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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戲團、博覽會、博物館與動物展示
文／鄭麗榕 （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助理教授） 圖片提供／國立臺灣圖書館

焦點報導

▲臺灣最早的官方動物園於 1915 年在圓山公

園內成立。圖為圓山動物園的大象。

▲日治時期馬戲團刊登的報紙廣告，節目內容有海狗和大

象，還有仿卓別林的「東洋卓別林」滑稽表演 。

早在 18 世紀，英、

美就有以公眾為目標的

巡迴動物園（traveling 

menagerie）出現，都是

以異國動物展出為吸引

觀眾的手段。初期僅是往

來洲際間的船長或船員

從事這類動物展示活動，

到 19 世紀，隨著帝國主

義的擴張，以及民間經營

者財力大增、博物學研究

的勃興、公眾的好奇等因

素，而更廣為傳布在世

界各地。

近代官方在首都或重要城市設立動物

園，目的有別於私人的商業目的，常與帝

國教化有關，具有文明象徵或宣示國家權

威的雙重意涵。尤其在 19 世紀至 20 世紀

初，歐美各大城市競相設立動物園，以作

為標誌城市地位不可或缺的建設，並得到

中產階級的贊助與支持。研究者並認為，

英國、法國、荷蘭等國在殖民地設立動物

園，也是文化輸入工具，以及為歐洲母國

移民殖民地者設置的設施。亞洲第一個非

由歐美殖民帝國設立的動物園，是成立於

1882年的日本上野動物園，象徵文明開化，

往往與科學進步、公眾教育、健康休閒娛

樂等意識型態結合。

馬戲團時代
不論政治意圖如何，在近代歷史上，

私人經營的馬戲團、巡迴動物園、定點動

物園，與官方主導的博覽

會、博物館及官設動物園，

各方之間維持著密切的交流

關係，而動物正是它們之間

連結的交集所在。以臺灣而

言，最早的官方動物園於

1915 年由臺北廳在圓山公

園內成立，是承購前一年大

竹娘曲馬會會主片山竹五郎

在當地草創的動物園，並移

來總督府殖產局博物館 1913

年在苗圃（今植物園前身）

設立的小型動物展示場所的

動物，復透過矢野動物園

（巡迴動物園兼馬戲團）加購動物，豐富

其早期動物蒐藏。

在 1910 年代定點動物園設立之前，臺

灣民眾觀看家畜以外動物，除了清代以來，

由漢人移民引進，民間社會零星的小動物

表演及江湖雜耍娛樂外，主要是馬戲團與

巡迴動物園。1910 年代末到 1940 年代初，

觀看馬戲團表演，曾是臺灣社會一項休閒

娛樂活動。

臺灣最早的西方馬戲團演出，是清光

緒 18 年（1892）7 月底、8 月初，英國的

Woodyeens' Circus 到臺北公演。該次演出

以失敗告終，因觀眾尚無現場付費觀賞演

出的習慣，一再推倒圍籬，甚而丟擲石塊，

衝入場內。英國領事只得向臺灣巡撫邵友

濂求援，巡撫立刻派勇彈壓，使馬戲團能

完成演出。直到 20世紀初期，臺灣的商業

劇場開始建立付費觀賞表演的習慣，臺灣

人也漸迎接馬戲團在臺表演的興盛時期。

日本統治時期，臺灣主要的馬戲團

表演都來自日本。依《臺灣日日新報》的

報導，從明治 43 年（1910）至昭和 15 年

（1940）30 年間，計有來自日本本土，約

20團、近 30系列的馬戲團表演。來臺的時

間常在年底，趕上新舊曆春節期間演出。

大致說來，大正至昭和初年間，日本的馬

戲團在進行海外巡演時，除了到朝鮮、滿

洲、中國東北外，往往也把臺灣、華南列

為其中一站。日本馬戲團在其傳統的曲馬、

輕業等馬術、特技之外，與歐美、俄羅斯、

中國的馬戲團交流，發展出其自誇的「東

洋第一」、具有「世界」性質的馬戲節目。

在頻繁的跨區旅行表演中，沒有語言障礙

的技藝特別受到歡迎。

1910 年春節期間，日本商人福井重吉

從日本內地運來 60多種動物在臺北市集的

商業展示，展出動物包括新加坡老虎、印

度蛇、熊、袋鼠、駱駝、蝙蝠及猿等。一

個多月後，豐原地區保正張麗俊於 3月 14

日，搭乘火車到臺中觀看了巡迴動物園，

以及所謂的「大舞戲」，即雜技類（含馬技）

表演。他所記載觀賞的動物，幾乎全是臺

灣沒有的動物。

大竹娘曲馬團於大正 2年（1913）年

底來臺，團員七十餘人，是規模較大的團

體。該團以女子表演馬術為其特色，並吸

收近代馬戲團的表演方式。由於 1913 年來

臺表演成功，而設立大竹動物部經營附屬

動物園，在全球展出大蛇、鱷魚、熊等，

並於次年在臺灣圓山成立定點動物園，成

為後來臺北動物園的前身。

1930 年代以後，日本進入十五年戰

爭時期，在戰爭動員的考量下，娛樂業也

在政府統制之列，因動物的飼育及移動費

高，馬戲團的巡迴演出空間被壓縮，馬戲

團處於十分困頓的處境。事實上，馬戲團

常不考量動物的處境與其福利問題，在巡

迴表演的過程中，裝著柵欄的車子就是大

型貓科動物的家，大象被鏈條鎖住，熊被

拴在車輪上，蛇被放在木箱中，而鳥和猴

子被繫在杆子上，完全在人們控制的情況

下生活，因此，當人們生活困頓時，動物

也無以為生。

博覽會裡的動物
近代博覽會活動也與動物相關，同樣

包括動物的展示與動物表演。活體動物被

列入博覽會展品者一般歸屬於農林漁業，

其中最多的是畜產、狩獵擄獲、水產等，

就臺灣的地理特色而言，還有所謂「蕃

產」，即與原住民的社會經濟密切相關的

動物，將平地、山與海等特有自然條件的

動物都涵括在內。負責展出的單位，除相

▲圓山動物園正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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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博物館尚有活體動物展示，後來都轉到

