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导言

一個小男孩抓了一隻老鼠，把牠放進一個大方盒子

裡。過了一陣子，牠生下一隻小老鼠。一天，爲了取樂，

小男孩在盒子內安置一塊木板，意欲看兩隻老鼠在盒子內

蹦蹦跳跳。小老鼠覺得好玩，爬上木板邊緣。當牠看到原

來外面是個大房間，感到震驚。牠跑到老鼠媽媽那裡，哭

著說：「媽媽，外面有很大的空間。它應該就是你常向我

說的世界。」但是，小老鼠僅僅相信老鼠媽媽所說的話，

牠並不希望跑出去閒逛。這隻自我封閉的小東西，在盒子

裡生活，直到年老。牠沒有遭遇任何麻煩，外面老鼠世界

的難題與不安，完全與牠無關。幾千年來，中國人就像這

隻小老鼠一樣，過著自我封閉式的生活。

〔英〕威廉·達爾頓（William Dalton, 1821~1875）
《中國的狼孩》（The Wolf Boy of China）（1857年）

1

 1
 William Dalton, The Wolf Boy of China (Philadelphia: J. B. Lippincott & Co., 1883), 

pp. 9–10. 有關《中國的狼孩》的研究，參閲Chen, Shih-Wen. “China in a Book: 
Victorian Representations of the ‘Celestial Kingdom’ in William Dalton’s The Wolf 
Boy of China”, Papers: Explorations into Children’s Literature, vol. 21 issue 1 (2011), 
pp.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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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v  萬國地理全集校注

鴉片戰役以後，志士扼腕切齒，引爲大辱奇戚，思所

以自湔拔；經世致用觀念之復活，炎炎不可抑。……學者

若生息於漆室之中，不知室外更何所有，忽穴一牅外窺，

則燦然者昔所未覩也。

梁啟超（1873~1929）《清代學術概論》
2

儘管我們對上引英國 維多利亞時期作家把咱們中國人比喻作老

鼠並加以諷刺，感到不甚舒服，但在清代時，上自朝廷皇帝大臣，

下至士人學者、庶民百姓，的確如其小說中所描繪的那樣，閉關自

守，井蛙觀天。生活在神州大地，他們自認中國是天下唯一的大帝

國与世界文明中心，周圍都是小國與野蠻人。爲了化解中國人這種

虚驕心態與意識，在第一次中 英鴉片戰爭之前，英國 倫敦傳道會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傳教士撰寫了一些中文地理著作：先

有馬禮遜（Robert Morrison, 1782~1834）的《西遊地球聞見略傳》

（1819年），後有麥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 1796~1857）的《地 

理便童略傳》（1819年）、《咬口溜吧總論》（1824年），以及米隣

（William Milne, 1785~1822）的《全地萬國紀略》（1822年）等。

但這些作品的篇幅甚短，信息量極少，並未對中國學術産生任何衝

擊。
3
	這種情況要等到1836年始有所改變。那年，在粤傳教士與英、

美外商携手合作，創立了在華傳播益智會（Society for the Diffusion of 

Useful knowledge in China）。翌年3月，在該會两位中文秘書郭實獵

 2
 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梁啟超論清學史二種》，復旦大學出版

社，1985，第59頁。
 3
 Matthew W. Mosca, From Frontier Policy to Foreign Policy: the Qusetion of India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Geopolitics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pp. 214–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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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rl F. A. Gützlaff, 1803~1851）4
	和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 

1801~1861）策劃下，介於1837~1839年間，它出資刊行了一系列有關

世界史地、國别史及內容十分豐富繁雜的月刊。這些書刊成爲一扇扇

重要的窗口，讓晚清 中國經世士人學者通過它們，得以窺視域外遼

濶的世界，對他們的思想産生極大的影響。這些由新嘉坡 堅夏書院

代爲出版書刊，除了《美理哥合省國志略》是美部會（The 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傳教士裨治文的作品外，

其他多出自普魯士籍新教傳教士郭實獵的手筆。

益智會出書計劃中原有一部世界地理書，那是郭實獵準備要撰寫

的。第一次中 英鴉片戰爭爆發後，該會隨即停辦；郭實獵也因擔任英

軍司令的翻譯員，忙的不可開交，撰寫工作就此停頓。三四年後，大

約在1841年中，英軍佔領浙江各地。郭氏受委爲定海、寧波知府，這

時他始動筆撰寫。經過大約兩年，直到1843年初或年中完稿，1844年

初或年中交由作者在香港創辦的福漢會刊行問世，書名《萬國地理全

 4
 Karl F. A. Gützlaff 生前使用漢名郭實獵，但中文檔案多將其名譯作郭士立、

郭士利、㗥呭唎、郭寔烈、吳士利，等等。筆者在英國 伯明罕大學所庋藏

的「郭實獵檔案（Gutzlaff Papers）」裡，發現兩通英文書函，郭氏均親筆中

文簽名作「郭實獵」。温馨也在德國新教聯合會檔案館，發現一封1827年 

4月15日郭實獵在印度尼西亞 廖內（Riouw）寫信給萊茵傳教會（Rheinischen 
Missionsgesellschaf）的信，信末也署「郭實獵」。又，郭氏在其所撰寫的《常 

活之道傳》序末有「郭實獵敬纂並序」，且有「郭印」、「實獵」字樣的兩

方印章。參見黄時鑑：《前言》，愛漢者等編、黄時鑑整理：《東西洋考每

月統記傳》，中華書局，1997，第10頁、第32頁註10；莊欽永：《「無上」

文明古國：郭實獵筆下的大英》，新加坡：新躍大學 新躍中華學術中心；八

方文化創作室，2015，第2頁註2；温馨：《文明碰撞與範式轉變：19世紀來

華 德國人與中國人》，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8，第24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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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以下簡稱《全集》）。
5 這書是基督新教傳教士足踏神州大地

三十多年後所編著篇幅龐大、最爲重要的世界地理書。它蘊藏著許

多中國人未聞未知、極其豐富的域外世界史地新知。當它問世三四

年後，睜眼看世界的先哲魏源（1794~1857）就將其中絕大部分章節

輯錄進其《海國圖志》裡，稱它做《萬國地理全圖集》；而近代啟蒙

思想家徐繼畬（1795~1873）也以它爲重要依據之一，寫成歷史巨著 

《瀛環志略》，簡稱它做《萬國地理書》
6
。無論就篇幅、內容與對

晚清 中國地理學之影響來看，《全集》遠遠超越艾儒略的《職方外

紀》。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它確確實實佔有一席非常重要的地位。

 5
 偉烈亞力（Alexander Wylie）在其《基督教 新教在華傳教士名錄》說，《萬

國地理全集》「主要由一些最初刊載於《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上的文章

組成」。此說不確。按，1835年7月4日，在大不列顛和愛爾蘭皇家亞洲學會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例常會議上報導說，郭實獵

贈送該會書刊一冊，惟未提供書名，僅言這書是「他據歐洲人撰寫的地理與

天文書刊翻譯成中文」。兩個星期後，7月18日，該學會例常會議上又報導香

港總督德庇時（John F. Davis）贈送二冊郭實獵 中文著作：一冊是「A History 
of England」（它當是以小說體裁寫成的《大英國統志》），另一冊沒有提供

書名，只說它的內容「主要是歐洲人撰寫的地理與天文小冊子」（八開本）。

後者即是两個星期前郭實獵所贈送的同一本書。它應是郭氏彙集《東西洋考

每月統記傳》道光癸巳年（1833年）六月創刊至甲午年（1834）四月停刊這

個時段內各期中「地理」、「天文」欄內文章，裝訂而成的冊子。其內文章

當包括《東南州島嶼等形勢綱目》、《呂宋島等總論》、《蘇祿嶼總論》、

《地球全圖之總論》、《論日食》、《論月食》、《北極星圖記》、《黃道

十二宮》等等。參見Alexander Wylie，Memorials of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to the 
Chinese (Shanghai: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67), p. 60; “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in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vol. 3 (1836), pp. 195–196；「總目」，見愛漢者等編、黄時鑑整

理：《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中華書局，1997，第37~40頁。
 6
 在《贏環志略》裡，徐繼畬僅二處提及《萬國地理全集》：一處在卷二，引

作「泰西人《萬國地理書》」（第31頁b）；另一處在卷三，引作「英人所著

《萬國地理書》」。所謂《萬國地理書》，即是《萬國地理全集》之簡稱。

其實，《全集》的作者郭實獵並非英國人，徐繼畬大概因他爲英國政府服

務，故有此誤解。參閲徐繼畬：《贏環志略》，道光戊申年[1848]福建撫署

刻本（《續修四庫全書》版），卷二《南洋各島》，第31頁b；卷三《西域

各回國》，第55頁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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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郭實獵及其《萬國地理全集》

在第一次鴉片戰爭前後，郭實獵是一位鋒芒極盛、非常重要卻頗

具爭議性的人物。就外交史來說，他扮演著一個舉足輕重的角色。在

中國大約十九年，他「幾乎參與過中國沿海每一個重大事件」
7
。就

中國 基督教史看，他不顧清廷三令五申的禁令，至少十次北上中國

沿海探查。他高喊「中國已經開放」（China opened）的口號，掀起

西方商業界以及歐洲，特別是英國以及北美洲的美國傳教界對中國

宣教事業的熱潮。他的許多中文著譯，對太平天國和晚清經世學者

產生極其重要、顯著的影響。19世紀五六十年代，轟轟烈烈、橫掃

大半個中國的太平天國所刊行的《新舊遺詔書》，就是以郭實獵的

中文《聖經》譯本爲底本。有學者就指出，「十九世紀三十年代的

中國 基督教史是郭實獵的年代」
8
。

1803年7月8日，郭實獵在普魯士 波美拉尼亞（Pomerania）地區

佩日采（Pyrzyce，今天波蘭西北部）出生。1823年，二十歲的他加

入鹿特丹的荷蘭傳教會，成爲屬下的一名傳教士。1827年1月，他抵

達巴達維亞（Batavia，今印度尼西亞首都雅加達）。4月，荷蘭傳教

會屬下的獨立機構巴達維亞傳教會差派他往賓坦島（Palau Bintan，

現屬廖內群島省）宣教。然而，對局限在人烟稀薄的小島上，郭氏

深感不满。一年多後，1829年，爲了向擁有世界人口三分之一的中

國人傳福音，他脱離荷蘭傳教會，成爲一名獨立傳教士。1831年12

月，他踏上那葡萄牙人從事貿易、傳教等活動的落腳地	——	澳門

後，自此與古老中華大帝國結下不解之緣，直到他離世爲止。

郭實獵一生勤於筆耕。除了英、荷、德等語種著作外，也編

著多種中文書刊，是19世紀三四十年代中文著作產量最多的新教傳

 7
 Hsin-pao Chang, Commissioner Lin and the Opium War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4), p. 26.
 8
 Scott Shao-chi Pan, “An Appraisal of Karl (Charles) Gutzlaff and His Mission: The 

First Lutheran Missionary to East-Asian Countries and China”, M.Th. thesis. Luther 
Northwestern Theological Seminary, 1986, p.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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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士，其中多爲以宣教爲目地的小說與小冊子，也有內容廣泛的俗

世書刊，包括反映鴉片戰爭前英商對廣州貿易體制的不滿的《是

非略論》；介紹西方之國際貿易、貨幣、金融等制度的《制國之用

大略》、《貿易通志》；以及世界史地書《古今萬國綱鑒》、《全

集》、國別史《大英國統志》（二種）
9
、《猶太國史》等。此外，

他尚編纂月刊《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

到目前爲止，筆者所見《全集》有两種刻本
10
：我稱之作初刻

 9
 以往學界僅知道庋藏於美國 哈佛大學 哈佛燕京圖書館以小說體裁寫成的 

《大英國統志》。2014年初，筆者赫然發現在英國 利茲大學圖書館庋藏有

一冊以散文體裁寫成、內容全然迥異的英國史地書，書名同樣叫做《大英

國統志》。參見莊欽永：《「無上」文明古國：郭實獵筆下的大英》，第

23~32頁。有關小說《大英國統志》的研究，參閱熊月之：《鴉片戰爭以前

中文出版物對英國的介紹－介紹〈大英國統志〉》，《安徽史學》2004年
第1期，第52~58頁；李曉傑：《十九世紀早期來華新教傳教士所描繪的英

國：〈大英國人事略說〉與〈大英國統志〉》，載復旦大學歷史系、出版博

物館編《歷史上的中國出版與東亞文化交流》，第256~270頁；John T. P. Lai, 
“‘Supreme Nation’: the British Image in Karl Gützlaff ’s Shifei lüelun and Dayingguo 
tongzhi”, in Reshaping the Boundaries: the Christian Intersection of China and the West, 
edited by Song Gang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6), pp. 59–75.

 10
 根據Robert Kennaway Douglas, Catalogue of Chinese Printed Books, Manuscripts 

and Drawings in the Library of the British Museum（London: Printed by order of the 
Trustees of the British Museum, 1877），pp. 71 & 225，大英圖書館藏有《全

集》一冊。1986年，筆者到該館訪書時，這冊珍貴書籍已丟失了。惟從羅

伯特·格道拉斯《目錄》所記，知道它凡三十八卷，可見它當屬於利茲

大學、萊頓大學圖書館所藏之初刻本或修補本。根據蘆笛的研究，1857年上

海刊行的《倫敦會藏書目錄》裡記載該概會傳教士麥都思曾對《萬國地理全

集》進行修訂，並更名《地理》，惟最終未能完稿。

又，《萬國地理全集》問世將近三十一年後，明治七年（1874）4月16日
《東京日日新聞》第662號上，東京一間書店刊登一則售買中國圖書廣告，其

中有《萬國地理全集》一書（復刻版。東京：日本圖書センター，1993~1995， 

第236頁）。由於廣告未提供出版地、刊行年代及藏版者等信息，因此我們無

法知道它是否屬於初刻本、修補本或翻刻本，抑或修訂本。筆者仔細翻查周

振鶴所編的《晚清營業書目》，也未見有該書刊行之記載。參閱蘆笛：《上

海 倫敦會早期藏書研究——基於1857年〈倫敦會藏書目錄〉的考察》，《世

界宗教文化》2015年第4期，第141、142頁；周振鶴編《晚清營業書目》，上

海書店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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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與修補本。初刻本刊於1844年6月或之前，修補本则大概在1848上

半年，两者相隔约四年。英國 利茲大學（University of Leeds）11
	庋

藏有初刻本；荷蘭 萊頓大學（Universiteit Leiden）則有初刻本及

修補本。
12
	它們均是中國傳統線裝書，版框、行格、文字皆相同，

連序文書法字跡、行款也一模一樣。修補本實際上是利用初刻本舊

板印刷而成，只是重雕初刻本印刷模糊的13葉（即26頁：第14、53

至60、64、66、67及74葉），及將第62葉上、下頁的下半部挖補修

改。惟一不同的，修補本在書衣後附有一幅26 × 18.5釐米黑白色世

界地圖。
13

两個刻本開本完全一樣： 26.3 × 15.9釐米，版面22.4 × 15釐米，

封面褐色。書名葉皆黃色，正文板框 23.2 × 14釐米。全書凡38卷，

厚86葉（即172頁），含序文2葉，目錄4葉，以及正文80葉。每半

葉18行，每行約40字，全書洋洋灑灑約105,000字。正文有雙邊邊欄

（在粗黑線之內，又附一道細黑線），無界行，版心有單黑魚尾，

魚尾上鐫刻章節題名，魚尾下方鐫印卷第，其下則爲葉碼。正文

有大圓圈（〇）作爲分段號、小圓圈（○）爲句號及以尖點符號爲

句讀符號，另在文字右邊分別以單直縱線號（ǀ）、豎長方框（ ） 

作爲人名號、地名、國名號。卷前有一短序，序末無署名。

 11
 索書號：RAS 736。書衣內有「Chinese/ R.A.S.」字樣。R.A.S. 是英語	Royal 

Asiatic Society 的縮寫，全名爲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即成立於1823年的大不列顛及愛爾蘭皇家亞洲學會。這證明這書冊原屬該會

之藏書。全書除了扉葉提供書名「萬國地理全集」外，其他有關著者姓名、

藏板地、藏板者以及刊行年代等一概付之闕如。不過，據扉葉地腳有英文字

「By Charles Gutzlaff」，以及封底書衣所寫之五行英文字「Chinese/ A complete 
description/ of all the kingdoms/ on the earth/ By Dr Gutzlaff」，我們確知它的著

者毫無疑問即郭實獵其人。
 12
 初刻本索書號：KNAG 82；修補本索書號：VGK 2370.12a、VGK 2370.12b。
大概在1970年代，圖書館人員把這二冊裝訂在一起，外加上紅色厚紙皮，粘

有白色標籤「萬國地理全集」。
 13
 有關《全集》版本、刊行年代、印刷經費等問題，請參閲莊欽永：《有關郭

實獵〈萬國地理全集〉的若干考證》，張禹東、莊國土主編《華僑華人文獻

學刊》第5輯（2017），第17~4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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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刻本字跡拙劣、刀法極粗，有多葉印刷漫漶模糊，魚豕混

淆，訛文脫字屢見，甚至遺漏一些信息
14
，難以卒讀，在在顯示著

者寫作態度之草率與刻字工匠雕版技術之不精，在沒有做任何校讀

情況下就付梓問世了。按版本學常理說，修補本的産生主要是對初

刻本糾謬正訛，補闕刪衍，應是善本。然而我們發現它同樣是校勘

不精、極其糟透之印本。它不但沒有訂正初刻本中一些明顯易辨的

訛誤，反而新增了更多莫名其妙的錯字
15
，在古籍整理上，這種情

形是少有的。應該說，它並沒有任何校勘價值，因此，本書仍以初

刻本爲底本，進行校誤、校脫、校衍等等；遇有印刷漫漶難以辨識

的文字，輔以修補本。

二 《萬國地理全集》的內容

《全集》凡三十八卷，明顯可分爲兩個部分。第一部分是自然

地理，凡四卷（卷一至卷四），記述宇宙、地球的形成，簡介地圓

說、日心說，日蝕、月蝕等自然現象產生之原因，以及地球五大洋

 14
 例如，著者在記載葡萄牙的地理位置時，只說經度「偏西自六度一十五分」， 

遺漏了緯度度數。參閲[郭實獵]：《全集》，[（香港）福漢會]，[1844]）， 

卷二十一《葡萄牙國》，第59頁a（第258頁）（以下簡引作《全集》）。

按，注腳第一個頁碼係《全集》原文頁碼，其後圓括弧內者則爲本校注本之

頁碼。以下同，不再注明。
 15
 例如《全集》修補本卷二十三《大英國》第62頁a（第273~274頁）就出現

四處嚴重錯誤：（1）初刻本第5行：「所運進者共計一萬七千九百四十萬

銀両，可見財帛日積月累，以致充裕〇矣男身體壯健，大有能力矣。」 

《全集》中標點符號「〇」表示一段終結於此。但是，下一段開頭第一個字

卻是「矣」，毫無疑問，它應是前一段「以致充裕」之後的助詞，但修補本

並未改正。（2）初刻本第9~10行下半部模糊，修補本作：「女……身著三

改種護衫，汝潔身爲要，故此夏時屢次換衣，以除汗之臭，而加體之芳。」 

「三」之後的「改」當是衍文。「潔」之前的「汝」，當是「女」之誤。 

（3）初刻本第12行：「英之素生，乃久坐席，置酒張樂」，初刻本作 

「素」，其義不明，修補本易以音近之字「數」，更不可解。（4）初刻本第

18行：「既有三四歲，即得進學攻書，不止男習文藝，連女也日掩柴扉，靜

觀詩書」。「止」是正確的，但修補本卻將之改作「迂」，令人啼笑皆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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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等。第二部分是區域地理，凡三十四卷（卷五至三十八）。著者

把世界分爲五大洲。在每洲之前，先簡述各大洲之概況，然後在各

洲之下，詳述各國疆域位置和經緯度、地貌（山脈河流）、氣候、

土壤、動植物、社會結構（人口、民族、城鎮、風土人情、宗教信

仰）、經濟（物產、農業、礦業、林業）、交通、歷史沿革、古跡

名勝，及政治體制，等等。卷五至卷九有關中國、新疆、西域實摘

錄自乾隆年間刊行的《欽定大清會典》、《欽定盛京通志》、陳倫

炯的《海國聞見錄》及七十一的《西域聞見錄》等，其他域外史

地信息多摘錄1840年倫敦刊行的慕瑞（Hugh Murray, 1779~1846） 

《地理百科全書》（An Encyclopedia of Geography）第二個修訂本之文

字翻譯而成。

《全集》展現在讀者眼前的是一幅與二百二十年前《職方外

紀》截然不同、晚清 中國人未聞未見、氛惡焰熾、爪牙崢嶸的域外

世界圖像長卷。各國彼此相爭，弱肉強食，進行頻繁激烈的戰爭，

正如17世紀荷蘭政治思想家彼得·德·拉庫爾（Pieter de la Court, 

1618~1685）所描繪的，各個國家就像「獅子、老虎、狼、狐狸、

熊，或其他的食肉獸，常毁於自己的力量，或在躺卧伺機獵取其他

動物時，卻被其他野獸捕捉」
16
。這是一部歐洲各國爭雄稱霸世界

的歷史圖像。

自17世紀中葉起，東西方之間逐漸形成了中華世界秩序（也叫

做朝貢體系）與歐洲的西伐里亞體系兩個相互對峙的局面。中華世

界秩序是以儒家的「禮」爲基礎的外交體系。在這種外交理念下，

明、清統治者沒有海權觀念，面對寬闊的太平洋，他們限制人民出

海貿易，或在外國僑居，也沒想到要在東南亞建立貿易基地，開疆 

 16
 [Pieter de la Court], The True Interests and Political Maxims of the Republic of Holland 

and West Friesland …, Written by John de Witt and other Great Men in Holland 
(London: n.p., 1702), in The Low Countries in Early Modern Times, edited by Herbert 
H. Rowen (London & Melbourne: Macmillan, 1972 ),  p.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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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土，壟斷香料貿易。它強調國家間形式上的等級：居於這一等級

秩序的頂端的是明、清政權，其下則爲朝貢國。明、清政府行「大

國事小」之事，爲朝貢國解紛釋難，頒冊錫爵，冊封王位、世子、

王妃等事。藩屬朝貢國則行「小國事大」之事，奉表納貢、行禮朝

賀和請諡，等等。宗主與藩屬朝貢國之大小、尊卑、高下赫然明

矣，形成一個相安無事、和平相處的東亞世界。
17

與東亞世界截然不同，歐洲 西伐利亞體系是一個以「利」爲

主的機制。它鼓勵國際競爭、貿易、戰爭、移民和殖民。自15至17

世紀地理大發現時代，西歐貪婪的君主野心勃勃，支持富有冒險精

神的海員開疆拓土，「於明朝年間，列歐國專務尋出新地，以開商

道，而獲丁香、胡椒等物件」
18
，在軍艦大炮掩護下，各國以血腥

的手段佔港奪地，建立貿易據點，擴張貿易網絡。新航路開闢後，

葡萄牙與西班牙積極向外擴張，最早走上殖民侵略之路。葡萄牙 

「於明朝之時，明君專務算数之法，深通天文，着能幹水手駛南，

尋出新地」
19
。它先佔領東非海岸的一些港口。

20
	隨後，「於明弘

治八年，葡萄牙船隻不遠數萬里來到印度西邊，即時開港，又墾新

地，貿易豐盛矣。如此該國强據沿海多口，築城建邑，並立總督代

 17
 章開沅、羅福惠主編《比較中的審視：中國早期現代化研究》，浙江人民出

版社，1993，第607頁；David C. Kang, “Civilization and State Formation in the 
Shadow of China,” in Civilizations in World Politics: Plural and Pluralist Perspectives, 
edited by Peter J. Katzenstein (London: Routledge, 2010), pp. 105–106; Fei-ling 
Wang, The China Order: Centralia, World Empire, and the Nature of Chinese Power 
(Albany, 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17), pp. 114–117.  

