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苜蓿的圖像 
 

張玉燕 

（長庚大學通識中心副教授、本會會員）1 

 

 

摘要 本文比較與分析苜蓿的各種圖像，探討植物物種知識的建構、保存與傳遞，以及

在不同歷史、社會、文化和科技轉變中，這些觀點的傳承和創新；並重新省思圖像自身

傳達的論述、美學思維、與價值觀。文中收集苜蓿屬植物相關圖像，包含植物標本圖像、

中國植物典籍或藥典中的植物繪圖、抄本或古典文集的植物圖像、西方植物繪圖等，探

討苜蓿圖像如何透過不同的物質媒介，呈現不同的知識論和美學觀，比較東西方不同文

獻中的苜蓿圖像，思考不同觀點與視角如何展現真和美。綜觀苜蓿的各種圖像，保存在

博物館、標本館、圖書館、書籍等，思考植物科學插圖兼具科學與藝術價值，呈現了從

草藥學到植物學與園藝的文化脈絡，以及印刷術演進的歷史縮影。 

 

關鍵字：苜蓿、植物、圖像、美學、知識論 

 

 

一、前言 

《伊利亞特》第二卷描述，當阿基琉斯（Achilles）賭氣不上戰場，他的馬就在特

洛伊城外，希臘大軍紮營的大草地上吃兩種草，其中之一就是 λωτός。羅念生與王煥生

的翻譯「他們的馬在車旁吃沼澤裡的苜蓿和芫荽」（《伊利亞特》第二卷 768-77 行），我

們不禁想問，阿基琉斯的神馬與汗血馬都吃苜蓿嗎？苜蓿是甚麼？苜蓿屬（Medicago 

spp.）植物，是豆科多年生開花植物，俗稱「三葉草」。苜蓿屬中最著名的是作為牧草的

紫花苜蓿（Medicago sativa），英文 alfalfa 或 lucerne，二名法中苜蓿屬（Medicago）的

拉丁文 medica 字源來自古希臘文 Μηδικὴ（πόα），意思是來自米地亞（也就是古希臘認

知中的波斯地區） 的草；而英文的 lucerne，源自拉丁文光芒（lucerna）一字，因為古

羅馬帝國時期認為苜蓿帶給人希望的光芒；現今英文常用的 alfalfa，源自阿拉伯文的

al-fisfisa，意思是新鮮的動物飼料。苜蓿是常見的牧草、牲畜飼料和綠肥作物，苜蓿芽

也可食用。苜蓿從西域傳入中國，中文名稱有許多差異，除漢書稱目宿外，還有其他名

稱，例如：木粟、光風草、牧蓿、懷風、光風、連枝草、塞畢力迦、金花菜、草頭等。 

 名稱、文字的說明、科學學名和分類似乎還是無法滿足我們的好奇心，苜蓿只是一

種草？一種食物？還是有更多的意義？千言萬語還不如一張圖傳達的訊息。但是，一張

圖如何呈現論述？植物圖像又怎樣透過歷史、文化、社會、經濟和科技等脈絡呈現不同

的知識論和美學觀？不同觀點與視角如何展現真和美?  

  

二、植物標本圖像 

 收集植物標本，透過各種方法，例如物理風乾、真空、化學防腐等方式處理，期待

可以長久保存，並儘量保持植物原本的風貌，作為展覽、示範、教育、鑑定、考證及各

種研究之用。標本的收藏有科學與歷史的價值，可做為系統學的研究、命名的依據、鑑

定的依據、提供多種資訊。大規模收藏植物標本的空間稱作植物標本館（Herbarium），

拜科技所賜，近年世界各地很多植物標本館都有數位圖書館，提供全球參考使用，數位

資料庫甚至保存一些古老或損壞的標本、和館際合作的標本，因此，植物標本圖象更容

易取得，裨益植物相關的研究。我們看見的苜蓿標本，透過不同時空的物質與科技基礎

轉化與再現，一張圖像，典藏多層的訊息、知識與觀點。

                                                      
張玉燕，長庚大學，本會會員。電郵：yuyenc@mail.cg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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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引自《英國與愛爾蘭植物學

