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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記八則 
張之傑 

（本會會員）  

 

古人著說立說，經常使用筆記體，有時所記有個範圍，有時隨意俯拾，漫無目

標。到了清末民初，國人開始使用西方體式，即古希臘人發展出的演繹邏輯著書，但

筆記體仍不絕如縷，直到政府遷台，仍有人使用筆記體，譬如寒舍就有一部喻血輪著

的《綺情樓雜記》。 

以筆記體著書立說有個好處，就是不需考慮前後關連，當記到相當則數時，就可

輯而成冊。近年筆者常寫筆記，其目的純粹是為了消閒解悶。筆者所寫筆記，與科學

史有關的，有時會貼在本會社團臉書或社群 line 上。茲檢選八則，以撰寫先後臚列如

後，為本會學刊第 27 期補白。 

 

熨斗、冷氣、冰箱和熱水爐 

時代變化太快，轉眼間許多東西不見了，或換上新的面貌。圖中的熨斗就是一

例。在電熨斗普及前，燙衣服用燒炭的熨斗（所以熨字為火旁）。這種熨斗用生鐵鑄

造，有個木頭柄，後有火門，前面有個煙囪狀的出氣口。使用時將燒紅了木炭放進熨

斗內，藉著火門開合，可以調節溫度。 

我小時候看過這種熨斗，當時非但一般家庭用，裁縫店也用。圖中的一具，是約

30 年前在中正紀念堂附近違章區的古董店買的。（2018/0804） 

前幾天貼出燒炭的熨斗照片，不禁想起小時看過的冰塊冷氣，和使用過的冰塊冰

箱與燒柴火的熱水爐。 

 

 

 

 

 

 

 

燒炭的熨斗。張之傑攝 

我小學時，甚至初中時，沒見過真正的冷氣。盛暑時台銀總行和郵政總局會在櫃

台前放置幾個大型容器，冰塊堆積如山，藉以降溫。這樣的冷氣年輕人哪想得到！ 

冰箱呢？我們住的村子，只有從香港來的畫家林賢靜女士家裡有一台電冰箱，還

是她從香港帶來的，她常用那台電冰箱做綠豆冰給跟她學畫的人吃。家姐跟她學畫，

所以我也吃過她的綠豆冰。 

一般人家使用的冰箱，是個方形的箱子，箱壁有兩層，用鐵皮焊成，中間填充稻

殼。箱內有兩層，上層放一塊冰塊，下層放置食物，底部是個可抽出的接水托盤。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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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這才是冰箱的原形，當時用電的特稱電冰箱。 

《詩經‧七月》就有鑿冰窖藏的記載，可見藏冰淵源流長。我服兵疫時，有位天

津籍老兵，他說他家世代經營冰窖，即使有了機器製冰，他家的窖藏冰塊仍有生意。

因此古時的富貴人家應該已有冰箱，用來冰鎮飲料，或儲存食物。 

當年寒舍附近的製冰廠，位於現今新店七張站附近，每天早晨派人騎自行車前來

送冰塊，每個月 30 元。這種冰箱我們家使用到我服預官役、家兄結婚時，即 1967

年。 

燒柴火的熱水爐，加上煙囪比人還高。爐子呈圓筒狀，有兩層，外層儲水（連通

自來水），內層底部是個爐灶。我們家用到什麼時候已失憶，只知道我成婚那年

（1971）還在用，因為結婚前幾天，我將一大堆信函，和已發表、未發表的散文、小

說，通通當柴火燒掉了。（2018/0807） 

 

辣椒沒引前吃什麼？ 

中國若干省份，如湘贛川黔嗜食辣椒。我常思考一個問題，這些省份嗜食辣椒，

是辣椒引進後逐漸形成的？還是他們本來就喜歡吃辣？ 

辣椒原產中南美洲。和玉米、蕃薯、馬鈴薯、蕃茄、南瓜等原產美洲的作物一

樣，都是明末才引進中國的。 

今年 8 月 28 日至 9 月 1 日，偕內人赴重慶出席「第十一屆兩岸科普論壇」，對於

這個在內心懸宕已久的問題，無意間找到部份答案。 

8 月 31 日晚間，我們到下榻飯店不遠處的超市買了些乾貨，包括幾種花椒。花椒

的價格差異甚大，我們買了一般的，也買了最貴的。回到家用來烹調，發現最貴的那

種相當辣。我取了一小顆用嘴唇含了一下，頓時從舌尖辣到嘴唇，不亞於朝天椒。 

因此，喜歡吃辣的省份可能在辣椒引進前就喜歡吃辣，而非辣椒引進後逐漸形成

的。他們原先吃的辣，可能就是花椒。花椒屬芸香科，落葉灌木，種下去兩三年才能

採收。辣椒屬茄科，一年生或多年生木本，容易種，收成期短，產量大。當辣椒引進

後，價格較貴、產量較少的花椒，自然就漸漸被取代了。 

當辣椒成為花椒的代用品，它只能取代花椒的「辣」，不能取代花椒的「麻」，也

不能取代花椒特有的香氣。不過單單就「辣」來說，人們只會想到辣椒，不再會想到

花椒。（2018/0926） 

 

