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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外派人員紀聞中 

在美國見到海洋生物記載 
 

陳德勤1 

（本會會員） 

 

 

  筆者試著從清末外派美國外交人員及參訪考察官員的紀聞中，找尋海洋生物記載，

並藉由 Google Map 及美國早期報刊和舊照片，試著找尋當年這些外派人員走過路線和

確切地名。在搜尋期間遇到許多挫折，無法找出當年所提的地名，數度停頓此工作。然

在偶然機會中又找到線索，逐步找出一些當年事蹟，還原歷史真相，彌補史料上的不足，

特此做為整理。限於許多因素，無法全部閱讀所有遊記，僅先將已閱讀遊記，做初步整

理。本文依外派人員出訪時間來加以一一敘述。 

 

一、志剛《初使泰西記》與張德彝《初使泰西記》 

1868 年 2 月 25 日，是清朝政府第一次派外交使團到歐美國家考察，由美國人蒲安

臣（Anson Burlingame）為團長，自上海虹口黃浦江碼頭乘坐「格斯達哥里」號輪船起

航，前往美國舊金山。隨同出訪的還有兩名中國官員：總理衙門記名海關道志剛和禮部

郎中孫家谷，以及翻譯張德彝。 

志剛，部曹出身，總理衙門章京，記名海關道。同治六年，總署請派美卸任公使蒲

安臣權充辦理中外交涉使臣。1870 年 2 月，使節團至俄國，蒲安臣因病去世，至剛接手

其事，1870 年 10 月 18 日歸國。期間遍歷歐美各邦，行程十二萬里，審撮要記錄旅途經

歷，出版《初使泰西記》。該書對重要交涉，如中美商約新增條款之簽訂經過及約文注

釋等，巨細不遺，所見所聞，則側重各國風土人情，科學技藝及外交儀節等。 

張德彝，同治元（1862）年考進外語學校同文館，一生八次出國，共度過 27 年。

每次出國，皆寫下詳細日記。第一次，同治五年（1866 年），作為同文館英文班學生隨

官員斌椿遊歷歐洲，回國後寫下《航海述奇》。第二次，七年（1868 年），蒲安臣率「中

國使團」出訪美國、英國、法國、比利時、普魯士、俄羅斯等十個國家，張德彝隨團任

通事（翻譯員）；回國後，寫下《再述奇》（又名《歐美環遊記》），詳述所見所聞。 

同治七年三月十二日（1868 年 4 月 4 日），他們在舊金山觀看到海獅，在志剛《出

使泰西記》敘述如下：「在金山口南普豪斯海岸觀潮，其地建高樓，備游覽凭欄而觀之，

則潮之來也，層疊而捲之，雖非十二銀山，而洶湧激蕩聲勢壯闊，亦足以快耳目……對

岸十數里，崛起數島，島石突兀，水石之際，有海獅數十出沒，牛若羊若大小，吠聲如

犬，褐色捲毛，時而偃蹇，跪緣於島上，有軟族無趾，蓋獸形而魚性者，故有海牛、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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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海獅、海豬之屬甚夥……」同行翻譯人員張德彝在《歐美環遊記（再述奇）》記載：

