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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英文摘要：

本計劃旨在研究漢宋之際醫者的
「傳染」觀念，一方面了解當時醫學
如何應對傳染性疾病的衝擊，建立出
哪些相關的醫學理論與假說；另一方
面則是深入發掘醫者之間對於傳染性
疾病見解的異同，以及他們之間的爭
論，並且藉著此一爭論，鳥瞰當時社
會對於傳染性疾病的認識與態度及其
異同。

漢宋之際的醫者，常以「相染」、
「染易」、「度著」、「傳染」等詞，形
容與分類大規模流行的疫疾，而這裡
所謂的大規模流行的疫疾，根據漢宋
之間的醫學典籍，實則包括今日流行
病學中所稱的「流行病」－包含傳染
性與非傳染性疾病。

在疾病的分類方面，大規模流行
之疫疾，往往隨其證分別在不同的類
別中出現，漢宋之際的醫者並無一致
的看法。其次，疾病是否具有「相染」、
「染易」或「傳染」之特質，並非醫
者分類疾病之主要標準。此外，值得
注意的是，多數醫者傾向於相信「一

病多源」之說，「染易」或「傳染」只
是某些疾病的病因之一。

漢宋之際的醫者多相信特定之疾
疫有「相染」的可能，其致病原因，
主要包括鬼神之力、品質邪惡的氣、
男女性接觸以及所謂的「邪」等等；
至於其「相染」的途徑亦多，乃以近
距離接觸病患或其尸，甚至還包括參
與喪禮或前往特定地點等等。

並非所有的漢宋醫者均深信疫疾
具有「相染」的可能，由於一般世俗
多相信侍奉病人將可能「染易」疫疾，
因而在大規模疫疾來臨時，往往棄親
故於不顧而逃疫，遂引發當時社會之
爭論。由於此一爭論觸及儒家思想核
心之一的倫理孝友之道，醫者之中不
乏力爭無所謂「傳染」者，其最著者
之一當屬宋代儒醫程迥，著書立論讜
伐「傳染」觀念，惟此並未蔚為主流，
亦未能一改當時之社會風氣。

關鍵詞：染易 相染 傳染
疫疾 醫者 醫學 漢 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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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research project discusses the
development of medicine by way of
examining the doctrines and concepts of
contagious disease during the Han and
Song dynasties. This project also delves
into various medical concepts
concerning the aeotiology of contagious
disease and related debates between
medical practitioners. Those debates that
entangled with political, intellectual and
social concerns provide us a closer look
into the changing knowledge of
contagious disease over centuries in pre-
modern China.

During Han and Song dynasties,
medical practitioners created many
terms of "contagion" and classified
contagious disease into various
categories. Although medical
practitioners tended to believe that
"contagion" was one of possible factors
causing a certain disease, and they
assumed that other factors could also
resulted in such particular disease.
Medical practitioners attributed
contagious disease to the demon and
ghost, heteropathic qi (xie qi) and
heteropathy (xie). They also asserted
that nursing, contacting or coming close
to patients or their corpses, or even
attending funerals or wandering around
a certain places would have contracted
contagious disease and led to devastate
consequence.

During the Han and Song periods,
when an epidemic struck, healthy
laymen were likely to abandon their sick

relatives and escape. This caused social
problems and, most importantly,
contradicted the Confucian norm.
Therefore, some physicians, ru-yi
(Confucian/literati physician) in
particular, and political elites
conscientiously not only denounced the
ideas of "contagion" but also set
examples to care for patients in an
attempt to reverse the prevailing
customs. Yet their efforts achieved little.

Keywords: contagion epidemics
medicine aeotiology
medical history

二、計劃緣由與目的：

本計劃之目的，在於分析漢宋之
際的醫學典籍，研究當時醫者有關傳
染性疫疾的認識，特重醫者如何分類
與建構傳染性疫疾的病因病機學說。
本計劃所提出的問題，不在於以現代
生物醫學為中心或標準，懷疑傳統中
國醫學是否有所謂的「傳染」觀念，
或是評量傳統中國醫學的價值，本計
劃乃在直探傳統中國醫學之發展脈
絡，提問並尋求解答，更重要的是，
同時兼顧當時政治、社會與文化情
境。

本計劃之研究方法，兼重史料之
蒐集與文獻之分析，強調醫學典籍與
一般史料之間的異同，從而了解不同
人群對於傳染性疫疾的見解，此一方
法，是本研究計劃與前賢研究主要的
不同處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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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結果與討論：

「傳染」觀念與理論的建立，是
近代西方生物醫學迅速進步與發展中
的重要環節，與之相較，古代中國醫
學雖然未見以「細菌」為中心所建構
之醫學理論，但是大規模流行之傳染
性疾病，卻是古代中國醫者經常面臨
的考驗，因此，重要不是古代中國醫
學是否有近代西方醫學所謂的「傳染」
觀念或理論，而是古代中國醫者如何
面對傳染性疾病，他們如何診斷與治
療這些疾病，他們如何分類這些疾
病，以及它們如何理解與詮釋這些疾
病的病因病機。據此，本計劃與過去
的研究不同之處，首先在於提出的問
題不同。