會植物標本資料庫》編號 304287 

 英國著名的邱園植物標本館（Kew Herbarium），主要收藏邱園

內的植物，從十九世紀到現在持續累積資料。收藏苜蓿屬資料 148

筆，當中 15 筆資料是紫花苜蓿。從下面兩張圖的條碼、戳印、書

目卡、尺規、色卡等，可見館藏建置與數位化的過程。編號

K000998779 和 K000998780 是 1820 年收集的紫花苜蓿資料（圖

一），圖書館印章標示的年代是 1854 年，圖片附量尺，可看出植物

標本約 15-18 公分，亦附參考色卡，雖然標本經過乾燥、保存等處

理已有明顯脫水變色現象。 

 2008 年收集的褐斑苜蓿（Medicago 

arabica）（圖二），書目比較完整。這兩張數

位化的標本圖像，展示植物標本的基本範

例，也示範植物標本的呈現必經的基本過

程，包含收集、乾燥處裡、標本製作、書目

製作、拍照、數位化處理，一道道程序；科

技基礎創造保存植物新可能。 

 

圖二、引自《邱園植物標本館線上資料庫》編

號 K000914214 

 

 植物標本可以記錄植物原本存在的的地點，但標本製作不會複

製植物本來生存的物質環境，而是將植物隔離在標本的框框內。英

國與愛爾蘭植物學會（Botanical Society of Britain and Ireland）的線

上植物標本資料庫收藏 230 筆紫花苜蓿（Medicago sativa）。編號

327640，Edward Palmer 在

1836 年收集的資料（圖三）。 
 

  編號 304287，J. M. Smith 在 1985 年收集的資料（圖四），兩

則都附手寫的書目卡，分別是南倫敦植物研究所（South London 

Botanical Institute）和柏頓博物館（Bolton Museum）提供標本資料，

因此尺規與格式不太一致。兩筆資料都清楚註明採集地點，後者的

採集地是舊磨坊，隱約還可以觀察到花的顏色。十九世紀和二十世

紀，歐洲各地處處可見苜蓿，雖然不是罕見或珍貴的奇花異草，標

本收集的專業訓練，積極保存植物樣貌，至今我們仍可約略了解苜

蓿的生態與地理分布。植物標本已然不是植物本身，植物標本有自

己獨立存在的意義與生命

歷史，如下面從台灣收集

的苜蓿標本資料，有他們

的故事與漂流過程。 

 

 《台灣本土植物標本資料庫》，有 20 筆苜蓿屬資料，以天藍

苜蓿（Medicago lupulina L.） 居多。館號 105216 的收藏（圖五），

是 1931 年島田彌市（Yaiti Simada）在新竹地區採集的黃花南苜

蓿（Medicago polymorpha L.）從標本可以看出南苜蓿的葉子形狀

和紫花苜蓿不同。上方是新編目，有中央研究院的官印和條碼，

最下方有標示 2007 年由劉翠雅新建檔案，另新增色卡和公分制和

英吋制的尺規。下面有一張早期的書目，日文系統，特別標示花

是黃色的，上面打一行字：Gift from Kaohsiung University。這些

圖一、引自《邱園植

物標本館線上資料

庫》編號 K000998779

和 K000998780 

圖三、引自《英國與愛爾蘭植物學

會植物標本資料庫》編號 327640 

圖五、引自《台灣本土植物標本資料庫》編號 105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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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不僅提供植物知識，更說明這標本的歷史、標本輾轉流通在不同館藏、科技轉換過

