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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長序 所長序

隨著工業革命帶來經濟繁榮與社會進步，毒品的種類
也從最古老的鴉片演變成更純化的嗎啡、海洛因，更
因化工原料的取得容易，衍生出安非他命、甲基安
非他命、K 他命及聯合國列管的 790 種新興活化物
質 ( 新興毒品 )，傳統的毒品未消失，新興毒品快速
竄起，反毒、防毒、掃毒已成國際間共同的重大課題。 

 
以台灣為例，從民國 101 年起，因濫用新興毒品過
量死亡的人數為 10 人，至 106 年估計死亡人數會高
達 1 百餘人，死亡者身體驗出的新興毒品種類也從平
均 1.9 種提高到5.2 種之多，死亡者的平均年齡只有20餘
歲，都是正當青春年華，卻已因濫用毒品付出寶貴的生命。 

對照 1百多年前的「鴉片侵蝕晚清中國」連載圖畫，遭受
毒害的過程如出一轍，家庭破敗、道德淪喪，為取得毒品
偷竊、搶案、強盜是必然的過程。 

有鑑於毒品的危害既深且鉅，而戒毒成功的案例卻
少之又少，如何使青年學子不會因為好奇、無知或
在不自覺當中染上毒癮不能自拔，為當前反毒政策
的重點，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配合該館與本所合辦
的「古今法醫傳奇」特展，安排了一系列的反毒影
片，期望能藉由特展達成到反毒的效果，用心良苦。 

鑑古知今，1 百多年前的鴉片戰爭最終導致大清帝
國的滅亡，今天面對包含新興毒品等更多毒品的戰
爭，我們一定要打贏這場戰爭，絕對不能重蹈覆轍。 

法務部法醫研究所所長 涂達人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館長 孫維新

讓這社會多一分光明吧！  

清朝初年的康雍乾嘉，文治武功直追秦皇漢武，實質佔有
的疆域之廣、版圖之大，為歷朝歷代之最，但到了兩百多
年之後的晚清，中國卻已經成了一個體弱且昏昧的病夫，
雖然在心理上仍然自認是天朝大國，但實際上已經是列強
砧板上的待宰魚肉。緣何至此？除了上層統治階層的腐敗昏
庸，中下層社會也已經讓鴉片腐蝕了身體、掏空了金錢！

楊中信博士整理了一百四十年前描述鴉片毒害中國民眾的
英文原著，以書中十二幅插圖做為視覺主軸，重新出版了
這本小巧但沈重的電子書，書中原意是「鴉片侵蝕晚清中
國」，但實際上這本書講的就是「一個吸毒者的一生」！
當然，也順帶描述了當年帝國主義殖民者虛假偽善的嘴
臉。

科博館和法務部法醫研究所合作，推出了「古今傳奇法醫
特展」，從科學的角度來剖析從古到今「法醫」這個神秘
而又陌生的領域，其中重要的內涵之一，就是如何認清毒
害和教導反毒！台灣近年來年輕人吸毒的比例和毒品的多
樣化都快速增加，越來越多的例子說明一旦青少年接觸了
毒品，他的一生和他周遭親友的生活就都毀了，更不用說
因為吸毒而衍生的偷、騙、搶，給這個社會帶來的動盪與
傷害！

楊中信博士配合「法醫展」所出的這本小書，看來沈重灰
暗，實際卻是藉古諷今，是針對當前社會因毒受害的亂象，
所做的苦口婆心的規勸，金剛怒目的表象後面其實是菩薩
心腸。希望參觀展覽的遊客和閱讀小書的讀者們，都能將
這個展和這本書接力推廣，少一個人受害，這個社會就多一
分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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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食鴉片會成癮並損害身心健康，甚至造
成死亡。19 世紀初，英國為平衡對中國
貿易的逆差，由印度輸入鴉片到中國。清
政府為了人民健康與避免白銀流失到國
外，由林則徐等官員在廣東禁煙，引發英
國侵略中國的第一次鴉片戰爭。英法聯軍
侵略中國的第二次鴉片戰爭，戰敗的清政
府不得不允許鴉片貿易合法化。為了避免
白銀外流，清政府放鬆禁煙，中國自產的
鴉片產量逐漸趕上進口鴉片量，到了 19
世紀末中國自產的鴉片量已遠超過進口
量。鴉片氾濫的後果是造成千萬人民成為
鴉片成癮者，官史與鴉片商共謀私利貪汙
腐敗，危及國家社會的安定與民族存亡。 
 
