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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遊記有關英國海洋動物記載 
陳德勤1 

（野柳海洋世界，本會會員） 

 

 

筆者試著在清末遊記中找尋英國有關海洋生物資訊，筆者以小方壺齋輿地叢書為基

礎，藉由 Google Map找尋地理位置及早期報刊及舊照片網站，試著找尋當年作者足跡，

逐步找出一些當年事蹟，特此做些整理，因無法全部閱讀所有遊記，茲將已閱讀遊記，

尤其是海洋哺乳動物為筆者主要闡述重點，做初步整理介紹。 

 

一、倫敦動物園 

斌椿，男，滿族，經文祥和恒祺介紹，中國海關總稅務司赫德聘請他做文案（秘書）。

赫德見中國政府沒有外派大使領事等，中國發生的許多情況外國政府基本一無所知，任

憑本國外交官隨意解釋發揮，就想利用斌椿出使來幫助中國打開外交局面。斌椿為首席

代表，率團赴歐，名義上是旅遊觀光，實際上抱著考察西方社會的政治目的。1866年 3

月 7 日，斌椿率三名同文館的學生及自己的兒子廣英，從北京出發，先後遊歷了 11 個

國家，歷時 4個多月，開了中國官方旅遊團赴歐洲的先河，他也是中國第一個跨出國門

的官員，也是最早被英國女王非正式接見的中國官員。。在椿斌《乘槎筆記》中提及他

在倫敦動物園看到「往生靈苑，虎豹獅象龍蛇之族，無不具備。異鳥怪魚，皆未目睹耳

未聞，園之大，以此為大。」此處提及生靈苑就是指動物園，同時前往者還有張德彝在

其《航海述奇》對倫敦動物園內動物有詳細敘述，因篇幅過長，只摘錄與水族有關報導： 

「 黑熊、白熊皆大於牛」「魚之奇者有水獺，海龍，鱷魚、鱔，鯉、黿、鼉、龜、鱉…」

「魚又有鯨魚、（魚秦）、鳇、蝦蠏，金魚…」倫敦動物園（英語：London Zoo）為世

界上最古老的動物園。該園由於 1826年建立的倫敦動物學會管理，位於攝政公園北部，

並被攝政運河穿越，占地 36英畝，公元 1828年 4月 27日開幕，起初，園內動物為科

學家的研究對象；後在 1847年對公眾開放，倫敦動物園不但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動物園，

亦首先於 1849年建成爬蟲館，於 1853年開放公眾水族館，於 1881年擁有第一個昆蟲

館，以及於 1938 年建成世界上第一座兒童動物園。張德彝文中提及的海龍應是指海獺

（sea otter）。 

1868年 2月 25日，清政府請蒲安臣領隊出使一行三十人，是清朝政府向歐美國家，

派出第一個外交使團，志剛、孫家谷同往會辦，是為清廷遣使歷聘歐美各國之始，1870

年 2月 1日，使團由普魯士前往俄國 2月 16日，沙皇亞歷山大二世在聖彼得堡接見了

蒲安臣一行，於會見次日就感染肺炎病倒，而且病勢日加。2月 23日，蒲安臣因肺炎在

聖彼德堡突然逝世，終年 50歲。至剛接手其事，1870年 10月 18日歸國，遍曆歐美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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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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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en.wikipedia.org/wiki/Zoological_Society_of_London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1%84%E6%94%BF%E5%85%AC%E5%9B%AD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91%84%E6%94%BF%E9%81%8B%E6%B2%B3&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0%B4%E6%97%8F%E9%A4%A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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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商約新增條款之簽訂經過及約文注釋等，巨細不遺，至所見所聞，則側重各國風土

