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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遊記有關歐洲海洋動物記載 
 

陳德勤1 

（野柳海洋世界，本會會員） 

 

筆者在中華科技史學刊陸續發表過清末遊記中，關於美國及英國海洋動物記載論

述。此次將前輩們在歐洲看見海洋動物進行整理，有些作者在上兩篇文稿中反覆出現，

就不再做背景介紹，筆者閱讀以《小方壺書齋輿地叢鈔》、戴鴻慈《出使九國日記》為

主加上其他筆記文學，找尋當時海洋生物資訊，並利用網路搜索功能加以整理及詮釋，

茲將找到部分加以報告。 

 

一.法國 

（一）巴黎水族館 

1866 年三月斌椿率同文館學生及兒子廣英，自北京出發，先後參訪英法德比等十三

國，歷時四個多月，開中國官方旅遊歐洲之先驅，在《乘槎筆記》他參觀水族館提及： 

…西行至官家花園，花木繁盛，鳥獸奇之異者難更僕數，尤其者海中麟介之屬，

均用玻璃房分類，畜養內貯藻水石皆海中產也… 

該文講的海中麟介之屬是指海洋動物總稱，跟隨他的同文館學生張德彝在《航海述

奇》也敘述該水族館： 

……至一萬種園，內盛天下各種草木花卉鳥獸魚蟲，車行七八里，見鳥獸不多，

極其高雅，後至一高房，乃養魚之所，魚來自外邦，海者養以海水細石，河者養

以河水，荇草有玻璃池,高約七尺，寬六尺上下，有氣管，喜熱者挺熱氣，冷者

通以冷氣，池在牆中，是以魚之巢穴，行止皆見，有魚似蟹，而又如螺螄，有魚

如菊花形，紅者黃者白者，身皆細瓣，喂之以小肉，當餵食，則開大朵花，食時

則閉，有紅魚蠍虎形，大海龍蝦鬚長二尺，又小長白魚身能變。 

此處所提到萬種園，就是動物園，該園亦有水族館，所養的魚有自國外進口，有淡

水魚也有海水魚，水族玻璃箱高約 2.1 公尺，寬約 1.8 公尺，依動物不同，調整適合水

溫，其中提到「有魚如菊花形，紅者黃者白者，身皆細瓣，餵之以小肉，當餵食，則開

大朵花，食時則閉」，應指的是海葵目，學名 Actiniaria，海葵目動物看上去很像花朵，

但其實是捕食性動物，有些海葵本身是透明的，產生黃褐色乃至紅、綠等的色彩是靠共

生藻和本身的色素生成，因而牠主要還是以光合作用來提供能源。這種無脊椎動物沒有

骨骼，固著在岩石和珊瑚上。筆者試圖找法國水族館資料，能夠符合者，只有巴黎布洛

涅森林在 1860 年開放的 Jardin d‘Acclimatation 作為一個動物園、水族館和遊樂園，該處

位於巴黎西方，由維基網站提供 1863 年的該水族館插畫圖，看出當時各種水族展示擺

設（圖一），另有闕名編寫《遊歷筆記》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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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德國乘輪車往西至法蘭西之巴黎斯京城…城內有林園數處，花木芬芳，又

有曠地甚大，大樹間生避暑美地也，鳥獸之奇異者，難更僕數，海中麟介之屬，

均用玻璃房分類，內貯藻荇，水石皆海中產也，介蟲之其數十種房，二三十間分

養之，遊人傍觀，纖介洞悉，真奇構也…… 

雖然該遊記作者不詳，時間亦不能確定，筆者依該文敘述，認為應該是 Jardin 

d‘Acclimatation 水族館。 

 

 

 

 

圖一. 1863 年，巴黎 Jardin d‘Acclimatation

水族館。 

（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https://fr.wikipedia.org/wiki/Fichier:Aquarium

_du_Jardin_d%27acclimatation_1863.JPG） 

 

