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要旨〕

麒麟ビールの商標に代表される瑞獣麒麟とあの背の高い動物ジラフとは似ても似つかぬ

ものなのに、どうしてジラフがキリンと呼ばれるようになったのか。本稿では、ジラフが

キリンと呼ばれるようになった経緯を調査することにより、両国の文化の違いを探った。

中国でジラフが麒麟と呼ばれたのは、明代の永樂帝の時、アフリカに遠征した鄭和がジ

ラフを持ち帰り、麒麟だとして皇帝に献上したことにある。ただ、中国においてジラフが

麒麟と呼ばれたのはこの時だけである。その他の時代には、鹿、牛の畸形などさまざまな

動物が麒麟と呼ばれた。ただ、麒麟は瑞獣であるが故に、麒麟の認定は国家的承認を必要

とする敏感な政治問題であった。

それに対して、日本では、一般に１９０７年にジラフが初来日した際、当時の上野動物

園館長石川千代松がキリンと命名したと言われている。だが、歴史はさらに遡ることがで

きる。すでに、１８世紀末に、すでに蘭学者桂川国瑞が、洋書に見えるジラフと永樂帝に

献じられた麒麟とは同一物であろうと推測していた。桂川は歴代の麒麟がすべてジラフで

あると考えたわけではなかったが、この説を引き継いだ大槻玄沢は麒麟がすなわちジラフ

であると考えた。このジラフ＝麒麟説が定着したのは、明治になって、当時の動物学の重

鎮田中芳男が「獣類一覧」という掛図において麒麟を採用したことによるようである。た

だし、田中芳男は、ジラフの訳としてキリン以外に「豹駝」や「長頸鹿」も挙げていた。

その後の石川千代松も、ジラフの訳としてキリンが適当だと考えていたわけでもない。日

本における命名は既成事実の定着によるものであり、名前の精察を経たものではない。

以上のように、中国では命名が国家的に議論されたのに対し、日本では慣習が定着した。

これは命名（名前、言語）に対する両国の文化の違いを示す一例として興味深い。



長頸鹿為何被稱為麒麟？－比較中日兩國的差異

湯城吉信

きりん 麒麟

きりん 麒麟

だれがつけたの？ 這名字是誰起的？

すずがなるような 聽起來像小鈴鐺一般可愛

ほしがふるような 也有點像燦爛的滿天星斗

日曜の朝があけたような名まえを 也讓我想起星期天的拂曉的名字

－まど みちお〈きりん〉

       本名，石田道雄。是有名的日本童謠作詞家。筆名的「まど」是「窗戶」的意思。其代表作〈ぞう

さん（大象）〉是膾炙人口的名作。1920 年(11 歲)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前，居住台灣，在總督府

也工作過。

前言

2005 年 8 月，非洲肯尼亞共和國為了紀念

六百年前，明代的鄭和下西洋，送了一隻長頸鹿

給中國。當時，鄭和把非洲的 giraffe 稱為「麒

麟」上獻給永樂帝(圖 1)。可是，眾所周知，現在

在中國，giraffe 被稱為「長頸鹿」。相對地，直

到現在日本人還是把 giraffe 稱為「麒麟」。這

是什麼理由呢？筆者調查了兩國的長頸鹿和麒麟

的命名背景，試圖闡明兩國的語言文化的差別。

限於篇幅的關係，本文主要講日本的情況1。

（『故宮書畫圖録』（九），國立故宮博物院（台北），

1992 年，346 頁） 圖 1 贈送給永樂帝的麒麟(長頸鹿)

