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華科技史學會學刊第 22期（2017年 12月） 

212 

李譯中國植物學史商榷 

楊龢之1 

（本會會員） 

 

李學勇教授以耄耋高年翻譯英人李約瑟《中國

植物學史》一書，歷經跌宕終致出版，誠為本會創

會二十年一大盛事。其源起、經過，以及意義，具

見會長邱教授執筆的該書《編序》中，不贅。 

筆者孤陋，於植物學一無所知，於此專業學門

實無從置喙。然而展讀此書，頗覺李約瑟雖才識明

敏勤奮絕人，但終究年近不惑始習中文，於中國典

籍、故實的理解或有未盡，甚至不乏誤解處。以致

其引據、考釋、推論等，頗有值得商榷者。因此斗

膽吹求，於有所疑處逐一摭出。不敢自以為是，惟

求高明指正而已。 

 

24 頁  在中文中的「科學」，意思就是「分類

的知識」。而所謂的「科」，在語源上明顯來自植

物…… 

十九世紀東西交匯後，大量西方學術名詞出現於中國。而究其實，實有相當部分係

從日文翻譯直轉而來。特別是明治六年（1873），森有禮、福澤諭吉等組「明六社」，

創辦《明六雜誌》，並定期集會，公開演講，大量翻譯西方著作，許多現代學術名詞皆

由其定名，而國人直接因襲之。 

「明六社」諸子多為兼備漢學修養與與西洋知識的學者，其誃譯之西方學術名詞皆

為漢字而非「假名」。其中有些與中國固有概念類同或相近，如「動物」、「植物」等，

直接沿用並無不當。但亦有許多中國已有，卻又另創新詞，以致概念頗易混淆者，如

economy本宜為「食貨」、philosophy本宜為「義理」或「理學」等等。原來已有類似

概念卻襲用日人譯名，頗有割裂文化傳承之虞，然而既已習慣成自然，也就勉強接受吧。 

「科學」一詞亦然。勉強比附，Science似與中國固有的「格致」概念相近；而「物

理」一詞，傳統概念並不等於 physics。例如方以智《物理小識》一書中所言的「物理」，

除 physics外，還包括天文、氣象、地學、生物、醫學、化學、礦冶、農業、器物製造

等等。 

無論如何，今之「科學」一詞既是由日本人翻譯直接沿用，似不宜大費詞章追索「科」

字由來、「學」字意義。直指其緣由足矣。 

 

                                                      
楊龢之，本會理事，中研院科學史委員會委員。電郵：yang0904@pchome.com.tw 

中國植物學史書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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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頁 註 191 「芋」字為中國古字。 

「芋」字始見於《詩．小雅．斯干》：「君子攸芋。」《詩經》創作年代的人尚不

知有芋頭（不論是山芋還是水芋）這種植物，其字本義為「尊大」。今慣用的「芋」字，

蓋為後起的形聲字，而與古字形偶同者。 

既然提到這是個古字，似宜稍述其意義。 

 

66 頁 註 237 人參曾載於《爾雅》和《神農本草經》。 

遍查《爾雅．釋草》，似未見足以當人參之記述。或係筆者訓詁不精未能發伏抉隱，

又或係作者徵引書目有誤。 

《本草》之類醫書多謂「葠」產於上黨及遼東，其實為兩個不同的物種，前者即黨

蔘；後者才是今天的「人參」。中古以前遼東長為域外，《爾雅》成於戰國至漢初，當

時人即使談到「葠」，也應該不是指現代意義的「人參」。 

 

74 頁 再（在）讀到《孔子家語》開宗明義第一章中所記述文字，實在頗為驚奇：

「……於是定公以（孔子）為司空，乃別五土之性（五土之性，一曰山林，二曰川澤，

三曰丘陵，四曰墳衍，五曰原濕）而物各得其所宜，咸得厥所。」 

《孔子家語》一書歷來頗有爭議。質言之，唐代顏師古已認定當時的「今本」並非

原本，宋代王柏《家語考》首先明確指其為偽書，其後至清代姚際恒、范家相、孫志祖、

崔述、皮錫瑞、王聘珍、丁晏，乃至民國顧頡剛等等，皆紛紛斷言其偽，而經過「票選」

結果，最大作偽嫌疑者就是為其作序、作注的東漢末學者王肅。其間雖有努力為此書辯

解者，但聲勢遠非「偽書說」者可比。要之，即使最寬鬆的看法，也只認為係孔門後人

編篡，並不敢說是孔子言行的忠實紀錄。 

既然《家語》來歷頗有問題，故引用時最多只能說是戰國至漢末的觀念。而李約瑟

字裡行間始終認定係孔老夫子本意，殊為不當。 

另外，李約瑟引文括弧內「五土之性」云云，為王肅註釋文字，並非《家語》本文，

以之認定為孔子之說，更屬無稽。 

 