程、資訊累進與添補的痕跡。林業試驗所植物標本館（Herbarium of Taiwan Forestry 

Research Institute）電子資料庫，使用國際標本館索引（Index Herbarium），代號為 TAIF，

也有色卡和尺規。收藏苜蓿屬（Medicago sp.） 標本 184 種，大部分是近期在台灣各地

收集的標本。 

 《台灣本土植物標本資料庫》只有一筆資料是紫花苜蓿

（Medicago sativa L.）（圖六），這筆標本資料，沒有根系。右下書

卡說明這是 1998 年李長春在花蓮港天宮採集的，原本由花蓮教育

大學植物標本館收藏，後來列入《林業試驗所植物標本館電子資料

庫》收藏。從採集年代和地點，推論這裡的紫花苜蓿是從國外引進

台灣、外來歸化種、人工栽種。 

 

圖六、引自《林業試驗所植物標本館電子資料庫》編號 369473 

 

 

 每一件標本，也見證人與大自然的對話、互動和交流。《國立

台灣大學植物標本館》1收藏紫花苜蓿 20 筆標本資料，其中館號

062176 是川上瀧彌（Taiya Kawakami）1909 年在新竹採集的標本

（圖七），但並不是紫花苜蓿，從葉子就可看出，1966 年已更正

為 Medicago hispida Gaertn.，是南苜蓿。 

 

 

 

圖七、引自《國立台灣大學植物標本館》編號 062176 

 

 

  館號 062181 是細川隆英（Takahide Hosokawa） 在 1931 年台北中央研究院研究部

農場收集的紫花苜蓿（圖八）。這些皆是日據時代台灣植物學學者收集，書目卡有台灣

總督府殖產局植物腊葉、台北帝國大學植物腊葉、台灣大學植物系標本館等三處印記。

從旁邊的尺規，推算植物標本約 100cm*60cm。 

 這幾筆二十世紀初收藏的苜蓿標本，也說明日治時期台灣博物館學知識建立，川上

瀧彌、島田彌市、細川隆英等日本植物學家，依循西方博物館學的發展方式與系統，或

多或少帶著浪漫的探險想像，收集與整理台灣各種植物標本，企圖勾勒台灣的植物生態

地圖，並建立自然和人文知識系統，說明植物標本館融合歷史、政治、經濟與社會等眾

多因子。 

 

  
  

 

                                                      
1TAI 是台大植物博物館的國際代碼，目前收集了 28 萬份植物標本。 

圖八、引自《國立台灣

大學植物標本館（TAI）》

編號 062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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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國植物典籍或藥典中的植物繪圖 