二.義大利 

（一）孥波利水族院 

曾紀澤，清代著名外交家，其為曾國藩之長子，襲封一等毅勇侯；1878 年出使英國、

法國，在其《使英法日記》提及至義大利水族院： 

初六未正二刻，舟抵義大利孥波利島泊焉…旋至水族院，觀所畜各種魚蝦蛤蚌之

屬，以玻璃為牆，貯海水養之，偉觀也…… 

未正二刻是指下午 2:15-2:30，這裡孥波利島就是我們現在稱的拿坡里島，義大利語

Napoli，是義大利南部的第一大城市，拿坡里位於拿坡里灣的北岸，該水族館名稱為

Stazione Zoologica Anton Dohrn（中文譯安東督宏動物研究站）是德國科學家 Anton  

Dohrn 於 1872 年在義大利拿波里創立，目前隸屬義大利教育暨研究部，為世界海洋生

物暨生態研究的重要機構之一，該研究站下設四個研究實驗室：分別為：1.動物生理學

暨演變研究實驗室；2.細胞暨發展生物學研究實驗室；3.浮游生物生態學暨演變研究實

驗室；4.機能暨發展生態學研究實驗室。國科會於 2008 年簽署台義雙邊科技合作協議，

協議合作內容包括人員互訪、舉行研討會及雙方同意的合作計劃案。 

（二）米蘭觀魚會 

1905 年 12 月，戴鴻慈、端方等 33 人赴歐美考察憲政，預備制定憲法。戴鴻慈在《出

使九國日記》於 1906 年 6 月 11 日的日記寫到： 

二十一日，陰，早十時，中國漁業公司開會，會員等請往行開會禮，會場懸掛兩

國國旗，陳列沿海各省漁具、船式模型照片及圖說，此外水產動植各物亦略備，

並以英文中國漁業歷史一書陳列，以供叅考，然已數月之功，倉卒成此，秩然有

條，實非易也，早上士女來觀禮甚眾，午帥及黃使以次演說如禮，並以酒餉客而

散會畢，往觀義國漁業公所開會……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8%85%E4%BB%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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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6 年瑞士首都伯恩至義大利米蘭的鐵路線，一條全長 19.8 公里的辛普朗隧道順

利通車，這條穿越了阿爾卑斯山脈的隧道，是世界上最長的山嶺鐵路隧道；而更重要的

是，這項工程的偉大之處在很多方面甚至可以與巴拿馬運河相比，為慶祝此隧道通車，

在義大利米蘭舉辦世界博覽會（EXPO），該會於 1906 年 4 月 28 日開幕至 11 月 11 日

結束，50 餘國家參展，有 550 萬人參觀。1905 年清政府決定參加的義大利米蘭世博會，

由商務部頭等顧問官張謇負責，他提出了「精擇物品，積極赴賽」「取彼之長，補我之

短，以圖改良之計」的精闢見解，他並提出：「規劃義大利秘拉諾賽會，以中國東南海

漁界圖往與會。漁界所至，海權所在也……以海產品物、中國漁具漁史、媵我東南海漁

界圖而去，彰我古昔領海之權，本為我有之目的。」文中的秘拉諾，指的就是米蘭，張

謇指派郭鳳鳴為組織博覽會代表團任務，作為漁會賽會會員，攜帶溫州魚品百餘種參

展，清政府指示外務部和廣東水師提督、南北洋海軍統領薩鎮冰，繪製《江海漁界全圖》，

中國在漁業分會的參展取得成功，首次向世界宣示了中國的海洋主權，文章中提到武帥

指的是端方，黃使指的是中國駐義大利大使黃誥。 

 

三.德國 

（一）柏林水族院 

徐建寅（1845～1901），字仲虎，江蘇無錫人，其父徐壽為為中國近代化學啟蒙者

和造船工業先驅，1879 年（光緒五年）6 月，徐建寅奉調北上，以駐德國二等參贊名義

出使德、英、法等國進行技術考察，寫成《歐遊雜錄》2 卷，為中國最早派出國外考察

的工程技術人員之一，作者提及他在柏林參觀水族院，其記載如下： 

十一月初二…午三點半，又往觀水族院，院內曡石為山，上下盤旋，曲折與獅子

林相似，兩旁穴壁為龕面，崁玻璃盛水，以養各種水族，每龕皆通水管，時換新

水，惟養海水中水族，則盛以海水，漏天光入其中，如入水晶之宮，上下周觀鱗

鬚纖，悉可數次…… 

此水族院名稱 Berliner Aquarium Unter den Linden，創館館長是德國動物學家 Alfred 

Edmund Brehm，阿爾弗雷多先生一生都在寫作和研究，1862年到1867年間，他擔任漢

堡動物園的負責人，1869 他在柏林開設該水族館，該館於 1910 結束營業，其水族館設

計呈現天然石窟造型，圖二為開館時水族展示區域插圖，就如作者所述進入石窟參觀

水族世界。 

 