休閒功能的動物園。圖為圓山的鴕鳥。

▲ 1935 年始政四十周年博覽會，

傳書鴿宣傳海報，以及水族館紀

念郵戳。

▲ 1970 年代後半，官方動物園停辦了有違動物福祉之虞

的動物表演。

關產業機構外，也有警察本署等提供毒蛇、

鼠類等動物展出。這些動物展示是在地方

特產的名義下進行，有時也使用到「動物

園」的字眼，但是指動物集合的處所。展

示方式與其他非生命類的展品有所區隔，

通常陳列於博覽會的正式展場外面，在庭

園等室外空間，特別圈出一個飼養、展示

動物的地方；有時也會考量該類動物的生

態特殊性，選定展示的地址，如在近河、

近海的地方展出魚類水族等親水的動物。

事實上，早在 1903 年島外舉行的大阪

博覽會中，臺灣館裡即展出臺灣特有動物，

如獼猴、山羌、梅花鹿、穿山甲等，在陳

列館外，亭臺、惜字亭、芭蕉、檳榔樹及

庭園中間，設置了小型的動物園。而 1916

年 4月在臺北舉行的臺灣勸業共進會，三

個展場各有不同的動物：第一展場原則上

沒有活體動物，設於尚未完工的臺灣總督

府，以臺灣的代表性動物水牛為入口造景，

展場中陳列不少動物的獸皮標本。包括活

體動物在內，有關臺灣自然風土的展品，

則主要放在第二展場，即林業試驗場（苗

圃）內，其中展出了臺灣、香港、英領印度、

菲律賓、暹羅等地特有的家畜、園藝、蔬

菜，甚至各地「土人」。第三會場則設於

港埠基隆，

展出各式的

魚類，這也

是臺灣早期的水族館。

博覽會另出現作為餘興節目的動物，

由私人巡迴動物園展示異國珍稀動物或進

行動物表演，令參觀者體會所謂「異文化

驚奇」的娛樂效果，此為官方有意結合、

運用民間消費娛樂文化，主要目的在吸引

參觀博覽會人潮。展示多設於市場旁的空

地或廣場，也因為是臨時、限期的活動，

多採取圍籠或小屋式展示，每隻動物能使

用的空間比定點動物園更為狹小。

此外，巡迴動物園是以展示異國動物

為主，經營者透過獵者、跨國動物商或其

他動物展示者等層層途徑取得動物，在將

動物送達觀眾眼前之前，多已歷經跨洲長

途旅程，在交通、動物飲食及健康維持上，

都需要有相當大的資金及人力支應；而對

動物本身而言，則是遠離棲地，旅途中長

時間困於小籠裡，是很大的考驗，往往會

有很高的傷亡，更遑論精神上的折磨。當

時在臺灣島內的交通上，縱貫線鐵道已完

工（1908），可利用鐵路進行運輸，有利

於動物、人或其他設備的移動；但汽車（即

自動車或自働車）才剛發展中，島內交通

實不如想像中便捷。

在博覽會裡，動物表演或競技雖然屬

於餘興節目，有時也流露出些許的政治軍

事色彩。例如 1935 年日本為慶祝統治臺灣

四十周 年而舉行的博覽會中，即出現由臺

灣軍步兵第一聯隊軍犬班負責的

