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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eword

發刊詞 

 
本會新任主委林聰益教授  

  《科學史通訊》是我在走進科學史研究時的重要指引。在 1992 年我

開始接觸與研究機械史時，兩岸交流才剛開始，網路亦尚未普及，在臺灣

之科學史相關研究資料的取得並不容易，而《科學史通訊》給了我很多的

指引，可從中瞭解臺灣從事科學史的人物與其研究的狀況，以及獲得科學

史相關的一些資訊。而這樣的指引和資訊，讓我能跨過困難，並沈醉於研

究。今日有幸能為本刊 38 期的發刊致辭，期望《科學史通訊》能繼續提

供給年輕學者的指引，更重要的是能作為科學史界之研究的紀錄、成果的

展現、以及溝通的平臺。  

  這二十年來，臺灣之科學史研究日益的蓬勃，與國際科學史界的往來

密切。為使大家了解數十年前，前輩學者們如何開創國際科學史學術界的

活動空間，本期特邀李國偉老師講述本會加入國際組織之經緯，是關心本

會者，不能不關注的內容。同時，為了本刊的美觀和容易閱讀，針對排版

稍作改進，並商請國立故宮博物院圖書文獻處副處長，同時也是書法名家

的胡進杉先生為本刊揮毫題箋。  

  同時，民國一○三年是本會豐收的一年，在前任主委張澔教授的努力

下，我們在三月間順利舉辦了第十屆科學史研討會，會議邀請來自大陸、

美國和日本等地學者參與，維持本會一貫關注國際科學史學術界的潮流，

並與之對話的傳統。同時，也看到不少青年學子在會場上活躍的發表論

文，踴躍提問，或是為會場提供完善的服務，如淡江大學陳思宇同學還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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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整理了會議紀要和照片，讓我體認到青年是未來我們發展科學史學術的

重要基石。  

 

攝於第十屆科學史研討會。左為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蕭國鴻助理研究員，中為中國科學

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長張柏春教授。  

  本期學術論著投稿十分踴躍，共有三篇論文：城地茂教授關於《楊輝

算法》在日本的影響研究，多年來城地茂教授致力於和算史的研究，這是

他 新的研究成果。吳彥儒對於明末畢懋康與《軍器圖說》的研究、以及

黃宇暘對於清季蒸汽挖泥船的引進和運用研究，則是明清軍事技術史的新

成果。  

  明年將在巴黎舉辦第十四屆國際東亞科學史會，編輯部特別整理了相

關的訊息，請有意與會的學者注意。關於去年在英國曼徹斯特舉行的國際

科學史大會，上一期已經有過深入的報導，令人期待的是，參與該會時，

張澔委員還順道走訪了與道耳吞的相關史蹟，周維強委員則走訪了帝國戰

爭博物館北館，這些與科學史相關的文化之旅，提供了我們對於曼城科學

物質文化的認識。  

  本期還介紹了十八本近年出版的中文科學史著作。其中，張澔、顏鴻

森、陳大川、以及周維強等委員都有新作，呈現出本會委員積極創作的面

向。往後也歡迎並邀請大家一起來投入，踴躍投稿，共襄盛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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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rief Overview of Our History of Joining International Academic Organizations

本會加入國際組織之回顧* 

李國偉** 

  國際科學史與科學哲學學會是由兩個獨立活動的學會合併而成的，目

前稱為科學史組與邏輯、方法論與科學哲學組。兩組個別都是毎四年召開

一次大會，但彼此間以兩年間隔集會。今年是科學史組的第十八屆大會，

8 月 1 日到 5 日在德國漢堡會議中心舉行，8 月 6 日至 9 日移至慕尼黑德

意志博物院舉行。  

  我國於 1960 年代即由趙元任先生代表加入邏輯、方法論與科學哲學組，並

且於 1987 年莫斯科大會時已升等為 B 級會員（即擁有二投票權）。但科學史方

面早年幾無專門人才又缺乏組織，並未與國際學會有任何聯繫。八年前中央研究

院近代史研究所王萍教授才在錢院長指示下，於中央研究院內籌組科學史委員

會，積極推動研究工作，並謀求加入國際學會。王女士三年任期屆滿後，由國立

臺灣大學化學系劉廣定教授繼任主任委員，於七十七年舉行第一屆科學史研討

會，是國內科學史研究的一個里程碑，不過因為整個國際的情勢，入會事宜一直

未能有進展。1985 年在美國柏克萊第十七屆大會時，我國才首次有科學史家出

席發表論文，而中國大陸也於是先我而入會，北京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

李佩珊女士當選為理事。本人自 1987 年夏季繼任主任委員後，將加入國際學會

列為首要工作目標。於 1987 年 12 月 4 日去函會長義大利 Galluzzi 教授函詢入會

事宜，但久未得回音。到 1988 年 9 月 22 日再去函探詢，於 10 月 31 日獲秘書長

加拿大 William R. Shea 教授回信歡迎我國申請入會。 

  此時為我國代表赴北京出席國際科學聯合會年會之後不久，或許當時的形勢

有利於歡迎我國入會。本人於 1989 年 2 月 20 日正式檢備各項資料向國際科學史

學會申請入會。3 月 7 日秘書長回函應允向理事會推薦我入會案，並以 Committee 

for History of Science of the Academia Sinica, Taipei 稱我。前此於 1987 年莫斯科大

會時，科學哲學組已將章程的「國家會員」改為「一般會員」，因而可在不排我

之下，允許中國大陸入會。科學史組也已草擬同樣章程修正案，在本次大會先通

過後，便有機會納我入會。本人向吳院長請示所推薦入會名稱是否妥適，蒙院長

指示可據此全力爭取入會。7 月 1 日本人正式回函 Shea 秘書長表示願意出席會

員大會。 

                                                       
* 編按：這是本會成長的一篇紀錄。本會在中央研究院錢思亮院長的指示，於民國七十年在中央

研究院成立科學史委員會，並於民國 78 年加入國際科學史與科學哲學學會。本會李國偉委員

曾於 1989 年 7 月代表本會在德國舉行的第十八屆國際科學史會議，並親身參與目睹本會參與

國際組織盛會。以下內容，雖為李委員的一份出席國際會議報告，但生動活潑的筆觸，精彩的

歷史刻畫，彷彿帶領大家又回到二十多年的歷史場景。 
** 本會委員，中央研究院數學研究所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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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大陸是唯一可能造成我入會案困擾者。近年來大陸科技史方面的主要領

導人為北京科技大學的柯俊教授，柯教授年約七十，專研冶金史。早歲曾赴英留

學，中英文俱佳，並富行政外交能力。但此次因手術無法赴約，改請北京中國科

學院科技政策與管理科學研究所姚蜀平女士代理出席。柯教授並請姚女士帶一信

給本人，表示歡迎我入會，「但不希望在名稱上出現兩個中國或一中一臺原則問

題」。本人當然不願見此語為中國大陸在我名稱上大作文章的暗示，所幸姚女士

極為開明，一切以尊重學術為依據，經本人與其協調，並與秘書長商定，三方均

樂於接受秘書長原推薦名稱。8 月 3 日會員大會時，先通過章程修改案，我國與

墨西哥、挪威三入會案，一併鼓掌通過。本人當時已坐在會場中，因此秘書長即

刻向全體會員介紹新會員。經本人向秘書長爭取，我國列入有兩投票權的 B 級

會員，目前一般會員數已增至 37 國。 

圖 1 本會第一任主任委員王萍（左）教授 

（民國七十五年第一屆科學史研討會照片） 

圖 2 本會第二任主任委員劉廣定教授 

 
圖 3 本會第三任主任委員李國偉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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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s

朝鮮復刻本《楊輝算法》（1275 年）對日本數學的影響 

──關孝和（1645?-1708）的抄本和修改* 

城地茂** 

摘要 

  《楊輝算法》（楊輝、1275 年）是元朝在北京定都之後，南宋還存在杭州時，

南宋的首都出版的數學專書。有可能民間數學老師楊輝在自己的學校使用的數學

教科書。所以該書講解南中國繁榮的經濟活動的商業數學，而不是專精天文學的

北中國數學即「天元術」（建立高次方程式方法）的數學專書，是解高次方程式

的「開方術」（高次方程式的解法）、及被稱為「方陣」（「幻方」）四則演算的數

學入門書。 

  李氏朝鮮為了推廣數學教育，使用北中國數學的入門書《算學啟蒙》（朱世

傑，1299 年）、南中國數學的入門書《楊輝算法》和《詳明算法》（安止齋・何

平子、1373 年）等作為教科書以實施數學教育。《算學啟蒙》和《楊輝算法》是

講解高次方程式的入門書籍，但在中國已經失傳。而朝鮮於 1433 年在慶州復刻

《楊輝算法》100 本。從《算學啓蒙》和《詳明算法》的銅活字本留存的事實來

看，《楊輝算法》的朝鮮古本應也是銅活字本。而以前確認的《楊輝算法》在臺

灣、日本僅有 5 本是珍稀古籍，全為木版本。這些書可能因萬曆朝鮮之役（1592

年-1598 年）朝鮮的古教育制度遭到破壞，戰後為了重建數學教育而復刻的。由

於 5 冊都有錯頁的現象，部分還有錯誤。其他還有將「河圖」與「洛書」顛倒位

置的失誤，由此可推測這些不是官方印刷的。 

  日本的數學家關孝和(1645?-1708)於 1661 年學習《楊輝算法》，修改其中的

錯頁。日本的和算（日本數學）家也從中學習，對「翻積法」（高次方程式的解

法）「方陣」產生極大的影響。長久以來，《楊輝算法》被認為是珍稀古籍，只有

少數的和算家能學習，但這次透過在韓國延世大學圖書館的調查，發現《楊輝算

法》的木版本及修改錯頁後的手抄本，瞭解了《楊輝算法》超忽預料散布於各地。

此外，朝鮮的修改與關孝和的修改不同，並從中獲知修改錯頁的版本已不存在。 

關鍵詞：《楊輝算法》、關孝和、李氏朝鮮、世宗、《算學啓蒙》、《詳

明算法》  

                                                       
* 本稿依第十屆科學史研討會（2014 年 3 月 29-30 日）發表的〈朝鮮復刻《楊輝算法》（1275 年）

與關孝和（1645?-1708）的修改〉修改完成。又本稿得到日本科學研究費補助金基盤研究(Ｃ)，
課題號碼 22500962 的補助。 

** 日本國立大阪教育大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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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序論 

  和算（日本「近世1」數學）的特徵為引進南中國數學（珠算中心的數

學），加以運用而產生日本特色的數學。雖然日本發明梁上一珠梁下四（或

五珠）的十進法算盤，不過解高次方程式是日本數學 突出的領域之一。

用「天元術」建立了代數的高次方程式時，使用算籌比珠算方便多、所以

日本數學者不僅利用珠算數學，也用算籌數學。此高次方程式因經由被採

用為朝鮮教科書的《算學啟蒙》（朱世傑、1299 年）這本書的關係進而傳

入日本。  

  但是，為了使用算籌來表示係數，帶入複雜的係數並非不可能，但卻

是相當困難。因此，關孝和(1645?-1708)提出了使用代數式的記號來表示

公式的方法。這就是「點竄術」，公開於《發微算法》（關孝和、1674 年）。

《測圓海鏡》（李冶、1248 年）、《四元玉鑑》（朱世傑、1303 年）等高層

次的天元術，使用四個未知數的四元數等雖然沒有傳入日本，但是從基礎

的《算學啟蒙》中，和算家們透過書籍理解了天元術。不過關孝和使用「行

列式」使其更加精進。此於《解伏題之法》（關孝和、1683 年）中有提及。 

  此外，由此建立的解高次方程式方法，在中國《數

書九章》（秦九韶、1247 年）的「正負開方術」中完

成了解一元高次方程式的方法，關孝和之前《數書九

章》尚未傳入日本。不過《楊輝算法》（楊輝、1275

年）中已經描述了解高方程式的過程，因此從這些南

中國數學系列的數學書中，可理解解方程式的方法。 

  《楊輝算法》雖然被認為帶給和算相當大的影響，但

是到近年為止，卻是數學史家也無法輕易看到全文的珍稀

古籍2。因此，數學史上，有時會被忽視其存在，抑或是

相反地過度評價3，這也是因為其神秘性的原因。或許是

因為這個原因，李儼(1892-1963)、錢寶琮(1892-1974)等

數學史的先驅者們針對《楊輝算法》的記載也不多。不過，《楊輝算法》在李氏

朝鮮(1392-1897)成為教科書的數學書，對於日本等東亞各國的影響應該是相當

大。因此，筆者再次考察《楊輝算法》的實態，希望有助於解決和算起源問題。 

  文獻探討來說，日人三上義夫(1932-35)〈關孝和の業績と京坂の算家

                                                       
1 筆者提出日本數學史的「近世」和一般日本歷史的近世(1568-1867)不同，「近世」是從 1281 年

到 1867 年。城地茂(2014)，《和算の再發見》，頁 14。 
2 筆者確認全七卷完整的版本在世界上目前只有八套。不過過去韓國的調査不多、發現版本的可

能性較高。 
3 關孝和的抄寫本實際上還存在，此確定為《楊輝算法》。三上義夫(1947;1999)，《文化史上より

見たる日本の數學》，頁 248。 

圖 1 關孝和的郵票 

背景描繪了行列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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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びに支那の算法との關係及び比較〉是 古老的，接下來是李儼(1930)

〈宋楊輝算書考〉，嚴敦杰(1966;1985)〈宋楊輝算書考〉等中國的研究。

西文有 Lam Ray-Yong（藍麗容）(1977)的研究。一般來說，大多被視為初

等數學書。  

  韓國數學部分、児玉明人(1966)《十五世紀の朝鮮刊銅活字版數學書》

是發展三上義夫(1932-35)的韓國部分的研究。金容云・金容局(1978)《韓

國數學史》是韓國數學通史的。明代數學部分有 1950 年代武田楠雄的研

究，是有系統性的研究。中國有梅榮照編(1990)《明清數學史論文集》。  

  《楊輝算法》的成果可歸納為三項。方陣、（高次）方程式4、「捷法5」

（迅速計算法）等三項。事實上「方陣」（魔法陣、幻方）成果 大，關

於此方面的研究 多 6。不過筆者認為《楊輝算法》的方程式更重要，《楊

輝算法》是東亞數學史上 早從一個二次方程式導出二個根的，而且在求

較大根時使用「翻法」。另外，在於「捷法」中，也有明代流行的珠算領

先的成果。雖然《楊輝算法》是入門數學書，但是還有較多高等數學的基

礎部分。  

  本稿透過關孝和手抄的《楊輝算法》探討日本數學的起源。  

二、《楊輝算法》的內容和關孝和的藍本說 

  李氏朝鮮（1392 年～1910 年）為了推廣數學教育，使用北中國數學

的入門書《算學啟蒙》（朱世傑，1299 年）、南中國數學的入門書《楊輝算

法》和《詳明算法》（安止齋・何平子、1373 年）等作為教科書以實施數

學教育。《算學啟蒙》和《楊輝算法》是講解高次方程式的入門書籍，但

在中國已經失傳。而朝鮮於 1433 年在慶州復刻《楊輝算法》100 本7。從

《算學啓蒙》8和《詳明算法》9的銅活字本留存的事實來看，《楊輝算法》

                                                       
4 《楊輝算法》沒有關於 4 次、5 次這類高次方程式的記述，但中國有類似霍納方法（Horner. 1819）
的傳統解法（釋鎖開方術和增乘開方術）。這些方法不使用微分（霍納方法多用微分法），用模

型及帕斯卡三角形（賈憲・楊輝三角形）求係數（二項展開）。因此東方在求 4 次與 5 次方程

式的差別不大，但 3 次與 4 次方程式就有顯著的差異。在《楊輝算法》中因介紹賈憲・楊輝三

角形，所以以高次方程式來表示。 
5 例如乘 0.125 改成除以 8 的方法。 
6 請參照城地茂(1999)〈江戸時代日本數學家之思想與幻方研究〉的文獻回顧中有做相關資料的

整理。 
7 筑波大學本跋。又《（朝鮮）世宗實錄》15 年 8 月乙巳條云；「慶尚道監司（觀察使），進刊楊

輝算法一百件，分賜集賢殿、戸曹、書雲觀習算局」（金容云・金容局(1978)《韓國數學史》，

頁 190）。 
8 銅活字本只有日本筑波大學圖書館有「養安院藏書」（曲直瀬道三(1507-1594)或其後代的藏書）

印。 
9 有日本國會圖書館一本、日本國立公文書館一本，都是銅活字本。其中國會圖書館本有「讀杜

艸堂」（寺田望南(1849-1929)）印和「養安院藏書」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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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朝鮮古本應也是銅活字本。而以前確認的《楊輝算法》在臺灣、日本僅

有 5 本的珍稀古籍，全為木版本。這些書可能因萬曆朝鮮之役（1592 年-1598

年）朝鮮的古教育制度遭到破壞，戰後為了重建數學教育而復刻的。由於

5 冊都有錯頁的現象，部分還有錯誤。其他還有將「河圖」與「洛書」顛

倒位置的失誤，由此可推測這些不是官方印刷的。  

  關孝和在數學上的成果是源自於《楊輝算法》的說法深根蒂固。如「因

為這本書（《童介抄》（野澤定長、1664 年）），關孝和得知（日本）奈良的

寺院中有楊輝算法的藏書。連忙趕往奈良抄寫回來後，孝和的數學能力進

步神速 10」之類的說法。這是因為，關孝和在奈良抄寫數學書，後來為了

掩蓋內容，將其焚燬的傳說 11，與關孝和抄錄《楊輝算法》一事硬是一起

被連想的原因。  

  不過《童介抄》（野澤定長，1664 年）出版時期不合，日本富山縣射

水市新湊博物館高樹文庫保存的抄寫本是 1661 年12所抄寫時間為更早。  

三、方程式的解法、「翻積法」13 

  現在我們來看《楊輝算法》的內容。從這裡可以看出 2 次方程式有 2

個解。  

             方程式  （ｘ－α）（ｘ－β）＝Ｓ        α＞β＞０                 

  解此方程式的話，若是按照以往刪除面積的方法，只能解出值為較小

的 β。因為若立較大的解 α 為「商」，「實」（實數項）會暫時改變正負符號。

到唐朝前的數學都是以「實」做為面積（二次方程式）或是體積（三次方

程式）。像這樣的負面積是不存在，而像「翻積法」那樣突然變成負數是

無法理解。  

  不過，如果用代數來思考的話，就算「實」的符號突然是負數，或是

一開始就將是負數，這都沒有任何的問題。《田畝比類乘除捷法》卷下第

13 題問題，  

－ｘ2 ＋60ｘ＝ 860

（ｘ-24）（ｘ-36）＝ 860

                                                       
10 齊東野人《武林隱見錄》（1738 年）〈關新介（關孝和）算數妙有事〉，（日本學士院(1954;1979)

《明治前日本數學史》，第 2 期，頁 142）。 
11 齊東野人《武林隱見錄》（1738 年）〈關新介（關孝和）算數妙有事〉，（日本學士院(1954;1979)

《明治前日本數學史》，第 2 期，頁 142）。收藏於日本（加賀藩）尊經閣的《楊輝算法》木版

本已被燒毀。 
12 雖然有 1673 年抄寫的異論，不過筆者認為還是 1661 年抄寫的。詳細內容將第四節論述。 
13 請參照城地茂(1995)〈東亞高次方程之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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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求根 36 的。其解法如下：  

直田積八百六十四步只云長闊共六十步，欲先求長步，問得幾何。  

答曰、三十六步。  

翻積術曰，置積為「實」，相和步為「從方」，以一為「負隅」，開平

方除之。草曰：置積為實，以六十步為從方，置一算為「負隅」。（圖

2-1）  

於實上商，置長三十步，命「負隅」，減從三十。（圖 2-2）  

以上商命餘從，合除積九百。而積不及。乃命翻法，於商數之下，

積數之上。置合除積九百，反減元積八百六十四，餘正積（因「實」

從負數開始的關係，如此表示）三十六。（圖 2-3）  

以上商命負隅，減從三十盡。負隅二退。（圖 2-4）  

又，上商長六步，命負隅，置六於負方14以下。（圖 2-5）  

以下，復命上商除實盡。得長三十六步，合問。（圖 2-6）  

以上文意排成圖 2 如下  

「商」                          ３          ３        ３６      ３６      ３６   

「實」        －８６４      －８６４       ３６     ３６     ３６        ０   

「方法」        ←６０        ３０        ３０          ０      －６    －１２   

「隅（借算）」 －１←１      －１        －１          －１      －１      －１ 

            （圖 2-1）   （圖 2-2）   （圖 2-3）   （圖 2-4） （圖 2-5） （圖 2-6） 

  此方法楊輝稱之為「翻積法」。意指翻面積。楊輝以前，已經知道「實」

的符號改變的例子，但是明示求根複數楊輝是第一個。如此一來，不管是

較大的根或是較小的根都可以隨意解出。  

  「實」是開平方術時為面積的意思，在《九章算術》（紀元 25 年左右）

等書中，從正數開始計算，到了宋代以後，「實」是面積的觀念變薄弱。「實」

與其他項同樣，當作０次項。因此，楊輝也開始將「實」當作負數，在運

算途中再翻為正數。這也並非是幾何的構想，而是可看出代數的構想。  

  如此《楊輝算法》的「翻積法」，因為可以說是和算的中心課題為方

程式的解法，因此應該帶給和算莫大的影響。不過，三上義夫(1875-1950)

提到「中國的天元術中，只採方程式的一根，沒有注意到二根以上15」，這

極為不解。  

                                                       
14 各版本都是用「負積」，但這裡是一次之項，所以現在改為「負方」。 
15 三上義夫(1947;1999)《文化史上より見たる日本の數學》，頁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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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關孝和的《楊輝算法》寫本 

  雖然關孝和是日本數學史上 有名的學者，但因為他生年不是很明

確，所以經歷也是不明。關孝和是幕府‧天守番（100 俵 16五人扶持 17）士，

內山永明（?-1662）的次男，1645 年 18初生於江戶。因為次男繼承內山家

的可能性不高，所以過繼給關五郎左衛門（另一個「通稱」是十郎右衛門，

諱不詳，?-1665）當養子。養父‧關五郎左衛門是在甲府藩（甲府德川家，

之後出現了第六代將軍家宣）擔任小十人番（秘書、100 俵）士19。關五郎

左衛門死後，關孝和繼承了家業。關孝和哪一年過繼給關家當養子的不是

很清楚，但 1661 年20在《楊輝算法》的寫本上是署名了「關孝和」，所以

可以想成在那一年就已經是關家的養子了。  

  1680 年成為「旗本21」（騎士）級管理職（「小十人組頭」就是秘書組

長，200 俵）。1670 年代是關孝和開始發表著作的時期。1674 年代表作《發

微算法》出版後，就升為騎士階級。這顯示了和算的成就跟能不能出人頭

地有些關聯。至少沒有人因為研究和算而被責怪怠慢職務的。後來關孝和

當「勘定方」（財務官）的武士而發達。  

  關孝和在當仕官（作為武士工作）之前，大概 17 歲的時候抄寫了《楊

輝算法》。這個抄本的二度複寫本收藏在日本富山縣射水市新湊博物館高

樹文庫。這座文庫保管數學家‧石黑信由(1760-1836)的藏書，不過石黑信

由的老師、中田高寬(1739-1802)寫字有特殊的習慣，經過調查後判定這是

中田高寬所複寫的22。中田高寬是在 1773 年到 1779 年到江戶國內留學，

在關流（學派）的和算家‧藤田貞資(1734-1807)門下學習。在這個時候複

寫藤田貞資的藏書 23的可能性非常高。現存的寫本應該是在中田高寬死後

的 1813 年時，轉讓給了石黑信由24。  

                                                       
16 1 年的薪水是米 100 俵（袋）（1 袋為 60Kg）。 
17 「1 人扶持」是每天給米 5 合，一年大約有 2.5 俵（袋）。 
18 真島秀行(2009)，〈關新助孝和のある甲府分限帳の記載について〉。不過「關新助孝和的某甲

府分限帳」還沒有公開、所以筆者保留關孝和的生年是 1645 年。 
19 雖然「小十人番士」是「番方（戰鬥性武士）」，不是「勘定方（會計）」或「役方（文官性武

士）」。不過「小十人番士」是具有功績的「役方」武士的榮誉地位。所以關家是「勘定方」

或「役方」的家系。 
20 藪內清(1906-2000)教授所持有的高樹文庫本的「摹寫本」（連字體都模仿的寫本）有 1673 年

的年代。但是高樹文庫本的寫本者（中田高寬）自己將 1673 年修改成 1661 年，所以 1661 年

才是正確的（城地茂（2004）〈關於中田高寬寫‧石黑信由收藏的《楊輝算法》〉參照。 
21 雖然甲府藩士不是「幕臣」（幕府直轄武士）、不過藩主是將軍的弟弟、待遇相當於「幕臣」。

一般的「幕臣」200 俵（或 200 石）以上是騎士。 
22 城地茂，〈中田高寛寫、石黑信由藏、《楊輝算法》について〉，2004，參照。 
23 無法證明關孝和親自抄寫的寫本到底被關學派的和算家摹寫過幾次。 
24 射水市新湊博物館高樹文庫所藏的《關流算學書物讓渡謝礼請取狀》（1813 年）有被轉讓的和

算書書目。因『楊輝算法』是漢書所以沒有記載，但是這個時候已被轉讓的可能性很高。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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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黑藏書中，有關孝和的寫本年紀（年代）：（參下圖）  

  
圖 3 圖 4 圖 525 圖 6 

圖 3 高樹文庫本的關孝和寫本的年代 

圖 4 藪內清藏書的關孝和寫本的年代 

圖 5 日本學士院藏書的關孝和寫本的年代 

圖 6 高樹文庫本的朝鮮重刊年代 

                                                                                                                                                           
照（城地茂，〈關於中田高寬寫‧石黑信由收藏的《楊輝算法》〉，2004。 

25 石黑信由的後裔石黑準太郎大正元年(1912)8 月 1 日抄寫的「高樹文庫本」。 



 
 

 The History of Science Newsletter Vol. 38(2014.09) 

12 《科學史通訊》第 38 期(2014.9) 

 

  如圖 3 所示，知道了中田高寬自身將寬文癸丑（1673 年）修正為辛丑

（1661 年）。正好 1 丁（頁）前朝鮮重刊的年代寫著宣德八年癸丑（1433

年）（圖 6），所以可以推測應該是把宣德八年癸丑誤記為寬文癸丑了，然

後自己修正的。  

  但是藪內清（1906-2000）的藏書（寫本）雖然是高樹文庫本的「摹寫

本26」，卻沒有將寬文癸丑（1673 年）的年代做修改（圖 4）。因為藪內清

本流傳到中國大陸的數學史家，被認為是關孝和在 1673 年複寫的。但是

如同上述所記，從高樹文庫本的原書來看，可得知關孝和是在 1661 年時

複寫的。  

  關孝和除了敘述了自己的意見（圖 7），還有對《楊輝算法》木版本的

錯頁也做了修正。  

 

圖 7 高樹文庫本《楊輝算法》〈田畝比類乘除捷法〉下，第 3 丁表裏  

                                                       
26 不只是內容、行數、字數，甚至是連字體都模仿的寫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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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關孝和的修正部分《楊輝算法》〈續古摘奇算法〉（藪內清藏書）  

  由此得知木版本的頁數在途中亂掉了，正確版本大概有一頁釘在不一

樣的地方。由於高樹文庫本和藪內清藏書本都做了完全一樣的修正，因此

被指出關孝和所抄寫的原本有可能已經修正了錯頁（正丁）。不過我們不

知道關孝和是自己修正的或者關孝和已擁有正本《楊輝算法》。如關孝和

自己修正的話、十幾歳的關孝和已經完全了解《楊輝算法》的。如關孝和

擁有正本《楊輝算法》的話、「勘定方」武士（關孝和）有機會得到《楊

輝算法》的珍貴版本。這問題不僅是關孝和的數學能力、還有對和算家之

社會地位而言、是非常重要的。  

  這次在韓國延世大學校 27所發現的寫本所修正的地方雖然和關孝和指

摘的地方是一樣的，但修正的內容不太一樣（圖 9）。因此若是現存的木版

本全部都有錯頁的話，可能造成關孝和和延世大學校本的複寫者（姓名不

詳）取得的是錯頁本。  

                                                       
27 韓國的「大學校」相當大學，韓國的「大學」相當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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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修正部分《楊輝算法》〈續古摘奇演算法〉（韓國延世大學校寫本）  

  豐臣秀吉(1537-1598)發起萬曆朝鮮之役(1592-1598)是在 16 世紀末。

可以推測李氏朝鮮的數學教育制度在這個時期嚴重被破壞了。為了復興數

學教育制度，現存的木版本在這個戰役之後出版。因此，是不是在這個時

候產生了錯頁？之後在 1661 年關孝和複寫的時候，或許是只有錯頁的版

本。因此，關孝和可以說是靠自己的數學能力來進行修正的。  

五、結論 

  如此，關孝和用自己的能力校正了《楊輝算法》。校正的時候關孝和

17 歲。當時還沒當仕官還是學生的時候進行校正的。可以說是比較簡單的

數學書，是李氏朝鮮的朝鮮王國指定的教科書。對於關孝和來說中文是外

語，他能夠理解並校正《楊輝算法》，顯示了關孝和有著卓越的才能。  

  接著，關孝和於 1665 年在甲府藩擔任仕官。也就是說，是在校正了

《楊輝算法》之後，正式成為武士。這顯示了數學優秀有益於擔任仕官的

可能性。至少對於江戶的武士來說應該有數學不是遊戲的認知。  

  又，現存的《楊輝算法》木版本（7 卷本）確認為以下幾本。根據筆

者的調查，不論哪一本都有錯頁。  

日本筑波大學圖書館、木版本、木版復刻本 二部（圖 13）  

日本宮內廳書陵部 毛利高標（1755-1801）藏書本  

日本尊經閣文庫 前田綱紀（1643-1724）藏書本（圖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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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國立故宮博物院‧圖書文獻館，1880 年在日本購入28 