雖然本次編著出版的鴉片侵蝕晚清中國一書
的英文原著出版於 1880 年，但書中十二幅
插圖描述鴉片毒害的故事，在今日吸食非鴉
片毒品吸毒者的身上也可預見相同的毒害後
果。本書出版的目的是，希望讀者能了解毒
害並遠離吸毒的禍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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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剛開始吸食鴉片的人正躺臥（常見的吸
食姿勢）在其大宅的躺椅上，他的同伴則使
用中國常見的水煙斗享受著菸草的滋味。

鴉片侵蝕晚清中國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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鴉片吸食者仍是一副相貌堂堂、衣冠整齊的
模樣，其妻可憐兮兮地雙膝跪地，懇求他戒
除這個糟糕的惡習。他的小孩拿著萬惡的煙
斗跑掉了，年邁的祖母倚著拐杖走來，含淚
加入勸說的行列，卻頭一次遭到了拒絕。吸
食鴉片的陋習已經生根，興趣、責任、親情
與名聲的羈絆，再也阻止不了鴉片吸食者漸
入谷底的人生。他堪慮的前景充滿憂傷，這
名丈夫的未來註定與貧窮和恥辱為伍，最終
英年早逝；其妻的人生已毀，其子將上街乞
討，其母將會心碎而死。

鴉片侵蝕晚清中國 (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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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經清醒自重的仕紳，生活越來越放浪形
骸，甚至成為這個陋習的俘虜。對他而言，
日夜已經顛倒；他晚上再也睡不著覺，為了
排遣冗長又寂靜的無聊夜晚，也為了逃避日
後註定破敗的沉重思緒，鴉片成為他不可或
缺的救贖。他無視親人的苦苦哀求與長輩的
責難，開始將歌妓和樂師公開引進家門，形
同放棄了自己的社會地位，自貶身價。而曾
經陪伴他的書冊，如今也被冷落在一旁的桌
上，甚至可能沒多久就會被丟棄。至於他可
憐的親人，因先前防範未果，如今又難挽頹
勢，現在也只能安保自身，但求眼不見為淨。

鴉片侵蝕晚清中國 (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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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已看不到半點書香氣息，鴉片秤子佔據
了原本放置四書五經的位置。僕人正坐在前
庭準備萃取鴉片，因為生鴉片是抽不得的；
便攜式的爐子前擺著一小桶水，一旁的地上
還散落著幾根木炭。鴉片必須用水煮過並過
濾，接著再將沉澱物煮沸，直到萃取出所有
的可溶性物質。然後將水溶液持續熬煮，直
到變成可吸食的濃稠糖漿狀態為止。 

鴉片吸食者的妻子坐在案前，丈夫則立於一
旁，看著她手持筆墨畫著身前的圖紙，她現
在必須增加家裡的收入，所幸在這樣的情況
下，妻子還能夠畫些水墨畫及寫些古籍上的
名言去賣錢。

鴉片侵蝕晚清中國 (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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債主將紛紛上門討債。現在是決定性的一
刻，他必須立即戒除這個惡習，否則最後一
絲留存祖產的希望將完全破滅。龐大的家業
連同啼哭的妻子與母親的最後一搏，連同淚
眼汪汪的孩子，和他未來接受教育、精進學
業甚至是考取功名的希望，全部都被這個害
人匪淺的毒藥的面前一一瓦解。 

現在拄著拐杖才能跨步的老邁母親捧著熱茶
來到兒子面前，他是否會讓白髮蒼蒼的母親
含淚九泉？是否會看著她被硬生生地趕出大
宅，被趕出這個曾經是她將稚兒抱於膝上、
細心呵護長大的家，成為一個無家可歸的孤
苦老嫗。

鴉片侵蝕晚清中國 (五 )



- 17 - - 18 -

看見原本舒適溫馨的家變得淒慘落魄，不幸
髮妻的感受可想而知，於是她決心要毀掉所
有的鴉片吸食器具。地板上四散著托盤與煤
燈，再過一會兒就連煙斗也要被毀壞了，但
她的丈夫聽到了這些聲響，立刻衝進房來，
頓時忘光了孔老夫子的教誨，揚起刻意帶上
的竹棍就往妻子身上一陣亂打，也不管小孩
在一邊哭得可憐。還好年老卻忠誠的長工也
跟著進房，隻身阻止了老爺，避免了嚴重的
傷害。