「十二日辛酉，末刻，乘車行二十餘里，至凱福房，有木樓二十餘間，前臨大海，後臨

長崗， 對面有三小島，坐草書『六』字形，極其峭拔，忽見數十海獅爬出水面，伏於

石上，向日而眠，身如魚，有冗毛，色灰紫，首如鼠如犬，兩腿似魚之分水，有大於牛

者，吼聲如犬而洪，猙獰可畏。登樓遠眺，只見滄海紅日，萬里雲濤，洶湧之聲不舍晝

夜。遙指天際，唯有風帆沙鳥數點而已……」 

此兩段文章敘述地點是在何處？筆者查現有資料，1989 年 10 月 17 日在加州舊金山

loma prieta 發生 6.9 級大地震後，舊金山 39 號漁人碼頭有大量加州海獅出現，然該地

附近沒有島嶼，與志剛他們提及地方不符合。筆者再試著用美國國會圖書館早期報刊網

頁，搜尋 San Francisco sea lion 字彙，終於找到在舊金山西方的大洋灘（Ocean Beach）

北方太平洋中有數個小島被名為 seal rocks。由 Google Map 做立體觀察，確如張德彝敘

述如草書「六」字形狀。早期報紙亦可見到加州海獅在上面或臥或立在岩石上，有些則

在水中游泳照片。島的對面有懸崖，上有木屋，地名為崖屋（Cliff House），就是張德彝

文章中提到凱福房音譯。1858 年緬因州摩門教長老山姆布蘭（Samuel Brannan）花 1500

美金打撈沉船木材，在懸岩蓋起木屋，作為餐廳營業，稱為崖屋。1863 年，Captain Junius 

G. Foster 擴大建設該地區，藉由公路開通，加上公共馬車、火車、單軌列車帶遊客至龍

山（Lone Mountain）再來到海邊，此地區已成為休閒娛樂區域，假日大量遊客來此野餐，

並觀看野生海獅在岩石棲息及吼叫。1907 年 9 月 7 日，懸崖上建築物為大火所毀，歷經

150 多年，多次易主，Cliff House 餐廳仍存在，該地區現屬金門國家公園區一部分，由

美國國家管理局管理。 

志剛提及其他海洋哺乳動物：海牛（Trichechus）生活在淺海，以草食為主，成年

體長 3-4 米；海馬指的是海象（Odobenus rosmarus），終年生活在北極圈，海象的拉丁

文學名意為「用牙齒走路的海馬」；海豬是對海豚稱呼，至今在台灣方言亦還此話語。 

 

二、李圭《東行日記》和《美會紀略》 

李圭（1842－1903 年），字小池，江蘇江甯（今南京）人，23 歲受聘任寧波海關副

稅務司霍搏遜的文牘（現時的秘書），系中國近代郵政宣導者之一。1876 年，赫德委派

他前往美國費城參加美國建國 100 周年博覽會，李圭回國後將其在美期間的考察、見聞

整理成多本書，其中《東行日記》、《美會紀略》書中均略提及海洋動物。 

在《東行日記》提及，李圭坐船由日本到美國，清光緒二年五月二十日（1876 年 6

月 11 日），船抵達美國三藩市（舊金山 San Francisco）前經過金門海域（Golden Gate）。

當船抵達碼頭，書中提及「……港中大小商船甚夥，海狗游泳水中，若不畏人……」此

碼頭指的是舊金山碼頭（Port of San Francisco）。舊金山港的歷史開始於 19 世紀的中期，

曾被譽為世界三大天然良港，之後快速發展。1906 年舊金山發生地震和大火之後，舊金

山港作用大不如前，才變成了一個輔助港口，李圭提及港內有海狗由於水中，應該指的

是加州州海獅（California sea lion, Zalophus californianus）。 

李圭到美國費城參加世界博覽會時，將他所見所聞編寫成《美會紀略》。在各國展

覽館見到海洋生物如下：「……紐約之北，有地名堪納答，屬英國，產各種皮貨，野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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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一張及其細輭，若猞猁，價五十圓，海虎、海螺、貂鼠、狐鼠，皆不亞於俄產，惟價

