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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    單車失竊記                 出版社：麥田 

 

作者：    吳明益                     譯  者： 

 

報告主題：歷史大搜查—尋回遺落的環節 

     主題簡介：   

            (一) 從腳踏車的演變史看庶民生活 

            (二) 從圓山動物園的變遷史看動物倫理 

           (三)從動物園明星的生命史看物我關係 
              (四)從世界大戰的因果剖析看地球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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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書籍簡介 

    這是一本描寫二戰時期與腳踏車的書，故事以第一人稱書寫，以腳踏車為主軸，

將人們藉由腳踏車串聯全文。說明主角為了找尋失蹤的父親以及在記憶裡的那台父

親的幸福牌腳踏車，開始收集老車。尋找的過程中，他也聽到了許多人與腳踏車的

故事，包括：咖啡館的阿達、夢想成為戰地攝影師的阿巴斯、以自己的母親為靈感

寫出台灣捕蝶記憶的薩賓娜以及象的回憶，中間則穿插了戰爭期間腳踏車與大象的

功用、台人子弟送至日本高工隊再到日本戰敗的歷史，以及圓山動物園的遷徙，以

文學的筆法見證了台灣的過去與現在。此外，書裡也有眾多手繪而細緻的腳踏車插

圖，為這本書增色不少。 

二、作者介紹 

        （一）生平簡介 
    吳明益 Wu Ming-Yi 出生於 1971 年 6 月 20 日，是生態作家、小說家。現任東華

大學華文文學系教授。有時寫作、畫圖、攝影、旅行、談論文學，副業是文學研究。

著有散文集《迷蝶誌》、《蝶道》、《家離水邊那麼近》、《浮光》；短篇小說集《本日

公休》、《虎爺》、《天橋上的魔術師》，長篇小說《睡眠的航線》、《複眼人》，論文「以

書寫解放自然系列」三冊。最新作品為《單車失竊記》。曾六度獲《中國時報》，「開

卷」年度十大好書，並獲法國島嶼文學獎小說獎「百年來最佳中文小說」、《亞洲週

刊》年度十大中文小說、台北國際書展小說大獎、台灣文學獎圖書類長篇小說金典

獎、金鼎獎年度最佳圖書等等。作品已售出英、美、法、捷、土、日、韓、印尼、

印度、衣索比亞等多國版權。輔仁大學大眾傳播系廣告組畢業，國立中央大學中文

系博士。曾任國立中興大學人社中心研究員，現任國立東華大學華文文學系教授、

生態關懷者協會常務理事、黑潮海洋文教基金會董事。吳明益的創作以小說、散文

為主。其長篇小說《複眼人》已售出英、美、法版權，開創台灣小說首次由國外主

流文學出版社買下版權的先例，也因此備受國內媒體關注。英、法譯本分別由 Harvill 

Secker 及 Éditions Stock 出版，法譯本於 2014 年獲得法國島嶼文學獎小說類大獎。      

       (二) 寫作背景與起源           

1.透過走路感知社會樣貌： 

    吳明益曾分享說:「有一段時間夜間步行是我的興趣。從紅樹林出發往台北城

去，或從台北城到淡水河的盡頭，我盡可能遵從馬克思的指示，不走同一條路。路

因此有了啟示、有了變化、有了曲折。」 

    萬華區他確確實實是每條路都走過的，由於多次在附近步行到天亮的經驗，他

知道諸如和平西路的早餐店是凌晨五點開始工作，六點人潮便已往捷運流動，此時

露宿者得散步回廣場的座椅上繼續假寐。騎樓夜間也不是個容易入眠之處，性工作

者在和平西路幾乎是與露宿者使用同一條騎樓，人來人往，彷彿夜間市場。在這樣

的情況下，一般人會認為街友總是精神不濟、動作緩慢懶散，他心底深知，這是因

為身體長期在這種生活品質底下，再堅強的意志也撐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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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段時間我多次想帶輕便相機偷偷拍下街友、夜間市集、麥當勞旅館許多讓