一、中國的麒麟

如上所說，鄭和獻上 giraffe 給永樂帝時，他把 giraffe 稱為「麒麟」。可是，

在中國，只有這時候，giraffe 被稱為麒麟。明代之前和清代，giraffe 是用音譯

來表示
2
，而且，麒麟這個名稱不是只限於 giraffe。

1筆者已經發表的日文論文〈ジラフがキリンと呼ばれた理由―中國の場合、日本の場合（麒麟を巡る名物

學 その 1）〉(大阪府立大學人文學會《人文學論集》26 號，2008 年)有更詳細的介紹。

2早在 12 世紀《續博物志》裏把 giraffe 稱為「駝牛」。1225 年的趙汝适《諸蕃志》裏把 giraffe 稱為「徂



麒麟本來是古代中國人所想像的

動物。在日本，人們所熟悉的麒麟形

像首推Kirin Beer(麒麟啤酒)的商標

(圖 2)。

這商標的麒麟看起來有點兇猛。

可是，麒麟原本是性格溫馴，只有在

皇帝實施善政天下太平的時候才出現

的瑞獸。據《淮南子‧覽冥訓》，古 圖 2 麒麟啤酒的商標

代聖人黃帝時，「鳳凰翔於庭，麒麟游於郊，青龍進駕」。在唐代以前的史書里，

所敘述的麒麟是象徵吉祥的瑞獸3。

跟其他的虛擬動物一樣，麒麟也具有幾個特徵。比如，「麕身而牛尾，狼項

而一角」(《宋書‧志‧符瑞 中》)。簡單地說，麒麟是混有幾種實際動物的特徵。

所以，歷代有很多實際的動物被認為是麒麟。

宋代以後的史書里，我們不難看到很多實際動物被認為是麒麟的跡象。比如，

《宋史》裡面有「牛生麒麟」的記載
4
。由此可知，在宋代，畸形的牛被認為是麒

麟。有時候，甚至連犀牛也差點被認為是麒麟。司馬光在世時，有隻犀牛曾從越

南朝貢給中國。這時，有人企圖把牠稱為麒麟來討好皇帝，說：「因為皇上實施善

政使天下太平，才會出現麒麟」。犀牛原來產生於接近中國的地方，所以這企圖很

容易被識破(筆者認為犀牛所具有的麒麟的特徵只有一只角而已)。當時，司馬光

說：「假如這是麒麟，也不是出現在中國，而只是硬把牠拉過來而已，所以不能說

是中國之瑞。而且，若不是麒麟，會成為周圍國家的笑柄。總之，不該把牠認定

為麒麟。與其玩弄異獸，還不如用心錄用有用的人才努力實施善政」
5
。

明代的鄭和之所以把 giraffe 稱為麒麟奉獻給永樂帝當然也是出於討好皇帝

的心思。可是，周圍臣下的反應與司馬光時完全不一樣。這時，群臣都寫賦歌頌

麒麟的出現和永樂帝的善政
6
。

有意思的是，在明代，朝貢皇帝的禮物的藩屬國所得到的賞賜是繡有麒麟花

紋的衣服
7
。《明史‧輿服志》規定，麒麟服是允許四、五品的臣才能穿的衣服。

可知，得到麒麟服的人是被認定為同等地位的。

蝋」。明代的永樂年間鄭和帶來的 giraffe 也有時候被稱為「祖剌法」(收於《吳都文粹續集》卷二八〈婁東

劉家港天妃宮石刻通番事蹟記〉、《星槎勝覽後集‧佐法兒國條》等)。「祖剌法」可能來自波斯語 zurnapa

或阿拉伯語 zurafa。清代的《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禽蟲典‧異獸部》有「惡那西約獸圖」。「惡那