值及貴。」此地堪鈉答就是今日稱加拿大（Canada），在皮貨中提及海虎是指海獺（sea 

otter）。海獺是稀有動物，屬於海洋哺乳動物，只產於北太平洋的寒冷海域，由日本北

部至堪察加半島沿岸，再沿北美太平洋海岸至下加利福尼亞，其中阿拉斯加海獭

（Enhydra kenyoni），其分佈範圍由阿留申群島與普裡比洛夫群島往東至阿拉斯加半

島，以及加拿大的卑詩省、美國的華盛頓州與奧勒岡州等地的海岸。 

在俄國展示廳提到：「皮貨如海虎、海騾、貂、猞猁、駝絨、鼠、兔俱備」。在兩國

的皮貨展示都提到海騾，在加拿大毛皮敘述提到海螺實為筆誤，因海螺屬於貝類，根據

中央研究院陳國棟教授考證海騾就是海貍。海貍鼠又稱河貍鼠（Myocastor coypus），其

毛皮為貴重衣料，常作為大衣、帽子、圍巾等材料。至於俄羅斯的海虎應為阿拉斯加海

獺（Enhydra lutris），分佈範圍自白令海西部的司令群島，沿勘察加半島東南部海岸，

至千島群島，最南達日本北部。因海獺毛皮是上好服飾成品，自 18 世紀就遭到大量捕

殺，以獲取皮件，造成大規模毀滅，至今在許多國家列入受威脅物種。 

在展覽區以美國政府館是最大，包含了美國郵政部、農業部、專利局、國家博物館、

國防部、國家實驗室等機構的大型展示，其中僅美國專利局就展示了 6 萬張發明圖片和

5000 多個發明模型，吸引了大量遊客。其中，有關海洋生物敘述如下：「美國公家院建

以專陳美屬各省所收藏之務亦博物館意也，在該展示場右側列外海內江麟介之屬，魚類

最多，有黑脊紅腹者，有白身起紅綠斑點者，身小鬚長倍蓰者，有生翼者，有腹扁略巨

人形者種種怪異不知名，又有鯨魚頭骨一具，長丈二許，鰓一片，若蓑衣，腹股長丈餘，

若原枝象牙，旁一冰櫃甚大，內懸大小魚數種，麟片亮鰓血尚紅，詢以存放三年，櫃外

熱至九十餘度，櫃內寒暑表僅二十餘度宜，其歷久不敗……」作者對海洋動物做了許多

描述，其中對鯨魚頭骨敘述甚詳，見鰓（應指上額骨處），若蓑衣（鯨鬚），依其敘述，

是屬於鬚鯨類，而非齒鯨類。筆者曾詢問美國各相關單位，詢問該鬚鯨是何物種？但至

今未獲答案；作者亦提及冰櫃內存放各式魚類，鱗片亮鰓蓋鮮紅，儲存有三年，冰櫃外

溫度華氏 90 度（攝氏 32.2 度），而冰櫃內溫度為華氏 20 餘度（攝氏負 6 度），可謂對早

期冰箱細膩敘述。 

李圭在參訪博覽會後，至紐約考察，9 月 1 日返回費城。他介紹：「…城西有大園林

約飛莽柏格，柏格譯園林，水路共地一萬六千餘畝，會所在其南，各國園林無大於此…

或席地而坐或依欄遠眺或馳馬或擊球或乘小輪或划一葉舟，無不舒嘯，隨興所止，經費

出自公家，旁有生物苑，西語稱瑣臥拉治戈加登，一區鳥獸林蟲，無所不有，如所見虎、

豹、獅、象、豺、狼、犀牛、野牛、野狗、野羊、海狗、鱷魚、巨蟒、異蟲，又有如驢

而白質黑章成虎斑者，如鹿無班身短項高於身倍蓰者，西語稱支而拉夫，瀛寰志略謂長

頸鹿，狀皆駭人，猴類大小約數十種，珍禽之五色班者，不下百數十種，亦有形狀猙獰

者，鴕鳥大者，重可兩百磅，進苑遊觀，各納洋錢兩角五分……」在該文記載中，筆者

用 Google Map 去找尋費城動物園（Philadelphia Zoo），發現李圭在文章中所稱的「生物

苑」，西語翻譯為「瑣臥拉治戈加登」，英文為 zoological garden。經查維基百科資料，

得知它是美國第一座動物園，成立於 1859 年，但受美國內戰影響，直至 1874 年 7 月 4

日始對外開放，當時畜養動物有一千餘隻，入門費用 25 分，正如李圭敘述。其畜養海



中華科技史學會學刊第 21 期（2016 年 12 月） 

 

 95 

洋生物為海狗，應屬腳鰭類動物，到底是海獅或海豹？筆者聯繫該園詢問此事，至今無

任何回音。在動物描述中「有如驢而白質黑章成虎斑者」指的應是斑馬（英文 zebra, 

Hippotigris）；其也對長頸鹿特徵做了敘述，並說西語音「支而拉夫」，英語為 girraffe。

該動物園隸屬在 Fairmount Park，就如作者譯音飛莽（Fairmount），伯格譯為園林（park），

是美國賓夕法尼亞州第一個成立公園，占地面積 2054 英畝，且位於費城西北部。 

 