我心弦震動的畫面，但終於忍住。沒有人允許我留存他們的影像，而我也並不真心

想走進這些人的內心，那麼這些照片對我而言就沒有意義。居民恨骯髒的影子是必

然的，我們也會恨自己如果終究有一天要面對這樣的生活。只是或許人多半不理解，

那恨可能來自對自己生存的恐懼。」    而他終究只是夜間市集裡的一張影子，只

是此刻至少他不相信，在寒流來襲時以冷水噴灑影子，我們就會有一個陽光明亮的

城市。 

2.以相機側錄生命 

    生活追求簡單的吳明益，對寫作卻從不肯屈就於現成簡單，他像個不肯安逸的

拓荒者，拿起紙筆和相機，一次又一次探向沒有人走過的路。這一次，他獻給讀者

的是一本攝影散文，他說：我的相機不只朝向蝴蝶、山林、溪流與海洋，我拍那些

壞掉的鐵門、路上走動的陌生人或街頭的小販…… 

   吳明益之所以會開始拍照最主要第一個是他大學是大傳系，大傳系大一到大四都

有攝影課，大一是必修，之後是選修。因為必修，所以每個人都要有一台相機。他

大姐跟他年紀相差比較大，家裡雖然不可能負擔得起這相機的錢，可是他姐姐買給

他了，那是他人生第一台相機。 

   相機是機械性的東西。現在大家的手機都能錄影了，但當時的錄影機還是有點笨

重的。當時他們上課時，連要進剪接室對他們來說都是一件很慎重的事情，因為機

器很昂貴，必須要通過考試才能進去。暗房也是如此。 

     暗房對當時的作者來說，是非常迷人的地方。因為一間大暗房裡可能有十幾間

小暗房，所有同學都在裡面洗自己的照片，常常會洗壞。洗壞了，大家就把還是濕

的照片貼到牆上，所以，整個暗房牆面就會貼滿同學廢棄的作品。成功的作品則會

夾在中間晾乾，像曬衣服一樣，那是一種很奇妙的視覺經驗。 

 

3.說故事的能力是創作的基本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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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故事是很基本的能力，但文學不是相聲，文學是文字，要怎麼用文字將故事