西約」大概也是音譯。

3代表例如下：「是月，鳳皇六、青龍三、白龍二、麒麟各一，見于郡國」（《晉書‧武帝本紀》）。

4《宋史‧本紀‧徽宗四》：「（宣和三年）癸巳、汝州牛生麒麟。」其他，《宋史‧五行志‧五行五‧土》

也有四例「牛生麒麟」的記載。在《元史》裏，則見於巻二四〈本紀‧仁宗一〉，巻四二〈本紀四二‧順帝

五〉，巻五〇〈五行一〉。

5越南贈送犀牛的故事見於宋沈括《夢渓筆談》巻二一。司馬光的意見見於〈交趾獻奇獸賦〉（《温國文正

公文集》巻一），〈進交趾獻奇獸賦表〉(《増廣司馬温公全集》巻二九)。

6據筆者的調查，有如下幾首賦：沈度〈瑞應麒麟頌有序〉(附在圖 1 的「麒麟圖」上)，王洪〈瑞應麒麟賦〉

（《毅齋集》巻一），金幼孜〈瑞應麒麟賦〉（《金文靖集》巻六），王直〈瑞應麒麟賦〉（《抑庵文後集》

巻三五），李時勉〈麒麟賦〉（《古廉文集》巻一），〈瑞應麒麟賦〉（《兩谿文集》巻三），夏原吉〈麒

麟賦〉，劉定之「麒麟賦」（以上二編收於《御定歷代賦彙》巻一三四）。

7《明史‧列傳‧外國六》「満剌加(＊Malacca)…（永樂）五年九月遣使入貢。…賜王金繍龍衣二襲、麒麟

衣一襲、金銀器…」等。



有些學者認為，因為非洲東部的 giraffe 的發音(giri)接近麒麟(qilin)，所以才

被中國人稱為麒麟
8
。可是，因為認定麒麟是關係到當代皇帝的政績，所以不能只

是因為發音類似而起麒麟的名稱的。

總之，在中國，麒麟是很難理解的動物，各個朝代有很多種動物被認定為麒

麟。再加上，因為麒麟關係到皇帝的施政和天下太平與否的問題，是有關政治的

嚴肅問題。

二、日本的麒麟

圖 3 江戸時代的大象圖和駱駝圖(早稻田大學所藏：文庫 8 C155、文庫 8 G3)

眾所周知，在江戶時代，日本實施鎖國政策，除了朝鮮、中國清朝和荷蘭之

外，跟外國都沒有邦交。可是，通過跟這三國的貿易，日本進口很多外國貨。動

物也不例外。大象、駱駝、外國的鸚鵡等都受當時日本人的青睞(圖 3)。牠們被看

作是吉祥物。

可是，長頸鹿是明治維新後四十年的 1907 年才來到日本的。在日本，一般

認為，把 giraffe 起名為麒麟的是當時的上野動物園園長石川千代松9。可是，根

據筆者的調查，日本人的 giraffe 麒麟說可追溯到江戶時代。

(一)蘭學者桂川國瑞的麒麟圖

18 世紀末，江戶幕府主治醫生兼蘭學者的桂川國瑞(1751-1809)畫了一幅

giraffe 的畫(圖 4)。

8 Berthold Laufer The giraffe in history and art (1927)(日譯：ラウファー《キリン傳來考》博品社，1992

年)介紹的西方學者的學說，及章鴻釗《三靈解‧麒麟解》。日本人的著作也有阿部餘四男《動物閑談》（三

省堂，1942 年）30 頁（荒俣宏《世界大博物圖鑑五 哺乳類》（平凡社，1988 年）311 頁所介紹），小

川博編《中國人的南方見聞錄 瀛涯勝覽》(吉川弘文館，1998 年)154 頁等認為起麒麟的名字是跟非洲東部

的 giraffe 的發音有關。

9高島春雄《動物渡來物語》(學風書院，1955 年)等。



圖 5 Jonstonus《動物圖説》

圖 4 桂川國瑞麒麟圖(三得利美術館編《日本博物學事始》1987 年所引)