 中國在清朝咸豐年間，開始引進西方的系統植物學知識，李善蘭和韋廉臣合譯《植物

學》，初次將英文 botany 翻譯成植物學，此字字源是希臘文 βοτάνη，意味草原、草、雜草、糧草

等。2不過中國很早已經有植物學相關研究，特別是植物運用在醫藥、農業與食物、紡織

等領域。早期，中西的研究方法與分類差異甚大；苜蓿雖是十分古老的品種，但目前的

植物標本都是十九世紀中葉之後的收藏，植物標本的建立比較無法看出東西方觀點的差

異，但是其它的圖像，就傳達截然不同的觀點和思維。中國古代的植物研究與知識，主

要源自農業生產和本草的醫藥，植物插圖和中醫體系息息相關，在孫英寶、馬履一、覃

海寧撰寫的論文〈中國植物科學畫小史〉中，將這一些圖像歸在「本草研究時期」。北

宋嘉祐年間由蘇頌主持編撰的《本草圖經》，刊行於 1061 年，共 20 卷，目錄 1 卷，附

有九百多幅藥圖，是中國現存最早的版刻本草圖譜。 

  宋朝唐慎微撰《證類本草》，初稿完成於

1082 年，最後定稿時間約在 1098 年，有木刻

藥圖 294 幅。南宋·王介繪撰《履巉岩本草》，

嘉定庚辰（公元 1220 年）出版，一部地方性

本草書，現存明朝彩繪本，藏於北京圖書館，

收藥 206 種（目前存圖 202 幅）。《南方草木狀》

是年代最早的嶺南植物志，此書舊題為西晉嵇

含所著（但目前此說法有爭論）；1955 年商務

印書館排印本附上了上海歷史文獻圖書館珍

藏的《南方草木狀》60 幅。楊家駱教授贈與

中研院文哲所圖書館《南方草木狀：附圖》

一本，書中〈重版說明〉中提到中國其實早

在三世紀時就已經注意到「實物的繪圖」（圖

九）。 

 宋朝唐慎微撰《證類本草》有收錄〈苜蓿〉一則，但無插圖。蘇頌《本草圖經》的

〈黃耆〉一則中提到，苜蓿的根常被當成黃耆的替代品： 

今人多以苜蓿根假作黃耆，折皮亦似綿，頗能亂真。但苜蓿根堅而脆，黃耆至柔

韌，皮微黃褐色，肉中白色，此為異耳。 
  

  明太祖朱元璋的兒子朱橚，動用人力物力，在河南開封

附近，收集了四百多種植物種苗，並種在植物園裡，詳細觀

察植物的形態特徵、其成長發育和繁殖過程，並用文字記錄

下來，然後找畫家按照實物繪圖，編輯成書《救荒本草》（1406

年），此書收藏苜蓿一則（圖十）。 

 《救荒本草》（1406 年）見證當時中國印刷術的創新與

進步、學術發展和文化知識的傳播。西元 7 世紀，唐朝初期

出現雕版印刷。《救荒本草》的出版，正是明代刻書事業鼎

盛時期，也說明當時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以及教育普

及和學術的興起；如錢存訓觀察木刻書籍插圖傳達某一時

代的思想與文化，也保存當時生活的實證。3 

  中國清朝官員、植物學家吳其濬著《植物名實圖

考》；吳其濬過世一年，即道光二十八年（1848 年），由山

西太原陸應榖校印刊行，全書共三十八卷，其中蔬類（第 3-6 卷，共 176 種）列出苜蓿

與兩種野苜蓿，其中苜蓿是紫花，兩種野苜蓿是黃花。選自世界書局重印《新校植物名

                                                      
2潘吉星，《中外科學之交流》，香港中文大學(香港)，1993 年，頁 322-23。 

3錢存訓，《中國紙和印刷文化史》，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桂林)，2004 年，頁 234-71。 

圖九、 引自《南方草木狀：附圖》書

名頁和第一頁 

圖十、 引自《救荒本草》

中的苜蓿圖和文字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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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圖考》的三幅插圖（圖十一），仔細描繪植物的全株和主要特徵，苜蓿的花序和葉片

互生結構都十分精準，此外，野苜蓿（二）有根系，並加強葉子邊緣的齒狀。劉文鎖的

論點：苜蓿是上等的飼草，但是「騎馬民族和農耕民族是有所不同的」。4基本上，騎馬

民族是以野生的草為飼料，但後來農耕民族，種植各種植物，也選部分作為馬的糧草。

古代中國和歐洲傳統農業大不相同，基本上中國農業以穀物為主，而歐洲大多採穀物和

畜牧混合經營。推論，古時候西域和地中海區域的馬兒吃的比較可能是黃花野苜蓿，紫

花苜蓿反而比較可能是農耕時代刻意栽種的品種。 

 

   
圖十一、引自《植物名實圖考》第 71-73 頁 

 