  本稿新介紹的有三本、其中韓國‧延世大學校圖書館本有錯頁。其他

二本待調査。  

韓國延世大學校圖書館（圖 11）  

韓國高立大學校圖書館 （筆者未見）  

大韓民國寶物 1755 號本（2012 年 2 月 22 日指定）（筆者未見，圖 12）  

圖 10 日本尊經閣文庫木版本 

 

圖 11 韓國延世大學校圖書館

木版本 

圖 12 大韓民國寶物 1755 號本29 

 
圖 13 筑波大學木版本（上）、木版復

刻本（下） 

                                                       
28 原本是北京圖書館藏書。楊守敬(1839-1915)到日本赴任時在 1880-1888 年時購入。 
29 韓國文化財廳網頁《楊輝算法》。http://www.cha.go.kr/unisearch/images/treasure/1615011.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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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以前存在、現在不詳的版本有；  

朝鮮李王家圖書館30 

日本國立公文書館31 

  除了這些以外還留下了抄本。  

日本富山縣‧射水市新湊博物館高樹文庫本 中田高寬以關孝和的

寫本複寫的版本  

日本學士院 石黑準太郎在 1912 年以高樹文庫本來複寫的版本  

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  三上義夫以高樹文庫本來複寫，寄贈

給李儼（1917 年）  

日本靜嘉堂文庫 毛晉（1598-1652）寫本32（6 卷本）  

臺灣國立故宮博物院‧圖書文獻館《宛委別藏》（1813-1820）本（〈楊

氏算法〉6 卷）  

韓國延世大學校圖書館（圖 11）  

韓國綠雨堂（筆者未見）  

圖 14 韓國‧延世大學

校圖書館寫本表紙 

圖 15 高樹文庫本表紙 圖 16 三上義夫寫本33表紙

  過去鮮少做韓國的調查，但《楊輝算法》成為李氏朝鮮的教科書，所

以韓國應該有不少的《楊輝算法》。這有待今後韓國的調查。  

                                                       
30 根據平山諦(1988)，〈朝鮮算書目錄〉，不過現在不詳。 
31 児玉明人，《十五世紀の朝鮮刊銅活字版數學書》，1966，發現，不過現在佚失，是否現在的

宮内廳本？ 
32 毛晉(1598-1652)的抄寫本（成為《宜稼堂叢書》的藍本）現在存放於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靜

嘉堂文庫中。其中〈續古摘奇算法〉前卷已經全部遺失，僅剩下下卷，版心的「續古摘奇算

法下卷」有「下卷」的部份被塗白，該部份為舉出方陣（河圖洛書、魔方陣）的部份，清代

在已不認為方陣為數學的（梅瑴成（編）《增刪算法統宗》(1757)4 冊中河圖洛書被省略。參

考城地茂，〈江戸時代日本數學家之思想与幻方研究〉），1999，故意隱滅的可能性很高。 
33 日本廣島縣安藝高田市歷史民俗博物館藏。寄贈給李儼的手抄本的第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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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楊輝算法》版本流傳狀況 

原書：《乘除通變算寶》（《乘除通變本末》）《乘除通變算寶》（《法算取用

本末》）（1274）  

《田畝比類乘除捷法》（1275）  

《續古摘奇算法》（1275）  

（一）勤德書堂-朝鮮版本34 

 

（二）永樂大典系統（《續古摘奇算法》中一部份）  

                                                       
34 1433 年，100 部印刷，銅活字本。 

《永樂大典》(1409)巻 16329～16364 

嘉靖副本(1567)

巻 16343～16344  

英國劍橋大學圖書館 

巻 16350～16360 巻 16361～16364 

阮元抄本(1809)江藩整理(1813)

知不足齋叢書、馬以艮校(1814)

《諸家算法》(1809?)阮元 

自然科學史研究所 

裘沖蔓（1926 年頃）抄本

浙江省立圖書館 

勤德書堂(1378)失

朝鮮重刊(1433)失

木版本 16 ｃ？ 

覆刻本 

筑波大學 B 本 

關孝和抄本 

(1661)

毛晉抄本 靜嘉堂文庫 

《宛委別藏》 

臺灣國立故宮博物院 

李銳拔(1814) 

（阮元・何元錫）

宋景昌(1840)原稿 

自然科學史研究所 

中田高寛抄本

三上義夫抄、李儼校(1917)

自然科學史研究所 

宜稼堂叢書本(1842)裘沖蔓（1926 年頃）校本

浙江省立圖書館 

藍麗蓉英譯本(1977) 

石黑準太郎抄本

（1912） 
藪内清藏抄本

《中國科學技術典籍通彙》(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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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要影印本、復刻本  

原典  

朝鮮本（筑波本）  

 

知不足齋叢書本  

 

 

 

 

宜稼堂叢書 1842 

 

 

宛委別蔵 1813 

 

永樂大典 1409 

出版年  

1966 

1994 

1882 

1921 

1965 

 

1980- 

1936 

1965 

1993 

1935 

1981 

1959- 

出版社  

兒玉明人（1966）  

靖玉樹（1994）  

嶺南藝林仙館刊本，（臺灣國家圖書館藏書）  

上海古書流通處  

百部叢書集成（藝文印書館）  

《續古摘奇算法》列於目次中，但收錄於本文最後。

（日本京都）中文出版社（根據古書流通處本）  

商務印書館（叢書集成初編本、活字本）  

百部叢書集成（藝文印書館）  

任繼愈（1993）（河南教育出版社）  

上海商務印書館 （線裝本）  

臺灣商務印書館  

中華書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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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rean Edition of YANG Hui Suanfa  

Influenced on Japanese Mathematics:  

When and How Did SEKI Takakazu Proofread? 

Shigeru JOCHI* 

Abstract 

  The YANG Hui Suanfa (Yang Hui, 1275) was published at Hangzhou, the capital 

of the Song dynasty although the Yuan dynasty was already established at Beijing.  

Probably YANG Hui was a mathematical teacher, and taught the YANG Hui Suanfa at 

his own mathematical school. Therefore YANG Hui did not study the astronomical 

mathematics or not the “Tianyuan-Shu” method (the Heave and Elements method) for 

solving astronomical questions, studied commercial mathematical questions which 

supported Southern Chinese economy. Thus YAN Hui studied the “Kai Fang-ha” 

method (solving methods for higher degree equations), the magic squares and so on 

using calculating ability. Therefore historians of mathematics decided that the YANG 

Hui Suanfa was the mathematical introductory book. 

  In the YI dynasty (1392-1910) in Korea, Korean mathematicians used Northern 

Chinese mathematical introductory book of Suanxue Qimeng (ZHU Shijie, 1299) and 

used Southern Chinese mathematical books of YANG Hui Suanfa and Xiangming 

Suanfa (An Zhizhai and He Pingzi, 1373) at Korean university. 

  The Suanxue Qimeng and YANG Hui Suanfa were introduction books for solving 

higher degree equations, but there were already destroyed in China. Then Korean 

government republished one hundred copies of YANG Hui Suanfa at Gyeongju in 

1433 by Sejong the Great (1397–1450, r. 1418–1450). Because There were the cupper 

printed version of Suanxue Qimeng and Xiangming Suanfa, thus the original Korean 

edition of YANG Hui Suanfa was also the cupper printed version probably. The YANG 

Hui Suanfa Korean edition are remained only five copies books in Japan and Taiwan 

now, and all of them are the wood block printed version, are not the cupper printed 

version. The original cupper printed version of YANG Hui Suanfa was maybe 

destroyed during Japanese invasions of Korea (1592-1598). After the war, Korean 

mathematicians republished the wood block printed version of YANG Hui Suanfa, 

however, it had some mistakes, especially the 3 degree magic square in the wood 

block printed version was named “Hetu”, not “Luoshu”. 

  Japanese mathematicians of SEKI Takakazu (1645?-1708) studied the YANG Hui 

                                                       
* Osaka Kyoiku University, Ja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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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anfa in 1661, then corrected mistakes of Korean wood block printed version. 

Before our studies, the YANG Hui Suanfa was very rare book, few Japanese 

mathematicians studied it, but through our studies at Yonsei University in Seoul, there 

are some copies of YANG Hui Suanfa in Korea. In that time, there were some copies 

of YANG Hui Suanfa in Japan and Korea, some Japanese mathematicians also studied 

it and influenced on the studies of solving method of higher degree equations and 

magic squares. 

Keywords：the YANG Hui Suanfa, SEKI Takakazu, YI Dynasty in Korea, Sejong the Great, 

the Suanxue Qimeng, the Xiangming Suan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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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器無敵： 

畢懋康《軍器圖說》與明季軍事技術的改良 

吳彥儒* 

摘要 

  明天啟、崇禎二朝(1621-1644)，明軍在宣府、遼東等戰場上屢屢失利，

促使有志於國的士人亟思改良兵器來扭轉敗局。從當時刊行的兵書中，可

呈現出二條兵器改良路線，一是由耶穌會士與奉教士人引進和仿製西洋火

器，以西洋砲學來革新明軍的武備；一是優化現有兵器與戰術，提升原有

武備的使用效能。因中西文化交流議題的活躍，以往學界較關注明人如何

學習西洋新知，而較少注意明人對中國傳統兵學的深刻自省。畢懋康曾閱

視延綏、固原二鎮，視察山東官兵操練火砲，提督軍務巡撫鄖陽，也和李

之藻等奉教士人交善，是熟稔軍務與中西兵學知識的知兵文人。他在崇禎

朝著錄的《軍器圖說》以明軍常用的火器與弩箭為改良焦點，篇幅雖僅五

十六頁，卻能圖文並茂呈現十六種兵器的相應戰術與改良方式，為改良中

國傳統兵學的代表兵書之一。本文擬以《畢司徒東郊先生年譜》配合官方

史書、文集、地方志等考述作者生平與交遊網絡；並將《軍器圖說》與《神

器譜》、《兵錄》、《武備志》等部分啟禎朝兵書進行文本分析。析論明季軍

事技術的演進脈絡，以及畢懋康期望明軍以此快速、有效的刷振武備，來

填補前線戰損造成的防禦空缺。其重點在聯合運用冷熱兵器，達到遠距、

大量、持久的投射武力，以抵抗騎兵的運動戰。其書完成後，隨即在西苑

觀德殿於崇禎帝御前試演武剛車、神飛砲等火器，證明其實用性。本文據

此呈現明人在強大外患威脅下，不只有求助外來的西洋砲學知識，事實上

仍有另一條重視改良傳統兵器與戰術的強軍路線。  

關鍵詞：畢懋康、軍器圖說、兵書、軍事技術史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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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啟－崇禎朝軍事技術改良的兩條道路 

  萬曆四十六年（天命三年，1618）四月，女真族長努爾哈齊(1559-1626)與明

朝政府宣示開戰1，寫下明清戰爭的序章。此後，明軍在遼東戰場上屢屢失利，

促使有志於國的士人亟思刷振武備來扭轉敗局。從啟禎二朝(1621-1644)刊行於世

的兵書中，2可呈現明軍有二條兵器改良路線，一是由耶穌會士與奉教士人引進

和仿製西洋火器，以西洋砲學來革新武備；3一是優化現有兵器與戰術，提升原

有武備的使用效能。然因中西文化交流議題的活躍，以往學界較關注明人如何學

習西洋新知，而較少注意明人對中國傳統兵學的深刻自省。 

  西洋砲學在耶穌會士與奉教士人的推動下，一度為明軍升起勝利曙光，是革

新武備的目標，然隨即殞滅。天啟六年(1626)，寧前道袁崇煥(1584-1630)在寧遠

之役，用十一門西洋大砲力挫女真軍，其中二門砲更分別受封為「安國全軍平遼

靖虜大將軍」與「安邊靖虜鎮國大將軍」。4而登萊巡撫孫元化建立的西洋火器營，

受葡萄牙軍事顧問訓練，配備重型紅夷大砲，是 具代表性的精銳部隊。5然而，

崇禎五年(1632)的吳橋兵變後，這批精銳部隊不僅沒為明軍立下戰功，反而投效

清軍，其 先進的西洋鑄砲與操砲技術盡入滿人之手。學者指出這次兵變不僅是

清軍能一統江山的關鍵，更造成明廷朝中的天主教勢力急遽減弱，為中國軍事史

上首次引進西洋砲學畫上休止符。6 

  事實上，西洋砲學並非明人刷振武備的惟一道路，同時期仍重視改良傳統兵

學。學者以天啟三年(1623)巡視京營給事中彭汝楠的奏報為例，指出當時京營的

火器仍以三眼銃居多，且不知如何使用庫存的一千一百五十門佛郎機銃，對車戰

之法也久廢不講，認為明人不曾對傳統武器與戰術的運用進行深刻反省。7但從

                                                       
1 顧秉謙等總裁，《明神宗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84，縮景中央研究院歷

史語言研究所民國五十一年[1962]刊本），卷 568，頁 6b(10690)。萬曆四十六年四月甲寅日。 
2 據近年蒐羅兵書目錄最豐的劉申寧《中國兵書總目》，啟禎二朝出版的兵書多達 822 冊，見劉

申寧，《中國兵書總目》（北京：國防大學出版社，1990），頁 165-231。 
3  耶穌會士有湯若望 (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 1592-1666)、羅雅谷 (Giacomo Rho, 

1592-1638)、陸若漢(João Rodrigues, 1561-1633)等；奉教士人有徐光啟、李之藻(1571-1630)、
孫元化(1581-1632)、王徵(1571-1644)、韓霖(1602-1644)等。他們自澳門引進如大鐵銃、鷹嘴銃、

紅夷大砲等西洋火器；翻譯或著有《西法神機》、《火攻挈要》、《守圉全書》、《兵錄》等西洋軍

事知識兵書；仿製歐式火砲而名為「呂宋大銅砲」、「定遼大將軍」等。黃一農，〈天主教徒孫

元化與明末傳華的西洋火砲〉，《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67 本 4 分(1996)，頁

911-966；〈明末薩爾滸之役的潰敗與西洋火砲的引進〉，《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79 本 3 分(2008)，頁 377-413；〈明清獨特複合金屬砲的興衰〉，《清華學報》，新 41 卷 1 期(2011)，
頁 73-136。尹曉冬，〈17 世紀傳華西洋銅炮製造技術研究－以《西法神機》、《火攻挈要》〉，《中

國科技史雜誌》，30 卷 4 期(2009)，頁 377-395。董少新、黃一農，〈崇禎年間援華葡兵新考〉，

《歷史研究》，5 期(2009)，頁 65-86。 
4 黃一農，〈歐洲沉船與明末傳華的西洋大砲〉，《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75 本 3 分

(2004)，頁 614-615。 
5 黃一農，〈天主教徒孫元化與明末傳華的西洋火砲〉，頁 957。 
6 黃一農，〈吳橋兵變：明清鼎革的一條重要導火線〉，《清華學報》，新 42 卷 1 期(2012)，頁 79-133。 
7 黃一農，〈明末薩爾滸之役的潰敗與西洋火砲的引進〉，頁 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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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季戰爭與刊行的兵書內容來看，明軍持續使用佛郎機銃與戰車，8對各種傳統

兵器與戰術的改良未曾停歇。 

  畢懋康的《軍器圖說》聚焦於進化式改良明軍傳統兵器與戰術，為改良中國

傳統兵學的代表兵書之一。全書篇幅僅五十六頁，誠如作者序：「制器無敵……

治戎事者，必先利其器」9以圖文並茂呈現十六種兵器與相應的戰術，其中有十

三種為明軍長年習用。顯示重點在如何優化傳統兵學，加快明軍組訓與熟悉運用

武器的速度，以填補因前線戰損造成的防禦空缺。10軍事史學者已指出《軍器圖

說》的二項史料價值，一是中國 早引介新式燧發槍結構的軍事書籍，11二是保

存崇禎朝新式戰車火器技術的重要史料，以及重視遠程投射武力的戰術，惟並無

史料顯示明廷採用畢懋康的構想。12 

  然而，如此重要的傳統兵學改良構想，明廷為何沒採用？其中的曲折為何？

為此，本文擬以《畢司徒東郊先生年譜》配合官方史書、文集、地方志等考述作

者生平與交遊網絡；並將《軍器圖說》與《神器譜》、《兵錄》、《練兵實紀》、《武

備志》、《武備要略》、《天工開物》、《戰守全書》等部分啟禎朝兵書進行文本分析。

析論明人在強大外患威脅與朝政干預軍事的情況下，如何擇取不同的軍事技術改

良路線，呈現傳統兵器與戰術的演進脈絡， 後評價其歷史地位。13 

二、畢懋康其人與《軍器圖說》 

  畢懋康(1571-1644)的仕途與交際網絡，是造就其熟稔軍務與中西兵學知識的

關鍵，而為一代知兵文人。其字孟侯，號東郊，南直隸徽州府歙縣邑城人（今安

徽省黃山市歙縣），萬曆二十六年(1598)三甲第五名進士，時年二十八歲，選授

中書舍人。14三十三年(1605)授兵部員外郎，首度有軍事閱歷經驗。15而後，開始

                                                       
8 周維強，《明代戰車研究》（新竹：國立清華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08）；《佛郎機銃

在中國》（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 
9 畢懋康撰，《軍器圖說》（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四庫禁燬書叢刊》，景明崇禎十一年[1638]
張繼孟刻本），〈軍器圖說序〉，頁 1a(344)。萬曆四十七年(1618)薩爾滸之役後，徐光啟言「制

器無敵」上疏檢討明軍戰敗的原因，請求明廷重視軍器修整，此言引自管子的兵事有八無敵

之說，可見畢懋康同受其說影響。陳子龍等選輯，《明經世文編》（北京：中華書局，1997），
卷 488，徐光啟撰，《徐文定公集》，〈疏〉，〈敷陳末議以殄兇酋疏〉，頁 1a-5a(5375-5377)。 

10 另，引用《軍器圖說》述介明末火器發展的學位論文，可見范琇茹，〈《天工開物》研究〉（臺

中：國立中興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06）；王大文，〈明清火器技術理論化研究〉（蘇州：

蘇州大學碩士論文 2011）；李悅，〈明代火器的譜系〉（長春：東北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12）。 
11 王兆春著，《中國火器史》（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1991），頁 223-224；《中國古代軍事工程

技術史（宋元明清）》，頁 304。成東、鍾少異編著，《中國古代兵器圖集》（北京：解放軍出版

社，1990），頁 235。 
12 《佛郎機銃在中國》，頁 164-167。李映發認為神飛砲吸收將軍砲、佛郎機、紅夷砲的優點，

擁有裝填迅速、火力強大、運轉靈活的性能，見李映發，〈明代的火炮發展〉，《大自然探索》，

1990 年第 4 期，頁 133-125。王若昭，〈明代對佛郎機炮的引進和發展〉，《清華大學學報（哲

學社會科學版）》，1986 年 1 卷 1 期，頁 100-110。《明代戰車研究》，頁 459-462。 
13 本文將著重器物技術層面的〈火器圖說〉與〈毒弩圖說〉，關於附錄的部分，日後將另文探析。 
14 據《畢司徒東郊先生年譜》載畢懋康生於隆慶五年四月二十七日，時二十八歲中進士，《歙縣

志》載為二十四歲，疑誤。胡博文，《畢司徒東郊先生年譜》（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9，
《北京圖書館藏珍本年譜叢刊》，景清初鈔本。），頁 93、102。石國柱等修，許承堯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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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視察北邊防務與火砲操演的軍事任務。三十八年(1610)十月二十六日任廵按陝

西，16四十年(1612)正月，奉勅閱視延綏、固原二鎮。17四十五年(1617)，廵按山

東查核官兵操演火砲，並將經過撰為《閱海操記》。18 

  畢懋康不僅自身熟稔軍務，也有奉教士人與任職軍務的朝中友人，顯示他有

知悉西洋軍事技術理論與實際軍務狀況的管道。他的歙縣同鄉前輩在朝中位居要

職，且「一見異之，引為忘年友」19有曾任兵部右侍郎提督軍務撫治鄖陽和閱視

薊遼保定的汪道昆(1525-1593)、太子少師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許國(？-1596)、

南京戶部右侍郎並曾入浙江抗擊倭寇的方弘靜(1516-1611)。熟識掌管北京與京營

防務的兵部尚書協理京營戎政黃克纘(1550-1634)與李邦華(1574-1644)。20同科進

士有內閣首輔溫體仁(？-1638)、光祿寺丞王士禎、兵部尚書經略遼東熊廷弼

(1569-1625)，以及向利瑪竇學習西方科學、協助明廷購買西洋大砲的南京太僕寺

少卿李之藻。21 

  萬曆天啟之際，畢懋康因母喪與政局動盪，仕途時起時落。萬曆四十六年八

月，陞任順天府丞，22明神宗制曰：「天下第一品官，無寜爲天下第一品人」23，

負責草擬制詞的翰林院編修孫承宗(1563-1638)更言其制詞之長篇宏論實為當代

第一人。24天啟元年(1621)三月，瀋陽、遼陽二城相繼失守，明廷以他知兵且精

火器，令其募兵並強化京師戰備，但隨因丁母憂而去職。25天啟四年(1624)二月，

                                                                                                                                                           
國］《歙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75，《中國方志叢書》，景民國二十六[1937]年鉛印本），

卷 6，〈人物志〉，頁 38b(910)。萬斯同等纂，《明史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續

修四庫全書》，景北京圖書館藏清[1644-1912]抄本），卷 350，〈畢懋康傳〉，頁 222。 
15 三十五年(1607)授廣西監察道御史，三十六年(1608)任監察御史居京師，三十七年(1609)任巡

按直隸等處視鹽長蘆。《明神宗實錄》，卷 454，頁 5b-6a(8572-8573)。萬曆三十七年正月壬寅

日；卷 458，頁 8a(8647)。萬曆三十七年五月辛丑日。《畢司徒東郊先生年譜》，頁 105-106。 
16 《明神宗實錄》，卷 476，頁 10a(8999)。萬曆三十八年十月丁酉日。巡按為都察院的常職監察

人員，外派時不隸屬當地總督或巡撫，大事奏裁、小事立斷，直接向皇帝負責，監察軍營與

清理軍役是其重要職責。張德信，《明朝典制》（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6），頁 273-274、
455-457。 

17 《畢司徒東郊先生年譜》，頁 118。 
18 《明神宗實錄》，卷 477，頁 2a(9003)。萬曆三十八年十一月丙午日；卷 476，頁 6b(10424)。

萬曆四十四年十一月甲午日。 
19 ［民國］《歙縣志》，卷 6，〈人物志〉，頁 38b(910)。 
20 黃克纘曾賦詩論及與畢懋康出遊。見黃克纘，《數馬集》（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四庫禁

燬書叢刊》，景福建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清[1644-1911]刻本），卷 16，〈贈畢東郊侍御〉、〈夏夜宴

歷下亭同蕭念野畢東郊二侍御泛舟遊大明湖〉，頁 14b-15a(204-205)；卷 39，〈答畢東郊鹺臺〉，

頁 17b-18a(474)。 
21 尹曉冬、儀德剛，〈明末清初西方火器傳華的兩個階段〉，《內蒙古師範大學學報（自然科學漢

文版）》，36 卷 4 期(2007)，頁 504-508。 
22 今據《明神宗實錄》載畢懋康於萬曆四十六年八月任順天府丞，而《畢司徒東郊先生年譜》

載為四十八年秋，疑誤。《明神宗實錄》，卷 573，頁 5a(10825)。萬曆四十六年八月乙丑日。《畢

司徒東郊先生年譜》，頁 180。 
23 孫承宗孫承宗，《高陽集》（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四庫禁燬書叢刊》，景中國科學院圖

書館藏清初刻嘉慶補修本），卷 15，〈制詞〉，頁 64a-b(335)。 
24 《畢司徒東郊先生年譜》，頁 230。 
25 宋純臣監修，溫體仁等總裁，《明熹宗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84，縮

景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民國五十一年[1962]刊本），卷 8，頁 18b(402)。天啟元年三月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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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明廷再起，改任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提督軍務兼撫治鄖陽等處地方，26五年六

月，發生東林黨六君子之獄，他被參劾依附邪黨，遭削籍為民，其兄畢懋良落職，

友人熊廷弼則遭極刑。27此外，東林黨人與奉教士人關係密切，如兵部尚書督理

遼東薊鎮天津登萊等處軍務孫承宗、兵部職方司主事鹿善繼(1575-1636)、李之藻

等人，皆因黨爭而相繼被罷斥，導致西洋火砲的引入停滯。28 

  崇禎元年(1628)，新帝誅魏忠賢，因前朝黨爭而罷的畢懋康獲得平反，以南

京通政使回到官場，29且一直關注明清戰爭與明軍武備問題。五年(1632)改南京

通政使，時大凌河之役後，李邦華(1574-1644)受命整頓京營武備，其兵器改良存

於與程子頤等合撰的《武備要略》，畢懋康為是書作敘讚其實用之功，而非拾人

唾餘。30七年(1634)陞南京兵部右侍郎，31時皇太極發動入口之戰，進攻宣大地區，

他直言追擊騎兵需用火器，惟認為戰後懲處宣大官員的罪刑不合軍法，與其他官

員意見相左，遂藉口爭執邊事而辭任。32十二年(1639)，再起南京兵部右侍郎，

改南京戶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督糧儲，疏陳改革弊端，卻遭同僚攻訐，隔年藉

口年邁請辭，十七年二月二十二日因病卒於家，享年七十四。33著有《西淸集》、

《管涔集》、《孟侯疏草》，皆亡佚，今存《軍器圖說》與《明創置順天府學田記》。
34其兄懋良(1563-1645)於天啟三年任南京應天府尹，後聞南京城破，「擲盞於地

而卒」，享年八十三；其子熙載（字奮庸），隨南明大學士黃道周(1585-1646)起兵

抗清，兵敗後侍奉母親於閩浙之間，出家為僧改名圓明，後嘔血死。35 

                                                                                                                                                           
寅日。《明熹宗實錄》，卷 10，頁 8a(499)。天啟元年五月戊申日。《畢司徒東郊先生年譜》，頁

231。張廷玉等總裁，《明史》（北京：中華書局，1975，新校本），卷 242，〈畢懋康傳〉，頁

6278-6279。 
26 《明熹宗實錄》，卷 39，頁 11b(2270)。天啟四年二月丙午日。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明朝檔案

編委會編，《中國明朝檔案總匯》（桂林：廣西人民出版社，2001），冊 1，〈兵部為畢懋康頂補

鄖陽撫治員缺請遵寫敕書事行稿〉（天啟四年二月二十六日），頁 421-423。 
27 《明熹宗實錄》，卷 60，頁 26a(2829)。天啟五年六月庚寅日。《明史》，卷 242，〈畢懋康傳〉，

頁 6278-6279。 
28 黃一農指出萬曆初至崇禎末年的二十五科進士中，至少約一百七十人對天主教保持友善態

度，其中不乏東林黨人，其關係密切。見黃一農，〈歐洲沉船與明末傳華的西洋大砲〉，頁 621；
〈天主教徒孫元化與明末傳華的西洋火砲〉，頁 946-956。謝國楨，《明清之際黨社運動考》（北

京：中華書局，1982），頁 47-58。 
29 畢氏任職南京通政司時間以《明崇禎長編》為準，《畢司徒東郊先生年譜》載崇禎五年任，時

間與《明崇禎長編》不同，疑誤。不著撰人，《明崇禎長編》（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

究所，1984，縮景《痛史》本），卷 7，頁 27a-b(365-368)。崇禎元年三月壬午日；卷 10，頁

19a-b(575-576)。崇禎元年六月乙巳日。《畢司徒東郊先生年譜》，頁 247。另，崇禎二年(1629)
改南京兵部右侍郎未任，再改工部右侍郎。《明史稿》，卷 350，〈畢懋康傳〉，頁 222。張德信，

《明代職官年表》（合肥：黃山書社，2009），頁 960。 
30 程子頤等撰，《武備要略》（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四庫禁燬書叢刊》，中國科學院圖書

館藏明崇禎五年[1632]刻本），〈武備要略敘〉，頁 8-11。 
31 《明代職官年表》，頁 1958。 
32 《畢司徒東郊先生年譜》，頁 247-248。 
33 《畢司徒東郊先生年譜》，頁 249-251。《明代職官年表》，頁 1739-1740、1958。 
34 畢懋康，《明創置順天府學田記》（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北平琉

璃廠翰茂齋李月庭拓本）。 
35 《明熹宗實錄》，卷 31，頁 26b(1606)。天啟三年二月庚寅日。錢海岳，《南明史》（北京：中

華書局，2006），卷 31，〈畢懋康傳〉，頁 1576-15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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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存《軍器圖說》為北京圖書館藏明崇禎十一年(1638)張繼孟刻本，不分卷，