這張圖基本上是根據Joannes Jonstonus(John Jonston)(1603-1675)的《動

物圖說》(1660 年)的圖(圖 5)10，只是把身上的花紋改為「豹紋」的(其理由下面會

提到)。

這張圖附有漢文的題詞，解釋他的學說。如下：

《瀛涯勝覧》「阿丹（＊Aden）土産麒麟，前足高九尺餘，後足六尺餘，項

長，頭昂，至一丈六尺，傍耳生二短肉角，牛尾鹿身食粟豆餅餌」。又《五

雜組》：「永樂中曾獲麒麟，命工圖畫傳賜大臣。余嘗於一故家，得見之。

其身全似鹿，但頸甚長。可四尺耳。所謂麕身牛尾馬蹄者，近之」。余偶閲

西土某《喝叭咘喇（＊開普敦 Cape Town 附近的地名）産物志》云：「伎剌巴，

状似駝，豹文，馬類，鹿身，牛蹄，其尾亦如牛。自頭至尾，長一丈七八尺。

其頸甚長，自項至背有鬣如馬。昂頭高一丈五六尺。前足高殆倍後足。傍耳

二短角，長六寸許。向前挺出，堅実如鹿角，而帶皮，生黒毛。頞上一肉瘤，

突起二寸許。遽見之，如三角者。性極馴良，産亞弗利加洲黒地兀皮亜（＊

埃塞俄比亞 Ethiopia）及讚入抜爾（＊Zanzibar）等之處。或云，亞細亞洲印度地

方亦有之」。按「伎剌巴」形状與前二説吻合。且角上帯皮生毛，又謂有肉

瘤如角。則漢人所謂肉角者，或是乎？因摹其圖，譯其説，以配印度鶏。若

夫西狩所獲，元和所獻，不知果為何状也。 月池桂國瑞題

＊ 地名參照《宛字外來語辭典》（柏書房）。「西狩所獲」見於《春秋‧哀公十四年》。「元

和所獻」可能是《舊唐書‧憲宗下》「（元和七年十一月）東川觀察使潘孟陽奏龍州武安

10 Joannes Jonstonus (1603-1675) Historiae naturalis de quadrupedibus libri, cum aeneis figuris

(J.J. Schipperi, Amsterdam, 1657).

英語的翻譯為：John Jonston A description of the Nature of Four-Footed Beasts, With their

Figures Engraven in Brass (London, 1678).