 

 

 

 

 

圖二.1869年，柏林水族館

Berliner Aquarium Unter den 

Linden。（New Worlds, New 

Animals: From Menagerie to 

Zoological Park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P70）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91%9E%E5%A3%AB/131482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C%AF%E5%B0%94%E5%B0%BC/891425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98%BF%E5%B0%94%E5%8D%91%E6%96%AF%E5%B1%B1%E8%84%89/258459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C%A0%E8%AC%87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C%A0%E8%AC%87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C%A0%E8%AC%87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1%9F%E8%8B%8F/154268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7%A0%E9%94%A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E%90%E5%AF%BF
https://baike.baidu.com/item/1879%E5%B9%B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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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柏林觀魚會 

徐健寅也參觀在柏林舉辦觀魚會，他記載： 

二十一日偕劉鶴伯再觀魚會，內列各國之鱗介魚類並漁器，入觀者每人取資半馬

克，約百五十文，均依國次分排各房，所養之魚，均用自來活水有，有中國傅副

稅務司送來寧波口各物，會內有加非館，以便遊膳，遊客男女參半，每日約數千

人，禮拜日更形擁擠…… 

此為國際漁業博覽會（International Fishery Exhibition），於 1880 年 4 月 20 日在柏

林的農業博物館展出，當時海關稅務司（當時是外國人負責）收集寧波舟山海域海產品

送去參展，還特別出版展覽會專輯（Special Catalogue of The Ningpo Collection of Exhibits 

for The International Fishery Exhibition, Berlin , 1880），將中國漁業漁產品做通盤介紹，

並將各魚種用英文（或拉丁學）、中文、中文拼音同時列出，多達三百種，還介紹漁具、

漁網及漁業相關設施，展示中國漁業現況，文中提到加非館就是我們現在稱咖啡館。 

（三）北冰洋畫圖中白熊 

錢德培，字琴齋，號閏生，山陰（今浙江紹興）人，光緒三（西元 1874）年十月八

日出國，其寫的《遊歐隨筆》提到參觀北冰洋畫圖記載： 

三月二十三日看北冰洋畫圖，冰洋在南北兩極，距赤道將九十度，寒冷不生草木，

人跡難到，惟白熊甚多，有人結伴前往摹繪奇景，復以油顏色繪步片上，冰山萬

仞，雪海千尋，探冰船隻凍不能行，人藉火以活，描寫之工，不能言喻，畫置暗

室，以燈光返鏡照之，注目久視，不啻身歷其境。 

文章中提到的白熊，就是我們現在稱的北極熊，學名 Ursus maritimus，它只生存在

北極地區，它幾乎是完全的肉食性動物，少數食用的植物為海草、或夏天凍原間偶有的

藍苺，但只能用以補充其礦物質，無法提供生存所需的熱量，他們賴以生存的熱量，幾

乎百分之九十需要仰賴獵捕不同的海豹，因全球暖化導致海冰減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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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已列為瀕臨絕種動物。 

（四）軍器博物館 

戴鴻慈在德國柏林，於丙午二月二十二日年（西曆 1906 年 3 月 16 日）參觀軍器博

物館提到： 

……觀軍器博物館Museum Dur Meereskunes 內列槍砲、軍旗、水雷、魚雷、軍

衣、軍艦、船隖，大小機器模型甚眾，其軍艦模型，特用玻璃為水，並附屬小艇

於艦隊之組織及吃水之深淺微細畢現誘惑作軍艦，漁獵之狀張設網具各法皆備，

他凡軍中所用量尺、表鏡、號燈、風輪、水輪、網索之屬，有物必備，備必詳細，

務使觀者明白了然而後己，洵講武備者所必需也，他有礦物、海底動植物亦陳設

資攷證，樓上又有藏書室、閱報室、地圖室，均臨覽一周而返。 

筆者藉由網路找尋 Museum Dur Meereskunes 字句，但找不到相關訊息，經再三搜

尋找到其德文應為 Museum für Meereskunde 此為海洋科學博物館，1900 年成立於柏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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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內，該國政府投入大量資金，主要目的讓民眾體認海洋是德國身份一部分，1906