書貌為五十六葉，十行，二十一字，白口，四周單邊，又有舊鈔本一冊存上海圖

書館、南京圖書館。36有門人張繼孟序、37侄登輔小引、侄登翰跋，38書末再附侄

顯謨跋，凡十三葉。全書體例分〈火器圖說〉與〈毒弩圖說〉與附錄〈火攻神藥

法品〉、〈射虎弩藥曬方〉、〈擇日選方雷霆火攻秘訣〉，先圖後說。〈火器圖說〉十

二項：輪流放銃、翼虎砲、追風槍、神飛砲、鳥銃、自生火銃、鋼輪火櫃埋伏地

雷、火箭匣、刀銃、梨花槍、改式武剛車，其中鞭銃亡佚，故存十一項，凡十三

葉；〈毒弩圖說〉六項：為輪流發弩、下窩弩、諸葛弩、蹶張弩、窩弩、雙箭弩，

凡八葉。 

  在吳橋兵變後，明廷雖終止西洋兵學的輸入，然仍需要熟習兵器與戰術的知

識以強化明軍戰力。崇禎七年，畢懋康辭官時，崇禎帝令其製造武剛車、神飛砲

等器械，並輯成《軍器圖說》以進。或因他非奉教士人，在身分上未受兵變事件

的牽連，且熟習軍務、涉獵西洋兵學，是以政治立場與能力皆受崇禎帝認可。他

自序撰作《軍器圖說》的目的，是希望明朝建立強大武裝器械以對抗北方遊牧民

族的騎兵部隊，其言：「御虜之策必竟求之火器為是，其堪為火器之佐者，則無

如毒弩」39述說火器與毒弩聯合運用以克制騎兵。由序言得知進書日期為崇禎八

年(1635)七月二十日，而後崇禎帝在西苑觀德殿試演武剛車、神飛砲等火器，

後發部儲用。40乾隆四十六年(1782)，江蘇巡撫閔鶚元(1720-1797)以其語有詆觸，

清廷奏准銷燬。41從門人張繼孟作序的時間，可知今存《軍器圖說》是進呈崇禎

帝後，刊行於市面的版本。 

三、御虜之策：〈火器圖說〉 

  畢懋康輯選的武器新舊款式不一，有明軍長年使用的梨花槍、地雷，亦有改

良過的神飛砲、追風槍與 新型的自生火銃。在面對各種戰況時，畢氏如何評價

其擇取的武器，又與過往的軍事技術有何關聯，是否能獲取 佳的實戰效益，以

下分述之，而性質相近又聯合運用的武器，則一同討論： 

（一）步兵戰術改良：輪流放銃 

  畢懋康指出北方遊牧民族 懼怕明軍的火器，但火器有發射停滯期與臨陣操

作是否順暢的致命弱點。輪流放銃就是改進此缺陷的陣型，畢氏以鳥銃為範例陣

                                                       
36 《中國兵書總目》，頁 183。許保林，《中國兵書通覽》（北京：中國人民解放軍出版社，2002），

頁 655。 
37 張繼孟(？-1644)，字伯功，陜西鳳翔府扶風縣人，萬曆四十七年三甲第四十三名進士。崇禎

十七年，時任川西道副使，後被張獻忠殺。《明史》，卷 295，〈張繼孟傳〉，頁 7562-7564。 
38 王彬，《清代禁書總述》（北京：中國書店，1999），頁 248。 
39 《軍器圖說》，〈軍器圖說序〉，頁 1a(344)。 
40 據［民國］《歙縣志》所載崇禎二年畢懋康受命輯《軍器圖說》，今據《畢司徒東郊先生年譜》

應為崇禎七年。《軍器圖說》，〈軍器圖說序〉，頁 3b(345)。《畢司徒東郊先生年譜》，頁 247-248。
［民國］《歙縣志》，卷 6，〈人物志〉，頁 38b(910)。 

41 雷夢辰，《清代各省禁書彙考》（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9），頁 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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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令士兵三人一列，各自依序重複執行填藥、瞄準、發射的動作。操作鳥銃時，

令士兵雙手握住槍管，姿勢必須保持水平，槍管背上有瞄準用的雌雄二臬，臬原

意為「柱形儀表」，在兵書上多指為火銃的前星與後星，瞄準時以目對臬並以臬

對敵，採「後星－前星－目標」三點連成一線的瞄準方式，進行點放射擊。如此

一來，則火力發射可以持續不斷，讓明軍立於不敗之地。42（圖 1） 

  明軍早有遠距武器輪流放射的陣形，畢懋康改良陣形人數，並且將冷熱兵器

混用。萬曆二十六年，趙士楨的和刻五卷本《神器譜》已提出輪番放銃的方法，

稱之「五人更番放銃」。（圖 2）以為五人一列，分持四把鳥銃，一人專責放銃，

後方四人協助裝填彈藥，偕同戰車作戰，作四百五十至六百公尺的中距離攻擊。
43此法與「輪流放銃」的人數與各自裝填放銃的操作方式不同，可說明畢懋康考

量到過去第一排放銃手受傷機率較高，若後方裝填人員不善於放銃，則陣形功效

會減低，故以能完整操作鳥銃的人組成一陣。 

圖 1 輪流裝、進、放銃圖 圖 2 五人更番放銃圖 

資料來源：《軍器圖說》，〈輪流放銃〉，頁

1a-b(346)。 

資料來源：《神器譜》，卷 2，〈原銃〉上，頁 17a(2688)。 

  此陣形亦用於弩兵，是為輪流發弩。以三百名弩手為一組，分為三排，每排

一百人，第一排為發射姿勢，第二排準備接替前排，第三排為安裝弓箭中。三排

動作循環重複，則弩箭不停。44銃、弩聯合放射，可分別拒敵於遠、中距離，

後再近身肉搏殘餘敵兵。輪流發弩的述介全引自《武備要略》〈輪流發弩進弩上

弩說〉，圖像則由三人重繪為五人。45（圖 3-5） 

                                                       
42 《軍器圖說》，〈輪流放銃〉，頁 1a-b(346)。尹曉冬，〈明清之際兵書文獻中彈道知識描述的辨

析〉，《自然科學史研究》，28 卷 4 期(2009)，頁 465-475。 
43 《明代戰車研究》，頁 331-333。 
44 《軍器圖說》，〈輪流發弩〉，頁 15a-b(353)。 
45 《武備要略》，卷 9，〈輪流發弩進弩上弩說〉，頁 16a-17b(314-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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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輪流發、進、上弩圖（《軍器圖說》） 

資料來源：《軍器圖說》，〈輪流發弩〉，頁 15a-b(353)。 

 
圖 4、5 輪流發、進、上弩圖（《武備要略》） 

 

 
資料來源：《武備要略》，卷 9，〈輪流發弩進弩上弩說〉，頁 16a-17b(314-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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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翼虎砲 

  翼虎砲是一前膛式的重型陣地火砲，畢氏言翼虎砲的造廠位於榆林鎮（即延

綏鎮，位於今陝西榆林市），時常演放給各部落使節觀看，以收其畏懼中國武力

的心理效果。翼虎砲的尺寸為砲管外露部分長三尺（約 96 公分），後一尺六寸（約

51.2 公分）與柄結合，柄長二尺二寸（約 70.4 公分），重六十觔（約 35.4 公斤），

附有照門與照星。使用時放於架上，砲身可上下、左右移動，做有限度的射界調

整。（圖 6）在佈陣上，一營分發數十架列於陣前，分數層次第發射，或列於兩

翼，或於橋口，或敵方渡河之時。若於北邊的曠野上，則需數以萬計的翼虎砲，

並且以數百門作為第一層，其後用大量火箭掩護。可見，翼虎砲因重量大須以砲

架固定，適合於定點防禦，機動性較低，且需要其他遠程與近戰兵器護衛。 

圖 6 翼虎砲圖 圖 7 翼虎銃圖 

 
資料來源：《軍器圖說》，〈翼虎砲〉，頁 2a-b(347)。 資料來源：《神器譜》，卷 2，〈原銃〉中，頁 23a(2691)。

  實際上，萬曆二十六年趙士楨所撰的《神器譜》中，已可見翼虎砲的後續改

良機型－旋機翼虎銃。（圖 7-8）重量上大幅輕量化為五斤餘（約 2.95 公斤），銃

筒由一增為三，新式的三頸火藥罐設計，使其可同步為三個銃筒裝填火藥。外型

上類似三眼銃，而兼具鳥銃的低深彈道，是從陣地火砲改良縮小為提供步兵與騎

兵用的短銃，機動性較舊型提高許多，發射後放在手臂上當作格擋防具，隨即以

刀肉搏（圖 9）。惟此改良在經費問題下引發政爭，致使明廷未大量生產製造。46 

 

 

                                                       
46 《明代戰車研究》，頁 338-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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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旋機翼虎銃圖 

 
資料來源：《神器譜》，卷 2，〈原銃〉下，頁 29b(2694)。 

圖 9 步兵、騎兵使用翼虎銃圖 

 

資料來源：《神器譜》，卷 2，〈原銃〉上，頁 25a-b(26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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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實戰紀錄方面，萬曆三十八年十二月初七日至二十二日，北虜進犯榆林鎮

東路、神木堡等處，翼虎砲於定點防禦騎兵獲取戰功。47萬曆四十六年至天啟元

年，工部援助遼東戰場的兵器中，翼虎砲已知有一百一十位，48天啟二年的廣寧

之役，明軍在西平堡靠此砲擊斃眾多後金軍。49 

（三）追風槍 

  追風槍為單兵使用的小型火器（圖 10），外部銃身長四尺四寸（140.8 公分），

後一尺（32 公分）長與柄結合，柄長一尺八寸（57.6 公分），重十六斤（8 公斤）。

追風槍使用火藥量為三錢，子彈重量為一錢五分，能擊穿四十步（約 64 公尺）

外的鐵牌。50畢氏特別指出子彈貫穿性能的重要，其重點在槍身口徑與長度的比

率，較長的槍身，讓火藥推擠子彈時間較長，擁有較佳的射擊初速，使子彈的貫

穿與射程較高。51相對《武備志》的大追風槍，追風槍的修改為輕量化，重量少

二斤，長度短一寸。52（圖 11） 

圖 10 追風槍圖 圖 11 大追風槍 

  
資料來源：《軍器圖說》，〈追風槍〉，頁 3a-b(347)。 資料來源：《武備志》，卷 125，〈火七〉，〈火器圖說四〉，

頁 5328。 

                                                       
47 涂宗濬，《撫延疏草》（臺北：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藏明[1368-1644]刊本），卷 8，〈狡虜大

舉屢犯官軍剿殺大捷疏〉，頁 1a-23a。 
48 《明熹宗實錄》，卷 20，頁 10a-12a(1014-1017)。天啟二年三月庚戌日。《明代戰車研究》，頁

389-390。 
49 《軍器圖說》，〈翼虎砲〉，頁 2a-b(347)。又，和刻本《神器譜》與《武備志》載有之「翼虎銃」，

一為刀銃合一，一為槍銃合一的單兵武器，名稱相似翼虎砲而外型、用法皆不同。《神器譜》，

卷 2，〈原銃〉下，頁 32b(2695)、33b(2696)。《武備志》，卷 125，〈火七〉，〈火器圖說四〉，頁

2b-3a(5314-5315)。 
50 《軍器圖說》，〈追風槍〉，頁 3a-b(347)。 
51 關於明人對彈道學的認知，可見徐新照，〈論明代火器研製者探討彈道學理論的特點〉，《明史

研究》，第八輯(2003)，頁 72-89。 
52 《武備志》，卷 125，〈火七〉，〈火器圖說四〉，頁 5328-5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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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神飛砲 

  神飛砲是一種改良後的重型佛郎機銃，在書中有三種設計（見表一）。可依

據目標不同，使用裝填不同子彈的子銃，如攻擊舟車城垣則用一顆二十五斤重的

合口彈；對人或馬，則用重二兩的石彈兩百個，或重一兩的鐵彈五百個。53其優

點有三，一是子母砲設計，由後膛填裝，僅需一、二人操作，可預先裝填五個子

銃使用；二是前膛砲在發射兩、三次後就有過熱膛炸的危險，子母砲的設計可避

免砲身過熱，提升射擊次數與效率；三是即使發生膛炸，也多是子銃，危險性較

低且可立即更換再投入作戰。飛神砲設計成可隨時更換攻擊目標，使其臨陣運用

特別靈活，如攻擊人、馬的散彈，在多門連續射擊下的火網，殺傷力十分驚人。

（圖 12-13） 

圖 12 神飛砲圖 圖 13 神飛砲圖 

 
資料來源：《軍器圖說》，〈神飛砲〉，頁 4a-5a(348)。 資料來源：《戰守全書》，卷 12，〈守部〉，頁 5b(445)。 

表一：《軍器圖說》中設計的神飛砲 

神飛砲 身長

（尺） 

徑闊

（寸） 

重 

（公斤）

子砲

（門）

子砲重

（公斤）

子砲長

（寸）

子砲內

徑（寸） 

火藥 

（公斤）

一號 8 8 500 5 40 15 7 2.5 

二號 7 7 400 5     

三號 6 5 300      

資料來源：周維強，《佛郎機銃在中國》（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表 6-4，頁 167。 

（五）鳥銃 

  鳥銃是明中葉以降常見的單兵火銃，適合馬上或步戰使用，廣泛配置於各地

戰場上，並與戰車、弩器組合作戰。54鳥銃之名的由來很多，畢氏言其得自外國，

能射落飛於高空的鳥；今人李約瑟則認為其得名於夾持火繩的撞機貌似鳥類啄食

動作；義大利人帕羅．維太利（Gian Paolo Vitelli, ?-1499）以 moschetto 稱呼之，

                                                       
53 《佛郎機銃在中國》，頁 164-167。 
54  如前述援遼的武器中，也送了鳥銃計六千四百二十五門。《明熹宗實錄》，卷 20，頁

10a-12a(1014-1017)。天啟二年三月庚戌日。《明代戰車研究》，頁 389-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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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為 musket，意旨雄雀鷹。55鳥銃與傳統中國火槍使用多顆鉛子的散彈攻擊型

態不同，是使用單顆鉛子為子彈，倚靠高倍徑的槍管，以及鉛子與槍管密合度高，

膛壓穩定不致外洩，擁有較高射擊準度與穿透度。56《軍器圖說》的鳥銃圖十分

簡化，詳細的結構圖可見於《武備志》。（圖 14-19） 

圖 14 鳥銃圖（《軍器圖說》） 圖 15 鳥嘴銃全製 

  
圖 16 鳥嘴銃分形 圖 17 鳥嘴銃銃架與銃頭 

  

圖 18 鳥嘴銃搬軌與側立 圖 19 又鳥銃分形 

  

資料來源：《軍器圖說》，〈鳥銃〉，頁 6a-b(349)；《武備志》，卷 124，〈火六〉，〈火器圖說三〉，頁 5275-5279。 

（六）自生火銃 

  自生火銃是《軍器圖說》 獨特之處，述說擊發裝置由火繩引燃改為燧石摩擦

金屬片點火，此結構在歐陸稱之 Flint-lock。相對火繩槍的槍機結構，自生火銃的火

                                                       
55 《軍器圖說》，〈鳥銃〉，頁 6a-b(349)。鳥銃的來源有多種說法，但可確定的是與日本關係密切。

見《明代戰車研究》，頁 113-115。威廉‧利德(William Reid)，《西洋兵器大全》（香港：萬里

機構．萬里書店，2000），頁 98。 
56 《明代戰車研究》，頁 113。 



 
 

 The History of Science Newsletter Vol. 38(2014.09) 

36 《科學史通訊》第 38 期(2014.9) 

藥室火門大小縮減，令其更不怕火藥淋濕，也避免因火星飄落而誤發的狀況。57（圖

20）在 1550 年前後，荷蘭已有相似的燧發槍機，現存 早的燧石槍約製於 1605-1610

年，為法王亨利四世所有，法國 早掌握此技術，直至十七世紀中葉以降才在歐陸

擴散開來。58（圖 21）顯示同時期，明朝擁有與歐陸相似的燧發槍技術。 

圖 20 自生火銃圖 圖 21 法王亨利四世的燧發槍 

 

資料來源：《軍器圖說》，〈自生火銃〉，頁 7a-b(349)。 資料來源：《西洋兵器大全》，頁 150。 

（七）鋼輪火櫃埋伏地雷 

  鋼輪火櫃地雷有兩種攻擊方式，一為埋設地下，垂直往上爆發，一為地表上以

砲筒圍繞一區，透過踩踏引線點火。當置於地下時，以圓石為砲體，鑿空其中，放

入引線，置入三十斤火藥，引線放入羊腸內以黃蠟封閉，再加炭屑放入竹筒內，可

避免水侵潮濕。置於地表上時，調整砲口在路上的射界，周圍蓋以草土作為掩飾，

當敵方人馬絆到引火線時，可連動多個火櫃齊射造成傷害。（圖 22）對照稍早的《武

備要略》，可見畢氏簡化《武備志》的地雷機械結構圖，但增加了在道路上埋設地雷

對照圖（圖 23-24），59另有視角由上至下的擺設地雷與砲口方位圖（圖 25），提供使

用者參考。60 
圖 22 鋼輪火櫃埋伏地雷圖 圖 23 鋼輪發火圖 

 
資料來源：《軍器圖說》，〈鋼輪火櫃埋伏地雷〉， 

頁 8a-9a(350)。 

資料來源：《武備志》，卷 134，〈火十六〉，〈火器圖說十三〉，

頁 14a(5653)。 

                                                       
57 《軍器圖說》，〈自生火銃〉，頁 7a-b(349)。 
58 《西洋兵器大全》，頁 149-166。 
59 《武備志》，卷 134，〈火十六〉，〈火器圖說十三〉，頁 5653-5661。 
60 《武備要略》，卷 2，〈地雷圖說〉，頁 21b-22a(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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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 銅輪伏火櫃全式 圖 25 埋伏地雷鋼輪匣圖 

資料來源：《武備志》，卷 134，〈火十六〉， 

〈火器圖說十三〉，頁 15a(5655)。 

資料來源：《武備要略》，卷 2，〈地雷圖說〉，頁 21b-22a(38)。

  在地雷結構方面，鋼輪火櫃以榆槐木製造，樣貌為方形箱子，外部鑽有多孔

以便牽連引線，以線牽動打火石或墜鐵來引燃。引爆時，地中土石皆為砲彈，以

破片傷人，同時破壞地形，不利大軍移動。惟使用時需要蒐集敵方移動路線的精

確情報，設置時更要設法保密，才能發揮 大戰果。61而實戰紀錄方面，萬曆八

年夏四月，薊鎮總兵官戚繼光（1528-1587）曾於薊鎮石門塞的長城附近埋設地

雷。62萬曆三十八年二月二十七日卯時，陝西延綏鎮高家營參將高繼光以此成功

伏擊北虜約一百名騎兵，獲得戰功。63 

（八）單兵近戰武器：刀銃、梨花槍 

  刀銃、梨花槍是冷熱兵器的結合，為步兵獲取較遠的作戰距離，同時擁有較

大殺傷力。刀銃是將刀與撞擊式單發火銃合為一體，外貌上與一般刀無異，槍口

位於刀柄末端，在近戰時出奇不意對敵發射，擊發距離可達十步之外。64（圖 26）

對照萬曆三十六年成書的《兵錄》中，可見相似形式的「日本銃刀式」，是藤牌

手的佩刀，使用上是先射擊後，再衝上前作肉搏戰。65（圖 27） 

 

                                                       
61 《軍器圖說》，〈鋼輪火櫃埋伏地雷〉，頁 8a-9a(350)。 
62 戚繼光，張德信校釋，《戚少保奏議》（北京：中華書局，2001），〈補遺卷 2〉，〈議修石門塞城

設炮牆重門大炮製自犯鋼輪火〉萬曆八年夏四月頁 249 
63 《撫延疏草》，卷 8，〈年終類報功級疏〉，頁 26a-44a。 
64 《軍器圖說》，〈刀銃〉，頁 11a-b(351)。 
65 何汝賓，《兵錄》（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四庫禁燬書叢刊》，景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

崇禎[1628-1644]刻本），卷 12，〈日本銃刀式〉，頁 34b(6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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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6 刀銃圖 圖 27 日本銃刀式圖 

  

資料來源：《軍器圖說》，〈刀銃〉，頁 11a-b(351)。 資料來源：《兵錄》，卷 12，頁 34b(676)。 

  依梨花槍的尺寸設計，攻擊距離較刀銃遠，以梨花筒繫於長槍之首，點火擊

發後可散狀攻擊數丈之外的敵人，殘餘火藥亦可用於近戰傷敵。畢氏引《武備志》

介紹宋人李全(?-1231)以「二十梨花槍，天下無敵手」之善使聞名，而在明嘉靖

年間抗倭戰爭時，浙江巡撫胡宗憲(?-1565)以此屢建戰功。66（圖 28-29） 

圖 28 梨花槍圖 圖 29 梨花槍圖 

  
資料來源：《軍器圖說》，〈梨花槍〉，頁 12a-b(352)。 資料來源：《武備志》，卷 128，〈火十〉，〈火器圖說七〉，

頁 3a(5146)。 

（九）改式武剛車、火箭匣 

  武剛車是明軍第一種特別命名的戰車，明成祖時主要是擔任運輸糧食的後勤

任務，擁有自我防護能力，而後逐漸成為前線運用的主力戰車。67改式武剛車其

實是由兩輛單輪戰車組合而成，當道路狹小時可分離前進，遭遇敵軍時再組合起

來增強火力與防護力，同時配合小型槍砲與毒弩手連同作戰。主要武器為四門中

砲、一箱火箭，火箭即為前述的火箭匣，車前繪有虎面，虎眼可作為槍眼，虎口

為中砲和火箭匣的出口。68（圖 30） 

                                                       
66 《軍器圖說》，〈梨花槍〉，頁 12a-b(352)。其內容選輯《武備志》，卷 128，〈火十〉，〈火器圖

說七〉，頁 5146-5147。另，原書缺第十三頁，故〈鞭銃〉的形制與用法不得而知。 
67 《明代戰車研究》，頁 54。 
68 《軍器圖說》，〈改式武剛車〉，頁 14a-b(352)。《明代戰車研究》，頁 460-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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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箭匣主要作為改式武剛車的輔助武器，69共有三層，一層有九個箭矢，一

經點火則二十七矢齊射，用射虎藥塗於箭簇上，使其具有毒性，為小型毒藥火箭。

（圖 31）70射虎藥又名見血封喉，以新鮮草烏為主藥，榨其汁液分為十碗，四碗

熬煮為熟汁，再與六碗生汁混合，費時七日濃縮，再陰存四、五日。作工繁複且

保存不易，藥性又很容易被香油與水化解。71 

圖 30 改式武剛車圖 圖 31 火箭匣圖 

 
 

資料來源：《軍器圖說》，〈改式武剛車〉，頁 14a-b(352)；〈火箭匣〉，頁 10a-b(351)。 

  在火器方面，畢氏認為當代火器有三百餘種，但符合作戰需求的不過數項，

精準的火器為鳥銃、追風槍等小型火器；適合單兵操作衝鋒陷陣為翼虎砲；有

遠距、連射能力的佛郎機銃；用於攻城的重型火砲神飛砲，輔以輪班發銃之法來

更番迭進，就能維持穩定火力投射，造成敵軍傷害。72上述武器除地雷與陣地用

的翼虎砲以外，其共同的特性是輕量化與高機動性。顯示畢氏選擇的兵器，適合

在野戰中運用，如以神飛砲配合戰車、輕型火銃、弩，彼此掩護遠、中、近距離

戰鬥，以對抗高機動性的騎兵部隊。 

四、火器之佐者：〈毒弩圖說〉 

  弓箭與弩長期為中國的遠程兵器，各有其優缺點，自漢代以降，中國的弓術

已不及遊牧民族的騎射戰術，故轉向發展各型弩與戰術作為反制。在中國，弩的

實用性逐漸高於弓，其原因為五項優點，分別是射程遠、飛行速度快、穿透力強、

精確度高、張弦搭箭後可以有較長等待發射時間。73 

  明代，從開國到守成的大小戰役中，各式弩器都是不可缺少的重要角色。元

                                                       
69 《明代戰車研究》，頁 460-461。 
70 《軍器圖說》，〈火箭匣〉，頁 10a-b(351)。 
71 《軍器圖說》，〈射虎弩藥曬方〉，頁 31a-32b(361)。其內容選輯自《武備志》，卷 120，〈火二〉，

〈制火器法二〉，頁 5137-5142。 
72 《軍器圖說》，〈軍器圖說序〉，頁 1a-2a(344)。 
73 明以前的各類弩器與訓練用法，可見李天鳴，〈北宋的弩和弩箭手〉，《故宮學術季刊》，15 卷

2 期(1998)，頁 103-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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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正二十三年(1363)，朱元璋(1328-1398)與陳友諒(1320-1363)決戰鄱陽湖，即「先

發火器，次弓弩」74作為制敵利器。明朝肇建後，朱元璋未避免軍士習於安逸而

鬆弛武藝，特於洪武六年(1373)詔令在京師的衛所兵到御前演練，依照射擊遠近

與精準度分定獎懲。75大學士丘濬(1421-1495)言： 

臣按自昔談兵者，皆以弩為中國之長技。故漢兵器以弩為尚、將軍有強弩、

積弩之名、而其用人，則有材官、蹶張之目……今世則惟用弓矢，而所謂

弩者，隊伍之間不復用矣。意者有神機、火鎗之用以代之，故不復置歟。

然以臣觀之，二者皆不可偏廢也。虜惟弓矢一事。今我既用弓矢，又用火

鎗，而又復用古人之弩。則是虜之長兵一，而我之長兵三。以一制三，虜

騎欲來衝突，不待短兵接，而我之三技，巳斃之于百步之外也。76 

不僅說明弩器是中國傳統長技、意象呈現於職官名稱上，聯合弩、弓、火器形成

大量的投射武力，更是遠距制敵的重要戰術。 

  畢懋康十分重視弩與火器的聯合運用，二者互補彼此差異的射程與射速，達

到長時間在遠、中距離對敵殺傷的效果。同時，將毒藥施在箭簇上，增加其殺傷

力。〈毒弩圖說〉述介的弩，大多用於防禦性工事或守城之用，僅蹶張弩為戰陣

中排陣使用。然有一項共通性是輕型且操作簡易，甚是婦孺皆可運用自如，說明

使用技術需求不高的武器，在戰場上的運用十分靈活方便。以下將分述不同款式

的弩器與各自適用的戰場環境。 

（一）輪流發弩 

  弩與銃的輪流放射運用，請見前述「輪流放銃」。（圖 3、4、5） 

（二）下窩弩、窩弩、雙箭弩 

  窩弩適用於道路隘口或營區的防衛設置的陷阱機關，投射方向與敵方動向呈

九十度。77如營區在東面，敵方自西面過來，就設在此路線的北面或南面，由側

面進行射擊。（圖 32-33，可見在上坡與下坡地形的擺設樣貌）除人力操作外，也

可以機關型式作為陷阱之用，同樣設於道路側面，以數張弩連成一排，板機用繩

線牽引，路線前方則為啟動線，敵人一絆到，機關隨即發動。投射的高度預設為

二尺五寸（約 80 公分），在一般成年人的胯下以上、肋骨之間，此處通常是衣甲

為薄弱處，也是人體臟器要害之所。從實戰經驗而言，敵人也知道要用長竿探

查路線前方是否有陷阱，故可透過機關設置，首先發射的為 後端弩箭，即使讓

敵方探知啟動，亦已在攻擊範圍內。78 

                                                       
74 夏原吉監修，胡廣等總裁，《明太祖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84，縮景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民國五十一年[1962]刊本），卷 12，頁 6b(158)。癸卯歲七月丙戌日。 
75 《明太祖實錄》，卷 78，頁 4a-5b(1427-1430)。洪武六年正月戊午日。 
76 《明經世文編》，卷 74，丘濬撰，《丘文莊公文集》，卷 4，〈議〉，〈器械之利一〉，頁 17a-18b(636)。 
77 最初用途為捕獸用，僅能做一次性攻擊。「其山人射猛獸者，名曰窩弩，安頓交跡之衢，機傍

引線，俟獸過，帶發而射之。一發所獲，一獸而已。」宋應星撰，《天工開物》（上海：上海

古籍出版社，1997，《續修四庫全書》，景明崇禎十一年[1638]刻本），卷下，〈弩〉，頁

29b-30a(117-118)。 
78 《軍器圖說》，〈下窩弩〉，頁 16a-17a(353-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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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 下窩弩圖 圖 33 上窩弩圖 

資料來源：《軍器圖說》，〈下窩弩〉， 

頁 16a-17a(353-354)。 

資料來源：《武備要略》，卷 9，〈上窩弩圖〉，頁 33b-34a(323) 

  窩弩有些許缺點，如弦不能久上，會使弩擔彈性疲乏，弩擔由六層竹片組成，

部分可以調整位置以維持彈性。 初使用花皮弦，但其上有膠，容易受潮鬆軟且

會被老鼠啃食，改用小棕索則可改善此二項缺點。79另，雙箭弩與窩弩功能相似，

惟可同時發射二矢。（圖 34-35）80對比《武備要略》的「上窩弩全圖」，可見畢

氏沿用其構圖，省略架設窩弩的放大圖。（圖 36-39） 

圖 34 雙箭弩圖 圖 35 雙飛弩圖 

  
資料來源：《軍器圖說》，〈雙箭弩〉，頁 22a-b(356)。 資料來源：《武備志》，卷 103，〈戰八〉，〈器械二〉，頁 18a(4279)。

                                                       
79 《軍器圖說》，〈窩弩〉，頁 21a-b(356)。其文字敘述輯自《武備志》，卷 102，〈戰八〉，〈器械

二〉，頁 4275-4276。 
80 《軍器圖說》，〈雙箭弩〉，頁 22a-b(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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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6 窩弩圖 圖 37 窩弩圖 

  

資 料 來 源 ：《 軍 器 圖 說 》，〈 下 窩 弩 〉， 頁

16a-17a(353-354)；〈窩弩〉，頁 21a-b(356)。

資料來源：《武備要略》，卷 9，〈窩弩圖〉，頁 31a(322)。 

圖 38 上窩弩圖 圖 39 窩弩圖 

  
《武備要略》，卷 9，〈窩弩圖〉，頁 33a(323)。 《武備志》，卷 103，〈戰八〉，〈器械二〉，頁 16a(4275)。 

（三）諸葛弩 

  諸葛弩十分輕巧，連婦孺都可輕易操作，用於守城 佳。可連射十矢，鐵鏃

塗上射虎毒藥，對人馬皆有效力。惟弓矢力道較輕，殺傷力多要憑靠毒藥。81畢

氏載錄諸葛弩的用途與實戰經驗，稍晚的《天工開物》在機械結構上較多敘述：

「另安機木，隨手扳弦而上，發去一矢，槽中又落一矢，則又扳木上弦而發。機

巧雖工，然其力綿甚，所及二十餘步（約 32 公尺）而已。此民家妨（防）竊工

具，非軍國器。」82說明諸葛弩的射程極短，用途有其侷限。83畢氏的諸葛弩圖，

在零件結構上較《武備志》簡化。（圖 40-42）崇禎五年六月，湖廣廵撫魏光緒新

製諸葛弩，崇禎皇帝令其挑數件進呈。84 

 

