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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jective : The field of specialty in medicine origins from general or comprehensive theories of medicine. Mokgwaillam is a book of 
ophthalmology. However, its contents are from Dongeuibogam ｢Ahn｣. We need to compare Mokgwaillam with Dongeuibogam ｢Ahn｣ 
and find out how they are different or similar.

Method : Contents comparison between Mokgwaillam and Dongeuibogam ｢Ahn｣ was conducted in contents movement, deletion, 
transformation and so on.

Result : The most content of Mokgwaillam derived from Dongeuibogam ｢Ahn｣ even though Mokgwaillam adjusted several parts of 
Dongeuibogam ｢Ahn｣ as a book of ophthalmology.

Conclusion : Because Mokgwaillam contents are not outright and remarkable in ophthalmology field, Mokgwaillam has its limit. On 
the contrast, we suggest that Mokgwaillam could represents speciating ophthalmology field in Traditional Korean Medicine. The reason is 
that Mokgwaillam tried to remake Dongeuibogam ｢Ahn｣ contents as a ophthalmologic book in some aspects ; contents movement, 
deletion, transformation and so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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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 序論

醫學史에서 專門科 혹은 專門醫書는 대체로 理論書 및 
綜合醫書의 出現이 있고서 분야별 知識이 축적된 후 分化 
혹은 出刊되는 傾向을 보인다. 朝鮮醫學史에 있어서도 이와 
같은 傾向性이 있는데, 朝鮮後期 小兒科 婦人科 針灸科 等 
각 분야의 專門書籍 出刊이 이를 뒷받침하는 증거이다. 眼
科 분야에 있어 專門醫書로는 目科一覽을 꼽을 수 있다. 

目科一覽은 編者와 刊記에 대한 記錄이 없어 著者 및 

정확한 編纂시기를 考證할 수 없다. 다만 目科一覽이 東
醫寶鑑의 ｢眼門｣ 內容을 대부분 수용하고 있으므로, 이 書
籍의 出刊時期를 東醫寶鑑 刊行 이후로 추측할 수 있다. 
기존 연구로는 이에 대한 해제정보를 제공하는 것이 전부
인데, 이 책은 東醫寶鑑에 익숙한 상당기간 醫業에 종사
한 醫員이 眼科分野의 실제 臨床活用에 적합한 형태로 재
편하여 작성한 원고본 소장용 전초본으로 판단하고 있다1). 

본 硏究에서는 目科一覽 全文을 東醫寶鑑 ｢眼門｣과 
比較하여 校勘하고, 이를 바탕으로 두 서적간의 차이점을 
比較 考察하였다. 현존하는 目科一覽은 서울大學校 奎章
閣에 所藏되어 있으며, 1冊55張이고, 크기는 33.8×21.3 
cm이며, 筆寫本으로 되어 있다2). 본 硏究는 韓國科學技術

1) 안상우. 目科一覽, 고의서 산책(38). 민족의학신문.
2) 서울대학교 규장각. 목과일람 해제정보. http://kyujanggak.snu.ac.kr/HEJ/HEJ_NODEVIEW.jsp?setid=161932&pos=0&type=HEJ&ptype=list&subtype 

=jg&lclass=10&cn=GK12363_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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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大系 卷413)의 目科一覽을 底本(그림 1)으로 하였다. 
교감 서적으로는 1987년 驪江出版社에서 간행한 韓國科學
技術史大系 中 東醫寶鑑을 저본으로 삼았다.

그림 1. 目科一覽 

Ⅱ. 本論

1. 眼睛屬五臟

(1) 首尾赤眥屬心 眼白睛屬肺 其烏睛圓大屬肝 其上
下肉胞屬脾 而中間黑瞳一點如添者 腎實主之直指 ○白睛
屬肺 名曰氣輪 赤者屬心 行血脉也 再於黑睛上分暈微靑
者 屬肝也 次黑者 屬腎也 中間一點 瞳人屬膽也入門 
【校勘】
(1) 寶鑑에는 ‘眼白睛’이 ‘滿眼白睛’으로 되어 있다.