其次，本計劃進行研究的角度與
方法，也與前賢的研究有所差別，本
計劃特別強調，在分析史料之際，必
須區分醫者與一般人對於疾病之認知
的異同，以便進行更精緻而深刻之歷
史研究，而不是草率的將所有的史料
一視同仁，不講究其書寫者及其時代
與地理環境之差異。

再者，本計劃在研究的過程中，
嘗試對照醫者與一般人有關「傳染」
觀念的異同，並藉此揭櫫當代對於傳
染性疾病的多元見解。

中國古代歷史文獻，關於傳染性
疾病的記載相當頻繁，醫者遂擁有許
多機會觀察與面對這些疾病。醫者多
以「疫」、「疫疾」、「疫癘」、「瘟（溫）
疫」等詞，描述大規模流行的疾病。
醫者使用上述語辭，實則包含今日流
行病學中所謂的「流行病」，兼容傳染
性與非傳染性的疾病。

漢代到宋代之間，醫學典籍中記

載不少傳染性的疾病，醫者不但對於
病患的臨床症狀與病程發展，頗有詳
細的紀錄，同時，醫者也將他們的臨
床觀察與經驗，具體的呈現出來，更
重要的是，他們嘗試著分類這些疾
病，並從而建構出重要的醫學觀念與
理論，提供後世醫學發展的重要參考
基礎。因之，透過研究這些醫學典籍，
一方面不僅能紀錄當時特殊的醫學環
境以及醫學發展趨勢，另一方面還能
藉此深入醫者之間的個別差異。

漢宋之際，醫者多主張疾疫之所
以「相染」、「染易」或「傳染」的原
因，或由於鬼神之力，或乃鬼神之氣，
或為邪氣所中，或時氣不合，或為邪
所影響，或因風寒、暑濕、勞倦或飲
食所致，或因男女性接觸。其中最嚴
重的疫疾，例如所謂的「注病」，甚至
可能轉相染易，造成「滅門」之悲劇。

漢宋之際，醫者多認為疫疾所以
「相染」、「染易」或「傳染」的途徑，
或因為疫鬼之力所致；或乃疫氣所
及；或由於照護病人，與病人直接接
觸；或是參加喪禮，觸見喪柩的影響；
甚或前往宴饗場合卻為邪氣所中；軍
事作戰也有「染易」疫疾之虞。

此外，藉著有關「傳染」觀念的
研究，學者得以在一窺漢宋之際的醫
學理論之外，尚能進一步觀察當時的
政治、社會與文化脈絡。漢宋數百年
間，頗見疫疾大規模流行，根據資料
顯示，大多數人往往拋棄患病之親友
而逃亡避疫，引發社會問題，更重要
的是，此舉引發嚴重的倫理困境，招
致社會精英的譴責，以及政府的干
預，雖然頗有醫者提倡並無「傳染」
之事，甚至若干官員以身作則，親自
侍奉患者，澄清疫疾絕無「傳染」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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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但是這樣的例子相當少見，並不
足以取信於世人，或是因而徹底改變
社會風氣。

四、計劃成果自評：

無論是慢性疾病或急性傳染病史
的研究，昔日的研究成果絕大多數集
中於明清時期與近現代（靳士英，
1996；C. Benedict, 1996; C. Chang,
1996,1996），本研究計劃以漢宋之際的
醫者為中心，探究他們如何面對大規
模流行之疫疾，及其應變之道，足以
增益前賢研究之不足。

前賢研究疾病史之重點，往往以
近代西方生物醫學為標準，著力於傳
統中醫病名與當今西醫之差異、變遷
與對照，藉以宣揚古人卓著之成就（史
仲序，1984；靳士英，1996；李經緯、
張志彬，1996；楊小明，1997；余永
燕，1998）；或以現代醫學與流行病學
之角度出發，檢討古代中國傳染性疫
疾出現的原因（張志彬，1990）。上述
的研究成果，最明顯的特點，在於其
忽略古代醫學與社會文化之間的密切
關係，本研究計劃則著重傳統中國醫
學自身之觀點，結合當代社會與文化
情境，深入分析漢宋之際的醫學典
籍，了解醫者如何因應傳染性疫疾的
衝擊，從而建構相關之醫學理論與治
療原則。

本研究計劃嘗試指出漢宋之際醫
者對於傳染性疫疾的普遍理解，同時
也強調表現個別醫者對於傳染性疫疾
的見解，並且對照時人對於疫疾的了
解，從更多元的角度，立體的觀察漢
宋之際的醫學發展。

本研究計劃以傳染性疫疾為例，

提出與討論漢宋之際醫學倫理之論
爭，將醫者、儒家與政治精英同時帶
入歷史的舞台，藉以指出疾病與政
治、社會與文化重要的互動關係。

五、出版計劃：

本研究計劃目前已經完成單篇論
文－〈「染易」與「傳染」－以《諸病
源候論》為中心試論漢唐之際醫籍中
的疾病觀，並於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
研究所主辦之「疾病與社會」學術研
討會中宣讀（June, 2000）。該文之修訂
稿將於近期內完成，並投稿於學術期
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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