                                                       
81 《軍器圖說》，〈諸葛弩〉，頁 18a-b(354)。其內容選輯《武備志》，且將諸葛弩的部件名稱圖解

簡化過。見《武備志》，卷 102，〈戰八〉，〈器械二〉，頁 4267-4269。 
82 《天工開物》，卷下，〈弩〉，頁 29b(117)。 
83 《明崇禎長編》，卷 60，頁 6b(3436)。崇禎五年六月己卯日。 
84 《軍器圖說》，〈蹶張弩〉，頁 19a-20a(355)。 



 
 

 

學術論著  43

Articles

圖 40 諸葛弩圖 圖 41 諸葛全式弩圖 圖 42 諸葛分形式弩圖 

  
資料來源：《軍器圖說》，〈諸葛弩〉， 

頁 18a-b(354)。 

資料來源：《武備志》，卷 103，〈戰八〉，〈器械二〉，頁 12a-b(4267-4268)。 

（四）蹶張弩 

  蹶張弩並非明代所發明，先秦時期早已存在，「一人以腳踏強弩而弦上者，

漢書曰：『蹶張』」85說明蹶張弩需要手腳並用操作，屬於遠距離弩器。畢氏認為

前朝劉天和重製古弩，稱之「克敵弩」，為明代重新使用此型弩的開端。（圖 43-44）

操作時以立姿或坐在地上進行拉弦操作，兩腿放在弩身兩側，腳心向前抵著以六

層竹材製成的弩翼，雙手往後拉弦，直至勾住掛弦的鉤，稱為「牙」；同時附有

瞄準用的照門，其精準度與操作性都比弓箭容易學習。 

圖 43 蹶張弩圖 圖 44 蹶張弩圖 

 

 

資料來源：《軍器圖說》，〈蹶張弩〉，頁 19a-20a(355)。 資料來源：《武備志》，卷 103，〈戰八〉，〈器械二〉，頁 17a(4277)。

  在毒弩方面，畢氏認為遊牧民族的強項為射藝精湛，明人則以弓箭數量、射程

以及毒藥作為反制的方法。例如諸葛弩能連發十箭，其重量與操作技術連婦孺都可

以輕易使用，如此一來可使作戰人員增加，對守城方十分有利。惟其射程較短，就

需要在弓箭上附上毒藥來加強殺傷力。如依此書操練成軍，明軍面對遊牧民族將「戰

必勝，攻必取」。86元至正二十三年，陳友諒率漢軍進攻南昌，以蹶張弩射殺後翼統

                                                       
85 《天工開物》，卷下，〈弩〉，頁 29a(117)。 
86 《軍器圖說》，〈軍器圖說序〉，頁 2a-3b(344-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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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元帥趙德勝。87 

  此外，書末附錄火藥與毒藥的製作方法，配合火器與毒弩來增加殺傷力，以及

結合陰陽五行方術的軍占。其〈火攻神藥法品〉記載如火攻從藥、毒火破陣、無敵

毒龍神火藥（神烟、神沙、神水）等項，說明使用材料與調配比例細節。88火藥調配

時，若用於砲彈直擊，硝石與硫的比例為九比一；若為擴散性爆擊，則為七比三。89

另有透過火砲發射毒氣進入敵陣中的毒火類，在材料中常見使用狼糞或江豚灰，其

燃燒後的濃煙晝黑夜紅，能逆風而熾，產生大量濃煙，令人作嘔。90〈射虎弩曬藥方〉

則主要作為塗在弩箭上的毒藥，對人畜皆傷。91 後是蘊含陰陽五行術數的軍占，為

〈擇日選方雷霆火攻秘訣〉，內含傳音直符日總局、雷霆正殺射方秘訣。 

  從《軍器圖說》與前述七本兵書的對照後，可以發現明末軍事技術與知識的承

襲與進展脈絡（見表二）。全書收錄十八項軍器或戰術，其中十四項已收錄於前人兵

書之中，鳥銃、窩弩、諸葛弩廣見於其中五本兵書之中，顯示其為明軍常用兵器。

而改式武剛車、火箭匣此二項，是舊有武器的修改版，鞭銃一項已亡佚不可考，惟

自生火銃是新引介的軍事技術。又，甚至收錄舊型的翼虎砲，而非新型的翼虎銃、

旋機翼虎銃。 
表二：《軍器圖說》徵引與影響之兵書對照表 

項目 
和刻本神器譜 

萬曆 26 年 

兵錄 

萬曆 34 年 

練兵實紀

萬曆 25 年

武備志 

天啟元年 

武備要略 

崇禎 5 年 

天工開物 

崇禎 10 年 

戰守全書 

崇禎 11 年 

輪流放銃 五人更番放銃       

翼虎砲 
翼虎銃、 

旋機翼虎銃 
      

追風槍    ◎   大追風槍 

神飛砲       ◎ 

鳥銃   ◎ 鳥嘴銃 ◎ ◎ ◎ 

自生火銃        

鋼輪火櫃 

埋伏地雷 
   ◎ 

埋伏地雷鋼

輪匣 
  

火箭匣        

刀銃  
日本銃刀

式 
     

梨花槍 蔾花槍       

                                                       
87 《明太祖實錄》，卷 12，頁 5a(155)。癸卯歲六月辛亥日。徐學聚，《國朝典彙》（臺南：莊嚴

文化事業公司，1997，《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景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天啟四年[1624]徐與參

刻本），卷 31，〈勳臣考〉，頁 3a(739)。 
88 《軍器圖說》，〈火攻神藥法品〉，頁 23a-30a(357-360)。其內容選輯自《武備志》，見茅元儀撰，

《武備志》（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4，《中國兵書集成》，景明天啟元年[1621]刻本），卷

119，〈火一〉，〈制火器法一〉，頁 5091-5110。 
89 宋應星撰，《天工開物》，卷下，〈火藥料〉，頁 31b(118)。 
90 《天工開物》，卷下，〈火藥料〉，頁 32a(119)。 
91 《軍器圖說》，〈射虎弩藥方〉，頁 31a-33b(361-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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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式武剛車        

鞭銃        

輪流發弩     ◎   

下窩弩     上窩弩  ◎ 

諸葛弩    ◎  ◎  

蹶張弩    ◎ ◎ ◎  

窩弩    ◎ ◎ ◎ ◎ 

雙箭弩   雙飛弩     

說明：相同名稱以◎，名稱不同內容相同，則以是書所載之名，未收錄則空白。 

如前所述，本書的兵器圖繪與說明，或因為便於崇禎帝閱讀理解，圖繪的整體外

貌與零件明顯較其他兵書更簡化，但也說明這些兵器的結構並非難以理解或製

造，重點在如何有效運用與推廣。 

五、結論 

  畢懋康的軍事閱歷豐富，更和位居軍務要職的官員及奉教士人交善，說明他

是熟稔軍務與中西兵學知識的知兵文人。他曾閱視北邊軍鎮延綏、固原，視察山

東的火砲演放，又與汪道昆、方弘靜、李之藻、熊廷弼、李邦華、黃克纘等曾任

軍務的名臣與奉教士人交善。這證明其軍事知識來源廣泛，且十分關注軍事科技

發展，深知如何改良明軍在傳統兵器與戰術運用上的缺點。 

  從明季兵書來觀察明軍軍事技術改良的脈絡，可發現兩條兵器改良路線，一

是由耶穌會士與奉教士人引進和仿製西洋火器，以西洋砲學來革新明軍的武備；

一是優化現有兵器與戰術，提升原有武備的使用效能。然在天啟朝的東林黨爭與

崇禎朝的吳橋兵變後，明廷對耶穌會士、奉教士人的不信任，導致西洋兵學引進

遭到挫敗，這也是明軍改良武備的重心轉向優化現有兵器與戰術的重要歷史背景

之一。值得注意的是，或因畢懋康非奉教士人，在身分上未受兵變事件牽連，且

熟習軍務、涉獵西洋兵學，是以政治立場與能力皆受崇禎帝認可，才有機會撰作

《軍器圖說》進呈崇禎帝，提供兵器與戰術的改良方案。 

  《軍器圖說》的圖像與說明已大幅精簡，一方面其擇取的兵器多已是明軍慣

用，二方面為便於崇禎帝閱覽理解。本書僅收入十六種兵器與其戰術，強調各式

武器的配合以及輪流發射的戰術技巧，用來面對北方遊牧民族的騎兵部隊。在戰

術層面，畢氏重視冷熱兵器的聯合作戰陣形，透過持續、廣泛、穩定的遠距火力

炸射，與輕量化以提高機動性，達到遠距離且大範圍的殺傷性。他詳述火器與毒

弩的優缺點，單使其中一項時，會受到武器性能、天氣、戰場環境等影響，故在

兩者的互相支援下，才能獲得對敵優勢。92同時，選擇武器多為輕型單兵武器如

鳥銃、諸葛弩，對追風槍、神飛砲更有輕量化調整，降低操作技術的難度，使訓

練兵員的時間縮點，以應付日趨艱困的邊防戰局。 

                                                       
92 對抗騎兵用的戰車與弩箭的組合陣形，在前代早有先例，見李天鳴，〈南宋的弩和弩箭手〉上、

下《故宮學術季刊》16 卷 3 期、4 期(1999)，頁 89-112、163-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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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考畢懋康的生平與其《軍器圖說》，顯示明人不僅重視傳統武器，更設法

加以改良。雖然崇禎帝在西苑觀德殿閱視演練《軍器圖說》所載武剛車、神飛砲

等火器，但受史料記載有限，仍未能查得發部儲用之意與是否有全面推行。但爬

梳作者的交際網絡、《軍器圖說》和明季七本兵書的文本分析，以及戰場上的運

用狀況後，可發現許多歷史意義。即是書的兵學技術與知識高度，雖未及至耶穌

會士傳華的西洋兵學，但已然說明明季軍事技術的改良，不只有求助西洋砲學知

識的單一道路，事實上仍有改良傳統兵器與戰術的另一條強軍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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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wards Invincibility through the Indigenous 

Manufacture of Weapons: 

The Story of BI Maokang and His Junqi Tushuo 

WU Yanru* 

Abstract 

  The Tianqi and Chongzhen reigns of China's Ming Dynasty(1621-1644) 

witnessed Ming Army's failures in the battlefields of Xuanfu （宣府）, Liaodong （遼

東） and many other places. Patriotic scholars began to promote the improvement and 

strengthening of military technologies. They published many books on the making 

and using of weapons. The military books of that period of time have shown 

two ways of improvement of weapons. One is to adopt firearms introduced by 

the Jesuits and Christians and use artillery to enhance Ming army's power. 

Another is to refine their available weapons and tactics to improve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ir own weapons. Academics tend to focus on cultural 

exchange. As a result, they tend to focus on the adoption of western 

knowledge. They tend to overlook Ming's reflections to their own traditional 

military knowledge.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book Junqi Tushou （軍器圖

說 , Illustrations of Military Weapons）  authored by BI Maokang during the 

Chongzhen reign. This book was only Fifty-six pages in length. It contains 

texts and illustrations on sixteen weapons and their uses. We investigated the 

author's life and the book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other military books of the 

middle and late Ming. We concluded that this book is presented BI Maokang 

hopes Ming army's to achieve long-range, massive and sustainable projection 

of power, and improving their traditional weapons and tactics. 

Keywords: BI Maokang, Junqi Tushuo（軍器圖說 , Illustrations of Military 

Weapons） , military manuals, military technology history

                                                       
* Doctoral Student,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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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季蒸汽挖泥船的引進和運用：以吳淞及旅順港為例* 

黃宇暘** 

摘要 

  本文透過研究西方蒸汽挖泥船在上海吳淞和旅順港的實績，管窺挖泥船在華

的歷史定位與時代意義。西方工業革命後，蒸汽挖泥船的發明徹底改變水利工程

依賴人力的舊有形式，藉由蒸汽機與機械裝置，不僅可於深水處清淤，工作效率

也遠超出人力所及，使疏濬不再像以往一般曠日廢時。蒸汽挖泥船傳入中國及其

日後的發展，與上海吳淞密不可分。同治初李鴻章任職江蘇巡撫，因吳淞江作為

太湖通往東海的重要支流，與江蘇的農業及運輸關係密切，首先引入挖泥船疏濬

淤積。後擔任江蘇巡撫的丁日昌，亦採用挖泥船疏濬其他太湖流域入海支流。 

  上海開埠後成為西方列強在華的重要商業重鎮，被黃浦江襲奪的吳淞口逐漸

成為最主要的外港，引來列強施壓要求疏濬。清廷採兩江總督劉坤一的建議，引

進安定號挖泥船，成功的清理。吳淞江及吳淞口使用挖泥船，反映了上海水利問

題的核心由內河轉移至外港，而挖泥船的功用也因此由疏濬河道轉變為港口清

淤，爾後更被轉用於開挖軍港，最具代表性的案例之一，即為旅順港的興建。光

緒七年，北洋大臣李鴻章擇定旅順作為未來艦隊駐屯維修的重要基地後，旅順工

程局總辦袁保齡將挖泥船轉用於建設該港，提升了港口建設的效率。 

  李鴻章在江蘇巡撫、直隸總督與北洋大臣任內使用挖泥船的經驗，使挖泥船

傳入中國後為洋務派官員所注意，並發展出多元用途的典型。本文即透過李鴻章

與袁保齡等官員的奏摺、公牘，信函與報刊資料，探討挖泥船在晚清所扮演的角

色。透過本案的考察可知，蒸汽挖泥船在中國的發展是清末西化的重要個案，深

刻地影響了中國的水利、航運以及海軍建設等領域，兼具民生與軍事兩種面向的

用途。不但使吳淞流域的洪氾獲得紓解，讓嚴重影響上海航運貿易的港灣淤積獲

得解決，更使旅順得以被建設為中國近代史上最為完備的海軍後勤維修基地。 

關鍵詞：蒸汽挖泥船、袁保齡、劉坤一、李鴻章、安定號、吳淞、旅順港 

                                                       
* 本文撰寫期間，感謝國立臺灣大學化學系劉廣定教授、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系劉維開教授、國立

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張嘉鳳教授的啟發及斧正，特此鳴謝。 
**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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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蒸汽挖泥船是工業革命後以蒸汽機取代傳統人力挖泥的一項重要的水

利器具，係水利史上一項劃時代的發明。挖泥船於晚清傳入中國，首先即用於

上海吳淞江，隨後再轉用於被黃浦江襲奪的吳淞口。吳淞江是太湖通往東海的重要

支流，具有調節太湖流域水量的作用，與沿江的民生灌溉息息相關。而其入海處受

潮汐倒灌影響，容易淤塞，自唐代以來曾多次疏濬。清中葉以前，至少曾五次耗費

鉅資進行疏濬、攔水與改道工程。1鴉片戰爭後(1842)上海開埠，吳淞江下游成為上

海重要的工業區域與航運水道，其疏濬兼有防範洪氾和航運兩種需求。同治與光緒

兩朝期間，挖泥船曾三次被用於開濬吳淞江下游段，2此後至清末為止吳淞江未再

因淤塞致患。而吳淞口則在上海開埠後成為商輪進出上海的必經之地，其

淤積日益為列強和清廷所重視，不但使清廷對上海水利問題的關注逐漸由

內河治理轉移至港口疏濬，也成為挖泥船在中國用途轉變的重要契機。  

  挖泥船與傳統的疏濬器具相比優勢為何？近代水利史家申丙於《黃河通考》中

曾言，治河工程以疏濬有水之河 難，3其原因即在於淤泥難以掘起，必須先靠人

工翻動，再利用河川本身沖刷。在蒸汽挖泥船傳入以前，中國清理河淤多用

混江龍（圖 1）、鐵笆、鐵篦子與齒鈀（圖 2）等器具。但這些依賴人力的

器 具 使 用 時 不 僅 頗 多 限 制 ， 效 果 亦 差 強 人 意 。 如 清 代 治 河 名 臣 麟 慶

(1791-1846)便指出：「用船牽挽而行，泥可翻動，顧嘗試之於順水尚可流

行，逆水則船重難上，車亦無從置力。」4使用時須利用船隻順流拖帶，再

靠河流本身沖刷帶走被刮動的河泥，而逆流而上則難以使用。  

圖 1 混江龍  圖 2 十二齒鈀  

圖引自麟慶撰，《河工器具圖說》，卷二，〈修濬〉，頁 30。

圖引自麟慶撰，《河工器具圖說》，卷二，〈修濬〉，頁 21。

                                                       
1 五次紀錄為：康熙十一年(1672)疏濬自嘉定徐公浦至黃埔口、雍正十三年(1735)建水閘於上海

金家灣、乾隆二十八年(1763)開吳淞江引河與黃渡鎮越河、嘉慶二十三年(1818)開濬黃渡至萬

安渡段、道光七年(1827)開濬井亭渡至曹家渡，並將河道截彎取直。參褚紹唐，〈吳淞江的歷史

變遷〉，《上海師範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1980 年 02 期，頁 107-108。 
2 三次紀錄為：同治二年(1863)開濬曹家渡一帶、同治十年(1871)開濬黃渡至新閘西江段，光緒

十六年(1890)開濬四江口以東。參褚紹唐，〈吳淞江的歷史變遷〉，《上海師範大學學報（自然科

學版）》，1980 年 02 期，頁 108-109。 
3 申丙撰，《黃河通考》（臺北：中華叢書編審委員會，1960.05），卷四，〈河工考〉，頁 146。 
4 麟慶撰，《河工器具圖說》（北京：北京出版社，《四庫未收書輯刊‧拾輯肆冊》，2000，景道光

十六年南河節署刻本），卷二，〈修濬〉，頁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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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代河道總督靳輔(1633-1692)和河南巡撫田文鏡(1662-1732)，曾嘗試「束水攻

沙」5與人工翻動河泥並行，結果頗有實績。但束水攻沙在實行時須配合當地水文，

有其特定條件，如單獨以少量浚船用於整治大河，自然成效甚微。加上疏濬不比築

壩或開鑿新河等成效立現，結果以為這些疏濬器具無用者仍占多數。6此外，這類

濬河器具多仰賴大量人力，耗費不貲又常因兵丁奉行不力等原因停廢，以致成效不

佳。 

  1800 年 4 月英國海軍工程師本瑟姆(Sir Samuel Bentham, 1757-1831)首先造出第

一艘以蒸汽為動力的鏈斗式挖泥船，7並於 1802 年 10 月成功地於樸資茅斯港

(Portsmouth)試驗抽取汙泥。8本瑟姆的成功引起了海軍部(Admiralty Board)的注意，

海軍部隨即委託他建造第二艘挖泥船用來疏濬泰晤士河(River Thames)，並於 1807

年 10 月開始運作。9隨後如理查•特里維西克(Richard Trevithick, 1771-1833)及約翰•

瑞尼(John Rennie, 1761-1821)等工程師或發明家皆陸續投入蒸汽挖泥船的設計和販

售，10西方蒸汽挖泥船的發展則隨之日益勃興。西方蒸汽挖泥船的發明，不但讓治

河者增添了一個在築堤或開鑿新河道以外相對節約的選項，更可以有效解決沿海港

灣淤塞的問題。 

  隨著西方挖泥船傳入中國，其運用領域廣泛涉及了水利、航運以及軍事等面

向。但長期以來學界對挖泥船的諸多議題幾無討論。如西方蒸汽挖泥船傳入中國時

主要運用於哪些區域？西方挖泥船的傳入中國者多為何種類型？挖泥船的用途係

如何由疏濬河道轉用於建設港灣？挖泥船在旅順這個我國近代史 為重要的軍港

建港過程中，扮演了什麼樣的角色？ 

  為廓清上述問題，本文首先陳述西方蒸氣挖泥船發明的背景與傳入中國的類

型；其次探討其傳入中國之初為何先被用於上海吳淞江及鄰近區域； 後再釐清挖

泥船是如何成功的被轉用於建設旅順港。本文主要透過上海一帶地方官員採用挖泥

船的實績，再藉由李鴻章與袁保齡等官員的奏摺、公牘，信函等，探討挖泥船由疏

濬航道轉用於建設旅順港的經過。或可補充晚清西方蒸汽挖泥船傳入的歷史，並瞭

解中國官員是如何由考察以至掌握這項西方水利器具，並將其投入疏濬吳淞口與建

設旅順港的詳細歷程。 

                                                       
5 此法為「以堤束水，以水攻沙」，最早由明潘季馴(1521-1595)治理黃河時使用，透過修築堤防

束窄河槽，加快河水流速以沖刷河泥，減少淤積。可參姚漢源撰，《黃河水利史研究》（鄭州：

黃河水利出版社，2003.10），頁 448。 
6 申丙撰，《黃河通考》（臺北：中華叢書編審委員會，1960.05），卷四，〈河工考〉，頁 142-147。 
7 H. W. Dickinson, Arthur Titley, Richard Trevithick: The Engineer and the Ma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10), pp.80. 
8 Richard Trevithick: The Engineer and the Man, pp.80. 
9 R. A. Morriss, Samuel Bentham and the Management of the Royal Dockyards, 1796-1807, Historical 

Research, Vol.54, Issue 130, pp.234. 
10 Richard Trevithick: The Engineer and the Man, pp.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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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晚清輸入之新式蒸汽挖泥船 

（一）西方蒸汽挖泥船首先傳入中國的時間 

  西方蒸汽挖泥船傳入中國的時間大約在同治朝，惟不同史料記載時間

仍有歧異，主要有二說。1、據《上海水利志》記載，同治三年(1864)為中

國首次使用挖泥船，當年曾用以挑濬上海曹家渡一帶的淤泥，11惟其記載

未進一步敘明購買者與疏濬始末。2、《上海內河航運志》載光緒八年(1882)

外購小型抓斗式挖泥船「安定」號，用以疏濬上海黃浦（即吳淞口）一事，

稱其為「內河用機動挖泥船疏濬航道之始」。12 

  上述挖泥船傳入時間的兩種推斷，以同治三年的說法 早且有檔案可

證。據考同治元年(1861)李鴻章(1823-1901)任江蘇巡撫，統帶淮軍到達上

海後即發現吳淞江長年淤積，乾旱時影響船隻往來，多雨時則容易氾濫，

嚴重影響當地民生及運補。故李鴻章於同治二年至三年間(1862-1863)曾委

派署臬司劉郇膏(1818-1867)，候補知府汪有勛（生卒不詳）及署理上海縣

知縣王宗濂（生卒不詳）等人負責疏浚上海曹家渡野雞墩至黃渡一帶（該

段為今曹家渡街至黃渡鎮，屬吳淞江流域），13《上海水利志》所稱中國首次使用

挖泥船的紀錄應即為該次疏濬工程。而鄰近黃浦江出海處的吳淞口，亦於

光緒朝曾多次使用挖泥船疏濬（下節再敘），因此可推斷挖泥船傳入的時間

遲不晚於光緒朝，且以同治三年以前傳入之說 為可能。  

（二）歐洲蒸汽挖泥船的各種形制與晚清傳入中國的類型 

  晚清時歐洲的蒸汽挖泥船，主要有鏈斗式、抓斗式與絞吸式三類。曾

在中國載於報端及可考曾使用過的類型，主要為鏈斗式。光緒六年(1880)

的《畫圖新報》曾援用 1874 年《中西聞見錄》中同樣一張挖泥船圖14，其

形制即為鏈斗式。該篇報導對挖泥船的使用方式和性能做出詳細的敘述： 

挖河泥船，內藏汽機。船旁上下各設一輪，輪盤以索，索之周匝分繫

數十兜，以汽機轉輪，輪轉而兜亦旋轉不窮。下輪安設水底泥次，其

兜口如箕舌，鋒利無比，藉輪轉之勢，自能挖泥入兜，次第轉至上輪，

當兜口正值下傾處，預設小船於其下以承泥，如是旋挖旋傾。15 

此處的敘述具體的描寫了挖泥船的運作程序：其內藏蒸汽機作為航行與驅

動轉盤的動力，並於船身上方與接近河床底部的輸送帶上各裝設一具輪

                                                       
11 上海水利志編纂委員會編，《上海水利志》（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7.12），頁 287。 
12 上海內河航運志編纂委員會編，《上海內河航運志》（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9.07），

頁 112-113。 
13 〈挑浚吳淞江摺〉，收於李鴻章撰，《李鴻章全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第 2 冊，

〈奏議〉2，頁 3。同治四年正月二十一日。 
14 該報係由上海聖教會 1880 年創刊於上海，內容著重介紹西方文明及科學知識。 
15 〈入水不沈新法、挖河泥船圖（附圖）〉，《畫圖新報》，光緒六年(1 期)，頁 141-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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軸。輪軸之上纏繞鏈帶，鍊帶上搭載著大量齒斗，一但輪軸轉動後即可輸

送挖起的沙泥，然後送至上方傾倒給裝泥船。這類挖泥船無法像抓斗式挖

泥船抓取大型河石（圖 5），但相當適合用於定點持續挖取河底淤泥。報載

更指這種挖泥船的特性，縱然長江大河亦可輕易開濬。並稱中國若廣泛使

用，則上海之吳淞，天津之大沽等處，永無淤墊之患。16 

圖 3 濬河泥船並圖  

 
圖片說明：本圖引自 1874 年，《中西聞見錄》，雜記五則，濬河泥船並圖  

 

  《中西聞見錄》所載的挖泥船，與早期英國海軍工程師本瑟姆發明的

形制同為鏈斗式挖泥船。和圖 4 相比可以看出當時與現代的鏈斗式挖泥船

機械結構基本上差異不大。這種挖泥船體積較大，機具工作時船隻必須下

錨固定，容易阻礙航道。優點在於可於一地連續不停運作，效率極高，開

動以後鏈條可以不斷把河底的沙泥刮起，然後透過鏈帶送到預先等在後方

的接泥船上。下文敘述光緒七年在英訂購用以疏濬吳淞口的安定號，以及

光緒八年在德國訂購用於旅順建港的導海號挖泥船（圖 10），即為此類型。 

圖 4 現代的鏈斗式挖泥船  

 
圖片說明：本圖引自楊槱，《輪船史》（上海：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05.08），頁 129。  

 

                                                       
16 〈入水不沈新法、挖河泥船圖（附圖）〉，《畫圖新報》，光緒六年(1 期)，頁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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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抓斗式挖泥船  

 
圖片說明：本圖引自楊槱，《輪船史》（上海：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05.08），頁 129。  

  抓斗式挖泥船的運作方式，則是將巨型吊臂上的抓斗降至河底，抓起

汙泥或砂石後放入特製的泥船中，然後將淤泥載運上岸。缺點為施工時需

較多人操作。但因體積相對起鏈斗式挖泥船小，單次抓取汙泥的量大，機

器結構維護較易，加上造價低廉等優點，適用於港口清理砂石或內河清淤。 

圖 6 絞吸式挖泥船。  

 
圖片說明：本圖引自楊槱，《輪船史》（上海：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05.08），頁 130。  

  而絞吸式挖泥船的結構較為複雜，和前兩種挖泥船相比，亦為 晚發

明者。1851 年英國發明家 John George Appold, FRS(1800-1865)將離心泵商

用化後，使這類挖泥船得以問世。其運作原理為利用船頭管線的絞刀將淤

泥切開後，使用離心泵幫浦運作的吸泥管再將泥漿抽引上岸，適用於水文

地質較複雜的泥灘地。這類挖泥船的其中一種變體為耙吸式，特點是船頭

管線改為耙犁的樣式拖吸淤泥。  

  挖泥船在引進中國的同時，民間報刊常持續關注西方挖泥機器的 新

發展，其中甚至包括巨型定置型的挖泥船。光緒九年(1883)的《益聞錄》

即刊載了美國商人準備出售給法商用來開鑿巴拿馬運河(Panama Canal)的

新挖泥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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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洲巴那馬介兩海之間，地方寥闊，橫亘南北。舟楫往來，必繞道

而行。……新製挖河機器一座，高大而長……計一下鐘時可挖十五

方丈，人力不施，靈妙無比。17 

1880 年法國於中美洲開鑿巴拿馬運河，該期《益聞錄》中所指的挖泥機器，

可能即為同年刊載於 Scientific American《科學美國人雜誌》上的巨型定置

型挖泥船大力神(Hercules Dredger)（圖 7）。1883 年 3 月 3 日的 Scientific 

American 介紹，該挖泥船擁有 250 匹馬力，幫浦可以讓泥沙以每分鐘

1,200-2,000 呎（時速 22-37 公里）的速度通過管線傾倒至岸上，每小時可

挖泥 1,000 立方碼。其效率之驚人，加上僅需少量人力操作，令論者頗有

「彼龍門鑿險，虎峽開幽，得此器以用之，更可行所無事矣」之感。18而

由圖片中可以看出，報載的這種挖泥船是靠鏈斗將底部泥沙撈至機器上方

傾倒，亦為鏈斗式挖泥船的一種。  

圖 7 大力神(Hercules Dredger)挖泥船。  

 

