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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見 300 年前的臺灣--《裨海紀遊》》讀記 

                           許竹宜 1 

書名：《遇見 300 年前的臺灣--《裨海紀遊》》 

作者：郁永河原著，楊龢之譯注 

出版：臺北，圓神出版社 

版次：2004 年 6 月初版 

書號：ISBN 986-133-019-4 

臺灣獨特的地理環境造成其特殊的歷史與人

文，可信的歷史紀錄出現得很晚，最耳熟能詳的便

是 1544 年葡萄牙人從臺灣的東海岸經過時的驚

豔，將臺灣命名為「福爾摩沙」，至此臺灣逐漸被

西方國家所知曉。其間經過荷蘭人、西班牙人將臺

灣設為貿易、殖民的所在地，但有關臺灣的文字記錄仍不多見。南明永曆 15

年 (1661)，鄭成功為反清復明，退守臺灣，趕走荷蘭、西班牙人，臺灣納入明

代中國版圖。明鄭經營臺灣 22 年，康熙皇帝於康熙 22 年 (1683)，派遣施琅為

水師提督出兵臺灣，鄭克塽投降，至此臺灣才正式納入清朝版圖。荷蘭、西

班牙人為了需要，曾為臺灣種族、風俗、地理、物產等相關資料作了不少記

錄，但真正為臺灣留下文字紀載的中國人，則是元朝航海家汪大淵 (1310~？ )

所寫的《島夷志略》 2，是記錄元代海上交通的地理名著，可惜著墨於臺灣的

地方仍太過簡略。明代萬曆 30 年 (1603) 福建籍備役上校陳第曾在臺灣的臺

南、高雄短暫滯留，寫下《東番記》3，因居留時日及地點有限，《東番記》所

記臺灣的範圍及視野均顯不足，學者咸認有關臺灣的文獻記錄以南明官吏沈

光文 (1613~1688)4流寓臺灣期間所寫下的詩文最具有珍貴的時代意義。5除此以

外，有具體文字描述，足供後學瞭解荒煙無聞 17 世紀臺灣的珍貴文字，當屬

                                                 
1 許竹宜，國立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生。 
2 《島夷志略》，國立中興大學圖書館有電子資源，原據版本為清《文淵閣四庫全書》，

合肥，黃山書社，2009 年。 
3 《東番記》，見高賢志等著，《臺灣方志集成：清代篇》，臺北，宗青圖書出版公司，

1995 年。 
4 沈光文，字文開，號斯庵，寧波人，有「臺灣文獻之祖」、「海東文獻初祖」之名。 
5 沈光文與後來隨鄭軍入台的儒士如王忠孝、辜朝薦、郭貞一、李茂春、許吉景等文人，

以詩文寫下第一批有關臺灣風土人情、感懷敘事的詩文作品，在臺灣文學史上具有一

定的歷史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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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人郁永河 (?~?)所寫的《裨海紀遊》一書了。  