 18
 《全集》卷三十《亞默利加大地》，第70頁b（第317頁）。

 19
 《全集》卷二十一《葡萄牙國》，第59頁a（第259頁）。

 20
 《全集》卷二十六《西亞非利加》，第67頁b（第302頁）；卷二十八《東

亞非利加》，第69頁a（第310頁）。葡萄牙在東非海岸佔領的港口有所弗剌

（Sofala，今名Nova Sofala [新索法拉]）、摩散北（Mozambique，莫桑比克）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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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理藩。」
21
	就此確定它在印度洋上的海上霸權，並在波斯和香料

群島建立了貿易站。

西班牙也「於明孝宗四年（1492），……派船尋新地，赴到

亞黑〔默〕利加國」。當它「風聞佰路（秘魯）地乃玉海金山，饒

裕無窮，是以用心竭力，不顧其阻礙，以據其國也」，「又着該地

金銀之山，自開新地，每年所出之財無數難算」
22
。經一段時間努

力，它佔領了拉丁美洲大部分地區。16世紀，西班牙和葡萄牙又靠

著搬弄北摩鹿加諸島統治者之間的糾紛，而把盛産丁香的特爾納特

島與蒂多雷島變成附庸國。

17世紀初，峰迴路轉，荷蘭登上這個血腥角力舞臺。爲了攫

取亞洲的香料，它與葡萄牙、西班牙爲財爲勢戰鬥。它佔領了印

度尼西亞位於爪哇島的葛剌巴（Batavia，今雅加達），「每年將銀

五百萬員歸國帑也」
23
。當葡萄牙勢衰之時，荷蘭東印度公司來到

印度，「速排一陣兵船，與葡接戰，百攻百勝矣」
24
，成功地搶佔

葡萄牙的地盤，排擠它的商業勢力。隨後又在東南亞地區佔港奪

地。在馬魯古群島
25
、蘇拉威西的烏戎潘當（Ujung  Pandang）和萬

鴉老等地，荷蘭人「築建炮臺，而調防兵」。
26 1833年，他們又在

新幾內亞島「開港，而調兵守地。自此以後，商船來往不絕也。」
27

就此，荷蘭東印度公司從葡萄牙人手中奪取了亞洲貿易控制權。 

1763年，七年戰爭結束，英國海軍實力異軍突起。從1793年

到1815年，爲了商業利益與海上霸權，它同法國進行了長達二十二

 21
 《全集》卷十二《五印度國》，第27頁b（第102頁）。

 22
 《全集》卷二十一《是班牙國》，第59頁b（第262頁）；卷三十五《佰路

國》，第75頁b（第342頁）。
 23
 《全集》卷十三《南海各島》，第32頁a（第124~125頁）。

 24
 《全集》卷十二《五印度國》，第27頁b（第102~103頁）。

 25
 《全集》卷十三《南海各小島》，第33頁b（第129頁）。

 26
 《全集》卷十三《南海各島》，第32頁b（第126頁）。

 27
 《全集》卷十三《南海各島》，第32頁b（第12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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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戰爭，最終取得勝利。它從法國、荷蘭等奪取了許多殖民地，

佔領了西印度群島中的一些島嶼，
28
	也在非洲和亞洲，特別是對南

亞控制的範圍擴大了。19世紀初，它從法國人手中取得南非的開普

（Cape）29
、冒勒突（Mauritius，毛里求斯）

30
。在西非「感北亞河

（Gambia River，岡比亞河）邊有英之商舘之埠頭，包兌包送之地。

此江之南，開大英之新地，稱爲獅山（Sierra  Leone，塞拉利昂）。」
31

隨後，它把荷蘭人從在印度西岸可陳（Cochin，科枝 [Kochi]）趕

走，「是以沿海各地方一概歸英，皆英人之所管轄也。」
32 1796

年，它撃垮在錫蘭的荷蘭軍隊，「終乃往往獲勝而奪全島也。大英

國主自立總督攝島之政令矣。」
33 19世紀前面二十年，它的觸角延

伸至東南亞，在「緬國西南有大英海邊之地方，……英國官憲開

港，廣張通商之路」
34
，與此同時，也把位於馬來半島的檳榔嶼、

馬六甲、新嘉坡變成英國東印度公司之殖民地，「以廣開通商之

路」
35
。	此時，一幅西方殖民體系對中國形成嚴厲威脅的圖像已經

逐漸浮現出來了。

除了海上强國爲攫取誘人的商業利益而發動無數的戰爭外， 

《全集》也記載歐洲國家爲了宗教信仰大動干戈，進行一場又一場

 28
 這些島嶼包括安地禺亞（Antigua，安提瓜島）、吉（St. Kitts，聖基茨島）、

多明尼加（Dominica，多明尼加聯邦）、多巴峨（Tobago，多巴哥）及特尼答

島（Trinidad Island，特立尼達島）等。參閲《全集》卷三十七《海隅群島》， 

第78頁a（第357頁）。
 29
 《全集》卷二十七《南亞非利加》，第68頁b（第308頁）。

 30
 《全集》卷二十八《東亞非利加》，第69頁a（第312頁）。

 31
 《全集》卷二十六《西亞非利加》，第68頁a（第303~304頁）。 

 32
 《全集》卷十二《五印度國》，第29頁b ~30頁a（第113頁）。

 33
 《全集》卷十三《南海各島》，第31頁b（第122頁）。

 34
 《全集》卷十一《大英藩屬》，第26頁b（第96頁）。「海邊之地方」指

阿拉幹（Arakan）、曼尼普爾（Manipur）、阿薩姆（Assam）和丹那沙林

（Tenasserim）各邦。
 35
 《全集》卷十一《大英藩屬》，第26頁b（第96頁）；卷十三《南海各小島》， 

第33頁b（第13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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浴血奮戰、慘烈厮殺的戰爭。中國的宗教世界是一個多種信仰共

存，可以互相妥協。孔子、老子、佛陀和民間宗教神祗是可以坐在

一起，受信徒膜拜。
36
 歐洲的宗教世界卻不是這樣。15世紀中葉，

羅馬教皇掌控世界。1517年，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 1483~1546） 

因天主教教會的制度與神學理論與基督教教義嚴重背離，且反對教

會售賣贖罪劵以聚斂財富，於是掀起了一場轟轟烈烈的宗教改革運

動（1520~1600）37
，導致一種新的、尖銳對立的基督教形式	——	新

教就此發展起來。它先在德國和瑞典贏得了支持，隨後傳播到瑞

士、法國、荷蘭等國，「西國之多再歸天道，自除異端，是以教皇

之權太廢矣」
38
。天主教與新教兩方都自視爲「上帝選民」，對方

是必置於死地的魔鬼。這種宗教激情導致两次持續多年瘋狂的宗教

戰爭。

先是「八十年戰爭」。狂熱的西班牙國王天主教徒腓力二世

擔負著沉重的宗教使命。他一心想消滅新教的荷蘭。1559年，羅馬

教皇庇護五世（Pius  V）發佈敕令，授予他任命主教的權力，強化

他控制尼德蘭各省教會和世俗行政的權力。就此，他對尼德蘭 新

教徒進行迫害，大開殺戒：「如不要奉天主教，即嚴行治罪，其生

命難保也。」
39
	教皇此舉引起尼德蘭各省人民的強烈的反抗起義， 

「危殆百姓一概立志，寧死不背理，莫如絕暴王，而效死戰焉，故

此其王排船幫，調兵勇，欲強服之。但其力務無應，連八十年戰

後，不得不議和。荷則廣開通商自主之理，又將七省合爲一邦，而

封代民捨財、豪氣英傑（指奧倫治親王威廉一世 [Willem  I]）之君

 36
 葛兆光：《看瀾集》，復旦大學出版社，2010，第209頁。

 37
 《全集》卷二十《日爾曼列國》，第53頁b（第231頁）。

 38
 《全集》卷二十一《羅馬教皇之地》，第58頁a（第251~252頁）。

 39
 《全集》卷二十二《荷蘭國》，第60頁b（第26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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爲該國之統督。」
40 1583年，荷蘭北方聯合七省得到英國提供軍事

援助，與西班牙爭戰，最終取得勝利。1588年，荷蘭共和國宣佈成

立。

三十多年後，1618年，又再爆發另一場反對宗教改革的戰爭。

戰場是在德意志土地上，但全歐洲各國都參與，漫天烽火，連續整

整三十年，至1648年始結束，史稱「三十年戰爭」。引發戰爭的

主要導火線：哈布斯堡家族（西班牙、奥地利）想以天主教一統

德意志；法國、丹麥、瑞典、英國深恐哈布斯堡家族權勢擴張，

支持德意志 新教國家以打擊哈布斯堡家族。《全集》云：「東國 

（奥地利）皇帝固執異端，力傳天主教，遇有民人不悅服者，即

逼迫強之，或出國，或背教；倘敢抗違，則定死罪，以示懲罰

也。……因要廣教門，則連三十年打戰。但正教之徒加膽，臨危力

戰」
41
。1630年，瑞典國王「看日國（德意志）正教之士，緣天主

教臨危」，翌年，出兵德國。德國的勃蘭登堡和薩克森聯合瑞典

組成新教聯盟（Protestant  Union），在法國和荷蘭的財政支持下， 

「則募兵協力助之，而敗此異端之徒也」
42
。1631年冬，瑞典軍連

陷萊比錫、愛爾夫特、法蘭克福。1632年佔領慕尼克，南進至呂岑

（Lützen），再獲大勝。

除了呈現歐洲各列强因利、因宗教信仰而發起的戰爭，《全

集》在另一方面展現一幅晚清 中國人從未耳聞、繽紛多彩、無奇

不有的異類文明圖像。它介紹了歐 美國家的政體。卷二十記述日

爾曼（德意志）在《德意志聯邦條例》下，由各邦政府的代表在法

蘭克福設立組織鬆懈的「公會」（diet，邦聯議會），由奧地利代

表擔任議長，沒有共同的行政部門：「君主之多相分其地，各有自

 40
 《全集》卷二十二《荷蘭國》，第60頁b（第267頁）。

 41
 《全集》卷十八《波蘭國內之地》，第50頁b（第214~215頁）。

 42
 《全集》卷二十四《瑞丁國》，第65頁a（第28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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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之理，任意治邦。但有大事，該君特派委員赴到公會中，使列國

所調之辦主按例妥議也。」
43
	卷二十一介紹了徐繼畬羨稱爲「地無

鳴吠之擾，西土人皆羨之」、世界上獨一無二的瑞士聯邦制（Swiss 

Confederation）共和政體，「其居民固執自主之理，歷來六百年，

不設帝君，乃自擇賢士，限期主治民。」
44 在這種源自13世紀的政

體下，國家沒有常設的中央機構來行使最高行政權，而是由各州組

成委員會以集體領導的形式來運作。卷二十三詳細介紹了英國兩院

制議會君主制政體。在這政體下，英王的權力是象徵性的，國家的

實際權力中心是議會，舉凡國家之政事、徵稅納餉都得經過議會討

論通過，才能實行：「國家若要徵稅納餉，前諭該鄉紳會商，如不

允，亦不可征之。」
45
	卷三十二記述美國憲政聯邦共和制。

46
	在這

種政體下，國家元首不是終身世襲。該國第一任總統瓦乘敦（華盛

頓）在「操權之際，安撫國民，毫無進身之計，暫時爲首元，而後

退古里，可謂其愛民之德，古今獨立，超眾無比矣。」
47
	上述各種

各樣的政體，與中國專制君主制，皇帝權力至高無上和不受約束迥

然迴異。這是晚清 中國人無法想像、更是難以置信的知識。

此外，《全集》灌輸與中國人的一個重要信息是：除中國之

外，歐洲各國是有文明的，其人民絕不是「夷」（野蠻人）。這是

郭實獵所要告訴中國人的。《全集》介紹了古典希臘在詩歌、建築

雕刻、哲學等可與中國媲美的文化成就
48
，記載英國所出「所有文

書，如算數之，不勝數。每月更有新本出者。因文藝之太盛，而儒

 43
 《全集》卷二十《日爾曼列國》，第52頁b ~ 53頁a（第228頁）。

 44
 《全集》卷二十《瑞士地》，第56頁b（第247頁）。

 45
 《全集》卷二十三《大英國》，第63頁b（第278頁）。

 46
 《全集》卷三十二《花旗或兼攝邦國》，第72頁b（第327頁）。

 47
 《全集》卷三十二《花旗或兼攝邦國》，第73頁b（第331頁）。

 48
 《全集》卷十七《希臘國》，第47頁a（第197頁）。	



xxviii  萬國地理全集校注

敬重，故有此書之多也。」
49
	它又記載，在德意志 薩克森州最大城

市來責邑（Leipzig，萊比錫）是外文書籍集中之地，也是知識集中

的場所。在這裡歐洲各國出版商藉書籍博覽會，向公眾推介新書：

「每年二次設市，招普天商雲集，以販來販去。最所賣者，乃諸術

書冊，不勝其數。□外各國之儒不獨著古本，解注、重刻，乃另印

新本，萬萬難數，每年貿易貨物價值上下三百萬銀両。」
50

在歐洲，大學林立：在漢那耳國（漢諾威王國），「可寧延乃

大翰林院（指格廷根大學 [Gottingen  University]），各國之幼儒所赴

到者，以進學矣。天下大有聲名，而藝術之士於是乎興焉。」
51
	在

伯鄰（柏林）「其翰林院之宇廣大，各宅相稱，美不勝收矣。內

有儒一千六百有餘，務讀學理，此外，各術有其學院焉。」
52
	在英

國，「屋度（Oxford，牛津）乃國之古書院（指牛津大學），其翰

林學堂德優四民之內，列於最先焉。」
53
	在荷蘭「來丁（Leiden，萊

頓）、烏特（Utrecht，烏德勒支）等城內有大書院，名儒賢士所達

道理，又翰林所出也。」
54
	就連明 清時被中國人描繪成沒有人性、

「好食小兒」的法國人
55
	其實也是有先進文化。在首都巴黎有大

學、皇家圖書館，學者、學生雲集，是全國精神思想中心：「國家

重儒……在京都之藏書院，乃天下之最大。其院內三十六萬受印之

 49
 《全集》卷二十三《大英國》，第63頁b（第277頁）。

 50
 《全集》卷二十《日爾曼列國》，第53頁b（第231~232頁）。有關萊比錫書

籍博覽會，參閱埃斯帕捏（Michel Espagne）：《文化轉移和書籍的歷史》， 

載韓琦、〔意〕米蓋拉編《中國和歐洲：印刷術與書籍史》，商務印書

館，2008，第216~217頁。
 51
 《全集》卷二十《漢那耳國》，第54頁a（第235頁）。

 52
 《全集》卷十九《破路斯》，第51頁a（第218頁）。

 53
 《全集》卷二十三《大英國》，第64頁a（第283頁）。

 54
 《全集》卷二十二《荷蘭國》，第61頁a（第270頁）。

 55
 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交趾西南夷備錄·佛朗機國》，載顧炎武著、

編修工作委員會編《顧炎武全集》，黃坤、顧宏義校點，上海古籍出版

社，2011，第17冊，第383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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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及七萬手寫之冊，准各人隨便往來勤讀，以進學爲好。所立之

學，亦大有名，如繁術院，此內有各藝之師以諸項文藝傳其徒，如

此學兵法、開河道之理、造物之術，種種過人矣。」
56
	即便是遠在

億萬里外、荒絕的南美洲 秘魯首都里馬（Lima，利馬），「內有書

院、教師，誨迪不倦。」
57 

此外，《全集》告訴讀者，泰西人有先進的科技。歐 美國家

已進入機械化時代。英國人發明蒸汽機操作的織布機：「論英國之

匠，大可奇矣，不止一手作工，乃在工鋪集有百有餘名務事，爲機

房織造。其人不用手而紡線織布，乃巧計百出，皆以機而成焉。此

機動以火煙，而人力不自盡焉。」
58
	他們也發明「火輪船」，節省

海上行程時間，「大英距荷、佛（法國）兩國不遠，在一日之內，

可以渡去，但用火輪船隻最怪〔快〕者，以爲半日之小路。」
59
 美

國人也「造鐡轣轆之路（鐵路），俾得飛速搬來移去矣。此等道

途，殊屬可怪，所用之火動其車輛，再連之輻，如此相牽，一時內

一百八十裡矣，何不奇哉！」
60

《全集》也描繪了域外各民各族千奇百怪、無奇不有的風俗。

它介紹英國人的自由戀愛的婚姻習俗
61
；也記述婆羅洲未開化野蠻

土著之殘忍娶親風俗，「土蠻食人之肉。若要娶女，預先埋伏，

私殺鄰鄉人等，將首獻新婦，後行房可也」
62
。它記述非洲西北

部馬落可國（摩洛哥）伊斯蘭教徒的生活習俗，「不准女人出門，

 56
 《全集》卷二十一《佛蘭西國》，第55頁b（第243頁）。

 57
 《全集》卷三十五《佰路國》，第76頁a（第343頁）。

 58
 《全集》卷二十三《大英國》，第62頁b（第275頁）。又《全集》卷二十三

《大英國》云：英國「所有居民不用親手織布，乃製鐵鋼機關而造之，是以

所用之費不多，所織之布價賤，而外國可以買之，由此大英之興相起也。」

（第61頁b［第273頁］）。
 59
 《全集》卷二十三《大英國》，第61頁b（第272頁）。

 60
 《全集》卷三十二《花旗或兼攝邦國》，第72頁a（第325頁）。

 61
 《全集》卷二十三《大英國》，第62頁a（第274頁）。

 62
 《全集》卷十三《南海各島》，第32頁b（第12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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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必須出，則全身蓋帕，惟露眼而已。其女以肥胖爲美形。」
63
； 

說新荷蘭（澳大利亞）的土著「不穿衣服，亦無羞慚之理矣」
64
。

此外，《全集》也記載印度教徒的宗教信仰。他們相信恒河河水

純潔無比，「人如沐浴其河內，諸罪一槩洗滌，直上天堂」
65
；其

教僧「教其愚民將孩兒投諸河，或飼鱷魚矣」
66
，更有一種極其殘

忍，叫做薩蒂（sati）的習俗，「如有僧（夫）將死，寡婦於其墓堆

薪自上柴而活燒也」
67
，以表達對其夫的忠貞，等等。

三 校點、註釋《萬國地理全集》的種種困難

郭實獵的寫作態度極其草率，這是當時在廣州、澳門與他有接

觸的新教傳教士皆知的。儘管他「平生頗爲自豪的是語文能力，但

不少傳教弟兄卻認爲，他的著作不論中 英文都是文字粗淺、內容疏

漏而且寫作態度草率的成品。」
68 1832年裨治文創辦《中國論叢》

 63
 《全集》卷二十五《亞非利加北地》，第67頁a（第300頁）。

 64
 《全集》卷三十八《南亞齊亞》，第78頁b（第361頁）。

 65
 《全集》卷十二《五印度國》，第29頁a（第108頁）。

 66
 《全集》卷十二《五印度國》，第28頁b（第105頁）。

 67
 同上註。

 68
 蘇精：《郭實獵和其他傳教士的緊張關係》，《上帝的人馬：十九世紀在華

傳教士的作爲》，基督教中國宗教文化研究社，2006，第34頁。除了寫作草

率外，郭實獵的工作態度也是如此。1844 年 8 月，香港立法局通過人口登記

法例，規定全島居民，不論華人洋人、貧窮富貴，一律每年向港 英政府總登

記官辦理姓名、地址、職業登記一次，領取登記證。洋人收費每人 5 元，華

人每人 1 元。法例公佈後，立即遭到中外市民強烈反對。憲報中文譯文中，

郭氏把人頭稅「每年一次」錯譯稱「每月一次」，真是火上澆油，使已經沸

騰的民憤更加劇烈。10 月 30 日，華商人和工役全體罷市，且表示如果政府

堅持，他們將在 11 月 1 日全體離港。在各方面壓力下，德庇時被迫做出讓

步。11 月 13 日，立法局通過人口登記修正案，人口登記免除一切費用。參

見Christopher Munn, Anglo-China : Chinese People and British Rule in Hong Kong, 
1841–1880 (Richmond, Surrey: Curzon, 2001), p. 65；葉靈鳳：《中國通港督的

失敗》，《香港浮沉錄》，（香港）中華書局，2011，第7~1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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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hinese Repository）後，郭實獵時常投稿，但裨治文苦惱自己 

「必須逐行重寫他的文稿，確定他提到的所有日期、名字等等，因爲

他極少檢查或校閱自己稿件的內容，有時候我們花費比他還多的時間

在他的文稿上。	」
69
	其實，在中文寫作方面，郭實獵的態度也是如此

這般。郭實獵的漢語駕馭能力有限。不過，當撰寫《贖罪之道傳》、 

《常活之道傳》等小說時，他模仿中國古典文學作品，在行文及情節

等方面不時重新編纂或直接沿用，且借鑒於其中的修辭。
70 1836年，

當他把十種書稿送到新加坡刻印時，負責審稿的裨治文又說：「郭實

獵弟兄以自己的方式大量寫作，他經常是寫得很好，有些還很優美，

但是我從沒有見過他寫的任何東西是完稿的狀態，他很少重寫或改正

錯誤，……我送到帝禮士（Ira Tracy）弟兄處的中文書稿，有些可以

不必改動，其他的我已经仔細盡我所能地修改得像個樣了」。
71
	經過 

裨治文，以及在新加坡 堅夏書院刻工梁發等人不厭其煩的删衍補

闕，修改校讀，因此雖然這些小說的文字藝術性未臻完美，但錯字衍

文甚少，文通字順，讀起來很有中國小說的味道。二三年後，郭實獵

爲在華傳播益智會撰寫的歷史書《古今萬國綱鑑》、《猶太國史》文

稿殺青後，也得到帝禮士等人改正修飾，才鎸刻刊行。

但是，《全集》的寫作情況、出版環境全然不同了。一，《全

集》的內容是關乎世界史地，除了耶穌會會士如艾儒略《職方外紀》 

 

 69
 美部會檔案 ABCFM/Unit 3/ABC 16.3.8, vol. 1, E. C. Bridgman to R. Anderson, 

Canton, 26 March 1835. 轉引自蘇精：《鑄以代刻：傳教士與中文印刷變

局》	，臺大出版中心，2014，第143頁。中譯文也據該書。
 70
 黎子鵬：《導論：郭實獵 基督教小說的出版背景與書寫策略》，郭實獵著，

黎子鵬編著：《贖罪之道傳：郭實獵 基督教小說集》，橄欖，2013，第lii~liii
頁。

 71
 ABCFM/Unit 3/ABC 16.3.8  E. C. Bridgman to R. Anderson, Ship Roman, at 

Whampoa, 7 April 1836. 轉引自蘇精：《鑄以代刻》，第143頁。中譯文也據

該書。



xxxii  萬國地理全集校注

等可供修辭借鑒外，全書文字的表達着着實實完全得靠著者之漢語修 

養與駕馭能力。二，原本《全集》是爲在華傳播益智會撰寫的。可

是，當郭實獵在1843年完稿時，該會已不復存在，堅夏書院也已停止

運作。此時，他惟一可依賴的是他剛創立不久的福漢會。他把文稿交

給這會裡教育水平不高、不太誠實的華人成員去校讀修飾，然後印刷

出版。就此，在完全沒有做任何細心校讀的情況下，《全集》就刊刻

問世了。今天我們所見到的《全集》刻本，存在諸多不足之處：錯文

白字、衍文脱字，俯拾皆是；地名譯名前後不統一
72
；地名號標點時

有錯誤；詞彙貧乏
73
；語法偏誤，外語式句子隨處可見	

74
，讀起來甚

感别扭，要爲它做校注，委實吃力。

 72
 例如Poland音譯作「破蘭」，也有作「波蘭」；Turkey音譯作「土耳其」，也

譯作「土耳基」。參閲《全集》卷十六《峨羅斯國》，第45頁a（第188頁）； 

卷十六《土耳其國》，第45頁b（第189頁）；卷十八《波蘭國內之地》，第

50頁b（第214頁）；卷二十一《羅馬教皇之地》，第57頁b（第252頁）。
 73
 例如《全集》卷二十一記載法國皇家圖書館云：「在京都之藏書院，乃天下

之最大，其院內三十六萬受印之本及七萬手寫之冊。」按，「受印之本」、

「手寫之冊」不是古漢語規範詞語，它們是據《地理百科全書》裡的「printed 
volumes」、「manuscripts」譯出。「受印」譯自英語過去分詞型的形容詞