鄭和十九世孫 

鄭和初下西洋那年──永樂三年（1405），鄭和請禮部尚書李志綱為其父撰寫墓誌

銘，開篇說：「公字哈只，姓馬氏。世為雲南昆陽州人。祖拜顏，妣馬氏。父哈只，母

溫氏。」這些話顯然出自鄭和口述。哈只（Hajji）是阿拉伯語，意為朝覲者，可見鄭

和的父親曾到聖地朝聖，故人稱「哈只」。 

馬氏，可能是 Muhammad 的音譯。拜顏，為蒙古語，意為吉祥，可能是鄭和祖父

的蒙語名。溫氏，可能是阿語 Umm，意為母親。鄭和小名三保（寶），即阿語 Abdul 

Subbar，意為真主奴僕。從這些阿拉伯語聲口，有些學者甚至認為，鄭和家可能以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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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伯語為母語，或至少參雜阿語。 

在馬六甲召開的「2018 國際鄭和大會」，見到鄭和十九世孫鄭自海先生和鄭自慶

先生。鄭和為太監，其兄過繼一子給鄭和，因而在族譜上有後。在會議中，有人說鄭

和的父親是波斯人，有人說他母親是漢人溫氏。會後我當面問鄭自海先生，他說鄭和

的父母都是阿拉伯人。因而鄭和是純種的阿拉伯人，外貌應該也是阿拉伯人面貌。

（2018/1129） 

 

 

 

 

 

 

 

鄭自海先生（右）與鄭自慶先生，兩人為

族兄、族弟關係。張之傑攝 

 

一炷香的時間 

古人常以一炷香計時。一炷香約多久？昨日寒舍祭灶（送灶神），點上三支香，借

此做個實驗，結果約一個小時。今晨迎灶神，再點上三支香，從點燃到燃盡，仍約一

個小時。可見一炷香約半個時辰。 

古人也常以一頓飯、一盞茶、一袋菸計時。吃一頓飯的時間因人而異，一般約

20-30 分鐘，以時辰計，大約是 1/4 個時辰。 

至於一盞茶的時間，如果指得是從滾燙，到涼得可以入口，再慢慢喝完所需的時

間；我測試過，約莫 15 分鐘，差不多一刻。古人將一天分成 100 刻，所以一刻等於

14.4 分鐘。清初才將一天分成 96 刻，和現今相同。 

至於一袋菸，菸袋（菸斗）的菸鍋有大有小、有深有淺，菸葉的品質有別，不過

多弄幾個菸袋，多弄些不同品種的菸葉，多實驗幾次，應可歸納出一個約略值。

（2020/0119） 

 

古人的寒衣 

自瘟疫來襲，每天都到景美溪（新店側）河堤下散步，從寶元抽水站走到寶橋，

來回一趟約 5000 步。河堤下有成片的芒草和蘆葦。前者莖較細、實心，後者較粗、中

空。兩者的花形近似。河堤下還有較為低矮的白茅，花似棉絮。我不禁想起閔子騫單

衣順母的故事。 

《二十四孝》：「周閔損，字子騫，早喪母。父娶後母，生二子，衣以棉絮；妒

損，衣以蘆花。父令損御車，體寒，失靷。父查知故，欲出後母。損曰：『母在一子

寒，母去三子單。』母聞，悔改。」 

我國古時沒有棉花。木棉約宋代傳入，草棉約明代傳入。古時貴族穿絲織品，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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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填充物應為絲綿。一般人穿麻、穿葛，寒衣填充物可能是芒草花、蘆葦花或白茅

花。其中以白茅花最佳，但產量不如芒草花和蘆葦花。 

閔子騫為父親駕車。閔家出有車，可見不是平民百姓。閔子騫的後母可能以絲綿

為自己生的兩個兒子填充寒衣，以平民百姓使用的蘆花為閔子騫填充寒衣。至於衣

表，可能都是絲織品，否則其父一眼就看出來了。（2020/0303）  

 