縣嘉禾生，有麟食之。麟之來，群鹿環之，光彩不可正視。使畫工圖之以獻」，或也有

可能是《路史‧餘論‧麟難》所說的後漢的故事(《後漢書‧章帝紀》也有相關的記載)。

《瀛涯勝覧》是明代馬歡撰寫的鄭和下西洋時的見聞錄。《五雜俎(組)》是

明代謝肇淛撰寫的類書。這兩本書提到的麒麟當然是永樂帝時的 giraffe。桂川考

證西方書裡面提到的 giraffe(伎剌巴)是中國的《瀛涯勝覽》和《五雜俎》裡面提

到的麒麟。這考證當然是對的。可是，擁有很廣泛的漢文書籍的知識的國瑞並沒

有斷定歷代所有的麒麟都是 giraffe。

可知，江戶時代的蘭學者，既有豐富的漢文的知識，又有對西方學問的強烈

的好奇心。

(二) 蘭學者大槻玄澤

蘭學者大槻玄澤繼承桂川國瑞的學說。紀錄大槻玄澤的有關蘭學的學說的《蘭

畹摘芳》(寫本)裏，有如下的漢文記載：

麟鳳

自古謂麟鳳為王者之祥，世不恒有，有聖代必出之。古今史籍不絶書而未

有詳説。其物者竊惟是諸種不必當其世出之。恐後人贊聖王之德輝欲奇其事，

假説以為出此靈鳥仁獸乎？往年，社友中川攀卿之在世，渉獵蘭書之際，閲

容私東斯者所撰《禽獸譜》，見其鶏品中有稱互留斯，印度鳩斯密拉弼里斯

（此翻曰異状印度鶏）者，形状似所謂鳳凰者。…

又醫官月池君讀《瀛海勝覧》、《五雜組》所載曰：「麒麟，前足高，後

足短，項長，頭昂，傍耳生二短肉角」、「古所謂麕身牛尾馬蹄者近之。與

今俗所畫迥不類」之説，以與彼《禽獸譜》所圖疑拉法者甚相似。欲讀其説

審其實而未果。余頃日投閑偶取其書考索其事，則圖説明覈，益知與二書之

説脗合矣。因按自古謂麒麟者蓋表聖王之美德所假設耳，而二書所説者，乃

真麒麟，為此疑拉法，不復容疑。由是觀之，麟鳳二物倶異邦所産，不必俟

聖者而出。顧上世聖王巨澤洋溢于異域，其人仰德慕化，各執壤奠（＊貢物）

互輸遠物貢此等珍禽奇獸。…因繼攀卿及月池君之意，作為此編，列漢説及

舊圖於前，載譯文及真圖於後，以備攷証云爾。

寛政辛亥（＊1971 年）春 後學 仙台大槻茂質識

大槻繼承蘭方醫中川淳庵(1739-1786)(名鱗，字攀卿)的鳳凰說和桂川甫周

(名國瑞，號月池)的麒麟說。關於後者，因為 Jonstonus《動物圖說》（容私東

斯《禽獸譜》）的樣子相似於《瀛海勝覧》、《五雜組》的記載，大槻斷定麒麟

就是 giraffe(疑拉法)。再加上，大槻說，麒麟不是皇帝實施善政時才出現的瑞獸，

而是在世上平時可以看到的。

基於大槻說的「列漢説及舊圖於前，載譯文及真圖於後」， (雖然筆者看到

的版本里都沒有圖)他的書原來應該列舉傳統的麒麟圖和西方的 giraffe 圖，並用



後者來否定前者。大槻的特徵在於基於當時的蘭學者的立場。他是用西方的學問

來否定東方的學問的。現在的日本的 kirin 的稱呼淵源於如上所說的蘭學者的學

說。所以，可以說日本的 kirin 不是中國的瑞獸，而是「脫亞入歐」的麒麟。

(三) 森島中良《蠻語箋》

上面介紹的桂川和大槻的論文都沒有正式出

版。筆者確認到的刊行的版本裏的 giraffe 麒麟

說是在森島中良著《蠻語箋》裡面的記載。其記

載如下：

麒麟 カーメロ、パルダリュス（camelo pardalis）

森島中良是桂川國瑞的弟弟。《蠻語箋》是

日本第一部荷蘭語和日語的外語辭典，當時被廣

泛使用。可以推測，對 giraffe 麒麟說的推廣，

《蠻語箋》做到了一定的作用。

與此相關聯，森島中良的另一部著作《紅毛 圖 6 森島中良《蠻語箋》

雜話》卷一的叫《北海大魚》的文章裏，森島考

證《莊子‧逍遙遊篇》「北冥有魚，其名曰鯤」

的「鯤」是在西洋書裡面介紹的某種魚。可知，