「printed」。魏源、徐繼畬將這两個詞語分别改作「印本」、「印本書」

與「寫本」、「鈔本書」。參閱《全集》卷二十一《佛蘭西國》，第55頁b 
（第243頁）；Hugh Murray, An Encyclopedia of Geography (London: Longmans, 
Rees, Orme, Brown, Green, & Longman, 1834), p. 537；《瀛環志略》卷七《佛

郎西國》，第6頁b；《海國圖志（百卷本）》卷四十一《大西洋·佛蘭西

國》，咸豐壬子年（1852）古微堂重刊，第24頁b。以下所引《海國圖志》

除個别注明爲六十卷本外，全爲百卷本。
 74
 例如《全集》卷二十《日耳曼列國》：「昔撒君臨死之際，將其基業分之與

子等，各操其權柄，專主治地。」（第53頁b [第232頁]）在「分」之後多加指

示代詞「之」，這句子顯然是受英語語法影響。又如卷十《高麗》：「高麗

所出産者，係紙與雜物。然土民無巧手，普所用者之布，大半運出由中國。」 

（第24頁a [第87頁]）最後那個子句「大半運出由中國」乃是據英語句子

「greatly exported from China」直譯。按，英語語法，動詞（「exported」） 

在介詞短語之前（「from China」）；漢語則相反，介詞短語應在動詞前面

（「大半由中國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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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錯别字

《全集》中的錯别字繁多，不勝枚舉，它們或因形近而誤，也有

音近而誤。其中有些應是作者犯下，有些則是刻板匠所造成。

形近而誤者如《全集》卷十二記載廓爾喀國（尼泊爾王國） 

「山內民人身體雖矮，氣力狼大。」
75
	不言而喻，「狼」字是「很」

之誤寫/鈔刻。又如卷二十一記述阿爾卑斯山脈最高峰勃朗峰（Mount 

Blanc）云：「東南一然，最高之峰絕佛（佛蘭西，今譯法國）隔以 

（以他里，即意大利），所有路徑難行，峰頂憂時環於白雲矣。」
76

「憂」當是「夏」之誤寫/鈔刻。一般上，上面列舉的例子，稍有漢

語知識的讀者，只要一讀，即知其訛。

但是，有些錯别字，特别是地名之音譯漢字，就不是這樣，往

往由於無法在地圖上找到與它發音對應時，始覺察其有訛誤。例如

《全集》卷三十六記載巴西境內有兩條最長河流：「亞馬孫河」及 

「鳥路愚愛河」
77
。翻查巴西地圖，上面均繪有Amazon River 和	Uruguay 

River。前者即《全集》「亞馬孫河」（今譯亞馬遜河），但是後者第

一個音節「u」與「鳥」無法對應。
78
	稍有英語知識的，馬上都能確

定它是「烏」之誤寫/刻，「烏路愚愛（河）」即今譯之烏拉圭河。

 75
 《全集》卷十二《印度自主各國》，第30頁b（第118頁）。

 76
 《全集》卷二十一《佛蘭西國》，第55頁a（第239頁）。

 77
 《全集》卷三十六《巴悉國》，第77頁a（第349頁）。

 78
 不諳外語的魏源、徐繼畬，對這他們有生以來第一次看到的漢譯河名，當然

無法覺察其中有誤，於是沿襲使用「鳥路愚愛（河）」。參閲《海國圖志》

卷六十八《外大西洋·南墨利加洲內伯西爾國》，第8頁a；《瀛環志略》卷

十《南亞墨利加各國》，第16頁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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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遇到一些平常少見的地名，校對工作就更加困難了，往往

令人爬腮抓頭，傷透腦筋。例如《全集》卷十二記載未被英國東印度

公司吞併的新地亞（Sindhia）說：「其京都稱謂鳥冫忍，遍有古跡矣」
79
。 

查閱慕瑞《地理百科全書》，這首都名爲	Oojein80
（今拼音作	Ujjian，

烏賈因）
81
。可見「鳥」當是「烏」之誤寫，它是「Oojein」第一個音

節「Oo」之音譯漢字。「冫忍」者即「Oojein」後一個音節之「jein」

之音譯漢字。
82
 鳥冫忍位於今天印度 中央邦（Madhya Pradesh）斯巴拉

河（Shipra River）東岸。這裡有一些古印度教寺廟如摩訶卡勒斯瓦爾

 79
 《全集》卷十二《印度自主各國》，第31頁a（第119頁）。魏源改「冫忍」作

「忽」。陳華等因無法在地圖上找到與「鳥忽」相應的地名，因此無注。同

樣的，徐繼畬無法辨讀「鳥冫忍」，因此以《地理備考》裡的「屙日音」代

之，宋大川註云：「今烏賈因市」。參閲《海國圖志》卷十九《西南洋·五

印度國》，第24頁a；〔葡〕瑪吉士（José Martinho Marques）：《新釋地理備

考全書》（以下簡引作《地理備考》）（《海山仙館叢書》版），道光丁未

年（1847）鐫，卷七《印度國全志》，第17頁b；《瀛環志略》卷三《五印

度》，第17頁b；〔清〕徐繼畬著：《瀛寰志略校注》，宋大川校注，文物

出版社，2007，第79頁註3。
 80
 Murray, An Encyclopedia of Geography (London: Longman, Orme, Brown, Green, and 

Longmans, 1840), p. 992.
 81
 R. K. Sharma and O. P. Misra, 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s in Central India (Mahhya 

Pradesh and Chhattisgarh) (New Delhi: Mittal Publications, 2003), p. 130. 烏賈因

古名優禪尼、鄔闍衍那（Ujayana），巴厘文作「Ujjeni」。這城市是1731年
馬拉塔聯盟帕什瓦（Peswa）拉諾吉·辛蒂亞（Ranoji Scindia）所建立。參

閲Keshav Rao B. Dongray, In Touch with Ujjian (Gwalior: K. B. Dongray, 1935), 
pp.  2–3, 39–40；戴裕：《初期佛教象徵圖像研究－以山琦（Sanchi）佛塔爲

例》，碩士學位論文，（臺北）真理大學 宗教學系，2008，第29頁註60。
 82
 《康熙字典》：「《玉篇》：『冫忍，奴典切，妍上聲。』」參見〔清〕張玉

書、陳廷敬等奉敕纂：《御定康熙字典》（《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版），

卷三《子集下·冫部》，第25頁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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廟（Mahakaleshwar Jyotirlinga）等。
83
	其他形近而誤的例子頗多，

84
	限

於篇幅，就不一一列舉了。

《全集》音近而誤的錯别字也不少。例如卷十四《西域》：「土

産：米、荳、棉花、寶色、黃金。」
85
	作者誤將「寶石」之「石」誤

寫作「色」。卷十五《亞剌伯》：「所食係棗與乳，屢缺所資用，

而人瘦如豺也。」
86
「柴」誤作「豺」。又如卷十六《峨羅斯國》：

「或五爵之奴，依主任意治之販賣人口無放。」
87
「放」當是「妨」

之誤，其他例子繁多，就不列舉了。
88

但有些錯字，既不形近，也不音近，必須靠理校法，難度很大，

用力較勞，有時還得結合歷史史實等不同的角度來推詳辨析了。例

如卷十六《峨羅斯國》有一段文字記述俄羅斯 留里克王朝（Rurik 

dynasty）之歷史云：

 83
 James G. Lochtefeld, The Encyclopedia of Hinduism (New York: Rosen Publishing, 

2001), p. 402.
 84
 例如「夫」誤作「天」、「峽」誤作「陝」、「各」誤作「谷」、「徙」誤

作「徒」、「侯」誤作「候」、「兩」誤作「両」、「刀」誤作「力」、 

「辯」誤作「辦」、「按」誤作「接」等等。參閲《全集》卷十二《印度自

主各國》，第31頁a（第118頁）；卷十三《南海各島》，第32頁a（第124頁）； 

卷十五《峨羅斯藩屬國》，第41頁b（第169頁）、第42頁b（第173頁）；卷

二十《日爾曼列國》，第53頁b（第232頁）；卷二十一《以他里》，第57頁
a（第249頁）；卷二十一《羅馬教皇之地》，第57頁b（第250頁）；卷三十

一《英北藩屬》，第72頁a（第323頁）；卷三十二《花旗或兼攝邦國》，第

72頁b（第327頁）。
 85
 《全集》卷十四《西域》，第35頁b（第138頁）。

 86
 《全集》卷十五《亞剌伯》，第39頁a（第156頁）。

 87
 《全集》卷十六《峨羅斯國》，第43頁b（第178頁）。

 88
 例如將「帶」誤作「代」、「累」誤作「壘」、「舞」誤作「無」，等等。

參閲《全集》卷十二《五印度國·旁葛剌》，第28頁b（第107頁）；卷十二

《五印度國·印度自主各國》，第31頁a（第11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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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後周 世宗 顯德年間，王太后代理國政，……嗣接位

者，有十二子，將全國分給之，由此釁隙不息矣。
89

「後周 世宗 顯德年間」，西元954~959年。「王太后」，指留里

克王朝基輔羅斯（Kievan Rus）統治者伊戈爾（Igor, 914~945在位）

之妻奧莉加（Olga）。「嗣接位者」，指斯維亞托斯拉夫·伊戈列維

奇（Svyatoslav Igoreich, 942？~972）。引文前二句記述足智多謀、

心狠手辣的奧莉加在其夫被殺後，代其年幼的兒子斯維亞托斯拉夫

攝政十八年（945~962）。後面說斯維亞托斯拉夫「有十二子」
90
， 

他把國家分與他們治理。大錯特錯矣！其實斯維亞托斯拉夫只有三

個兒子。
91
「十二」當是「三」之訛誤。由於《全集》原稿竪行，作

者將「三」上一畫斷開而爲「一」、「二」兩字，抄錄者或刻匠誤

讀，於是誤將「一」改爲「十」。

又如卷二十三提及位於倫敦市區泰晤士河北岸的一座極其壯觀

歌特式教堂云：

其保羅殿堂特異，可納罕超卓。
92

保羅殿堂即St. Paul’s Cathedral，今譯聖保羅大教堂。它是英國第

一大教堂。魏源苦思冥想「可納罕超卓」五字，不得其解，惟有照搬

迻錄。
93
 陳華等疑「罕」爲「冥」之誤，註云：「疑爲	oranament之音

 89
 《全集》卷十六《峨羅斯國》，第43頁b（第179頁）。

 90
 當然，魏源、徐繼畬無法覺察其非，更據此延伸說斯維亞托斯拉夫「分國爲

十二部」。參閲《海國圖志》卷五十四《北洋·俄羅斯國》，第5頁b；《瀛

環志略》卷四《峨羅斯國》，第17頁b。
 91
 他們是：大兒子雅羅波爾克（Iaropolk）、次子奧格列（Oleg）及三子弗拉基

米爾（Vladimir）。參閲Nicholas V. Riasanovsky and Mark D. Steinberg, A History 
of Russia. 8th ed. (New York;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vol. 1 , p. 28.  

 92
 《全集》卷二十三《大英國》，第64頁a（第281頁）。

 93
 《圖志》卷五十一《大西洋·英吉利國廣述上》，第11頁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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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意爲裝飾，音譯應作『可納冥』。」
94
	這解釋有點牽強附會。從

句子內容看，作者是描述教堂內部極其空曠廣闊，筆者因此疑「罕」

當是「民」之誤寫，「可納民超卓」，意即它可容納眾多之會眾。

（二）衍文

《全集》衍文多達二十多處，它們絕大多數都極易被覺察出來

並加以删除。例如卷二記載太陽與地球體積的差距時云：「與地球

比較日，太陽於地幾萬倍哉」
95
，毫無疑問，「比較」後之「日」爲

衍文。卷五記述中國沿海形勢，有句子「江南之沙船往山東者，恃沙

行以寄泊船」
96
，「寄泊」後之「船」當爲衍文。卷十九記載今天在

波蘭、捷克一帶的治勒隱（Schläsing，今譯西里西亞）云：「其地棉 

〔綿〕羊之毛發賣與大英；造房山出鐵，每年一十五萬担，銀二千六

百七十七斤。」
97
「山出鐵」前莫名其妙出現的「造房」，也是衍文。

但有些衍文，特别是統計數目字可就不是那麽容易被覺察出來。

例如《全集》卷十九記載治勒隱的「省會伯老（Breslau，今譯布雷斯

勞），居民八十萬六千丁。」
98
	按，1790年歐洲最大城市倫敦的人口

接近九十萬，
99 據《全集》普魯士東部勃蘭登堡首都柏林人口也僅有

 94
 魏源撰：《海國圖志（百卷本）》，陳華等點校註釋，岳麓書社，1998，第

1412頁及第1426頁註52。以下簡引作《海國圖志》陳華校釋本。
 95
 《全集》卷二《日》，第2頁b（第5頁）。

 96
 《全集》卷五《中國》，第7頁b（第21頁）。按，《全集》卷五此節係摘錄

自清  陳倫炯《海國聞見錄》上卷《天下沿海形勢錄》。
 97
 《全集》卷十九《破路斯》，第51頁b（第221頁）。

 98
 《全集》卷十九《破路斯》，第51頁b（第221頁）。伯老（布雷斯勞）， 

即位於今波蘭西南部的奧得河（Oder River）畔的弗羅茨瓦夫（波蘭

語：Wrocław）。按，《海國圖志》（卷五十七《北洋·普魯士國沿革》，

第7頁b）和《瀛環志略》（卷五《普魯士國》，第13頁）均沿襲此錯誤統

計數字。
 99
 Joel Kotkin, The City: a Global History (New York : Modern Library, 2005), pp. 81–82.



xxxviii  萬國地理全集校注

二十二萬，
100
	據此，僅是普魯士一省之省會伯老，人口絕不可能超越

柏林，且與倫敦接近。查《地理百科全書》，1835年，伯老人口凡八

萬六千人。
101 1843年刊行的《歐洲大陸旅遊者手冊》（A Hand-Book  

for Travellers on the Continent）也提供相同的統計數字。
102
	因此，我們

確知《全集》中「八十萬六千」中之「十」，當是衍文無疑。

同樣的情形也出現在卷十五。該卷記載波斯（今伊朗）西北部

的額蘭省（波斯語：Ostān-e Gīlān，今譯吉蘭省）省會有「六十萬居

民」
103
。這數目在《全集》裡相當於柏林人口的三倍，大得另人懷

疑。查核《地理百科全書》，Reshd（今拼音Resht，拉什特）這個商

業城市，人口估計介於六至八萬，
104
	故知「十」字爲衍文。

再舉一個例子。《全集》卷十六記述俄羅斯 東正教盛行概況

云：「其廟（教堂）七十萬間，僧（教士）一十六萬位。男寺（男

修道院）四百八十間，女寺（女修道院）一百五十六間」
105
。俄羅

斯全國有教堂凡「七十萬間」，這龐大數據大得令人難以置信，翻

查《地理百科全書》，《全集》所記聖職人員、男、女修道院數目

均與之吻合，唯獨教堂數目不符，說是七萬間。
106
	我們據此確定 

「十」字爲衍文。

100 
《全集》卷十九《破路斯》，第51页a（第217頁）。

101 Murray, An Encyclopedia of Geography (1840), p. 594. 
102 A Hand-Book for Travellers on the Continent: Being a Guide Through Holland, Belgium, 

Prussia, and Northern Germany, and Along the Rhine, from Holland to Switzerland . 4th 
ed. (London: John Murray, 1843), p. 407.

 103
 《全集》卷十五《白西國》，第37頁b（第148頁）。

104 Murray, The Encyclopedia of Geography (1839), vol. 2, p. 306.
105 

《全集》卷十六《峨羅斯國》，第44頁b（第183頁）。按，《海國圖志》

（卷五十四《北洋·俄羅斯國》，第7頁a）與《瀛環志略》（卷四《峨羅斯

國》，第26頁a）均沿襲此錯誤。
106 Murray, An Encyclopaedia of Geography (1834), p. 802; Murray, The Encyclopaedia of 

Geography (1839), vol. 2, p.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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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脫字

《全集》出現脱文多達四十多處，有脱一字者，也有脱數字者。

例如卷四：「北極之近北冰海（北冰洋），其長濶上下七千三百之

多」
107
「三百」之後脱一「里」字；卷三十七記載中美洲 加勒比海

群島地理位置云：「北極出自一十至二十六，偏西自六十至八十四

度」
108
，「二十六」後脱「度」一字。卷二十一法國人口「三千三

百丁，其中男一千六百萬丁，女一千七百萬丁。」
109
	把男女人口加

起來，立刻知道人口總數「三千三百」後脱一「萬」字。
110
	這些脱

文，一讀就知其缺，毫不費力，立刻就能補上。

但有些脱文無法一眼就能覺察出來，它們是在將《全集》和其所

據底本仔細比讀後，始知其有脱文。例如卷三十一《英北藩屬國》記

載新穌各蘭（Nova  Scotia，新斯科舍）「天氣最冷，自十月至三月，

白雪满地矣」。
111
	乍看之下，這句子沒甚麽不妥，但翻查《地理百科

全書》，此句原文作：「From December to March the country is one sheet 

of snow」112
。據此，我們確知「十」字後脱一「二」字。

《全集》卷五至卷九及卷十四有關中國、西域各卷的文字主要

摘錄自清代刊行的各種書籍之文字拼凑而成。例如卷五「國家」一節

即摘錄自《大清會典》，其中記載清廷典章制度云：「居注館之官， 

107 
《全集》卷四《大洋》，第5頁b（第15頁）。

108 
《全集》卷三十七《海隅群島》，第77頁b（第354~355頁）。

109 
《全集》卷二十一《佛蘭西國》，第54頁b（第238頁）。

110 
據《地理百科全書》記載，1836年法國人口共計33,540,910人，其中性男

16,460,701人、女性17,080,209人。魏源知其有脱文，在「三千三百」後補上

「萬」字。參閲Murray, An Encyclopaedia of Geography (1840), p. 535；《海國圖

志》卷四十一《大西洋·佛蘭西國沿革》，第22頁b。
111 

《全集》卷三十一《英北藩屬國》，第71頁b（第322頁）。
112 Murray, An Encyclopaedia of Geography (1840), p. 1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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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侍直起居，記言記動」
113
。稍有中國歷史知識的，大概都曉得「居

注館」之前脱「起」字。同卷「天下各省志略」一節描述北京皇城建

築群云：「西北爲齊〔齋〕宮，東嚮正殿五間，左有齋戒銅，右設時

辰牌，東北隅鐘樓」
114
，文義不通。翻查《大清會典》，發現「齋戒

銅」、「時辰牌」之後分別脱「人石亭」、「石亭」字樣。
115
	同節又

云：「（祈年殿）北西各三門，各一門」
116
，這句子前後對句，語法

結構相同，前句有方位詞，後句也應有才是，查《大清會典》，確知

「各一門」前脫「東南」二字。
117

有些脱文則須要校勘者有一點世界歷史、地理的基本常識， 

始能覺察。例如《全集》卷十二云：「甲東勢他加城，居民二萬

丁。」
118
 印度 孟加拉大城市他加城（Dhaka或Dacca，今譯達卡）

位於恒河三角洲布里甘加河（Buriganga River）北岸。1793年，它

歸英國東印度公司管轄。一看這「二萬丁」，馬上感覺這數字有

113 
《全集》卷六《中國·國家》，第16頁b（第53頁）。「起居注館」是清代

負責記注並編纂《起居注冊》的衙署。
114 

《全集》卷五《中國·天下各省志略》，第10頁a（第33頁）。
115 

參見〔清〕允裪等奉敕撰：《欽定大清會典》（《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版） 

卷七十一《工部·營繕清吏司·壇廟》，第4頁a。
116 

《全集》卷五《中國·天下各省志略》，第10頁a（第33頁）。
117 

《欽定大清會典》卷七十一《工部·營繕清吏司·壇廟》，第6頁b。又如 

《全集》卷十四記述西域 回民過年之前一個月的持齋云：「凡男女十歲以

上，皆於黎後不得飲食，甚者津液亦不敢下嚥。」「黎後」這詞語古漢語

未見，筆者找來清 七十一撰寫的《西域聞見錄》，確知「黎」之後脫一 

「明」。《全集》同卷描述回民在夏天的活動云：「男女於樹陰草地，或菓

木園中，歡然飲，酣醉舞徹夜。」 查核《西域聞見錄》原文，發現「歡然」

後脫一「聚」字，「酣」後脱一「歌」字，「徹夜」後脱「通宵」二字。參

閲《全集》卷十四《西域》，第36頁b（第142頁）；七十一撰：《西域聞見

錄》（《青照堂叢書三編》，道光十五年[1835]）卷下三《回 疆風土記》，

第91頁b、92頁a。 
118 

《全集》卷十二《五印度國·旁葛剌》，第28頁b（第10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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訛誤。據《地理百科全書》所載，它擁有人口凡十五萬名
119
，故知 

「二」之後當脱一「十」字，這應是作者據其他資料估計的數字。

又卷三十二記載美國「三軍上下一萬丁」
120
。這個數字小得令人質

疑。據《地理百科全書》提供的數據，1815年美國擁有七十四萬八

千名兵士，到1837年激增至一百零三萬三千名。
121
	可見「一」字後

脱一「百」字。

（四）標點錯誤

除了錯文訛字、衍文脱字外，《全集》裡的標點符號，特别是地

名號時有錯誤，有些是專名，卻沒畫上專名號
122
；有些不是專名，卻

莫名其妙地加上專名號
123
；有些字不是地名譯名的組成部分，卻給它

畫上地名號
124
；有些是一個地名，卻將它分作二個，各有地名號；有

時是两個地名，卻又誤將它們連在一起，只給一個地名號。第一、二

種情形，讀者一眼就能覺察其誤；其他訛誤則給讀者帶來極大的閱讀

障礙，甚至導致誤讀。

119 Murray, The Encyclopaedia of Geography (1839), vol. 2, p. 357; Murray, An Encyclopaedia 
of Geography (1840),  p.984. 