的光帶出來，打磨出小說感，這是小說家的才能。」每個作家都在自己小小的世界

裡努力，用細節把自己打磨出來。這一代小說家不愛『說故事』，吳明益卻堅持故事

是小說的靈魂……」「不愛說故事」這個判斷，都是完全錯誤的。伊格言《噬夢人》

和《零地點 Ground Zero》展示了可繁複可簡潔的故事駕馭能力。黃麗群《海邊的房

間》精準聰慧，葉淳之《冥核》也有錯綜複雜的故事……信手拈來這麼多位，光是

「說故事」一項，恐怕不能算作吳明益的專利。  

   「台灣小說家都沒在說故事，所以小說都不好看」的判斷，正是坊間行之有年的

對台灣小說的刻板印象。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台灣小說確實常有這樣的弊病，但

這樣的問題在當代小說家群體的努力下，已有漸漸扭轉的趨勢，現在你要找到「不

說故事」的小說家，恐怕還不是那麼容易。惟讀者「沒故事，所以不好看」的刻板

印象已成，因此小說的精彩好讀，尚未能反映在出版銷售的表現上，這還需要時間

和小說創作者的持續努力。 

4.《單車失竊記》的創作方式 

    為了書寫《單車失竊記》，吳明益做了台灣單車史的年表、蒐集滇緬戰役裡某場

局部戰役的資料、蒐集彼時台灣的物價指數。不明究理的人可能以為他要寫的是近

似陳柔縉作品的時代生活史。「沒辦法。小說為了要創造出一個真正存在的世界，很

多東西都需要扎實。」寫單車，不是只知道一部單車長怎樣就可以，而要像修車修

了一輩子的老師傅，只需對車打量個兩眼，就能鐵口直斷：「你這螺絲換過了。」你

問他為什麼知道？他答：「我怎麼不知道。」你再問他是怎麼知道的，他回：「我就

是知道。」好似一切早已長進他的身體裡──吳明益說，要到這樣的地步。 

    「所以寫小說最好的狀況是，它本來就是你有點興趣的東西，為了完成這部小

說，你會去鑽研更深，驅使自己成長。」這是小說寫作者的成就感來源，也是寫小

說的迷人之處。「為了解決小說裡的相關問題，你一定要費工夫。」吳明益曾說：「若

活在創作的狀態裡，卻連這種欲望都沒有，覺得『這樣寫就好了』，自信認定世界都

在掌握之中，在我的標準裡，這樣的寫作者就是……就是不夠。」 

    吳明益認為有幸追到細節，還要會打磨。「像是修老單車的磨電燈，裝錯了，怎

麼磨都不會亮。」當所有環節都到位，你轉起踏板，略帶期盼地看著眼前的老燈，

似從夢寐中醒覺一般由暗漸明，亮了前方。如是所有心力的投入，所有細節的緊緻，

只為了翻頁的一個瞬間。「你不可能要求讀者花的時間和你寫的時間一樣，沒有人這

樣享受藝術的。一部拍了十年的電影，觀眾也不過給個兩小時。我要做的是，無論

看得多快多慢，都要帶給你某種衝擊。」不管翻到哪一頁、讀到哪一段，瞬間就要

刺進心底──如果打造得夠扎實，應該就能做到。寫小說的人，就是夢想寫出一部

這樣的小說。」 

    在閱讀吳明益之書的過程中讓我觸動的，是作家在字裡行間所流露的情感。吳

明益通常被歸類在「自然書寫」的作家行列裡，但每當他敘述一隻動物、一株植物、

或是一處環境的改變，在描述的背後，所引發的人文關懷是最教人動心，這種觸動，

發生在每一頁的翻閱中，可能在安靜的咖啡館裡、可能在匆忙的捷運車廂內。一句



8 
 

簡單的句子，卻讓你撫卷沉思，無顧四周的耽溺在某種情緒裡，在反覆吟詠的同時，

才驚覺原來文字真的可以咀嚼，我在心裡默念著吳明益所寫下的句子，然後品味著

文字裡。 

    吳明益寫作時用的心力、投注的情感，是無人能敵的，所以他的書都會有一種

份量、一種情感的份量，讀完一個篇章，就好像內心往下沉了一寸。他說：「你不可

能要求讀者花的時間和你寫的時間一樣，沒有人這樣享受藝術的。」每個作家都在

自己小小的世界裡努力，用細節把自己打磨出來。自然書寫的作家筆下往往都是悲

觀的現實挾帶著過往歡樂的緬懷，什麼時候能從他們的筆下讀到這個世界開始往上

提升了呢?閱讀吳明益的作品，對自己看世界的角度，會有所不同呢！ 

三、閱讀心得                        

    吳明益的《單車失竊記》，是本值得令人省思引人熱淚的小說。從一件「單車失

竊」的芝麻小事，挖掘延伸出更多議題，諸如：二戰的殘酷歷史、日本的銀輪部隊、

夢想成為戰地攝影師的阿巴斯、臺灣埔里的捕蝶工業記憶及大象運輸的回憶……

等。書中的人物和故事彷彿是骨牌效應互相牽動著，而戰爭在這部小說裡面是很重

要的主軸，其中的大象林旺、紅毛猩猩一郎則是最令我印象深刻的……。 

(一)林旺身上的戰爭史： 

    林旺是隻大象，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抵達台灣，被馴象師馴服後，參與了運

輸物資的工作。在雨林中，環境相當艱苦，時常沒水、沒食物，且傳染病盛行，砲

火也不停從天而降。許多大象都因各種原因而逝於異鄉雨林中。每當有同伴死亡，

象群們便會停下腳步為牠哀悼祝福……。大象也有似人的情緒，會開心、會難過、

會生氣、也會因不捨而掉淚，但牠們只能順服主人，聽命行事，繼續行走充滿未知

的人生------儘管身邊的同伴一個個離去。身為人類的我們，雖然有權利掌管動物，

但我們也要懷著同情的心，好好對待他們、尊重他們，才是應該抱持的態度！幸好，

林旺因體格健壯，熬過了戰爭，但年輕時的戰地陰影，仍深印在他心中無法抹滅，

令人感到心酸。 

(二) 紅毛猩猩一郎的情愁： 

    書中另一隻同樣令我印象深刻的動物是紅毛猩猩一郎。一郎小時候住在某間國

小旁的動物園中，每到了放學時間，小朋友們都會去找一郎玩，活潑可愛的一郎也

深受大家喜愛。突然有一天，大家收到消息------一郎要被送到更大的圓山動物園！

大家都非常不捨，一郎也發出了前所未有的低聲怒吼表示抗議。但，事實已無法挽

回。牠被送到圓山動物園後，再也沒有露出以前的笑容，變的自閉、不願接近人類。

後來，戰爭開始，國家為了防止不長眼的炸藥炸毀了動物柵欄，發布命令將「大型」

或「具有攻擊性」的動物槍斃，紅毛猩猩一郎就在這樣的情況下，和其他動物一起

被無情的「處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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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戰爭的省思： 