人情，科學技藝及外交儀節等。 

至剛到英都萬獸園記載如下：「白熊生於冰海，食魚，蓄之池。」白熊是指的北極

熊（polar bear, Ursus maritimus）是北極地區最具代表性的動物，牠只在北極裡生長，北

極熊位於食物鏈的最頂層。健康的北極熊會有擁有極厚的脂肪及毛髮，以在北極這種極

端嚴酷的氣候中生存，北極熊是游泳健將，主要在海冰上捕捉海豹為食，但因全球暖化

導至海冰減少、人類捕殺、棲息地被破壞、及以人類工業排放物的污染等等影響，北極

熊的數量在幾十年間嚴重減少，如今已被列為瀕臨絕種動物；作者有提及「至於水族，

則海狗首似狗，灰色淺毛，有足無趾，尾如魚，主者持小魚飼之，則出水蠕蠕附于其身，

而接主者之吻，則是狗，雖生於海，亦知苟以求食也…」大多民眾對海獅、海豹不易分

辨，茲將其特徵做簡易區別：海豹——後肢向後伸，不能前彎，所以無法在陸地直起身

來；海獅——後肢能前彎，因此身體能立起來，可以作表演動作，海獅有捲曲外耳，海

豹則無；依作者敘述海狗在陸地上蠕蠕其身，此為海豹特徵，同時前去參觀隨行張德彝

則簡單敘述：見到「海狗 有魚如龜如蟹 扁蓋長尾…」，志剛對海龍敘述「水獺類犬，

海龍如貓肉尾扁而毛如船之有舵…」，此出海龍指的是海獺（sea otter，Enhydra lutris），

是食肉目動物中最適應海中生活物種，很少在陸地或冰上覓食，分布在北太平洋，大部

份的時間都待在水裡，連生產與育幼都在水中進行，尾長而扁，成槳狀。 

作者對鯨魚敘述「…鯨魚最大，僅見其骨，頦骨兩條，粗徑八九寸，長丈四五尺，

曲如偃月，全身骨十餘丈，以鐵條聯絡，如其本形，然其喉骨如圓孔，不盈尺，若使口

大腹寬而鬆其喉，則水族無噍類胡靳使不得咽，強吞而咽之，必哽咽而不可救，此造物

之大權也，勢雄而力大者，果未可恃歟…」該鯨魚應為鬚鯨類物種，鬚鯨口中沒有牙齒，

只有須，體積龐大，體長至少 6米。他提及該鯨下額骨兩條，長度，直徑都有詳細記載，

整個骨骼用鐵條固定做成標本。有些鬚鯨（如大翅鯨）會張開大口，在海面或較深層海

水中，一次吞入大量海水，喉腹摺（throat groove）此時擴張；當閉起嘴巴，則喉腹摺

收縮，輔以舌頭的協助將海水擠出，而海水中的浮游生物、魚群、鱗蝦、糠蝦等甲殼類

生物，便被過濾出來留在口中進而吞下。有些鬚鯨（如露脊鯨）則是靠近海面，張嘴緩

慢在水中前進，讓海水從嘴巴前端流進，並從鯨鬚縫隙流出，海水中的生物此時即被過

濾出來。鬚鯨類舌頭的角色可能用以從鯨鬚板上搜集食物、協助海水擠出口中並幫助吞

嚥。該文亦提及「有銳魚頭尖，鼻際出尖骨，根徑二三吋，長五六尺，旋遇捕船，則觸

之，使漏。…」這個可能是旗魚（Sailfish）或劍魚（Swordfish），它們外觀相似，都有

長長尖吻，游速都很快，都有把船木製船底穿破記載。 

郭崧濤（1818-1891），別號玉池山農、玉池老人，湖南湘陰城西人。晚清官員，

湘軍創建者之一。清政府籌議興辦洋務方略，郭嵩燾慨然命筆，講自己辦洋務的主張和

觀點寫成《條陳海防事宜》上奏。認為將西方強盛歸結於船堅炮利是非常錯誤的，只有

學習西方的政治和經濟，發展中國的工商業才是出路。恰在此時，雲南發生“馬嘉理案”，

英國籍此要脅中國，要求中國派遣大員親往英國道歉，清政府最後制派郭嵩燾赴英「通

好謝罪」。八月，清廷正式加授郭嵩燾為出使英國大臣，這也是中國歷史上第一位駐外

使節。1876 年出任駐英公使，光緒四年（1878 年）兼任駐法使臣，次年迫於壓力稱病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C%97%E6%9E%81%E5%9C%B0%E5%8C%B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C%97%E6%A5%B5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A3%9F%E7%89%A9%E9%8F%8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4%82%E8%82%A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AF%9B%E5%8F%9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5%B7%E5%86%B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5%A8%E7%90%83%E6%9A%96%E5%8C%9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5%A8%E7%90%83%E6%9A%96%E5%8C%9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80%95%E5%8D%B1%E7%89%A9%E7%A8%A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A1%BB%E9%B2%B8%E4%BA%9A%E7%9B%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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辭歸。 