 綜合觀察中國早期的植物繪圖，主要繪圖工具是毛筆，以白描為主要技法，配合文

字的說明，目的主要還是知識層次，特別是傳遞本草藥性的內容。中國人的美學思維強

調人應該融入自然萬物，繪圖者的心思不在於征服大自然，辨識植物、認識植物、結合

生活與植物才是基本的美學觀。而生活現實面，因為飢荒或是貧困，苜蓿後來成為貧困

老百姓的糧食，留下不少文學典故和成語，如「苜蓿餐盤」。中國繪圖已經在自然歷史

繪圖中發展出獨樹一格的美學與科學標準，中國思維強調植物不同時期的榮枯，和植物

在醫藥與飲食的實用意義，看似線條粗略的繪圖，雖然沒有系統植物學的概念，卻能清

楚點出不同植物的差異，達到辨識物種的功效。 

 

四、抄本或古典文集的植物圖像 

 西元 200 年左右，中國已有雕版印刷

（Woodblock printing），大約在 1045 年，

畢昇發明了膠泥活字印刷術；十五世紀，

德 國 約 翰 內 斯 ·古 騰 堡 （ Johannes 

Gensfleischzur Laden zum Gutenberg, 1398 

-1468）發明鉛活字版，此印刷術在歐洲迅

速傳播，深深影響隨後興起的歐洲文藝復

興、宗教改革、啟蒙時代和科學革命等，

為現代的知識經濟和知識傳播奠定了物質

性的基礎。植物繪圖、印刷術和相關科技

發展息息相關。十六世紀之後，到十九

世紀，各種繪圖相關的科技，日益更新。

二十世紀，融合攝影技術、影印、電腦

電子科技，植物的影像形成更多元，也

更容易複製和傳播。 

                                                      
4劉文鎖，《騎馬生活的歷史圖景：歐亞馬文化漫談》，中華書局(香港)，2015 年，頁 41。 

圖十二、引自《美

國農業部自然資

源保護中心植物

資料庫》 

圖十三、 引自《美國

農業部自然資源保護

中心植物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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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紫花苜蓿（圖十二） 5和褐斑苜蓿（圖十三）6都是引自《美國農業部自然資源保護

中心植物資料庫》，1913 年期刊 An Illustrated Flora of the Northern 

United States, Canada and the British Possessions 第 351 和第 352 期附

的插圖。類似中國本草書籍中的插圖，以白描方式繪圖，但不是用

毛筆，細部的描繪清楚，包含葉脈、花瓣、種子的清晰描繪。這兩

幅插圖都在 1913 年版，從種子的特寫可以窺見二十世紀對苜蓿的知

識更近一層。 

 植物科學插圖是科學與藝術交織出的畫面，呈現了從草藥學到

植物學的發展脈絡，以及印刷術演進的歷史縮影。《線上植物插圖資

料庫》收集的資料十分豐富，苜蓿相關的資料有 151 筆，紫花苜蓿

有 17 筆。選自法文期刊《植物史》（Histoire des plantes）第二卷

（1869-1870 年）的插圖（圖十四），期刊主要以法文撰寫，本篇文

章介紹苜蓿，插圖重點是花、果實與種子。選自拉丁文出版的期刊

《稀有植物的歷史》（Rariorum plantarum historia）第二卷（1601

年）（ 圖十五）主要功能，在於補充文字的不足。如張錯在《蓪草

與畫布—19 世紀外貿畫與中國畫派》論述： 

植物繪圖不只是純粹繪圖，同時需要專業文字描述，往往善

於專業文字描述的專家有拙於繪圖，繪圖者也不是每個都懂

得專業描述。兩者之間的配合，牽涉到務實科學研究態度與

唯美藝術表現的頡頏與折衷。7 

十六世紀的歐洲醫學院學生，夏天學習植物，冬天學習人體解剖

學，這兩門學問也同時開始仰賴大批的繪圖。回顧十六世紀科學繪

圖在學術圈掀起旋風，有不少學者引進繪圖，放入教科書，當時也

成為學術圈爭議的焦點，不斷反思最基本的問題：這些圖像是不是

可以提供正確與充足的知識？圖像固然可以刺激想像力，並輔助文

字的不足，並且並置從萌芽到開花結果的各時期的結構與狀態，捕

捉看不到的內部結構；但是，不夠準確的植物插圖，也容易誤導觀

看者。 

 