    這些動物們原本都各自用自己的方式在大自然中生活著，卻因為人類的自私及

追求慾望的野心，進入人類的生活，又無辜被導入無情的戰火，承受著這樣的痛苦。

從這些史事當中，我們所要學習的，除了尊重包容一切生物以外，更是要檢討戰爭

帶來的可怕。我們生活在現在民主的世代很幸福。我們從書上學到戰爭，短短幾行

記載，取代真實殘酷的屠殺場景。戰爭，是家破人亡，是流落異鄉。我們回首這些

血跡斑斑的過往，是否應該更珍惜，並盡力維護現有的和平呢﹖ 

(四)蝶畫加工的產業記憶： 

    在小說中有寫到了一段關於過去台灣「蝶畫加工」的產業記憶。蝶畫是用蝴蝶

的翅膀拼湊出來的圖畫，所以說，一幅幅的蝶畫就是死亡的象徵。這種加工業在五、

六十年代的台灣埔里非常盛行，蝴蝶藝品、擺飾大量的輸往世界各地，成為風靡全

球的文物。可惜那個年代的人沒有環境保育的觀念，當時的臺灣人為了賺錢，大量

的捕捉各種賣相好的蝴蝶，造成了生態失衡，當地的森林環境也被破壞得非常悽慘。

幸好後來環保意識抬頭，蝶畫加工才漸漸沒落。 

(五)小結： 

    看完這本書，我學到的不僅是一台腳踏車失而復得的喜悅，更是藉著個個故事

走過一趟記憶與時光之旅，體會作者筆下那「無法好好哀悼」的時代。 

四、佳句摘錄及體悟 

1.我覺得很多人只是時間的感傷主義者而已，他們不懂得尊崇時間。 

體悟---多數的人對於 ｢時間的快速流逝｣ 都有相同的感受吧!在少不經事時總覺得

明天還很漫長，對未來充滿了期待。但是隨著年齡漸長，不知不覺中忙碌於課業、

工作及生活中的大小事時，瞬間覺得時間不夠用。驀然回首，開始感慨生活中的無

意義，總希望時間能暫停，停留在現在的時間，能思考並創造出未來的美好。但這

是不可能的事，所以，與其感傷過去與現在的時間消失，不如努力的活在當下  為

了追求自己的理想付出而毫不後悔即在懊悔中度過。 

2.我總覺得，母親那代人的身上有一種矛盾， 既怕日子過得「傷不全」，也怕日子

過得「傷圓滿」。 

體悟---身為一位母親總是希望能將最好的一切給孩子，但在戰亂的時代又有誰能夠

確保過了今天還有明天的肯定答案呢?自責的怕給孩子無論是心靈、物質或情感上的

不足夠。戰爭時期該如何做好一位母親該做的事，不但做得好，而且都能讓家人接

納，是很困難的。 

3.也許有一天我會離開 不過所有地方的月亮都是一樣的 

體悟---人是故鄉親，月是故鄉明。客處異鄉的遊子總有數不盡的鄉愁，不論在何處

仍心繫故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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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延伸議題 

(一)從腳踏車的演變史看庶民生活 

    自行車，又稱「腳踏車」或「單車」，發明至今已兩百多年的歷史。從原始單純

的代步通勤、演變到現代的休閒健身、競技場上的速度追求，腳踏車在人們生活中

已成為不可或缺的生活工具。而我想要了解單車歷史的關鍵原因是因為，書中提到

主角失竊的三台單車，其中一台幸福牌鐵馬，是全書的主軸。到底單車是如何發展

成現今這樣方便的交通工具呢﹖台灣早期的鐵馬歷史是甚麼﹖當時最普遍的幸福牌

又是怎麼回事﹖就讓我們一起往下看，進入腳踏車的世界吧! 

甲、腳踏車演變史： 

1.演變年代表: 

 

 

 

 

 

1766

年，一

群修

士在

修復

達文

西手

稿的

時候，發現最早的自行車雛型(1490 年)， 

但並沒有實際的製造出來，只停在想像的階段。(左下) 

 

 

 

 

 

 

 

1791 年，法國人曾發表了兩輪的木馬車，但最早的木馬車沒有把手不能轉彎，只能

直線前行，木輪的轉動及停止完全靠雙腳踢地來控制。(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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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7 年，德國杜萊斯製造出有把手的腳踢木馬自行車，讓車子可以轉彎或移動方

向。是一般公認的自行車發明人。這是人們第一次看到不需用馬拉的奇怪車子，也

是人們最早的自行車印象。這部車子後來成為著名的玩具馬。                               

1818 年，杜萊斯的木馬自行車在正式取得德國及法國的專利，成為自行車的開山鼻

祖。這輛自行車是以木頭製造，比現在的鐵馬重好幾倍(如圖一)。英國的丹尼士強生

則率先以鐵取代了木頭材質的車輪骨架。  

 

 

 

 

 

 

 

 

 

 

 

1819 年，英國、德國先後成立了歷史上最早的自行車學校，教人如何騎玩具馬，人

們跨上了玩具馬用力蹬，速度越快，車子就越穩，由技術好、有經驗的人騎乘時速

可達十三公里，英國人叫它 Hobby Horse。  

1830 年，法國政府正式決定以玩具馬作為郵差送信的交通工具。(如圖二)  

1839 年，英國蘇格蘭的冶鐵匠麥可米倫將玩具馬改良，最後他終於設計了一輛前輪

大於後輪，騎乘時不需再以腳踩地面去轉動輪子前進的自行車。 

1861 年，法國的娃娃製造商 Michaux 發明了前輪驅動的自行車，在前輪軸上直接

加上踏板，靠著這台自行車可以騎遍整個歐洲。 (如圖三)  