圖片說明：本圖引自 Scientific American，1883 年 3 月 3 日，頭版。  

三、疏濬上海吳淞一帶的蒸汽挖泥船 

（一）挖泥船投用於上海吳淞的相關記載 

  西方蒸汽挖泥船傳入中國早期使用範圍集中於上海， 早是用來疏濬

吳淞江中下游段，隨後則轉用於被黃浦江襲奪的吳淞口。如前所述，同治

三年(1864)李鴻章曾委劉郇膏，候補知府汪有勛及署理上海縣知縣王宗濂

等以挖泥船疏濬上海曹家渡野雞墩至黃渡一帶，該段為今曹家渡街至黃渡

鎮，屬吳淞江的主要河道。該次工程將吳淞江入海前經過的申紀港、江橋

與南翔等支河分別挑濬，並對吳淞江主流截彎取直，同時挖深河身渠道。

                                                       
17 〈浚河成議〉，《益聞錄》，光緒九年(263 期)，頁 261。 
18 〈浚河成議〉，《益聞錄》，光緒九年(263 期)，頁 261。 



 
 

 The History of Science Newsletter Vol. 38(2014.09) 

56 《科學史通訊》第 38 期(2014.9) 

該次工程耗費約十四萬五千餘兩，皆由劉郇膏、汪有勛、王宗濂與當地仕

紳籌款支出。19
 

  使用挖泥船疏濬 明顯的優點即節省經費，以道光七年(1827)疏濬吳

淞 江 及 光 緒 七 年 (1881)疏 濬 吳 淞 口 相 比 ， 道 光 七 年 時 挖 泥 船 尚 未 傳 入 中

國，兩江總督蔣攸銛(1766-1830)會同蘇州、松江、太倉三府，督同上海、

青浦、嘉定三縣勘查吳淞江水道並加以疏濬。全段工程估計需挑土一百一

十 四 萬 餘 方 20， 費 銀 二 十 九 萬 餘 兩 。 21 而 光 緒 七 年 時 兩 江 總 督 劉 坤 一

(1830-1902)奏報，為疏濬吳淞口特向外國訂購安定號挖泥船，估計三年內

需挑土一百二十六萬餘方，連船價及工價合需十五萬兩左右，且事後挖泥

船還可移往別處使用。22兩案相比雖挑挖的區域不同，但可看出挖泥船不

僅較人力施作更為高效且節省，機器亦可重複使用，性價比相當不錯。  

  西方國家對上海航運的需求，使上海水利問題的焦點很快由內河轉移

至出海口。 早於同治五年(1866)，英國公使阿禮國(Sir Rutherford Alcock, 

1809-1897)即曾照會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希望開挖吳淞口淤沙，以利大型商

輪進出，但遭拒絕；同治十三年(1874)，《教會新報》中刊載了一則〈公議

堂議疏中國吳淞水道〉。即提到英國國會要求該國駐華公使威妥瑪(Thomas 

Francis Wade, 1818-1895)照會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再度要求中國方面開濬

吳淞口，以便商民船隻往來：  

英京公議堂現今議論此件，實為要務。且在中國上海各國商人都緣。

進出輪帆各船大為不便，有碍貿易之道。茲聞中國一時不能速辦開

濬吳淞水道，而各國商人必即自行舉辦也。23 

除英國外，該次還聯合了法國與其他十五駐京使臣聯合行文。英國與其他

西方列強在上海有著莫大的商業利益，上海自開埠後向來為各國在華經營

進出口貿易的重要基地之一，以致英國國會要求威妥瑪照會中方，甚至傳

有不速辦則「各國商人必即自行舉辦」之說。西方工業革命後，商船排水

量不斷上升，對入港水道的水深要求隨之增加。吳淞口每遇旱期水位下

降， 低時河口段 31 公里處平均水深為 6.1 公尺，而內沙水深 低僅 3.4

公尺。當時往來海船吃水平均在 6-7 公尺左右，進口多感不便，24是以列

強多次要求清廷加以疏濬。  

                                                       
19 〈挑浚吳淞江摺〉，收於李鴻章撰，《李鴻章全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第 2 冊，

〈奏議〉2，頁 3。同治四年正月二十一日。 
20 清代一方即指一方丈，相當於今 11.11 平方公尺。參吳承洛撰，《中國度量衡史》（上海：上海

書店，1984.05），頁 98。 
21 蔣攸銛等，〈奏報籌備挑濬吳淞江之銀兩事〉，《軍機處檔奏摺錄副》，道光七年七月十五日，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文獻編號 118563。 
22 劉坤一，〈奏報開挖吳淞淤沙情形〉，《軍機處檔奏摺錄副》，光緒七年十一月初九日，國立故

宮博物院藏，文獻編號 119416。 
23 〈中外政事近聞：大清國事：議必疏通吳淞入浦水道〉，《教會新報》，同治十三年(285 期)，頁 8。 
24《上海水利志》，頁 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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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時《教會新報》中報導一則英國製造的挖泥船赴印度之事，其中記

載：「英國有船一號，名醫奇泥，亦火輪船也。用火時而且兼用蓬帆，神

速異常，現今開往印度京都格尼該達（Kolkata，今加爾各答），以備挖取

江河水下泥土之用。」25當期的《教會新報》轉引《字林西報》的論點，

認為若雇傭該船前往上海工作，則可開濬吳淞江以及黃浦江至吳淞口內淤

積的河泥，以便中外商賈舟船水路交通。這些民間報刊的記載，不僅注意

到亞洲鄰近區域使用西方挖泥船的訊息，更反映了陸續有論述中國應使用

挖泥船的需求言論出現，惟該次清廷或許基於國防安全與經費不足的問

題，仍未同意開濬。  

  然而列強要求疏濬吳淞口的壓力，使清廷不得不面對吳淞口的疏濬問

題，並間接使其對上海水利問題的關注焦點由內河轉移至外港。光緒六年

(1880)六月威妥瑪提案擬由各商船抽捐興辦疏濬吳淞口，總理各國事務衙

門感到勢難再拒，乃決定自行籌款興辦，所需經費十五萬餘兩則由關稅項

下支出。26光緒七年十一月初九日，兩江總督劉坤一在〈奏報開挖吳淞淤

沙情形〉摺片中指出：  

臣接總理衙門來函，當以吳淞口在黃浦江口內，本與長江防務無涉。

惟赴上海必經此沙，此沙日積日高，各國大船出入不便，有礙洋商

生計，故彼饒舌不休。……夫中外既經通商，水道本應疏濬，如我

置之不理，彼仍藉以為詞抽費興工，勢必永遠佔據，謂係洋商捐辦，

華官不能與聞。……只有自行籌款挑挖，則所挖之寬窄淺深，作輟

遲速，均可操縱自由，只令通船而止。萬一有事，則沈船阻塞，亦

反掌間事也。27 

列強和中方關注吳淞口的疏濬理由並不相同。列強要求清廷疏濬吳淞口的

理由係為其航運利益，而中方原較關注吳淞江的洪氾問題及長江內河防

務，著眼點為河道主權與國防問題，故對疏濬黃浦江吳淞口一事多次回

絕。至光緒七年間自行辦理疏濬吳淞口時，劉坤一即直接點明自行興辦疏

濬的根本原因是為了防備外國藉疏濬為由趁機侵占，有害本國利權與沿海

防務。  

  而光緒七年為了開挖吳淞口淤沙所購買的挖泥船，即為隔年(1882)劉

坤一飭其下屬蘇松太兵備道劉瑞芬(1827-1892)向英國購買的挖泥船，後命

名為「安定號」。長期以來，安定號的相關數據與建造廠商皆不明朗。據

考該船為劉瑞芬向英國賽門司造船廠(William Simons & Company Limited)

                                                       
25 〈中外政事近聞：大英國事三則：泥船赴印度〉，《教會新報》，同治十三年(275 期)，頁 5。 
26 世續等奉敕纂，《德宗景皇帝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5.8，景北京第一歷史檔案館藏大紅

綾本），卷 139，頁 991(a)。 
27 劉坤一，〈奏報開挖吳淞淤沙情形〉，《軍機處檔奏摺錄副》，光緒七年十一月初九日，國立故

宮博物院藏，文獻編號 119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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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購，28該公司位於蘇格蘭第一大城格拉斯哥(Glasgow)入海口的格里諾克

(Grianaig)，自 1810 至 1957 年被 Lobnitz & Company Limited 購併為止，

主要建造銷售挖泥船、工作船與貨輪等。安定號於賽門司造船廠第 230 船

塢建造，型制為鏈斗式挖泥船(hopper dredger)，於 1882 年 9 月 29 日下水。
29長 154.2 英呎，寬 32.1 英呎，採用雙螺旋槳，動力為往複式蒸汽機，總

排水量 466 噸。該船駕駛來華後載於報端，30報稱其可挖掘二至三十尺深，

本身自有運載能力。這種挖泥船和舊式僅能挖起泥砂，必須與接泥船搭配

的形制不同，可以節省更多往返傾倒的時間。  

  此後挖泥船對上海航運的影響日益重要，更常態性的被用於疏濬吳淞口。光

緒三十一年(1905)黃埔河道局成立，兩年後該局委由荷蘭籍工程師奈格(J.D. Ryke)

擔任總工程師，開始實施吳淞內外沙治理工程，其中核心即是以五艘挖泥船開闢

吳淞口高橋新航道，總計挖掘出土方六百多萬平方公尺。民國以後，政府更成立

「開濬黃浦河道局」，繼續以挖泥船對吳淞口上中游進行疏濬，並持續挖深海口

航道，足見挖泥船對上海航運的重要性。31 

（二）白茆河疏濬工程中的挖泥船 

  除了吳淞江流域與吳淞口外，鄰近的白茆河也是中國 早使用挖泥船

的區域之一。白茆河位於常熟東南，源於太湖，全長一百六十一里，是太

湖重要的入海支流，也是連通上海內河航運至外海的重要管道（圖 8）。與

吳淞江相同的是，白茆河同樣因地理因素受潮汐倒灌影響，極易淤塞。

早於同治五年間，上諭蘇松太道：「蘇松太屬水利，吳淞江前已開濬，劉

河白茆河。即當次第舉辦」32。至同治九年(1870)《中國教會新報》載：  

上海之怡和洋行，現在西國濬河機器，其狀如舟，大亦如之。以鐵

為之，器底有機器，行而泥入其中，器上有機架，又有大木，形如

人臂能出器中之。泥入駁船，其濬甚速，可濬河深至數丈，較人工

費省數倍，工速數倍。濬河者何不試行乎？33 

丁日昌 (1823-1882)字禹生，曾為李鴻章的重要幕客，繼其之後任江蘇巡

撫。丁氏於江蘇巡撫任內為解決白茆河淤塞問題，即注意到怡和洋行的挖

泥機船，並嘗試詢購。隨後丁日昌委派直隸州知州陳芳瀛履勘，並至上海

採購挖泥船。購買的挖泥船之後便用於鎮江運河、瀏河與白茆河的疏濬工

程。34丁氏於同治四年任蘇松太道一職，任江蘇巡撫時蘇松太道亦為其下

                                                       
28 劉坤一，〈奏報開挖吳淞淤沙情形〉，《軍機處檔奏摺錄副》，光緒七年十一月初九日，國立故

宮博物院藏，文獻編號 119416。 
29 ClydeSite Clyde Ships Database http://www.clydesite.co.uk/clydebuilt/index.asp (accessed Nove- 

mber 10, 2014). 
30 〈機器船來滬〉，《益聞錄》，光緒六年(209 期)，頁 463。 
31《上海水利志》，頁 284。 
32 《德宗景皇帝實錄》，卷 180，頁 233(b)。 
33 丁日昌，〈丁中丞白茆河工疏〉，《中國教會新報》，同治九年(81)，頁 4-6。 
34 〈鎭江濬運河用外國機器〉，《中國教會新報》，同治九年(83 期)，頁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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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單位，這些經歷使其對挖泥船應有著相當的認識。至光緒九年時，繼劉

瑞芬之後擔任蘇松太道的邵友濂([1837]-1901)，亦要求「安定號」協助前

往白茆河協助清淤。35 

  晚清挖泥船於上海投入使用，與兩江總督、江蘇巡撫及蘇松太道等職

關係密切。先後擔任這些職務者如李鴻章、劉坤一、劉瑞芬、丁日昌與邵

友濂等皆為嫻習洋務的官員，實為挖泥船在上海能被積極運用的主要原因。 

圖 8 白茆河與吳淞口示意圖。  

 
圖片說 明： 由 本圖可 見左 下 方為太 湖， 太 湖流域 連結 了 洋澄湖 （今 陽 澄湖） 與昆 承 湖，並 由常 熟 縣城東南

方的白茆河入海；另一重要的入海口為吳淞口。本圖由作者自繪。  

（三）李鴻章與沈葆楨試用及仿製挖泥船的過程 

  李鴻章於同治九年(1870)任直隸總督後，在任內對挖泥船的使用和摸

索，為挖泥船由上海傳播至其他區域的重要案例。如前所述，李鴻章 早

於同治二年江蘇巡撫任內，即有使用過挖泥船疏濬吳淞江的經驗。至同治

十三年時，《中西聞見錄》36載有當時已任直隸總督的李鴻章嘗試仿製挖泥

船的紀錄：  

直隸總督有掘泥船二隻，購自西國，一沉於運河、一以汽機力薄，

用之不靈，遂命天津機器局按式另造。船成，試之甚效，每分時起

泥一噸。37 

李鴻章先後曾外購挖泥船用於上海與直隸，在直隸總督任內也嘗試國產化

挖泥船，命其主管下的天津機器局仿製。該報於文後評論，如中國能仿製

挖泥船，並能於上海吳淞口、天津大沽口等處添設，則能永絕淤墊之患。

                                                       
35 曾國荃，〈奏為蘇松太道派安定挖泥機器船前往白茆港口動工等由〉，《軍機處檔奏摺錄副》，

光緒十年六月二十九日，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文獻編號 128455。 
36 該報係由美國長老會丁韙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 1827-1916)與英國倫敦會艾約

瑟(Joseph Edkins, 1823-1905)等人於北京創辦。 
37 〈雜記五則：浚河泥船〉，《中西聞見錄》，同治十三年(18 期)，頁 535-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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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起報導不僅是現存資料中 早仿製挖泥船的紀錄，更可見挖泥船在華運

用的範圍已向北拓展到直隸一帶。  

  除了清理河道淤積以外，中方官員亦開始留意到挖泥船可以用於船塢

疏濬。同治十三年(1874)十二月二十一日，時為福建船政大臣的沈葆楨，

為了解決福州船政局（又稱馬尾造船廠）瀕臨河海交界容易淤塞的問題，

就曾奏請購備大挖土機船：  

應亟購備此尚有三端，一曰大挖土機船……船廠江濱，年來泥砂日

淤，雖用挖土機船設法開濬，無如地寬器小，旋挖旋積，倘江流日

淺，新船下水無由，廠地便因而廢。聞外國有極大挖土機船，計一

點鐘可挖土五十方尺，當人工一千餘擔之多。果得此船，刷除積淤，

場地乃可無虞。此挖土機船之購辦刻不容緩也。38 

該奏摺中所述，船政局原有使用小型挖泥船的經驗，這可說明 遲於同治

十三年前，中國官員就曾將挖泥船由疏濬航道轉用於外港，並投用於疏濬

軍港設施。沈葆楨注意到船政局造船廠位於閩江與外海交口，容易淤塞。

加上腹地狹小，每用小型挖泥船疏濬仍迅速淤積，僅能治標難以治本，因

此建議購辦大型挖泥船以開挖船隻下水處，並獲准辦理。  

  至光緒二年(1876)，《萬國公報》記載李鴻章透過英國公使威妥瑪添購

定置型的挖泥船。船隻送至天津後，李氏更偕同美國領事與外商實地親測： 

第一次起上之泥，堆積河岸，以磅核計，重一萬四千四百磅，即六

噸半也，共挖五十三次，僅五十四分。……而管理機器者只需五六

人而已，神乎其技矣。39 

和早先李鴻章於天津仿製的款式相比，新式挖泥船的功率增強許多40。然

而該次李鴻章所購買的為定置型的挖泥船，或因缺乏自航能力而不太受其

青睞。隨後李鴻章致函威妥瑪表示：「此項機器日前親往閱看，試挖尚為

靈便，惟直隸河道淤塞頗多，機器價值較昂，未能多購為歉爾。」41，以

價格為由推拒了後續的添購。然而李鴻章後來仍對使用挖泥船頗為積極，

光緒八年劉瑞芬購買安定號疏濬吳淞口，該船至上海後又引起李氏的注

意。結果隔年其特命管帶委員訂定合同，要求安定號北上前往山東煙臺設

立的水師糧臺外口，前往開濬深通。42 

                                                       
38 沈葆楨，〈奏請購備大挖土機船等項由〉，《軍機處檔奏摺錄副》，同治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文獻編號 118563。 
39 〈大清國事：天津試驗開河機器〉，《萬國公報》，光緒二年(383 期)，頁 15-16。 
40 先前於天津購買並仿製的型式，一小時約挖泥 60 噸，此次購買機器一小時約可挖泥 382 噸。 
41 〈覆英國欽差威〉，收於李鴻章撰，《李鴻章全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第 31 冊，

〈信函〉3，頁 382。光緒二年三月二十一日。 
42 〈各國近事：大清國：機船赴北〉，《萬國公報》，光緒九年(748 期)，頁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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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吳淞江與吳淞口一帶的疏濬問題，實為西方蒸汽挖泥船傳入中國的主要

原因。這段期間曾任職兩江總督、江蘇巡撫與蘇松太道的官員，為劉坤一、李鴻

章、丁日昌、劉瑞芬等洋務派人士，皆曾嘗試引進挖泥船疏濬轄內水道與港口。

隨著挖泥船在上海多次的成功經驗，其在華的運用範圍亦隨這些官員的遷轉擴

散， 為突出者即為李鴻章於直隸使用與仿製挖泥船的經驗。而中國士人在使用

挖泥船的過程中，逐漸注意到挖泥船除了清理河泥以外的用途，並開始將其轉用

於疏濬船塢。這個現象既反映了中國對挖泥船的需求日增，亦可看出挖泥船在華

的功能轉變，隨後更被用於建設旅順港。 

四、挖泥船轉用於旅順建港的過程 

  在現代海軍建設中，強大的艦隊亦必須要有安全妥適的後勤維修基地

屏護。牡丹社事件(1874)後清廷朝野倡議設置水師，光緒三年(1877)時李鴻

章 即 曾 指 出 購 買 軍 艦 前 必 然 要 先 建 設 港 灣 。 43當 時 海 關 總 稅 務 司 赫 德

(Robert Hart, 1835-1911)即曾回報消息，原訂購買的土耳其鐵甲艦吃水過

深，超出中國沿海各港口甚多。除非擇定深水港並加以疏濬，否則無法容

納，實為購艦時必須預先籌

備的主要工程。  

  李鴻章在北方旅順大連

灣或浙江溫州南關中選擇，

終選定旅順做為未來艦隊

的駐屯維修之所。在其構想

中，未來的中國艦隊可以大

連 灣 與 旅 順 口 作 為 駐 紮 要

邑， 44藉 此 牢 牢 地 控 制 住 渤

海的大連、旅順一線，拱衛

京師安全。其中旅順港尤為

要緊，可建設成北洋 重要

的 海 軍 基 地 。 45 在 此 計 畫

下，旅順港的建設被放到北

洋海軍基地建設的首位，如

火如荼的展開。  

                                                       
43〈覆丁雨生中丞〉，《李鴻章全集》，第 32 冊，〈信函〉4，頁 89。光緒三年六月十八日。「該船

吃水二十六尺，只能沿海停泊，若遇有事不得入江海各口，勢孤或為敵禽。且中國各處無修

理船塢，聞船政碼頭亦不能容鐵甲，此皆必須預籌者，乞再熟思審處與丹崖（李鳳苞）商定

見示。」 
44〈覆張幼樵侍講〉，《李鴻章全集》，第 32 冊，〈信函〉4，頁 595。光緒六年八月初六日。「北洋

果有鐵甲四只，輔以快船、水雷艇十餘只，以大連灣、旅順口等要隘為駐扼之所，相機出入

攔截，敵船必多狼顧，不敢徑入遼海，此上策也」 
45〈覆周福陔中丞〉，《李鴻章全集》，第 32 冊，〈信函〉4，頁 642。光緒六年十二月十四日。「旅

順之臺須費十數萬金，異日必成北洋一大屏蔽。」 

圖 9 旅順口相對位置圖。 

圖片說明：旅順位於渤海灣的北側，與南方另一要邑威海衛遙遙對望。

本圖由筆者自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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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旅順港首期工程中挖泥船的作用 

  王家儉教授曾依時間與工程的優先性，將旅順港修建分為兩個時期。第一階

段為修攔水壩、防波堤、海口疏濬、船路與船池的挖鑿，以及炮臺建築等基礎工

程。第二階段為船池和船塢的興建，該部份則因技術所限，主要委由外國包商經

營。其中王氏點出，第一階段工程中攔水壩、防波堤與海口疏濬等事繁而工巨，

可謂建港時 艱難的階段，46而挖泥船實為這些工程中 為核心的施作器具。 

  光緒七年(1881)冬，李鴻章向德國訂購定遠及鎮遠兩艘鐵甲艦，軍艦

開工後船塢工程更刻不容緩。因此李鴻章委派北洋海防營務處道員黃瑞蘭

趕赴旅順，創設海防營務處旅順工程局，負責籌建船塢。然而黃瑞蘭不懂

工 程 、 揮 霍 公 帑 ， 且 與 參 與 旅 順 海 防 建 設 的 德 員 漢 納 根 (Constantin von 

Hanneken, 1855-1925)等洋員難以配合。47在旅順建港的過程中， 初遇到

的重大難題之一即為設立攔海大壩，以阻止海潮湧入旅順口內，沖壞港澳

與收納其中的軍艦。黃瑞蘭耗費年餘及三萬餘兩，方使大壩合攏，但由於

大壩施工前未將壩底淤泥清除，導致根基不牢多處滲水，隨時有崩塌的危

機，且除大壩工程以外幾乎無一兼顧，48致使李鴻章極為不滿。光緒八年

(1882)九月，李鴻章改派北洋海防營務處道員袁保齡接替黃瑞蘭，擔任旅

順工程局總辦一職。  

  挖泥船被積極的用於旅順港的建設，即與袁保齡關係密切。袁保齡雖

未參與旅順建港早期的決策，但實為第一線參與基地建設的官員中 為重

要者。袁保齡(1841-1889)字子久，河南項城縣人，為同治年間欽差大臣漕

運總督袁甲三之子。袁保齡到任之初，即注意到旅順建港 大的問題在攔

海大壩的建設：  

初旅工於七年試辦築壩濬澳，久無成功。灘地沮洳，海潮怒憾，百

不足禦。至公受任，適澳壩危迫之際……仿栗恭勤石壩，純用塊石

護之，壩乃屹立。49 

旅順口外海沙洲遍布，且外海浪潮洶湧，旅順孤懸遼東半島之末端，首當

其衝。如不能確立大壩牢靠，則基地的安全及使用年限則必大打折扣。  

  因 此 ， 袁 保 齡 馬 上 與 直 隸 津 海 關 道 周 馥 ([1836]-1921)、 道 員 馬 建 忠

(1845-1900)及天津招商局總辦黃建笎（生卒不詳）商討，調遣即有的四艘

                                                       
46 王家儉撰，《李鴻章與北洋艦隊（修訂本）》（北京：三聯書店，2008.12），頁 235。 
47《李鴻章與北洋艦隊（修訂本）》，頁 236。 
48 〈旅順口船塢事略〉，收於張俠等編，《清末海軍史料》（北京：海洋出版社，，1982），頁 218。 
49 〈直督李公鴻章請卹片〉，袁保齡撰，《閣學公集》（臺北：文海出版社，《項城袁氏家集》，景

清宣統三年辛亥夏清芬閣刊本，1966），〈卷首〉，頁 2a(3369)。按，栗恭勤即清中葉治河之名

臣栗毓美(1778-1840)，曾於河南以拋磚壩治黃河。此處稱栗恭勤石壩，應為誤植。參周維強

撰，〈黃河南岸磚壩圖與治河名臣栗毓美拋築磚壩〉，《故宮文物月刊》，第 353 期(2012.08)，
頁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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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泥船及拖帶裝泥的輪船，以開挖海口、抽吸淤泥為第一要務。50然而如

需四艘挖泥船同時晝夜趕工，則僅一艘海順號輪船用以拖帶裝泥船，按其

親自監督後，顯然感到不敷使用，因此該年十月袁保齡再向天津工務局求

借小輪船一艘，專用以拖帶裝泥船。51 

  光緒八年(1882)十月初五日，袁保齡巡視過黃瑞蘭督造的大壩後，向

李鴻章回報預估完工所需與挖泥船搭配的裝泥船數量：  

若春令凍解，加夫晝夜趕做，三箇月可以告竣，惟急需添備裝泥船

八隻，方足資轆轤轉運之用。……伏乞飭下大沽船塢趕辦裝泥船八

隻，並每船隨備大鎚，陸續運旅，務於開凍前運齊。52 

袁保齡希望能由大沽船塢協助趕造裝泥船八艘。按其推算，四艘挖泥船搭

配四艘裝泥船，添購八艘後合計十二艘裝泥船，即可以不停趕工， 快三

個月內可告功成。  

  李鴻章隨即應允袁保齡的要求，指示大沽船塢如數建造八艘裝泥船。

這與其多次使用挖泥船的經驗不無關聯。同年元月二十一日，李鴻章即曾

於東淀河（今日河北霸州文安縣境內）使用機船清理內河淤積。在〈奏報

東淀河道淤墊現擬開穵情形〉中他提及派挖泥船開挖淤泥，但因：「送泥

不遠，工段又長，自應□用人力迅速開濬。」53這次經驗或許使其注意到

挖泥船須由裝泥船協助接運，否則每次裝運滿載就必須移動傾倒，徒然浪

費許多時間。  

  袁氏更進一步推估所需時間和耗費，挖泥船一艘如每天工作十個小

時，至少算可挖沙石七方。一船施工要六百天，四船施工要一百五十天，

如果用人兩班日夜施工，每天做二十個小時，則七十五天可完成。再加上

維修機器與休息各十五天，合計九十天，則大壩維修工程大約三個月可完

成。至於航路入口所挖之處已深達一丈四尺，寬十丈，到第三個月後無論

何種鐵甲皆可進入港口。如再加兩個月工程期，添挖水下兩側邊坡，則港

澳運作更可持久。 後統計出：「拖泥船應用十二隻，現只有四隻，仍少

                                                       
50 〈暫借小輪應用幷請飭塢趕造稟〉，《閣學公集》，〈公牘〉，卷一，頁 2a(3421)。光緒八年十月

初一日，「旅順工程以開挖海口為第一急務，職道等瀕行時，與海關周道馥，馬道建忠及招商

局黃牧建笎再四商催，據黃牧面稱利達輪船急需進塢修理，必須月餘。……查有該局海順小

火輪船，馬力比利達小一半，而拖帶裝泥各船足可敷用。若趕工修拭機器，十月望前可以修

竣。但有大船拖帶，即可赴旅備用等語。……仰墾憲臺飭令該局趕緊添匠將船修竣，飭鎮海

輪船於朝鮮回津後，餘初十日以前為之拖帶，迅赴旅順，以便挖淺。」 
51 〈暫借小輪應用幷請飭塢趕造稟〉，《閣學公集》，〈公牘〉，卷一，頁 2a-2b(3421-3422)。光緒

八年十月初一日，「至船塢仿造利達式新造之船，似應馬力足用，船身不甚笨重。總期機器力

量綽有餘裕，而拖帶泥船方可得力。」 
52 〈查看壩套及庫基公所大概情形稟〉，《閣學公集》，〈公牘〉，卷一，頁 3a-3b(3423-3424)。光

緒八年十月初五日。 
53 李鴻章，〈奏報東淀河道淤墊現擬開穵情形〉，《軍機處檔奏摺錄副》，光緒八年正月二十一日，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文獻編號 120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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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隻。……統計挖河機器四隻，接泥船十二隻，每月共銀八百九十二兩」。
54 

  袁保齡到任後添購木製接泥船，重新組織原有挖泥船隊與接泥船的搭

配，大幅提升了工程進度。值得注意的是，此一時期用於旅順的挖泥船，

其主要任務仍以抽挖淤泥為主。袁氏自光緒八年到任後不畏冬季北冰洋寒冷

難耐，親臨旅順口外監督洋匠民工晝夜施工，並積極運用挖泥船抽除大壩淤積，

歷時四十餘日即將攔海大壩趕修完成。但當大壩工程告一段落，挖大口岸的

工程開始時，袁氏很快的就注意到挖泥船適合用於開挖灘岸，並向李鴻章

申請添購試行。  
（二）挖泥船轉用於拓寬海口與清除沙洲 

  旅順建港的諸多工程項目中，除抽除攔海大壩的淤泥外，另一重要工

作就是擴大港口，並保持進港航路通暢。旅順港外有東西兩澳（沙洲），

必須挖清方能保持航道淨通。同時船塢外側必須有堅壩遮護，且挖澳民工

人數多至數千，深至二丈以下，若非壩無疏失，工人也不敢施作。因此袁

氏再向李鴻章表示需採購抽水機與挖泥船：  

電促外洋將吸水機器之大者與挖泥大船，均早行購辦，以期早濟工

用。……現有齒兜之兩船，泊口門近處專營挖石；以無齒兜不能挖

石之兩船，泊附近西澳之雞心灘，專為挖泥。俟新購齒兜到齊，統

移口門挖石。55 

希望早日向外國採購大型抽水機56和大型挖泥船，當時現有的四艘小型挖

泥船中，只有兩艘具有齒兜可挖掘砂石，另兩艘則僅有挖斗，只能抽吸泥

砂，故派往西澳 大的雞心灘沙洲挖泥。而在向李鴻章求購外國大型挖泥

船的同時，袁氏也曾徵詢是否借挖濬內河的挖泥船來使用，惟其挖掘深度

只達一丈五六尺深，在旅順港這類深水區亦無所用，因而作罷。57 

  袁保齡到任後，旅順船塢工程至該年十二月工程進度頗有起色。該月因拖帶

泥船的海順輪需維修機器，因此暫時停工，訂於隔年（光緒九年）正月初八日再

度開工，袁保齡注意到洋員原本多以為冬季北洋難以施工，而船夫匠役也多因此

心懷觀望致使工程延宕。58挖泥船和抽水機投入旅順港的建設工程後，相對減輕

了冬季不易施作的問題。 

                                                       
54 〈查看壩套及庫基公所大概情形稟〉，《閣學公集》，〈公牘〉，卷一，頁 6a-6b(3429-3430)。光

緒八年十月初五日。 
55 〈募夫添器各事宜稟〉，《閣學公集》，〈公牘〉，卷一，頁 17a-17b(3451-3452)。光緒八年十月

二十七日。 
56 港灣工程中難免有海水湧入，因此還需添購抽水機將滲水排出。旅順當時採用舊式水車二十

餘座抽水，不敷使用。因此在挖掘海口的同時，袁保齡亦一併呈請添購蒸汽抽水機。 
57 〈海口挖淺接收木料幷請設義學興蠶桑稟〉，《閣學公集》，〈公牘〉，卷一，頁 21a(3459)。光緒

八年十一月初八日。 
58 〈培壩僱夫挖淺各情形稟〉，《閣學公集》，〈公牘〉，卷一，頁 44b-45a(3506-3507)。光緒八年

十二月二十四日。「統計兩月於今，挖沙石及挖泥約做工一千二百餘方，先是漢納根以為冬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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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旅順除了攔海大壩工程外，另一重要項目為海門挖掘工程。旅順

口海門位於黃金山與老虎尾之間，口門寬五十丈，潮水落盡時有水一丈一

尺，淺處砂石長 30 丈。按照計算，應該挖出船道一條，長 30 丈、寬 10

丈，深 1 丈 4 尺，共計需要挖出砂土 4200 方。考量到該項工程浩大，原

有的挖泥船不敷使用，因此光緒八年十月袁保齡向李鴻章親自面談後，函

請出使德國大臣李鳳苞協助訂購德國製大型挖泥船一艘，用以挖掘海口。 

圖 10 導海輪相片。  

 
圖片說明：由圖可見導海輪的型制為鏈斗式，中間梯格狀的為鏈斗，一直延伸到船隻吃水線以下。船頭還有起重機一具，

即圖片中向外伸出的吊臂。本圖引自北洋水師網站 http://www.beiyang.org, (accessed October 10, 2009). 