在光緒三年元月二日日記載「…與劉雲生、黎純齋、鳳夔九、黃玉屏萬生園之遊（英

語云毓阿羅其格爾家定司，家定司者，譯言苑囿也..」其文中毓阿羅其格爾家定司即為

英文 Zoological garden倫敦動物園，他提及見到江豚敘述：「有一巨池蓄江豚十餘頭，

中為石台，置兩几其上，江豚躍出几上，向人拜而求食…」作者很明確指出他見到江豚，

筆者試圖找出些資料，這可能是何種鯨魚或海豚？作者找到 1864年 12月 10日 Border 

Watch日報有”In Chase a Whale”文章是 Frank Buckland（法蘭克巴克蘭）撰寫：他取得

海豚（porpoise）並運到倫敦動物園報導，此海豚體長 4英尺（約 120公分胸圍約 33英

吋（約 83 公分），它是在林肯郡（Lincolnshire）的波士頓（Boston）上火車，長達七

個小時離開水面，工作人員用毯子包裹這海豚，並用大量草墊付在它身體四周，並一直

灑水，避免身體乾燥，並安全抵達動物園。Frank Buckland他是英國外科醫生，動物學

家，流行作家和自然史學家。他出生於知名的自然學家家庭。

經過短暫的醫學生涯後，他對魚類和其他事項感興趣，筆者並

找到一張他給海豚治療時插畫，由圖中顯示該海豚應該是港灣

鼠海豚（Harbour porpoise, Phocoena phocoena）是一種可以長

至 1.85米的齒鯨，沒有吻部，它背部黑色，腹部白色，生活在

北大西洋歐洲、非洲和北美洲東岸、以及在黑海和太平洋亞洲

和美洲的海岸附近，江豚（Finless porpoise，Neophocaena 

phocaenoides）有生於海中，也有生存於中國長江適應淡水物

種，它也是沒有吻部，沒有背鰭，筆者推測郭嵩燾生長於湖南，

應有看過江豚，到了倫敦動物園看到港灣鼠海豚沒有吻部，他

直覺把它誤當是江豚。 

 

二、大英博物館 

在張德彝《航海述奇》提及在大英博物館一樓可見到自世界各地收集來標本「飛禽

走獸，魚、鱉、蝦、蟹以及昆蟲皮骨，皮灌以水銀，骨支以銅絲，大者如犀、象、海豬

者…有大龜高六尺長六尺…一魚長兩丈只生頭，而不生尾，又有獸身鼉背者，有魚如蝎

虎，長丈魚…各鳥獸魚蟲，皆掛一牌，書此何名，來自何處，如此五六層樓皆滿…」其

中海豬指的是海豚，另外其指只生頭不生尾的魚，應指的是翻車魚（Mola mola，Ocean 

sun fish），又稱曼波魚，分布於熱帶、溫帶海域，頭小、嘴小，尾鰭蛻化為無尾柄，很

短，沒有腹鰭，背鰭、臀鰭發達。 

王韜在其《隨談筆錄》中提及看到鯨魚標本「有一鯨魚，其巨幾蔽屋數十的魚椽，

長約兩百餘丈…」這應該指的是鬚鯨類。 

 

三、愛丁堡博物館 

王韜在愛丁堡博物館看到許多動物標本「…有鯨魚骨一具，懸於空中，其具過海舶

數十倍…」這也比較像指的是鬚鯨類。 

 

圖一、Frank Buckland

用酒治療海豚疾病。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BD%BF%E9%B2%B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4%A7%E8%A5%BF%E6%B4%8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4%A7%E8%A5%BF%E6%B4%8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D%9E%E6%B4%B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C%97%E7%BE%8E%E6%B4%B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BB%91%E6%B5%B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4%AA%E5%B9%B3%E6%B4%8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4%AA%E5%B9%B3%E6%B4%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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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布萊頓水族館 