1868 年，法國在年在競馬場舉辦有史以來第一場自行車競賽。 

1869 年，法國人發明用鍊條來驅動後輪，出現了安全型自行車，到此時的自行車算

是完整的版型。 

1870 年，英國的詹姆斯史達雷設計了大小輪的自行車，前輪直徑比後輪大數倍，行

車速度相當快。騎這種單車就像騎馬，但下坡十分危險，且因高度的關係，上 

下車存在著危險性。(如圖四)  

1874 年，英國詹姆斯史達雷發明了穿鋼絲的輪圈，並且製造了三輪車，成了當時淑

女們的最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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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5 年，英國人把自行車改良成

前後輪一樣大小，並使用鏈條驅

動，這個車型就是現代化自行車的

雛型。(如圖五)  

1888 年，一位住在愛爾蘭的獸醫

發明了橡皮充氣輪胎，它不但解決

了自行車多年來最令人難受的震

動問題，同時更把自行車的速度又

推進了許多。 

1970 年，由一群美國嬉皮所發展出的越野登山車將以往競速用的公路車，替換成更

為肥厚的輪胎、平把手，成了現代人又一項最新的戶外休閒運動。 

 

1970~現在，從木馬逐漸演變成

鐵馬，從木質轉換成鐵質、鋼

管及鉬鉻合金、鈦合金及碳纖

材料等的使用，愈來愈輕巧，

滿足了現代人對自行 車既舒

適又多功能的要求，而目前世

界各大自行車製造廠紛紛投入

研發更輕、強度更高的材料以

及更符合人體工學極限的領域。 

乙、台灣早期自產車概說： 

    最早台灣的單車是由外國進口，但後來政府為了推行「進口替代」、「愛用國貨」

等政策，1951 年至 1954 年之間，政府開始插手扶植自行車產業。當時接受政府扶

植的有四大組車廠，第一間是飛虎牌，該公司所生產的自行車即是為臺灣第一台國

產自行車，當時一台售價約為新臺幣 750 元。1952 年台南則成立臺灣自行車公司，

品牌自由牌，高雄則成立臺灣機械公司，創立品牌為福鹿牌，1953 年最後一間公司

則成立於台北的伍順牌，上述四間公司皆為政府協助創立，但除了這四間公司之外

還有一間於 1953 年位於台北板橋深丘的伍聯實業，也是後來常見的伍聯牌，該公司

並未接受政府的扶植，而是自行創

立的公司，而這段時間的發展即為

奠定後續自行車產業發展的基

礎，也是國產自行車發展的開端。 

1960 年代的自行車市場可謂進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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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家爭鳴的年代，當時出現眾多的批發商或車行投資組車廠，這些工廠生產的自行

車型式包括了文車、武車與文武車。而同一車行也常會出現以不同車牌表示不同車

款的情形，由此可見 1960 年代是臺灣自行車業的茁壯期。1954 年以前，臺灣有大

東、自由、伍順、福鹿及伍聯等五大組車廠，但之後相繼倒閉，市場後來由批發起

家的伍聯、幸福牌所取代。 

    1961 年後，批發店起家的組車廠家快速增加，當時最有名的就是位於臺北的「幸

福牌自行車」。幸福牌自行車，偏屬於文車的型式，因為輕巧是當時用來代步用相當

受歡迎的自行車，尤其更是受到一般公務人員、醫生、老師等等的青睞，當時一輛

幸福牌的自行車要價 1500 元到 1600 元，相當於當時中階公務人員四到五個月的薪

水。 

台灣早期單車品:幸福牌，伍聯牌，伍順牌 

 

丙、幸福牌腳踏車歷史 

    在書中的「鐵馬誌」裡，作者有提到幸福牌腳踏車的公司及老闆---李進枝。 

 

 

 

 

 

 

 

    

李進枝是個很有生意頭腦的人，他在全台車站看版打廣告利用廣告配合宣傳，還製

作了品牌主題音樂。他甚至組織了一個「幸福會」，提倡騎腳踏車交遊。凡是參加腳

踏車交遊的人，幸福牌免費提供水果與便當，並贈送印有商標的帽子、衣服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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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策略成功的帶動了市場，由於賣得好，幸福牌也變成全台失竊率最高的品牌。 