 
2. 眼有內外眥

目眥外決于面者 爲銳眥 在內近鼻者 爲內眥 上爲外
眥 下爲內眥靈樞 ○足太陽爲目上綱 足陽明爲目下綱靈樞 

○眥謂四際瞼 睫之本也內經註 ○目之內眥 太陽經之所起 
血多氣少 目之銳眥 少陽經也 血少氣多 目之上綱 太陽
經也 亦血多氣少 目之下綱 陽明經也 血氣俱多 此三經
俱會于目 惟足厥陰經 連於目系而已 故血太過者 太陽陽
明之實也 血不及者 厥陰之虛也 

(1) 故出血者 宜太陽之明 盖此二經血多故也 少陽
□4)經 不宜出血 血少故也 刺太陽陽明出血 則目愈明 
刺少陽出血 則目愈昏矣子和 
【校勘】
(1) 寶鑑에는 ‘太陽之明’가 ‘太陽陽明’으로 되어 있고, 

‘少陽□經’이 ‘少陽一經’으로 되어 있다.

3. 諸脉屬目

心合脉 諸脉者 皆屬於目內經 ○五藏六府精華 皆稟於
脾 注於目 故理脾胃則氣上升而神淸也 肝之系 雖總於目 
而照徹光彩 實腎精心神所主 故補精安神者 乃治眼之本
也入門 ○因心事煩冗 飮食失節 勞役過度 故脾胃虛弱 心
火太盛 則百脉沸騰 血脉逆行 邪害孔竅 所謂天明則日月
不明是也 脾者 諸陰之首也 目者 血脉之宗也 故脾虛則
五藏之精氣 皆失所司 不能歸明於目矣 心者 君火也 主
人之神 宜靜而安 相火代行其令 相火者 包絡也 主百脉 
皆榮於目 旣勞役運動 損其血脉 故諸病生焉 醫者 不理
脾胃及養血安神 是治標不治本 不明此理也東垣 

4. 脉法

左寸脉洪數 心火炎也 關脉弦而洪 肝火盛也 右寸關
俱弦而洪 肝木挾相火之勢 侮肺金 而乘脾土也醫鑑 ○眼
本火病 心肝數洪 右寸關見 相火上衝回春 

(1) ○眼見黑花者 從腎虛而起 診左手及尺脉 當沈而
數者 是也類聚

【校勘】
(1) 寶鑑에는 ‘診左手及尺脉’의 ‘及’이 없다.

5. 目者肝之竅

(1) 肝在竅爲目 ○東方靑色 入通於肝 開竅於目 藏精

3) 目科一覽, 韓國科學技術史大系 卷41. 서울. 驪江出版社. 1988.
4) 원문이 필사로 되어 있고, 글자의 누락이 있어서 판독할 수 없는 경우 ‘□’으로 표시하였음. 아래도 이와 같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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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肝內經 ○人臥則血歸於肝 肝受血而能視內經 ○肝氣通於
目 肝和則能辨五色難經 ○肝虛則目䀮䀮無所見內經 ○目瞑
者 肝氣不治也海藏 ○目者 肝之外候 肝取木 腎取水 水
能生木 子母相合 故肝腎之氣充則精彩光明 肝腎之氣乏
則昏蒙暈眩 心者 神之舍 又所以爲肝腎之副焉 盖心主血 
肝藏血 血能生熱 衝發於眼 皆當淸心凉肝直指 ○肝藏血 
熱則目赤腫 虛則眼前生花 赤腫 宜地黃粥入門 
【校勘】 
(1) 寶鑑에는 ‘肝在竅爲目’ 다음에 引用處 ‘內經’이 있고, 

‘衝發於眼’와 ‘眼前生花’ 뒤에 小字로 ‘詳見眼花’가 더 있다.

6. 眼病無寒

歷考眼科之病 無寒而有虛與熱 豈寒澁血而不上攻歟入門 

7. 眼無火不病

目不因火則不病 何以言之 白輪變赤 火乘肺也 肉輪
赤腫 火乘脾也 黑水神光被瞖 火乘肝與腎也 赤脉貫目 
火自甚也 能治火者 一句了 故內經曰 熱勝則腫 凡目暴
赤腫起 羞明隱澁 淚出不止 暴寒目瞞 皆火熱之所爲也 
治火之法 在藥則鹹寒 吐之下之 在鍼則神庭 上星 顖會 
前頂 百會血之 

(1) 瞖者 可使之退 痛者 可使立已 昧者 可使立明 腫
者 可使立消矣子和 ○大凡眼之爲患 多生於熱 治法 以淸
心 凉肝 調血 順氣 爲先直指 
【校勘】
(1) 寶鑑에는 ‘可使之떤’가 ‘可使立떤’로 되어 있다.