  李鳳苞，字丹厓，江蘇崇明人。光緒三年(1877)時他被派為留學生監督，赴

英、法兩國處理學生留學事務。隔年被清廷賞賜二品頂戴，受李鴻章引薦出使德

國，實為其委託在歐洲考察新式軍艦的重要幕僚，因此由其協助代購挖泥船。李

鳳苞在德為袁保齡探詢後，指出德國挖泥船馬力倍於英國挖泥船，且挖掘深度可

達四十尺，價格還較便宜一些，因此決定在德訂購。幾經殺價之後，以五十三萬

五千馬克，加上六萬馬克運送費成交。這筆款項後由天津海防支應局項下支出，
59導海輪與李鳳苞在德訂製的鐵甲艦一樣為伏爾鏗造船廠(Stettiner Vulcan AG)所

製，船身長 63 公尺、寬 12 公尺，吃水 1.4 公尺，排水量達 2400 噸。船體為鐵

製，並於甲板上附有大型起重機， 深可以挖掘達十米。60 

  光緒十年六月二十一日導海輪抵華，袁保齡會同漢納根商討驗收事宜。由於

挖泥船為平底船且底部較寬，大沽船塢無法容納，故暫時決定利用退潮擱置沙

                                                                                                                                                           
直無挖理，遂至洋匠勒威首主此說，百計宕延，各船夫匠群懷觀望。」 

59 〈購定德國挖河船請飭匯寄船價詳〉，《閣學公集》，〈公牘〉，卷二，頁 4b-5b(3538-3540)。光

緒九年四月初四日。「李大臣來電云挖泥船深四十尺，廠價五十四萬馬克，候電定，冬前可發。

事日又去電云挖深至三十尺，價較廉否？秋前須成，望再商電知。於正月二十四日接來電云，

挖海船三十尺者不能用，現定稍廉之價五十三萬五千馬克，加到華之費六萬馬克，可於冬季

前動身。德國挖海船之力量可加英國者半倍，而價稍賤，望電覆。又於二月初七日接來電云，

正月二十三日英文電覆挖船之事，再遲今冬不能峻，請速示。職道保齡自旅順回津面陳情形

必須購定，復於二月初九日奉前署北洋大臣李面諭去電云，挖河船照購來華。……擬請憲臺

行知海防支應局，照數陸續買鎊匯寄德國柏林，交李大臣收付趕辦。」 
60 陳悅撰，《北洋海軍艦船志》（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2009.06），頁 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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灘，事後再考慮刮除船底附著的微生物與上漆之事。同時決定驗收完畢以後直接

駛往西澳需挖除的雞心灘進行測試。61惟因導海的部分機具未隨船前來，而是隨

其他備用部件被送往大沽，因此驗收時間延宕月餘。62此外袁保齡亦注意到需培

養本土人才操作挖泥船，以免久留洋匠糜費薪水，徒增花費。因此派海鏡號大副

林高輝赴導海學習操駕，以期日後自行操作。63 

圖 11 旅順口示意圖。  

 

圖片說明：旅順入口狹長，左方為老虎尾，右方為黃金山。筆者自繪。 

  導海輪在旅順期間，工作極為得力，光緒十一年(1885)四月初二日，袁保齡

向李鴻章報告工程進度時，稱其：「導海挖泥船力大機靈，挖深極為得力。……

數月以來，工作頗見起色。現已挖去雞心灘四分之三，約計本月下旬可一律挖盡。」
64然而該船自航海遠來中國後，苔黏𧐈結，船底皆為綠色的微生物與附著物，有

必要進行刮底油修。袁氏原擬在旅順用土塢小修，但隨後即發現船身太重，恐土

塢𧐈陷傾壓，有意外之虞。因此決定等到四五月時，海面風浪漸平後，令導海輪

                                                       
61 〈會報導海船開駛來旅稟〉，《閣學公集》，〈公牘〉，卷五，頁 5b-6a(3854-3855)。光緒十年六

月二十一日。「竊查導海船主今早五點鐘到旅順，職道含芳於九點半偕丁提督回旅，職道等現

已會同託漢納根與該船主面商，將導海駛來旅順……當面訂明，後天午正起碇開駛北來，並

支借湘平銀三百兩，其按照合同驗收各事，職道當遵照妥辦。……至於刮油船底，大沽船塢

們不彀闊，不能駛入。已與丁治商搉，可以乘潮置灘，設法辦理。擬俟駛到驗收之後，將雞

心灘試手」 
62 〈驗收導海船機件尚未運齊稟〉，《閣學公集》，〈公牘〉，卷五，頁 6b-7a(3855-3856)。光緒十

年七月十一日。「竊查導海輪船船身機器早已收竣，惟備用各件三十號三十二號兩單之物，與

起重架物件攙雜均運大沽，尚未運齊。須俟收齊後方能繕冊呈報。又以起重兩鐵柱未起，不

能生火試挖西澳，擬與漢隨員設法起卸，尚未知能應手否。……現飭漢隨員督同隨船來之匠

首陸昭愛經營」 
63 〈商派員弁分司導海船各事宜稟〉，《閣學公集》，〈公牘〉，卷五，頁 25b-26a(3894-3895)。光

緒十年八月二十四日。 
64 〈請派劉道督理導海船並領回墊用款項稟〉，《閣學公集》，〈公牘〉，卷七，頁 11b-12a(4058-4059)。

光緒十一年四月初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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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往上海進塢修理。65同時，導海輪起挖泥土的鐵鍊輪軸皆為質地較脆的生鐵鑄

成，每遇挖泥挖石用力較重，時有損壞。原來購買時替換用的料件，至光緒十一

年春間已經損傷殆盡。因此袁保齡亦趁此機會派員前往上海江南製造局吩咐仿製

添購，以備來日之用。66 

  該年九月導海輪復歸北洋，馬上又投入挖掘海口工程之中。袁保齡安排導海

輪繼續開挖旅順口門，同時安排舊有四艘挖泥船，兩艘挖掘旅順口東岸老虎尾，

兩艘挖掘魚雷營船路。67這些建港前必須的基礎工程，大約至光緒十二年竣工。

隨後至光緒十六年(1890)間，旅順港的主要建設為外包法商承攬船塢與修建廠房

等工程。袁氏曾直言：「旅順濬海工程，全恃導海大挖泥船」68，足見挖泥船在

旅順建港之初的重要性。而袁保齡後於工程局總辦任內積勞成疾，於光緒十五

(1889)年卒於任所。另外在旅順建港時居功厥偉的導海輪，則是一直用於維護旅

順港澳暢通至甲午戰爭(1894)為止，甲午戰後該輪為日人所奪，不知所終。69 

五、結論 

  挖泥船在中國的普及和用途的轉變，實為十九世紀中葉以來中國汲取西

方工業知識並轉化運用的一個經典個案。除黃河流域一帶或因其河水含沙量

過高，抽之不盡而較不適合使用挖泥船外，其他區域的相關記載甚多。西方

蒸汽挖泥船傳入中國之始， 早可考的紀錄為李鴻章任職江蘇巡撫期間，首

先利用挖泥船疏濬上海吳淞江曹家渡一帶，後擔任江蘇巡撫的丁日昌，亦採

用挖泥船疏濬鄰近的白茆河。而列強要求清廷疏濬黃浦江吳淞口，雖係為

列強自身的航運經濟利益，但這卻成為挖泥船被轉用的契機，使清廷對上

海水利的關注焦點由內河疏濬轉移至港口清淤。  

  挖泥船可用於深水區域，以及能連續不斷抽挖淤泥的特性，正好切合了

飽受潮汐倒灌淤積之患的吳淞一帶所需。結果先後被用於疏濬吳淞江中下游

段，與黃浦江入海處的吳淞口，成效頗佳，使得清廷得以自行開濬不假手於

外人，維繫了航道的自主權。挖泥船在上海的投用，與當時任職於江蘇一帶

的洋務派官員如劉坤一、劉瑞芬、丁日昌、李鴻章等人的積極使用關係密切。

隨著上海使用挖泥船的成功，其使用範圍亦隨這些官員逐漸推展到上海以外

的其他區域。 

  此外，中國官員在依賴外購挖泥船的同時，亦逐漸嘗試自製。早期引進

                                                       
65 〈請派劉道督理導海船並領回墊用款項稟〉，《閣學公集》，〈公牘〉，卷七，頁 11b-12a(4058-4059)。

光緒十一年四月初二日。 
66 〈請飭發導海船鐵鍊輪軸價腳等款稟〉，《閣學公集》，〈公牘〉，卷九，頁 25b-26a(4278-4279)。

光緒十二年正月初八日。 
67 〈請飭支應局定購煤斤稟〉，《閣學公集》，〈公牘〉，卷八，頁 14a-15a(4143-4145)。光緒十一

年九月十三日。「導海大挖泥船開挖口門，小挖泥船四隻，以兩隻開挖老虎尾尖，兩隻開挖魚

雷營船路，工程同時喫緊」 
68 〈派員接辦導海及起重船事宜稟〉，《閣學公集》，〈公牘〉，卷八，頁 17a(4149)。光緒十一年九

月二十日。 
69《北洋海軍艦船志》，頁 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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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泥船，主要需透過英國駐華公使或海關總稅務司，李鴻章於同治十三年間

外購挖泥船用於直隸時，即開始命其主管下的天津機器局試圖仿製，這可

能是國產化挖泥船的首次嘗試。爾後中方派劉瑞芬、李鳳苞等官員直接與

英德兩國的廠商接洽，不再假手外人。至光緒末年時，大沽船塢更已有自製

挖泥船的能力。可以說挖泥船在華的發展，實為國人吸收外國工程技術後加

以內化的典型之一。 

  挖泥船進入中國不僅使上海吳淞一帶內河與港口容易淤積的陳年問題

獲得紓解，更取代了傳統中國所使用的疏濬器具，其潛力很快的被注意到，

進而成功的轉用於旅順港的建設，提高了港灣建設工程的效率。此後挖泥船

的功用已不限於疏濬河道，同時兼有經濟以及軍事兩種面向的用途。 

  依現存資料來看，旅順港的建設可能為中國首次動用多艘挖泥船組織施

作的大型工程。袁保齡長年經習洋務，與其他懂得善加利用西方機器的主官

如周馥、劉含芳等人將挖泥船投用於建港。先是將旅順原有挖泥船與接泥船

重新組織搭配，並向德國購買導海輪，再由大沽增造裝泥船，大幅提升了

工程進度。挖泥船除成功的抽除攔海大壩的淤泥外，爾後更被用於開挖旅

順口，後續更用以保持航路暢通，奠定了旅順作為中國近代史上 為完備

的海軍後勤維修基地的基礎。 

  此後挖泥船的應用區域和用途亦隨之拓展，如光緒十八年(1892)初山東

巡撫福潤（生卒年不詳）為處理轄內黃河洪氾，於齊河、劉家廟、東阿縣陶

城埠各建石閘一座控流（均位於今山東省德州市），以十四萬四千兩向荷蘭

購買挖泥船八艘用於建閘工程；70山東巡撫孫寶琦(1867-1931)於光緒二十九

年至三十四年(1903-1908)間，以六千餘兩向天津海河工程局購買挖泥機器，

並由山東機器局配造兩艘挖泥船用以疏濬小清河；71宣統元年(1909)湖南巡撫

岑春蓂（生卒年不詳）透過漢口洋商在德國訂購挖泥船，專用於處理洞庭湖

淤塞等。72蒸汽挖泥船這項傳入中國的水利工程器具，因各類需求而逐步拓

展其用途，被運用於河道清理、湖泊清淤、港口疏濬與軍港建設等諸多面向，

直至民國以後，其重要性和歷史意義實不可抹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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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troduction of Steam Powered Dredger and the Works 

of Wusong and Lushun during Late Imperial China 

HUANG Yuyang* 

Abstract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introduction of steam powered dredgers in Wusong 
River and Lusun Harbor in the late Qing period. The invention of steam powered 
dredger changed the form of hydraulic engineering after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comparison with the traditional hydraulic engineering equipment, the steam power 
and mechanical devices of this dredger efficiently dredges silt construction of deep 
water. The steam powered dredger was introduced into China in Shanghai Wusong 
area in 1862 when LI Hongzhang served as the governors of Jiangsu. Later DING 
Richang also used this kind of dredger in the Lake Taihu and its tributaries. 

  After 1842, Shanghai becomes the Western powers’ major commercial base in 
China, and Wusong Kou gradually become its main out port. The Western powers 
forced China to dredge Wusong Kou. The Qing government accepted LIU Kunyi’s 
suggestion and successfully used An Ding dredger to dredge Wusong Kou. This 
shows the growing importance of harbors than those of the inner rivers in Shanghai. 

  Steamed dredgers were also applied in military harbors in late Qing period. One 
of the most significant cases is the construction of Lushun. Form 1881 onwards, LI 
Hongzhang chose Lushun as an important naval base for future maintenance of war 
vessels. The director of Lushun bureau, YUAN Baoling, constructed the port by using 
dredger and achieved great success in a short period of time. Thereafter the Chinese 
largely rely on this new machines. Therefore, the Western dredger not only affects 
Chinese shipping industry and hydraulic engineering but also the construct of naval 
defense. 

Keywords: the steam powered dredge, YUAN Baoling, LIU Kunyi, LI Hongzhang,  

An Ding, Wusong, Lushun 

                                                       
* Doctoral Student,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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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cial Report

圖 1 林主委 2014 年攝於常州春秋淹城

圖 2 座落於臺南樹谷生活科學館之「水運儀」 

新任主委林聰益教授 

  林聰益教授於南臺科技大學機

械系擔任教授並兼古機械研究中心

主任，經本會 103 年第 1 次會議選

舉，接任本會主任委員。林教授於

2001 年獲國立成功大學機械系博士

學位，研究領域為機構與機器設計，

特別是在醫療輔具設計與古機械復

原設計，並長期投入工程教育與教學

的設計、發展與改進，其在研究與教

學上已獲得國內外 70 多個獎項（自

2003 到 2014 年），成效卓越。  

  技術史是一個專業化程度高、實

務技術要求強的領域，需要研究者有

良好的工程科學基礎、技術的實務經

驗和史學修養。林聰益博士在成功大

學機械工程學系接受了 10 年嚴格的

系統化工程科學基礎訓練，並有 6

年精密機械研發的經驗，在工具機廠從現場的裝配、整機的開發、到關鍵

性零組件的研發，對整個工具機的研發歷練相當完整。這為他研究歷史上

的科學技術打下了非常堅實的學理和經驗基礎。  

  林 聰 益 自 1992

年 師 從 顏 鴻 森 教 授

進 行 北 宋 水 運 儀 象

臺的研究，開始古機

械 和 技 術 史 的 研

究。後更以其擒縱調

速 器 作 為 博 士 論 文

主題，提出一個系統

化 之 古 機 械 復 原 研

究的方法與程序，提

供 了 研 究 機 械 技 術

史 學 領 域 的 一 個 創

新方法。之後陸續復

原製造了水運儀象臺之水運系統和水輪秤漏裝置（合稱水運儀）、渾儀系

統、以及五層木閣和晝夜機輪（合稱報時系統）。其中水運儀更在 200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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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樹谷生活科學館館前的地景藝術，成為臺南知名公共地標（圖 2）。此

次水運儀的製造不但能驗證水運儀象臺的科學技術與設計思想，以重現水

運儀的步進運動，並可融入生活科學館的建築與展示意境。正因為「水運

儀」有著下列特色：一、是全世界第一臺獨立於水運儀象臺之原比例的步

進動力水輪。二、是全世界第一臺以青銅製成的水力式機械鐘擒縱調速

器。三、是結合 11 世紀天文、機械、動力等傑出技術的綜合體。四、是結

合科技、生活，兼具視覺、聽覺藝術的動力引擎。而讓生活科學館的建築

在國際上獨樹一格。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運轉在南臺校園的立帆式大風車，那是林聰益教

授從事技術史研究之另一個傑出的成果。立帆式大風車是中國古代史上的

一個重要機械發明。2002 年以來，林教授與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

張柏春教授合作，從事立帆式風車及龍骨水車等的研究，2006 年將技術史

研究與人類學的田野調查相結合，在蘇北成功地復原製作了一架實用的大

風車（圖 3），並獲取了詳實的風車製作技藝資訊和圖像資料，為研究和保

護技術文化遺產做出了貢獻。此項研究受到了中國大陸學界與文化部門的

重視，以及國際機械史界的尊重。  

 

圖 3 2006 年於蘇北成功復原之立帆式風力龍骨水車的測試情況  

  林聰益教授也長期致力於科技史轉譯教育的實踐與推廣，2005 年在南

臺科技大學成立古機械研究中心，目的在研究與發揚古代的機械文化與成

果，並以古機械的復原與創新、科技史的研究與教學、工程教育的教學設

計等核心技術，進行科學工程教育之教材與教具的發展與製作，並歡迎有

興趣者一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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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屆國際東亞科學史會議訊息 

  第 十 四 屆 國 際 東 亞 科 學 史 會 議 (14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History of Science in East Asia) 將於 2015 年 7 月 6-10 日在巴黎舉行，此次

會 議 由 法 國 社 會 科 學 高 等 學 院  (Ecole des Hautes Etudes en Sciences 

Sociales , 簡稱 EHESS)來主辦。  

  本次大會所設定的主題：Sources, locality and global history，期望能透

過不同的研究材料、視野、方法及語言，創造出一些與「西式」科學史長

期主導不同的研究框架及成果。  

重要時程：  

大會網頁開放  2014 年 6 月 5 日  

邀請專題申請  2014 年 6 月 5 日  

專題提案截止  2014 年 9 月 1 日  

專題接受宣佈  2014 年 9 月 15 日  

個人論文摘要提出截止  2014 年 12 月 1 日  

論文接受通知  2015 年 2 月 1 日  

線上註冊開放  2015 年 2 月 1 日  

經費補助截止  2015 年 2 月 15 日  

經費補助通知  2015 年 3 月 15 日  

優惠註冊費截止  2015 年 5 月 1 日  

線上註冊截止  2015 年 6 月 15 日  

大會開幕  2015 年 7 月 6 日  

大會結束  2015 年 7 月 10 日  

  在本次會議中，將頒發竺可楨科學史獎，申請作業截止日期為 2014

年 12 月 31 日，相關申請資料請以 PDF 檔請寄給竺可楨科學史獎委員會秘

書長田淼研究員(miaotian17@hotmail.com)，並將副本請寄給國際東亞科

學史學會秘書長陳建平教授（jjchen@stcloudstate.edu）。  

  更多相關大會訊息，請參考大會網址:http://14ichsea.sciencesconf.org；大會聯

絡 EMAIL:14ichsea@sciencesconf.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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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城道耳吞科學文化之旅 

張澔* 

  去年因參加七月底在曼

徹斯特所舉行的第二十四屆

國際科學史大會，主辦單位

特別精心將晚宴安排在曼聯

足球隊的俱樂部，然而本身

並非是足球迷，所以未能享

受夢寐以求的狂熱，但在會

議閒暇之際及會後能探訪道

耳吞生前所到過的地方，頗

有他鄉遇故知的感覺。  

  道耳吞並非是曼城人，

他於 1776 年 9 月 6 日出生於

風光明媚湖區(Lake District)

的老鷹田鎮(Eaglesfield)，家

庭貧困。1781 年的時候，15

歲 的 道 耳 吞 來 到 肯 朵 鎮

(Kendal)，擔任學校的教員長

達 12 年。1787 年 3 月 24 日

道耳吞記下了第一篇的氣象

觀測記錄，成為他日後科學

研 究 的 基 礎 。 他 之 所 以 對 氣 象 學 感 興 趣 ， 是 受 到 同 鄉 魯 賓 遜 先 生 (Elihu 

Robins) 的影響，1787 年起開始寫氣象日記，直到去世，長達 57 年，道

耳吞從未間斷過。  

  1793 年的春天，道耳吞搬到曼徹斯特，透過既是恩師又是好友的高夫

(John Gough)的推薦，他在新學院(New College)擔任講師傳授數學和自然

哲 學 。 同 年 ， 他 的 第 一 部 著 作 ，《 氣 象 觀 察 與 隨 筆 》 (Meteorological 

Observations and Essays, London: Richardson, Phillips, Pennington, 1793)出

版，書序是請高夫所撰。  

  隔年道耳吞被選為曼徹斯特文學暨哲學學會會員(Manchester Literary 

and Philosophical Society)，簡稱「文哲會」(Lit & Phil)。1802 年 11 月他在

文 哲 會 宣 讀 《 對 組 成 大 氣 幾 種 氣 體 或 彈 性 流 體 比 例 的 實 驗 研 究 》

(Experimental inquiry into the proportion of the several gases or elastic fluids 

                                                       
* 本會委員，義守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 

圖 1 道耳吞(John Dalton, 1766-1844)畫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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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ituting the atmosphere)一文，在這篇論文中，他已經特別注意到各種

氣體在大氣中比例的關係。 

  1803 年 10 月 21 日，他又在文哲會上宣讀，〈觀察水和其他液體對氣體

的吸收〉(On the absorption of gases by water and other liquids)為標題的論

文，倍比定律(Law of multiple proportions)的概念便已經浮現出來，在此文

章中，道耳吞用水的組成來闡述他的想法，水是由一個氧原子和一個氫原

子所組成，氧與氫的重量比為八比一，那麼氧原子的重量是氫原子的八倍。

(這是當時所認為的原子量比，且分子的觀念尚未出現，水的組成方式是

HO)。 道 耳 吞 原 子 論 開 始 流 傳 得 助 於 他 的 摯 友 英 國 化 學 家 湯 生 (Thomas 

Thomson, 1773-1852)，湯生將道耳吞的論文編輯在他 1807 出版的《化學的

系統》(A System of Chemistry)中。隔年，道耳吞出版了《化學哲學的一個新

系統》(A New System of Chemical Philosophy)，更進一步闡述他的原子理論。 

  道 耳 吞 在 1837 年 發 生 中

風，隔年又復發，導致講話口吃，

雖然行動不便，但他仍然堅持做

實驗，他一生澹泊名利，生活儉

樸，不愛出現在公開場所。1844

年 7 月 27 日他在曼城逝世，很不

幸的，道耳吞的手稿毀於二次世

界大戰轟炸之中。  

  道耳吞對於曼城歷史的重要

性，我們可以從市政府中的布置

及擺設便可一目了然。道耳吞的

大理石雕像放在曼城市政府正門

的左手邊。道耳吞坐在椅子上，

右手時指輕貼在臉頰，接近下巴

處，左手拿著一本厚重的書，左

腳交叉放在右腳上，一種若有所

思的姿態，腳下還有一些實驗儀

器，如此栩栩如生的雕像，似乎

告訴人類，他如何透過了沈思及實驗，為現代化學開創新的里程碑（圖 3）。

在 道 耳 吞 的 對 面 ， 正 是 他 有 名 氣 的 學 生 焦 耳 (James Prescott Joule, 

1818-1889)。由於焦耳對於熱和機械功的研究，引導出能量守恆及熱力學

第一定律。道耳吞的大理石雕像是由當時在英國攝政時期(1811-1820)具有

領 導 地 位 的 雕 刻 家 謙 里 爵 士 (Francis Leg(g)att Chantrey, 1781-1841)所完

成，當時不少顯赫人物的胸像及雕像都是他的作品，如喬治四世大理石胸

像。  

圖 2 湯生 Thomas John Thomson, 1877-1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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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於牛津街(Oxford Street)及切斯特街(Chester Street)交接的曼徹斯特

都會大學(Manchester Metropolitan University)道耳吞館外面，也有一座道

耳吞銅像（圖 4），這座

銅 像 是 仿 市 政 府 的 大 理

石雕像，比較特別是，在

銅像下面部分的石頭，是

來 自 於 道 耳 吞 所 葬 的

Ardwick 墓園，該墓園在

1950 年進行整理。   

  至於他在 26 歲所任教

的新學院則是位於莫斯理

街(Mosley Street)，正與夏

樂蒂街(Charlotte Street)交

接處（圖 5），此建築物曾

是 Portico Library，幾次轉

手後，現在已經是一座餐

廳，只是建築上的 Portico 

Library 水泥字依然保存下來。他所住的房子是在附近的喬治街(George Street)36

號，現在已經是一家全球性 Alliance Business Centers 公司（圖 6）。不論是莫斯

理街或者在喬治街上的建築上，都放有一塊曼城紀念牌匾(Manchester City 

Council commemorative plaque)（圖 7）。 

 

 

 

 

 

 

 

 

 

 

 

圖 3 曼城市政府內的道耳吞大理石雕像  

 
圖 4 曼徹斯特都會大學的道耳吞銅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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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莫斯理街的新學院  圖 6 喬治街上道耳吞的住所  

圖 7 喬治街 36 號上道耳吞紀念牌匾  

  在此次探尋的地方， 難找的位置是喬治街 36 號，它位在曼城的中

國城區，找到 30 號之後，卻一直找不到之後的號碼，多次前後徘徊，左

右穿梭，又詢問多人，卻無人知道，當然 後還是找到。另外，就是未能

看到在曼城市政府的壁畫，共有十二幅，描繪曼城的歷史與文化，其中一

幅便是道耳吞收集沼澤氣的作品（圖 8）。畫中，道耳吞很專心一致的在收

集沼澤氣，有位小孩正趴在架在沼澤上的木板上專心觀察，另外一旁有一

位婦人帶著小孩野外郊遊，如此結合大自然與人文的戶外教學，真是一幅

令人驚嘆的科普作品，每次想到這裡，未能一睹廬山真面目，難免有遺珠

之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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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道耳吞收集沼澤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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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國戰爭博物館北館巡禮 

周維強* 

  聞名遐邇的英國帝國戰爭博物館，在英國政府支持下，結合了曼徹斯

特的城區改造，在塔福特公園建立了北館。該分館的建立，說明了英國人

對於戰爭記憶保存的重視，對於如何建設分館，也提供了可貴的經驗。  

北館概述 

  2013 年，英國人雷考克(Stuart Laycock)出版了一本《我們侵略過的國

家：以及少數我們來不及侵略的國家》(All the Countries We've Ever Invaded: 

And the Few We Never Got Round To)，指出英國人侵略過現今百分之九十的

國家，這一統計數據除了說明英國善於透過武力呈現國家意志，也呈現出

英國歷史發展與戰爭的密切關係。其實從軍事博物館的典藏，也可以窺知

英國典藏豐富的戰爭文化遺產，並十分重視戰爭的歷史教訓。  

  位於倫敦的帝國戰爭博物館，是研究和熱愛軍事史的人們眼中的聖

地；但很少人注意，這個著名的博物館還有幾個分館和展示地：曼徹斯特

北館(IWM North, Manchester)、德福分館(IWM Duxford, Cambridgeshire)、

邱吉爾戰時辦公室(Churchill War Room, London)、貝爾發斯托號輕巡洋艦

(HMS Belfast, London)。這些分館有著不同的功能，如德福分館展示航空

史相關的文物；邱吉爾戰時辦公室則為二次大戰時英國的指揮中心，除了

歷史建築外，也展示了與邱吉爾有關的文物；而貝爾發斯托號輕巡洋艦則

是歷史戰船。但曼徹斯特的北館，與這些分館性質不同，它是一棟嶄新的

博物館建築，完成於 2002 年，是帝國戰爭博物館中 新，也 富現代特

色的分館。此館也有主題設定，它的展示重點，在於「現代武裝衝突對於

人群和社會的衝擊」(The impact of modern conflicts on people and society)。 

  北館所在的地理位置極富特色，它位於塔福特公園 (Trafford Park)南

岸，此一公園橫跨曼徹斯特運河，北岸是 BBC 的總部 MediaCityUK（圖 1）、

勞瑞文化中心（Lowry cultural center，圖 2）和勞瑞暢貨中心(Lowry outlet)，

儼然是曼城集合文化創意、休閒、旅遊、商業等多功能的城市空間。運河

兩岸有行人專用拱橋跨越（圖 3），行人可無障礙的跨越運河，往來於運河

南北岸，或駐足橋上，欣賞運河風光，也可以利用運河內行駛的觀光船（圖

4），品味百年前的世界工業之都。  

  在二次大戰期間，北館所在地是英國重要的工業中心，生產英國皇家

空 軍 的 蘭 開 斯 特 重 轟 炸 機 和 許 多 戰 機 所 使 用 的 勞 斯 萊 斯 梅 林 引 擎

                                                       
* 本會執行秘書，國立故宮博物院圖書文獻處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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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lls-Royce Merlin Aero engine)，是英國空軍的重要生產基地。因此曾被