    而作者父親失竊的最後一台，也就是最後回到作者手上的那一台，正是幸福牌

腳踏車在中後期的一款男女兩用文武車，作者推測這輛車是小偷偷走，重新組裝後

再賣給父親的，為甚麼呢﹖因為它是作者父親從北台灣流動率最高，莽林一樣的贓

物市場---艋舺賊仔市買到的！ 

小結：      

    經由這次的延伸探究後，後我們才發現，平常看似普通的鐵馬背後竟然存在著

一大門學問，台灣的自行車產業也是藉由政府慢慢扶植才漸漸興起。我們現今的人

類能享受這樣便利的交通工具，真的都要歸功於前人一次一次的發明，一次一次的

改良。自行車除了方便、價格便宜，在環境保護方面更是汽機車的最佳替代品，所

以，你能想像沒有腳踏車的生活嗎﹖他們真的是非常不容易呢！ 

(二)從圓山動物園的變遷史看動物倫理： 

    在書中提到了二次大戰期間，臺灣全島進入戰爭狀態，為了怕柵欄毀損，猛獸

跑出來咬傷人，便將 1943 年底開始將猛獸以電擊或槍斃等方式處死。而書中的三隻

大象也是圓山動物園內的明星動物呢! 就讓我們來介紹圓山動物園的歷史由來吧~ 

甲、1914-1945 誕生 

    1914 年日治時期，日人大江氏在圓山開設一處觀賞花木與動物的場所供眾遊

覽。日本民間人士從日本攜來珍禽異獸，在臺北圓山公園設立了民營的「圓山動物

園」，並在 4 月 5 日開幕。1915 年圓山動物園被日本政府收購，成為官營動物園，

1916 年 4 月 20 日正式營運。 

    圓山動物園不僅是臺灣第一座大型動物園，就動物飼育的種類及規模，在全日

本十餘座主要的動物園中屈指可數。日治圓山動物園的歷史意義在於「開創」，可以

看到現代動物園許多的規定與設計，包括內部組織規制、遊園規劃、遊客管理辦法、

具規模的硬體設施、豐富的飼育動物種類，以及飼育臺灣第一頭大象、第一隻明星

動物，首度慶祝兒童節活動、對外動物的交流等，都在此時期已出現。此外，此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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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期開始累積有關野生動物的繁殖、醫療、管理、照養之技術與經驗，甚至發展出