布萊頓（Brighton）位於英格蘭東南部東薩塞克斯，是主要溫泉休閒區，郭崧濤在

其日記做了詳細記載「…飯罷，往視故王行宮及阿貴里亞恩魚館…」其文中阿貴里亞恩

是英文 aquarium是水族館音譯，該館位於布萊頓-霍夫的海濱市鎮，該館於 1872年 8月

10日開幕，花費十三萬英鎊，。對於水族館敘述提及該館位於海邊…「魚池皆大屋，累

石其中，若崖若洞，鋪小碎文石其下，引海水灌之，外施玻璃為墻，」作者對章魚敘述

「又有異體，八足，頭眼在背中，兩旁及腹皆空，可藏小蟹三四只，張足轉蟹，納之腹

中而徐吸之，八足長軟，盤旋伸縮，如群蛇相聚，足背色如蝦蟆，而下為白點，每取蟹

則足下白點皆能開闔，能鉗制蟹足而不能動，蓋八足中又得數十百足之用，亦一奇也。」 

他對海葵敘述如下：「又有石華，生於小石上，身如柱,圓白，粘石若菌，而上開

花若作淡紅色，花心一小竅，魚蝦近其竅，則其旁花蕊悉收入，外邊起而捲之如饅頭，

吃訖後開，花蕊繽紛外垂，蓋草本而含生質，能食魚肉，其沙石不能食者，收合久之又

吐出，其理有不可解者。」文中提及「…又別為一院，上下凿二池，上池蓄海獅兩頭，

下池蓄蝴蝶魚，兩翅大而圓，五色花紋如蝶…」，在英國海域只有海豹，沒有海獅，在

1875年 10月 23日 The Aberdare Time上有法蘭克巴克蘭撰述 Sea Lions at Brighton標題

文章提及布萊頓水族館進口海獅，一艘 Albatross 號蒸氣船載著獅子、驢、海獅其他動

物經由德國布萊梅港轉到英國 Blackwall Pier港，法蘭克急切檢查海獅情況，這兩隻海

獅裝在大木箱內，似乎很累及餓，立即去買二十磅鯖魚餵給它們，法蘭克指這兩隻海獅

是南美海獅（Southern American Sea Lion，Otaria Stelleria），然由當年照片看來像是加

州海獅，讓筆者迷惑，筆者試著找尋相關資

料，在 1875 年 10 月 1 月 Monmouthshire 

Merlin 報紙標題  ”Sea Lion at Brighton 

Aquarium” 就提及該海獅是來自美國加

州，體長約 8英尺長，可以站立，該動物應

為加州海獅（ Zalophus californianus，

California sea lion）。在 1877年 5月 18日

The Cambrian 報上提及布萊頓水族館宣布

於 8月 15該館海獅生產順利，產下一仔畜，

母子平安消息，郭嵩燾看到應該就是這兩隻

加州海獅。 

 

五、獨角鯨及鯨魚鬚 

郭嵩濤亦提及鯨魚鬚：「柏克蘭得為覓得鯨魚須一根，高六尺五寸，索價三十三金，

此種魚出自北冰海，泰西名之拉爾華爾，華爾者，譯言鯨魚也，拉爾，猶言食人也，須

出鼻孔中，僅一根在左鼻，右鼻內亦有一根內含，約六七寸，不出外，往在醫學博物院，

見兩鼻出須者，其總半云：通泰西各國，僅見此雙須併具者也，百克蘭得云數百年前，

羅馬卜勒尼、希臘阿利斯多得爾著書，並以此須為取自深山中野獸，不知其為魚須爾」。

該文指的鯨魚是獨角鯨（Monodon Monoceros），英文為 Narwhal，即拉爾華爾譯音，

圖二、1875年自國外引進海獅自英國 

布萊頓水族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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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鯨分布在北極海域，獨角鯨無背鰭，嘴中缺乏牙齒，大多數雌鯨無齒，而雄鯨上顎兩

顆牙齒，中左那顆在兩至三歲突出唇外且繼續生長，突出部分可長到 2.7公尺，重十公

斤以上，極少數雄鯨會連右側牙齒也突出唇外，形成雙長牙罕見情況。 

 

六、水晶宮 

錢德培，字琴齋，號閏生，

山陰（今浙江紹興）人。官江蘇

道員。善刻印。《廣印人傳》，

光緒三（西元 1874）年十月八日

出國。在《遊歐隨筆》中提及「與

吳禮堂參軍參觀水族院，以玻璃

為屋，該院擴大無比…浩大數倍

於柏林，時有目不暇給之…」此

處所提水族館應指位於水晶宮，

水晶宮（The Crystal Palace）是一

個以鋼鐵為骨架、玻璃為主要建材的建築，是十九世紀的英國建築奇觀之一，也是工業

革命時代的重要象徵物。它原先是世界博覽會首次於 1851 年在倫敦舉行時的展示館，

這場世界博覽會的正式名稱為萬國工業博覽會，當年世界博覽會僅舉辦六個月，這棟建

築本來是要被處理掉的，但是最後決議卻由議會翻案，1854年水晶宮因此被重新矗立在

肯特郡的塞登哈姆，維多利亞女王再次舉行開幕儀式，作為長期性的展出，1871 年 8

月 22日以海水為主水族館開幕，海水由布萊頓海邊用火車運來該館，它有 12萬加侖海

水量，它們有 60水槽，其中 38個做展示缸對民眾展示，有 300餘不同海洋生物物種，

其餘水槽，作為研究用；威廉.阿爾福德.德勞埃德（William Alford Lloyd）研發一種利

用機械達到永續循環水系統，並能控溫系統，使海洋生物成長穩定。 

     