116 頁 註解 8：依照《爾雅》的說法，「槄」這個字也是「柚」的異名。 

《爾雅》卷九〈釋木十四〉：「槄，山榎。」據晉郭璞注：「今之山楸。」宋邢昺

疏引陸機（陸璣）之說：「亦如下田楸耳，皮葉白色亦白材。理好，宜為車板，能溼，

又可為棺木。宜陽共北山多有之也。」筆者不敏，不知這究竟是什麼樹，但絲毫看不出

是柚子。 

且《爾雅》本文僅有區區「山榎」一語，何來「柚的異名」之說？縱然李約瑟從某

一不經見書籍中得此異解，亦宜引證出處，不應以「爾雅說法」攏統帶過。 

 

139 頁 註 573 「《北戶錄》」（「北戶」指越南西北的門戶）為記述越南（日南

及林邑茶地）的專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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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戶」典出《漢書》顏師古注：「日南郡，在日之南，所謂北戶以向日者。」「在

日之南」意為其地境在太陽運行軌跡之南，故以「日南」為郡名。此係因北回歸線以南

地區夏季太陽運行軌跡偏北，與中原地區一年四季皆偏南不同。日南郡約當今越南北

部，「北戶」係指當地門戶多朝向北方以迎日。並非「越南西北的門戶」。 

《北戶錄》所涉地域十之七八在今粵、桂地區，亦並非「記述越南的專書」。 

又，「茶地」疑為「等地」之誤。 

《北戶錄》作者段公路，為唐宰相段文昌之孫、《酉陽雜俎》作者段成式之子，其

博洽善述蓋家承有自。生平詳歷難考，僅知曾任京兆（首都直轄行政區）萬年縣尉（治

安、軍事主管）。書中屢言「公路南行」、「公路往高涼」、「公路至雷州」、「公路

從茂名歸南海」等等，可見是身履嶺南之親見親聞，非耳食漫臆者可比。 

《北戶錄》所記名物中，動植物（及其製品）約各半，故不惟植物，亦為研究唐時

南方動物的重要參考書。 

 

227 頁 因為在不准挖掘的魏安釐王墓中曾有《爾雅》或類似的「竹書」…… 

「不准」應作「不準」。「不」同「丕」字，是個古地名，也是罕見姓氏，其字後

來加「邑」而成「邳」。「不準」姓「不」名「準」，以簡體字寫成「不准」，易讓人

誤以為是「不許可」之意。 

不準是個盜墓賊，於晉太康二年（281）在汲郡盜掘戰國古塚，事發被捕，起出贓

物中，因包含大批戰國古簡而引起轟動。然而隨後不久，先有八王之亂後有永嘉之禍，

以致冢中所得簡籍毀滅殆盡，連已整理完成的《竹書紀年》，也在隨後的長期戰亂中失

傳。今所可見者至少八種，都是後人輯佚，甚至偽造者。 

被盜古墓，一般說是魏安釐王，也有說是魏襄王。既然原始資料蕩然無存難以具考，

也就不能確指墓主必為魏安釐王了。 

 

249 頁 允祿於一七二七年（清雍正九年）主編的《子史精華》…… 

《子史精華》緣起，最初是康熙六十年（1721）命皇十六子胤祿及翰林院編修吳襄

編纂。次年雍正帝即位，胤祿避新帝諱改名允祿。 

《子史精華》的編纂工作仍繼續，而參與成員更加擴大，以果郡王允禮同為總裁，

並命張廷玉、蔣廷錫、厲廷儀、史誼直、王圖炳、魏廷珍、于振、勵宗萬、戴瀚、楊炳、

吳士玉、張廷璐、張照、王蘭生、方苞等學問優長的臣工數十人參與纂修。由於投入經

費、人才迥非昔比，遂於雍正五年（1727）四月完成。 

著者謂該叢書由允祿主編，頗有簡單化之嫌，且完成時間亦不確。 

 

