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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中見大：橫川定寄生蟲學研究的科學實作* 

容世明、張淑卿 

摘要： 

橫川定（Sadamu Yokogawa, 1883-1956）是臺灣日治時期第一位寄生蟲學教

授，為開創臺灣寄生蟲學研究與寄生蟲學科的關鍵性人物。1911年，28歲的橫川

定來臺灣任職於臺灣總督府醫學校，教授病理學，解剖學與法醫學，在臺灣渡過

其人生36年光景的黃金歲月。從來臺灣開始，他進行一系列的寄生蟲學研究，發

現橫川吸蟲與揭露肺吸蟲生命周期等，並於臺北帝國大學醫學部設立寄生蟲學教

室，培育人才與發表研究，為臺灣戰後寄生蟲學的發展開拓先河，被認為是日本

最偉大的寄生蟲學家之一。本論文從物質文化的角度，探討他如何由病理學邁向

寄生蟲學研究的學術轉折，與其寄生蟲學研究的科學實作，分析他從事寄生蟲學

研究的物質技術、書面技術、與社會技術的三個層面，檢視病理學疾病觀察法對

其研究的重要性；指出其形塑殖民地與帝國寄生蟲學的研究方向與交換關係，期

望藉此對臺灣日治時期的實驗醫學有新的理解。 

關鍵詞：橫川定、臺灣、寄生蟲學、物質文化、科學實作

                                                      
*
 本文係民國102年度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劃〈追尋現代醫學-日治時期臺灣的病

理學門〉（計畫編號：NSC102-2410-H-182A-001；MOST 102-2410-H-182A-001）的部分研

究成果。承蒙兩位匿名審查人仔細閱讀本文，提供諸多寶貴洞見與修改建議，謹此致謝。

雖然如此，文章若有不完備與缺漏之處，當由筆者負責。  
 容世明係林口長庚紀念醫院解剖病理科主治醫師，張淑卿為通訊作者，目前為長庚大學人

文及社會醫學科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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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一隻卑微寄生蟲的結構與經濟（econom），所能得出對自

然運作的洞見卻是不小。1 

一、前言：2 

在臺灣醫學界與史學界，寄生蟲學家橫川定（Sadamu Yokogawa, 1883-1956）

早已享有盛名，亦被他人著墨甚多。3橫川定是臺灣寄生蟲學研究與寄生蟲學教育

                                                      
1
 原文為「The study of the structure and economy of a humble parasite brings to the investigators 

no slight insight into the workings of nature.」，出自Thomas Spencer Cobbold, Parasites: A 

Treatise on the Entozoa of Man and Animals Including Some Account of the Ectozoa  (London: J. 

& A. Churchill, 1879), vii).中文翻譯出自李尚仁，《帝國的醫師－萬巴德與英國熱帶醫學的創

建》（臺北：允晨文化出版公司，2012），頁48。寇博（Thomas Spencer Cobbold, 1828-1886）

是英國第一位寄生蟲學領域的權威專家，英國學術發展形塑寄生蟲學專科的過程中，他扮

演重要角色。有關寇博與英國寄生蟲學的詳細闡述，請參閱李尚仁撰《帝國的醫師—萬巴

德與英國熱帶醫學的創建》一書章節（李尚仁，《帝國的醫師—萬巴德與英國熱帶醫學的創

建》，頁44-51），與 W.D. Foster ,“Thomas Spencer Cobbold and English parasitology.”Med 

Hist 5:4(October 1961): pp. 341-348. 
2
 有關前言的論述修正，感謝審查專家的高見。 

3
 橫川定的生平與學術事蹟，橫川定曾撰自述生平〈余が寄生虫学研究の五十週年回顧〉，為

第一手的介紹。小田皓二著〈橫川吸蟲的發現者-橫川定〉一文，即是依據橫川定〈余が寄

生虫学研究の五十週年回顧〉系列文章整理。何鳳儀編《日治時期台灣高等官履歷》三冊，

其中收錄橫川定的履歷表，對於他的學經歷與時間點有參考對照價值。呂森吉著〈橫川定

教授的研究生涯－橫川吸蟲等〉一文，著重橫川定對臺灣大學寄生蟲學科的影響。王敏東

撰《影響臺灣醫學的日本人：日治時期各科之領導人》一書，整理臺北帝國大學醫學部各

科領導人，其中人物包括寄生蟲學科橫川定。  該書主要整理其論文題目與報章報導事蹟。

朱真一撰〈從醫界看早期台灣與歐美的交流(二)肺吸蟲症與歐美交流(4)-橫川定等的貢獻〉

一文，與《從醫界看早期台灣與歐美的交流(一)》一書，探討橫川定肺吸蟲症研究的貢獻，

其中有關橫川定的生平介紹，也是依據橫川定〈余が寄生虫学研究の五十週年回顧〉系列

文章整理。對於上述文章主要為對其個人的介紹，大多未加入歷史、社會、人文論述的討

論或未以歷史論文的撰寫格式發表。容世明撰〈臺灣總督府醫學專門學校暨台北醫學專門

學校病理學竝法醫學教室發展史〉一文，探討臺灣總督府醫學專門學校與台北醫學專門學

校時期，病理學竝法醫學教室的發展及變遷，並從中考察其人物、服務、教學、與研究等

項目，該文也初步探討橫川定與病理學的學術淵源。橫川定，〈余が寄生虫学研究の五十週

年回顧（一）〉，《東京医事新誌》71：8（1954.8），頁493-496；〈余が寄生虫学研究の五十

週年回顧（二）〉，《東京医事新誌》71：9（1954.9），頁545-548；〈余が寄生虫学研究の五

十週年回顧（三）〉，《東京医事新誌》71：10（1954.10），頁607-608；〈余が寄生虫学研究

の五十週年回顧（四）〉，《東京医事新誌》72：1（1955.1），頁53-55；〈余が寄生虫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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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關鍵性人物，他於1911年至1947年在臺灣渡過其人生36年光景。在臺灣期間，

他進行系列的寄生蟲學研究，發現橫川吸蟲、肺吸蟲生命周期研究等，並於臺北

帝國大學醫學部設立寄生蟲學教室，培育人才與研究發表，開啟寄生蟲學教室於

日本的帝國大學醫學部設置的前驅，對臺灣戰後寄生蟲學的發展開拓先河，被認

為是日本最偉大的寄生蟲學家之一。橫川定於1911年來臺任職臺灣總督府醫學校

講師，教授病理學，解剖學與法醫學。他如何由病理學轉向寄生蟲學研究的學術

轉折與其寄生蟲學研究的科學實作，是本文探討的焦點，並期望藉此對臺灣日治

時期的實驗醫學有新的理解。 

臺北帝國大學教授森下薰（Kaoru Morishita, 1896-1978）曾將日本的寄生蟲

學研究區分為五個時期階段。4第一階段為1876年至1882年的黎明期，主要為日本

政府延攬外國學者於大學動物學科或醫學科講授與研究寄生蟲學，代表人物為貝

爾茲（Erwin Baelz, 1849-1913）5與舒柏（Heinrich Botho Sheube, 1853-1928），第

二階段為1883年至1892年，主要代表人物為飯島魁（Isao Iijima, 1861-1921），他

東京帝國大學理學部畢業後，留學德國萊比錫大學師事動物學與寄生蟲學家洛克

哈特（Rudolf Leuckart, 1822-1898）。1886年回國後任東京帝國大學理學部教授，

培養人才從事寄生蟲研究，6
1906年獲選為帝國學士院會員。第三階段為1893年至

                                                                                                                                                   
の五十週年回顧（五）〉，《東京医事新誌》72：6（1955.6），頁329-334。小田皓二，楊照雄

節錄，呂森吉翻譯，〈橫川吸蟲的發現者-橫川定〉，楊照雄編輯，《東寧會會員在台言論集  

(1987-2005年)》（臺北：台灣東寧會、景福醫訊雜誌社，2005），頁113 -114。何鳳儀編，《日

治時期台灣高等官履歷第二冊》（臺北：國史館，2005）。呂森吉，〈橫川定教授的研究生涯

－橫川吸蟲等〉，何弘能、呂碧鴻、李明濱編，《醫學人文饗宴》（臺北：國立台灣大學醫學

院，2001），頁1-5。王敏東，《影響臺灣醫學的日本人：日治時期各科之領導人》（臺北：

橘井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1）。朱真一，〈從醫界看早期台灣與歐美的交流(二)肺吸蟲

症與歐美交流(4)-橫川定等的貢獻〉，《臺灣醫界》49：5（2006.5），頁47-51；《從醫界看早

期台灣與歐美的交流(一)》（臺北縣：望春風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7）。容世明，〈臺

灣總督府醫學專門學校暨台北醫學專門學校病理學竝法醫學教室發展史〉，《台灣病理學會

會誌》4：2（2013.12），頁77-102。 
4
 森下薰，〈日本における寄生虫学発達史〉，《日本における寄生虫学の研究》1（1961.2），

頁1-29。Kaoru Morishita, “History of Development of Parasitology in Japan.” Progress of 

Medical Parasitology in Japan. 1(1964): pp. 2-33. 橫川定，〈余が寄生虫学研究の五十週年回

顧（一）〉，頁493-496。 
5
 貝爾茲（Erwin Baelz, エルウィン・ベルツ, 1849-1913）1876年至1902年在東京大學醫學部

擔任教職，教授生理學、內科學、婦產科學、與診斷學，在東京任職27年。 
6
 飯島魁的弟子包括五島清太郎（ 1867-1935）、宮島幹之助（ 1872-1944）、吉田貞雄

（1878-1964）、小泉丹（1882-1952）、與小林晴治郎（1892-1964）等，吉田貞雄推崇飯島

魁為日本寄生蟲學之父。Sadao Yoshida, “Isao Ijima: The Father of Parasitology in Ja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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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7年，主要代表人物為岡山醫學專門學校病理學教授桂田富士郎（Fujiro 

Katsurada, 1867-1946）與京都帝國大學病理學教授藤浪鑑（Akira Fujinami, 

1871-1934），他們於1904年分別前後發現日本住血吸蟲，7此階段對於寄生蟲學的

教學與研究，除了動物學科外，尚有病理學教室、獸醫學教室、與衛生學教室的

師資。第四階段為1908年至1945年，是日本寄生蟲學研究的黃金時代，代表人物

為小林晴治郎、小泉丹、橫川定、武藤昌知、中川幸庵、宮內慶之助、宮崎一郎、

吉田貞雄、稗田憲太郎、森下薰、宮島幹之助8等，第五階段則為1945年後。日本

歷史學者飯島涉分析近代日本寄生蟲學發展的特徵為引入外國學者奠立基礎，日

本寄生蟲學研究黃金時代的代表性人物大多具有臺灣、朝鮮、滿洲殖民地醫學校

或研究所的研究經驗，關於寄生蟲學研究，傳染病研究所與北里研究所及慶應義

塾大學醫學部扮演重要角色。9比較歐美與日本寄生蟲學發展，英國歷史學者沃博

伊斯（Michael Worboys）的三個史前期、形成期、與奠定期階段，10與森下薰的

                                                                                                                                                   
The Journal of Parasitology 10:3(March 1924): pp. 165-167. 