年對民眾開放，該博物館展示德國海軍歷史、自然歷史，科學，航海，探險，商業和捕

魚方法，該館於二次大戰時被盟軍轟炸損毀，當時倖存物品現存放在柏林科技大學博物

館及其他單位展出。 

（五）漢堡校獸園、萬牲園 

戴鴻慈在丙午年三月十八日（西曆 1906 年 4 月 11 日）在德國漢堡參訪，記載： 

晨九時往觀校獸園有一圈，七獅、四熊、二虎、二狗，教之演習，馴擾可親，其

他海狗、海馬、犀象、虎、豹之屬不一，萬牲園所畜珍禽奇獸以及鱗介各種甚眾，

兼可代購發售，大致與英國百獸園相同，惟不及彼園之宏富耳，鹿豹一種產自非

洲來歐數月，已數見不鮮，其狀馬首牛尾鹿身長頸有角，西人以為中國古所謂麟

者即此…… 

此為 Tierpark Hagenbeck Hamburg（漢堡哈根貝克動物公園），1863年Carl Hagenbeck

（卡爾.哈根貝克）父親是魚販，常收集各種動物，成立家庭式動物園，卡爾跟隨父親學

習動物買賣進口，後來成為歐洲最突出動物進出口商，1874 年卡爾搬至漢寶新馬市廣場

（Neuer Pferdemarket）附近以便容納更多動物展示，並將動物送往歐洲及美國大城市做

展示，並成立馬戲團，以增加營業收入，該馬戲團中文名為海京伯，於 1933 年來到中

國表演，隨著事業興旺，使用空間不足問題又出現，於是在漢堡郊區 Stellingen（施特

林肯）購買土地，動物活動空間採取利用壕溝取代柵欄，加強景觀設計（挖池塘、立懸

崖、挖山洞、鋪草地，高樹灌叢林立）打破傳統柵欄設計方式，使動物活動空間增加，

實現卡爾哈根貝克所期望無柵欄動物園，1907 年 5 月 7 日這座野生動物公園在施特貝根

開幕，營運至今。 

從時間上推算戴鴻慈他們參觀動物園，還是在新馬市廣場舊動物園，還沒搬到新動

物園，文中校獸園，指的是動物訓練場所，其訓練動物種類是為猛獸為主，其中海狗，

應指海獅，而非海豹，海獅、海豹皆屬海洋哺乳動物鰭腳類，海獅有一對退化外耳，海

豹則無；海獅脖子較長且靈活，海豹則短，無法靈活轉轉動；海獅前肢較長，可在陸地

上行走、站立，海豹前肢較短，在陸地上只能匍匐前進，若要做表演，一般都傾向使用

海獅，取決於它的靈活，可在水中、陸地上活動；現今所說的海馬是屬於輻鰭魚綱的魚

類，是一種小型海洋動物，身長 5-15 公分，不可能用來訓練，而該文所說海馬，經反

覆考證應是海象（Odobenus rosmarus），它是食肉目海象屬，海象嘴短而闊，犬齒特別

發達，似象牙，用以掘食和攻防，該學名意思：用牙齒在地上爬行馬，故翻譯為海馬，

它有稀疏的堅硬的體毛，眼小，視力欠佳。四肢呈鰭狀，後肢能彎曲到前方，可以在冰

塊和陸上行走，主要生活於北冰洋海域。 

文中提到鹿豹一種產自非洲，馬首牛尾鹿身長頸有角，應指著現稱長頸鹿（學名：

Giraffa）生長在非洲的反芻偶蹄動物，共有四個物種，是現存世界上最高的陸生動物。

一般雄性個體高達 4.8 到 5.5 公尺高，重達 900 公斤。雌性個體一般要小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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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瑞典 