軍用犬調訓表演，以及由公家機

關學校為主的人員組隊進行的乘

馬競賽，還有由臺灣傳書鴿研

究會主辦的「山岳橫斷傳書鳩

競翔大會」，而軍犬、馬及傳

書鴿三者，正是戰爭期間最受

國家重視的軍用動物。

博物館與動物園
19 世紀末、20世紀初，博覽會與博物

館都屬於「展示叢結」的一環，兩者最大

的差別在於博覽會是臨時機構，展期結束

後即消失，以殖產興業為主要目標；而博

物館則是常設機構，以社會教育為主要目

標。臺灣的動物展示歷史，具有從自然博

物館走向公園休閒設施的趨勢，從早期列

為博物館中自然物的一種，到僅留存動物

標本及骨骼皮毛等在博物館，而將活體動

物的飼養與展示獨立出來，在公園的一角

成立動物園。

依陳其南的研究，除了馬偕 1871 年所

設立的博物室外，臺灣第一所公共博物館

是 1901 年由臺南縣（後來改為廳）官方成

立的臺南縣博物館，其展品中有魚鳥獸類

之剝製和解剖骨組、動物之繪圖、農產品

動物等。這所公共博物館的前身是物品陳

列所，早在 19世紀末，日本殖民政府已善

用展示物品來推動產業，因而在臺南、臺

北、臺中陸續成立了物產陳列所（或陳列

館），與前述的展覽會，都是在殖產興業

的原則下推動。動物標本外，臺南博物館

早期也飼養孔雀、梅花鹿及鳥類等，其中

孔雀是總督寄贈，梅花鹿則是由屏東阿緱

廳代購自小琉球。但到 1913 年時，除鳥類

外，其他動物都漸移飼於臺南公園，而早

年臺南博物館內的

鳥類標本，數量種

類據說也比臺北的

總督府博物館還多。

從臺南博物館的例

子，可知博物館與動

物園，甚至公園的早

期歷史間的互動關

係。但至少到 1913

年時，鳥類以外動物的展示，已從博物館

中區別出來。提供市民休閒娛樂、代表進

步健康與文明的市民生活空間的公園，成

為收藏動物的新去處，顯示活體動物的展

示，已從學術與社教功能，逐漸走向市民

休閒功能。

設在公園內而有名的動物園，另有新

竹公園，1935 年 9月該園設遊園地並完工

開放。園中的動物園則在1936年5月開放，

飼養的動物包括鹿、猿猴、鶴、兔子、烏龜、

綿羊、孔雀等，並養驢5、6頭供兒童跨乘；

1937 年初再買進一頭更受歡迎的獅子，並

在夜間公開展示「大野調教師」訓練情形。

但由於該公園地域廣大，管理疏漏，在正

式開園之前，就曾發生鹿隻被 6、7頭流浪

狗圍攻咬死的慘劇，動物的處境堪虞。無

論如何，位於公園內的動物園，到 1980 年

代，都一直是臺灣的主流發展趨勢。

▲臺灣博物館協會發行的《科學の臺灣》，

介紹動物標本製作的過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