7
 曾擔任日治時期臺灣病理學教授的今裕（Yukata Kon, 1878-1954）來臺灣之前為京都帝國大

學病理學教室藤浪鑑教授助手，藤浪鑑教授是開創京都帝國大學病理學教室的第一任教

授，當時1900年藤浪鑑年僅29歲，今裕則為23歲。藤浪鑑曾經留學德國，跟隨Virchow教授

與Friedrich Recklinghausen教授學習，Recklinghausen是Virchow的學生。藤浪鑑因為日本住

血吸蟲的研究，獲得日本1918年的帝國學士院賞（相當於臺灣中央研究院院士）。今裕在當

助手期間，跟隨藤浪教授研究片山病與日本住血吸蟲的研究，也協助病理學教室開創時的

各種庶務工作。他後來也獲得帝國學士院賞，師徒先後獲獎。 
8
 宮島幹之助（Mikinosuke Miyajima, 1872-1944）於1920年起擔任慶應義塾大學醫學部寄生蟲

學教室第一任教授，他是飯島魁的弟子，曾在東京傳染病研究所與北里研究所動物學科研

究寄生蟲學。（宮島幹之助，高野六郎，《北里柴三郎伝》（東京：北里研究所，1932），頁

78，103。） 
9
 飯島涉，〈宮入貝の物語-日本住血吸蟲病と近代日本の植民地醫學〉，田中耕司主編，《岩波

講座 ｢帝国｣日本の学知第7卷：実学としての科学技術》（東京：岩波書店，2006），頁143-145。 
10

 沃博伊斯從社會、歷史、與科學的角度，將寄生蟲學研究在歐美的開展與建立，區分為三

個階段，首先為史前期（prehistory of parasitology），其次為1900年至1918年間的形成期（the 

emergence of parasitology），與1914年至1940年的奠定期（the establishment of parasitology）。 

史前期的階段，他列舉五位研究寄生蟲的專家，但他們所在的學術機構卻非寄生蟲學科，

而分別為植物學科的寇博（Thomas Spencer Cobbold, 1828-1886），動物學科的華德（Henry 

Baldwin Ward，1865-1945），農業部的斯泰爾斯（Charles Wardell Stiles, 1867-1941），解剖

學科的拉佛朗（Charles Louis Alphonse Laveran, 1845-1922），與細菌學科的納托爾（George 

Henry Falkiner Nuttall, 1862-1937），沃博伊斯藉此說明專業的寄生蟲學科尚未成形，其次此

時期寄生蟲研究是由不同領域的學者進行，而蠕蟲學的研究則奠定下病菌理論(germ theory)

被廣泛接受的基礎。形成期的階段，與熱帶醫學與帝國醫學的發展習習相關，代表性人士

為熱帶醫學之父萬巴德（Patrick Manson, 1844-1922）、1902年諾貝爾獎得主羅斯（Ronald 

Ross, 1857-1932 ）、 1907 年諾貝爾獎得主拉佛朗（ Charles Louis Alphonse Laver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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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個階段，其中日本第三階段時間上與歐美形成期重疊，日本第四階段則相當於

歐美奠定期，沃博伊斯與森下薰兩位學者公認寄生蟲學研究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前

是其黃金時代，日本在寄生蟲學方面的學術研究，此階段已與歐美齊頭並進，而

橫川定在這個過程中，扮演重要角色。 

對於臺灣寄生蟲學的研究，除了自然科學界與醫學界方面的論文，11
近年史

學界方面，也陸續出現相關研究成果。
12
但關於臺灣寄生蟲學的科學實作研究，

仍屬少見。 

美國科學史學者謝平（Steven Shapin）與英國科學史學者夏佛（Simon 

Schaffer）合著《利維坦與空氣泵浦：霍布斯、波以耳與實驗生活》一書，13探討

十七世紀英格蘭波以耳（Robert Boyle）與霍布斯（Thomas Hobbes）自然哲學論

                                                                                                                                                   
1845-1922），此時期學術機構對於寄生蟲學分為蠕蟲學、原蟲學、與昆蟲學等三大類研究

領域，寄生蟲學第一份英文學術期刊Parasitology創辦於1908年。1914年至1940年的奠定

期，主要特徵為學者已自稱為寄生蟲學家、學術機構與大學增設寄生蟲學科與研究所、寄

生蟲學研究生的招收、寄生蟲學學會與期刊的增加。沃博伊斯的分類，於史前期未強調德

語世界的發展，所舉例人物為美國、英國、與法國學者，但該階段的寄生蟲研究，德國學

者居功厥偉，例如德國萊比錫大學動物學與寄生蟲學家洛克哈特（Rudolf Leuckart, 

1822-1898），他是德國萊比錫大學世界最早設立寄生蟲學講座與實驗室的第一任教授，沃

博伊斯文中所提到的華德、斯泰爾斯與納托爾皆前往萊比錫大學跟隨他學習，德語世界比

英國更早發展寄生蟲學，但英國後來居上。Michael Worboys, “Emergence and Early 

Development of Parasitology.” in K.S. Warren, J.Z. Bowers eds., Parasitology: A Global 

Perspective (New York: Springer, 1983.), pp. 1-18. 沃博伊斯（Michael Worboys）是英國曼徹

斯特大學教授與科學、科技與醫學史中心主任，他是研究殖民醫學史的重要學者之一，曾

於2006年7月來臺發表兩場演講，回顧探討殖民醫學史與痲瘋病。  
11

 D.I. Grove, A History of Human Helminthology (London: CAB International, 1990).該書在各種

寄生蟲研究的相關章節，分別敘述了在臺灣的學者寄生蟲研究之貢獻。 
12

 劉翠溶、劉士永、顧雅文，〈以寄生蟲病作為二十世紀台灣環境變遷的一項指標：初步探討〉，

劉翠溶編，《自然與人為互動：環境史研究的視角》（臺北：聯經，2008），頁523-592。劉

士永，〈從血絲蟲到瘧原蟲：從風土病類型移轉看臺灣西部平原之開發〉，王利華主編，《中

國歷史上的環境與社會》（北京：三聯，2007），頁393-423。劉士永，〈橫川吸蟲症（Metagonimus 

yokogawai）與臺灣的殖民醫學〉，《科學人雜誌》21（2003.11），頁29。張素玢，〈蟲蟲戰爭：

海人草與臺灣的寄生蟲防治（1921-1945）〉，范燕秋主編，《多元鑲嵌與創造轉化：臺灣公

共衛生百年史》（臺北：遠流，2011），頁129-176。顧雅文，〈日治時期台灣瘧疾防遏策略—

「對人法」？「對蚊法」？〉，《臺灣史研究》11：2（2004.12），頁185-222。朱真一，《臺

灣熱帶醫學人物-開拓國際交流的醫界先驅》（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1）。對於

寄生蟲學實作探討研究，則以李尚仁研究英國的發展為主。李尚仁，《帝國的醫師－萬巴德

與英國熱帶醫學的創建》。 
13

 史蒂文．謝平、賽門．夏佛著，蔡佩君譯，《利維坦與空氣泵浦：霍布斯、波以耳與實驗生

活》（臺北：行人出版，2006）。Steven Shapin and Simon Schaffer, Leviathan and the Air-Pump: 

Hobbes, Boyle, and the Experimental Lif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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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的科學爭議研究，透過自然知識產生過程與科學家實驗與行為，藉由物質技術

（material technology）、書面技術（ literary technology）、與社會技術（ social 

technology）等三個層面分析。該書中解釋物質技術為「鑲嵌於氣泵的建造和操

作」，書面技術意指「將氣泵所產生的現象傳達給未直接見證者知道」，社會技術

是「用以整合實驗哲學家在彼此討論及思考知識主張時應該使用的成規」。14該書

從科學知識社會學的角度，開拓新的研究領域。 

李尚仁著〈看見寄生蟲—萬巴德絲蟲研究中的科學實作〉一文，15探討英國

熱帶醫學醫師萬巴德有關寄生蟲絲蟲的研究，從科學實作的觀察，細膩地分析其

物質技術與社會技術，開創啟發有關寄生蟲研究的科學社會知識範疇。《帝國的醫

師─萬巴德與英國熱帶醫學的創建》一書，透過萬巴德，研究英國熱帶醫學的物

質文化，由狹義的物質文化層次「博物館式科學」與廣義的物質文化層次兩方面

闡述，並「深入探討歐洲帝國擴張與現代科學知識生產之間的關係」。16此兩份著

作以微觀史的處理科學實作的角度，17與上述著作的創思，是本篇文章借鏡的主

要寫作參考。 

本文透過有關物質文化與科學實作的研究角度與方法，藉助謝平與夏佛著作

中所述三種技術的概念與區分，與文獻資料，例如《臺灣醫學會雜誌》，《日本病

理學會會誌》，《岡山醫學會雜誌》，《臺灣總督府醫學校一覽》等，以及《臺灣日

日新報》等報章雜誌，進行整理、歸納及分析，研究分析橫川定的寄生蟲研究的

科學實作。 

二、由病理學轉向寄生蟲學研究18 

                                                      
14

 史蒂文．謝平、賽門．夏佛，《利維坦與空氣泵浦》，頁35-36。Shapin and Schaffer, Leviathan 

and the Air-Pump, p. 26. 
15

 李尚仁，〈看見寄生蟲—萬巴德絲蟲研究中的科學實作〉，《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78：2（2007.6），頁225-259。 
16

 陳秀真，〈評李尚仁，《帝國的醫師─萬巴德與英國熱帶醫學的創建》〉，《新史學》24：

2（2013.6），頁187-195。 
17

 有關微觀史說明，見戴麗娟的書評，〈Jacques Revel ed., Jeux d’echelles: La micro-analyse a 

l’experience（比例尺之運用-實驗下的微觀分析）〉，《新史學》12：3（2001.9），頁201。 
18

 有關此章節整合修正，感謝審查專家的高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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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總督府醫學校1902年以前的病理學教學，是由具婦產科與外科醫師資格

的川添正道副教授擔任。19
1902年來臺教授病理學的田中祐吉是日治時期臺灣第

一位病理學教授，奠立日治時期臺灣病理學教室的基礎。20田中祐吉於1904年4月

離職後，陸續接替其位的為今裕（Yukata Kon, 1878-1954），以及久保信之。21久

保信之於1911年出國進修，1911年4月15日橫川定被任命為臺灣總督府醫學校講

師，任教原有久保信之教授的病理學、解剖學與法醫學課程，此時臺灣總督府醫

學校並無專門獨立的寄生蟲學課程。 

今裕與久保信之在日本曾擔任藤浪鑑與桂田富士郎教授的病理學教室助手。

藤浪鑑與桂田富士郎於1918年因為日本住血吸蟲研究共同獲得日本帝國學士院

（日本學士院前身）恩賜賞。22藤浪鑑於1929年入選日本帝國學士院會員（院士）。
23桂田富士郎1904年4月前往山梨縣甲府調查片山病，當地醫師三神三郎協助提供

12名病患的詳細病歷與檢查資料，其中5名糞便檢查有特別的寄生蟲蟲卵，桂田富

士郎以顯微鏡詳細觀察記錄蟲卵形狀、顏色、數目、每個蟲卵大小直徑等資料，

山梨縣病院並提供三例先前死亡解剖病例的肝臟器官給桂田富士郎檢查，這些肝

臟器官是以酒精固定保存，桂田富士郎切片顯微鏡檢查後，皆發現有特別的寄生

蟲蟲卵與肝臟纖維化的病變，桂田富士郎懷疑此新的寄生蟲病，可能是人畜為共

                                                      
19

 川添正道於1891年日本第五高等學校醫學部畢業後，同校病理學教室當助手，兩年後轉任

臨床工作，之後來臺灣臺北病院任職，並在醫學校授課。由於川添正道有病理學訓練的背

景，所以兼任病理學與解剖學的教學。參見容世明，〈臺灣總督府醫學校醫學生1903年的日

本修學旅行〉，《臺灣醫界》，55：11（2012.11），頁600-604。 
20

 1902年9月田中祐吉被任命為台灣總督府醫學校教授，負責病理學，病理解剖學，與組織學

授課。參見容世明，〈台灣日治時期第一位病理學教授：田中祐吉〉，《台灣病理學會會

誌》3：2（2012.11），頁106-107。 
21

 久保信之來臺灣任職，主要是因為今裕出國進修，出國期間的病理學教學需要有人代理，

而且今裕進修回臺灣後，晉升教授，醫學校病理學教室就會空出一個副教授名額。久保信

之依循今裕的模式，1911年留學德國Wurzburg跟隨Richard Kretz教授學習病理學，及慕尼黑

跟隨Max Richter教授學習法醫學，留學回臺灣後1913年被任命為醫學校教授。久保信之1901

年畢業於第三高等學校醫學部，1902年擔任岡山醫學專門學校病理學教室教授助手，在桂

田富士郎門下研習，1903年久保信之任岡山醫專助教授。參見容世明，〈臺灣總督府醫學專

門學校暨台北醫學專門學校病理學竝法醫學教室發展史〉，《台灣病理學會會誌》4：2

（2013.12），頁77-102。 
22

 日本学士院官方網站，「醫學博士桂田富士郎及醫學博士藤浪鑑ノ日本住血吸蟲病ノ研究ノ

受賞審查要旨」，http://www.japan-acad.go.jp/pdf/youshi/008/katsurada-fujinami.pdf，2014年1

月13日瀏覽。 
23

 日 本 学 士 院 官 方 網 站 ，「 物 故 会 員 一 覧  (50 音 順 ) ハ 行 」，

http://www.japan-acad.go.jp/japanese/members/bukko/h_gyo.html，2014年1月13日瀏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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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宿主，他於當地解剖患寄生蟲病的兩例犬與一例貓，並將解剖後的器官以酒精