252 頁 《大學》一書……近代學者卻認為它是由孟子的弟子樂正克在西元前二六○

年左右所寫。 

筆者孤陋，未聞《大學》為樂正克所作之說。不過，郭沫若曾考據，認為《禮記》

中的〈學記〉為樂正克所作。或許李約瑟將「大學」和「學記」兩者弄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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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6 頁 註 1268：（華陀）生於西元一九○年（漢獻帝初平元年），卒於西元二六

五年（魏元帝咸熙二年，即司馬炎篡魏的前一年）。 

華神醫的具體生卒年不是很確切，但應可確定在曹丕篡漢前已離世。近人考訂主要

有東漢順帝永和六年（141）至獻帝建安八年（203），以及沖帝永熹元年（145）至建

安十三年（208）兩種說法。未知孰是。茲無暇細考。要之，絕不可能遲至魏末猶存。

不知作者何所據而云然。 

 

301 頁 《諸藥異名》行矩撰，見《隋書》。同頁註 1350：這部書在隋代仍在流傳，

但到唐代時的學者卻註稱當時已經遺失。 

「行矩」可能是「行智」。《新唐書．經籍志》著錄有僧行智所撰《諸藥異名》十

卷，但未說已佚。 

 

353 頁 （李時珍）父親名叫李言聞，曾任學台，並曾在京城的太醫院擔任吏目……

（李時珍）十四歲就通過鄉試…… 

作者對明代官制、科場規矩似乎瞭解不足。所謂「學台」，並無這樣名目的官職，

若說是主管學政的官員，則南北直隸例由中央派出御史、各省由按察司派出副使或僉事

為提學道，率皆進士出身歷仕有年，按考轄境各府州縣學權柄煊赫。而「吏目」一職，

各五品以上衙門往往有之，從九品，慣例以監生或吏員考滿充任，一生仕途無望。既是

「學台」又是「吏目」，其矛盾可知。又，太醫院主官是正五品院使，其下有院判、御

醫若干，吏目不過是管理雜役的「首領官」，通常並不擔任診治工作，殊不符合其號稱

名醫的身分。 

另外，「鄉試」得售就是舉人。李時珍科名只是生員（秀才），應稱「進學」。 

 

378 頁 朱橚的弟弟朱權……也受到開封那些科學家的影響。 

此一推斷過於牽強。就略歷言，朱橚於洪武十四年就藩開封，行十七的朱權則於十

二年後被遠封於大寧。兩人封地遠隔，難有交集。 

其後朱橚因係朱棣（後來的永樂帝）唯一同母弟，故建文帝即位後立遭奪封圈禁，

至永樂帝奪位之後始還封。而朱權則在「靖難」之初即被裹脅起兵，事後徙封江西南昌。 

自洪武十四年朱橚離京就藩（那時朱權還是幼童）後，兩人唯一可能的見面機會大

概只有「靖難」軍攻入南京之時。且朱權因於諸王中特以善戰聞名，故永樂帝加意防範，

不惟終身不離封土一步，且難以與他藩交通往來。在此局面下，何來「受開封科學家的

影響」？ 

 

417 頁 溫成皇后……同頁註 1866：文成公主為宋仁宗的公主…… 

究竟是「溫成」還是「文成」？皇后還是公主？ 

 

455 頁 （黃省曾）是大哲學家王船山的得意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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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船山即王夫之，生於明萬曆四十七年（1619），卒於清康熙三十一年（1692），

為清初三大儒之一。而黃省曾為明弘治至嘉靖間人，時代尚在王夫之之前約百年。如何

成為其門生？ 

 

485 頁 註 2225：一六四七（明永曆元年）版的《說郛》。 

永曆元年疑為永樂元年（1403）之誤。其說如次。 

《說郛》纂輯者陶宗儀於《明史．文苑》有傳。生於元天曆二年（1329），卒於明

永樂八年（1410）。著有《輟耕錄》、《南村詩集》等，又輯秦漢以來名家作品一千三

百餘種，為《說郛》一百卷。其人生前即享盛名，《說郛》內容亦屢經明人徵引，其書

刊於永樂元年固宜。 

至於永曆，南明隆武朝廷覆滅後，永明王朱由榔於 1646年十一月稱監國於肇慶，

以次年為永曆元年。當時奉其正朔僅文風不盛的粵桂之間區區數府，又值兵燹不絕，轄

境內當未必有肯巨資刊印此一大篇幅書籍者。 

因此疑是李約瑟誤讀「永樂」為「永曆」。 

 