（一）積骨樓見大魚骨 

張德彝在《航海述奇》提及在 1866 年 7 月 10 日（國曆五月二十八日）瑞典看見大

魚骨： 

二十八日至積骨樓頭層係獸骨，皆以鐵條支起，其狀如生，有大魚頭，長丈許……  

此處積骨樓，指的是博物館，有大魚頭長丈許，指的是鬚鯨或抹香鯨頭骨，經查閱

相關資料進行比對，該博物館為位於斯德哥爾摩（張德彝譯為司鐸古木 Stockolm）的自

然歷史博物館（Naturhistoriska Riksmuseet），早年隸屬瑞典皇家科學院。該院派出了許

多人至世界各地蒐集標本，並於 1786 年對公眾展示，自然歷史學家安德斯史貝拉曼

（Anders Erikson Sparrman）及動物學家史溫尼爾森（Sven Nillson）是該館早年重要創

始及傳承者。 

（二）藍鯨標本 

1866 年 7 月 11 日（國曆五月二十九日）在彬椿的《乘槎筆記》提及在瑞典首都看

見大魚： 

二十九日，晴雨無定，未刻觀大魚海濱人，能捕魚或巨魚長六尺。有其好事者，

取皮空其中，崁以棖欄，中置幾榻，可坐百餘人，登樓度小橋入魚口，少坐儼然

巨艦…… 

其中未刻指的是下午一點至三點，人們將大魚捕獲，用木做成欄杆將其皮撐起，置

日用品於內，可容納百人展示場，張德彝在《航海述奇》亦有敘述此場所： 

二十九日丁亥又至一處，得見大鯨魚皮與其骨，其骨抽出，以鐵條支起，其五臟

掛於壁上，其皮長五丈五尺，寬一丈二尺，以木架支撐，宛然一房，內設桌凳盆

鏡等物，其口如門，長五尺餘，滿口毛如棕葉腥，尚有腥臭之氣，牙邊有跳板，

通在樓梯上出入魚口，其腹可受五六人，蓋古人曾謂寧赴湘流葬於江魚之腹，予

謂魚腹能受一人，可為大魚，此則腹受六七人，不更大哉，詢之此魚出自北海，

因處翻大船數隻，有智者出於千人，設法擒之，乃得是皮…… 

經查證，該鯨魚為藍鯨，（Blue whale, Balaenoptera musculus），屬於鬚鯨亞目，

被認為是地球上生存過的體型最大的動物，體長超過 33 公尺，體重達 200 噸以上，它

在 1865 年 10 月 29 日擱淺在瑞典第二大城哥特堡南方 Näset 外海，哥特堡自然歷史博

物館館長也是動物學家奧古斯都・馬倫（August Wilhelm Malm）將其購買，將內臟做

成標本，並組裝一個實體大小以木架為內襯鯨魚模型，並將皮膚貼於模型外面，整個結

構用了 30,000 根銅及鋅釘子，並將全身分割成四個部分以利組裝展示。頭部是雕刻複製

品做成的，並在頸部附加絞鏈，可調整嘴巴張開程度，並可進入腹部參觀，腹部設計像

會客廳，內有長凳並鋪地毯，牆壁貼者藍色平文細布。 

該博物館在當時是世界上唯一藍鯨表展示地方，參觀藍鯨標本價格是：成人一元，

幼童五角瑞典幣（riksdaler），1866 年 6 月 15 日在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舉辦歐洲藝術及

工業展覽（Konst-och industriutställningen），奧斯卡（Oscar）王子及勒維莎（Lovisa）

王妃親臨現場。哥德堡自然歷史博物館把藍鯨標本帶至該會場展示，張德彝於 7 月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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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在所記載「至一處」，就是指該展覽會場，筆者於 2013 年中華科技史學刊 18 期，有

專文敘述該藍鯨故事。 

 

五.結論 

在這一年期間，筆者試著閱讀清末遊記，找尋歐洲海洋動物記載，並將找到資料用

EXCEL 將其分為書籍、作者、時間、頁數、主題、國家、城市、內容等小項，以利找

尋及分類，否則資料量過多時，記不住出處，等要寫論文時，又急著找尋，造成事倍功

半；在找尋過程，時常碰到無法解開答案，筆者試著放鬆心情，先找別的題目，藉由網

路搜尋、Googlemap 找尋地理相關位置及百年報紙搜尋，逐漸找出答案，心中喜悅，非

筆墨難言，跟隨這些前輩暢遊各地水族動物場所，有些單位至今已不存在，只能靠著依

稀資料拼湊出當時盛況，中國漁業到國際展示，早期皆由海關總稅務司外國人處理，在

1906 年義大利米蘭博覽會已由中國人自行負責策畫佈置，並將中國海權觀念傳達到世

界，而非只有水產品展示功能，筆者自 2013 年開始找尋清末遊記中有關國外海洋動物

記載，陸續將美國、英國、歐洲寫完，然尚有許多未閱讀到，我將繼續找尋，以補不足

之處，很感謝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民族研究所圖書館開放閱覽，讓我能盡情找

尋古籍資料，並感謝張之杰老師、台灣水產出版社賴春福社長、南京師範大學周開亞教

授、中國科學院水生生物研究劉仁俊教授、遼寧省海洋水產科學院王丕烈研究員、已故

岡山空軍官校李泰宏副教授的指正及教導，在此一併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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