固定，帶回實驗室檢查，5月26日在貓的肝臟發現寄生蟲蟲卵與肝臟結節變化，並

於門脈區的大門脈部位發現完整的成蟲一條，他將此蟲染色以顯微鏡觀察，詳細

觀察記錄成蟲形狀、吸盤數目、大小直徑等資料，並繪圖記錄成蟲，這是尚未被

報告發表的寄生蟲，是一種新的血吸蟲，桂田富士郎推論認為片山病就是由此新

的寄生蟲致病引起。24藤浪鑑於5月30日在片山病過世病患解剖的肝臟，門脈區部

位發現不完整成蟲蟲體，兩人發現的時間僅隔四天，首先發現日本血吸蟲成蟲的

功績，此後就歸屬於桂田富士郎。桂田富士郎後續蒐集32條雌雄異體成蟲，並將

此新的血吸蟲命名為日本住血吸蟲。 25飯島魁、雷波（ Robert T. Leiper, 

1881-1969）、萬巴德等學者也認可桂田富士郎的發現。26
  

橫川定1883年7月21日出生於日本岡山縣，1904年就讀岡山醫學專門學校， 

1908年第一名畢業。27橫川定自述1905年病理學總論課程由桂田富士郎擔任講

授，桂田富士郎上課條理井然有序，又配合本身的研究發現，讓橫川定產生師事

桂田富士郎研究寄生蟲學的願望。28橫川定畢業後，先任岡山縣病院胃腸科助手，

胃腸科期間發表數篇論文。29橫川定在胃腸科的資歷，影響他日後對於消化道系

統寄生蟲的研究興趣，例如橫川吸蟲就是寄生於小腸的寄生蟲，他於1923年在東

京日本病理學會總會被邀請擔任宿題報告演講，題目為〈宿題 蛔蟲病ノ病理解剖

學的方面〉，蛔蟲主要也是寄生於消化道30。除了研究的題材外，他於胃腸科期間

                                                      
24

 桂田富士郎，〈山梨縣下ノ地方病ニ就テ〉，《岡山醫學會雜誌》173（1904.6），頁217-260。 
25

 桂田富士郎，〈日本住血吸蟲ノ佐賀縣下ニ於ケル關係ニ就テ〉，《岡山醫學會雜誌》16：175

（1904.8），頁311-326。桂田富士郎，〈新報 寄生蟲病ノ病原〉，《中外医事新報》586（1904.8），

頁1111-1116。 
26

 （雜報），《岡山醫學會雜誌》174（1904.7），頁370。Looss著，大前信三譯，（桂田氏日本

住血吸蟲即チ人類ノ一新亞細亞性「ビルハルツ井ア」），《岡山醫學會雜誌》188（1905.10），

頁411-418。 
27

 （雜報），《岡山醫學會雜誌》226（1908.11），頁760。 
28

 橫川定，〈余が寄生虫学研究の五十週年回顧（一）〉，頁494。 
29

 Heinrich Schlecht、横川定，〈膵官能試驗法遺補〉，《岡山醫學會雜誌》232（1909.5），頁

310-317。〈岡山醫學會彙報〉，《岡山醫學會雜誌》238（1909.11），頁711-712。横川定，〈消

化管ヨリ轉移シタル腹膜膠樣癌ノ三例特ニ膠樣癌ノ組織學的智見ニ對スル増補〉，《岡山

醫學會雜誌》239（1909.12），頁737-754；〈胃ノ醗酵素并ニ自家ノぺぷしん定量法ニ就テ〉，

《岡山醫學會雜誌》252（1911.1），頁19-36；〈岡山醫學會第二十二囘總會記事〉，《岡山醫

學會雜誌》253（1911.2），頁219-235；〈胃潰瘍ノ智識ニ關スル一二ノ増補〉，《岡山醫學會

雜誌》260（1911.9），頁777-785。 
30

 橫川定，〈宿題 蛔蟲病ノ病理解剖學的方面〉，《日本病理學會會誌》  13(1923)，頁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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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發表論文的研究方法，對其日後也有所助益，例如他利用顯微鏡觀察消化道黏

液癌的癌細胞細胞質組織變化，或研究胃酵素的定量方法等，這些方法或儀器使

用，日後都曾被他應用於其寄生蟲學的研究。31他當時也曾與外籍學者合作發表

論文。32橫川定於1911年轉任岡山醫專病理學教室助手。33
1911年2月岡山醫學會

第二十二回總會邀請宮入慶之助特別演講寄生原蟲的研究方法，橫川定也參加此

會議並發表論文。34可見橫川定來臺灣之前，除了親炙桂田富士郎外，其他寄生

蟲學者的風範也曾親身體會。久保信之被臺灣總督府醫學校官費派赴徳國留學進

修，其教學工作由桂田富士郎推薦橫川定來臺灣任教，1911年4月橫川定來臺灣當

時年齡為28歲。35臺灣日治初期臺人人口的平均壽命為30-40歲，36
28歲在那個年

代已接近當時壽命的中途，而此年齡在當時學術界已大多是副教授職級。例如今

裕，來臺就任副教授時的年齡為27歲，並以高等官七等敘任，37而今裕來臺之前

是京都帝國大學病理學教室藤浪鑑教授的助手，藤浪鑑就任教授時的年齡為29

歲；38此外如果是東京帝國大學的助手，來臺灣任職，就能擢升為醫學校教授，

並以高等官聘用；39橫川定因為是專科學歷，又歷經內科助手轉病理科，非大學

                                                                                                                                                   
他是第一位在臺灣服務期間的病理學教授，被邀請到日本病理學會年會演講宿題報告，表

示他的學術地位被日本病理學界高度肯定。之前也有今裕於10年前(1913年) 宿題報告演

講，但今裕報告演講時已經離開臺灣。在橫川定之後，約時隔20年，才有第二位在臺灣服

務期間的病理學教授，臺北帝國大學醫學部病理學教授和氣巖，被邀請演講宿題報告於日

本病理學會。從1911年開始的第1回日本病理學會總會到第32回(1942年)，約30年期間，曾

在臺灣服務過的病理學教授共3名演講過宿題報告。今裕，〈宿題 血管硬變症--第三：動脈

試驗的方面〉，《日本病理學會會誌》3（1913），頁99-136。和氣巖宿題報告論文為：Iwao Wake, 

“Über pathogenetische Fragen der ortlichen elektiven Vulnerabilita im 

Zentralnervensystem.”Transactiones Societatis Pathologae Japonicae XXXII (1942): pp.  

577-682。中央研究院葉曙教授的日籍老師馬杉復三是於1939年宿題報告演講〈宿題アレル

ギ−其の病理學的意義〉。 
31

 横川定，〈消化管ヨリ轉移シタル腹膜膠樣癌ノ三例特ニ膠樣癌ノ組織學的智見ニ對スル増

補〉，頁737-754。横川定，〈胃ノ醗酵素并ニ自家ノぺぷしん定量法ニ就テ〉，頁19-36。 
32

 Heinrich Schlecht、横川定，（膵官能試驗法遺補），頁310-317。 
33

 〈雜報〉，《岡山醫學會雜誌》252（1911.1），頁116。橫川定，〈余が寄生虫学研究の五十

週年回顧（一）〉，頁493-494。何鳳儀編，《日治時期台灣高等官履歷》第三冊，頁422-428。 
34

 〈岡山醫學會第二十二囘總會記事〉，頁219-235。 
35

 橫川定，〈余が寄生虫学研究の五十週年回顧（一）〉，頁495。 
36

 陳紹馨，《臺灣的人口變遷與社會變遷》（臺北：聯經，1979），頁164-166。 
37

 〈人事〉，《臺灣醫學會雜誌》25（1904.9），頁383。 
38

 今裕，〈三十五年の回顧〉，東京帝國大學病理學教室教室50周年紀念會編，《東京帝国大学

病理学教室教室50年史下卷》（東京：大日本印刷株式會社，1938），頁307。 
39

 例如大島次郎為東京帝國大學內科助手，1904年就任臺灣總督府醫院醫長兼醫學校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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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憑，也不是正統科班出身，在臺灣醫學校眼中，橫川定只能由講師職級開始做

起，也無高等官的待遇。橫川定來臺灣，除了與妻子家人分隔兩地，也同時要兼

醫學校舍監職務，就如同但丁在《神曲》所述，「我在人生旅程的半途醒轉，發覺

置身於一個黑林裏面，林中正確的道路中斷」，面臨人生中抉擇的關卡。40
 

1911年5月5日下午七點至晚上九點半，橫川定來到臺灣還未滿一個月，臺灣

醫學會5月臺北例會在臺北醫院講堂舉行，他是三位講者中第一位演講者，演講題

目為中華肝吸蟲的生活史與標本展示〈篦形二口蟲ノ發育ニ關スル一二ノ知見及

標本ノ「デモンストラチオーふン」〉。41篦形二口蟲即是中華肝吸蟲，在此演講

會中，他提供日本岡山縣中華肝吸蟲其生活史中成蟲、蟲卵、幼蟲與中間宿主各

階段的標本，供與會人士觀看。肝吸蟲幼蟲的中間宿主為淡水魚，尾動幼蟲與囊

狀幼蟲經過魚肉、總輸膽管、肝管、至肝臟發育。另外兩位講者為吉田坦藏與臼

杵才化，42他們的講題分別為1911年4月東京內科學與消化道疾病學會的與會心

得。橫川定為何要選擇介紹寄生蟲中的中華肝吸蟲？ 

中華肝吸蟲被發現後，43桂田富士郎就曾針對此蟲對人體造成疾病的機轉，

                                                                                                                                                   
迎俊造為東京帝國大學醫科大學助手，1904年就任臺灣總督府醫院醫長兼醫學校教授敘高

等官六等。〈人事〉，《臺灣醫學會雜誌》28（1904.12），頁530-531。〈人事〉，《臺灣醫學會

雜誌》49（1906.11），頁944。 
40

 但丁‧阿利格耶里（Dante Alighieri），黃國彬譯，《神曲 地獄篇》（臺北：九歌，2003），

頁97。 
41

 横川定，〈篦形二口蟲ノ發育ニ關スル一二ノ知見及標本ノ「デモンストラチオーふン」〉，

《臺灣醫學會雜誌》103（1911.5），頁544。 
42

 吉田坦藏(1875-1956)當時為臺灣總督府醫學校內科教授，臼杵才化（1876-1917）為臺灣總

督府醫學校小兒科教授。吉田坦藏1899年畢業於第三高等學校，1901年來臺灣開港檢疫所

任職，1902年臺北醫院醫員兼醫學校講師，1905年日赤臺灣支部醫院醫長，1907年至1910

年留學德國，1910年晉升臺灣總督府醫學校教授，1922年辭職在臺北開業，曾任議員與臺

灣醫師會會長，戰後回日本。臼杵才化1902年畢業於東京帝國大學，曾任臺灣總督府臺北

醫院醫長，1913年回日本神田開業。泉孝英，《外地の医学校》（東京：株式会社メディカ

ルレビュー社，2009），頁187，282。 
43

 中華肝吸蟲（Clonorchis sinensis）主要流行東亞地區，例如中國大陸、日本、 韓國、臺灣、

越南、香港、馬來西亞、新加坡等地。屬於吸蟲綱（Trematoda）、複殖目（Dignea）、後睪

科（Opisthorchiidae）、支睪屬（Clonorchis spp.）。生活史包括成蟲、蟲卵、毛動幼蟲、胞

動幼蟲、雷氏幼蟲、尾動幼蟲、囊狀幼蟲等7 個階段，成蟲寄居於終宿主肝膽道系統，蟲

卵由終宿主糞便排出，毛動幼蟲、胞動幼蟲、雷氏幼蟲、與尾動幼蟲於第一中間宿主淡水

螺體內依序發育，尾動幼蟲則於淡水魚中寄生，終宿主生食淡水魚後，囊狀幼蟲在十二指

腸進入肝膽道系統，發展為成蟲。中華肝吸蟲的保蟲宿主為貓，終宿主為人。成蟲具備兩

個吸盤，體形狹長，背腹扁平、外形似湯匙狀或竹板狀，日本稱其為篦形二口蟲。蟲卵大

小在吸蟲類為嬌小型，形狀為卵圓狀，具口蓋，口蓋周圍卵殼增厚，形成肩峰有類似小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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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一系列的病理組織研究。但直到1910年至1911年，經由小林晴治郎（Harujiro 

