yun.com/index.aspx 
11詩文引用自《搜韻》http://sou-yun.com/index.aspx 
12詩文引用自《搜韻》http://sou-yun.com/index.aspx 
13詩文引用自《搜韻》http://sou-yun.com/index.aspx 



中華科技史學會學刊第 21 期（2016 年 12 月） 

 

 27 

 

五、澤蘭怎麼製作蘭膏？ 

 澤蘭，在《本草綱目》收集的資料列出的別名有：虎蘭、龍棗、水香、虎蒲、都梁

香、孩兒菊、風藥、地筍。但是，如同李時珍指出，大澤蘭是蘭草，小澤蘭才是澤蘭。

也就是說，古籍中蘭草和澤蘭有不少混淆之處。蘭草或佩蘭（學名：Eupatorium fortunei 

Turcz.）14為多年生草本。在用藥中草本植物蘭草或佩蘭（Eupatorium fortunei Turcz.）和

澤蘭（山蘭）（Eupatorium japonicum Thunb.）似乎也常被混用，佩蘭與澤蘭最易識別之

處為佩蘭草質莖圓柱形，澤蘭方莖節處。雖然有些中醫師認為二藥功能主治不同，不宜

混用。現代植物學中，澤蘭屬（學名：Eupatorium）是一個菊科之下的屬的開花植物，

其中多數是草本的多年生植物，會長至 0.5 到 3 公尺高，但也有少數是灌木。該屬植物

原生於北半球的溫帶區域，通稱的澤蘭，有不同品種植。 

 《植物名實圖考》第 25 卷列出蘭草，澤蘭和蘭香（圖二），這三種基本上都是澤蘭

屬的植物。蘭草，就是蘭香草，也就是澤蘭（頁 618-19）；同一卷書也列出澤蘭：「為婦

科要藥。根名地笋，亦為金瘡、腫毒良劑」（頁 623）。但沒有提到蘭草或澤蘭是不是可

以製作「蘭膏」或燈油。 

 

 

 

 

 

 

 

 

 

 

 

圖二、《新校植

物名實圖考》

第 25 卷，頁

619、623。 

 

 《長沙馬王堆一號漢墓出土動植物標本研究》在植物標本中（藥物部分）第九項就

是佩蘭（頁 40-41）。澤蘭是《楚辭》中引用最多的香草植物，15屈原常以香草比喻君子，

蘭（澤蘭）是最常提到的香草，只有道德崇高的君子才可以配戴澤蘭；中國的成語吹氣

                                                        
14 此外，宋代以後的蘭，常指蘭科植物（Orchidaceae）的蘭花。蘆笛的〈何謂「芝蘭」？〉一

文，引用明代沈周《芝蘭玉樹圖》、清代王昱《芝蘭竹石》等例子，說明芝蘭中的蘭花，基本上

是蘭科蘭屬植物（Cymbidium spp.），這些例子正好都是宋代以後作品。 
15 參考潘富俊。《楚辭植物圖鑑》。台北：貓頭鷹出版，2010 年。（頁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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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蘭、義結金蘭、芝蘭之室、蕙質蘭心等，也說明蘭的意涵。16根據潘富俊著《中國文