郁永河《裨海紀遊》是記錄其從臺南鹿耳門登陸後到北投的一路見聞。

郁永河是康熙時期浙江杭州府的秀才，以遊幕為業，康熙 30 年 (1691)後因擔

任王仲千的幕賓，受託來臺採辦硫磺製造火藥，從啟程至採辦完成返回福州

覆命近 10 個月之久，《裨海紀遊》便是這段期間親身所見所聞及所感的記錄。

此書夾議夾敘，間以詩詠，全文共二萬四千餘字，是最貼近荒煙無聞 300 年

前臺灣的第一手文字紀錄，具體又詳盡，對於想要瞭解當時臺灣的研究者而

言，不啻為最寶貴的資料，也可說是臺灣遊記文學的開創寶典。 6 

臺北圓神出版社在「老書新讀」的理念下，特地邀請楊龢之以白話文譯

注這本古典遊記文學《裨海紀遊》，名為《遇見 300 年前的臺灣 --《裨海紀遊》》。

筆者閱讀後，歸納此書有以下特色：  

一、詳實考證，裨補闕誤增加了解  

郁永河字滄浪，清朝秀才，浙江省杭州府仁和縣人，生卒年不詳，曾自

我形容說：「余性耽遠遊，不避阻險，常謂臺灣已入版圖，乃不得一覽其概，

以為未慊。……」 7愛好旅行的個性可見一斑，其遊蹤幾乎遊遍福州全境。他

從康熙 30 年 (1691)起擔任福州府同知王仲千的幕僚，之後因為王同知任上失

守，導致火藥庫失火，將福州府庫存的五十萬斤火藥燒光，朝廷下令要典守

者賠補，身為幕僚的郁永河便受命來臺灣北部採辦硫磺，從受命到完成任務

歷時近 10 個月，郁永河除沿途將第一手見聞記錄下來寫成《裨海紀遊》外，

還寫下《偽鄭逸事》、《番境補遺》、《海上紀略》、《宇內形勢》等有關臺灣的

著作。但除此之外，秀才出身又愛遊歷的郁永河並無其他作品面世，沒有相

關資料以供參考，所以大家對於郁永河詳細生平並不熟悉。但這本《裨海紀

遊》就足以傳世，被人一再刊刻傳鈔，書名除了《裨海紀遊》外，還有名為

《渡海輿記》、《採硫日記》，甚至有誤為《椑海紀遊》的。版本隨著刊刻、傳

                                                 
6 近人有關研究郁永河《裨海紀遊》研究論著甚多，擇要列舉如下。專書：許俊雅校釋：

《裨海紀遊校釋》(臺北：鼎文書局，2009 年)。期刊論文：(1)何素花〈清初大陸文人

在臺灣之社會觀察--以郁永河「裨海紀遊」為例〉(《臺灣文獻》53 卷 1 期，2002 年

3 月)。(2)陳敬介〈平埔族寫真--郁永河《土番竹枝詞》探析〉(《國文天地》，2009
年 12 月)。(3)丁旭輝〈論《裨海紀遊》的散文藝術〉(《國立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館

刊》，2004 年 3 月)。(4)高郁婷〈東望扶桑好問津--郁永河的臺灣遊蹤〉(《孔孟月刊》，

2001 年 7 月)。碩士論文：吳芳真〈《裨海紀遊》之文學研究--以柳宗元之遊記文學為

對照〉(臺灣師範大學，2007 年)。 
7 郁永河《裨海紀遊》，臺灣文獻叢刊第 1 輯，臺北，臺灣銀行經濟研究室，1979 年，

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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鈔者隨意刪改，內容頗多差異。楊龢之譯注所採用的版本是根據民國 39 年