120 
《全集》卷三十二《花旗或兼攝邦國》，第73頁a（第328頁）。

121 Murray, An Encyclopaedia of Geography (1840), p. 1337.
122 

例如《全集》卷二十三《大英國》：「大英之海濱多有海島」（第64頁b）。 

「大英」是國名，但原文沒有畫上地名號。
123 

例如《全集》卷十六《峨羅斯國》：「（白峨省）居民清潔，建屋整齊，度

生正端」（第45頁a，第187頁）「正端」二字有地名號，明顯是錯誤。
124 

例如《全集》卷十六《峨羅斯國》：「諾鄂古時，天下之市，商賈之大

館，此時已經衰廢。」魏源覺察出原文標點有誤，改「時」作「市」，句

讀作：「諾鄂古市爲貿易大館」。陳華註云：「諾鄂古市，指諾夫哥羅德

（Novgorod）。」按，諾夫哥羅德建於公元859年，爲俄羅斯西北部最古老

的城市。1136年至15世紀爲諾夫哥羅德公國都城，長期爲羅斯與西歐間的貿

易中心。參閲《全集》卷十六《峨羅斯國》，第45頁a（第186頁）；《海國

圖志》卷五十四《北洋·俄羅斯國總記》，第8頁a；《海國圖志》陳華校釋

本，第1502頁註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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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全集》卷十五記述波斯（今伊朗）各省概況，其中有一

句云：

西古西但省，田肥土茂，其河灌溉全省。
125

原文在「西古西但」四字均有地名號。魏源照原文迻錄，
126 陳

註認爲其所指就是今伊朗的胡齊斯坦省（Ostān-e Khūzestān）。127
	但

是，Khūzestān 之首個音節並無「西」音。從上下文看，「西」當是

方位詞，不當有地名號。此處指「古西但省」位於此卷先前所記述

的法耳竦（Ostān-e Fārs，法爾斯省）之西。

同卷《土爾其藩屬國》云：

加士他、母尼系內地之邑。內有回回廟多宇矣。
128

 

原文在「加士他」、「母尼」分別畫有地名號。當然，毫無世

界地理知識的魏源、徐繼畬也認爲它們是两個地名。
129 陳華、宋

大川等在地圖上檢視，均沒能找到對應地名，因而無註。實則《全

集》原文標點有誤。它實爲一個地名。《地理百科全書》載土耳其

的	Kostamboul（英語或拼寫作：Kastamonu）擁有三十座清真寺。
130

125 
《全集》卷十五《白西國》，第38頁a（第152頁）。

 126
 徐繼畬參考了瑪吉士的《地理備考》後，曉得《全集》原文標點有誤，地名

第一字「西」應該不是地名的組成部分，因此以《備考》的「古西斯丹」代

之。宋大川認爲它即今伊朗的胡齊斯坦省。參閲《備考全書》卷七《白爾西

亞國全志》，第33頁a；《瀛環志略》卷三《印度以西回部四國》，第33頁
b；《瀛寰志略校注》，第91頁註8。

 127
 《海國圖志》陳華校釋本，第769頁註52。

128 
《全集》卷十五《土爾其藩屬國》，第41頁a。

129 
《海國圖志》卷二十八《西南洋·南都魯機 回國》，第11頁b；《瀛環志

略》卷六《土耳其國》，第7頁b。按，徐繼畬將《全集》之「母尼」易作 

「牟尼」。
130 Murray, An Encyclopaedia of Geography (1840), p. 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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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士他母尼」即Kostamboul的漢字音譯（今譯卡斯塔莫努）， 

現爲土耳其中北部卡斯塔莫努省省會。
131 這城市是在塞爾柱王朝

（Seljuk dynasty, 1037~1194）與早期奧斯曼帝國之間建立。它曾是

坎達爾王朝（Isfendiyar dynasty, 1292~1461）的首都。
132 這裡有許多

塞爾柱王朝與早期奧斯曼帝國時期建立的大大小小的清真寺，例如

伊斯邁貝伊清真寺（Mosque of Ismail Bey，建於15世紀）
133
、阿塔貝

伊清真寺（Atabey Mosque，建於1273年）、伊本尼內卡清真寺（Ibni 

Neccar Mosque，建於14世紀）及納斯魯拉清真寺（Nasrullah Mosque，

建立1506年）等。

（五）註解困難

相對來說，上述改正錯字，删去衍文，補上脱字，考証地名號

之正確性等均是技術性問題，校對者只要細心校讀，或找來作者所

據底本校勘，一般上問題都能解决。但要註解《全集》可就不是那

麽容易的一件事。學者必須面對两大考驗：一，這書語法偏誤，語

文表達不甚精確，有些句子使用錯字，意晦義昧，根本不知作者所

言爲何。二，這是一部世界地理、歷史書，內容牽涉範圍非常廣泛，

時空跨度極大。書中所記歷史事件，絕大多數是極其籠統簡略幾句

話；有些沒有記載事件發生之年代、地點以及主角人物之姓名；有

些年代是記了，卻是錯誤；西方公元紀年轉换成中國帝王紀年也時

常出現差錯，等等。爲解决上述二大困難，註解者須得翻查有關各

131 J. H. Mordtmann, “Isfendiyar Oghlu”, in The Encyclopaedia of Islam, edited by E. van 
Donzel, B. Lewis and C. Pellay (Leiden: Brill, 1997), vol. 4, columes 108–109.

132 Dimitris J. Kastritsis, The Sons of Bayezid: Empire Building and Representation in the 
Ottoman Civil War of 1402–13 (Leiden: Brill, 2007), pp. 69–70.

133 H.S.B. Harrison, Nagel’s Encyclopedia-Guide: Turkey (Geneva: Nagel Publishers, 1974), 
p. 6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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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多種地理書及歷史書，實是勞神耗時之苦差。限於篇幅，以下僅

列舉幾個例子，以見一斑。

例一，《全集》卷十三云：

萬他不離遠地內火山，時時出火燼、大石，地震滅其

地矣。
134

這句子說的是印度尼西亞某個地方時常發生地震，造成災害。但

開頭「萬他不離遠地內火山」九字，句子結構不符合古漢語語法，魏

源、徐繼畬抓耳搔腮，沒能讀懂它的意思。
135 其實這句子缺漏了動

詞，如果在「遠」後加上「有」，意思就清楚明白，即在距離萬他 

（班達群島）不遠的地方，有「地內火山」（海底火山）。翻閱印尼

地理參考書，知道班達海東北部是由十餘座小火山組成的島群，附近

有緊密相鄰的火山島及小班達島，其中最大島嶼爲大班達島。位於

班達島西北角的阿比火山（Gunung Api，又名桑厄昂火山［Sangeang 

Api］）是座海底活火山，1820年噴發，造成很大的破壞。
136

例二，《全集》卷十五裡記述19世紀初在高加索地區生活的各種

族人文概況，其中一段云：

134 
《全集》卷十三《南海各小島》，第33頁b（第130頁）。

 135
 魏源删去「遠」字，解讀作：「有萬他不離地，內有火山，常地震。」 

（地名號爲引者所加）。陳註以「萬他不離地」即印度尼西亞的Kepulauan 
Banda（班達群島）。「萬他」與「Banda」音節算是吻合，但「不離地」與

「Kepulauan」卻無一音節可以對應。徐繼畬則删去「不離遠地內」五字，

將句子改寫成：「東北曰萬他，有火山，多地震。」參閲《海國圖志》卷

十五《東南洋·荷、佛二夷所屬美洛居島》，第16頁a；《瀛環志略》卷二

《南洋各島》，第20頁b。
 136
 Lee Siebert, Tom Simkin, and Paul Kimberly, Volcanoes of the World. 3rd ed. (Washington 

D.C.: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0), p. 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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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曰黑海之濱名額里地，四方山嶺，帝君販賣人口爲

奴也。其人生繁，多弊病端，淪於汗賤。
137

原文「名額里」三字有地名號。作者選用「名」作爲地名第一

個音節的音譯漢字時，導致讀者不必要的誤解。魏源除了易「額」作 

「頞」外，其他一字不漏地將開頭的子句迻錄進《海國圖志》裡
138
。

稍微有古漢語知識的，大概都認爲「名」當是動詞，魏源應該是如此

句讀的，據此，這句話的意思是：「黑海沿岸有一地區叫做額里」， 

陳華即註云：「頞里地，即埃里温（Erivan）」
139
。在1736~1828年，

埃里温是埃里温省（Erivan Khanate）的省會。徐繼畬也是這樣句讀

的。但他卻認爲這地方即高加索山之陽諾尼阿部，
140 宋註云：「即

亞美尼亞」
141
。然而，不論是埃里温抑或是亞美尼亞，它們都是位

於黑海與裡海之間的內陸城市與地區，並非位於「黑海之濱」。查

核《地理百科全書》，在高加索 黑海東岸有地區屬	Mingrelia 王國 

（麥格列里斯王國）
142 所有，「名額里」即其音譯，其領土在今天格

魯吉亞共和國（Republic of Georgia）的西部。據此，我們確知「名」

爲該地名第一個音節「Ming」的漢字譯寫。在1804年，該王國歸屬於

俄羅斯。
143 1829年根據《亞得利亞堡條約》（Treaty of Adrianople），

137 
《全集》卷十五《峨羅斯藩屬國》，第41頁b（第169~170頁）。

138 
《海國圖志》卷五十四《北洋·俄羅斯國總記》，第9頁b。

139 
《海國圖志》陳華校釋本，第1502頁註61。

140 
《瀛環志略》卷四《峨羅斯國》，第22頁a。

141 
《瀛寰志略校注》，第129頁註4。

142 Murray, The Encyclopedia of Geography (1839), vol. 2, p. 456; “Map: Georgia & The 
Russian Conquest of Transcaucasia 1801–78 AD”, in Donald Rayfield, Edge of Empires: 
A History of Georgia (London: Reaktion Books, 2012), p. 429.

 143
 Rayfield, Edge of Empires, pp. 265–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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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被割讓給俄羅斯。19世紀時，從這裡每年輸出一萬二千個奴隸給

奥斯曼帝國用。
144

例三，《全集》卷十五記載敘利亞各城市概況，其中有一句話

是這麽說：

東方近野哈馬，野內大城古跡滿地。昔大有權勢之王

居住之所，挺身出來惹皇帝也。
145

原文「哈馬」二字有地名號。按照漢語語法，形容詞「近」之

後應是地名，魏源因此認爲原文標點有誤，「野」當是地名的一部

份，句讀作：「叙哩亞國之東方，近野哈馬大城，古蹟徧地」（地名

號爲引者所加）
146
。陳華等未能在地圖上找到對應地名，因此無註。

徐繼畬則認爲「野哈馬」即是古爾的斯丹的别名，宋註：「即庫爾德

斯坦，跨土耳其東部，伊拉克北部和伊朗西部」
147
。但是，庫爾德斯

坦（Kurdistan）是一個面積頗廣、庫爾德人聚居的山區。在奧斯曼帝

國時，它是一個省，不是一個城市。其實，原文標點無誤，哈馬即 

《地理百科全書》中的	Hamah（今天拼音作 Hama）的音譯
148
。它位於

敘利亞西中部、大馬士革北部二百一十三公里，奧尤特斯河（Orontes 

River）河畔。不過，由於作者漢語能力有限，語法偏誤，以致誤導讀

者。引文中的「野」意思是遠處郊外。這句子正確的漢語表達應是：

「東方近野即哈馬」。「野」之後當有連詞「即」，意始明確。句子

中的「王」指公元前9世紀中葉的哈馬王烏西利那（Irhuleni），「皇

帝」指亞述王撒縵以色三世（Shalmaneser III，前858~前824在位）。 

144 Murray, The Encyclopedia of Geography (1839), vol. 2, p. 455; Murray, An Encyclopaedia 
of Geography (1840), p. 1071.

145 
《全集》卷十五《土爾其藩屬國》，第40頁b（第164頁）。

146 
《海國圖志》卷二十六《西南洋·西印度之如德亞國沿革》，第13頁a。

147 
《瀛環志略》卷六《土耳其國》，第10頁a；《赢寰志略校注》，第181頁註1。

148 Murray, The Encyclopedia of Geography (1839), vol. 2, p. 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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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853年，撒縵以色三世沿著大馬士革擴張其版圖。面對這威

脅，烏西利那聯合大馬士革、以色列反抗，後在奧尤特斯河的卡迦

（Qarqar）全面擊潰亞述軍隊。
149

例四，《全集》卷十九記載普魯士的一個城市云：

吉隣城在海邊，有直街美屋，文右住比，務其國事。
150

吉隣，德語Köslin 之音譯，今譯科沙林，位於今波蘭 西波美拉

尼亞省北部、波羅的海以南十二公里。讀者大概約略能知道這句子所

要表達的意思。但「文右住比」四字，魏源、徐繼畬冥思苦想，不得

其解。魏因此四字前有「直街」，因此將之改寫作「文石爲路」
151
； 

而徐則因前有「美屋」，而將它改寫作「文士所居」
152
。但它們的意

思顯然與緊接其後的「務其國事」絲毫沒有關聯。翻閱《地理百科全

書》，發現它僅記載這個城市與其他两個城市的人口總數
153
。再翻

查其他史書，知道在1807年，法軍佔領科沙林，1816年拿破侖戰爭

後，它成爲波美拉尼亞省 科沙林區的首府，因此，一些政府文員就

從他處遷居到此辦工。
154 基於此，筆者疑「文右住比」中之「右」、 

「比」當是「士」、「此」形近而誤之字。「文士住此，務其國事」

正是吉隣這段歷史的記述。

149 
參閲	Marie-Louise Buhl, “Hamath”; A. Kirk Grayson, “Mesopotamia, History of 
(Assyria)”, The Anchor Bible Dictionary, David Noel Freedman, editor-in-chief (New 
York; London: Doubleday, 1992), vol. 3, pp. 33–36; vol. 4, pp. 742–743.

150 
《全集》卷十九《破路斯》，第51頁b（第220頁）。

151 
《海國圖志》卷五十七《北洋·普魯社國》，第7頁a。

152 
《瀛環志略》卷五《普魯士國》，第12頁b。

153 Murray, The Encyclopedia of Geography (1839), vol. 2, p. 104; Murray, An Encyclopedia 
of Geography (1840), p. 693.

154 M. Malte-Brun, Universal Geography  (Philadephia: John Laval & S. F. Bradford, 1829), 
vol. 4, p. 438; “Coslin, or Koslin”, in J. R. McCulloch, A Dictionary, Geographical, 
Statistical, and Historical of Various Countries, Places, and Principal Natural Objects in 
the World (London: Longman, Brown, Green & Longmans, 1851), vol. 1, p. 647.



xlviii  萬國地理全集校注

四 刊行《萬國地理全集》的意義

從上所述，我們深知《全集》是寫作態度那麽草率、印刷極其糟

透的一部書，存在許多校勘問題與註釋難題。那爲甚麽筆者還是願意

耗神費時爲它做一校注本呢？

1993年，陳華先生在一篇題爲《有關〈四洲志〉的若干問題》

曾說，前人早就草點過《四洲志》一書，但由於該書的訛脫衍倒很

多，有些地方錯得一塌糊塗，有些地方讀不懂其中的文字，無法點

得下去，且難於索解之處太多，最終放棄。又說：「是否值得花那麽

大的氣力去校？這就要看如何評價此書的歷史意義了。」
155 2003年，

當我從利茲大學圖書館取得《全集》複印本時，有鑑於《全集》對晚

清中國地理學之影響深遠，且其內容比《四洲志》來得廣泛深入、翔

實可靠，就有意爲它做一校注本。
156 但工作進行了大約一年，發現它

與《四洲志》一樣，存在諸多問題，在在考驗一個學者的耐心與毅

力。其後，因忙於其他研究項目，便將文稿束之高閣。2015年，筆

者再次評價其刊行的學術意義後，於是重拾舊稿，克服困難重重，

最終完成此項大工程。以下就刊行《全集》校注本之學術意義，擇

其重要幾點論述如下：

155 
陳華：《有關〈四洲志〉的若干問題》，《暨南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第15卷第3期（1993年7月），第74~75頁。就在陳文發表九年後，張曼認

爲，「儘管《四洲志》存在種種失誤，但並不足以掩蓋這部著作在近代中

國開創一代風氣之先的歷史地位和價值，它對中國近代歷史産生的影響是

不可低估的。」於是他整理完成了第一個簡體字横排點校本。2018年，由於 

《四洲志》和龔自珍、張之洞等之著作「有着極高度文獻研究價值」，北京

的朝華出版社據《小方壺齋輿地叢鈔再補編》中的《萬國地理全圖集》（實

輯錄自《海國圖志》）影印刊行，列入「清末民初文獻叢刊」之一種。參閲

張曼：《〈四洲志〉評介》，〔清〕林則徐著：《四洲志》，張曼評註，華夏

出版社，2002，第10頁。
156 

楊劍龍、莊欽永：《郭實獵〈萬國地理全集〉孤本的發現》，楊劍龍等

著：《坐而論道：當代文化文學對話錄》，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4， 

第75頁。



导言  xlix

（一）呈現《萬國地理全集》真實全貌，解决學界多年懸疑

儘管中外學者深知在晚清 新教傳教士中文著作中，《全集》是

一部非常重要的地理書，它灌輸給晚清 中國人此前從未聞未知的新

知，極大地豐富了他們的世界地理、歷史知識，開闊他們的視野，

影響了一代學人，但卻一直沒能在世界一些著名大學圖書館裡找到

該書。因此，一切有關研究惟據偉烈亞力《基督教 新教在華傳教士

名錄》所記及《海國圖志》中所輯錄《全集》的文字做出種種推測。

學界第一位注意《全集》的，是美國學者白威淑珍（Suzanne 

Wilson Barnett）。1973年，她呈給哈佛大學的博士論文《實踐策略：新

教宣教和西方文明的傳入中國（1820–1850）》（Practical  Evangelism: 

Protestant Missions and the Introduction of Western Civilization Into China, 

1820–1850）裡用了將近四頁的篇幅給《全集》作了簡單介紹。根據

偉烈亞力所說，她認爲《全集》「主要由一些最初刊載於《東西洋

考每月統記傳》上的文章組成」
157
，它的內容僅含域外地理，缺少

中國部分。
158
	她又把《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中「地理欄」的文章和 

《海國圖志》中所輯錄的《萬國地理全圖集》（簡引作《全圖集》） 

放在一起比讀，發現兩者內容和文字並不吻合，因此推斷《海國圖

志》中《全圖集》應該是1837~1838年《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文章

的修改和增訂。換一句話說，她認爲《海國圖志》中的《全圖集》是

《全集》的修訂或增訂本。她又基於《海國圖志（百卷本）》卷四十

記載1842年西班牙 天主教與荷蘭 新教的衝突，導致比利時脫離荷蘭

157 Wylie, Memorials of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To the Chinese, p. 60.
158 Suzanne Wilson Barnett, “Practical Evangelism: Protestant Missions and the Intro-

duction of Western Civilization Into China, 1820–1850”. Unpublished Ph.D. thesis 
submitted to The Committee on the Degreee of History and East Asian Languages, 
Harvard University, 1973，p.  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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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這一史實
159
，推斷這個修訂或增訂本是在1842年或1843年刊行，

出版地可能是在新加坡。
160  

廿一年後，1994年，中國學者熊月之也持同樣的看法。他發現 

《海國圖志》中的《全圖集》文字與《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文字

無一吻合，就此「疑爲《萬國地理全集》的另一版本」
161
。惟黃時

鑒持不同的看法。他認爲偉烈亞力書中所載之《全集》與魏源《海

國圖志》輯錄之《全圖集》應該是兩部不同的書。
162

各家各執己見，孰是孰非，無從判斷。今天，展現在讀者眼前

的這部《全集》校注本，最終爲我們一一揭開迷底。《全集》校注

本的刊行讓我們第一次得以看見它原來的真實全貌。我們確知它並不

是《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地理類文章的彙集。當我們把《全集》與 

《全圖集》之文字對應複讀，發現它們的內容吻合，文字基本上也

相同（魏源在輯錄時，或刪節濃縮，或對其文字加以修改潤飾），

而且兩種刻本的序文完全相同，且並未有言，或在字裡行間暗示 

《全集》有修訂或增訂本，這說明在初刻本刊行之前是不存有任何版

本的。據此，我們得以確定《全圖集》實即《全集》。學界也可藉

這校注本做一些深入研究，例如它與《海國圖志》、《瀛環志略》

等書的關係等議題。

159 
按：《海國圖志》卷四十《大西洋·荷蘭國沿革》言比利時是在「道光十一

年（即1831）與荷相絕」（第16頁b），并非1842年。
160 Barnett, “Practical Evangelism”, pp. 203 and 366 note 57. 1994年，白氏尚持此

说，参见Suzanne Wilson Barnett, “The Language of National Power, Prosperity and 
Politics in the Publications of the Early Protestant Press in China”, 載林治平主編 

《基督教與中國現代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宇宙光，1994，第310頁 
注70。

161 
熊月之：《西學東漸與晚清社會》（修訂版），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 

第203頁。
162 

黃時鑒：《〈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所載世界地理述論》，載黃時鑒編《東

西交流史論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第263~26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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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確定《全集》爲《赢環志略》西方區域地理研究之範本

傳統的中國地理文獻大多以神州大地爲中心，將域外各國圍繞

著它來相對性確定它們的方位。魏源編纂《海國圖志》時，就是這

樣編排的。他以「洋」來劃分世界，將之分爲「東南洋」、「西南

洋」、「小西洋」（相當於近西的意思）、「大西洋」（實即遠西）、 

「北洋」（北歐地區）
163
、「外大西洋」六大塊，並把各洲附於各

洋之下，這是中國爲世界「中央」思想的體現。
164 但是，徐繼畬的

《瀛環志略》的編排框架卻不是這樣。徐氏以「洲」來劃分世界。

他先記述一洲之概況，然後將一洲劃分作若干區域來記述各國。這

是近代西方區域地理的著述方法。《四洲志》所用之底本慕瑞《地

理百科全書》便是如此編排的。對此，美國《紐約時報》評論說：

「中國歷史悠久的整個地理學體系，被這位東方的伽利略改革了」。 

有學者認爲《瀛環志略》的這種編排框架是「近代區域地理方法對徐

繼畬產生的影響」
165
，也有讚賞他對「近代區域地理方法的吸收與運

用，其水平超越以往及同時各種中國人所著輿地論著」
166
。徐繼畬不

諳外語，當然不可能閱讀西方世界的外語地理書，究竟哪些書對他産

生如此重大的影響？

今天，我們將《瀛環志略》與《全集》放在一起比讀，便發現

两書編排框架幾乎一致。《全集》前面四卷（卷一至卷四）屬於自然 

地理範圍，後面三十四卷（卷五至卷三十八）屬於區域地理。著者

把全球分爲五大洲：亞洲（先東亞、次東南亞、南亞、西南亞）、

163 
相對於「南洋」、「西洋」，「北洋」一詞在中國出現最晚，它是魏源在 

《海國圖志》中首先使用。參閲王爾敏：《今典釋詞》，廣西師範大學出版

社，2008，第195~193頁.
164 

周振鶴：《正眼看世界的第一人－紀念徐繼畬誕辰二百周年》，《學臘一十

九》，山東教育出版社，1999，第200~202頁。
165 

鄒振環：《晚清西方地理學在中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第314~315頁。
166 

馮天瑜：《〈瀛環志略〉創制新詞的貢獻》，《華中科技大學學報（社科

版）》2004年第3期，第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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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非洲、美洲（包括南、北美洲、西印度群島）及大洋洲。 

《瀛環志略》也是如此。卷一前面一小部分記述有關地球的一些基本

知識；其他各卷爲區域地理。先記述亞洲（包括大洋洲，卷一至卷

三）、歐洲（卷四至卷七）、非洲（卷八）、南、北美洲（卷九與卷

十）等之概況，然後詳記各洲內各國之地理。這個框架和《全集》如

同出自同一鑄模，唯一不同的是郭實獵把大洋洲置於最後一卷，在美

洲、西印度群島之後，而徐氏則將它放在卷二東南亞國家之後。我們

可以這麼說，徐繼畬爲晚清世界地理研究所建立的一套近代西方區域

地理規範，其實是緣自郭實獵的《全集》。透過《瀛環志略》，《全 

集》對中國近代地理學產生深遠的影響，其貢獻是非凡鉅大的。

（三）校讎

任何一本書經過重刻或他人轉引，由於刻工誤刻、校對不精，

或轉引者無意之誤鈔、誤讀，或有意之修改潤飾，其文字與原刻本

都有些出入。所以，當一本書之原刻本被發現後，學者想做的第一件

事，就是把它與翻刻本或轉引文字相互校讀，找出它們之間是否有差

異。魏源輯錄了大量《全集》文字進《海國圖志》中，這是學界皆知

的事。筆者對《瀛環志略》文字做詳細考証，發現徐繼畬在撰寫這書

時，許多地方是轉述《全集》等書。那麽究竟他們在輯錄、轉述時，

文字是否與《全集》原刻本有出入？以下列舉四個實例，以見一斑。

例一，《海國圖志》卷四十一記述法國地理概況時，有一句話

說：

其北海峽（指Pas de Calais，加來海峽）之地，有補羅

義加者。
167

167 
《海國圖志》卷四十一《大西洋·佛蘭西國沿革》，第25頁b。加來海峽，

在英國一方則叫做多佛爾海峽（Strait of Do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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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海國圖志》中沒有地名號，但從句子結構看，我們可以