鴉片侵蝕晚清中國 (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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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為鴉片俘虜的生活可說是每況愈下，就連
父親遺留給他的舒適宅院也不復存在。他現
在居住的地方非常簡陋，缺乏瓦片的屋頂用
幾片竹蓆補上了，勉強遮擋高照的艷陽，另
外再用一片席子遮蔽一個角落，有食物的時
候，還能夠充當廚房使用。這時候他總該痛
改前非，斷絕令他陷入如此困境的惡習吧？
但是他辦不到。他對鴉片成癮已是積習難
改，且每每吸食只會更加惡化。若無法就醫
治療，他現在幾乎不可能成功戒斷，而他對
於鴉片的依戀，也讓他完全失去求助的欲
望。

鴉片侵蝕晚清中國 (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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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起他早上乘涼的棚子，晚上下榻的處所更
是落魄，隨便以花園圍籬為牆，臥床的一端
以磚頭架高支撐，另一端則用家裡唯一一只
長凳作為床腳；臥床還有床簾遮蔽，尚可防
止點鴉片的煤燈燭火被風吹熄。他大部分的
衣服都已經典當，不久後床簾也將遭受相同
的命運。他的妻子與小孩一副愁雲慘霧的模
樣，只能用無助又傷心的目光望著這個曾經
容光煥發、衣衫整齊的男子，如今卻像是個
衣不蔽體、骨瘦如柴的活死人。榮華富貴、
華服美譽、溫馨家園與健康體魄都已成過往
雲煙，現在還剩下什麼？就只剩下一個殘破
的靈魂，棲身在這具窮困潦倒、冷酷絕情又
滿目瘡痍的軀殼裡，幾乎已經沒有獲得救贖
的可能性。

鴉片侵蝕晚清中國 (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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鴉片俘虜如今變成了無家可歸的乞丐，棲居
在一個人煙罕至的角落，仰賴好心人施捨的
一小塊糕餅才能勉強度日。未經修剪的雜亂
頭髮使其外表顯得更加髒亂，現在的他以大
地為床，所有的家當只剩下他的鴉片煙斗和
幾個土製的廚具。某個有同情心的人或許是
以前家裡的農活僕人，帶了一小塊燒餅來給
他。

鴉片侵蝕晚清中國 (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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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食鴉片往往會帶來窮困，而窮困往往是引
人犯罪的原因；因為無論付出什麼代價，
成癮者都一定要買到鴉片，於是開始發生竊
盜、搶劫甚至殺人等惡行。為了躲避制裁，
罪犯必須四處逃竄，或是從一個再也無法容
忍他的村莊逃到下一個容身之處，有時候還
會被野狗追趕。後來他裝著煙斗的桶子跟掛
在背上的草帽可能都被偷走了。他只能棲身
在山洞裡，或藏匿在巨石縫隙中躲避刺骨的
冷風。

鴉片侵蝕晚清中國 (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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鴉片吸食者的困境突然急轉直下。長期的日
曬雨淋和營養不良，導致鴉片的傷身效果加
劇。沒有人會收留一個對鴉片成癮而無法自
拔的人過夜，因為這個人等不到天亮就會將
好心收留他的屋主收刮一空。為了趁豔陽高
照時取暖，他頂著一頭亂髮與枯槁的面容，
躲在田野間一處有遮蔽物的角落，帶著一籃
種子要來播種的農夫正好撞見了他。

鴉片侵蝕晚清中國 (十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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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冬轉眼到來。命運淒慘的鴉片吸食者再也
無法在田野間找到可以果腹的食物。他乞討
到的錢根本不夠買鴉片，但他現在一天不吸
鴉片就會受不了，於是他用僅存的衣服換到
了一點鴉片，只希望能暫時緩解鴉片吸食者
口中「地獄般的鑽心之苦」。現在吸食鴉片
的快感早已蕩然無存，眼前只剩下無止盡的
折磨，這種折磨比死更難受！他步履蹣跚地
走著，冷得直發抖，只想快點找到一個岩洞
靜靜躺下，等待死亡。他並不是唯一的悲劇
主角，其他地方還有成千上萬個鴉片俘虜也
同樣掙扎地活著，然後漸漸邁向死亡。

鴉片侵蝕晚清中國 (十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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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鴉片吸食者