中秋烤肉 

中秋烤肉的歷史並不長。最近同好在 line 群組談論中秋烤肉的起源，飲饌也是科

學史的研究範圍。根據我的記憶，中秋烤肉分為兩個階段：先是在野外烤，再演變為

居家烤。 

台灣原本普遍貧窮。1966 年，我從師大畢業，到中學實習一年，月薪 720 元（折

合美金 18 元）。1967-1968 年，我到軍中服預官役，有位預官排長家境不錯，他對老士

官們說，他家每週吃一次雞。老士官們直說：「不相信。」當時一般人家只有年節才有

雞肉可吃。 

因此，1960 年代大塊吃肉仍是奢侈的事，中秋烤肉也就不可能始自 1960 年代。

進入 1970 年代，社會慢慢富裕起來。1970 年，我研究所畢業，留校擔任一年助教，翌

年升任講師，月薪加上加給已有 4000 元（100 美元），吃肉已不大成問題。當助教那

年，一夥年輕人約銘傳女生到野外烤過一次肉，這是我第一次野餐烤肉。在此之前，

露營活動曾烤過肉，記憶中只有一次。 

因此中秋烤肉的發展軌跡似乎是：露營烤肉→野餐烤肉→中秋野外烤肉→中秋居

家烤肉。 

中秋野外烤肉，似乎 1970 年代末才開始盛行。我們婚後第五年購屋，但為了配合

褓母，沒搬去住過。長子出生後，內人辭去工作，自己照顧兩年。長子滿兩歲時，找

到一位同鄉褓母。為了離褓母家近些，我們搬到新店中華路 42 巷，這個巷子是通往碧

潭下游河濱的捷徑。中秋夜摩托車響個不停，盡是前往河濱烤肉的年輕人，由於擾人

睡眠，所以記憶深刻。（2020/1004）  

 

black Bohea 

今天去坪林茶葉博物館，地下室有塊看板，說明 black tea 一詞的由來，看板上引

拜倫長詩《唐璜》第四章的一節及其中譯： 

 

Here I must leave him, for I grow pathetic, 

Moved by the Chinese nymph of tears, green tea! 

Than whom Cassandra was not more prophetic; 

For if my pure libations exceed three, 

I feel my heart become so sympathetic, 

That I must have recourse to black Bohea: 

‘T is pity wine should be so deleterious, 

For tea and coffee leave us much more serio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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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裡我必須離開他，因為我變得可悲， 

我竟感傷起來，經由中國淚水仙女綠茶， 

她比卡珊德拉的預言靈驗多了， 

只要喝它三杯純釀， 

我的心就會變得那麼興奮， 

必須去求助武夷紅茶； 

「可惜飲酒是傷身的， 

茶和咖啡讓我們莊重許多。」 

 

詩中 Cassandra，希臘神話特洛伊公主，具預言能力。Bohea，乃武夷之閩語音

譯，武夷山是紅茶的原產地。1848 年蘇格蘭植物學家福鈞（Robert Fortune），受東印

度公司派遣，薙掉頭髮，戴上假辮子，前往浙江、安徽、福建等地，福鈞在武夷山羈

留時間較久，盜取茶種及製茶技術，將茶種帶回印度大吉嶺種植，造就了日後的大吉

嶺紅茶。（2021/1117） 

 

韭菜盒子 

滑雪選手谷愛凌練習完畢，從兜裡取出韭菜盒子吃。有人問她英文怎麼講，她被

考倒了。 

大陸官方代為譯成 fried leek dumplings。這譯法有問題。將盒子譯為 Dumplings 沒

問題，因為在英文語境中，dumplings 泛指包餡的麵食。問題出在 fried，真正的韭菜盒

子是用烙的，烙時不加油，烙好了的盒子，皮是乾的。 

不過橘逾淮而為枳，到了南方，包括台灣，通常是用油煎的。這樣看來，官方將

韭菜盒子譯為 fried leek dumplings，可能出自南方人之手。 

我在微信科普群組上提出這個問題，澳門的陳榮先生說，按港澳譯法：煎是

fried，烙是 burnt，炸是 deep fried，因此，韭菜盒子可譯為 brunt leek dumplings。 

本會秘書陳文華先生在科史會 line 群組上說，根據英文字典： 

burnt: (of a fire) produce flames and heat while consuming a material such as coal or 

wood.  

bake: cook (food) by dry heat without direct exposure to a flame, typically in an oven or 

on a hot surface. 

因此陳先生認為，譯為 baked leek dumplings，或許更為貼切。 

趙元任夫人楊步偉女士，用英文著成 How to cook and eat in Chinese（漢譯《中國

食譜》），趙元任校訂，賽珍珠作序，1945 年在美出版。書中將炒譯為 stir-fry，燴譯為

meeting，汆譯為 plunging。其中 stir-fry，已收入牛津英文字典。「烙」似乎還沒有固定

譯法。（2022/0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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