納粹德國空軍密集轟炸，遭受嚴重的破壞。  

  興建北館是由文化大臣史密斯(Chris Smith)所推動，於 1999 年 4 月 1

日正式啟動計畫，2000 年 9 月建築完成，於 2002 年 7 月 5 日對外開放，

只花了三年多就完成了全館的建設。此館的建築經費達 2,850 萬英鎊（約

13.3 億臺幣）。北館採用與帝國戰爭博物館正館一樣的 Logo，以斜線象徵

二次大戰時打向天際的防空探照燈燈光，只在其左下方標示 North 字樣。  

  北館建築師是著名的李博 斯金 (Daniel Libeskind)， 他 是 波 蘭 裔 美 國

人，其代表作是柏林的猶太博物館。他以破碎的地球(shattered globe)概念

為主軸，將地球球面分割，用以比喻被戰爭和衝突分割的地球，並運用其

中三個主要的分裂球面為元件，組合成博物館的外貌，用空間來呈現一個

被武裝衝突分隔的世界。  

圖 1 BBC 總部 MediaCityUK 圖 2 勞瑞文化中心(Lowry cultural center) 

圖 3 跨過運河的美麗拱橋  圖 4 運河上的行駛觀光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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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空間巡禮 

  北館的屋頂和外牆材質是耐鏽蝕的鋁金屬，在不同的光環境下，北館

散發出不同的光彩，伴隨著天際和運河河水的背景改變，建築本體也產生

不同的光影變化，彷彿是停泊在河上的戰艦，令人驚艷。（圖 5）同時，戶

外地面設有許多不規則的幾何圖形，（圖 6）填入淺紫色的礫石，十分簡潔

有緻。戶外僅設有一樣文物，即原為伊拉克所擁有的俄製 T-55 戰車（圖 7），

提示遊客 近發生過的戰爭。  

  北館建築內共有兩層，地下層主要是公共服務空間，包括商店、洗手

間、學習工坊、團體接待室和資訊服務，都設於此層。第一層則為展示空

間和咖啡廳。不過，令人感到的是，北館並沒有一座雄偉的大門（圖 8、9），

僅有一處十分簡潔的通道，只容一兩個人通過，同時也沒有售票處。原來

此館不必購買門票，但門口會有拿著導覽手冊勸募的博物館人員，只要花

3 磅，就可以獲得館方的博物館導覽手冊，如不想買，一樣可以免費入場。

同時展覽結束之處，也會有勸募箱，建議捐贈額為 3 磅。館內需額外付費

的地方只有一處，即登上博物館高達 29 公尺的觀賞臺(Viewing platform)。

總體來說，北館的收費合理，是個物超所值的精緻博物館。  

  從展示空間的規劃來看，北館分為兩大空間。一個部分是主展覽館和

時代巨照(Big Picture Show)，由不規則的稜角空間所組合構成，共達 2,200

平方公尺；而另一個空間則是專題展覽廳，有 500 平方公尺。  

圖 5 北館  圖 6 在博物館外的地面上，以紫色的礫石

鋪設於不規則的幾何圖案中。  

圖 7 戶外陳列的 T-55 中型戰車  圖 8 北館入口指標，可見北館的 logo 與

本館十分類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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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北館入口。  

主展覽館和時代巨照 

  主展覽館的展覽，是常設展區。除了呈現世界權力平衡的變化，也關

注在前線的領導者、士兵和平民。展覽內容說明了人們如何改變歷史，不

論 其 為 著 名 的 領 導 者 ， 或 是 無 名 的 士 卒 。 其 策 展 的 概 念 是 時 間 軸

(Timeline)，共設有六個展覽區主題，分別為：總說明：國家的收藏、第一

次世界大戰：1914-1918（圖 10、11）、戰間期：1919-1938、第二次世界大

戰：1939-1945（圖 12）、冷戰：1946-1990、進入新世紀：1990-迄今（圖

13、14），共六個時間帶。參觀者從入口進入後，沿著左邊的牆面，依序

逆時針方向參觀。  

圖 10 一次大戰文物  圖 11 一次大戰的 Jutland 大海戰中，英戰鬥巡

洋艦不倦號(HMS Indefatigable)被德艦

坦恩號(SMS Von der Tann)擊沉，共有

1,017 人陣亡，只有兩名倖存。 

圖 12 二次大戰文物  13 伊拉克戰爭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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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 伊拉克戰爭文物  

  雖然展覽以戰爭作為主題，但很明顯的，此一博物館並不是為了歌頌

戰爭而存在。在一些展櫃中，我們可以發現許多反戰的文物，如 Stop the 

bloody oil war，以及 Bush Stop!的海報，呈現出人類厭倦戰爭的理念。  

  在展覽區之間擺設有七件主要大型的展件，分別為 AV8-A 垂直起降戰

鬥機（圖 15），巴格達被炸彈炸毀的旅行車殘骸（圖 16），1914 年 8 月 22

日發射了英軍第一枚砲彈的野戰砲（圖 17），原紐約世貿大樓鋼骨（圖 18），

消防拖車（圖 19），美洲豹式巡邏車（圖 20），T34/85 蘇聯戰車（圖 21）

等。這些大型的戰爭文物展件，不但提供了歷史的見證，同時，也傳遞出

戰爭殘酷的真實面相。除了這些指標性的戰爭文物外，還有一些附屬的戰

爭文物，如火砲（圖 22、23）、水雷（圖 24、25）、噴射引擎（圖 26）和

核彈（圖 27）等。  

圖 15 由英國皇家空軍海獵鷹垂直起降戰

機 改 良 而 來 的 美 國 海 軍 陸 戰 隊

AV8-A 垂直起降戰鬥機，1971 至

1983 年間，共有 110 架英製 AV8-A

戰機為美國海軍陸戰隊服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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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 2007 年 3 月 5 日，在巴格達市場被炸彈破壞的汽車  

圖 17 1914 年 8 月 22 日發射了英軍第一

枚砲彈的野戰砲  

 
 圖 18 紐約世貿大樓鋼筋  

圖 19  丹尼斯消防 拖 車幫浦 (Dennis Fire 

Fighting Trailer Pump).廣泛的應用

於 二 次 大 戰 間 ， 此 幫 浦 須 六 人 操

作，每分鐘可以灑出 500 加侖的

水。  

圖 20 羅德西亞（現稱做辛巴威）的豹四

式安全車(Leopard MkIV Security 

Veh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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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T34-85/85 是蘇聯所研發的戰車，

於 1940 年 7 月開始服役。  

 

圖 22 第一次大戰中德國戰車 A7V 的戰車

主砲，口徑為 57 公釐  

圖 23 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德軍使用的德

製 250 公釐戰壕迫擊砲  

圖 24 德製一式水雷，直徑 839 公釐，高

度 145 公分。  

 

圖 25 英製 Mk14 水雷  

 

圖 26 勞斯萊斯公司奧林巴斯 101 噴射引

擎 ( Rolls-Royce Olympus 101 jet 

engine)，此一引擎係英國皇家空軍

的 火 神 戰 略 轟 炸 機 (Avro Vulcan 

V-Bomber)所使用，每架火神有四具

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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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7 英國 1966 年所開發的自由落體核彈，其破壞威力為長崎原子彈的二十倍以上。

  在主展覽廳，還有一項獨特的展覽，就是時代巨照（圖 28）。這個展

覽是配合北館建築空間所特別設計的，由於展示空間空曠而高挑，因此展

櫃以上的展示空間，以及博物館的地面，被轉化為照片和聲音所環繞的特

殊體驗聲光展覽。北館利用了六十臺投影機，投影在二十個螢幕上，有些

螢幕超過 5 公尺高，音效也十分驚人。有效的傳達了戰爭的陰森、悲劇、

無助和壯烈等等文化印象。  

  基於帝國戰爭博物館擁有大量的圖像，其內容包括了六百萬張照片和

十二億呎的電影膠片，以這些素材進行編劇加工，配合這些影像故事和聲

音，使得觀眾可以與這些博物館典藏有獨特的接觸。時代巨照週一到週

五，播放七個單元，採每小時播放一次。例假日則只在中午播放兩個單元。 

 

圖 28 時代巨照：投影機不斷的播放戰爭標語和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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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隔展覽區 

  主展覽館內另設有六個獨立分隔展覽區（原名 Silo，意為儲存原料的筒

倉），也是常設展區，與主展覽館的時間軸不同，這些分隔展區內的展覽是

主題式的，主題分別為：戰爭的經歷，婦女與戰爭，戰爭的印記，帝國英聯

邦與戰爭，科技與戰爭，戰爭的遺留；從這些主題的設定，可以知道戰爭博

物館展示的多元面向。除了展示櫥窗外，還有相當數量的時光堆棧 (Time 

Stacks)，內容包括了超過五十個主題的博物館文物機械存儲檢索系統。 

專題展覽廳 

  專題展覽廳 2013 下半年的展覽是「拯救生命：一個世紀衝突中的前

線醫學」(Saving Lives: Frontline Medicine in a Century conflict)，講述的主

題是戰場上的醫療。展廳的入口模仿英軍的 CH-47 契努克直昇機座艙，機

艙內的窗戶被巧妙的布置成螢幕，播放著從戰地直昇機上所拍攝的紀錄

片，讓觀眾身歷其境的感受到戰場的氛圍，並引領觀眾進入戰場中的醫療

世界。展品包括了各種醫療用品，如：藥品、繃帶、義肢等等，和以戰地

醫事人員活動為主題的藝術作品和照片，展示中還陳列了一輛英軍的路華

(Land rover)戰地救護車，可惜的是這個展覽不允許拍照。  

The WaterWay 小型陳列室 

  The WaterWay 小型陳列室，其實是從入口通往 WaterShard Café 餐廳

的通道，在通道兩邊，設有海報和攝影作品，形同一個小型的展覽區域。

我們參訪時，正展出由史恩‧史密斯(Sean Smith)所拍攝的伊拉克戰爭照

片，展期自 102 年 2 月 9 日，到 103 年 2 月 2 日。這些小型的展覽，促使

著博物館與外界的積極對話，滿足參觀者對於不同文化視野的需求。  

圖 29 文創商店  圖 30 Water Shard Café 的景觀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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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簡潔的意見箱  

 

 圖 32 用輸血概念設計的博物館勸募箱  

歷史記憶與戰爭和平的對話 

  北館結合了曼城的城區開發，配合 BBC 總部、勞瑞文化中心、勞瑞文

化中心、勞瑞暢貨中心以及運河文化等條件，為北館的成功打下了文化群

聚效應的基礎。加上便捷的輕軌(Metro Link)，帶來了眾多的遊客，使得原

有荒涼的城區顯得生意盎然，實為博物館分館建設的典範之作。  

  總體而言，北館展品是以二十世紀後為主，其內容並非頂尖的軍事文

物收藏。同時，既不見如其他軍事博物館的英雄主義遺風，也沒有民族主

義的大旗，使人熱血澎湃。但在館方的巧思下，北館成為人們可以重新反

省戰爭意義的空間，參觀北館後，帶給觀眾更多是了解戰爭對於社會的衝

擊和影響。  

  北館的建築和展示皆屬上乘。從 2002 年北館開館以來，作為 新分

館之一，它獲得約 30 個獎項，並舉辦了 41 個特展。該館突破了許多軍事

博物館窠臼，它的展覽內涵深深的觸及了戰爭的殘酷面相，交織著經歷戰

爭者的回憶，尤其是在時代巨照的投影秀中，彷彿回到了英國人在二次大

戰中，在黑夜中面對德國空軍的轟炸，令人無助而恐懼。北館成功的區隔

了與其他館區的，創造了新的戰爭博物館體驗，提供了豐富的文化饗宴。 

參考文獻 

1. Imperial War Museum. Imperial War Museum North Guide Book. London: Imperial 

War Museum,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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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研究院科學史委員會 103 年第 1 次會議紀錄 

時  間：2014 年 3 月 29 日（週六）下午 12:00-13:00 

地  點：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館遠距會議室  

主  席：張 澔  

紀  錄：林聰益  

出席委員：李國偉、李學勇、周維強、沈建東、林聰益、城地茂、洪萬生、 

徐光台、張 澔、郭文華、陳大川、陳光祖、陳東和、陳德勤、 

劉昭民、劉廣定  

請假委員：毛傳慧、吳嘉麗、英家銘、張哲嘉、張嘉鳳、陳恒安、劉君燦、 

鄧淑蘋、魯經邦、顏鴻森  

議  程：  

壹、會務報告 

（一）本會經費報告：截至 2014 年 3 月 20 日為止，本會尚結餘新臺幣 39,178

元正，詳細收支紀錄表詳附件一。 

（二）第十屆科學史研討會報告： 

1.本次研討會邀請專題演說兩篇，由國立成功大學顏鴻森副校長發表〈「古

代機構復原設計法」研發歷程〉和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張柏春

所長發表〈自然科學史研究所的學術拓展與轉變〉。 

2.本次研討會共發表論文 25 篇，本會徐光台、城地茂、沈建東、陳東和、

林聰益、周維強、陳德勤、劉昭民、張澔等 9 位委員發表論文，十分踴

躍。臺灣學者有 Micah Ross、皮國立、賴伯琦、李其霖、沈佳姍等 5 位，

研究生有黃宇暘、吳彥儒、高小筑、游翠卉和林佳等 5 位。大陸地區共

有郭福祥（北京故宮博物院）、郭世榮、聶馥玲、詠梅、儀德剛（皆來

自內蒙古師範大學科學技術史研究院）5 位發表論文。日本則有鄭巍巍

（京都同志社大學）、莊子哲雄（東北大學未來科學技術共同研究中心）

共同發表論文 1 篇。發表主題廣泛，內容亦十分豐富，共有六十多名聽

眾與會。 

3.感謝承擔學術委員會、籌備委員會、會議籌備工作的各位委員，及相關

事務的協助。本次會議獲得中央研究院及張昭鼎紀念基金會在經費上的

贊助，義守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協助辦理大陸學者申請入臺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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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討論事項： 

（一）主任委員選舉  

1.出席委員人數 16 人，請假委託投票 10 人。由張澔主任委員提名林聰益委員為

候選人，經劉廣定委員附議，因無其他候選人，林委員同額競選。 

2.選舉結果：24 票同意，2 票廢票。林聰益委員當選本會下屆主任委員。預定將

於本年 7 月進行新舊任移交，並宣布新任執行秘書和會計。 

參、臨時動議：無 

附件一：中央研究院科學史委員會收支記錄表（103/03/20 製）  

日期  明細  收入  支出  結餘  

101/09/28 第 36 期科學史通訊  10,000 25,805 

101/10/20 專題演講費／陳仲玉教授  2,000 23,805 

101/12/05 郵資  2,107 21,698 

102/03/12 102 年中研院活動費補助  20,000 41,698 

102/04/06 專題演講費/劉昭民  2,000 39.698 

103/03/01 郵資  520 39,178 

39,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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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研究院科學史委員會 103 年第 2 次會議紀錄 

時  間：2014 年 9 月 27 日（週六）下午 15:00-15:30 

地  點：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館遠距會議室 

主  席：林聰益 

紀  錄：周維強 

出席委員：周維強、林聰益、城地茂、張 澔、陳大川、陳德勤、楊龢之、 

劉昭民、劉廣定、魯經邦 

請假委員：毛傳慧、李國偉、英家銘、張之傑、張哲嘉、張嘉鳳、陳東和、 

鄧淑蘋、顏鴻森 

議  程： 

壹、會務報告 

（一）103 年下半年度工作報告： 

1.新舊任主委交接與新人事介紹 

感謝各位委員讓我有這個榮幸和機會為本會和大家服務，特別要感謝劉

廣定委員、李國偉委員、張澔委員、以及周維強委員的支持與協助，讓

交接的工作很順利，日後也希望大家繼續支持、包容與指教。本屆新人

事的介紹如下： 

(1)主任委員：林聰益委員，南臺科技大學機械系教授兼古機械研究中心主任 

(2)執行秘書：周維強委員，國立故宮博物院圖書文獻處副研究員 

(3)會計：英家銘委員，臺北醫學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 

2.第十屆科學史研討會彙刊的編輯事宜 

目前彙刊的編輯工作正在進行，若各位委員的稿件欲繳但未繳也請告

知。而第十屆科學史研討會的工作總結如下： 

(1)專題演講兩篇：由國立成功大學顏鴻森副校長發表〈「古代機構復原

設計法」研發歷程〉和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張柏春所長發表

〈自然科學史研究所的學術拓展與轉變〉。 

(2)本次研討會共發表論文 25 篇：臺灣共發表論文 19 篇(本會 9 位委員

發表論文) 大陸地區共發表論文 5 篇，日本共有發表論文 1 篇。 

(3)經費贊助：中央研究院、張昭鼎紀念基金會。 

(4)行政支援感謝承擔學術委員會、籌備委員會、會議籌備工作的各位委

員，及相關事務的協助。義守大學通識教育中心協助辦理大陸學者申

請入臺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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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03 年下半年度財務報告 

截至 2014 年 7 月 31 日為止，本會常務費尚結餘新臺幣 40,316 元正；2014

年 7 月 31 日移交常務費金額為 40,316 元。 

（三）104 年度工作計畫 

明年（民國 104 年）的工作計畫跟往年大致一樣，如下所列。其中，工作

坊的舉辦是重點工作。 

1.召開第一次委員會議：104 年三月底四月初之星期六下午 15:00-15:30；

會後安排專題演講或舉辦工作坊。 

2.召開第二次委員會議：104 年九月底十月初之星期六下午 15:00-15:30；

會後安排專題演講或舉辦工作坊。 

3.出版《科學史通訊》第 39 期：104 年七月底出刊；每期印 100 本，寄各

委員及各圖書館。 

4.申請與核銷常務費：每年中研院補助二萬元。 

貳、討論事項 

（一）舉辦科學技術史工作坊的規劃 

上屆張澔主委和周維強秘書舉辦 2 次科學技術史工作坊，對於活絡國內科

技史界間的交流和合作，成效顯著。因此，本屆將會繼續推動科學技術史

工作坊的舉辦，也為促進本會委員的交流與合作，邀請有興趣的委員一同

來舉辦，目前的規劃如下，也請各位委員提供建議和討論。 

1.主題：以一專業史為主題，但主題範圍可以是跨領域或有興趣的主題，

讓更多人參與。 

2.時間：與第一次或第二委員會議一同舉行（至多 4 場） 

3.地點：由主辦委員與主委討論後決定 

4.經費來源：（專款專用為原則，以「明清水利與社會研究工坊」為例） 

(1)中央研究院國際事務辦公室 

(2)基金會（如張昭鼎紀念基金） 

(3)主辦委員的服務單位（如義守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5.行政事務：如央研究院國際事務辦公室申請經費補助程序： 

(1)工坊計劃書一份（含議程表、經費概算表、經費分攤表） 

(2)三個月前寄出正式公文（發文中央研究院國際事務辦公室

申請經費補助） 

(3)經費核銷。 

叁、臨時動議：無（15:35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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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年第二次專題演講：古籍插圖機構復原設計法 

顏鴻森*、蕭國鴻** 

 
專題演講人蕭國鴻博士 

  顏 鴻 森 教 授 曾 發 表 一 套 用 於 分 析 與 推 演 古 籍 插 圖 機 構 之 構 造 的 方

法，此方法主要基於機構學與顏氏機構概念設計法，將研究零散史料及不

確定圖畫所得到的特定知識與發散構想，收斂轉化為現代機構設計的構造

特性與設計限制，據此合成出完整的一般化運動鏈與特殊化鏈圖譜，產生

所有符合史料記載與當代工藝水平的可行設計。該方法提供古機械研究領

域一個合理工具，釐清古籍中插圖機構模糊不清或不合理者，系統化的分

析古籍插圖機構及合成出不確定插圖機構的所有可行設計。  

  顏鴻森教授嘗試將古籍插圖機構分為構造明確、僅接頭類型不確定、

及桿件與接頭的數量和類型皆不確定等三種類型。前二類插圖經由構造分

析，可獲得合理的機構構造；第三類插圖的設計程序主要包含史料研究、

設計限制訂定、一般化、及特殊化等要項，運用現代機構學的理論與方法，

系統化的產出所有符合古代工藝技術的可行設計。  

  本次蕭國鴻博士所介紹基於機構學與顏氏機構概念設計法所發展的

復原方法，以史料研究與構造分析的成果為本，以現代機械科技的數理邏

輯為器，提供一個系統化的嶄新工具，為古機構圖畫的構造合成注入新的

生命，也為機械史學領域提供另類的研究空間。  

                                                       
* 國立成功大學機械工程學系教授兼副校長。 
** 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蒐藏研究組助理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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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屆科學史研討會會議紀要 

陳思宇* 

  本會於中華民國 103 年 3 月 29 日至 3 月 30 日，於中央研究院人文社

會科學館，舉辦第十屆科學史研討會。是項會議包括了大陸、美國和日本

等地學者與會。會前經學術委員會審議，通過 25 篇論文發表。開幕式時，

主委張澔教授正逢即將任滿第二個任期，他熱烈歡迎與會學者，感謝學術

委員會、籌備委員和大會秘書處為準備召開此會的辛勞。此外，他認為能

夠成功的舉辦此會，與兩個歷史因素有關，一方面本會具有優良的學術傳

統，從舉辦第一屆科學史研討會以來，臺灣的科學史學者，不斷的開發新

領域，創造合作，並與國際學術界接軌，使得今日臺灣的科學史研究能夠

有一席之地。其次，他感念本會前輩委員，已故淡江大學郝俠遂教授，淡

江大學化學系吳嘉麗教授和歷史學系葉鴻灑教授，長年對於科學史的新一

代學者的培育，使得科學史的研究能夠賡續前進，有更多的青年學者參

與。大會秘書處並特別製作了本會歷史回顧的紀錄片，回憶第一屆會議的

盛況和本會的歷史照片，這一感性的安排，獲得了觀眾熱情的掌聲。  

 

圖 1 主任委員張澔致歡迎詞。 

  開幕儀式之後，由顏鴻森教授（國立成功大學副校長，機械工程學系

講座教授）進行專題演講，講題為：「古代機構復原設計法」研發歷程。

顏教授自述 1990 年起，即發展出「古代機械復原設計法」，以系統化的推

導，復原出失傳或不完整古機械的機構。將研究零散史料所得到的特定知

識及所引發的發散構想，收斂轉化為現代機構設計的設計規範與需求，據

此合成出完整的一般化鏈與特殊化鏈圖譜，並應用機械演化與變異理論，

產生所有符合史料記載與當代科技與工藝水平的復原設計。在重要文獻尚

未找到及物件真品尚未出土前，本方法提供科技史學家研究考證失傳或不

完整古機械的重要工具與參考依據。  

                                                       
* 東吳大學歷史所碩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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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顏鴻森教授專題演講。 

  專題演講後，即進行第一場學術報告，主題為天文學史，由洪萬生教

授（國立臺灣師範大學數學系榮譽教授）主持。共有徐光台（國立清華大

學通識教育中心暨歷史研究所教授）、羅明德（Micah ROSS，清華大學通

識教育中心）和郭世榮（內蒙古師範大學科學技術史研究院院長）三位教

授發表論文。由徐光台教授，報告〈利瑪竇《乾坤體義》萬曆本的成書與

刊印〉。徐教授闡明《乾坤體義》中引入亞里斯多德(Aristotle, 384-322 B.C.)

自然哲學與托勒密(Ptolemy, fl. 150)天文學，是中西自然哲學與天文知識跨

文化遭遇的第一部關鍵著作，但利瑪竇回憶錄中，他從未提及《乾坤體

義》，也沒留下任何序言或資料。現存文獻亦未見任何中國士人有關《乾

坤體義》的序，多少反映此書在成書與刊刻方面有些不同尋常之處，其背

後或有一段曲折的歷史，值得去探究與重建。  

  其次，由的羅明德(Micah ROSS)博士發表〈On Matteo Ricci’s Mention 

of‘38 端’in His Qingkun Ti Yi〉，延續徐光台教授關於利瑪竇《乾坤體義》

的討論，使與會的眾人對該主題有了更深刻的了解。  

  接著由郭世榮發表〈解析李善蘭對《談天》的“刪述”〉，他認為李善蘭

與幾位傳教教士合作翻譯的科學著作開啟了晚清西學東漸的序幕，對晚清

科學發展產生了極為重大的影響。1852 到 1859 年間，李善蘭在上海墨海

書館與傳教士共同翻譯 8 部科學著作，譯完並出版的 7 部中有 6 部分別

署名「李善蘭筆受」或「李善蘭筆述」，惟《談天》18 卷署名有異與此。

《談天》據英國天文學家侯失勒 (John F.W. Herschel)的《天文學綱要》

(Outlines of Astronomy)第 4 版譯成中文，譯者署「偉列亞力口譯，李善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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刪述」。那麼，李善蘭是如何「刪述」的？刪節的原則是什麼？「刪述」

有什麼影響？都是郭院長試圖通過對比研究英文底本與漢文譯本來回答

的問題。  

圖 3 左起，報告人郭世榮、羅明德(Micah ROSS)、徐光台與主持人洪萬

生；右為報告人城地茂。  

  後，則是由日本國立大阪教育大学國際中心教授城地茂發表〈朝鮮

復刻《楊輝算法》(1275 年)與關孝和(1645?-1708)的修改〉。日本的數學家

關孝和(1645?-1708)於 1661 年學習《楊輝算法》，修改其中的亂頁。日本

的和算家也從中學習，對「翻積法」、「方陣」產生極大的影響。長久以來，

《楊輝算法》被認為是珍稀古籍，只有少數的和算家能學習，但這次透過

在韓國延世大學圖書館的調查，發現《楊輝算法》的木板本及修改亂頁後

的手抄本，瞭解了《楊輝算法》超乎預料散布於各地。此外，朝鮮的修改

與關孝和的修改不同，並從中獲知修改亂頁的版本已不存在。  

  第二場會議，主題為技術史與科技考古，由中央研究院數學研究所研

究員李國偉主持。首先由國立故宮博物院登錄保存處助理研究員沈建東發

表〈從玉器製作構圖法談良渚文化的古度〉，指出中國古代量度的發展，

自信史時代商周以來才有遺留的量尺可供研究，而對信史之前的度量發展

則無法推究，不過史前的度量這一秘密始終與器物製作相伴，只是向來未

加注意而已。對於是否有製作前的構圖存在，沈研究員曾檢視及測量玉璜

及玉石斧、玉飾等正面圖像的過程中，發現不但有些固定的圓徑數值重覆

出現，而且作圖法也呈現規律特性，所以提出接圓構圖理論及模擬局部來

迴旋截的實作，並取得初步的體認與成果，可進一步提供釐清史前長江中

下游地區在玉器構圖運用與製作技術上的交流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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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是由國立故宮博物院登錄保存處助理研究員陳東和、國立故宮

博物院研究助理黃千奇共同發表〈轉心瓶工藝技術及其發展〉，從藉由現

代 X 光透視及電腦斷層掃描影像技術對幾件轉心瓶類瓷器之檢視出發，並

基於前人研究的基礎上，再探轉心瓶之製造工藝技術及其發展脈絡。  

  再次，是由北京故宮博物院宮廷部研究員郭福祥發表〈平七與鏇玉技

術在宮廷的傳播〉，郭研究員以清宮檔案為依據，對過去學術界極少關注

的宮廷鏇玉技術的實踐活動進行全面論述，並填補了中國玉器史在這方面

的研究空白。  

  後，是由南臺科技大學機械工程系教授林聰益，以及林彣峯、陳羽

薰、顏鴻森共同發表〈奇美博物館館藏黃銅製燈籠式座鐘的構造分析〉，

說明 17 世紀機械鐘已是歐洲重要的計時器，大多數的家庭都擁有小型機

械鐘。而適合於家庭室內使用的小型機械鐘種類當時有燈籠式、鳥籠式和

床柱式等形式。而此次主要以奇美博物館館藏黃銅製燈籠式座鐘為例對其

進行構造分析。  

 

圖 4 左起，報告人林彣峯、郭福祥、陳東和與沈建東；主持人李國偉。 

  第三場會議，以醫學史為主題，由徐光台教授主持。首先由中原大學

通識教育中心歷史組助理教授皮國立發表〈性慾與養生：民國時期中西醫

「節慾」的身體觀〉，指出民國以來，社會變遷迅速，城市化、商業化的

結果，使得人們對性的觀念更加開放，也更容易迷失於聲色犬馬、燈紅酒

綠的花花世界中。此時，原本應該是站在論爭對立面的中醫與西醫，卻不

約而同的站出來呼籲「節慾」的重要性。中醫的節慾身體觀，很自然的與

既有的養生概念相結合，而西醫論述節慾概念時，竟同時借用、轉化了許

多中醫傳統腎虧、遺精的身體觀，並且導入了新的科學話語，例如泌尿系

統疾病、青春期性衝動和精神疾病等方面的知識；相對的，西醫的疾病觀

也影響了中醫的某些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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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由中央研究院衛生與東亞社會研究計畫博士後研究員沈佳姍發