Kobayashi, 1884-1969）的陸續研究，才闡明其生活史與中間宿主的關係。44中華

肝吸蟲生活史的第一中間宿主為淡水螺，第二中間宿主是淡水魚類和蝦，小林晴

治郎首先實驗證明中華肝吸蟲生活史的第二中間宿主是淡水魚，這項研究是日本

寄生蟲研究繼1904年發現日本血吸蟲之後的重要發現之一。45因為在二十世紀

初，有關吸蟲類的生活史與中間宿主，僅有牛羊肝吸蟲被破解，其他的吸蟲則尚

未明瞭其中間宿主。小林晴治郎首先實驗發現淡水魚是中華肝吸蟲的第二中間宿

主。46而此發現，也開展淡水魚做為寄生蟲學研究的材料，因為淡水魚的供應方

便取得，是容易掌握與觀察的研究標本來源。 

小林晴治郎發現在岡山地區的九種淡水魚，其魚肉有寄生蟲的尾動幼蟲與囊

狀幼蟲，他將魚肉餵食幼貓，小貓暴斃後解剖，在肝膽系統發現中華肝吸蟲，證

實淡水魚為中間宿主，該研究結果也與東京的飯島魁、五島清太郎與宮島幹之助

等學者通信討論，此外小林晴治郎論文也繪圖圖示100倍率放大之幼蟲，與30倍率

                                                                                                                                                   
點狀突起。中華肝吸蟲成蟲的首次被發現，是因為一名20歲中國籍船員由於發燒在印度加

爾各答醫院入院數小時後就過世，並於1874年9月9日由加爾各答醫學院病理學教授麥康內

爾（James McConnel）對該病患屍體施行病理解剖，在肝臟與膽道系統內發現未被報告過

的寄生蟲成蟲與蟲卵，麥康內爾將此發現發表於1875年8月21日Lancet雜誌，這是世界上第

一個報告感染中華肝吸蟲的病例。 1878年麥康內爾於香港再度發現中華肝吸蟲的蹤跡，同

年於日本岡山也報告發現中華肝吸蟲，但日本學者誤認其為蛔蟲之一種。1883年貝爾茲

（Erwin Baelz）在日本東京大學病理解剖個案再度與中華肝吸蟲成蟲相逢，貝爾茲將此發

現命名為地方肝二口蟲Discoma hepatitis endemicum，之後飯島魁將其簡稱為地方二口蟲

Discoma endemicum。J.F.P. McConnell, “Remarks on the Anatomy and Pathological Relations 

of A New Species of Liver-Fluke.” Lancet 106:2712 (August 1875): pp. 271–274. A History 

of Human Helminthology一書在中華肝吸蟲的章節，也有少數誤植之處，例如敘述麥康內爾

解剖發現中華肝吸蟲的日期，誤植為1874年9月8日，英國Lancet雜誌載錄之原始文獻是寫

1874年9月9日。K. Ishisaka, “Autopsy Record of Liver Disease”, Igaku-Zassi 40 (1878): pp. 

20-26 (in Japanese). E. Baelz, “Ueber einige Parasiten des Menschen”, Berl klin Wchsch 20 

(1883): pp. 234-238 (in German). I. Ijima, “Notes on Distoma endemicum, Baelz”, Journal of 

the College of Science, Imperial University of Tokyo 1 (1886): pp. 47-59. 
44

 小林晴治郎，〈肝臟「ヂストマ」研究第一豫報〉，《細菌學雜誌》178（1910.8），頁743-745。

小林晴治郎，〈肝臟「ヂストマ」ノ研究(豫報)〉，《細菌學雜誌》180（1910.10），頁843-848。

小林晴治郎，〈肝臟「ヂストマ」ノ研究續報〉，《細菌學雜誌》185（1911.3），頁153-154。

小林晴治郎，〈肝臟「ヂストマ」ノ第一中間宿主〉，《細菌學雜誌》188（1911.6），頁389-392。

小林晴治郎，〈肝臟「ヂストマ」ノ研究(本報)〉，《細菌學雜誌》220（1912.8），頁597-663。 
45

 〈日本における寄生虫学の歴史【年表】〉，《目黒寄生虫館月報》134（1978.12），頁2-4。 
46

 Yukio Yoshida, “Clonorchiasis-A historical review of contributions of Japanese 

parasitologists.” Parasitology International 61:1 (March 2012): pp.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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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大之成蟲，包括兩個吸盤、消化道、生殖系統。47小林晴治郎當時任教於第六

高等學校，他的發現與實驗地點就是位於橫川定當時居住的岡山，此研究曾報告

於1910年7月10日岡山博物學會第86回例會演講。48
1912年的論文則附上9種淡水

魚的圖片。49因為此項研究，小林晴治郎發表於《細菌學雜誌》1910年第180號的

論文〈肝臟「ヂストマ」ノ研究(豫報)〉，於286篇論文中脫穎而出，在第十二回

傳染病研究所同窗會大會上獲頒淺川博士紀念獎與賞金。50日本血吸蟲與中華肝

吸蟲的研究，影響橫川定對寄生蟲學的知識與研究方法，例如他來臺灣前夕，與

長谷川恒治共同發表論文〈日本住血吸虫病屍ノ肝臓ニ於ケル一二合併症〉（「感

染日本血吸蟲死亡病患的肝臟併發症」）。51
 

在上述背景下，促使橫川定來到臺灣後的第一個正式演講選擇中華肝吸蟲為

題，他並展示日本岡山縣中華肝吸蟲各階段的標本，供與會人士觀看，表示橫川

定由日本岡山來臺灣時，已經攜帶並準備了這些標本材料，供教學與研究使用，

而他本身對中華肝吸蟲與其生活史也有相當程度的掌握，有助於其後續的研究。

因為橫川定之後發現的橫川吸蟲與中華肝吸蟲，都屬於吸蟲綱、複殖目與後睪科，

蟲卵大小差別不大，但卵蓋處有些微差異，在橫川定發現橫川吸蟲之前，學者即

使見過橫川吸蟲蟲卵，也把橫川吸蟲蟲卵誤認為中華肝吸蟲蟲卵。由於橫川定對

中華肝吸蟲知識細節的掌握與研究材料的突破，奠定下他剛到臺灣不到半年就發

現橫川吸蟲的基礎。 

三、橫川定寄生蟲研究的科學實作52 

橫川定於1911年9月被臺灣地方病及熱帶病調查委員會聘為臨時委員，委託其

前往臺北廳與新竹廳調查肺吸蟲的流行病學現況，由於先前小林晴治郎的研究，

                                                      
47

 小林晴治郎，〈肝臟「ヂストマ」ノ研究(豫報)〉，頁848-849。 
48

 小林晴治郎，〈肝臟「ヂストマ」研究第一豫報〉，頁743。 
49

 小林晴治郎，〈肝臟「ヂストマ」ノ研究(本報)〉，頁662-663。 
50

 〈第十二回傳染病研究所同窓會大會記事〉，《細菌學雜誌》187（1911.5），頁365-366。 
51

 長谷川恒治、橫川定，〈日本住血吸虫病屍ノ肝臓ニ於ケル一二合併症〉，《日本病理學會會

誌》1（1912），頁150-151。 
52

 有關此章節的整合與修改，感謝審查專家的高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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橫川定了解中間宿主為其調查研究的重要材料來源。他先從常見的家畜、家禽、

與魚類入手，例如從飼養的豬、鴨、與淡水魚類等，使用顯微鏡系統性的詳細檢

查，包括魚鱗、肌肉、內臟、魚鰓、肝臟、卵巢等，檢視是否有寄生蟲與幼蟲的

蹤跡。53橫川定將淡水魚類其魚肉、內臟、魚鰓等製作成標本，經顯微鏡檢查，

在香魚的魚鱗、魚肉、魚鰓等處發現特別的囊狀幼蟲，他將有此寄生蟲寄生的香

魚餵食小狗，小狗感染數周後，小狗糞便也出現此特別的寄生蟲卵，解剖檢查小

狗，在小腸的空腸黏膜也發現特別的寄生蟲成蟲寄生，此外在淡水河畔製作香魚

生魚片有名料理店，對其員工與雇主進行糞便檢查，也都出現與上述相同的寄生

蟲卵，他發現此一人畜共同宿主的新型寄生蟲，此寄生蟲之後被命名為橫川吸蟲。 

科學史學者謝平與夏佛藉由物質技術、書面技術、與社會技術等三個層面分

析， 探討知識生產過程與科學實驗，應用此三個層面分析橫川定的科學發現橫川

吸蟲，有助於理解科學「發現」、及該發現如何成為事實的社會歷史分析，以下將

逐一探討物質技術、書面技術、與社會技術等面向。54
 

「觀察並非陳述」（seeing is not saying），55觀察並不等同於實驗，要再以可

靠讓人信服的方式，將觀察到的現象表達清楚。橫川定觀察到特殊的寄生蟲幼蟲

與蟲卵，就要設計實驗，讓實驗更完善、並且使實驗資料與結果具備意義與說服

力。橫川定的實驗設計，是將待驗證的標的物，以實驗動物為材料，記錄寄生蟲

生活史，並輔佐人類糞便檢驗的實作。 

孔恩在《科學革命的結構》「第六章異例與科學發現的產生」，從氧、X光、

與電儲存萊頓瓶的案例中，歸納科學發現的共同特徵為異例的察覺、異例的觀察

與概念確認、與典範及程序的變遷。56橫川定的科學發現一開始是偶然觀察到的

異例現象，對此蟲卵的經驗異例，之前的學者將之視為中華肝吸蟲的一種。57但

                                                      
53

 横川定，《臺灣地方病及傳染病調查委員會 臺灣ニ於ケル內臟寄生蟲ノ研究 (第一囘報

告)》（臺北：臺灣總督府，1913），頁2。 
54

 有關此段落的修改，感謝審查專家的高見。 
55

 以昂．海金（Ian Hacking），蕭明慧譯，《科學哲學與實驗》(台北：桂冠，1991)，頁208。

Ian Hacking, Representing and Intervening: Introductory Topics in the Philosophy of Natural 

Scie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p. 180. 
56

 孔恩（Thomas S. Kuhn）著，程樹德、傅大為、王道還、錢永祥譯，《科學革命的結構》(二

版)（臺北：遠流，1994），頁101-116。陳瑞麟，《認知與評價：科學理論與實驗的動力學(下

冊)》（臺北：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2），頁419-420。 
57

 桂田富士郎，〈箆形二口蟲ト「ヘテロフヰヱス」〉，《日本消化機病学会雑誌》11：6（1912.12），

頁349-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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橫川定對此異例卻追根究底，不為舊典範所誤導或忽略，成就其新發現的契機。