三、陳蘭彬的《使美紀略》  

陳蘭彬（1816 年－1895 年），字荔秋，中國廣東省吳川市黃坡鎮黃坡村人，首任中

國駐美公使，著有《使美紀略》。書中提及，他在光緒四年八月二十二（1878 年 9 月 18

日）傍晚抵達紐約，在此期間見到：「其大花園名為先打園，周遭數十里包山裹林……

有欄院畜飛走有深池養海虎、海獅，海狗等十餘頭，圍以鐵柵，各海獸亦能上岸獵食，

投以魚餌則奔赴，海獅之行尤速……」筆者好奇陳蘭彬筆下的動物園指哪個動物園？經

查閱，紐約當時只有在中央公園（Central Park），先打園應為其音譯。內有動物園，即

為中央公園動物園（Central Park Zoo），該館成立於 1860 年，僅做動物展示用，展出天

鵝與熊，該園佔地面積不大，約 2.6 公頃。1864 年，被當地議會正式認可為動物園，是

繼費城動物園（1859 年）之後，美國第二個公眾擁有的動物園，1875 年得到屬於自己

的永久建築。 

《使美紀略》中提及，該園原飼養海虎、海獅、海狗。海虎即為海獺，其中海狗是

指海豹（seal）或毛海獅（fur seal）。陳蘭彬能將三種海洋哺乳動物作介紹，算是很難得。

依他敘述，這些海獸畜養在獸欄，當餵食時，能上陸地，以海獅最快。若是有飼養海豹，

因其前肢短小，後肢無法如海獅般朝前轉向，因此牠的腹部是不可避免的永遠貼在地

上，前進時都只能拖著肚子蠕動，採食時沒有海獅來得快速，極為合理。筆者試圖找尋

當時該館飼養是何物種？並連繫該園詢問此事，所得到答案為：會請相關人員回答此問

題。至今皆無音訊。筆者於 1891 年 5 月 18 日 The Morning Call 報刊上，找到一則該園

海豹家族因發生公海豹對幼年海豹惡作劇而引發動物間紛亂的報導；並於 1891 年 6 月

13 日 New York Times 上，有報導提及紐約中央動物園於 5 月 17 日自加州取得海獅。當

時，動物園的長期供應商是 Capt James Robert Murreltt，在南加州海邊 Santa Barbars、San 

Nicholas、Santa Rosa、San Clemente 島捕捉海獅，並用木箱將動物運上貨車。此次運輸

共計 27 隻海獅（不包含在路途上出生幼仔）。其中，有兩隻海獅運到丹佛城（Denver），

有兩隻在缺乏食物及悶熱貨物箱中死亡，還有一隻在運期間出生幼海獅，最終抵達紐約

中央動物園的有 23 隻成年海獅及一隻幼仔。據報載，這些海獅還要轉賣到費城及巴爾

帝摩動物園。由此推斷，費城與紐約動物園海獅應為同一物種，有可能是加州海獅

（California sea lion ,Zalophus californianus），因該報未記載該海獅為何物種，筆者將繼

續找尋正確答案。 

 

四、戴鴻慈的《初使九國日記》 

1900 年，庚子事件爆發，八國聯軍入侵首都北京並攻入紫禁城，滿清政府接受八國

聯軍提出的《辛丑和約》，此舉對中國打擊甚大，因此朝廷保守派主動進行變法。1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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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在慈禧太后的默許下，滿清政府進行改革，改革比 1898 年的戊戌變法更廣更深，

還涉及廢除千年仕宦之道的科舉制度。1905 年 9 月 24 日，慈禧太后詔定考察政治大臣

五人：特派鎮國公載澤、戶部侍郎戴鴻慈、兵部侍郎徐世昌、湖南巡撫端方和商部右丞

紹英出使西洋。12 月 7 日，考察團第一組戴鴻慈和端方出發，第一站即美國，由美國總

統狄奧多‧羅斯福接見。戶部右侍郎戴鴻慈爲五大臣之一，出使美、英、法、德和丹麥、

瑞士、荷蘭、比利時、意大利等國。歐美考察後，使戴眼界大開，認爲中國只有改革才

有出路，歸國後，奏請立憲。改刑部爲法部，戴首任尚書。他還提倡中國要富強，必須

「固邊疆」、「振興實業」及開礦、興學、修鐵路等，是清末具有一定的開放思想和政治

眼光的重臣。 

在戴鴻慈的《初使九國日記》中，記載光緒三十一年十二月十一日（1906 年 1 月 5

日）至檀香山島，在此期間曾探訪水族館。其記載很短：「觀水族院，拓地不多，其魚

類奇狀詭形，顏色殊麗，亦可觀也……」。經多方查證，水族院是位於歐胡島的維基基

（WaiKiki）水族館，它於 1904 年 3 月 19 日正式開放，是美國第二個興建水族館。頭

一年該館有 35 個展示缸，共有近 400 種海洋生物。水族館由 James .B Castle 提共土地，

由當地 Rapid Transit and Land Company 老闆提供 8,000 美金資金建成。為讓全世界看到

夏威夷珊瑚礁生物，他把電車終點設於此，以便就近參觀 Kapi Olani 公園。該水族館邀

請生物學家 David Starr Jordan 主持該館業務，並擁有世界最好魚類收集場地。1904 年，

夏威夷通運公司職員 Frederick A. Potter 擔任館長，他雖非本科系出身，但認真執著，奠

定該館成長基礎，直到 1940 年 5 月離職，夏威夷神仙破刺尻魚（Centropyge potteri）就

是以他命名。1949 年，該水族搬遷（隔一條街）蓋新的水族設備，就是今日所見規模，

並捐給夏威夷大學。 

 

五、結論： 

筆者閱讀這些外派人員紀聞，從中發現他們在美國見到的海洋生物，並找尋這些動

物所在的場所及可能物種。雖然屢受挫折，但仍耐住性慢慢找尋，並藉由 Google Map、

美國國會圖書館早期報刊全文搜尋、古老照片搜尋網站，跟者這些前輩神遊當年足跡，

當解開答案時，喜悅之情非筆墨所能形容。感謝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及民族研究

圖書館提供大量資料，讓我沉醉在書海中，並感謝夏威夷水族館解答筆者疑問，使我在

找尋過程受益良多。然限於許多因素，無法全部讀完當時資料，必有許多遺珠，加上動

物物種詢問，皆未有音訊回覆，這都是筆者尚須努力的地方，更盼望對此方面有研究專

家學者，能指導筆者解開這些未解之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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