五、西方植物繪圖 

 十六世紀地理大發現，歐洲引進大量的奇花異草，貴族及富商紛紛打造私人植物

園，促進植物插圖的發展；此外，植物的觀察重點，已由草藥的實用目的，轉變為賞心

悅目的觀賞價值。十七世紀起，歐美各國國家或是科學研究學術機構支持與贊助，越來

越多以蒐集資訊並建立科學知識為目的的旅行，植物繪圖收集成為博物館知識重要的來

源之一。十八世紀林奈建立生物種類的命名規則的二名法（Binomial nomenclature），原

先宗旨在於建立「生命的目錄」（catalogue of life），尋找自然平衡與和諧的神性、規律、

和秩序，但此系統裨益現代博物館科學化和系統化，植物繪圖也在此「自然神學」的神

聖使命中，越顯重要。和手抄本或是書中的插圖不同，西方植物插圖藝術發展出一套裝

飾價值（ornamental value）極高的作品，基本上已不是單純為了科學研究目的，也不是

為了教育或傳授知識。Gill Saunders 認為擁有這些作品本身是代表身分、地位、財富。8 
 

                                                      
5圖片介紹與說明 Britton, N.L., and A. Brown. 1913. An Illustrated Flora of the Northern United States, Canada 

and the British Possessions. 3 vols. Charles Scribner’s Sons, New York. Vol. 2: 351. Provided by Kentucky Native 

Plant Society.Scanned by Omnitek Inc. 
6圖片介紹與說明 Britton, N.L., and A. Brown. 1913. An Illustrated Flora of the Northern United States, Canada 

and the British Possessions. 3 vols. Charles Scribner’s Sons, New York. Vol. 2: 352. Provided by Kentucky Native 

Plant Society.Scanned by Omnitek Inc. 
7 張錯，《蓪草與畫布—19 世紀外貿畫與中國畫派》，藝術家出版社(台北)，2017 年，頁 96。 
8 Saunders, Gills. Picturing Plants: An Analytical History of Botanical Illustration. London: Prestel, 2009, p.49. 

圖十四、引自《線

上植物插圖資料

庫》編號 155976 

圖十五、引自《線

上植物插圖資料

庫》編號 238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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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密蘇里植物園（Missouri Botanical Garden）提供的插畫（圖

十六），是 J. J. Rousseau在 1885年出版的書 La botanique de J. J. 

Rousseau，由 P. J. Redouté繪製的插畫；這本書的電子版收藏在

archive.org，可供線上閱讀。此書類似教科書，這張插圖主要功

能是傳遞知識。互生三複葉的倒卵狀長圓形小葉清楚，也仔細

描繪總狀花序的紫色花，但缺少根系和一些細部結構說明。雖

然沒有描繪葉脈的結構，卻巧妙運用濃淡的色彩，勾勒出葉子

的立體感；善用色彩變化，特別強調從葉腋生的花序。植物繪

圖融合了科學與藝術，植物繪圖者和植物科學研究者（可以是

同一人，也可以是不同人）共同創造的真與美。植物繪圖傳達

一種知識，需同時兼顧認知與感知的層次。每一幅圖像，都融

入客觀與主觀的變化，繪圖者盡可能呈現客觀的世界，特別是

透過結構與樣式的表達，而主觀的筆觸、色澤、取材等手法，

不但增加繪圖的藝術價值，其實也提升感知的知識層次。 
  

 苜蓿在歐洲已經相當普遍，比較不具異國風味（ the 

exoticness），所以苜蓿的繪製，主要目的仍是分析植物結構。下

圖是丹麥皇家圖書館典藏的《丹麥植物》（Flora Danica），此計

畫 G. C. Oeder 等人共同努力，費時 123 年，繪製約 3,240 銅版畫。

植物繪圖缺少標本的實體感，平面圖像無法複製立體的苜蓿，繪

圖也不可能再現真實植物的大小與比例。不過，這張植物插圖（圖

十七），顏色清楚，花、莖、葉等結構清楚，下面還有花瓣、果

實、花萼的細節，在沒有攝影術和顯微攝影技術的時代，這張寫

實的繪圖提供視覺影像，本身就是苜蓿知識的來源。 

   