七、國際漁業博覽會 

袁祖志在《涉洋管見》提及 1883年夏天五月時在英國舉行賽魚大會，提到各國都

來參與此盛事，江湖河海的魚及漁具都有展示，展場有數十畝之大，建築物寬敞，各個

國家展場，區隔清楚，各種展示物標明清楚，井然有序，入場參觀費用洋銀（應指英鎊）

兩角五分，取得票券，即可入場參觀，動物種類可用「大至吞舟之魚小至鍼芥，罔不咸

備，凡宜蓄養者，或做溝池，或設盆盎，或以琉璃為牆壁，注水其中，分別種類，排列

蓄之，任其以游以泳，俾入平視，水能自助自瀉，去濁易消洵…，不宜蓄養者，或塗以

藥物，俾其不餒不腐，巨則矗立俎上，細則懸挂屏間，抑或浸以藥水，至於琉璃器中，

鱗甲具全，與生者無異，又或替去鱗肉，僅存骨殖必全必合，令人審查，抑或去其麟骨，

製為乾臘，製器分售，令人品嚐…」該展示全名為國際漁業展示會（International Fishery 

Exibition）位於南新肯頓次地區展出，有 33個國家及其屬地參與，滿清政府在 1882年

8月底收到參加 1883年 5月的倫敦國際漁業博覽會的邀請，由於時間倉促，無法展覽大

規模的漁業產品，但是為了向關心這次展覽的威爾士親王致敬，赫德決定參加展覽，中

圖三、水晶宮內水族館。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8B%BC%E9%90%B5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8E%BB%E7%92%8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D%81%E4%B9%9D%E4%B8%96%E7%B4%8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B%B1%E5%9C%8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7%A5%E6%A5%AD%E9%9D%A9%E5%91%B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7%A5%E6%A5%AD%E9%9D%A9%E5%91%B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96%E7%95%8C%E5%8D%9A%E8%A6%BD%E6%9C%8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0%AB%E6%95%A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90%AC%E5%9C%8B%E5%B7%A5%E6%A5%AD%E5%8D%9A%E8%A6%BD%E6%9C%8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2%AF%E7%89%B9%E9%83%A1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A1%9E%E7%99%BB%E5%93%88%E5%A7%86&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6%AD%E5%A4%9A%E5%88%A9%E4%BA%9E%E5%A5%B3%E7%8E%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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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海關分別從汕頭、宜昌、寧波等收集展品，並編冊進行介紹，筆者也在當時畫報中找

到一張留長辮子戴官帽清朝官員參觀海象標本插畫。 

 

圖四、在英國畫報中發現一張清代官員參觀海象標本插畫（於 1883年國際漁業博覽會）。 

 

八、結語 

筆著尋著清代旅遊筆記找尋英國動物園、水族館，將有關海洋動物尤其海洋哺乳動

物加以闡述，中間遇到許多解不開問題，藉由找尋早期報紙及古照片網頁，慢慢拼湊才

找出合理答案，尤其是布萊頓水族館自國外運來海獅，若沒仔細比對新聞來源加上有當

時來館照片，就會誤導為南美海獅，在讀早期文書要特別注意一個字句隨著時代不一

樣，稱呼也不一樣，如我們現稱北極熊，以往稱白熊、冰熊，現今稱的海馬，以往指的

是海象，這都需仔細研讀推敲原文意思，否則會被誤解或在原地打轉找不出答案，交稿

前一星面臨我的筆電嚴重損害，無法修復，送去做資料搶救，所幸此稿未受損傷，才能

交出，更感謝中央研究院裡使語言研究所、民族研究所圖書館內無窮書海，任我找尋所

需資料，更感謝張之傑老師、退休岡山空軍官校李泰宏副教授對筆者鼓勵，在此一併致

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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