表〈臺灣免疫研製機構之發展與變異(1929-1939)〉，沈博士運用「人流」

的視角，論證臺灣免疫研製機構的所有變化很大一部分都來自於對疫苗的

需 求 ； 而 且 在 此 表 面 理 由 之 外 ， 它 也 深 刻 受 到 東 京 大 學 和 北 里 柴 三 郎

（1853-1931）兩派競爭的影響。  

  後，是由大葉大學生物資源學助理教授賴伯琦發表〈《本草綱目》

中之物種觀點〉，他以「動物」部分，即「蟲、鱗、介、畜、禽」為對象，

據以分析李時珍在此書中所呈現之「物種觀點」，並同時與生物科學中之

物種概念進行比對分析，探討李時珍之編類邏輯與其系統，以呈現《本草

綱目》所蘊含的自然世界之生物觀。  

 

圖5 左起，報告人沈佳姍、皮國立與主持人徐光台；右為報告人賴伯琦。 

  今日 後一場次的主題也是以醫學史為主，由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

所研究員兼副所長劉士永主持。本場會議是由三位國立臺灣大學歷史研究

所的碩士生進行發表。第一位發表的是高小筑，題目是〈孫思邈的服石觀

初探〉，以《備急千金要方》與《千金翼方》為中心，探究唐初醫者孫思

邈的服石觀。  

  本場第二位發表人是游翠卉，題目是〈元代食治觀初探──以《飲膳正

要》為例〉。《飲膳正要》作者忽思慧曾任飲膳太醫，他預設的讀者或以皇

室成員或貴族為主，故其與食療相關的內容，具有濃厚貴族及蒙古文化色

彩。該書涉及本草、醫療、食物宜忌、飲食方法與蒙古飲食文化內涵，亦

承襲傳統本草醫籍中對於動、植物與性、味的觀念，且體現中國傳統「藥

食同源」概念。因此，透過研究《飲膳正要》，並與其他的食療醫籍相互

對照，將更能深入了解當代的食療概念，與漢蒙本草及飲食文化之異同與

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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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位發表人是林佳，題目是〈天行慾染蔓延通國──明清醫家對「楊

梅瘡」的認識初探〉，討論了醫者如何將楊梅瘡和風土、慾望、性與性別

相連，並觀察醫學知識與社會文化之間相互的影響。  

 

圖6 左起，報告人林佳、高小筑與主持人劉士永；右為報告人游翠卉。 

  第一天的議程結束後，主辦單位於中央研究院內的「福華哲思軒」餐

廳設宴招待所有與會人員，席間討論熱烈，前輩學者傳承研究經驗與方

法，年輕的研究新秀則分享心得與提問，氣氛熱絡，賓主盡歡。  

 

圖7 哲思軒晚宴討論場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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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討會的第二日，討論主題主要為三個單元，分別為「軍事史」、「生

物與農業」、「翻譯史」。其中軍事史分為兩個場次來進行，一共是四個場

次的議程。開場是由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長張柏春進行專題演

講，題目是〈自然科學史研究所的學術拓展與轉變〉，指出二十世紀九十

年代末以來，自然科學史研究所不斷拓展研究方向，積極適應社會需求，

在研究方向、學術問題、研究範式、國際合作等方面經歷著一個轉變期。

這個研究所的研究領域發生「從傳統到現代、從中國到世界」的拓展，開

闢傳統工藝與科技考古、科技發展戰略及相關理論、科學文化、中國科學

院史、中外科技發展比較等應用和交叉領域。學者們更加注重研究新的學

術問題，更多地借鑒不同的方法，嘗試跨學科、跨文化的研究。  

 

圖8 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長張柏春進行專題演講。 

  本日的第一場會議，是由國立臺灣大學化學系榮譽教授劉廣定主持。

首先是由日本京都同志社大學的鄭巍巍、東北大學未來科學技術共同研究

中心的莊子哲雄、山西省藝術博物館的張建華來共同發表〈明後期鍛造大

將軍炮的金相學研究案例〉，以保存並展示在山西藝術博物館的明後期鍛

造大炮作為研究對象，對其金相組織和化學成分進行了分析，評價火炮材

質，並詮釋在製造工藝的一些細節。並通過明代鍛造火炮研究案例來說明

金屬材料研究方法的重要性，以及這種方法對理解古文獻記錄技術的幫

助。  

  其次，由淡江大學歷史學系助理教授李其霖發表〈清代澎湖水師戰船

及其戰術〉，指出清初於澎湖設水師副將，領有戰船三十六艘，兵丁二千

名統籌澎湖防務，維護海疆安全。然而澎湖海域遼闊，島嶼星羅棋布，僅

有的戰船及兵丁數量要防衛碩大區域，實是力有不逮。因此如何選擇布防

地點及規劃巡哨方式，即成為澎湖防務策略的第一要務。除此之外，各式

戰船的編制是否得宜，亦將影響防務策略能否順利推行。  

  後，由內蒙古師範大學科學技術史研究院教授儀德剛帶領研究生馮

書靜共同發表〈中國古代“力”的概念與相關力學知識的表述〉。以古文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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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以知識的認知理論為方法，梳理「力」的概念和內涵的演變，進一

步闡釋古人形象表述力概念的方法、描述力的作用效果的方法等，以及它

與「重」、「能」、「勁」、「勢」等詞意關係，並闡述「力」在演變過程中所

反映的中國古代力學經驗和知識進化的文化傳統。  

 

圖9 左起報告人儀德剛、李其霖與鄭巍巍；主持人劉廣定。 

  第二場會議的主題也是軍事史，由郭世榮教授主持。首先由國立故宮

博物院圖書文獻處副研究員周維強報告〈清季西式槍砲的知識輸入──以

《格林礮說略》與《格林礮操法》為例〉，周研究員從文獻對照分析出發，

對照美國陸軍檔案文獻，考察《格林礮說略》與《格林礮操法》兩書的知

識來源，並對其內容價值進行述評。  

  其次，是由國立政治大學歷史學系博士生黃宇暘報告〈清末渤海水雷

防禦考〉，指出清季渤海沿岸具有屏蔽畿輔的戰略意義，其防禦設置實為

北洋海防的核心，水雷作為海岸防禦中一項低成本高效能的靜置兵器，可

於戰時嚇阻數倍的敵船入侵，因此被李鴻章等主持北洋防務者視為岸防利

器。黃博士透過晚清海防主政者的函稿、奏議與翻譯兵書，來釐清渤海沿

岸防禦中對水雷的應用與其知識體系的根源，並藉此了解西方水雷傳入中

國的歷程與應用於渤海防務之全貌。  

  後 ， 是 由 國 立 臺 灣 師 範 大 學 歷 史 學 研 究 所 博 士 生 吳 彥 儒 報 告

〈1843-1913 航空氣球在中國的印象與運用：以清代檔案與報刊為中心〉，

指出氣球是讓人類實現翱翔天際的重大發明，它不僅激發人類對航空發展

的無限想像，深入市井小民的生活文化之中，更有軍事、氣象、娛樂等高

度實用價值。在氣球引入中國後，有識之士注意到氣球是中國必須掌握的

航空技術，積極投入研發。吳博士以清代檔案與報刊，探查晚清的官方與

民間對西方航空氣球認知印象的演變，及對此項航空技術的學習與發展。 

  第三場會議的主題是生物與農業，由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副教授

毛傳慧主持。首先是由野柳海洋世界獸醫部主任陳德勤報告〈《中西聞見

錄》中海洋哺乳動物探究〉，指出《中西聞見錄》，是西方傳教士在 1872 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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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創辦雜誌，共印刷 36 期，書中主要在於宣傳基督教的道德觀念，並

雜錄各國新聞，並將西方科技知識刊載，還附插圖，使讀者可迅速理解西

方科技進步。陳主任試著深入探尋，發現許多以往較為人忽視，或文章語

焉不詳處，並加以還原歷史真相，並了解西方世界如何利用海洋哺乳動物。 

  其次，是由中央研究院科學史委員會委員劉昭民、中華科技史學會會員劉有

台共同發表〈臺灣製糖業發展史〉，將臺灣製糖業的發展，分成糖廍生產時期、

蔗糖工廠大量生產時期、繼續維持生產時期等三部分，分別說明。 

 
圖11 左起報告人陳德勤、劉有台與劉昭民；主持人毛傳慧。 

  本次研討會的 後一場會議，是由臺北醫學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

授英家銘主持，主題是翻譯史。首先是由科學史委員會主任委員張澔來發

表〈中文烷烯炔名詞之探究〉，指出烷、烯、炔這三個中文有機名詞，是

由科學名詞審查會在 1921 年所議決下來，不僅是中文有機名詞 早的成

就之一，也是少數義譯的有機名詞，也是科學名詞審查會少有的成就之

一。這三個名詞的形成是以火旁來表示烴類易燃的性質，加上它們碳原子

能被取代的狀況，即以「完」、「希」及「夬」所組合而成。  

  其次，是由內蒙古師範大學科學技術史研究院教授聶馥玲帶領研究生

黃麟凱共同發表〈晚清科學譯著《化學鑒原》翻譯特點研究〉，指出《化

學鑒原》與底本的差異一方面反映了譯者對原著的把握程度及良苦用心，

另一方面也反映了西方化學知識在中國移植過程中的一些問題和不足。

後，是由內蒙古師範大學科學技術史研究院副教授詠梅發表〈《博物新編

（二編）》初探〉，通過文獻調研和比較研究方法，考察清末人士容兆倫於

1876 年在日本出版的自然科學普及讀物《博物新編（二編）》刊刻、內容

來源等。結果表明，《博物新編（二編）》為補充英國傳教士合信（B.Hobson，

1816—1873）《博物新編》中未涵蓋的自然科學基礎知識而在日本出版的書

籍。《博物新編（二編）》可能是滿足了當時日本人借助漢譯科學書籍學習

西方科學的需求。容兆倫其人很可能是中國 早在海外出版科技類書籍之

人，而本書則可能是中國人 早編著的普及近代科學知識的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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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2 左起報告人聶馥玲與主持人英家銘；右為報告人詠梅。 

  中央研究院科學史委員會此次舉辦「第十屆科學史研討會」，成功吸

引了科學史界的許多學者共襄盛舉，亦為後進提供了參與科學史研究的一

個機會，本次研討會 後在張澔主委的閉幕致詞中宣告結束。筆者有幸躬

逢其盛並親歷參與，故將實際參與研討會的經歷撰為紀要，與讀者分享。 

 

圖 13 與會全體人員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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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第十屆科學史研討會議程表 

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館 3 月 29 日（星期六） 

09:00-09:20 報到 

09:20-09:40 開幕、致歡迎詞 

專題演講 

09:40-10:10 顏鴻森（國立成功大學講座教授） 「古代機構復原設計法」研發歷程 

10:10-10:30 茶敘 

【1-1 場】主題：天文史 議程主持人：洪萬生 

10:30-11:50 徐光台：利瑪竇《乾坤體義》萬曆本的成書與刊印 

Micah Ross、徐光台： 

    On Matteo Ricci’s Mention of ‘38 端’ in His Qingkun Ti Yi 

郭世榮：解析李善蘭對《談天》的“刪述” 

城地茂：朝鮮復刻《楊輝算法》(1275)與關孝和(1645?-1708)的修改 

11:50-13:30 大合影及午餐 

【1-2 場】主題：技術史與科技考古 議程主持人：李國偉 

13:30-14:50 沈建東：從玉器製作構圖法談良渚文化的古度 

陳東和、黃千奇：轉心瓶工藝技術及其發展 

郭福祥：平七與鏇玉技術在宮廷的傳播 

林聰益、林彣峯、陳羽薰、顏鴻森：奇美博物館館藏黃銅製燈籠式座鐘的構造分析

14:50-15:10 茶敘 

【1-3 場】主題：醫學史（一） 議程主持人：徐光台 

15:10-16:10 皮國立：性慾與養生──民國時期中西醫「節慾」的身體觀 

沈佳姍：臺灣血清疫苗研製機構之發展與變異(1929-1939) 

賴伯琦：《本草綱目》中之物種觀點 

16:10-16:30 休息 

【1-4 場】主題：醫學史（二） 議程主持人：劉士永 

16:30-17:30 高小筑：孫思邈的服石觀初探 

游翠卉：元代食治觀初探──以《飲膳正要》為例 

林 佳：明清醫家對「楊梅瘡」的認識初探 

17:30-19:30 晚宴（中研院福華哲思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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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館 3 月 30 日（星期日） 

專題演講 

09:00-09:40 張柏春（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長） 

  自然科學史研究所的學術拓展與轉變 

09:40-09:50 休息 

【2-1 場】主題：軍事史（一） 議程主持人：劉廣定 

09:50-10:50 鄭巍巍、莊子哲雄、張建華： 

    明中期鍛造大將軍炮的金相學研究之案例 

李其霖：清代澎湖水師戰船及其戰術 

儀德剛、馮書靜：中國古代“力”的概念與相關力學知識的表述 

10:50-11:10 茶敘 

【2-2 場】主題：軍事史（二） 議程主持人：郭世榮 

11:10-12:10 周維強：清季西式槍砲的知識輸入── 

    以《格林礮說略》與《格林礮操法》為例 

黃宇暘：清末渤海水雷防禦考 

吳彥儒：航空氣球在中國的印象與運用(1843-1913)── 

    以清代檔案與報刊為中心 

12:10-13:30 午宴（學術活動中心中餐廳） 

【2-3 場】主題：生物與農業 議程主持人：毛傳慧 

13:30-14:10 陳德勤：《中西聞見錄》中海洋哺乳動物探究 

劉昭民、劉有台：臺灣製糖業發展史 

14:10-14:30 茶敘 

【2-4 場】主題：翻譯史 議程主持人：英家銘 

14:30-15:30 張 澔：中文烷烯炔名詞之探究 

黃麟凱、聶馥玲：晚清科學譯著《化學鑒原》翻譯特點研究 

詠 梅：《博物新編（二編）》初探 

15:30-16:00 綜合討論及閉幕 

賦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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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 9787504664228 

ISBN: 9783319020099 

《技術遺產與科學傳統》 

  由義守大學通識教育中心主任張澔與

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韓健平、關

曉武等人共同主編的《技術遺產與科學傳

統》一書，近日由中國科學技術出版社出

版。2010 年 8 月，自然科學史研究所在中

國科學院的資助下與西北大學合作，在北

京和西安兩地主持召開了首屆「海峽兩岸

科 學 與 工 藝 遺 產 學 術 研 討 會 」。 次 年 11

月，中央研究院、中華民國科學史委員會、

張昭鼎紀念基金會和高雄義守大學通識教

育中心主辦，財團法人中華古機械文教基

金 會 和 南 臺 科 技 大 學 古 機 械 研 究 中 心 協

辦，在義守大學召開了系列會的第二次會

議。《技術遺產與科學傳統》即為這兩次學

術研討會的論文的選輯。  

Mechanisms in Ancient Chinese Books with Illustrations 
  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蕭國鴻助理研究員

與國立成功大學機械工程學系顏鴻森教授的

新 書 Mechanisms in Ancient Chinese Books 

with Illustrations（中譯為：《古中國書籍具插

圖 之 機 構 》）， 已 於 近 日 由 Springer 

Science+Business Media 印行。古中國有一些

具插圖機構的技術類專書，如元朝王禎《農

書》、明朝茅元儀《武備志》、明朝宋應星《天

工開物》、徐光啟《農政全書》、以及清朝《欽

定授時通考》等，這些著作以文字配圖，介

紹當時的工藝與技術。然而有些古籍中的機

械插圖繪製不明確，甚至有短缺或是錯誤的

情形，以致無法明確了解機構的實際構造與

作 動 情 形 。 本 書 應 用 「 顏 氏 機 構 概 念 設 計

法」，將零散史料所得到的發散構想轉化至現

代機構設計的領域，產生符合史料記載及當代工藝水準的可行設計，並以

農業機構、古中國弩、紡織機構、及手工業機構為例說明所提方法，進行

不確定構造的古機構復原設計及判定插圖機構的原始構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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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 9789573025672 

ISBN: 9787301220566

《兩漢經學的曆術背景》 

  南開大學文學院中國語言文學系郜積意

教授的著作《兩漢經學的曆術背景》已於 2013

年 2 月由北京大學出版社印行。本書討論三

卷本《京氏易傳》之例。今三卷本《京氏易

傳》的卦序是八官卦，其內容包括二十八宿

人卦、月日人卦、五行人卦等，是前漢《易》

學 史 的 重 要 著 作 ， 但 仍 有 不 少 問 題 尚 待 修

正。本書收錄了：飛爻、伏爻、世爻及二十

八宿人卦、建候積算之例、五行人卦中的分

象問題、吉凶判斷的其他因素、京房的六日

七分說，並試以「殷曆」說「五際」，兼釋《翼

奉傳》中的六情占等內容，為試圖探討兩漢

經學中蘊藏的曆術者不可錯過的一部著作。  

 

《紙由洛陽到羅馬》 

  本會陳大川委員的新書《紙由洛陽到羅馬》，已於 2013 年 10 月由財

團法人樹火紀念紙文化基金會出版。陳委員於該書中深入淺出地介紹造紙

術由中國西傳的歷史，與其對伊斯蘭和

歐洲文明的影響，並討論各地書籍、知

識和其他技術回傳中國的過程。  

  全書共分九個章節，分別為：（一）

絲路與紙路（二）蔡倫發明的是「帋」，

不是「紙」（三）河西走廊以東的漢代

紙（四）新疆出土的晉、唐紙、（五）

怛羅斯之戰與撒馬爾罕紙（六）中亞的

手抄書與細密畫（七）伊斯蘭文化與造

紙術入歐洲（八）紙與中世紀歐洲文明

（九）紙與印刷由海上絲路東返中國。

書中另附有精美的摺頁地圖，用以幫助

讀者瞭解造紙書西傳的途徑與脈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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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 9787532877027 

ISBN: 9787535779823 

《量天度地衡萬物：中國計量簡史》 

  《量天度地衡萬物：中國計量簡史》一

書已於 2013 年 10 月由大象出版社印行，作

者為上海交通大學特聘教授關增建博士。本

書寫作目的是要揭示中國古代計量的大致形

貌 與 歷 史 上 計 量 學 家 對 計 量 發 展 之 貢 獻 。  

計量事關國計民生，兼具自然科學和社會科

學雙重屬性，是維持國家機器正常運轉並確

保其經濟和科學技術得以持續穩定發展的基

礎。計量不僅是社會狀況的縮影，並集中體

現了傳統文化中的科學思想和科學方法。因

此，本書不僅為計量史，更為研究社會經濟

史者不可錯過的一本巨作。  

 

《和算中源：和算算法及其中算源流》 

  徐澤林教授的著作《和算中源：和算

算法及其中算源流》已於 2012 年 11 月由

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印行。本書從算法的

角度，通過歷史考證與數理分析，系統闡

述日本傳統數學（和算）在高次方程數值

解法、非線性方程消元算法、函數插值法、

高階等差數列求和算法、同餘式組解法、

丟番圖逼近法、函數加速逼近法，以及微

積分算法等方面的成就，並追溯這些算法

與中國傳統數學（中算）中相應算法之淵

源關係。《和算中源─和算算法及其中算源

流》一書不僅揭示了東亞傳統數學的算法

化精神與成就，更由此論證中國傳統數學

仍可以向近代數學演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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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 9787030386847 

ISBN: 9787312033599 

《建部賢弘的數學思想》 

  徐澤林、周暢與夏青編著的《建部賢弘的

數學思想》已於 2013 年 9 月由科學出版社印

行。本書主要以數理分析的手段闡述建部賢弘

數學創造的科學意義，並從漢字文化圈視角及

數學文化視角，論述中國數學文化對建部賢弘

數學工作的影響，探討建部賢弘的數學思想與

宋明理學的關係及其在 19 世紀的影響。《建部

賢弘的數學思想》可供數學、科學史、科學哲

學、日本學等專業的師生和研究者閱讀參考。  

 

 

《九章算術新校》 

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郭書春研究

員校對的《九章算術新校》，已於 2014 年

1 月由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出版社出版。此

書實際上是《九章算術》匯校本的第三版。

《九章算術》是中國傳統數學 重要的經

典之一，歷來被尊為算經之首。它不僅構

築了古代中國和東方數學的基本框架，確

立了算法的中心地位，而且標誌著古代世

界數學研究由空間形式為主向數量關係為

主的轉變，中國取代古希臘成為世界數學

研究的重心和主流。魏景元四年（公元 263

年）劉徽撰《九章算術注》，以演繹邏輯為

主要方法，全面論證了《九章算術》的算

法，在世界上首次將無窮小分割方法和極

限思想引入數學證明，奠定了中國傳統數

學的理論基礎。《九章算術》及其劉徽注的思想和方法對現代數學研究與

數學教學仍有啟迪作用。《新校》採取了不同於以往的增補修訂的方式，

而是重寫了所有校勘記 2142 條，補充了若干新的校勘意見。值得一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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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文時代：讖緯、術數與中古政治研究》 

  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孫英剛副教授的新書

《神文時代：讖緯、術數與中古政治研究》已

於 2014 年 1 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印行。本書是

涉及中國古代一個特殊的神學領域（包括讖緯

神學、星占術、曆律學、術數學、政治預言術

等）與古代政治間的相互關係。全書除《緒論》

外，分上篇《天命與預言》、中篇《祥瑞與災異》、

下篇《曆數與曆術》，涵蓋了古代神學的主要內

容。作者主要關注中國中古時期即秦漢至隋唐

時期的特殊神學與政治生活的內容與關係，蒐

集了豐富的資料，文字流暢，論證詳盡。目前

學術界相關研究成果不多，本書著力較深，其

研究具有相當的學術價值。  

《政府治理與醫學發展：宋代醫事詔令研究》 

  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韓毅副

研究員撰寫的《政府治理與醫學發展：宋

代醫事詔令研究》一書，已於 2014 年 3

月由中國科學技術出版社出版。該書以宋

代政府發佈的醫事詔令為研究對象，探討

了醫事詔令中所反映的與國家「仁政」思

想和正統政治密切相關的醫學，在宋代政

府的支持與治理下是如何得到發展的。該

書首先研究了宋代醫事詔令的決策過程、

運行機制與主要內容，然後從 8 個方面探

討了宋代政府發展醫學的政策和措施。  

  該書廣泛查閱了各類史書、醫書、方

志、文集、筆記、碑刻和《大藏經》、《道

藏》中的文獻，收集到 2813 條醫事詔令，

並在此基礎上完成了 60 萬餘字的《宋代醫

事詔令年表與史料》，成為本書研究的學術基礎與史料來源。同時書中還

採用了醫學史和社會史、文化史的研究理論與方法，分析了醫學發展中的

政府主導作用、內在動力和外部環境等。不僅豐富了科學史研究的視野，

而且也拓展了醫學史研究的內容，具有較強的借鑑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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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郎機銃在中國》 

  本會周維強委員的新書《佛郎機銃

在 中 國 》， 獲 澳 門 特 區 政 府 文 化 局 獎

助，已於 2013 年 6 月由社會科學文獻

出版社發行。佛郎機銃的研究，既是該

書 重 新 檢 視 歐 人 東 來 史 不 能 夠 忽 視 的

起點課題，也是瞭解近 500 年來中國軍

事 武 力 興 衰 和 研 究 東 亞 戰 爭 形 態 的 首

要門徑，其重要性自不待言。在世界軍

事史中，再也找不到像佛郎機銃這樣獨

特而深刻的個案。尤其是數百年間，佛

郎 機 銃 長 期 捍 衛 數 千 公 里 的 中 華 帝 國

疆土，這樣對歷史有巨大影響的科技產

品，無疑需要引起更多研究者的注意。 

 

 

《16-17 世紀明末清初西方火器技術向中國的轉移》 

  《16-17 世紀西方火器技術向中國的轉

移》一書已於 2014 年 1 月由山東教育出版社

印行，作者為尹曉東博士。尹博士現任首都

師範大學物理系副教授，主要研究領域為技

術史、力學史、物理學史。作者將自佛郎機

的傳入至西洋火炮傳入之前的 1620 年，作為

西方火器傳入的第一個階段，並以《紀效新

書》、《籌海圖編》、《練兵實紀雜集》等明人

6 種有關火繩槍炮的著作為依據，以近現代

學 者 的 研 究 成 果 作 參 考 ， 以 考 古 實 物 為 佐

證，論證了在西方火器技術傳入中國的第一

階段中，明朝火器技術所取得的主要進步，

使 讀 者 對 明 朝 火 器 制 造 技 術 的 進 步 之 處 一

目了然。  

  其次，作者在其論著中表明，明朝軍工

部門缺乏科學理論指導，對火繩槍炮還只能進行依樣畫葫蘆仿制，並從徵

引的文獻資料中，理出明朝在火器使用技術上的多種進步。  

ISBN: 9787532877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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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西方電報技術向中國的轉移》 

  作者李雪現服務於中國科學院

自然科學史研究所，本書已於 2013

年 10 月由山東教育出版社印行。十

九世紀電報技術的發明開創了通信

事業的新紀元，在技術史上佔有重

要地位。第二次鴉片戰爭之後，電

報技術傳入中國，開中國使用現代

通信工具的先河。本書詳述了晚清

傳統郵驛的發展史、西方電報技術

的發展與殖民擴張的關係以及中國

電報事業發生和發展的情況，適合

熱愛科技史，特別是研究技術轉移

與技術創新的學者閱讀。  

 

 

《中日近代鋼鐵技術史比較研究：1868-1933》 

  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方一

兵副研究員的新書《中日近代鋼鐵技術

史比較研究：1868-1933》，已於 2013 年

11 月於山東教育出版社發行。全書分別

討 論 了 西 式 鋼 鐵 技 術 開 始 向 東 亞 的 轉

移 、 日 本 官 營 釜 石 鐵 廠 與 中 國 青 溪 鐵

廠、十九世紀中期的技術概況、中國漢

冶萍公司與日本八幡制鐵所 (1889-1911)

的發展與比較，是研究近代鋼鐵冶煉史

的讀者不可錯過的一本專業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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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近代生物學的發展》 

  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所古代科學史

室羅桂環研究員的新書《中國近代生物學

的發展》，已於 2014 年 1 月由中國科學技

術出版社出版。作者通過豐富的史料，以

廣闊的視野，條分縷析地闡述近代西方生

物 學 引 進 我 國 及 其 植 根 和 發 展 的 艱 難 歷

程。力求真實地再現早期西方生物學知識

在我國的傳播和影響；我國主要生物學奠

基人在國外的師承和學術淵源，他們對人

才培養和科研機構建立所做的貢獻；學術

共同體的建立和學術期刊的發行。論證了

我國生物學家在學科發展過程中遭遇的困

難和艱辛，付出的努力和在推動學科發展

以及「利用厚生」取得的重要成就。  

 

《從哥白尼到牛頓：日心學說的確立》 

  吳以義教授的新書《從哥白尼到牛頓：日

心學說的確立》已於 2013 年 12 月由上海人民

出 版 社 印 行 。 作 者 為 現 為 復 旦 大 學 歷 史 系 教

授，並於國立政治大學客座，長年從事西洋和

中國科學史研究。在本書中作者憑借其扎實的

科學史功底，廣泛徵集史料，系統地闡述了從

哥白尼開始到牛頓近兩百年間日心學說的發展

史。  

  作者圍繞這一學說的提出，學術界的討論

和接受，其間所發生的問題，困難的克服等問

題，詳細描述這一人類認識史上重要事件的來

龍 去 脈 ， 並 深 入 討 論 這 一 事 件 所 提 供 的 認 識

論、哲學和歷史的教益。  

  本書可讀性較強，尤其是對自然科學如何

從哲學中分離、現代科學如何走上自己的道路

等的論述，讓一般讀者亦能容易閱讀。尤為可貴的是，書中引用的大量原

始資料，其中絕大部分至今尚未為中國學術界知曉。實為研究者亦不能錯

過的一部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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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遠鏡與西風東漸》 

  余三樂研究員的新書《望遠鏡與西風

東漸》，已於 2013 年 6 月由社會科學文獻

出版社出版。余研究員任職於北京行政學

院，長年耕耘明清史及中西文化交流史。

該書作為一部望遠鏡的發展簡史，系統地

介紹了望遠鏡在歐洲的發明與發展過程，

以至傳人中國的經過。作者以其間的重要

人物為主線，從荷蘭眼鏡商人利普赫到意

大利科學家伽利略，從湯若望到徐光啟，

用流暢的筆觸把望遠鏡傳入中國的經過寫

成 一 部 一 般 讀 者 亦 能 輕 鬆 閱 讀 的 歷 史 專

著。  

 

《無限與視角》 

  耶魯大學哲學系教授 Karsten Harries 撰寫，並由

張卜天翻譯的《無限與視角》原書名：Infinity and 

Perspective 已於 2014 年 1 月由湖南科學技術出版社

印行。作者認為人們往往把現代世界的興起與科學

態度在 16、17 世紀的出現尤其是哥白尼聯繫在一

起。然而要想理解現代世界的興起，就必須理解它

在中世紀的開端。全球性的現代文化是中世紀基督

教文化自我演進的一種產物，其先決條件是人的自

我理解的一種轉變，這種轉變與對上帝、上帝與人、

上帝與自然的關系的不斷變化的理解密切相關。 

  作者並指出文藝復興時期對透視法的興趣是理

解這種發展的一把鑰匙，阿爾貝蒂的《論繪畫》對

此作了簡潔表達。但與此興趣密切相關的是關於上

帝無限性的神學思辨，庫薩的尼古拉的工作特別清

楚地反映了這種關聯。至現代的自我肯定(self-assertion)必然籠罩着虛無主義的陰

影，後現代思想已經對現代世界的發展提出了質疑。然而，作者認為只有理解了

現代世界的正當性，我們才能開始理解和面對其非正當性。書中並提出了一種可

稱為後後現代的(post-postmodern)地心說，試圖喚醒當代的群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