493 頁 註 2294：「三輔」指的是漢代京畿之地包含的三個城市：長安、馮翊及扶

風。 

「三輔」正式名稱應為：京兆、（右）馮（音憑）翊、（左）扶風。是三個郡級行

政區，而非「三個城市」。 

 

493 頁 註 2297：「吳都賦」是左思為吳國都城（蘇州）所寫的賦。 

「吳都賦」是造成「洛陽紙貴」的《三都賦》的一部分。「三都」指的是魏都鄴、

蜀都成都、吳都建業。三國時孫吳的軍政中心初置於江夏（今武昌）。229年孫權稱帝，

正式建都於丹陽郡的建業（約略相當於今天的南京），爾後一度遷往江夏，不久又遷回，

以迄國亡。東吳的都城從來不曾設在蘇州。 

所以有此誤，疑李約瑟誤以為「吳」為其國都，秦漢吳郡確實為今蘇州，但孫氏的

「吳」只是國號，而非地名。 

 

494 頁 懷素是唐玄奘在西元六五〇年左右的弟子……他也確實成為一位著名的草

書大家。 

唐代法號「懷素」的名僧有二，其一是玄奘弟子，為律宗東塔宗的初祖。「著名的

草書大家」則是另一位，其人俗姓錢，生於唐玄宗開元二十五年（737），卒於唐德宗

貞元十五年（799）。在中國書法史上赫赫有名，但與唐三藏無關。 

李約瑟把兩位「懷素」弄混了。 

 

505 頁 他（陸璣）的書中共計一三七條，其中有植物八十二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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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璣《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原書早佚。今本二卷，係後人從孔穎達《毛詩正義》

等書中輯出者。因非完本，不能說是「共計」云云。且輯本有多種，其條目並不一致。

未必盡是「一三七條」。 

此外，譯本間有手民誤植者，其無關宏旨者不一一摘舉。惟部分專有名詞，以及可

能導致誤解者，勢需辨正以免影響文義。列舉如次。 

32頁 第 1段 7行：「吾備」應作「吾輩」。 

173頁 第 1段 1行：「搬機」應為「扳機」。 

188頁 表 3行 1：「西熙」應作「西域」。 

195頁 註 829：「牛費」應作「牛黃」。 

207頁 第 2段 1行：「劉潚」應作「劉淵」。 

227頁 第 1段 8行：「孔鮴」應作「孔鮒」。 

231頁 第 1段 8行：「《揮塵錄》」應作「《揮麈錄》」。 

240頁 第 1段 4行：「繆卜」應作「繆襲」。 

248頁 第 1段 1行：「《初學證》」應作「初學記」。 

275頁 第 2段 3行：「新莽始建二年」應作「新莽始建國二年」。 

306頁 註 1369：「李治」應為「李勣」。 

309頁 註 1383：「盧桂珍」應為「魯桂珍」。 

322頁 註 1453：「《拙耕錄》應作「《輟耕錄》」。 

371頁 最後 1行：「餘曰」應作「余曰」。 

372頁 第 3段 10行：「蟻類」應作「蛾類」。 

392頁 第 2段 7行：「宏治」應為「弘治」。 

398頁 第 2段 9及 11行：「王寶」應作「王室」。 

402頁 第 3段 12行：「俸制」疑為「體制」。 

410頁 第 3段 8行：「苹果」疑為「蘋果」。 

447頁 第 5段 7行：「後樑」應為「後梁」。 

449頁 註 2016：「漢代哲學大師邵雍」應為「宋代哲學大師邵雍」。 

451頁 第 2段 9行：「威安二年」應為「咸安二年」。 

476頁 註 2184：「山蒼科」疑當作「山茶科」。 

482頁 第 2段 3行：「程顥」應作「程頤」。 

501頁 第 2段 2行：「節度史」應作「節度使」。 

586頁 倒數 2行：「餘從未聞」應作「余從未聞」。 

591頁 第 3段 4行：「攫升」應作「擢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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