(1950)文獻委員會印行的合校本，也就是「臺灣銀行經濟研究室」所整理的「臺

灣文獻叢刊本」。  

楊龢之譯注本書，為模擬想像當時的風景情境，特地追尋前人足跡，參

考眾多史料、照片或圖片，並與宋光超、曾人智等人從臺南鹿耳門到北投地

熱谷，追蹤當年那位充滿熱情、不避險阻、勇敢任事終於完成使命的郁永河

足跡。這樣實地腳踏的親履驗證，據楊龢之所言，除了心理踏實之外，還從

實景實證發現著作者或因個人因素，或因見識有誤、資料不足，因而或有些

許地方記錄有誤，楊龢之便在譯注處加以說明或改正闕誤，針對現代人較陌

生的名詞上特別加以注解，這對於後學或研究者裨益實大。  

例如頁 44 提到：「澎湖共有六十四個大小島嶼和港澳：南天嶼、草嶼、

西嶼坪、貓嶼、布袋澳、八罩山、東嶼坪、水垵尾、西吉、花嶼、鋤頭插、……

吉貝嶼、墨嶼。」楊龢之在頁 47 譯注 12 中說明：「這份名單有點夾雜不清，

下文說這些地名『悉斷續不相聯屬』，實則卻將島嶼和港口混在一起，如風櫃

尾、紅毛城、案山、林投、天妃澳、鎖管港、統城、巡檢司等都在今天馬公

本島；還有名不符實的，如吼門是白沙與西嶼兩島之間的水道，既非島也非

港。」 8又如頁 54 提到：「唯獨澎湖在明朝時隸屬於泉州府的同安縣，許多漳

州、泉州人聚集在這裡打魚，官府每年徵收漁業稅若干。嘉靖(1522 年~1566

年)、隆慶(1567 年~1572 年)年間，被琉球人佔據。明朝官方看這地方不上眼，

丟了也不去過問。」楊龢之在頁 55 的注 16 即說明：「史料中未見琉球人曾佔

領澎湖紀錄。但臺灣原住民來自多方，其中琅嘺(今恆春半島)有一支極可能

源於琉球。郁永河說琉球曾據澎湖，應是傳聞失實。」 9郁永河一介師爺對於

臺灣地理或歷史可能只是概略知曉，所以紀錄有誤，在所難免，本書能詳實

考證並改正闕失誤記，以免後學在迷陣中打轉或因此而以訛傳訛，對於研究

或了解臺灣的學者學子幫助甚大。  

二、旁徵博引，資料豐富多元  

郁永河秀才出身，詩文出眾，文采燦然，《裨海紀遊》行文自然清秀可喜。

本書多元考據，擴充知識領域，加進其他學界先進的專業知識考察，這些都

得助於：李學勇、劉廣定、龍村倪、張之傑、郝俠歲、劉昭民等專家甚多，

                                                 
8 郁永河原著、楊龢之譯注：《遇見 300 年前的臺灣--《裨海紀遊》》，頁 47。 
9 郁永河原著、楊龢之譯注：《遇見 300 年前的臺灣--《裨海紀遊》》，頁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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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行文處分就生物、化學、氣象、地質等專業知識詳加說明，使讀者在欣賞