丹頂鶴、揚子鱷等難以繁衍之瀕危動物的繁殖技術。 

    日治時期最知名的明星動物是大象「瑪小姐」跟紅毛猩猩「一郎君」。大象瑪小

姐 6 歲時來臺，成為全臺第一頭大象；紅毛猩猩在當時相當稀有，大阪市動物園曾

頒發獎狀，稱牠「日本第一的猩猩」。當時的動物至多百餘種，總數不超過 600 隻，

來源主要是園方自行蒐集、繁殖、購買及捐贈。今日動物園甚常見的野生動物如長

頸鹿、犀牛與河馬，在當時尚未出現，所飼養的仍以外來動物占絕大多數，臺灣特

有物種則有鹿子鳩、八哥、灰喜鵲、竹鵲、山竹雞、臺灣藍鵲、畫眉鳥、臺灣雲豹、

石虎、麝香貓、臺灣獼猴、臺灣錦蛇、水鹿、梅花鹿、羌、帝雉、臺灣鼬獾、臺灣

大蝙蝠、大冠鷲、臺灣角鷹等。 

    1930 年代開始，圓山動物園舉行活動的頻率顯著增加，夜間開園、慰靈祭、動

物表演等重大節目，成為固定行事。此外，還有主題展覽會、慶祝兒童節活動、動

物命名活動、小朋友寫真比賽、動物攝影比賽等，不斷推陳出新。有組織的遊園活

動也迅速興起，動物園成為各地遊客非到不可的地方。 

    二次大戰末期臺灣全島進入戰爭狀態，頻遭空襲，動物園的猛獸亦遭噩運，因

恐其在欄舍毀損後逸出傷人，自 1943 年底開始將猛獸處死。據當年市府人員描述，

熊等動物係以電殛，均拍照存證，但今皆散佚。唯一可見之第一手資料為當年之槍

枝執照，記錄 1945 年 3 月 3 日以 7 發子彈擊斃二獅。隨後動物園被日軍佔用，進入

休園時期。 

乙、圓山時期（1945 年-1986 年 8 月 15 日） 

    戰後初期，動物園剛從戰火中走出動物量少，但戰火並未嚴重損及動物欄舍，

因此光復後的建物大致沿襲過去的規模。1950 年代開始擴建並大量引進新動物，新

增獸欄園區，並開始以動物表演、動物展覽會等活動吸引遊客。1946 年底，動物園

的紀錄動物共 178 頭，職員只有 4 人。 

    1951 年-1979 年，開始以動物表演、動物展覽會等吸引遊客。其中動物表演因

廣受歡迎，後來就成為每逢假日演出的固定節目，曾演出的動物包括狗、猴、獅、

熊、臺灣藍鵲及鸚鵡等。在那個休閒活動貧乏的時代，為民眾帶來不少驚奇和歡樂。

動物表演持續近 30 年，由於動物表演的內容背離野生動物原有的野性和生態，且因

經營方針與湧入大量遊客，衍生許多管理不周的問題，所以於 1979 年謝幕。 

丙、遷移至木柵（1986 年 10 月 31 日－今址） 

    1986 年 9 月 14 日，圓山的動物們在數十萬民眾的夾道歡送下，一路南下走了

14.3 公里到木柵新園。遊行隊伍除了 20 輛運送動物車外，還有警車開道，國旗、市

旗、園旗車以及醫護、動物親善大使車，總計 38 輛，包括當時的動物園明星象林旺、

等等。沿途在圓山動物園門口、中正紀念堂前廣場、國立臺灣大學總區門口及木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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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園廣場並有定點表演活動。 

丁、動物倫理之我見 

    動物園存在於歷史已經超過 200 年，圈養及利用野生動物的歷史則更久。除了

娛樂功能之外，保育、教育以及研究的功能是動物園最常拿來當作自我存在合理化

的理由。在思考動物園的倫理議題時，我查到了位於丹麥的烏托邦動物園，它顛覆

傳統採用最接近大自然的環境來設計。園區分為三大部分，非洲、亞洲以及美洲，

每個環境有不同的生態。對於個別物種，他們還特意設計了特別的環境。 

    設計師們進一步改變人類和動物間的關係，不是「隔離」，而是「隱藏」。從人

類待的建築到園區內的交通工具，都以鏡面處理，透過反射自然環境達到隱匿作用，

所有不合乎自然環境的建築或交通工具都從動物的眼中消失。人類與動物的生命，

以「平等原則」及「屈人為、伸自然」進行思考，希望以後台灣的動物園也能朝向

這樣發展改以動物為主體的設計，透過將動物原本生存的樣貌傳遞給人們，進而達

到讓遊客從其中找到活力的觀點。 

從小到大去過好幾次木柵動物園，可說是百去不膩。經過這次的資料探究，我

才知道原來動物園經歷過二次大戰、遷徙等歷史。在觀賞動物的同時，希望大家也

要尊重牠們，不要隨意亂丟垃圾或傷害動物，導致動物們受傷、死亡。另外，不少

動物園或海生館會讓動物們在園區表演，其實也等同虐待動物，當我們在為牠們喝

采的同時，有沒有想過動物的感受呢? 

(三) 從動物園明星的生命史看物我關係 

    在書中有提到二戰期間負責運輸物資的大象運輸隊，其中三隻大象—瑪小姐、

林旺和馬蘭後來被安放在圓山動物園，成為明星動物。這些不是作者想像出來的，

而是真真實實存在的歷史！這引發了我的好奇心，進而使我開始搜尋有關牠們的資

料，一查之後才發現，這三隻大象之間存在著有趣的關聯性---夫妻林旺、瑪蘭，竟

然要稱呼瑪小姐「學姐」呢！為何這麼說呢﹖待會兒我們後面還會提到。想知道為

甚麼的話，就跟著看下去吧〜 

甲、瑪小姐 

    1926 年 8 月 26 日，一頭產自緬甸的亞洲象，踏上臺灣這塊土地，這頭後來被

稱為「瑪小姐」的 6 歲母象乘船而來，飼養者以誘食方式，引導前往圓山動物園，

途經市役所時，臺北市尹與職員一同出門迎接，後頭緊追數十位看熱鬧的民眾：「象

來了！象來了！」臺灣民眾第一次看到真正的大象。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因為日軍戰況不利且持續敗退，全日本動物園為預防空

襲時，猛獸脫逃傷人，相繼處死猛獸及大型動物，從東京上野動物園開始，處死了

園內的大象。圓山動物園已看不到大型動物，甚至曾吃到死去的大象的肉，而且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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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很硬云云。但瑪小姐確實在戰後初期仍存活著，因此也有可能是瑪小姐被園方藏

匿了起來，或被徵召當作獸力去了。 

    戰後圓山初期，大象常有的腳疾問題也困擾著她，雖有日籍飼育員負責照顧，

但就在 1950 年 7 月，瑪小姐突

然因為心臟病死去，結束 31 年

的生命。 

乙、林旺與馬蘭 

    林旺與馬蘭，先後在 1952

及 1954 年入園，是第二代的動

物園大象，他們接手瑪小姐留

下來的象舍，但不曾跟瑪小姐

碰過面。((這就是答案囉)) 