肯定，魏源視「補羅義加」爲一個地名。校注者也是如此句讀。他

在地圖上找到與它讀音相近的地名	Boulogne-sur-Mer，認爲「補羅義」

即	Boulogne 之音譯，但「加」與修飾語	sur-Mer（意爲「濵海」）意

義不吻合。或許由於這城市臨利亞訥河（Liane）口，於是，他推測 

「加」當是「口」之誤，並註云：補羅義口即是Boulogne-sur-Mer, 

英語：Boulogne，今譯濱海布洛涅。
168 徐繼畬則把它看作两個地名，

他在「加」之後多出了一個「來」字，曰：「有海口曰補羅義，曰

加來。」
169
	究竟何者正確？是一個地名抑或两個地名？是補羅義

加、補羅義口，抑或是補羅義、加來？查核《全集》，原文是這樣 

寫：

在北海陝〔峽〕之地，有補羅義、加來。
170

在「補羅義」、「加來」右邊分別有地名號。補羅義，即Bou-

logne（布洛涅）之音譯；加來，即Calais，今天仍沿用這漢譯名。它

們是法國 加萊海峽省西北部的兩個港口。可見徐繼畬的轉述正確無

誤，而魏源在鈔錄時，脱漏「來」字，誤導後來校注者。

例二，在輯錄《全集》文字時，《海國圖志》卷四十六記載匈

牙利一個名字叫做伯息（Pest，今譯佩斯）城市的人口統計等概況

後，云：「伯息對面爲補他城」
171
。《瀛環志略》則作「補地城」， 

「他」變成「地」，陳註、宋註都說它就是位於多瑙河右岸的古都

168 
《海國圖志》陳華校釋本，第1208頁、第1216頁註172。

169 
《瀛環志略》卷七《佛郎西國》，第7頁a。

170 
《全集》卷二十一《佛蘭西國》，第56頁a（第245頁）。

171 
《海國圖志》卷四十六《大西洋·奧地里亞國沿革》，第9頁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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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達城（Buda）172
。但是，「地」與Buda第二個音節發音並不吻合。

查閱《全集》原文，發現初刻本、修補本均作「他」
173
，確知《瀛環

志略》誤矣。

例三，《海國圖志》卷六十四有輯錄《全集》云：

其東北方連花旗國，……稱曰特汲默西可，民不悅之，

再三交鋒，未分勝負也。
174

 

陳華等未能在地圖上找到與「特汲默西可」音節相對應的地名，

故無註。《瀛環志略》則視把它視作两個地名：特汲和默西可。
175 翻

閱《全集》原文：

其東北方連花旗國，名號稱特極，……該默西可民不

悅之，再三交鋒，未分勝負。
176

 

這一段文字講述的是1830年代，美國利用挑起武裝叛亂和發動

侵略戰爭等手段，要從墨西哥手中奪取得克薩斯的歷史事件。原文 

「特極」、「默西可」是两個不同的地名。「特極」指的是今天與墨

172 1872年，布達與多瑙河左岸商業區的佩斯合併建市，叫做布達佩斯

（Budapest）。參閲《瀛環志略》卷五《奧地利亞國》，第6頁b；《海國圖

志》陳華校釋本，第1324頁註54；《瀛寰志略校注》，第149頁註5；Adrian 
Room, Placenames of the World. Second ed. (Jefferson, North Carolina, and London 
: McFarland & Co, 2006), p. 70.

173 
《全集》卷十八《奧地利或東國》，第50頁a（第212頁）。

174 
《海國圖志》卷六十四《外大西洋·北墨利加洲內墨是可國》，第5頁a。

175 
《瀛環志略》卷十《北亞墨利加南境各國》，第3頁a 、5頁b。

176 
《全集》卷三十三《默西可》，第75頁a（第337~33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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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哥比鄰、美國西南部得克薩斯州（Texas），
177 而「默西可」是在中

美洲，今天我們稱爲墨西哥。據此，知魏源誤讀矣。

例四，《海國圖志》卷二十六輯錄《全集》云：

海濱有兩大城：一曰士羅西頓城，其富商如國君，倉

廪實，府庫充；一曰大馬士革城，山川秀麗，田場開爽，

衢市修飾，花卉芬芳。
178

和《海國圖志》一樣，在《瀛環志略》裡，「海濱兩大城」也

是指土羅西頓與大馬士革城。
179
「土羅西頓」，宋大川未註，陳註

認爲它就是今天黎巴嫩西部地中海港口城市塔爾圖斯（Tartus）。180

但是，「土羅西頓」與	Tartus 音節完全沒有對應。翻查《全集》，

原文如下：

附近之海濱有兩大城之古蹟，曰土羅、西頓，昔務四

海之生理矣。……大馬士革在平坦，如樂園也。山川秀

麗，……一周棠花黄，莉梅茶薇麗，春酴釃玫瑰等花，芬

芳馥馥矣。
181

原文在「土羅」與「西頓」分別有兩個地名號。「海濱两大城」

即指土羅與西頓；大馬士革位於內陸，離地中海八十公里。這两個古

城名字常見於《聖經》。土羅（Tyre，今譯推羅），在近黎巴嫩西南

部之蘇爾（Sur），是古腓尼基南部的城邦。西頓（Sidon）在今黎巴

177 
徐繼畬顯然知道《海國圖志》所犯之錯誤。他知道「特極」即是《地理備

考》的「德沙」，两者都是Texas之音譯。參閲《瀛環志略》卷十《北亞墨

利加南境各國》，第5頁b。
178 

《海國圖志》卷二十六《西南洋·西印度之如德亞國沿革》，第13頁a。
179 

《瀛環志略》卷六《土耳其國》，第9頁a。
180 

《海國圖志》陳華校釋本，第820頁註21。
181 

《全集》卷十五《土爾其藩屬國》，第40頁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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嫩西部地中海東岸，今天叫做賽達（Sayda），是南黎巴嫩省省會。它

是西元前二千年代形成的奴隸制城邦，約西元前10世紀，它與土羅並

稱爲腓尼基兩大商港城邦。魏、徐誤讀此大段文字矣。

（四）釐清漢語新詞的詞籍

作爲一部世界史地書，《全集》在記述世界地理、歷史、西方

政制與新事物等新知時，使用了許多漢語新詞（包括專名：地名、

人名）。以往漢語詞彙學學者，由於未能目睹《全集》原文，在不

得已的情況下，一些新詞的首見例證均取自19世紀中葉的書刊。一

些原見於《全集》裡的新詞，卻把創譯的榮譽雙手捧給两位睜眼看

世界的中國人魏源與徐繼畬；一些是魏源、徐繼畬等人據《全集》

改譯而成的新詞，我們卻把功勞歸給郭實獵。今天，隨著《全集》

的重現，我們得以重新釐清它們的詞籍。

§1  長頸鹿：產於非洲森林特有動物，身體有花斑，頸部很長，

是陸地上身體最高的哺乳動物。漢語有據索馬里語「Giri」音譯作

「麒麟」、據阿拉伯語「zurafa」作「祖剌法」、據英語「giraffe」

作「之獵夫」、「及拉夫」，等等。
182 黄河清編著的《近現代辭

源》認爲1848年刊行的《瀛環志略》首次使用「長頸鹿」這一新

詞，並詳引書證文字云：

182 
史有爲：《外來詞：異文化的使者》，上海辭書出版社，2004，第108~110
頁；鄒振環：《音譯與意譯的競逐：「麒麟」、「惡那西約」與「長頸鹿」

譯名本土化歷程》，中山大學 西學東漸文獻館主編《西學東漸研究》第6輯，

商務印書館，2016，第239~24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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迤北半係沙漠，每風起雲合，黑氣迷漫，産在此地獅、

虎、獅、兕、鹿麂、河馬（河馬有角，可作刀柄），又産長

頸鹿與駝鳥（長頸鹿頸長於身，……）。
183

學者多從此說。
184 但是，翻閱《全集》，發現上引這段文字其

實是徐繼畬據《全集》轉寫而成。
185 就此我們確定「長頸鹿」實爲

郭實獵所創譯，也把它的誕生年代、國籍給搞清楚了。
186

§2~4  柯柯子、珂珂子、可可子	 英語 cocoa bean 的漢譯詞。可

可樹的種子，經過焙炒、粉碎後製成可可粉，可作飲料。《全集》卷

十三、三十七記載吕宋和加勒比海群島出産這種商品。魏源輯錄這些

文字時，有寫作「柯柯子」
187
，也有書作「珂珂子」

188
；徐繼畬轉述卷

三十七時則作「可可子」
189
。究竟這三個新詞是否全出自《全集》？

183 
《瀛環志略》卷八《阿非利加南土》，第22頁b~23頁a；黃河清編著：《近

現代辭源》，上海辭書出版社，2010，第82頁。
184 

例如任復興編著：《〈瀛環志略〉文選》，《自由民主探源：徐潤第、徐繼

畬散文中外百年解讀》，中國長安出版社，2017，第220頁。
185 

《全集》卷二十七《南亞非利加》》，第68頁b（第307頁）。
186 

莊欽永、周清海：《基督教傳教士與近現代漢語新詞》，第114~116頁； 

莊欽永：《晚清新詞「牛痘」、「袋鼠」、「長頸鹿」再溯源》，《語文建

設通訊》第101期（2012年9月），第55~57頁。
187 

《海國圖志》云：「《萬國地理全圖集》曰：『吕宋……出白糖、棉花、

麻、加非、煙、柯柯子，即外國人等所用烹爲飲也。』」清 光緒年間著名 

編輯家王錫祺（1855~1913）輯錄這段文字時，則將「柯柯子」改作「珂

珂子」。參見參閲《海國圖志（六十卷本）》卷八《東南洋·吕宋夷所屬

島》	，第9頁b；《海國圖志》卷十一《東南洋·吕宋夷所屬島》，第9頁b；
闕名：《萬國地理全圖集》，王錫祺輯《小方壺齋輿地叢鈔再補編》，上海 
著易堂，光緒丁酉（1897），第十二帙，第29頁a。

188 
《海國圖志》輯錄「《萬國地理全圖集》曰：『內有加勒島……出白糖、

酒、珈琲、珂珂子、棉花等物。』」參閲《海國圖志》卷七十《外大西

洋·西海諸島》，第3頁a。王錫祺輯錄這段文字時沿用「珂珂子」。參見 

《萬國地理全圖集》，王錫祺輯《小方壺齋輿地叢鈔再補編》第十二帙，

第29頁a。
189 

《赢環志略》卷十《南北亞墨利加海灣群島》，第22頁b。按，《瀛環志略》

此段文字實據《全集》卷三十七改寫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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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閱《全集》，發現原文有两種譯詞：卷十三使用的是「柯柯子」
190
， 

而卷三十七則是今天廣泛通行的「可可子」
191
。如此看來，「柯柯

子」、「可可子」是郭氏所創譯，其詞籍是普魯士。「珂珂子」則

是魏源據《全集》改譯，其詞籍爲中國
192
。

§5~7  珈琲、加菲、加非 Coffee是西方人的日常飮料。19世紀

時上半葉新教傳教士將這英語詞彙音譯作「咖啡」
193
、「架啡」

194
。在 

《海國圖志》輯錄《全集》的文字裡，則出現另外三種不同的音譯

詞：

（1）「珈琲」：《海國圖志》卷六十八：「英國北奪荷蘭地而

居之。沆茫泥地，亦出白糖、珈琲等貨。」
195

190 
《全集》卷十三《吕宋》，第33頁a（第127頁）。

191 
《全集》卷三十七《海隅群島》，第77頁b（第355頁）。又，《近現代辭

源》（第443頁）在「可可」條下之例證引《瀛環志略》。實則《瀛環志略》

中的這一新詞乃沿襲《全集》（卷三十六卷三十六《巴悉國》，第77頁a [第
350頁]）。

192 
《近現代漢語新詞詞源詞典》在「可可子」、「珂珂子」條下之書證分别

引1856年褘理哲（Richard Quarterman Way, 1819~1895）的《地球說略》及

1897年《萬國地理全圖集》（即《全集》），如今看來，應予修訂。參閲 

《近現代漢語新詞詞源詞典》編輯委員會編《近現代漢語新詞詞源詞典》，

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1，第146頁。
193 

馬禮遜《英 華字典》：「咖啡，coffee。」參見 Robert Morrison, A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in Three Parts. ( Macao: Printed at the Honorable East India 
Company’s Press by P.P. Thoms, 1819), Part II Vol.1, p. 383.

194 
參見R. Morrison, Vocabulary of the Canton Dialect 廣東省土話字彙 (Macao: Printed 
at the Honorable East India Company’s Press by G. J. Steyn and Brothers, 1828), 
colume  COL.

195 
參閲《海國圖志》卷六十八《外大西洋·南墨利加洲內伯西爾國》，第9頁
b。又見卷十三《南海各島》，第32页a；卷十五《亞剌伯》，第38页a；卷十

三《東南洋·英、荷二夷所屬葛留巴島》，第8页a；卷二十四《西南洋·阿

丹國》，第5页b；卷六十九《外大西洋·南墨利加洲內智利國》，第1頁b；
卷七十《外大西洋·南墨利加諸島》，第3頁a，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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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加菲」：《海國圖志》卷五十九：「［亞默利加］土沃民

饒，產物豐美，如白糖、加菲、橙、柑等果，由他國而移種者。」
196

（3）「加非」：《海國圖志》卷十一：「小呂宋島……出白

糖、棉花、麻、加非、煙、柯柯子，即外國人等所用烹爲飲也。」
197

查核《全集》，發現三處原文均作「加非」
198
，它是郭實獵所創

譯的漢語新詞。
199
「加菲」、「珈琲」實爲魏源之改譯。在輯錄《全

集》時，魏源多處沿用《全集》的「加非」，但在他的眼中，這是個

差劣音譯詞，給人一種撩火加油的聯想，因此易「非」作「菲」，

變成「加菲」；或在「加」、「非」二字加上斜玉偏旁
200
，變成「珈 

196 
《海國圖志》卷五十九《外大西洋·亞墨利加洲沿革總說》，第5頁b~6頁a。

197 
《海國圖志》卷十一《東南洋·吕宋夷所屬島》，第9頁b。《瀛環志略》卷

二據《全集》此段文字也寫作「加非」（第4頁b）。
198 

《海國圖志》各卷所輯錄《全集》原文出處如下：（1）「珈琲」：《海國圖

志》卷六十八實源自《全集》卷三十六《巴悉國》，第77頁b（第353頁）；

（2）「加菲」：《海國圖志》卷五十九，實出自《全集》卷三十《亞默利加

大地》，第70頁a（第316頁）；（3）「加非」：《海國圖志》卷十一實出自

《全集》卷十三《吕宋》，第33頁a（第127頁）。

又，《全集》也使用另一音譯詞「加匪」（卷二十三《大英國》，第62
頁a [第274頁]）。「加匪」一詞給人一個聯想，增添多幾個匪徒，進行劫掠，

因此徐繼畬易「匪」作「非」，例如《瀛環志略》卷七《英吉利國》：「英

俗：早餐皆饼饵馒头，沃以牛油，飲茶與加非，參以牛奶、白糖。」（第50
頁b）。按，《近現代漢語新詞詞源詞典》（第119頁）「加匪」條下之書證

取自1866年張德彝《航海述奇》，那已是晚了二十多年的書證了。
199 

按，「加非」一詞也見於《外國史略》，《海國圖志》卷十一《東南洋·呂

宋夷所屬島》：「《外國史略》：『小呂宋各島……有火山，常地震，而土

則豐盛，出米、煙、糖、加非、  甚盛，米穀有餘，皆運售中國。』」（第

9頁b）我們不知其中的「加非」是否是《史略》原文抑或是魏源所改，但即

使是它出自原文，其年代是比《全集》來得晚。據鄒振環考證，《史略》中

多處提及1845、1846年之事，所以其完成年代肯定在《全集》之後，故「加

非」應是郭實獵首創。參閱鄒振環：《馬禮遜父子與〈外國史略〉》，載張

西平、吳志良、彭仁賢編《架起東西方交流的橋樑	——	紀念馬禮遜來華200周
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10，第161頁。

200 
在《海國圖志》卷七十，魏源也把《全集》中的「可可子」易作「珂珂子」

（第3頁a）。



lx  萬國地理全集校注

琲」。魏源所改譯的「加菲」、「珈琲」，在誕生不久後，就消亡得

無影無踪。出乎預料之外，「珈琲」卻因《海國圖志》傳入日本，被

日本人所接受，並在那裡流傳開來，直到今天。
201

在三個新詞中，因著《瀛環志略》之沿用，「加非」的壽命最

長，自19世紀中葉以降，一直在中國流行。
202 1909年嚴復任教育部

審定名詞館總纂時，對專門學科術語名詞釐定「標準」翻譯，將之

定作「部定詞」，成爲官方采納的標凖譯詞，直到20世紀二三十年

代始被馬禮遜所創譯的「咖啡」所淘汰。

201 
史有爲根據日本辭書的説明，認爲「珈琲」是來自中國，惟並未指明源自

何書。據筆者目力所見，「珈琲」一詞最早使用見於《海國圖志》，例

如1847年刊行的六十卷本（卷四十三《南墨利加洲內伯西爾國》，第12
頁a）就出現了這一新詞。自1851至1854年（嘉永四年至七年）有十多部 

《海國圖志》傳入日本。由於內容適合當時日本時局的要求，因此它立刻廣

受該國各界人士的推崇，紛紛加以翻譯、註解、評論。刊刻《海國圖志》

一時成爲文化界的一個熱點課題，出現了許多《海國圖志》選本，有翻刻

本、訓點本（即在漢文上下旁邊加上訓讀符號或假名）及和解本（即日文譯

本）	。「珈琲」也隨著《海國圖志》從中國旅行到那裡去。幾年後，1862年
堀達之助編的《英 和對譯袖珍辭書》刊行，就將這譯詞用來對譯「coffee」， 

也列入一些與它有關的譯詞：「珈琲飲所」（coffee-house）、「珈琲屋主

人」（coffee-house keeper）、「珈琲壺」（coffee-pot），等。日本人愛上

了這個美麗的譯名，就此它就在該國流行開來，直到今天。參閲史有爲： 

《外來詞	——	異文化的使者》，上海辭書出版社，2004，第253頁；王曉秋：

《近代中國與日本	——	互動與比較》，紫禁城出版社，2002，第330~350頁；

堀達之助編：《英 和對譯袖珍辭書》，文久二年（1862）江户開板，第138
頁（据杉本つとむ編：《江户時代翻譯日本語辭典》，東京：早稻田大學出

版部，昭和五十六年（1980）影印本）。
202 

使用「加非」的書證，見例如《瀛環志略》卷二《南洋各島》，第4頁b； 

《遐邇貫珍》（香港 英華書院，第4卷［1853］，第6頁b）；理雅各（James 
Legge）編譯《智環啟蒙塾课》（香港 英華書院 咸豐七年［1856］，第40頁
b）；郭連城《西遊筆略》（1863）（上海書店出版社，2003，第58頁）；

薛福成《出使四國日記》（1891）（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第23頁）；

南洋公學編《新訂蒙學課本》（1901）（嶽麓書社，2005，第104頁）；Karl 
E. Hemeling（赫墨齡）, 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 of the Standard Chinese Spoken 
Language (Guanhua 官话) (Shanghai: Statistical Department of the Inspectorate General 
of Customs, 1916, p. 246），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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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4  天主教、加特力教、加特力天主教、天主加特力教、正

教、波羅士特教、波羅士特正教：自宗教改革後，基督教分裂成天

主教（Catholism）與改正教（Protestantism）两大宗派。魏源所輯錄

《全集》的文字，使用下列詞語來指稱	Catholism：

（1）「天主教」：《海國圖志》卷三十八：「其國（指葡萄

牙）昔服羅馬國，敬奉天主教。」
203

（2）「加特力教」：《海國圖志》卷四十：「當明朝時，吕宋

國王操權，欲荷蘭背波羅士特教而遵加特力教，荷民死拒不從。」
204

（3）「加特力天主教」：《海國圖志》卷五十四：「（峨羅斯

人）崇加特力天主教，無異希臘教門。」
205

（4）「天主加特力教」：《海國圖志》卷四十三：「（意大利

人）崇天主加特力教。」
206

其用來指稱Protestantism者則有：

（5）「波羅士特教」：《海國圖志》卷四十一：「佛蘭［西］

國大半崇加特力教，不信波羅士特教。」
207

（6）「波羅士特正教」：《海國圖志》卷四十六：「於明 嘉靖

四年，其汗（指神聖羅馬帝國皇帝斐迪南一世 [Ferdinand I]）獲伯閔

國據之，此後列國改崇波羅士特正教，惟東（奥地利）汗固執異端，

力傳加特力教。」
208

（7）「正教」：《海國圖志》卷四十七：瑞士地居民「近日大

半崇正教，拜救世主。」
209

203 
《海國圖志》卷三十八《大西洋·布路亞國》，第17頁b。

204 
《海國圖志》卷四十《大西洋·荷蘭國沿革》，第15頁a~15頁b。

205 
《海國圖志》卷五十四《北洋·俄羅斯國》，第7頁a。

206 
《海國圖志》卷四十三《大西洋·意大里國》，第18頁a。

207 
《海國圖志》卷四十一《大西洋·佛蘭西國》，第24頁b。

208 
《海國圖志》卷四十六《大西洋·奥地里亞國》，第8頁a。

209 
《海國圖志》卷四十七《大西洋·瑞國沿革》，第5頁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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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找來《全集》比讀，發現上引各卷原文有使用「天主教」，

也有使用「正教」或「正經之教」。
210 前二個詞語首見於明末清初耶

穌會士的著作中，均用來指稱天主教。
211
	在《全集》裡，郭實獵將 

「正教」的意涵改用來指稱基督新教
212
，或稱之作「正經之教」。至

於《海國圖志》中其他新詞均爲魏源取自他書（例如《四洲志》）用

以替代《全集》之用語。
213

§15  拿破侖 Napoléon  Bonaparte（拿破侖·波拿巴，1769~1821） 

之漢譯名。法國政治家和軍事家，也叫拿破侖一世（Napoléon I）， 

法蘭西第一帝國皇帝（1804~1814、1815）。新教傳教士馬禮遜據其

名字音譯作「拿破戾翁」
214
、或據其姓氏音譯作「破拿霸地」

215
。 

《四洲志》則據其姓氏音譯作「摩拿巴底」
216
。在《海國圖志》

210 
《全集》卷十六《峨羅斯國》，第44頁b（第183頁）；卷十八《波蘭國內之

地》，第50頁b （第214~215頁）；卷二十一《佛蘭西國》，第55頁b（第242
頁）；卷二十一《瑞士地》，第56頁b（第247頁）；卷二十一《以他里》，

第57頁a（第249頁）；卷二十一《葡萄牙國》，第59頁 a（第259頁）。
211 

這詞首見於耶穌會 意大利傳教士羅明堅（Michele Ruggieri，1543~1607）的

《與一秀才相連論道》（寫作年代：1582~1588）。參閲莊欽永、周清海：

《基督教傳教士與近現代漢語新詞》，第74~75頁。
212 

按，「正教」一詞首見於艾儒略Giulio Aleni, 1582~1649）的《職方外紀》

（1623年）。艾氏用它來指稱天主教。後來。新教傳教士卻用它來指基督

新教，例如《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裡一篇文章《俠膽》（1835）云：「自

此以來，荷蘭自主，世績咸熙，忠烈循正教，爲萬國之儀也。」《近現代辭

源》在「正教」條下之書證引1899年《清議報》，這已是很晚的例證。參閲

艾儒略原著，《職方外紀校釋》，謝方校釋，中華書局，1996，第53頁；愛

漢者等編：《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第185頁；黄河清編著：《近現代辭

源》，第950頁。
213 

《海國圖志》卷四十六《大西洋·奥地里加國》，第2頁b、3頁a；卷四十 

《大西洋·荷蘭及彌爾尼壬两國總記》，第3頁a。
214 

［馬禮遜］：《法蘭西國作變復平略傳》，《察世俗每月統記傳》卷六，嘉

慶庚辰年（1820），第36頁b；《譜姓：拿破戾翁》，《東西洋考每月統記

傳》道光丁酉年（1837）十月，第281頁。
215 

馬先生（馬禮遜）著：《古聖奉神天啟示道家訓》，（馬六甲）英華書院藏

版，［道光十二年，1832］，第4冊，第1頁b。
216 

《海國圖志》卷三十八《大西洋·布路亞國總記》，第2頁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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輯錄《全集》文字裡，則使用了另外两個漢譯名：（1）那波侖： 