此外在第二中間宿主的理論引導下，他系統性檢視淡水魚，並進而設計實驗進行

下一步的研究。例如他以狗為實驗動物，在食入含寄生蟲的食物後，觀察寄生蟲

在實驗動物的發育，進而確認這是一個新的科學發現。58
 

小林晴治郎關於淡水魚為中華肝吸蟲中間宿主的研究，開啟淡水魚類做為寄

生蟲中間宿主研究的物質材料。橫川定在其有關橫川吸蟲的論文，其中的參考文

獻列有小林晴治郎中華肝吸蟲中間宿主為淡水魚的研究，佐證小林晴治郎的研究

方法與研究的材料，影響橫川定發現橫川吸蟲。淡水魚類的香魚則是橫川定研究

發現橫川吸蟲的關鍵材料。59取得淡水魚類研究材料的過程，橫川定以炸藥投擲

河川，用炸魚方式獲取香魚。 

「擴展知覺領域的一個方法便是使用望遠鏡和顯微鏡」（One way in which to 

extends the senses is by the use of ever more imaginative telescopes and 

microscopes）。60橫川定研究發現橫川吸蟲的過程，觀察發現幼蟲與蟲卵，顯微鏡

的使用與操作是重要的工具，因為橫川吸蟲的蟲卵很小，肉眼無法辨認，要以顯

微鏡觀察，才能看出與其他寄生蟲卵的相似與差異之處。 

顯微鏡的演進歷程，17世紀雷文霍克（Antony van Leeuwenhoek）發明了早

期的單一透鏡顯微鏡，虎克（Robert Hook）則自行設計複合式顯微鏡，由兩個鏡

頭組成，包括接目鏡與接物鏡。61
1839年倫敦顯微鏡學會（The Microscopical Society 

of London）成立，創始人包括奎特格（Edwin Quekett）與約瑟夫· 傑克森· 李斯

特（Joseph Jackson Lister），62該學會於1866年更名為皇家顯微鏡學會（Royal 

                                                      
58

 偶然觀察的發現、理論引導的發現、與實驗引導的發現，引自陳瑞麟，《認知與評價：科學

理論與實驗的動力學(下冊)》，頁42。 
59

 香魚學名為Plecoglossus altivelis altivelis（又稱呼為ayu、アユ、鮎、年魚、sweetfish），是

棲息溪流或湖泊的河海迴游魚類，可分為陸封型（只在淡水中生活）與降海型，其中降海

型壽命約1年，所以稱呼其為「年魚」。成魚體長約15~20公分，香魚分布於西北太平洋地區

域，包括中國、日本、韓國及臺灣。臺灣原產地為淡水河流域、濁水溪以北、與花蓮的溪

流 。 新 鮮 的 香 魚 會 有 一 股 香 氣 ， 所 以 稱 呼 其 「 香 魚 」。 台 灣 魚 類 資 料 庫 ，

http://fishdb.sinica.edu.tw/chi/species.php?id=381258，2013年12月25日瀏覽。 
60

 以昂．海金，《科學哲學與實驗》，頁210。Hacking, Representing and Iintervening, p. 181. 
61

 S. Bradbury, “Landmarks in Biological Light Microscopy.” Journal of Microscopy. 155:3 

(September 1989): pp. 281-305. 
62

 約瑟夫．傑克森．李斯特（Joseph Jackson Lister）為外科消毒之父李斯特的父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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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roscopical Society），這是第一個以科學儀器為主的科學社團。63製造顯微鏡的

主要廠商，在1865年時約30家，其中英國16家（11家位於倫敦），德國7家、法國

巴黎5家、奧地利1家、與義大利1家。至1900年時，倫敦9家、德國7家、巴黎4家、

美國3家、維也納1家、與米蘭1家等25個主要品牌廠商。64從19世紀開始至1900年

顯微鏡生產總量全球約為二十萬台，德國Leitz廠牌為五萬五千台、蔡司廠牌為四

萬台、Baush&Lomb為三萬台、Reichert 三萬台、R&J Beck 兩萬台、Spencer 八

千台、Ross 六千台、Crouch 六千台、Watson 三千台、與Swift 兩千台。以德國

Leitz品牌為例，1851年員工人數為十人，1900年員工人數增加為四百人，年產量

由三十一台增加為四千台，1910年增加為九千台。65
 

顯微鏡儀器早期面臨的問題是透鏡產生色彩干擾的問題，因為透鏡凸面有曲

度，會導致光波不同顏色波長干擾現象，解決此問題是透過無色彩透鏡解決色差

與球面像差。66德國發明家阿貝（Ernst Abbe, 1840-1905）對於光學理論與技術創

新，他改善顯微鏡，發明聚光器，將此聚光透鏡設置位於顯微鏡載物臺下方，能

收集更多光線，改善照明，提供更清晰放大的影像與解析度，他也發明油鏡鏡頭，

讓放大倍率提升。67顯微鏡從近代到現代的技術進步，逐漸風行傳播全世界，成

為通用於醫學教育與研究的工具。68
 

顯微鏡於十八世紀中葉由歐洲引進日本。在1787年刊行由森嶋中良（又名森

島中良，1754-1810）編著的《紅毛雜話》，此書在內容專節介紹顯微鏡，並附上

日本畫家司馬江漢（1747-1818）繪製的顯微鏡插圖，繪圖中包括接目鏡、鏡筒、

                                                      
63

 Gerard L'Estrange Turner, “The Origins of the Royal Microscopical Society.” Journal of 

Microscopy 155:3 (September 1989): pp. 235-248. 
64

 Gerard L'Estrange Turner, The Great Age of the Microscope: The Collection of the Royal 

Microscopical Society through 150 Years, (Bristol, England; Philadelphia, PA, USA: Taylor & 

Francis, 1989), pp. 12-13, 15. 
65

 Gerard L'Estrange Turner, The Great Age of the Microscope, Bristol, p. 13, 15. 
66

 關崇智，《生物學發展史》（臺北：淑馨，1994），頁154。Arthur Hughes, “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Microscopy.” Journal of the Royal Microscopical Society 75:1 (March 1955): pp. 1-22. 
67

 Ernst Abbe, “Beiträge zur Theorie des Mikroskops und der mikroskopischen Wahrnehmung” 

Archiv fur mikroskopische Anatomie 9:1 (1873.1): pp. 413-668. Julius Rheinberg, “Obituary 

Ernst Abbe.” Journal of the Royal Microscopical Society 25:2 (1905.2): pp. 156-163. 
68

 在Jutta Schickore 所著之The Microscope and the Eye: A History of Reflections, 1740-1870一

書中，除了顯微鏡技術之外，也探討顯微鏡學家在近代對於此工具的優缺、發展可能性、

與限制等議題的解決途徑，與認識論的反思。Jutta Schickore, The Microscope and the Eye: A 

History of Reflections, 1740-1870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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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物鏡、載物臺、與反光鏡等，是卡爾佩型（Culpeper）的顯微鏡。69顯微鏡的引

入日本，讓視覺有了新的觀察體驗。70
 

1914年大正博覽會銅牌獎頒給由寺田新太郎設計的顯微鏡，1919年山下長與

寺田新太郎等成立「株式會社高千穗製作所 」（OLYMPUS公司前身），1920年3

月生產發售日本國產顯微鏡「旭號」。71
 

日本也發行顯微鏡相關專業雜誌與設立顯微鏡學會等，例如日本《顕微鏡》

雜誌創辦於1894年至1915年，後續成立東京顯微鏡學會，《顕微鏡》雜誌並於1916

年至1944年更名為《東京顕微鏡学会雑誌》，之後更名為日本顯微鏡學會成立於

1949年至今。 

關於寄生蟲的研究方法，横川定與横川宗雄合著《寄生虫研究の実際》，章節

內容包括「顕微鏡と鏡檢法、寄生蠕虫の診断と檢査法、虫体檢査法、虫卵檢査

法、血淸学的診断法、新鮮便について実習、固定保存卵について実習、寄生蠕

虫の発育に関する実習」。72該書為橫川定與其兒子橫川宗雄合著，既是總結其

寄生蟲學研究的科學實作，也是提攜其兒子的著作，此書開宗明義就是有關顯微

鏡的操作與鏡檢方法。此外橫川定來臺灣任教期間，醫學校升格為專門學校之前，

橫川定也要負責組織學的教學，73在當年，組織學是主要利用顯微鏡研究觀察器

官中組織與細胞的結構，這也說明橫川定對顯微鏡研究觀察，要具備相當的知識

與操作技術。除此之外，早於1909年，橫川定就已經嫻熟使用顯微鏡檢查手術後

標本的病理學變化，並觀察到細胞質顆粒與膠樣成份等細微結構。74
 

顯微鏡的構造，包括機械部份的鏡筒、鏡臂、鏡座、載物臺、旋轉盤、標本

固守器、機械推動器、關節、與粗細調節輪，光學部份則為接物鏡、接目鏡、光

圈、聚光器、凹凸反光鏡（現代的顯微鏡則自備光源與燈泡），與量尺測微計等。

                                                      
69

 森嶋中良，《紅毛雑話》，（江戸：丁子屋平兵衛，1787）卷3，頁124-127。長谷川雅雄等著

《「腹の虫」の硏究：日本の心身観をさぐる》的第75頁圖2-3，複刊《紅毛雑話》中顯微

鏡附圖。 
70

 長谷川雅雄、辻本裕成、ペトロ・クネヒト、美濃部重克，《「腹の虫」の硏究：日本の心

身観をさぐる》（名古屋市：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12），頁72-86。 
71

 奧林巴斯，http://www.olympus.co.jp/jp/corc/history/micro/13year.cfm, 2014年3月22日瀏覽。 
72

 横川定、横川宗雄，《寄生虫研究の実際》（東京：杏林書院，1952）。 
73

 《臺灣總督府醫學校一覽》（臺北：臺灣總督府醫學校，大正8年3月10日(1919年)），頁95。

〈人事〉，《臺灣醫學會雜誌》189、190（1918.8），頁792。 
74

 横川定，〈消化管ヨリ轉移シタル腹膜膠樣癌ノ三例特ニ膠樣癌ノ組織學的智見ニ對スル増

補〉，頁750-7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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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微鏡的操作，則為放置要觀察的玻片、調整光線、調整焦距、轉換物鏡倍率、

與油鏡操作等。75在操作上，將標本放置載物臺後，用調節輪調整焦距，並調整

適當的光源，才能將物體放大看清晰。顯微鏡的使用，橫川定強調要先以低倍率

觀察，與調整光源及反光鏡的重要性。 

以昂‧哈金（Ian Hacking）「你學會用顯微鏡去看，是因為實際去操作，而不

是只用看的。（ you learn to see through a microscope by doing, not just by 

looking）」。 76「這種實際能力使我們產生信念。（The practical ability breeds 

conviction）」。77
 

利用顯微鏡觀察到的蟲卵與成蟲，將其手描繪圖，並於日後做為論文發表的

圖片，是複製呈現觀察結果的重要技藝。橫川定在臺灣開始進行寄生蟲研究的時

候，是由助手古賀伊一郎擔任製作標本，與蟲體、蟲卵等繪圖等工作。例如橫川

吸蟲成蟲的圖像，助手要繪圖成蟲蟲體（放大40倍）與蟲卵（放大600倍）形態與

大小比例，並包括成蟲蟲體的口吸盤、咽頭、神經節細胞、皮腺、腸管、腹吸盤、

生殖盤、子宮、卵巢、睪丸、卵黃巢、貯精囊、與受精囊等形態、位置、與比例

圖示。78橫川定也使用顯微鏡照相成蟲蟲體（放大40倍）與蟲卵（放大600倍）。79
 

在顯微鏡的操作程序下，為何橫川定辨識出橫川吸蟲蟲卵與其他寄生蟲卵的

差異處？有關這方面的物質技術層次，攸關個人技藝層面。80橫川定曾透露山極

勝三郎的著作《病的材料觀察法》，81由於山極勝三郎對於疾病病理解剖的觀察犀

利與敏銳，對橫川定的觀察力培養有很大的啟發作用。82例如橫川定研究探討肺

                                                      
75

 横川定、横川宗雄，《寄生虫研究の実際》，頁1-7。范秉真、許雨階，《醫用寄生蟲診斷學》

（臺北：國防醫學院，1966，第二版），頁4-7。 
76

 以昂．海金，《科學哲學與實驗》，頁219。Hacking, Representing and Intervening, p. 167. 
77

 以昂．海金，《科學哲學與實驗》，頁221。Hacking, Representing and Intervening, p. 191. 
78

 横川定，〈「ヘテロフヰエス」屬ノ一新種-小判形「ヘテロフヰエス」-ニ就テ〉，《細菌學

雜誌》217（1913.11），頁802。 
79

 横川定，〈「ヘテロフヰエス」屬ノ一新種-小判形「ヘテロフヰエス」-ニ就テ〉，《日本消

化機病学会雑誌》13：1（1914.1），頁107-108。 
80

 李尚仁闡述「技藝」為技能與身體技巧概念的統稱，類似於科學哲學家博蘭尼的技能概念

與人類學家牟斯的身體技巧概念，藉此探討科學史上被研究者難以言說的個人體驗。李尚

仁，〈看見寄生蟲—萬巴德絲蟲研究中的科學實作〉，頁228-229。 
81

 山極勝三郎，《病的材料観察法》（東京：半田屋医籍商店，1901），頁67。 
82

 橫川定，〈故三浦、山極兩先生の思出〉，收於東京帝國大學病理學教室50周年紀念會(編)，

《東京帝国大学病理学教室50年史下卷》(東京：大日本印刷株式會社，昭和13年 (1938))，，

頁343-344。山極勝三郎畢業於東京帝國大學，曾經留學德國，跟隨Rudolf Virchow教授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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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蟲，83肺吸蟲在終宿主體內如何轉移到肺部的途徑並不清楚，是從氣管支氣管