 植物繪圖傳達的是怎樣的真理?植物形態學與植物解剖學，

朝向不斷尋找生命的內在機制（the inner workings），探索種子的

型態、細胞的結構等等；但同時，植物的繪畫，需要一種溝通的

語言，發揮視覺的效果，傳達這種內在的微小元素。1881 年出

版的植物學期刊《巴達維亞植物誌》（Flora Batava）（第十六卷），

圖像編號 1222（圖十八），繪圖者是 EeuwigeKlaver。《巴達維

亞植物誌》第一卷 1800 年在阿姆斯特丹發行，最後一卷（第

28 卷）是 1934 年出刊。這一張圖的紫色更清楚，葉子的顏色

變化也比較豐富，有花的細節，和根系示意圖。在古典修辭學

上，這種栩栩如生的描繪手法就是 ἐνάργεια（enargeia），一幅

生動的植物插圖，好像讓觀看者看到真的植物。寫實主義的思

潮深深影響十八、十九世紀植物繪圖，逼真再現植物。若只求

「逼真」，似乎可以用相片取代植物繪圖。從十九世紀中期，

照相技術和印刷技術的突破與改良，加上公共圖書館和報章雜

誌等出現，植物繪圖的功能也有轉折。 

 

圖十八、引自《巴達維亞植物誌》 

六，結語 

 植物插圖，常被比喻為「植物寫真」。它以植物作為科學描繪的對象，要求嚴格反

映植物科學內容，同時又與美學融為一體，有很強的藝術性。苜蓿，似乎平凡無奇，但

苜蓿自有一種特殊的生命力，不只傳播到世界各地，還貫穿古今中外的歷史文化，在不

同時空中產生變化多端的效應與影響。此外，東西方的「苜蓿的圖像」，有各自不同的

要素，但也有交會和融合的過程，並說明植物科學插圖交織科學與藝術之價值，呈現了

圖十六、引自《線上

植物插圖資料庫》編

號 71820 

圖十七、引自《線

上植物插圖資料

庫》編號 110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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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草藥學到植物學與園藝的文化脈絡，以及印刷術演進的歷史縮影。「苜蓿的圖像」，保

存在博物館、標本館、圖書館等，串聯這些圖像，可觀察到圖像自身已經超越以自然科

學為核心的價值觀、也突破西方現代博物館概念的美學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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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ages of Alfalfa 

 

Yuyen Chang 

（Chang Gung University, Member of CAHS） 

 

 

Abstract: Focusing on the diverse images of Medicago sativa, this paper reconsiders 

how the knowledge concerning this species is constructed, preserved, and 

distributed—and innovated because of the changing historical, social, cultural, and 

technological contexts. That is, this paper is an attempt to demonstrate how the 

images themselves can articulate aesthetic statements, epistemological stipulations, 

perceptible materiality, and existent values. The juxtaposition of alfalfa 

images—including digitalized pictures of herbarium specimen, the florilegia and 

illuminations in the botanical codices, and the botanical illustrations altogether may 

well showcase the abundant dialogue between images and objects and the non-verbal 

rendition of beauty and truth. In a nutshell, the totality of these images reveals both 

epistemological configuration and esthetical perspective under varying material 

backgrounds, which exactly substantiate how the formation of these illustrations is 

embedded in the science history—pharmacology, botany, horticulture, printing 

technology, computing science, photograph and the like.  

 

Keywords: Medicago sativa, plant, image, aesthetics, epistemolog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