「於是有將軍名曰那波侖即位，十有餘年，百戰百勝。」
217
	（2）拿

破侖：「又西海有一個孤島，嘉慶年間，俘法蘭西王拿破侖流諸此

島。	」
218 翻查《全集》，發現第一段原文是作「拿破侖」

219
，第二

段則作「佛皇帝」
220
。據此，我們確知今天史學界普遍使用的「拿

破侖」實出自郭實獵譯筆，而「那波侖」則是魏源據《全集》改譯

的名字。

§16  智利 英語 Chile 的漢字音譯國名，南美洲南端西側的一個

國家。《近現代辭源》在「智利」條下的書證引1848年刊行的《瀛

環志略》。
221 其實，比《瀛環志略》早一年問世的《海國圖志》六

十卷本裡就出現這譯名了。魏源在輯錄《全集》云：「治理國，一

作智利國，在伯路（Peru，秘魯）之南，乃沿大海之窄地。」
222 這

樣看來，「智利國」似乎源自《全集》。不過，查閱《全集》，發

現原文並無「一作智利國」五字
223
，那是魏源加插進去，爲的是解

决两個歧異譯名給讀者帶來的混淆。再進一步追溯，發現「智利」

首見於《四洲志》
224
。如此看來，「智利」應是林則徐四位英文翻

217 
《海國圖志》卷四十一《大西洋·法蘭西國沿革》，第24頁a。

218 
《海國圖志》卷三十四《小西洋·南阿非利加洲各國》，第33頁a。

219 
《全集》卷二十一《法蘭西國》，第55頁b。按，除了「拿破侖」外，郭實獵

在1838年刊行《古今萬國綱鑑》卷十五《法蘭西國史》裡使用了「拿破倫」 

（第50頁a）。
220 

《全集》卷二十七《南亞非利加》，第69頁a（第309頁）。
221 

黄河清編著：《近現代辭源》，第967頁。
222 

《海國圖志（六十卷本）》卷四十三《外大西洋·南墨利加洲內各國》，第

8頁b。
223 

《全集》卷三十五《佰路國》，第76頁a（第341頁）。
224 

《海國圖志》卷六十九《外大西洋·南墨利加洲內智利國》，第2頁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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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員之一梁進德所創譯的，其詞籍是中國。
225

§17  瑞士 歐洲中部一個英語名字叫做	Switzerland 226
	的小國。 

《近現代辭源》在「瑞士」條下書證引1856年刊行的《遐邇貫

珍》
227
	，把創譯榮譽雙手捧給泰西人。其實不然。郭實獵在《全集》

目錄及正文節目中，把Switzerland音意兼譯，作「瑞士地」
228
，但在正

文裡，則簡稱它做「瑞國」。魏源編纂《海國圖志》六十卷本時，選

擇「瑞國」。徐繼畬或許不知道譯名中的「地」是地名之組成部分。

他覺得它顯得累贅，畫蛇添足，於是將它刪去，變成「瑞士」。幾年

後，在擴展《海國圖志》爲百卷本時，魏源採用徐所改譯的名字。
229

據此，我們確知創譯「瑞士」者，乃中國人徐繼畬。其誕生年代是

1848年，比《近現代辭源》所引書證早八年。

§18  冰島 位於北大西洋和北冰洋交匯處一個名字叫做Iceland的

島國。《近現代辭源》在「冰島」詞條下云，1852年《海國圖志》百

225 
《四洲志》爲梁進德所翻譯。參閱蘇精：《林則徐看見的世界》，第38頁。

按，徐繼畬在《瀛環考略》中也將	Chili 音譯作「智利」。參閲徐继畬： 

《瀛環考略》卷下，收入《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8輯第71種，文海出

版社，1974年影印道光二十四年（1844）手稿，第199頁。
226 

除了Switzerland，瑞士尚有四種形式的正式國名：德語作Schweiz，法語作

Suisse，意大利語作Svizzera，另尚有雷齊亞羅馬語國名Svizra。參閲Room, 
Placenames of the World, p. 364；劉伉：《關於瑞士的國名》，《環球地名初

探》，百花文藝出版社，2008，第555頁。
227 

黄河清編著：《近現代辭源》，第637~638頁。
228 

歐 美很多地名前面是專名，詞尾部綴以地理術語「-land」，例如Switzer-
land、Ireland 及Poland等等。對這類地名，郭實獵大都將後綴詞音譯作「蘭」， 

如Scotland譯作「蘇各蘭」，Ireland譯作「耳蘭」、Poland譯作「波蘭」、「破

蘭」，也有意譯作「地」，如把Greenland譯作「綠地」，Switzerland譯作「瑞

士地」；也有據陸地形狀譯作「島」，例如Iceland譯作「冰島」。參閲劉伉：

《一說「……蘭（-land）」》、《瑞士地名》，《環球地名初探》，第66~68、 

555頁；《全集》卷十六《峨羅斯國》，第45頁a（第188頁）；卷十八《日

耳曼內各省》，第50頁b（第214頁）；卷二十一《瑞士地》，第56頁b（第

246頁）；卷二十三《大英國》，第61頁b（第272頁）；卷二十四《丁抹》，

第65頁b（第291頁）；卷三十《亞默利加大地》，第71頁a（第319頁）。
229 

《海國圖志》卷四十七《大西洋·瑞士國》，第1頁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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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本卷三《地球正背面全圖》上有這名字。
230
	其實，這地名並非魏

源所創譯，它首見於《全集》
231
。《海國圖志》六十卷本輯錄《全

集》卷二十四文字云：「北海隅冰島者，風氣凛冽，中有火山，兼

屢地震。」
232
	如此看來，「冰島」的詞籍是普魯士，其誕生年代比

《近現代辭源》所引之書證早七年。

§19  悉尼 澳大利亞東南部新南威爾士州港口城市Sydney的音

譯漢名。《近現代辭源》在「悉尼」條下之書證引1854年2月刊行的 

《遐邇貫珍》。
233
	其實，比《遐邇貫珍》早十年，這漢譯地名就

誕生了。《全集》卷三十八記載新荷蘭（即澳大利亞）云：「其京

都乃悉尼，在廣海門，係屬大地之港口。」
234
	隨後，由於《海國圖

志》、《瀛環志略》
235
	的襲用，這詞語就流行開來，直到今天。

（五）閱讀史個案研究不可或缺文獻

閱讀史研究是西方近三十年來新興的一門交叉學科。臺灣學者

潘光哲說：「如果意要析論晚清士人如何因應世變的思想世界，書

寫這幅歷史圖像的多重樣態，最好能够詳密調查晚清 中國士人的

讀書天地，精確描寫他們的閱讀活動與思想／觀念之形成两者間的

互動過程，亦即採取閱讀史的角度，結合出版史和書籍史的研究成

果，進而爲晚清 中國文化思想的叙史架構，建立更形堅實和深入的

230 
黄河清編著：《近現代辭源》，第55頁。

231 
《全集》卷二十四《丁抹》，第65頁b（第291頁）。

232 
《海國圖志》卷五十八《大西洋·嗹國》，第4頁a。

233 
黄河清編著：《近現代辭源》，第794頁。

234 
《全集》卷三十八《南亞齊亞》，第79頁a （第362頁）。

235 
《海國圖志》卷十六《東南洋·英夷所屬新阿蘭島》，第10頁a；《瀛環志

略》卷二《東南洋各島》，第41頁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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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
236
	是的，閱讀史研究是探討思想史、文化史新的、重要的

途徑與方法。
237
	它融合了文獻目錄學、接受反应理論、和新文化史

等研究方法，探討讀者閱讀是在甚麽時候和甚麽情況下發生，他們

怎樣消化文本的內在過程、閱讀對這些人究竟意味著甚麽，産生怎

樣的效果和回應，怎樣影響他的思想，以及閱讀又怎樣反過來影響

人們的思想和行爲，等等。
238

閱讀史研究所面臨最大的困難是史料匱乏。歷史上只有少部分讀

者留下文字記述他們的閱讀經驗，絕大部分讀者的閱讀行爲我們無從

瞭解。但是，《全集》閱讀史個案研究卻是例外。《全集》校注本的

刊行，爲研究晚清閱讀史提供了一種基本的、不可或缺的文獻。它和

魏源的《海國圖志》、徐繼畬的《瀛環志略》成爲《全集》閱讀史個

案研究不可多得的史料。《海國圖志》的著眼點在匯集中國古籍以及

明 清傳教士撰寫書刊中的地理信息，用力於「彙編」。在輯錄《全

集》時，魏源淘汰、删省原文的一些段落句子，潤飾修飾其文字，

或改易其中的漢語新詞與地名譯音漢字，或加插自已的一些話語。

《瀛環志略》的著眼點在綜合古今書籍，特别是19世紀三四十年代

西書中域外地理與歷史知識，加以闡述，用力於「撰寫」。在撰寫這

書時，徐繼畬依據《全集》等書中之資訊排比拼凑，考覈異同，消化

後，轉述改寫，時或參以己意。因此，當我們把它們和《全集》置放

在一起比讀，便能具體窺視魏、徐两人閱讀《全集》的經驗，瞭解他

們如何解讀，有沒有發生誤解與誤讀等現像。這是晚清閱讀史一個非

常難得、有意思的具體個案研究。

236 
潘光哲：《晚清士人的西學閱讀史（一八三三～一八九八）》，中央研究院

近代史研究所，2014，第5頁。
237 

關於外國閱讀史理論及研究，參閲戴聯斌：《從書籍史到閱讀史：閱讀史研

究理論與方法》，新星出版社，2017；王余光、汪琴：《中國閱讀通史（理

論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17，第76~91頁。
238 Robert Darnton, The Kiss of Lamourette: Reflections in Cultural History (New York: 

Norton, 1990), pp. 134, 171 & 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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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者反應批評理論認爲，文本的意義是在閱讀過程中産生的。讀

者自身的閱讀目的、閱讀技能、知識和社會背景及閱讀環境和方法，

都會影響他們對文本的理解與闡釋。
239
	閱讀史領軍人物羅伯特·達恩

頓（Robert  Darnton）說：「一本書的意義不取决於印在紙上的文字，

而是取决於讀者的閱讀過程」
240
。又說：「閱讀不是個簡單的技巧問

題，而是把文字變成意義的過程，這個過程肯定因文化而異。	」
241
	誠

然，讀者在接觸一個文本之前就已經受自己文化的薰陶。在閱讀文本

時，他會牢固地持守一些來自自己文化和社會背景的主觀模式、範

式、信仰和價值觀，
242
	因此他的解讀與闡釋策略，無不具有鮮明的

文化烙印。
243
	下面筆者從《海國圖志》、《瀛環志略》文字中的一

些蛛絲馬迹，對魏源、徐繼畬两人的閱讀經驗進行瓜剖釽析。

（1）魏源、徐繼畬以大清臣民的身份閱讀《全集》

考察閱讀行爲，首先應該考察讀者自身。

魏源、徐繼畬在同樣的歷史情境、社會背景下生活：两人年齡

相近，僅相差一歲，都在內陸長大（一個在湖南，一個在山西）；

教育、知識背景相似，「知識倉庫」（stock of knowledge）244
 裡裝满

儒家經典，以及中國傳統經、史、子、集知識；他們都是天朝思想

意識非常强烈的大清帝國臣民（一個是掌一縣之知縣小官，一個是

秩從二品封疆一方的巡撫），且以這個身份來閱讀《全集》。

每個作者撰寫文本時，都有其意圖與目的。郭實獵也不例外。

239 
戴联斌：《從書籍史到閱讀史》，第16頁。

240 Darnton, The Kiss of Lamourette, p.179. 
241 Darnton, The Kiss of Lamourette, p.171.
242 

戴联斌：《从书籍史到阅读史》，第38頁。
243 

戴联斌：《从书籍史到阅读史》，第17頁。
244 

「知識倉庫」（stock of knowledge; wissensvorrat）一詞乃潘光哲先生借用自

Alfred Schutz的概念。參見潘光哲：《晚清士人的西學閱讀史》，第28頁註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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爲了達到意圖與目的，郭實獵在《全集》中所使用的一些詞語，是

經過一番思考、詳斟細酌的，
245
	其中最引起我們注意的是英國國名

及其元首職稱漢譯問題。爲了與「大清」抗衡爭强，郭氏把英國國

名譯作「大英（國）」；爲了讓英國元首與清廷皇帝平起平坐，并

駕齊驅，他把「King」、「Queen」分别譯作「帝君」、「皇后」。

先說「大英（國）」。中國的朝貢體系強調國家間形式上的

等級：居於這一等級秩序的頂端的是神州大地中原政權，自稱「天

朝」、「上國」、「大清」。「大」之意涵包含「天下」空間的

大、國勢之強，以及文化之先進。其下則是拱衛在其周邊蠻夷與朝

貢「小國」、「小邦」。既便是當時是在世界各角落擁有諸多殖民

地的海上霸主英國，在嘉慶帝眼中也僅是小國一介。在答覆英國使

節的一份諭旨上，他就說：「天朝臣服中外，夷夏咸賓，蕞爾夷

邦，何得與中國並論？」
246

自康熙末年至嘉 道年間，不論是清廷官方或民間文獻，抑或是

英國東印度公司職員、英 美 新教傳教士，大都叫	The United Kingdom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大不列顛和愛爾蘭聯合王國，簡稱Great 

Britain）做「口英咭唎（國）」、「英吉利（國）」。這些漢譯國

名，在氣勢磅礴的「大清」前，顯得蒼白無力。爲了與「大清」

抗衡爭强，1820年代初，英籍新教傳教士將一個原僅譯自地理實

況描述的 Great Britian 中的「Great」，轉換成一個政治性的形容詞 

245 
例如，郭氏反對中國人稱泰西人作「夷」（野蠻人），因此當他摘錄陳倫炯

的《海國聞見錄》時，就把其中「地以華夷爲限」的「華夷」二字易作「中

外」；在摘錄《欽定大清會典》時，也將其中「外洋夷民」四字改爲「外國

人」。郭實獵告訴中國人，泰西人不是野蠻人，是有文明的。這是他對中國

「夷夏之辨」思想的反抗。參閲〔清〕陳倫炯撰：《海國聞見錄》（《景印

文淵閣四庫全書》版），第7頁a（第852頁）；《欽定大清會典（一百卷）》 

卷十九《戶部·蠲䘏》，第5頁a（第162頁）；《全集》卷五《亞齊亞·中

國》，第8頁a；《全集》卷六《中國·國家》，第16頁b。
246 

《清實錄·仁宗 睿皇帝實錄》，中華書局，1986，第30冊，第二〇二卷，第

2頁a ~ 2頁b（總第68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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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改稱其祖國作「大英（國）」。對這政治色彩異常濃厚的

漢譯名，清廷大臣官員都拒絕承認與接受。然而，英國官員也不妥

協。從1834年到1842年，經過漫長八年的「筆」戰，最終讓它白紙

黑字出現在《江寧條約》（即《南京條約》）上，與「大清」「敵

體平行」，成爲英國在外交文書上使用的正式漢譯國名。
247
	於是，

曾參與條約談判的英方翻譯官員之一的郭實獵，就此名正言順地在

《全集》裡使用這譯名了。
248

閱讀史家認爲，作者的意圖與讀者的解讀往往有差距。
249
	對於

英國堅持自稱「大英」之事，曾參與善後交涉的徐繼畬或許知道，

而魏源則全不知曉。
250
	無論如何，身爲天朝臣民，在他們思想中，

世界絕無两「大」。當他們看到《全集》中這個異常刺眼的字樣

時，心中極其憤懑。儘管大清天朝在幾年前被英國撃敗了，但在他

們心中，祖國仍是一個「一喜四海春，一怒四海秋。五官強，五兵

247 
莊欽永：《四不像「大英（國）」：大清天朝體制鈐壓下的漢譯泰西國名》，王

宏志主編《翻譯史研究（2013）》，復旦大學出版社，2013，第59~127頁。
248 

參閲《全集》卷十九《破路斯》，第52頁a（第222頁）；卷二十三《大英國》， 

第61頁b~64頁b（第272~285頁）；卷二十七《南亞非利加》，第68頁b（第

308頁）；卷三十七《海隅群島》，第78頁a（第357頁）。其實，早在1830年
代，當英國與廣州 清廷大臣進行交涉之時，郭實獵在其作品《是非略論》、

《大英國統志》（二種）以及《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裡就大量使用「大英

（國）」。參見莊欽永：《「鍍金鳥籠」裡的呐喊：郭實獵政治小說〈是非

略論〉析論》，《國際漢學》第24輯（2013），第93~98頁；莊欽永：《四不

像「大英國」》，第87頁；莊欽永：《「無上」文明古國：郭實獵筆下的大

英》，第68~73頁；《火蒸車》、《地理·孟買省》，載《東西洋考每月統記

傳》道光乙未年（1835）六月，第186頁；丁酉年（1837）四月，第223頁。
249 

戴联斌：《從書籍史到閱讀史》，第38頁。
250 

清廷大臣耆英把《江寧條約》抄繕呈與道光皇帝御覧時，故意欺蒙，將條約

中所有之「大英」字樣一律改作「英國」，且奏報條約中並「無違悖字句」。 

參閲郭衛東：《轉折：以早期中 英關係和〈南京條約〉爲考察中心》，河

北人民出版社，2003，第437頁注1；莊欽永：《四不像「大英（國）」，

第12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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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禁止令行，四夷來王」
251
	的强盛大帝國；儘管在閱讀《全集》

等西書後，他們已瞭解到中國並不是「天下之尊」，也知道英國

是「歐羅巴强大之國也」
252
，但是，在天朝朝貢體制下，這敵國絕

不能在國名前冠以「大」字。這是對大清帝國的一種僭越行爲。 

因此魏、徐在輯錄、轉述《全集》時，一律删去「大」字，只稱

它作「英（國）」，或代之以二百年前普遍流行使用的「英吉利 

（國）」
253
。這是他們對流行二千多年中國朝貢體制的維護。

次說「皇帝」、「皇后」、「帝君」等帝王稱號。在儒家 

「禮」的等級上，皇帝是膺天寶命，統一萬方的天子，其地位至尊

無上。孔子說：「天無二日，民無二王」
254
《禮記·坊記》也云：

「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家無二主、尊無二上，示民有君臣之別

也。」
255
	在中國主導的「天下」秩序下，高居世界宗主地位是中國

天子，唯獨可以稱作「大皇帝」，而周邊國小力弱的朝貢國統治者

只能稱「王」。乾隆帝就說過：「天下大皇帝唯有一人，除我統循

天下之大皇帝外，他人豈可稱作『大皇帝』。」
256
	基於這種思想意

251 
［清］魏源：《聖武記敘》，《聖武記》，中華書局，1984，上冊，第 2頁。

252 
《瀛環志略》卷七《英吉利國》，第35頁a。

253 
《海國圖志（六十卷本）》卷三十四《英吉利國廣述上》，第8頁b、9頁
a、10頁a、10頁b、11頁a、12頁a~12頁b。同樣文字又見百卷本卷五十一 

《英吉利國廣述上》（頁碼與六十卷本相同）（按，六十卷本中有一處顯然

因疏忽，仍然保留「大英」，此錯誤在百卷本仍未見修改。）參閲《海國圖

志》卷三十四《小西洋·南阿利未加各國》，第32頁b~33頁a；卷五十七《北

洋·普魯社國沿革》，第7頁b~8頁a；卷七十《外大西洋·南墨利加諸島》，

第3頁b；《瀛環志略》卷七《英吉利國》，第35頁a、第41頁b、第43頁b；卷

五《普魯士國》，第13頁a；卷十《南、北亞墨利加海灣群島》，第23頁a。
254 

楊伯峻譯註：《孟子譯註》，中華書局，1960，上冊，第215頁。
255 

王文錦：《禮記譯解》，中華書局，2001，下冊，第756頁。
256 

《寄諭在京大學士尚書等著詢問俄羅斯文內將其女皇稱作大皇帝一事（乾隆

二十八年五月三十日）》，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乾隆朝滿文寄信檔譯

編》，嶽麓書社，2011，第 4 冊，第50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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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清廷製定一套政治性稱謂詞，規定朝貢國王之妻室不能稱「王 

后」，只能稱「王妃」；王儲不能稱作「太子」，只能叫做「世

子」，等等。君臣之序，正名定分，尊卑之等，毫不容紊。這是清

廷處理對外交涉事務中以尊臨卑、華君夷臣的具體表現。

對清廷這種限制，反清意識極其强烈的郭實獵當然不加理會。

在歐洲的西伐里亞體系，世界各國統治者的地位是平等的。在《全

集》裡，郭氏把歐洲國家元首稱銜「emperor」、「empress」、俄羅

斯統治者稱銜「czar」、「czarina」分别譯作「皇帝」、「皇后」。

他稱神聖羅馬帝國的查理大帝（Charles the Great, 800~814在位）
257
、 

莫臥兒帝國（Mogul empire）的阿克巴大帝（Akbar the Great,  

1556~1605在位）
258
、法蘭西第一帝國的拿破侖

259
	作「皇帝」；

稱引領俄羅斯一躍成爲歐洲强國的沙皇彼得大帝（Peter the Great）

爲「太皇帝」
260
；稱俄羅斯女沙皇葉卡捷琳娜大帝（1725~1727在 

位）、葉卡捷琳娜二世（1762~1796在位）作「皇后」
261
。從翻譯實

踐看，這幾個漢語完全對等語（full equivalent）正確無誤。

至於歐洲國家元首職稱「king」、「queen」之漢譯，郭氏把

257 
查理大帝，《全集》譯作甲利尊大。參閲《全集》卷二十一《佛蘭西國》，

第55頁a（第240頁）。
258 

《全集》卷十二《五印度·亞加》，第30頁a（第114頁）。莫臥兒帝國皇帝

的稱號是「pādishāh」。這詞源自波斯語，意思是偉大國王（super shah），

萬王之王，萬王之主（head shah），英文譯作「emperor」。英國東印度公司

寫給莫臥兒的信件也是這樣稱呼的。參閲
 
Bernard Lewis, The Political Language 

of Islam (Chicago &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8), p. 57; H. W. 
Magenaar, compiler, Allied Chambers Transliterated Hindi-Hindi-English Dictionary 
(New Delhi: Allied Chambrers, 1993), p.1120.