直接到肺部，或是經由血管或淋巴管轉移到肺部，當時並無定論。84
1915年中川

幸庵發現肺吸蟲的第二中間宿主為螃蟹，在螃蟹的肝與腮內找到肺吸蟲囊狀幼

蟲。確認肺吸蟲第二中間宿主後，橫川定就能從事實驗，將感染後的螃蟹肉或囊

狀幼蟲餵食實驗動物，進一步研究發現肺吸蟲在終宿主體內移動到肺臟的路徑過

程。85《病的材料觀察法》書中，山極勝三郎曾根據肺吸蟲病患的病理解剖，推

想肺吸蟲是經由腸間膜、肝臟漿膜、橫膈膜，以及胸腔的淋巴系統經由肺臟表面

到達肺部。86而橫川定以實驗證明山極勝三郎的推想。87
  

橫川吸蟲寄生於小腸。橫川定為了解寄生蟲在終宿主消化道寄生的生物機

轉，以胃液、腸液、酸性、中性、與鹼性溶液、醬油、醋、胃酵素等物質，實驗

不同濃度下是否橫川吸蟲幼蟲會被消化分解，以及寄生蟲是否影響胃腸消化道酵

素蛋白質的實驗。88有關胃酵素的定量法，他於1911年在胃腸科時就學習到此研

究方法。89
 

横川定將臺灣地方病及傳染病調查委員會委託調查結果，撰寫成兩份報告《臺

                                                                                                                                                   
習，之後並接任三浦守治職位成為東京帝國大學病理學第一講座教授，也是日本病理學會

總會創會的第一任會長。山極勝三郎是世界上第一位將焦油反覆塗抹在兔子的耳朵上，成

功的製造皮膚癌癌症的發現者，此實驗皮膚癌的標本，目前還陳列在東京大學的博物館內。

山極勝三郎曾經在1896年來臺灣調查鼠疫，並進行鼠疫的病理解剖。參見容世明，〈臺灣總

督府醫學專門學校暨台北醫學專門學校病理學竝法醫學教室發展史〉，頁77-102。 
83

 衛氏肺吸蟲（日本用語為肺蛭蟲），在當時臺灣流行於新竹等地區，例如新竹廳南庄街公學

校的學生有30%肺吸蟲感染。由於此寄生蟲以肺部寄生為主，讓病患產生咳嗽、喀血、與

胸痛等症狀，也可能造成呼吸道以外的寄生感染，例如腹膜炎，腫瘍、腦膜腦炎、與失明

等。此外肺吸蟲在朝鮮也是當時感染率排名第一的寄生蟲。中川幸庵與橫川定研究闡明肺

吸蟲與中間宿主及終宿主之間的傳播路徑與疾病機轉，臺灣醫學會1915年第十回大會中邀

請中川幸庵，橫川定與久保信之演講宿題報告，題目為：肺蛭蟲病，他們三位分別發表肺

吸蟲生命史，治療成果，與病理等方面研究成果。出自（〈宿題報告-肺「ヂストマ」〉，《臺

灣醫學會雜誌》150/151（1915.5），頁256-314。 
84

 橫川定，〈故三浦、山極兩先生の思出〉，頁343-344。 
85

 橫川定，〈肺「ヂストマ」(パラゴニームス、ウエステルマニー)ノ終宿主體內ニ於ケル移

行路ニ就テ〉，《臺灣醫學會雜誌》152（1915.6），頁685-701。 
86

 山極勝三郎，《病的材料観察法》（東京：半田屋医籍商店，1901），頁67。 
87

 橫川定實驗成果論文發表後，山極勝三郎與橫川定通信，提到關於肺吸蟲終宿主體內傳播

路徑，山極勝三郎的臆說經由橫川定實驗研究證明。出自橫川定，〈故三浦、山極兩先生の

思出〉，頁343-344。 
88

 横川定，（二口蟲類ノ生物學的研究），《岡山醫學會雜誌》336（1918.1），頁1-106；（二口

蟲類ノ生物學的研究），《岡山醫學會雜誌》337（1918. 2），頁141-183。 
89

 横川定，〈胃ノ醗酵素并ニ自家ノぺぷしん定量法ニ就テ〉，頁1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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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地方病及傳染病調查委員會臺灣ニ於ケル內臟寄生蟲ノ研究 (第一囘報告)》

與《臺灣地方病及傳染病調查委員會臺灣ニ於ケル內臟寄生蟲ノ研究  (第二囘報

告)》。90第一囘報告內容包括寄生蟲發現、中間宿主及中間宿主寄生部位、幼蟲與

肝臟「ヂストマ」ノ幼蟲鑑別、幼蟲發育中形態變化、成蟲、生物學性質、卵子、

人體寄生數例、臨床病原的意義、幼蟲抵抗力、本蟲分布等，第二囘報告內容包

括「ヘテロフヰエス」（Heterophyes）屬新種、通性、種類、實驗、「メタゴニム

ス」（Metagonium）屬新種。他也發表初步報告與完整論文於《臺灣醫學會雜誌》，

透過文字與圖像，將研究橫川吸蟲的成果以書面技術傳播。 

「怎樣才算是發現一個新現象？科學家如何理解一個科學的新發現？」，「『發

現』需要讓一個新經驗成為穩定且可重覆觀察的現象，並能浮現某種秩序；而且

這個現象要能播散出去，讓其它科學家也能經驗和確認後，才能算是一個『科學

發現』。這種意義下的『發現』包含了反覆觀察和實驗、模塑、表徵、修正、播

散、技能的熟習、磋商等等活動（agency），也就是一段複雜交織的『想』和『做』

的歷程。」。91在研究過程中，橫川定也持續與桂田富士郎通信討論與寄送標本，

標本包括含有蟲卵之小狗的糞便新鮮標本，與在固定液中的寄生蟲標本等，通信

內容則包括其實驗設計、過程與結果等。92透過這種傳播方式，讓桂田富士郎可

實際觀察此發現。 

桂田富士郎如何檢驗此發現，在其驗證過程中，是否可複製橫川定的實驗結

果？桂田富士郎的驗證對象為人的糞便與屍體解剖。 

1912年3月18日九州的一名醫師諮詢桂田富士郎有關一位四十歲男子糞便中

的寄生蟲卵，桂田富士郎發現寄生蟲卵與橫川定之寄送標本雷同，接著桂田富士

郎發現他所在的岡山醫專病理學教室的八名成員，檢查其糞便，包括桂田富士郎

在內的六位，糞便中均有與橫川定發現之寄生蟲卵，此外1912年5月21日桂田富士

郎病理解剖一位37歲女子，也發現其小腸也有此寄生蟲寄生，桂田富士郎命名此

蟲為橫川吸蟲（Heterophyes yokogawa），表彰橫川定發現的功勞，桂田富士郎也

                                                      
90

 横川定，《臺灣地方病及傳染病調查委員會 臺灣ニ於ケル內臟寄生蟲ノ研究 (第一囘報

告)》（臺北：臺灣總督府，1913）；《臺灣地方病及傳染病調查委員會 臺灣ニ於ケル內臟

寄生蟲ノ研究 (第二囘報告)》（臺北：臺灣總督府，1913）。 
91

 陳瑞麟，〈科學現象的觀察與建構〉，《東吳哲學學報》11（2005.2），頁74-75。 
92

 桂田富士郎，〈我日本ニ於ケル「ヘテロフ井ヱス」〉，《岡山醫學會雜誌》24：268（1912.5），

頁374，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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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實此寄生蟲出現在日本本土的九州、四國、中國等地，桂田富士郎論文並附上

顯微鏡放大800倍之寄生蟲卵手繪圖，桂田富士郎並說明闡述橫川吸蟲蟲卵直徑與

型態。93桂田富士郎的論文引起日本醫學界與動物學學者的注意與回響，桂田富

士郎進而再發表有關橫川吸蟲生活史與命名的論文，桂田富士郎與東京大學五島

清太郎商議橫川吸蟲的屬名，由於其腹吸盤與生殖吸盤兩者合而為一，將

Heterophyes yokogawa正名為Metagonimus yokogawai。94橫川吸蟲的發現，也是透

過反覆觀察和實驗、修正、播散、與磋商等過程。 

《臺灣日日新報》也陸續報導橫川吸蟲的發現成果，例如1912年12月8日，
95

1913年4月5日96與1913年4月7日專欄。97並評論日本學術界學閥弊害由來已久，

臺灣位居日本帝國邊陲，這次中央醫學界能公平認定橫川定的功績，可謂大快人

心的美事；也評述這是臺灣在地學者研究的新發現，對於熱帶地方會影響日本人

人種並導致退化的觀點，該報導認為此項研究發現可做為反駁的例證；此外該報

導也呼籲日本「南進」政策的必要性與正當性。 

社會技術是「用以整合實驗哲學家在彼此討論及思考知識主張時應該使用的

成規」，98公開討論的場域通常位於專業學會的會議。有關橫川吸蟲的發現，橫川

定首先於1911年12月9日臺灣醫學會的臺北例會，第一次口頭報告其發現。99
1912

年3月16日至3月17日，在臺灣總督府醫學校第二講堂舉行的第八回臺灣醫學會大

會中，橫川定將去年提出的觀點修正，並展示此寄生蟲成蟲與寄生蟲卵標本。100桂

田富士郎於1912年4月5日，在東京舉行的第二回日本病理學會總會，就提議橫川

                                                      
93

 桂田富士郎，〈我日本ニ於ケル「ヘテロフ井ヱス」〉，頁373-380。 
94

 桂田富士郎，〈我日本ニ於ケル「ヘテロフ井ヱス」論-追補第一〉，《岡山醫學會雜誌》24：

269（1912.6），頁449-451。桂田富士郎，〈我日本ニ於ケル「ヘテロフ井ヱス」論追補第二  

其一、「ヘテロフヰヱ」屬ニ近キ一屬ノ新設 (五圖ヲ添フ) 其二、鮒ノ吸蟲類ノ中間宿主

トシテノ意義〉，《岡山醫學會雜誌》24：273 （1912.10），頁768-778。 
95

 〈新寄生蟲 橫川氏「メタゴニムス」〉，《臺灣日日新報》，1912.12.8，第2版。 
96

 〈メタゴニムス(誇るべき本島醫學界の發見)〉，《臺灣日日新報》，1913.4.5，第2版。 
97

 〈日日小筆〉，《臺灣日日新報》，1913.4.7，第1版。 
98

 史蒂文．謝平、賽門．夏佛，《利維坦與空氣泵浦》，頁35-36。Shapin and Schaffer, Leviathan 

and the Air-Pump, p. 26 . 
99

 横川定，〈本島ニ於ケル寄生蟲病ノ研究第一特ニ「ヘテロフ井エス」發育ニ就テ〉，《臺灣

醫學會雜誌》110（1911.12），頁983-984。 
100

 橫川定，〈本島ニ於ケル内臓寄生蟲ノ研究報告第二〉，《臺灣醫學會雜誌》 114/115（1912.5），

頁366-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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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蟲命名。101
  