英國酗酒風氣

圖片來源：Wiki

圖片來源：Wiki

關於這一點，女王陛下公使威妥瑪 (Thomas 
Wade,K.C.B.) 先生（出書時他已是爵士）在
北京法院引用「政府藍皮書第 5 卷，1871 
年，第 432 頁」中所提出之證據非常地明
確，因此無須進一步表述聲明。他說：「對
我而言，根本不能只將中國藥物濫用的情況
視為一項陋習而已，以國與國之間相比，這
項陋習遠比我們英國所沉迷的琴酒和威士忌
還要更加致命。它會悄悄地讓你染上毒癮，
然緊緊地抓住你所擁有的一切。就我所知，
目前尚無可靠的解藥。在所有我知道的例子
中，只要吸食者染上毒癮，他們的道德感與
健康狀況都會持續下滑，其危害遠比酗酒來
得嚴重；透過其藥效的外部徵狀，吸食鴉片
比因酗酒而失去名聲所付出的代價更大。」

二、中國鴉片吸食習慣與英國飲酒風氣之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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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東印度公司鴉片存放倉庫

走私鴉片進入中國的船隊

圖片來源：Wiki

圖片來源：Wiki

由於缺方官方的統計數字，我們只能選
出幾個最可靠的證據來說明這個命題。 
 
根據北京教會醫院(Peking Mission Hospital)
的德約翰醫生 (J.Dudgeon Esq.,M.D.,C.M.)
估計，中國男性人口大約有 30% 至 40% 會吸
食鴉片，大約為該城市人口的 40% 至 60%。 

前者的數據也許比較誇大，因為相同來源的
數據指出農學家與農工人數的佔比只有平均
約 4% 至 6%。至於城市人口的數據，我們
則有比較多的筆記資料可以作為參考。我們
以位於中國不同省份的三大城市為例，我們
發現這三座城市的鴉片吸食者的人數都超過
了德約翰醫生的估計值。

三、中國鴉片吸食風氣的規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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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鴉片店

兩位中國鴉片吸食者

圖片來源：Wiki

圖片來源：Wiki

1. 江蘇省首都蘇州市
根據當時居住在此的傳教士杜步西牧師
(Rev.C.H.Du Bose) 的紀錄：「保守估計，
每十個男子裡面就有七個會吸食鴉片。你隨
便問一個當地人，他們都會同意這個說法。」 

2. 位於浙江省的寧波市，人口達 40 萬人
「這裡有 2700 間鴉片商行，每間商行約
有 148 名居民顧客，或 30 名男性顧客。」 
 

3. 山西省首都太原市
根據當時居住在此的傳教士的紀錄：「你遇
到的十個男子裡面，大概有六或七個已經吸
食鴉片成癮，女性吸食者的比例也比我在其
他城市所見的更高。這裡大概有 400 間鴉
片零售商行，還有 70間或80間的批發商。」

儘管這些城市的鴉片吸食人口有可能超過中
國總城市鴉片吸食人口的平均值，但平心而
論，難道這個數字不驚人嗎？雖然可能未達
估計值，但就算將這個人數減掉一半，還有
高達 30% 的中國總城市人口都在吸食鴉片；
換句話說，將近數千萬人都是鴉片的俘虜。

（資料來源：曼德爾 (Mander) 著「我們與中國的鴉片貿易 (Our 
Opium Trade with China)」，第 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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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鴉片戰爭的八里橋之戰

兩位吸食鴉片的男人與搖扇女人

圖片來源：Wiki

圖片來源：Wiki

以下是英國與中國間的鴉片貿易事實摘錄： 

1. 當時中國舉國上下都不了解吸食鴉片的
代價，英國商人便引進這個毒品，肥了東印
度公司的荷包，卻導致中國道德風氣淪喪。 

2. 當中國政府強烈抗議及致力反對鴉片
時，英國以武力強迫中國接受貿易合法化。 

3. 當中國戰敗，訴請英國政府基於人道
立場禁止貿易，英國政府置若罔聞，並持
續以武力強行實施原本立下的貿易政策。 

4. 這個問題上報至英國國會後，認為此一
貿易並不合理，但因為貿易為印度帶來豐厚
的收入可緩解印度當時的財政困境，於是執
政黨決定繼續執行貿易，並獲得反對黨的支
持。

四、英國對於中國鴉片吸食風氣難辭其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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