當時有一種傾向連接中國古典裏的不可思議的虛擬

動物和西洋書裡面介紹的不可思議的實在動物。

(四) 「麒麟」、「豹駝」、「長頸鹿」的並存

如上所說，日本人之所以將 giraffe 稱為麒麟

是淵源於江戶時代的蘭學者。可是，當時這稱呼還

沒確定下來。明治時代的書籍裡面，對 giraffe 同

時有「麒麟」、「豹駝」、「長頸鹿」，這三種稱

呼。

江戶時代末、明治時代初的生物學者伊藤圭介

(1803-1901)著《佛蘭西獸圖譯名》對 giraffe 介紹

「豹駝」、「之獵猢」、「麒麟」這三個稱呼。根

據他的註釋，「豹駝」是出於《地球說略》，「之

獵猢」(音譯)是出於《博物新編》。《地球說略》、

《博物新編》都是歐美人寫的書。可知，跟桂川國

瑞、大槻玄澤不一樣，蘭學者們已經不看中國古典 圖 7 田中芳男《泰西訓蒙圖解》

書籍了。他們只是為了採集適當的漢字的翻譯，瀏覽當時的漢語的書罷了。

伊藤圭介的弟子田中芳男(1838-1916)是明治維新後的生物學者。他歷任東



京國立博物館、上野動物園等的重要職位，致力於日本的近代博物學的建立。他

曾參加 1876 年舉辦的美國費城博覽會，把長頸鹿的標本帶回了日本。跟伊藤圭

介一樣，田中的著作里也同樣對 giraffe 舉幾個名稱。

比如，在《泰西訓蒙圖解》裏，他舉「麒麟」、「豹駝」、「長頸鹿」這三

個名稱(圖 7)，分別取材於《海國圖誌》、《地球說略》、《智環啟蒙》。《海國

圖誌》是魏源著的地理書，對日本也有一定的影響。《地球說略》上面已經說過。

《智環啟蒙》是英語的啟蒙書的中文版。田中只是在這些書裡面找譯名而已。

(五)起到決定性作用的田中芳男小學掛圖《獸類一覽》

如上所說，明治時代初，giraffe 的稱呼有「麒麟」、「豹駝」、「長頸鹿」這

三種。那，為何現在只留下「麒麟」這名稱呢？

筆者推測，在固定麒麟的名稱起到決定性作用的是日本小學教材《獸類一覽》

採用麒麟的名稱。到了明治時代，日本政府推行近代教育制度。可是，由於缺少

教科書，在小學，用很多掛圖來進行教育。在介紹動物的掛圖里 girafee的名字

寫成「麒麟」 (圖 8)。

這《獸類一覽》的

作者是上面提到的田中

芳男。那麼，田中為何

採用麒麟這名稱呢？

現在，東京大學綜

合圖書館裏的「田中芳

男文庫」還留下很多田

中的藏書和著作。在這

龐大的藏書裏，有大槻

玄澤《蘭畹摘芳》、伊藤

圭介的《佛蘭西獸圖譯

名》等。所以，田中應

該知道關於 giraffe 的 圖 8 田中芳男《獸類一覽》

前人的學說。

因為田中沒有留下任何解釋，我們只能推測其理由。

在《獸類一覽》裏，田中基本上都採用通俗的稱呼。如上所說，「豹駝」是歐

文的直譯，並且不是基於正確的動物學說(giraffe 不是豹和駱駝的混血)。「長頸

鹿」是當時中國的造詞。除了這些名稱之外，若有日本人熟悉的名稱的話，田中

自然地選擇那名稱吧。「麒麟」就是這名稱。日本人很早就熟悉虛擬動物的「麒麟」，

而且沒有意識到「麒麟」是虛擬的。當時的博物學者的筆記裡面，留下如下兩張

麒麟圖(圖 9、圖 10，不知中國是否還保留這些圖)。看過這些圖的日本人自然而然會以

為麒麟是在世界上存在的。

筆者認為田中的著作里找不到他的學說的事實反映當時學術的潮流。當時已

經不是討論名字的階段而是研究對象的階段。當時的學者已經對漢學失去興趣。



江戶時代的蘭學者博覽漢籍。反之，明治時代的學者只是在漢籍裏，找找譯名

圖 9 康熙麒麟圖 圖 10 乾隆麒麟圖11

(國會圖書館所藏《蘭畹摘芳》寫本) (國立博物館所藏《博物館寫真圖》)