259 
《全集》卷十六《峨羅斯國》，第44頁b（第185頁）；卷二十一《佛蘭西

國》，第55頁b（第241頁）。
260 

《全集》卷十六《峨羅斯國》，第44頁a（第180頁）。
261 

《全集》卷十六《峨羅斯國》，第44頁a（第181、18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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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者譯作「王」或「國王」
262
，後者譯作「王后」

263
。從翻譯實踐

看，它們也是正確無誤。新教傳教士馬禮遜
264
、清廷欽差大臣林則

徐就是這樣翻譯的。
265
	但這些譯詞，在天朝體制下，卻把這些國家

元首置放在大清皇帝之下，成爲他的臣相了。清廷如何看待歐洲各

國君主，郭實獵不管，但把英國國王視爲大清皇帝的小臣，郭氏頗

有異詞。
266
	對此，他采取一種創造性叛逆的做法，把英國男性國王

譯作「帝君」
267
，女性國王譯作「皇后」

268
。

但是，不論這些譯詞正確與否，只要它們是「皇帝」或含語素 

「皇」、「帝」，都是大清皇帝及其朝臣所不允許的，也是一般士人學

262 
例如稱瑞典國王古斯塔夫一世（Gustav I, 1523~1560在位）做「國王」。參

閲《全集》卷二十四《瑞丁國》，第65頁a（第287頁）。
263 

例如指稱馬達加斯加中部高原的梅里納（Merina）王國女王拉納萬羅納一世

（Queen Ranavalona I, 1788~1861, 1828~1861在位）爲「王后」。參閲《全

集》卷二十八《東亞非利加》，第69頁a（第311頁）。
264 

馬先生（馬禮遜）：《古聖奉神天啟示道家訓》，［馬六甲］英華書院藏版，

［道光十二年（1832）］，第54頁b；E. C. Bridgman, A Chinese Chrestomathy in 
the Canton Dialect（Macao: S. Wells Williams, 1841），p. 410.

265 
林則徐：《四洲志》（1840）、《澳門新聞紙》（1840）、《洋事雜錄》

（1846），載林則徐全集編輯委員會編《林則徐全集》，海峽文藝出版

社，2002，第十冊：譯編，第127、283、371頁。
266 1834年，郭實獵在《廣州記事報》（The Canton Register）上發表了一篇《關 

於英國國王的中文職稱》的文章。他認爲，在與中方進行公文往來時，有

須要將英國君主職稱的中文譯名釐定作「皇帝」，以俾使他的地位與中國

皇帝站在同一個世界平臺上，不分尊卑高下。參閲Philo Sinnesis（郭實獵筆

名）, “On the King of England’s Chinese Title,” The Canton Register vol. 7 no. 46 
(November 18, 1834), p. 184 and continues at Supplement to the Canton Register 
(November 18, 1834), p. [1].  

267 
《全集》卷二十三《大英國》，第63頁b（第278頁）。

268 
《全集》稱英國 維多利亞女王（1837~1876在位）作「皇后」。參閲《全

集》卷二十《日爾曼列國》，第53頁b（第232~233頁）；卷二十三《大英

國》，第63頁b（第278頁）。按，郭實獵在《是非略論》也使用「帝君」、

「皇」、「皇后」來指稱英王威廉四世（William IV, 1830~1837在位）及其配

偶。參閲愛漢者（郭實獵）纂：《是非略论》，新嘉坡坚夏書院藏板，道光

乙未年（1835）新鎸，第21頁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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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絕對不接受的。美部會傳教士衛三畏（Samuel W. Williams）爲《瀛 

環志略》寫書評時，就說：

通書在稱呼外國統治者時，一概使用「王」和「主」， 

職稱「皇」稱謂全然保留供他（指徐繼畬）自己的君主使

用；或許是他的官方地位造成他必須採取這種路線。
269

今天，當我們細心校讀《海國圖志》、《瀛環志略》，發現在

魏源
270
、徐繼畬筆下，上述叱咤風雲、顯赫一世的諸位「皇帝」、 

「帝君」、「皇后」，均一一降格，成爲「王」
271
、「汗」

272
、「女汗」

273
、 

「女王」
274
	或「女主」

275
	了。既便《全集》中用來指稱俄羅斯沙

皇保羅一世皇位繼承人的「太子」
276
，也降格爲「嗣子」

277
	了。

269 Samuel W. Williams, “The Ying Huan Chi-lioh 瀛寰志略 or General Survey of the 
Maritime Circuit, a Universal Geography by His Excellency Su Ki-yu, the Present 
Lieutenant-governor of Fukien”,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20 no. 4 (April 1851),  
p. 179.

270 
按，在《道光洋艘征撫記》裡，魏源稱英國元首作「國王」、「女王」。參

閲魏源：《道光洋艘征撫記上》，中華書局編輯部編《魏源集》，中華書

局，1983，上冊，第170、174頁。
271 

《海國圖志》卷四十一《大西洋·佛蘭西國沿革》，第23頁b及24頁a；卷五

十四《北洋·俄羅斯國》，第5頁b；《瀛環志略》卷三《五印度》，第9頁
b；卷四《俄羅斯國》，第18頁a；卷七《佛郎西國》，第4頁b。又對於《全

集》中使用的「教皇」，魏源、徐繼畬則持不同的看法。大概因爲教皇僅是

宗教制度上的稱謂，故魏源在《海國圖志》裡沿襲使用，但徐繼畬則將之易

作「教王」。參閲《全集》卷二十一《以他里》，第57頁b、58頁a（第249、 

251頁）；《海國圖志》卷四十三《大西洋·意大里國》，第19頁b；《瀛環

志略》卷六《意大里亞列國》，第29頁b。
272 

《海國圖志》卷二十一《西南洋·中印度國》，第4頁a。
273 

《海國圖志》卷五十四《北洋·俄羅斯國志》，第8頁b。
274 

《海國圖志》卷四十四《大西洋·耶馬尼國》，第20頁a；卷五十一《大西

洋·英吉利國廣述上》，第10頁a。
275 

《瀛環志略》卷五《日耳曼列國》，第22頁a；卷七《英吉利國》，第40頁b。
276 

《全集》卷十六《峨羅斯國》，第44頁a（第182頁）。
277 

《海國圖志》卷五十四《北洋·俄羅斯國志》，第6頁b。



lxxiv  萬國地理全集校注

（2）教育背景相同，閱讀技能、闡釋策略相近

接下來讓我們來看魏源和徐繼畬的閱讀技能和阐释策略。由

於魏、徐两人教育背景相同，因此在閱讀《全集》時，閱讀技能、

闡釋策略就有許多相似處，既有相近的理解與解讀，也有近似的不

解、誤解和誤讀。

魏、徐俩生活在大清衰敗的嘉 道年間。他們皆不是達爾頓筆

下的小老鼠，而是近代中國一片混沌中有强烈憂患意識、率先睜眼

看世界的先進者。他們都在思考爲何堂堂一個古老大帝國竟被一個

蕞爾小國打得損兵折將，失地賠款。從整體上看，魏、徐憑其漢語

閱讀能力，大概都能掌握、瞭解《全集》中所記載的域外地理概況

及世界新政治格局。他們知道在地理大發現後，「歐羅巴諸國好尋

新地，帆檣周於四海」
278
，「歐羅巴人極意搜求，得片土即經營墾

拓」
279
。這些國家專司牟利，「皆好航海立埔頭，遠者或數萬里，

非好勤遠略也。彼以商賈爲本計，得一埔頭，則擅其利權而歸於

我」
280
。他們曉得「東印度爲英夷駐紮防重鎮，凡用兵各國皆調諸

孟加臘」
281
，且據此逐步侵佔印度，「於康熙年間，在孟加拉購片

土，造屋宇，立埔頭。乾隆二十年，滅孟加拉，乘勝蠶食印度諸

部」
282
。它從這個四分五裂的國家攫取數不盡的財富，「英人所收

稅餉，五印度居其大半」
283
，成爲極其富强的國家。英國的「藩屬

埔頭，皆在數萬里外」，散佈在北美洲、非洲、東南亞、澳大利

278 
《瀛環志略》卷八《阿非利加群島》，第25页b~26頁a。

279 
《瀛環志略》卷十《南北亞墨利加海灣群島》，第25頁a。

280 
《瀛環志略》卷六《荷蘭國》，第46頁b。

281 
《海國圖志》卷十九《西南洋·五印度國志》，第1頁a。

282 
《瀛環志略》卷七《英吉利國》，第45頁b~46頁a。

283 
《瀛環志略》卷七《英吉利國》，第46頁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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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等地。
284
	他們也知道如今英國是「歐羅巴强大之國也」

285
，「今

西土論國勢者，英吉利第一，佛郎西第二，峨羅斯第三，奧地利第

四。」
286

魏源、徐繼畬也曉得，在中國國門外的南洋，爲壟斷香料貿

易，歐洲列强各國侵佔諸島國，「遇岸爭岸，遇洲據洲，立城埠，

設兵防，凡南洋之要津，已盡爲西洋之都會」
287
；「大約近年以

來，小西洋諸島國，以英吉利爲主，東南洋諸島國，除呂宋屬西班

牙，餘皆以荷蘭爲主」
288
；「南洋斗出濱海之岸，爲大西洋各國市

埠環峙，有英吉利埠，有荷蘭埠，有佛蘭西埠，有彌堅利（彌利

堅）埠，有葡萄牙埠」
289
，成爲「古今一大變局」

290
。面臨這樣嚴

峻的局面，魏源發出感歎並呼籲：「人知鴉烟流毒爲中國三千年，

而不知水戰、火器爲沿海數萬里必當之技；而不知餉兵之厚、練兵

之嚴、馭兵之紀律，爲緑營水師對治之藥。……塞其害、師其長，

彼且爲我富强；捨其長、甘其害，我烏制彼勝敗？奮之！奮之！利

兮害所隨，禍兮福所基，吾聞由余之告秦繆矣。善師四夷者，能制

四夷；不善師外夷者，外夷制之。」
291

他們也曉得在16世紀馬丁路德發動的宗教改革，導致歐洲各

國爲信仰掀起一場又一場的戰爭：「諸國之奉天主教者，多翻然從

之。教王大怒，命諸王捕殺耶穌教人。然其教已盛行，不可遏止。

由是君與民因分教相殺，國與國因分教相攻，數百年來，西土之

284 
《瀛環志略》卷七《英吉利國》，第35頁a、45頁a~45頁b。

285 
《瀛環志略》卷七《英吉利國》，第35頁a。

286 
《瀛環志略》卷五《奧地利亞國》，第8頁a。按，《瀛環志略》此句乃出自

《全集》卷十八《波蘭國內之地》，第50頁b。
287 

《海國圖志》卷五《東南洋·叙東南洋》，第2页a（原書頁碼錯誤，作第1页a）。
288 

《瀛環志略》卷六《荷蘭國》，第47頁a。
289 

《海國圖志（六十卷本）》卷十八《西南洋·南印度沿革》，第17页b。
290 

《瀛環志略·凡例》，第1页b。
291 

《海國圖志》卷三十七《大西洋·歐羅巴洲各國總叙》，第1頁b~2頁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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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肆市朝膏原野者，不知幾百萬，皆因爭教而起。」
292
	這些新知

都變成魏、徐瞭解域外世界的重要「思想資源」
293
	了。

再說魏源、徐繼畬對《全集》的不解、誤解和誤讀。長久以

來，傳統文獻學、書籍史都假設了這樣的一個前提：「所有的人都

能够看到所有的書，且以相同的方式（一般是作者所預設的方式）

理解所有的書。這樣一個前提其實是根本站不住腳的。恐怕很少

有讀者能够完全按照作者的原意來解讀文本。」
294
	研究閱讀史， 

「必須同時考慮文本約束讀者的方式和讀者隨意理解文本的方式。

只要有人讀書，這兩種傾向的緊張對立就會存在，並且已經產生一

些非同尋常的後果。」
295
《全集》內容極其廣泛，既有世界各洲各

國地理概況的記述，也有一些自古至19世紀的歷史記錄，以及中國

人未見未聞的奇禽異獸、稀樹奇果等記載。19世紀中葉，中國對世

界瞭解處在懵然階段。魏、徐俩教育背景相同，知識倉庫內域外世

界史地知識的儲備均極其貧乏。知識倉庫是人們憑藉來思考、整理

和理解所閱讀的東西。人們受益於它們，同時也受限於它們。仔細

考察《海國圖志》、《瀛環志略》，發現他們在閱讀《全集》時，

不是完全能讀懂其中所記。例如他們完全不知有「地內火山」（海

底火山）
296
	這回事，無法想像北美洲體型最大、重達二千二百磅

的美國「野牛」（American Buffalo）297
	長的是甚麽樣子，也不知

292 
《瀛環志略》卷六《意大里亞列國》，第39頁b。

293 
關於「思想資源」，參見王汎森：《戊戌前後思想資源的變化：以日本因素

爲例》，《二十一世紀》總第45輯（1998），第47~54頁。
294 

韋胤宗：《閱讀史：材料與方法》，《史學理論研究》2018年第3期，第111頁。
295 Robert Darnton, The Case for Books: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New York: PublicAffairs, 

2009), p. 202. 中譯文見羅伯特·達恩頓著：《閱讀的未来》，熊祥譯，中信

出版社，2011，第206頁。
296 

《海國圖志》卷十五《東南洋·荷、佛二夷所屬美洛居島》，第16頁a；《瀛環

志略》卷二《南洋各島》，第20頁b。
297 

《全集》卷三十二《花旗或兼攝邦國》，第72頁b（第325頁）；《海國圖

志》卷六十《外大西洋·彌利堅國即育奈士迭國總記》，第27頁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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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生長在南太平洋 玻里尼西亞群島（Polynesia）一帶的「餅菓」
298

（breadfruit，今譯「麵包果」）究竟是甚麽形狀，更别說其風味如

何了。
299

同樣，魏源、徐繼畬有時也無法理解《全集》中的一些專名、

段落或句子，甚至發生誤解或誤讀的現像。例如當魏氏讀到《全

集》記載太平洋上有「會群島」、「友群島」、「賊群島」
300
	時，他 

根本無法瞭解這三組群島命名的背景與緣由。於是，在輯錄《全

集》這段文字時，他刪去「會群島」之「會」、「友群島」之 

「友」，卻不知何故，保留「賊群島」之名。
301
 徐氏在知識倉庫

中找到與「會」有關的一個宗教機構	—— 明末清初差派多名傳教

士來中國宣教的耶穌會。憑藉這理解，他認爲「會」應是指教會

機構，據此，他從宗教的角度來詮釋這三組群島的命名原由，說 

「會群島，言其入耶穌之會也」、「友群島，言與耶穌教爲友」， 

「賊群島，言其非善類也」
302
。不言而喻，這是望文生義、瞎猜 

的解讀。其實，會群島之「會」指的是Royal Society（英國皇家協

會）。
303
 1769年，英國海軍上校詹姆斯·庫克（James Cook）到今

天歸入法屬玻里尼西亞管轄的群島，爲了紀念英國皇家協會資助他

觀察金星經過太陽之圓面，他稱這群島作Society Islands。友群島，

也稱東加群島（Tonga Islands）。1773年，庫克抵達這群島時，受到

島上居民熱情招待，因此稱它作	Friendly Islands（今譯友愛群島）。

298 
《全集》卷三十八《南亞齊亞》，第79頁b（第365頁）。

299 
魏源輯錄《全集》時，沿用原文「餅果」，徐繼畬轉述時，則改用「果實」

代之。參閲《海國圖志》卷十六《東南洋·海島國》，第12頁a；《瀛環志

略》卷二《東南洋各島》，第43頁b。
300 

《全集》卷三十八《南亞齊亞》，第79頁b~80頁a（第365~367頁）。
301 

《海國圖志》卷十六《東南洋·海島之國》，第12頁b。
302 

《瀛環志略》卷二《東南洋各島》，第43頁b~44頁a。
303 

《外國地理譯名手冊》譯作「社會群島」，與原來命名緣由不合。參閲中

國地名委員會編《外國地理譯名手冊（中型本）》，商務印書館，1993， 

第69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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賊群島（Islas dos Ladroes，意即盗賊的群島）是1521年葡萄牙探險家

麥哲倫發現這些群島時所給它取的名字。「賊」是麥哲倫對當地人

民的誣衊之詞。
304

又如《全集》卷十五云：

兩河中地北有亞麥尼地，其邦山嶺險隘，峒峽深邃。

洪水乾之際，其巨舟擱於其峰也。
305

「两河」指底格里斯河（Tigris River）和幼發拉底河（Euphrates 

River）。「亞麥尼」（Armenia），今土耳其 厄德爾省（Iğdır Province）東

北邊界亞美尼亞地區。在亞美尼亞高原（Armenian Highlands）托羅

斯山脈（Taurus  Mountains）東端，山的高峰平均海拔超過三千米。

最高峰阿勒山（Mount  Ararat）306
	海拔高達五千一百多米，即此處

說「山嶺險隘」之原因。

上面引文說的是挪亞方舟停泊地點。《聖經·創世記》記載古

時洪水前，耶和華指示挪亞造一方舟，讓他與家人以及世界上的各

種陸上生物進入其中，躲避上帝降下的大洪水災難，免受毀滅。過

了一百五十天，洪水消退，方舟停在阿勒山上。挪亞開啟方舟的窗

口出來，築了一座祭壇，向耶和華獻上燔祭。
307
 13世紀方濟各修會

（Franciscan）傳教士魯路克的威廉（William  of  Rubruck）認爲方舟

停泊地點，就在土耳其的阿勒山上。此後，一般《聖經》學者均從

其說。
308

304 Room, Placenames of the World, pp. 238, 351 & 378 .
305 

《全集》卷十五《土爾其藩屬國》，第41页a（第167頁）。
306 Mount Ararat，《聖經》和合本音譯作「亞拉臘山」。
307 

《聖經·創世記》第六章13節至第八章19節。
308 Lloyd R. Bailey, “Noah’s Ark”, in The Anchor Bible Dictionary, David Noel Freedman, 

editor-in-chief  (New York; London: Doubleday, 1992), vol. 4, p. 1131; Lloyd R. Bailey, 
Noah: the Person and the Story in History and Tradition (Columbia, South Carolina: 
University of Carolina Press, 1989), pp. 61–109, especially p.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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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魏源知識倉庫的儲備看，他絕對無法理解上引文字的確實內

容，因此除了將「乾」改作「初平」，他依原文全然迻錄。
309
 徐繼

畬對它的理解比魏源多一些。從《四洲志》，他知道在亞美尼亞有

山峰名叫阿臘山（即阿勒山）
310
。徐是讀過郭實獵的《古今萬國綱

鑑》裡挪亞造方舟的故事。
311
	然而，他絕不可能知道阿勒山就是 

挪亞方舟停泊處，因爲該書沒說；他也絕不可能曉得西方神學家關

於方舟停留地點的說法。因此，他惟有據《全集》文字，改寫如

下：

亞爾美尼亞，（一作亞麥尼）在古爾的斯丹、美索不達

迷亞兩部之北。阿臘山在其境內，峰壑險峻，洞峽幽深，水

漲則巨舟泊於峰。
312

細心咀嚼，顯然的，徐繼畬所理解的「巨舟」，僅僅是一艘體

積巨大的船，與猶太教、基督教信仰毫無關係。

再舉一例。《全集》卷十五記載伊斯蘭教誕生的社會背景說，

教主摩哈麥（Muhammad，穆罕默德） 

309 
《海國圖志》卷二十八《西南洋·南都魯都機國沿革》， 第12頁a。

310 
亞美尼亞，《四洲志》音譯作阿彌阿。參閲《海國圖志（六十卷 本）》卷十

六《西南洋·南都魯機 回 國》，第4頁a。
311 

《瀛環志略》卷七《西班牙國》中「泰西人所編《綱鑒》」（第18頁b）即

是郭實獵的《古今萬國綱鑑》。《古今萬國綱鑑》卷一《洪水前紀》記載： 

「蓋上帝定旨以洪水之災，罰世間人類，故當堯時前，令洪水溢天下，惟挪

亞奉天啟，立即建巨船，帶親屬兼諸禽獸，駕船浮諸洪水之上。霖雨横流，

氾濫於天下漫山而滔天焉，令人類、禽獸、昆蟲一均泯沒也……嗣後水漸

退，其船內人咸出獻祭，鳴謝上帝無涯也。」（新嘉坡堅夏書院藏版，道光

十八年（1838）鎸，第3頁a~3頁b）。
312 

《瀛環志略》卷六《土耳其國》，第10页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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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觀本地民人，獨拜偶像，心內不悅，新造教門。……

如此迷惑俗人，震懼懦夫，但拜菩薩之徒，不肯悅服抵擋，

令摩避危穴內藏身矣。
313

在魏源、徐繼畬極其傳統的知識倉庫軀殼裡，毋庸說，有相

當豐富佛教的知識，也有些許基督教普通常識，但卻完全沒有半點

兒阿拉伯地區的宗教常識。當他們看到上引「菩薩」這詞語時，馬

上與知識倉庫中的佛教資訊聯繫起來。因此，在輯錄這段文字時，

魏源就把「拜菩薩之徒」改作「佛教之徒」
314
。徐繼畬則說摩哈

麥「以佛教拜偶像爲非」，於是「思别創教門以自高異」
315
。不言 

而喻，這是誤讀。其實，伊斯蘭一神教誕生之前，絕大多數阿拉

伯人信仰多種宗教。在麥加的卡巴（al-Ka’bah）有三百六十尊偶

像，其中最高神祇、也是最大的叫做胡伯勒（Hubal）。在希賈

茲（Hejaz）地區，有三座女神偶像，崇拜烏紮（Al-Uzzà，生育之

神、戰爭之神）、亞拉特（Allât，又名艾里拉特女神）、瑪納特

（Manât，命運女神）。
316
 阿拉伯人也有崇拜太陽、月亮、星辰、

泉水、樹木、石頭等。有趣的是，魏、徐的誤讀竟被沿襲並流傳開

來，給下一代的讀者製造閱讀障礙。
317

（3）閱讀環境不同導致解讀差異

世上沒有两片相同的葉子，既有大同，也有小異。魏源、徐繼

畬俩的知識倉庫的儲備大致一樣，所參考閱讀的資料，特别是明 清

313 
《全集》卷十五《亞剌伯》，第38頁a（第154~155頁）。

314 
《海國圖志》卷二十四《西南洋·阿丹國》，第6頁a。 

315 
《瀛環志略》卷三《印度以西回部四國》，第39頁a。

316 Marshall G. S. Hodgson, The Venture of Islam: vol. 1: The Classical Age of Islam 
Conscience and History in a World  Civilization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4), pp. 155–156.