在第二回日本病理學會總會開會前，桂田富士郎於1912年4月4日日本消化機

病學會總會演講中華肝吸蟲與異形吸蟲的鑑別〈箆形二口蟲ト「ヘテロフヰヱス」〉。
102桂田富士郎認為這是日本上流社會最常感染的寄生蟲，因為該寄生蟲的中間宿

主為香魚，要有一定的經濟基礎才能經常享用香魚生食。他日後整理演講內容並

發表論文，在該論文列表其中11例橫川吸蟲，並說明蟲卵長短徑測量、蟲卵數目、

宿主、標本種類、以及備註等欄位，其中2例為橫川定提供，1例為上海同濟醫院

糞便標本，1例為朝鮮病患的糞便標本，2例雌成蟲標本。桂田富士郎並詳細描述

橫川吸蟲蟲卵與中華肝吸蟲蟲卵的區別，兩蟲的蟲卵乍看相似，但中華肝吸蟲蟲

卵形狀如蛋型，前端比後端較細狹，蟲卵開口緣增厚，側面觀有小結節狀的小蓋，

卵殼後端棘狀或鉤狀突起。橫川吸蟲蟲卵卵殼呈淡黃褐色，沒有上述中華肝吸蟲

蟲卵的特徵。桂田富士郎並附上4張橫川吸蟲蟲卵與中華肝吸蟲蟲卵800倍放大的

手繪圖以供圖像理解與區別。日本消化機病學會的會員主要為內、外科醫師，桂

田富士郎的演講對象擴展到寄生蟲學家與病理醫師之外的醫師群體，讓更多人討

論理解橫川吸蟲的發現。 

橫川定發現橫川吸蟲後，除了桂田富士郎也觀察驗證有此現象，其他學者也

重複此實驗，例如改變實驗對象，在京都醫學會中，愛知醫學專門學校病理教室

宇佐美鍵一也根據橫川定與桂田富士郎的論文，發表長良川產香魚觀察到橫川吸

蟲的報告。103橫川吸蟲的發現在不同的學術機構與學術社團也被重複驗證。  

1914年3月1日桂田富士郎應邀擔任第九回臺灣醫學會大會特別演講，演講題

目為東洋致病的吸蟲類寄生蟲與其發育史〈東洋ニ於ケル病原的吸蟲類ニ就テー

殊ニ其發育史ニ注意ヲ拂フ〉，他對大會聽眾說明臺灣寄生蟲研究的特色，為橫川

吸蟲的發現與中川幸庵肺吸蟲的研究。104藉由臺灣醫學會大會，桂田富士郎歸功

                                                      
101

 橫川定，〈鮎ヲ中間宿主トスル新寄生蟲竝ニ同蟲ニ對スル一屬ノ新設〉，《臺灣醫學會雜

誌》122(1912)，頁1055-1068；橫川定，〈鮎ヲ中間宿主トスル新寄生蟲竝ニ同蟲ニ對スル

一屬ノ新設（承前）〉，《臺灣醫學會雜誌》123（1913.1），頁1-26。 
102

 桂田富士郎，〈箆形二口蟲ト「ヘテロフヰヱス」〉，《日本消化機病学会雑誌》11：6（1912.12），

頁349-358。日本消化機病學會是日本消化器病學會 (Japanese Society of Gastroenterology)

的前身，1898年創立至今。 
103

 宇佐美鍵一，（長良川鮎ニ於ケル横川氏新吸蟲「メタゴニムス」ニ就テ  (第一報告)），《日

本消化機病学会雑誌》13：4（1914），頁245-278。 
104

 桂田富士郎，〈東洋ニ於ケル病原的吸蟲類ニ就テー殊ニ其發育史ニ注意ヲ拂フ〉，《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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橫川定發現橫川吸蟲，並讓臺灣的學術社團成員認知此發現。 

橫川定也請當時人在臺灣淡水的奧康納（F. W. O'Connor），105寄送標本給英

國倫敦熱帶醫學校（London School of Tropical Medicine），橫川定也經由奧康納，

與倫敦熱帶醫學校研究員與蠕蟲學家雷波通信。橫川定與雷波的通信以德文書

寫，其中一封信函大意為在日本、臺灣、與韓國等地，發現容易誤認為中華肝吸

蟲蟲卵的新寄生蟲，橫川定在信中也描述此寄生蟲的量測資料，例如成蟲體長與

體寬與蟲卵的直徑大小等。106雷波於1912年發表論文，將橫川吸蟲稱為Yokogawa 

yokogawai，他認為此寄生蟲成蟲的卵巢與卵黃腺在大小、數量、形狀、與分葉等

方面，與其他的寄生蟲，例如Cryptocotyle、Tocotrema、Heterophyes等，有所區

別。107此新發現的人類腸吸蟲-橫川吸蟲，命名方面歷經Heterophyes heterophyes，

Heterophyes yokogawa，Yokogawa yokogawai，Metagonimus yokogawai等，之後正

式學名為Metagonimus yokogawai
 。108

 

橫川定也因為這個新發現，109在聘任為講師一年後，於1912年5月被任命為臺

灣總督府醫學校助教授。其發現並於320多篇論文中脫穎而出，獲頒故淺川博士紀

念獎學賞與獎學金。110前述小林晴治郎於1911年獲獎，1912年未授與獎賞，1913

                                                                                                                                                   
醫學會雜誌》 141(1914)，頁829-838。 

105
 奧康納（Francis. W. O'Connor）由英國倫敦熱帶醫學校萬巴德派遣，於1910年至1911年來

臺灣調查研究。他之前任職英國倫敦熱帶醫學校期間，心儀萬巴德女兒瑪格麗特（Edith 

Margaret），但瑪格麗特心意已歸屬倫敦熱帶醫學校另一位萬巴德學生菲立浦（Philip 

Manson-Bahr, 1881-1966），在萬巴德女兒瑪格麗特訂婚後，奧康納請纓赴遠東調查研究，

進而來到臺灣。Raul Mayo Santana, et al. A Sojourn in Tropical Medicine: Francis W. 

O'Connor's Diary of a Porto Rican Trip, 1927. ( Puerto Rico: La Editorial Universidad de Puerto 

Rico, 2008). 
106

 Robert T. Leiper, “Observations on certain helminths of man. ”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Tropical Medicine and Hygiene 6:8(1913): pp. 265-297。 
107

 Robert T. Leiper, “Observations on certain helminths of man.” pp. 282-285. 
108

 桂田富士郎，〈東洋ニ於ケル病原的吸蟲類ニ就テー殊ニ其發育史ニ注意ヲ拂フ〉，《臺灣

醫學會雜誌》141（1914.7），頁835。桂田富士郎，〈一新吸虫,メタゴニムスに就いて〉，《東

京医事新誌》1796（1912.7），頁3483-3489。 
109

 橫川定，〈余が寄生虫学研究の五十週年回顧（二）〉，頁546。横川定，《臺灣地方病及傳

染病調查委員會臺灣ニ於ケル內臟寄生蟲ノ研究 (第一囘報告)》。 
110〈雜事〉，《細菌學雜誌》210（1913.4），頁300-302。故淺川博士紀念獎學賞日後改稱為淺

川賞，由北里柴三郎設立以紀念其門生淺川範彥（1865-1907），該獎從1909年頒發至今，

由北里研究所的委員會審查前一年度發表日本有關細菌學或流行病學論文，評選出最佳論

文給予該獎項，1959年後該獎由日本細菌學會頒發，評選標準並擴大為對細菌學領域有主

導開創研究或對日本細菌學會發展有顯著貢獻的研究人員。淺川範彥於1894年進入大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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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由橫川定獲獎。111
 

但橫川定的發現也並非全然沒有其他爭議，112小林晴治郎就曾提出不同種的

命名。小林晴治郎於1912年10月發表〈吸蟲類ノ一新屬ニ就テ(豫報)〉（一種新的

吸蟲類寄生蟲(初步報告)），他將此寄生蟲命名為Loxotrema ovatum。113
1910年7月

小林晴治郎在日本宮城縣本吉郡柳津的淡水魚之鱗片發現囊狀幼蟲，型態與肝吸

蟲類似，他在幼貓的肝臟也發現此寄生蟲，1911年6月小林晴治郎在日本德島縣阿

賀川與吉野川之香魚，又再度發現此寄生蟲幼蟲，1911年11月小林晴治郎在日本

琵琶湖之香魚，也再次發現此寄生蟲幼蟲。小林晴治郎於文章中，提到他所發現

的寄生蟲，與1912年4月於日本病理學會總會中，橫川定所展示與桂田富士郎命名

之橫川吸蟲，在吸盤與生殖孔大小有差異，小林晴治郎認為他發現了不同的新寄

生蟲。依據小林晴治郎與橫川定的研究，在香魚身上就發現了兩種新的寄生蟲。  

在他們各別發現的10年後，雷波於1922年評論小林晴治郎所命名之Loxotrema 

ovatum，北平協和醫學院佛斯特（Ernest Carroll Faust, 1890-1978）於1923年在寄

生蟲學期刊（The Journal of Parasitology）之論文，評述Loxotrema ovatum在型態

與生活史方面就是橫川吸蟲，橫川吸蟲學名應是Metagonimus yokogawai。114比較

小林晴治郎與橫川定發現橫川吸蟲與發表論文的時間，小林晴治郎論文發表的時

間為1912年10月，橫川定於1912年5月在《臺灣醫學會雜誌》發表初步報告，1912

年12月與1913年1月發表完整論文。115小林晴治郎於1910年7月就與此寄生蟲擦身

                                                                                                                                                   
私立衛生會傳染病研究所，師事北理柴三郎，1894年任官立傳染病研究所部長一職，兼傳

染病研究所講習會主任，有《実習細菌学》等著作，《実習細菌学》一書，之後改為總論、

各論、與圖譜等冊，高木友枝也參與為共同作者。1907年1月因病過世，享年43歲。（〈第六

章物故所員の略歴 淺川範彦君〉，收錄於北里研究所編，《北里研究所二十五年誌》（東京：

北里研究所，1939），頁89-90。）秦藤樹，（浅川賞について），《日本細菌学雑誌》15：10

（1960.10），頁958-960。 
111

 獲得淺川獎得主中，與臺灣有任教或研究淵源者有：1915年中川幸庵、1928年細谷省吾、

1939年小泉丹、 
112

 感謝審查專家提點對科學史界研究相關的「爭議」（controversy）的探討。 
113

 小林晴治郎，〈吸蟲類ノ一新屬ニ就テ(豫報)〉，《細菌學雜誌》204（1912.10），頁780-786。 
114

 E.C Faust, M. Nishigori, “The Life Cycles of Two New Species of Heterophyidae, Parasitic in 

Mammals and Birds.” The Journal of Parasitology 13:2 ( December 1926): p. 92. 
115

 横川定，〈本島ニ於ケル内臓寄生蟲ノ研究報告第二〉，頁366-377。横川定，〈鮎ヲ中間宿

主トスル新寄生蟲竝ニ同蟲ニ對スル一屬ノ新設〉，《臺灣醫學會雜誌》122 (1912.12)，頁

1055-1068。横川定，〈鮎ヲ中間宿主トスル新寄生蟲竝ニ同蟲ニ對スル一屬ノ新設（承前）〉，

《臺灣醫學會雜誌》123（1913.1），頁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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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過，橫川定則是1911年12月才相遇橫川吸蟲的發現過程，橫川定在學術上比小