遊記文學之美外，同時也徜徉於淵博的知識學海裡，心靈與智慧暢快悠遊。  

    例如頁 33 文中提到郁永河一行人遊覽廈門，到達水仙宮時已是入夜後二

十刻了。楊龢之在頁 34 後文解釋古人漏刻計時之法：「古代以銅壺盛水，底

穿一孔，中立有刻度的箭，壺水漸漏，箭上刻度漸次顯露，便可判定時間。

一晝夜定為一百刻，夏至白天六十刻，晚上四十刻；冬至白天四十刻，晚上

六十刻；春分、秋分日夜各五十刻，皆以日出及日落起計。郁永河到廈門時

約當春分前後，二十刻是日落後將近五個鐘頭，大約是晚上十一點左右。」10

如此說明之後，對於讀者來說，就能很快瞭解當時郁永河所處的環境與情境。 

又如頁 71 文中提到颱風：「海上經常出現颶風，但每年都有固定時間，

有時候晚一點，有時候早一點，相差不會超過三天，有『風期』可以查對。」

在後面頁 72 就有行文解釋「風期」：「臺灣海峽經常風浪險惡，過去『討海人』

歸結其規律，即郁永河所說『歲常有期』的『風期』。其說不一，光緒間蔣師

轍的《臺游日記》舉了兩種書講法：一、自正月初四接神颶至十二月二十九

日火盆颶止，舉其要者二十五颶，但如正月初九玉皇颶沒應驗則整年都不準。

二、自正月初三真人颶至十二月二十九日西嶽朝天颶止，共三十九颶。後說

稱是引自《裨海紀遊》，但至今各種版本都不見此段。」對於氣象說法及版本

考據都有說明。又如頁 125 文中郁永河提到他見到脖子長了瘤的毒蛇，晚上

在枕邊「閣閣」地叫，有時候聲音像牛打鼾，這種蛇可以吞得下鹿，小蛇會

追人，快得像箭一樣。楊龢之在頁 127 的註解 24 中說明：「這種『癭項』的

怪蛇應該是臺灣眼鏡蛇，不過牠不可能「閣閣」叫，也許郁永河在晚上聽到

蛙鳴的同時又看到蛇，因而弄混。另外，臺灣原生蛇類中最大的錦蛇可長達

三米以上，或可能吞得下山羌或小鹿，但眼鏡蛇是辦不到的。」11將讀者由散

文的欣賞帶領到生物學知識的啟發，這些跨領域的說明及考據都是譯注者的

用心，可供研究者進一步理解或研究，擴大了文學的欣賞層次，使文學變得

更豐富更精彩。      

三、白話翻譯‧圖文並暢行雲流水  

戰後白話文學已成臺灣文學的主流，從事創作及研究者逐漸以白話文為

重心，但近四百年的臺灣文學中，精彩的古典文學飽涵著我們不能割捨的寶

                                                 
10 郁永河原著、楊龢之譯注：《遇見 300 年前的臺灣--《裨海紀遊》》，頁 34。 
11 郁永河原著、楊龢之譯注：《遇見 300 年前的臺灣--《裨海紀遊》》，頁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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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楊龢之《遇見 300 年前的臺灣 --《裨海紀遊》》以白話文譯注臺灣遊記文

學的開創寶典，就是不忍優美的古典文學因為語文的隔閡而被束之高閣，譯

注者也果然將珍貴又難得的文學寶藏一一展開在讀者的眼前，豐富得令人目

不暇給，也因為譯注文字白話曉暢，讀來完全沒有負擔。有人謂譯文最高明

的境界要達到「信、達、雅」，筆者以為楊龢之這本書譯注的成就，對於現今

的讀者來說，早已超過郁永河《裨海紀遊》原著。除了譯注者用心地考察考

據之外，為增加讀者對於 300 年前臺灣的瞭解，譯注者還附上相關的圖解地

理位置說明，或手繪當時的風景人物，或將重要的景點拍攝實景等等，以期

讓讀者可以圖文相參一目了然。  

例如頁 26 採自《古今圖書集成》有關福建疆域圖的說明，參照郁永河文

中敘述當時遊歷福州的狀況，讀者對於空間及方向感更有概念。頁 27 現藏於

海牙國立總檔案館內最早的臺灣全圖，頁 46 有 1753 年荷蘭人克倫所繪製的

澎湖群島圖，頁 51 有乾隆 17 年(1752)纂編的《臺灣縣志》赤崁樓圖，這些對

於了解郁永河的文章內容都有相當的幫助。再者如頁 58 有原件藏於臺灣博物

館為清代所繪的鄭成功畫像，還有收錄在荷蘭傳教士法倫坦《新舊東印度志》

書中的「發怒的鄭成功」圖，頁 61 有現藏於海牙國立總檔案館內荷蘭人與鄭

成功所簽的締合條約 18 條，頁 69 有《諸羅縣志》原住民採檳榔圖，頁 91 有

《臺番圖說》牛車圖，頁 94 有《諸羅縣志》原住民舂米圖。這些圖片都是譯

注者在翻譯郁永河原文時，為了加強讀者的理解才附加上去的，讀者圖文參照，

想像力不再虛無飄渺，使譯注的文章更有說服性。精彩難得的圖片，有的甚至

賞心悅目，文學與藝術之美的結合，大大提高了讀者的閱覽興趣，也提升了原

著的藝術境界。閱讀此書，彷彿是參加了一場知與美的盛宴，收獲實多。  

四、結語  

隨著海峽兩岸學術文化經濟上的交流日趨密切，有關大陸與臺灣的淵源，

不論是歷史文化上，或是地理人文上的關聯越來越受到重視，近年來相關方

面的研究越來越多，臺灣遊記文學開創寶典 --郁永河《裨海紀遊》一書的重要

性在於它雖只是一位遊幕文人遊臺 10 月的見聞隨筆，卻提供了後學者研究臺

灣多元文化方向的參考，也開發了研究臺灣純文學之外的許多有趣議題。譯

注者楊龢之用深入淺出的方式帶領我們一窺《裨海紀遊》原著的堂奥。生在

臺灣長在臺灣或者正希望了解臺灣的人，也許你對臺灣有熱情有疑惑，但無

論如何，要了解你愛或不愛的臺灣，筆者鄭重推薦楊龢之《遇見 300 年前的

臺灣--《裨海紀遊》》一書，這是深入了解臺灣原貌絕對不能錯過的一本好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