317 
例如，褘理哲（Richard Quarterman Way）在其《地球說略》裡就沿襲這錯

誤。參閲褘理哲：《地球說略》，王錫祺輯《小方壺齋輿地叢鈔再補編》第

十二帙，第6页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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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教士等撰寫的西書也大致相同，
318
	因此他們對《全集》的理解與

解讀大體應是相近。但是，由於两人閱讀環境與閱讀方法不同，導

致他們的一些理解與解讀有不同與差異。

先說閱讀環境。魏源將近三十歲，走出偏僻的家鄉後，大半

生客居江 浙一帶。1841年五月，他在京口（今江蘇 鎮江）從林則

徐手中獲得未刊譯稿《四洲志》、郭實獵編著的《東西洋考每月統

記傳》、《貿易通志》，及裨治文的《美理哥合省國志略》。其後

在搜集資料編纂《海國圖志》時，得張穆等師友的幫助。由於他遲

至1848年夏始在香港購得一本外文世界地圖集，因此他對域外世界

各國地理位置的認識極其空泛和模糊。約1846年當他取得《全集》

時，僅能憑藉其知識倉庫儲備和所搜集到的其他西書，對書中所載

進行摸索、考証與解讀。因著這樣不利的閱讀環境，導致《海國圖

志》中出現諸多失誤。

徐繼畬則不同。在山西老家度過了人生的頭三十年後，他就

離開家鄉。道光六年（1826），進翰林院，呆了十年后。道光二十

年（1840）七月，約四十五歲時，他從內陸到神州東南部沿海的福

建，最終擔任權傾一方的封疆大吏，常駐厦門，處理海疆夷務。因

職務之便，與外國傳教士與外交官時有接觸。

早在道光二十三年年底（1844年初），當美國傳教士雅禆理

（David Abeel, 1804~1846）知道徐繼畬有意多瞭解域外世界後，除贈

送他一些書刊外，還借他一部外國地圖冊供他參考。徐就這部「繪 

刻極細」的地圖，鈎摹了十餘幅，「令雅禆理譯出地名」，然後在

318 
魏源、徐繼畬案頭都有《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所得期號不同）、瑪吉士

的《地理備考》。徐繼畬也從《海國圖志》六十卷本中間接閱讀了林則徐未

刊譯稿《四洲志》、郭實獵的《貿易通志》及裨治文的《美理哥合省國志

略》等。惟一不同的是，徐繼畬擁有郭實獵的一本世界歷史書《古今萬國綱

鑑》，而魏源卻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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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上貼满了中文譯名，並就各地形勢、風尚及自然環境等，「就雅

禆理詢譯之」。與雅禆理晤談多次後，徐開始瞭解天朝之外的外部

世界了。這些地圖摹本給他打開無窮難盡的知識視窗，讓他對西方

世界地理的認識有堅實的基礎。

1844年12月，雅禆理離開厦門回國。徐繼畬又得英國駐廈門、

福州領事李太郭（George Tradescant Lay, 1799~1845）之協助與指

點。
319
 1845年，接替李太郭的阿禮國（Rutherford Alcock, 1809~1897） 

送給徐繼畬一冊《全集》。阿禮國「答應給他一個地球儀，而且在

他的請求下，阿禮國夫人爲他繪製了一副世界地圖，並在上面以

不同的顏色表明分別由英國、法國和俄國控制的區域。」
320
	我們

知道，地圖是閱讀世界地理不可或缺的工具書。它是空間信息的載

體，直觀地表示某個國家或地方在廣濶的世界中正確的位置（是否

位於內陸或被海洋包圍）、地形輪廓特徵、疆域大小，甚至貿易據

點、殖民地分佈網絡概況，等等。通過閱讀地圖、觀察地球儀，徐

繼畬對世界的認識有具體深刻的印像。

1845年，取得《全集》後，徐開始認真閱讀這書，求索毫無所

悉的知識，遇有不明難解之處，「每晤泰西人，輒披冊子考證之，

於域外諸國地形時勢，稍稍得其涯略，乃依圖立說。」
321
	例如有

一次，他寫了一張便條問阿禮國，爲甚麽其夫人所繪製的世界地圖

上，「漏掉了阿富汗，它究竟是被波斯合併了，還是喪失了獨立王

319 
例如徐繼畬向李太郭詢問有關猶太人及其歷史。參閲《瀛環志略》卷六《土

耳其國》，第16頁b。
320 Fred W. Drake, China Charts the World: Hsu Chi-yü and His Geography of 1848 

(Cambridge, Mass.: East Asian Research Center, Harvard University, 1975), pp. 40–41； 

吴義雄：《西方人眼裡的徐繼畬及其著作》，虞和平、孫麗萍主編《穿越時

空的目光：徐繼畬及其開放思想與實踐》，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 

第206頁。
321 

徐繼畬：《自序》，《瀛環志略》，第1頁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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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的地位。」
322
 徐氏就是通過向外國人「反復詢譯，參以史錄所

紀，訂其舛誤」，詳細考證，細嚼慢嚥，經核驗後才接受。就是在

這種全然迴異的閱讀環境下，我們看到魏、徐两人在閱讀《全集》

時，理解與解讀有不同與差異。這裡舉三個例子。

例一，《四洲志》裡有國家名瑞國，《皇清四裔考》也有（前

者實指瑞士，後者則爲瑞典。）究竟它們所指是否同一個國家？魏

源感到困惑。當他得到朋友寄贈《全集》後，展卷閱讀，看到其中

有瑞國（Switzerland，也作瑞士地）、瑞丁（Sweden）两國，分别編

入不同卷裡，頃刻間，他焕然大悟：「以瑞國與瑞丁國分爲二地，

隔海南北，可以析群書之淆，釋今古之惑」
323
，於是他把《全集》

瑞國（瑞士）部分編入《海國圖志（六十卷本）》卷三十一，而瑞

丁國部分則編入卷三十八裡。
324
	表面上看，魏源好像能清楚分辨两

國之間的不同。其實不然。他對瑞士、瑞典的地理位置、疆域輪廓

完全沒有具體概念。他竟然將《皇清四裔考》「四面皆大澤汪洋」

之瑞國（瑞典）和《全集》之瑞國（瑞士）一併置放在卷三十一同

一卷裡。

徐繼畬則不同。從他自己臨摹的地圖及阿禮國夫人所繪製的

世界地圖，清楚知道瑞士、瑞典的地理位置。他知道瑞士是個位

於中歐的內陸國家，也曉得它周圍有甚麽國家。1844年8~9月完

稿的《瀛環考略》載：「專漫尼（日耳曼）之南曰束色楞（即瑞

士）……專漫尼、束色楞之東北臨波羅的海者，曰布魯西亞（普魯

士）……額里士（希臘）、密爾閏（比利時）、專漫尼、意大里亞

322 Drake, China Charts the World, pp. 40–41；吴義雄：《西方人眼裡的徐繼畬及

其著作》，第206頁。
323 

《海國圖志（六十卷本）》卷三十一《外大西洋·瑞國》，第4頁a。
324 

《海國圖志（六十卷本）》卷三十一《外大西洋·瑞國》，第4頁a~8頁b；
卷三十八《北洋·瑞丁國》，第20頁a~22頁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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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四國之西，曰佛郎西（法國）」。徐氏也懂得瑞典是一

個位於斯堪地納維亞半島的北歐國家，也認識其地理位置概況， 

《瀛環考略》云：「瑞國，又名瑞口顛，東北界勒必蘭（Lappland，

拉普蘭）、芬蘭，東距波羅的海，西南與嗹國隔港，西界訥爲（挪

威）」。
325
	有了這清楚正確的認識，徐繼畬當然知道《皇清四裔

考》「在西北海中」
326
	的瑞國即是瑞典。

327
	在擴張《海國圖志》爲

百卷本時，魏源參考了《瀛環志略》與剛在香港購得外國人繪製的

世界地圖冊，最終把出現在六十卷本《瑞國（瑞士）》裡《皇清四

裔考》的文字給删去了。

例二，《全集》卷三十六介紹了拉丁美洲最大的一個國家---巴

西。開頭描述它的地理位置云： 

巴東至大西洋海，西連佰、拉等國，南亦交拉，北連

可與佛、荷等藩屬也。
328

 

「巴」即「巴悉」之簡稱。巴悉，英語（葡萄牙語：Brasil）

的譯音，今譯巴西。「佰」即佰路（Peru）之簡稱，今譯秘魯。 

「拉」爲拉巴拉他（La Plata）329
	之簡稱，今譯拉普拉塔，18世紀

阿根廷舊名，其正式名稱叫做	Viceroyalty of the Río de la Plata（拉普

拉塔河總督轄區）。「可」即可侖比亞
330
	之簡稱，今譯哥倫比亞。

325 
徐繼畬：《瀛環考略》，卷下，第108、137頁。

326 
《欽定皇清文獻通考》（《四庫全書》版）卷二百九十八《四裔考》，第36頁a。

327 
按，《全集》使用「瑞國」來指稱瑞士，而徐繼畬則沿襲《皇清四裔考》，

以它來稱瑞典。參閲《瀛環志略》卷四《瑞國》，第31頁a。
328 

《全集》卷三十五《佰路國》，第76頁b（第349頁）。
329 

《全集》卷三十五《佰路國》，第75頁b、76頁a（第341、345頁）。
330 

《全集》卷三十四《南亞默利加》，第75頁a（第33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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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裡指大哥倫比亞共和國。
331
「佛」即佛蘭西之簡稱，今譯法國。 

「荷」即指荷蘭。「藩屬」指法屬圭亞那、荷屬圭亞那。

魏源解讀上引這短文字，基本正確，
332
	但他以爲「可」是指

中美洲之墨西可（墨西哥），卻是錯誤。
333
	這具體證實魏源對中美

洲、南美洲各國的地理位置印象模糊不清。

徐繼畬則不然。從雅禆理口中，他知道南美洲有哪些國家，以及

它們的地理位置。《瀛環考略》載：

麥西哥（墨西哥）之南，臨大洋海（太平洋）者，爲

秘魯。秘魯之南，爲玻利非亞（玻利維亞）。玻利非亞之

南，負山沿海、地形狹長者，爲智利。……南亞墨利加東

北臨海，有地曰歪阿那（圭亞那），歐羅巴三國分據立馬

頭。英吉利在北，荷蘭在中，佛蘭西在南。玻利非亞之南，

智利之東，有部落曰由乃的樸拉文士士（United Provinces，

指United Provinces  of the Rio de la Plata，拉普拉塔聯邦）。迤

東南曰謬諾士爾力士（Buenos Ayres，布宜諾斯艾利斯） 。

331 1819年，哥倫比亞脱離西班牙獨立。1821年至1822年，它和委內瑞拉、厄瓜

多爾、巴拿馬聯合，建立大哥倫比亞共和國（Republic of Gran Colombia）。 

1830年，委內瑞拉、厄瓜多爾退出，1831年哥倫比亞改名新格拉納共和國

（The Republic of New Granada）。參閲Encyclopedia of World History, compiled 
by Market House Books Lt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 151, 208 
and 702.

332 
《海國圖志（六十卷本）》輯錄《全集》的這段文字，除了誤將其中之 

「可」指中美洲之墨西可（墨西哥）外，尚有二點不同：一，魏源在開頭 

「巴悉國」之後，據艾儒略的《職方外紀》，加插了「一作伯西爾國」六個

字；二，他把原文两處的「拉」改作「巴拉」（應是「拉巴」之誤，拉巴拉

他之簡稱）。參閲〔意〕艾儒略:《職方外紀校釋》，第126頁。
333 

《海國圖志（六十卷本）》卷四十三《外大西洋·南墨利加洲內伯西爾

國》	，第11頁b。1848年夏，在嶺南之遊時，魏源在香港購得一部西方人繪製

的世界地圖，也取得瑪吉士的《地理備考》。在擴展《海國圖志》爲百卷本

時，他查閱新獲資料及《瀛環志略》後，發現先前《全集》中之「可」當作

墨西可有誤，於是在百卷本卷四《巴悉國圖》北部地方注記「可倫比國界」

（正文訛誤沒改，仍然作墨西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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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南地形狹長，三面臨海，曰八的哥尼阿（Patagonia，巴塔

哥尼亞），皆土番部落。麥西哥面介之東南，玻利非亞、

由乃的樸拉文士士之東，直抵大西洋海，皆土番雜部，統

名布拉熱爾（Brazil，巴西）。
334

有了這具體認識，後來又從《地理備考》知道「新加拉那大

（New Granada，新格拉納）、厄瓜多爾（Ecuador，厄瓜多爾）、

委內瑞辣（Venezuela，委內瑞拉）三國原爲哥倫比亞國，於耶蘇一千

八百三十一載（即大清 道光十一年也）分爲三國，不相統屬」
335
， 

因此徐繼畬曉得《全集》記載巴西北部之「可」即是指可侖比亞。
336 

例三，《全集》卷二十七記載南非有「虎、獅、象、兕、河

馬、鹿、麂，與長頸鹿（正是各獸之最高者）以及駝鳥」
337
	等動

物。虎、獅、象等，魏源、徐繼畬應該知道牠們的樣子，但「河

馬」、「長頸鹿」究竟是甚麽動物，他們從未見過。《東西洋考每

月統記傳》沒有介紹長頸鹿的文章，但有一篇介紹河馬的長像、習

性的短文。
338
 魏、徐案頭沒這期號，所以無法理解「河馬」這個漢

語新詞所指爲何。魏源身邊沒人可解疑釋難，因此在輯錄這段文字

時，他將「河馬」、「長頸鹿」一併删去。
339
 徐繼畬向周遭泰西人

334 
徐繼畬：《瀛環考略》卷下，第199~201頁。

335 
《地理備考》卷九《新加拉那大、厄瓜多爾、委內瑞辣三國全志》，第20頁b。

336 
《瀛環志略》卷十《南亞墨利加各國》，第16頁a。

337 
《全集》卷二十七《南亞非利加》，第68頁b（第307頁）。

338 
《河馬像略說》，《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道光戊戌年（1838）五月， 

第370~371頁。
339 

《海國圖志》卷三十四《小西洋·南阿非利加洲各國》，第32頁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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詢問，大概知道「河馬」鼻子上有一個或二個角；
340
「長頸鹿」脖

子和腿按比例都比其他有蹄動物長，因此在轉述這段文字時，他把

這两種動物名稱照列進去，且在两個詞語後各加了夾註云：「河馬

有角，可作刀柄」、「長頸鹿頸長於身」
341
。

(4）閱讀方法不同導致解讀差異

再看魏源、徐繼畬的閱讀方法。《海國圖志》和《瀛環志略》

是旨趣迥然不同的两種書籍。前者用力於「彙編」，後者用力於 

「撰寫」，因此編著者閱讀資料的方法也就迴異。閱讀大體分作兩

大方法：略讀法與精讀法。在閱讀《全集》時，魏源採取略讀法。

他只求大概瞭解每一章節、每一卷的內容大略，攝取讀物的重要資

訊與要點，做整體的把握。然後參考一些相關書籍以對書中所載多

一些認識。最後，去粗取精，做一些簡單編輯裁剪、文字潤飾修改

等工作，或補上脱字，或删去衍文，或加插自己所寫的一些文字。

遇不解之字句，或略加考證，如無法釋疑，則依原文照錄，草草揭

過。

徐繼畬則采納精讀法。他著意窮研，逐句紬繹，逐章理會，翻

查相關圖書，反復鑽研，細嚼慢吞，以求融會貫通。遇有不明難解

之處，或向周遭傳教士和外交官請教，或翻閱他書以求明白。魏、

徐相異的閱讀方法，導致两人對《全集》的理解與解讀有不同和差

異。舉個例子。《全集》卷三十六記載1820年代巴悉（巴西）獨立

事件云：

340 
按，河馬是沒有角的。筆者查閱慕瑞《地理百科全書》，發現南非有犀牛，

並無河馬，確知此處郭實獵用錯譯詞。事實或許是這樣：徐繼畬向人求問 

「河馬」到底是甚麽動物，回答者誤以爲「河馬」就是rhinoceros之譯詞，

因此把犀牛的長像特别是鼻子上有角的特徵給介紹了。參閲Murray, The 
Encyclopedia of Geography (1840), p. 1245。

341 
《瀛環志略》卷八《阿非利加南土》，第22頁b~23頁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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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是之時（指道光年間），該居民自覺有權能，自主

辦政，是以與本國絕交，而自立舊皇之世子爲皇帝，又取

國之尊貴者，合力協心治理矣。
342

對上引这段文字，魏源不求甚解，略加修飾後，就把它輯錄進

《海國圖志》六十卷本裡。
343
 1848年，他獲得瑪吉士（José  Martinho 

Marques）的《新釋地理備考》，發現這書有南美洲國家名爲巴拉

西利之記載。他不曉得巴拉西利（葡萄牙語：Brasil）和《全集》的

巴悉（英語：Brazil）這两個音譯異名，所指其實是同一個國家。從

二書所記，這二個地名的地理經緯度和周遭隣國，他認爲它們應是

在同一地帶。
344
	再看《地理備考》中有句話說，1825年「大西洋國 

（葡萄牙）君封其太子伯德祿（Pedro I，佩德羅一世）於巴拉西

利，自爲一國，不相統屬」
345
。他沒能把這句模糊的話和上引《全

集》的記載聯繫起來。他按照中國傳統的藩屬關係來詮釋《地理備

考》那句話，就此把它們當作兩個不同的國家。於是在輯錄《地理

備考》文字時，在原文開頭第一句「巴拉西利國在亞美里加州南區

之東」前後加插了「南州地屬布路亞兼攝者曰」、「本巴悉國之分地

也」十九個字
346
，意思說，巴悉是獨立國，巴拉西利是巴悉的「分

地」，屬布路亞（葡萄牙）兼攝。
347
	基於這認識，他把巴悉置放在 

342 
《全集》卷三十五《佰路國》，第77頁a（第351頁）。

343 
《海國圖志（六十卷本）》卷四十三《外大西洋·南墨利加洲內伯西爾

國》	，第12頁b。
344 

《全集》卷三十五《佰路國》，第76頁b（第349頁）；《地理備考》卷九 

《巴拉西利國全志》，第33頁b~34頁a。
345 

《地理備考》卷九《巴拉西利國全志》，第35頁a。
346 

《地理備考》卷九《巴拉西利國全志》，第33頁b；《海國圖志》卷六十九

《外大西洋·南墨利加洲內各國兼攝地》，第10頁a。
347 

陳華：《關於魏源輯撰〈海國圖志〉的幾點看法》，載劉泱泱、郭漢民等編

《魏源與近代中國改革開放》，湖南師範大學出版社，1995，第130~131頁；

陳其泰、劉蘭肖：《魏源評傳》，南京大學出版社，2004，第45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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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國圖志（百卷本）》卷六十八《南墨利加洲內伯西爾國》，而

巴拉西利則與英屬圭亞那、法屬圭亞那、荷屬圭亞那一同安置在卷

六十九《南墨利加內各國兼攝地》裡。在卷四《巴悉國圖》、《南亞

默利加州全圖》、《（亞默）利加州南方五國合圖》上，魏源在今

天巴西的位置註記「巴悉國」
348
，至於巴拉西利究竟在何處，三圖

皆未標明。

徐繼畬則作不同的解讀。當看到上引《全集》那段話，他大概

知道它說的是關於巴西獨立之事，至於牽涉其中的歷史人物名字、

事件之詳情細節就不得而知。於是，他找來《東西洋考每月統記

傳》道光癸巳年（1833）八月刊登的一則近日葡萄牙王室與巴西獨

立運動的新聞報導
349
，以及丁酉年（1837）八月號上的《葡萄牙國

志略》
350
	仔細閱讀，反復推敲、潛思默究後，他確認《全集》的 

「巴悉」和「巴拉西利」其實是同一個國家，就是幾年前雅禆理音

譯的「布拉熱爾」
351
，並爲它釐定今天我們使用的巴西這個國名。

他寫下下面這段文字：

嘉慶年間，葡萄牙王爲佛郎西王拿破侖所逼，逃至巴

西。佛師退，歸國，尋卒。其子伯德禄留王巴西，遣女歸

王葡。王不諳巴俗，巴人迫王歸葡，立其世子爲王，國之

貴人相助爲理。由是别爲海西大國，不屬於葡萄牙。
352

348 
《海國圖志》卷四《南亞默利加州全圖》，第37頁b~38頁a；《巴悉國圖》， 

第39頁b~40頁a；及《（亞默）利加州南方五國合圖》，第41頁b~42頁a。
349 

《新聞·大西洋即葡萄牙庫耳國事》，《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道光癸巳年

八月，第28~29頁。
350 

《葡萄牙國志略》，《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道光丁酉年八月，第262~263
頁。

351 
徐繼畬：《瀛環考略》，卷下，第201頁。

352 
《瀛環志略》卷十《南亞墨利加各國》，第16頁~17頁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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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閱巴西歷史書，我們知道，1500年葡萄牙航海家德佩羅·卡

布拉爾（Pedro Álvares Cabral）到達巴西。此後，自1532以降，葡

萄牙統治了巴西將近三百年。1807年，由於葡萄牙拒絕法國對英國

國際貿易實行封瑣的要求，拿破侖的軍隊入侵並佔領了葡萄牙。翌

年，在英國艦隊的保護下，葡萄牙的瑪利亞一世（Maria I）、攝政

王若昂（John）及王室成員從里斯本遷往巴西。1818年，瑪利亞一

世去世，攝政王若昂成爲新國王，改稱爲若昂六世（John VI）。 

1820年，拿破侖軍隊撤離葡萄牙。翌年，若昂六世回國。臨行前，

任命其長子佩羅德（Pedro）爲巴西攝政王。1822年9月7日，巴西國

內獨立運動風起雲湧，加上受葡萄牙議會所逼，佩羅德宣佈巴西獨

立，成爲巴西帝國，加冕爲皇帝，稱佩羅德一世，成爲一個由布拉

干薩王室拉美分支統治的自治立憲帝國。1825年，葡萄牙國王若昂

六世正式承認巴西獨立。
353

這證實徐繼畬對《全集》的解讀完全正確，我們不得不佩服

他「超乎常人的深透理解力和睿智識見」
354
。魏源的解讀大錯特誤

矣！

結語

在中國近代史上，郭實獵是一個舉足輕重的人物。「他是一個

中西文化交流的使者，爲讓中國走向世界，讓世界瞭解中國作出了

一定的貢獻」
355
。他將儒家的一些經典翻譯成英文，也譯介了包括

353 David Birmingham, A Concise History of Portugal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 96–117; 何國世：《巴西史：森巴王國》，三民，2008，第

68~79頁。
354 

曾燕、涂楠：《撬動中國向近代轉型的堅實支點	——	徐繼畬「大變局」認識

與涉外務實研究》，四川大學出版社，2012，第77頁。
355 

張琳：《早期來華傳教士的典型代表	——	郭士立》，載雷雨田主編《近代來

粵傳教士評傳》，百家出版社，2004，第116頁。



导言  xci

《紅樓夢》、《三國演義》、《聊齋志異》以及蘇軾作品在內的中

國文學成就，讓西方人瞭解中國語言、文化、文學與歷史。另一方

面，在19世紀中葉之前，中國人對域外的認識只有一些極其零碎、

模糊、扭曲，甚至是錯誤的西方圖像。郭實獵所編撰的中文著作，

如《古今萬國綱鑑》、《全集》、《大英國統志》（二種）、《猶太國

史》，以及月刊《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等進入中國文人學士的閱

讀世界，在儒家典籍牢固的統治地位中打開一個缺口，把極其豐富

的世界史地新知灌輸與晚清中國士人學者。

在郭實獵這些著作中，影響晚清士人學者最大的，莫過於1844

年在香港刊行、「世所鮮見」見（魏源語）的《全集》。它就像一

扇軒敞的窗口，拓寬他們的視野，讓他們通過它探視屋外的遼濶的

天空與世界，帶來了知識世界的沖擊。它開啟中國近代研究地理學

的先河，推動了清代地理學的發展，促進了晚清 中國學者士人地理

觀念的解放。從此，中國地理學改變了他們的研究方向、擴大了他

們研究的範圍，開始從中原華土擴展到域外，其影響是極其大且深

遠的。

在研究中西文化交流，郭實獵衆多中文著作是極其重要的研

究素材，但一般學者鮮有機會目睹它們的全貌，更别說對它們進行

研究。有鑒於此，有識學者選其重要者進行整理、校刊和註釋，然

後交由出版社重刊。1997年，黃時鑑先生率先整理了《東西洋考每

月統記傳》，由北京 中華書局影印出版。此後中國、臺灣、香港

等地的學者均從這月刊中取材，對其所灌輸的世界地理知識、漢語

新詞等做深入研究，發表的相關論著，可謂汗牛充棟。十六年後， 

2013年，香港的黎子鵬將郭氏七部較具代表性的小說編註成書，取

名《贖罪之道傳：郭實獵 基督教小說集》，由臺北的橄欖出版有

限公司刊行。2015年，筆者也爲郭氏所撰寫的两種《大英國統志》

做了校注本，由新加坡 新躍大學（2017年易名新躍社科大學）新躍 



xcii  萬國地理全集校注

中華學術中心與八方文化創作室聯合出版。而今，經數年努力，筆

者終於完成了這部《全集》校注本，爲研究中西文化交流史、中國

世界地理思想史提供第一手素材，冀望往後學者能利用它進行較爲

深入、具體的研究，築起高屋麗砙，結出更多碩果，填補19世紀中

西文化交流史上的空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