林晴治郎後來居上，這也說明之前在日本本土，已有學者與此蟲相遇，但卻認不

出其為新品種。 

動物命名分類的學名，依照國際通用規則，採取二名法為主，用兩個拉丁文

語詞代表其名，第一個語詞為屬名，第二個則是種名，命名原則依據國際動物命

名委員會編著與國際生物科學聯合會通過的《國際動物命名規約》（International 

Code of Zoological Nomenclature）。116
 

二名法的命名方式始於瑞典博物學家林奈（Carl von Linnaeus, 1707-1778）建

議，其著作《自然系統》（Systema Naturae）一書分類生物，給予動植物統一的命

名分類，採取屬名與種名組成的二名式拉丁語，因為簡易便於表達，接受度與採

用率高，現今的《國際動物命名規約》將1758年1月1日定為動物界採用二名式命

名法的起始日。117自從有了共通的命名方式，動物分類研究與知識蓬勃發展，不

斷有新物種的發現與發表。 

在再後的一百年間，更由於顯微鏡的廣泛應用，不但使分類的領域擴展到

肉眼看不見的微小生物，亦且使分類的標準更精確，把很多已知種類的分

類地位予以更正確的銓定。不過人們受到命名者可以永久留名的誘惑，以

及金錢獎賞的激勵，歴年來發表了很多虛妄不實的新屬新種，甚至有人對

同一種類而改變其名稱數度發表，因而造成極大困擾。118
 

英國學者史垂蘭（Hugh Edwin Strickland, 1811-1853）致力於命名規約，1842

年在英國發展為大英協會規約或稱史垂蘭規約，奠定以後規約版本的基礎，但歐

美各國各自有其命名規約，為了能國際通用，直在1905年才有以法文版發行的國

際動物命名規約為全世界採用，使用近50年後，1958年於倫敦舉行的第十五屆國

際動物學大會才通過新的規約，正式取代舊的規約。119
 

同種異名的命名，以既有先定的學名為準，其具備優先權，以先發表的學名

                                                      
116

 國際動物命名法委員會著，于名振譯，《國際動物命名規約(第四版)》（基隆市：水產出版

社，2003），頁ix。朱耀沂，《動物命名的故事：博物學家的學名解碼》（臺北市：商周，2008）。 
117

 國際動物命名法委員會著，于名振譯，《國際動物命名規約(第四版)》，頁ix。 
118

 國際動物命名法委員會著，于名振譯，《國際動物命名規約(第四版)》，頁x。 
119

 國際動物命名法委員會著，于名振譯，《國際動物命名規約(第四版)》，頁x-x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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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正式學名。120如果同時發表發現，則以較高分類層級的名稱有優先權。121如果

名稱不能客觀決定時，首位在發表著作中引證這些名稱的作者，可以從中選取並

確定其優先地位，這位作者被稱其為首位校訂者（first reviser）。122 

對於小林晴治郎與橫川定發現橫川吸蟲同種異名的經過，雖然小林晴治郎早

於1910年就看見此吸蟲，但他直到1912年才發表，發表時間比橫川定晚，喪失命

名的優先權，此外他命名的屬名也與橫川定不同，橫川定的命名有較高分類層級，

而且桂田富士郎是首位校訂者，可以選取優先地位。 

四、結語 

關於寄生蟲學教室的學術建制123，日本雖然早在1920年慶應義塾大學醫學部

就設立寄生蟲學教室，但在帝國大學醫學部首開風氣成立寄生蟲學教室，則是臺

北帝國大學，有關寄生蟲學研究，朝鮮殖民地京城帝國大學則是歸屬於微生物第

二講座，大阪帝國大學是設於微生物病研究所寄生蟲病學部。124醫學史學者法利

（John Farley）研究十九世紀末寄生蟲學的發展，以細菌學為對照，詳述兩者區

分為不同專科的歷史，並認為十九世紀末醫學界已將此兩個領域區分開。125但考

諸日本的經驗，例如前述小林晴治郎或橫川定在二十世紀初投稿其寄生蟲學研究

論文，是刊載於《細菌學雜誌》，學科建置也是歸屬於寄生蟲學教室或微生物學科，

法利對於十九世紀末寄生蟲學的發展論述，並不全然適用於日本與其殖民地。英

國歷史學者沃博伊斯則認為熱帶醫學的寄生蟲學科興起，是政治、社會、權力、

利益等外緣因素折衝的結果。126
 

                                                      
120

 國際動物命名法委員會著，于名振譯，《國際動物命名規約(第四版)》，頁34。 
121

 國際動物命名法委員會著，于名振譯，《國際動物命名規約(第四版)》，頁41。 
122

 國際動物命名法委員會著，于名振譯，《國際動物命名規約(第四版)》，頁41-42。 
123

 感謝審查專家對此段落的提醒。 
124

 瀬戸口明久，〈医学・寄生虫学・昆虫学：日本における熱帯病研究の展開〉，《科學哲學

科學史研究》1（2006.3），頁125-138。 
125

 感謝審查專家提示法利的論文。 John Farley, “Parasites and the Germ Theory of 

Disease.”The Milbank Quarterly 67 Supplement 1 (1989): pp. 50-68. 
126

 Michael Worboys, “Germs, Malaria and the Invention of Mansonian Tropical Medicine: From 

‘Disease in the Tropics’ to ‘Tropical Diseasein’,” in Davis Arnold ed., Warm Climates 

and Western Medicine: The Emergence of Tropical Medicine 1500-1900, (Amsterdan: Edi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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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北帝國大學醫學部創立時，醫學部教授的遴選過程，在長與又郎（Mataro 

Nagayo,1878-1941）的日記中，記錄了這段史料經歷。127
 1934年7月11日，內定

的臺北帝國大學醫學部長三田定則與東京帝國大學醫學部長長與又郎，協議臺北

帝國大學醫學部教授人選，和氣巖是最早被內定的病理學講座教授人選，其他則

為解剖學、藥理學、細菌學、外科、內科等講座教授人選，其中並未討論寄生蟲

學科人選。128臺北醫學專門學校的教授大多無法留任為臺北帝國大學醫學部教

授，橫川定是臺北醫學專門學校第二病理學教室主任教授，1937年才改為臺北帝

國大學醫學部寄生蟲學教室。臺北帝國大學醫學部病理學講座教授人選，是由東

京帝國大學主導的政治權力分配，橫川定無法再繼續留任於病理學教室，在專科

利益的折衝安排下，臺北帝國大學寄生蟲學教室與病理學教室分道揚鑣。臺北帝

國大學的學術建制，在講座教授的制度下，除了由於醫學知識的分類外，也涉及

權力結構、殖民政策、與政治利益。 

寄生蟲學研究在臺灣學術建制的過程，科學實作是不可或缺的一環。橫川定

在寄生蟲學研究的科學實作，從物質技術、書面技術、與社會技術的三個層面，

分別探討其田野工作的研究材料蒐集與整理，知識生產及傳播，與人才養成。他

在知識傳播的過程，以學會報告與相關期刊論文發表的方式，將其實驗室的知識

生產，利用自然史分類架構，並將蒐集與實驗的標本分別贈與桂田富士郎與英國

倫敦熱帶醫學校的禮物關係，進一步取得日本母國與國際的認同與驗證。橫川定

留學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也將學術網路擴展至北美。他除了自己與美國學者

合作發表論文，也培養其學生、兒子與美國學者共同發表論文。129
 

                                                                                                                                                   
Rodopi B. V., 1996), pp. 181-207. 李尚仁，《帝國的醫師—萬巴德與英國熱帶醫學的創建》，

頁310-314。 
127

 容世明，〈長與又郎日記的研究價值：臺灣醫療史與近代史的觀察〉，《臺灣史研究》21:1 

（2014.3），頁95-149。 
128

 長與又郎著，小高健編，《長與又郎日記  : 近代化を推進した医学者の記録  上》（東京：

学会出版センター，2001），頁554。容世明，〈長與又郎日記的研究價值：臺灣醫療史與近

代史的觀察〉，頁108-109。 
129

 William W. Cort and Sadamu Yokogawa, “A New Human Trematode from Japan.” The 

Journal of Parasitology 8:2 (December 1921): pp. 66-69. E.C Faust, M. Nishigori, “The Life 

Cycles of Two New Species of Heterophyidae, Parasitic in Mammals and Birds.” The Journal 

of Parasitology 13:2 (December 1926): pp. 91-128。Sadamu Yokogawa, William W. Cort, Munio 

Yokogawa, “Paragonimus and Paragonimiasis.”Experimental parasitology 10:1 (September 

1960): pp. 81-137. 其中錦織正雄(M. Nishigori)是橫川定弟子，橫川宗雄(Munio Yokogawa)

是其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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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小見大主要以微觀史的方式，處理橫川定科學實作中，個人、局部、地方

性的問題，這其中牽涉到普遍化、由殊至同的過程。從橫川定的科學實作，他一

開始來臺灣是默默無名的講師，藉由觀察與科學發現的過程，對當時科學家接受

的錯誤看法提出挑戰，例如誤認橫川吸蟲蟲卵為肝吸蟲等，進而逐步完成臺灣寄

生蟲學科的建制。本文討論他實驗設計、實驗操作、實驗結果解釋、實驗工具的

演變、與實驗知識的被複製等。130橫川定的研究經驗與實例，提供臺灣日治時期

科學實驗發現的範本與模式。 

在照相設備與印刷技術尚未普及及成熟之前，繪圖在科學知識的生產與傳播

扮演重要角色。131橫川定寄生蟲學的研究論文，使用標本繪圖作為視覺觀察證據，

在此擬真的科學繪圖，呈現顯微鏡下的世界。觀察與實驗中，對寄生蟲成蟲與蟲

卵大小直徑等的測量，在科學操作分析中，提供測量標準依據。對成蟲生殖器的

繪圖與書面說明，提供了分類的原則。如拉圖（Bruno Latour）在其著作中提出的

計算中心（center of calculation）概念，實驗室與博物館等，匯集各類資訊，並將

材料與問題，比對分析，進而轉化生產有效的科學知識。132橫川定除了在臺北成

為臺灣的計算中心，並與日本母國、倫敦熱帶醫學校、與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

等地的計算中心連結，以提供可操作規範的訊息。 

橫川定一生發表的一百五十多篇論文，大多數都是與寄生蟲學有關，在臺灣

定居約36年的期間完成其科學著述。戰後回到日本，也栽培他的兒子橫川宗雄成

為寄生蟲學教授，橫川定1956年過世，享年72歲。橫川定對於寄生蟲學的貢獻，

不論在質與量兩方面，都受到學者的肯定，對於臺灣寄生蟲學科的發展，貢獻良

多。 

中央研究院院士宋瑞樓回憶當年於臺北帝國大學上課的情景：133
 

在日本，學閥觀念極深，譬如臺北帝國大學醫學部寄生蟲學教授雖然早有

很多好的研究成就，但因為他是醫學專門學校（專科學校）畢業的，所以

                                                      
130

 陳瑞鱗，《認知與評價 下》（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2），頁501-502。 
131

 戴麗娟，〈從徐家匯博物院到震旦博物院 -法國耶穌會教士在近代中國的自然史研究活

動〉，《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84：2（2013.6），頁343。 
132

 Bruno Latour, Science in Action: How to Follow Scientists and Engineers through Society 

(Cambridge, MA: Ha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pp. 215-247. 
133

 宋瑞樓，《論醫學教育》（臺北：橘井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3），頁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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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了很多虧，才贏得今天的地位。…關於這件事，寄生蟲學上課時，這位

教授也是提到過他從前，如何受第一流大學教授壓迫的情形。 

日本的學術界派閥成見，橫川定出身於岡山醫專，他日後雖然取得東京帝國

大學理學博士學位與學術成就，還是感受門派歧視。身為在臺灣的日籍人士況且

如此，本土的臺籍人士其知識研究的遭遇可推想而知，即使探討日治時期的科學

實作，權力關係與社會文化情境依舊無所不在。134
 

                                                      
134

 許宏彬，〈剖析阿片：在地滋味、科技實作與日治初期臺灣阿片專賣〉，《科技、醫療與社

會》8（2009.4），頁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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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ltum in parvo: The scientific practice and parasitology 

research by Sadamu Yokogawa in Taiwan 

Shih-Ming Jung, Shu-Ching Chang* 

Abstract 

Sadamu Yokogawa (1883-1956) was the key person of parasitology 

research in Taiwan during Japan colonial period. He established the 

department of Parasitology and Experimental Pathology in Taiwan Imperial 

University. After he came to Taiwan by the age of 28, he spent 36 years from 

1911 to 1947 doing serial parasitology research. Discovery of Metagonimus 

Yokogawai, elucidation of the life cycle of Paragonimus, and establishment 

the education and research of parasitology in Taiwan were his achievement. 

In this paper, we will explore the material technology, literary technology, 

and social technology in which Yokogawa conducted his parasitology 

research. By investigating the scientific practice, gift exchange, and material 

culture, a new understanding of experimental medicine in Taiwan during 

Japan colonial period will be reached. 

 

Keywords: Sadamu Yokogawa, Taiwan, parasitology, material culture, 

scientific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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