而已。

總之，現在的麒麟的稱呼是由田中芳男開始的。可是，田中的採用並沒有基

於很明確的理由，他只是採用膾炙人口的詞而已。

(六)博物學的「麒麟」、語言學的「豹駝」

田中芳男以後的博物學里，對 giraffe 基本上都用麒麟這名稱。可是，有意

思的是，與此相反，明治時代的英日辭典里，基本上都採用「豹駝」這譯名12。

英日辭典之所以採用「豹駝」大概跟 giraffe 的學名 Giraffa camelopardalis

有關係。拉丁語 Camelopardalis 是淵源於「豹‧駱駝」的意思的波斯語。所以，

「豹駝」可以說是很正確的翻譯。

Berthold Laufer The giraffe in history and art (1927)也說：「日本人把

giraffe 稱為豹駝，或麒麟。」

之外，有意思的例子是，現在最廣為流傳的《廣辭苑》發行之前，最有名氣

的日語辭典《大言海》裡面的解釋。《大言海》否定把 giraffe 稱為麒麟13。《大言

11上面的題辭如下：「乾隆四年二月一日午時鳳陽府靈璧縣産麒麟。麕身，牛尾，馬蹄，五彩，腹下黄，一

角，角端有肉。縣宰即繪圖申報進呈 御覽。 東呉程致遠臨」

12查看在網絡上公開的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近代 digital library 裏的博物學的教科書和英日辭典就容易知

道。關於筆者的調查的詳細結果，請看筆者《ジラフがキリンと呼ばれた理由―中國の場合、日本の場合（麒

麟を巡る名物學 その 1》注 43 和注 44。

13 《大言海》裏，「キリン kirin」、「豹駝」、「ジラフ giraffe」的解釋分別如下：

「キリン kirin」「（二）現在，把 giraffe 稱為麒麟是錯誤的。請參照其條。」（509 頁）

「豹駝」「〔色彩、斑文，與豹相似，体躯，與駱駝相似，所以這麼起名〕麒麟的異名。請參照 giraffe

的條。」（1022 頁）

「ジラフ giraffe」「（＊筆者注：解釋形狀之後）麒麟。」（1802 頁）



海》的作者大槻文彥是上面提到的江戶時代的蘭學者大槻玄澤的孫子。大槻文彥

反駁自己的祖父的學說，是饒有趣味的。

(七)再談石川千代松

如上(第二章開頭部分)所說，現在在日本，一般認為， 對 giraffe 起名為麒

麟的人是 giraffe 第一次來日時的上野動物園園長石川千代松。可是，看他的著

作，我們就發現石川也不是提倡麒麟這名稱14。

(八)日本人起名的特徴

現在的日本人，不管外來語或是漢語、和語，動物和植物的名字都用片假名

來表示。其目的在於把它們當作客觀研究的對象。這習慣可追溯到江戶時代以前

的本草學。江戶時代的本草學裏，最棘手的問題是鑑定哪個日本本土的植物、動

物相當於《本草綱目》的漢名。當時，已經把鑑定的和名用片假名來表示。對本

草學者來說，漢字是主，片假名的和名是賓－假稱、通稱(「假名」本來是這樣的

意思)。因為是假稱、通稱，不用拘泥於這些名稱。

日本 giraffe＝麒麟的名稱也不是經過詳細的討論才決定的，而是只是漸漸的

形成的習慣。可是，對專家來說，不用拘泥於通稱。現在，有多少日本人意識到

「kirin(麒麟)」、「zou(象)」、「kaba(河馬)」等本來有漢字？片假名的表記法確

實有客觀化的功能，可是會導致對名稱的疏忽。

結語

在中國，是否准許把某一種動物稱為麒麟是關係到皇帝的政治評價的很敏感

的政治問題，需要國家的認定。在歷代，很多動物被稱為麒麟，giraffe 稱為麒麟

是只限於明代的一個例子而已。

反之，在日本名字的確定是由於既成事實。這樣的方法可以說是反映日本人

注重實學、不在乎虛名的實學精神。並由於這樣，日本人能無意識地保留古名。

可是，也可以說，日本人在名稱方面不嚴格的反映。

可知，當時麒麟的名稱被廣泛使用，可是大槻反對這稱呼。

14石川千代松〈動物繪物語〉(《石川千代松全集》卷二，211 頁)：「這是叫 giraffe 的動物。這動物稱為麒

麟也許是不妥當的。不過，我記得在美國人寫的漢語書裏看過這名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