學植物學》，「蘭（澤蘭）在《先秦漢魏南北朝詩》位居首位，《全唐詩》退至第八，宋

詩以後則光景不再，排名在十一至十七之間」（頁 27）。可見澤蘭從文學的人氣王下降，

但仍是中醫用藥的常勝軍。唐．權德輿《藥名詩》： 

七澤蘭芳千里春， 

瀟湘花落石磷磷。 

有時浪白微風起， 

坐釣藤陰不見人。 

蘭與桂均為古代的薰香材料，澤蘭的油也可以用來沐浴或抹頭髮，古代人認為澤蘭

有淨身與去除不正之氣的效果。澤蘭的葉也可煎油。《外臺》卷三十二引《深師方》醫

治白頭髮或禿頭的澤蘭膏的製作如下：「細辛 2 兩，續斷 2 兩，皂莢 2 兩，石南草 2 兩，

澤蘭 2 兩，厚樸 2 兩，烏頭 2 兩，莽草 2 兩，白術 2 兩，蜀椒 2 升，杏仁半升（去皮）。」

17但這蘭膏是治療白頭髮或禿頭，並不是點燈用的蘭膏。 

 古代用澤蘭子煉製的油脂，真的可以點燈嗎？油燈，需要油，《莊子．人間世》提

到：「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

而莫知無用之用也。」推論基本上是用動物油爲燈，所以稱爲「膏」。植物油點燈，《齊

民要術》卷五第五十二提到關於紅花的種植：「七月中摘，深色鮮明，耐久不黦，勝春

種者。負郭良田，種頃者歲收絹三百疋。一頃收子二百斛，與麻子同價；既任車脂，亦

堪為燭，即是直頭成米。」到了魏晉時期，植物油逐漸取代了動物油，其中油菜籽榨的

菜油是使用最為普遍得。在電燈普及之前，菜油燈一直是中國人最常用的燈具。 

 有一說法，古代用澤蘭子煉製的油脂，可以點燈。《天工開物》第十二卷提到食用

油和燈油所用的植物油，其中燈油有烏臼、芸苔、亞麻子、棉花子、胡麻子、桐、蓖麻

子、樟樹子、冬青子等，但是沒有提到澤蘭子的運用： 

燃燈則桕仁內水油為上，芸苔次之，亞麻子（陝西所種，俗名壁虱脂麻，氣惡不

堪食）次之，棉花子次之，胡麻次之，（燃燈最易竭）。桐油與桕混油為下。（桐油

毒氣熏人，桕油連皮膜則凍結不清。）造燭則桕皮油為上，蓖麻子次之，桕混油

每斤入白蠟結凍次之，白蠟結凍諸清油又次之，樟樹子油又次之，（其光不減，但

有避香氣者。）冬青子油又次之。（韶郡專用，嫌其油少，故列次。）北土廣用牛

油，則為下矣。 

雖然後來植物油的使用相當普遍，但植物燈油的例子中並無使用澤蘭子。 

 東漢．王符《潛夫論．遏利篇》提到：「知脂蠟之可明鐙也。」18漢墓出土的銅燈

內曾發現有殘蠟，可見在漢代，除了以動物油脂可做燈油之外，已開始以蠟代動物脂為

燈油。《西京雜記》第四卷提到，「閩越王獻高帝石蜜五斛、蜜燭二百枚、白鷴黑鷴各一

雙，高帝大悅，厚報遣其使。」（頁 159）。蘭膏也可能是蕙蘭柄基部蜜腺所分泌出來的

透明花蜜，例如，《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廣要》卷上之「方秉蕳兮」條有明毛晉注：「蘭

                                                        
16潘富俊。《成語植物圖鑑》。台北：貓頭鷹出版，2010 年。（頁 182-183） 
17 引用出處：http://big5.wiki8.com/zelangao_71347/ 
18 引用文本《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http://ctext.org/qian-fu-lun/e-li/zh 



中華科技史學會學刊第 21 期（2016 年 12 月） 

 

 29 

皆有一滴露珠在花蕊間，謂之蘭膏。不啻沆瀣。」依此說法，推論，蘭膏作為走馬燈的

燈油，極可能是添加澤蘭花蜜的蘭膏，作為芳香用途，而非以澤蘭子壓製成的油做為燈

油。 

  

六、結語 

東漢人鄭玄為《儀禮》、《周禮》、《禮經》三書作注釋時，從未提到蠟燭，推論當時

還沒有蠟燭，一般富貴人家應該是使用油燈。到魏時，民間婦女夜間相聚織布，仍以麻

梗自照。麻梗白而潔，細而長，燃之則明，取以代燭，可以看出，三國時代的貧民仍以

柴為燭，點油燈者極少。古代供燃的燈油，最初用的是膏，膏就是動物脂肪或是用動物

脂肪製成的油脂；因此推論走馬燈使用的蘭膏，是動物油脂中攙入澤蘭香料，點燃後可

以散發芳香，是一種特別華貴的燈油。添加了香料的油燈會發出芬芳的香氣，由於古時

候的油燈裡都是點動物脂肪，無論它是豬油、牛油、羊油、蜂蠟，燃燒時會產生異味；

所以，比較富裕的人，就會在動物油脂裡添加些香料，例如蘭膏，增添香氣，可以蓋過

動物油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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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Zoetrope and Boneset Cream 

 

Yuyen Chang 

（Chang Gung University, Member of CAHS） 

 

 

Abstract: Zoetrope and boneset cream were fairly commonplace objects in ancient Chinese 

daily life and came to be the frequent images and metaphors in poetry as well. Despite this, it 

is not easy to pinpoint the date of this invention and its inventor. This paper offers an 

overview on zoetrope, including its mechanism,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implications, and the 

novel astronomical model related to Heliocentricism, which can be discerned in the Rubáiyát 

of Omar Khayyám. In addition, the application of boneset oil to the heating of zoetrope 

deserves further analysis: first, bonesets should be some species in the genus Eupatorium; 

second, boneset cream has been widely utilized as a kind of hair oil rather than lamp oil; third, 

it is deduced that ancient Chinese might manufacture the luxurious oil for lamps by adding 

dews on the boneset flowers into the animal fat—so as to emanate the impressive fragrance.  

  

keywords: zoetrope, the Rubáiyát of Omar Khayyám, Heliocentricism, boneset cream, 

Eupatorium sp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