    八十六歲的林旺爺爺英雄

史，應從民國卅一年說起。當時「中國遠征軍」在印緬邊境擄獲日軍手下擔任運輸

大砲的十三頭大象，其中之一的年輕力壯公象，特別引人注目的就是當時人稱「阿

美」的林旺。民國卅四年戰爭結束，遠征軍返回中國大陸，戰利品大象一併返國。

路途中，十三隻中倒斃六隻，剩下七隻。一千公里的路，走了半年，回到廣州。象

隊中的四隻分別送往北京、南京、長沙等大城市，三隻送到廣州公園。 

    陸軍訓練司令孫立人將軍，在民國卅六年奉調台灣。臨走前孫立人忘不了緬甸

戰場上的伙伴，決定帶著一公一母的大象渡海來台，從此展開生命中的另一章。原

本以為林旺可以過著神仙般的夫妻生活，但母象「阿沛」因水土不服死亡，獨留阿

美（即林旺）過著孤獨寂寞的鰥夫生活。年輕力壯的林旺一直悶悶不樂。孫立人決

定將牠送給圓山動物園。動物園幫牠安排年僅三歲的美眉--馬蘭送作堆，從此過著

相差卅幾歲，老夫少妻的第二春。 

    林旺的新婚之夜，連吃馬蘭好幾次的「閉門羹」。在往後的幾年，林旺的求愛也

老是被拒。等到馬蘭長大想要的時候，馬蘭主動給屁股，林旺已是力不從心。林旺

對不斷主動示愛的馬蘭逞兇，三番兩次以象牙逼向牆角。多年夫妻，一直膝下無子

女。林旺、馬蘭老少夫妻並非全無感情。民國七十五年市立動物園從圓山搬到木柵，

林旺夫婦入主白宮。到了木柵要出貨櫃時已是黃昏，向來膽小的林旺，本來一直不

肯輕易出貨櫃，當林旺一看到大象造型的電話亭，誤以為是馬蘭，急向前衝，衝過

了頭，不小心跌入壕溝，大家一陣慌亂。此時，幸好園方老師傅級的管理員立刻放

出馬蘭。林旺眼尖，一躍即爬出壕溝，夫妻團聚。 

   「膽小心細、多機警」是林旺性格的寫照。八十五年園方欄舍重建，管理員用甘

蔗要引出林旺及馬蘭。馬蘭很配合，而膽小心細多機警的林旺就是離鐵門遠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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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蔗喜歡吃，但不上當，最後還是以「電動」的方式將其請出。牠就是「一副沒做

過的，所以我不做」、「危險的事我不做」，這或許就是林旺超級長壽的原因，而且牠

全身沒什麼傷痕。 

     民國五十八年，林旺的糞便中有血絲，最後檢查為直腸瘤。當年還沒有麻醉的

作法，園方一場五花大綁後動手術，手術雖成功，但記憶力極強的林旺，一直記著，

從此心性大變。園方基於安全考量，將其上腳鏈，直到民國六十六年欄舍加寬後才

解除其腳鏈。八十六年，狂暴期的林旺脾氣壞到極點，追逐馬蘭，把馬蘭逼出跨越

一公尺的矮牆，逃出展示場。 

    九十一年十月十四日，林旺的愛妻馬蘭死了，林旺焦慮徘徊展示場中。趙明杰

說，林旺是很聰敏的，牠應該有感覺。  

    九十二年二月廿六日鎮園之

寶的林旺走了，距離老伴往生的

日子才一百卅五天，令人哀傷。

不過，林旺走得很快，就在牠晚

年幫牠減輕痛苦的住家水池旁，

算的上是「壽終正寢」，牠合眼、

倒臥在池中，是那麼的安詳寧靜。 

林旺跟馬蘭夫妻倆是爺孫戀，感

情相當不錯。(中時資料照片) 

 

六、總結： 

    「單車失竊記」這本書就像一把鑰匙，帶我走進一個不一樣的世界。當我們真

正了解到戰爭的殘酷，我們就不會做出例如拿納粹開玩笑遊行，或是把納粹當作英

雄等荒謬可笑的事情。當我們認識了腳踏車的歷史，我們就能把生活中平凡的事情

看得更偉大，並凡事懷著感恩的心，珍惜眼前所擁有的，當我們藉由文字認識了二

戰期間動物們的種種辛酸血淚及他們充滿波折的一生，我們就更能懷著同情的心對

待他們，往後去動物園遊歷之時，也能體會到不同於以往的感觸。這本書特別的還

包含了題材的汲取，他是近全方位的，有愛情，有親情，有友情，有戰爭，有早期

產業，還有最大主軸----腳踏車。這樣多元的題材更使讀者閱讀起來更活潑生動，充

滿趣味。這本頗耐人尋味的好書，一定要閱讀看看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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