8. 眼病所因

生食五辛 ○接熱飮食 ○刺頭出血多 ○極目遠視 ○
夜讀細書 ○久處烟火 ○博奕不休 ○夜間讀書 ○飮酒不已 
○熱飡麪食 ○抄寫多年 ○雕鏤細作 ○泣淚過多 ○房室
不節 ○數向日月輪看 ○月下讀書 ○夜視星月 ○極目瞻
視山川草木 皆喪明之由也 ○又有馳騁畋獵 ○冒涉風霜 

(1) ○迎風逐獸 日夜不息 皆傷目之由也 ○眼病 屬風
熱與血少 神勞 腎虛丹溪

【校勘】
(1) 寶鑑에는 ‘皆傷目之由也’ 다음에 引用處 ‘千金’이 

있다.

9. 內障

內障者 肝病也回春 ○內障 在睛裏昏暗 與不患之眼相
似 惟瞳人裏有隱隱靑白者 無隱隱靑白者亦有之綱目 ○內
障先患一眼 次爲兩目俱損者 皆有瞖在黑睛內遮瞳子而然 
夫通黑睛之脉者 目系也 目系屬足厥陰 足太陽 手少陰三
經 三經虛 則邪從目系入黑睛內爲瞖 以鍼言之 則當取三
經之兪穴 如天柱 風府 太衝 通里等穴 是也綱目 

(1) ○視如輕烟之狀 飛蠅散亂 懸蟢虛空 日漸月增 腦
脂下結於烏輪 瞖障漸生於黑水類聚 ○內障昏蒙 外無瞖膜 
因腦脂下凝 烏珠轉白 或如金色 或菉豆色 或如雲烟 或
見五色 治比外障更難 如腦脂凝結 瞳人反背者 不治入門 
○屬血少 神勞 腎虛也 宜養血補水安神以調之丹心 ○凡
昏弱不欲視物 內障見黑花 瞳子散大 皆裏病也丹心 ○內
傷色慾 腎情虛者 宜益陰腎氣丸 肝血虛者 養肝丸 生熟
地黃丸 肝腎俱虛者 宜駐景元 加減駐景元 明目壯水丸入門 
○血少 神勞 腎虛 宜滋陰地黃丸 滋腎明目湯 

(2) ○內障 宜補肝散 墜瞖丸 羊肝元 本事方羊肝元 
補腎丸 杞苓丸 五退散 密蒙花散 冲和養胃湯 當歸湯 還
睛丸 撥雲退瞖還睛丸 ○內障 有圓瞖 氷瞖 滑瞖 澁瞖 
散瞖 橫開醫 浮瞖 沈瞖 偃月瞖 棗花瞖 黃心瞖 黑花瞖 
胎患 五風變 雷頭風 驚振 綠風 烏風 黑風 靑風 肝虛雀
目 高風雀目 肝虛目暗 共二十三得效 
【校勘】 
(1) 寶鑑에는 ‘視如輕烟之狀’ 앞에 ‘內障者 不疼不痛 

無淚無眵 細觀如薄霧之形 久’ 文章이 더 있고, ‘腎情虛者’가 
‘腎精虛者’로 되어 있다.

(2) 寶鑑에는 ‘還睛丸’ 다음에 小字로 ‘方見通治’가 더 
있다.

【考察】 
寶鑑의 ‘內障者 不疼不痛 無淚無眵 細觀如薄霧之形 久’

가 생략된 것은 傳寫過程에서 한 줄이 누락된 것으로 판단
된다.

1) 圓瞖

在黑珠上一點圓 日中見之差小 陰處見之卽大 視物不
明 轉見黑花 此由肝腎俱虛而得 宜補肝散 補腎元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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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氷瞖

如氷凍堅實 傍□自透於瞳人內 陰處及日中看之 其形
一同 疼而淚出 此肝膽病 宜通肝散得效 
【校勘】 
寶鑑에는 ‘傍□自透於瞳人內’가 ‘傍觀自透於瞳人內’로 되

어 있다. 

3) 滑瞖

有如水銀珠子 但微含黃色 不疼不痛 無淚 遮遶瞳人得效 

4) 澁瞖

微如赤色 或聚或開 兩傍微光 瞳人上如凝脂色 時復
澁痛 無淚出得效 

5) 散瞖

形如鱗點 或瞼下生粟 日夜痛楚 瞳人最疼 常下熱淚 
此三證 皆肝肺相傳 宜八味還睛散得效 

6) 橫開瞖

上橫如劒脊 下面微微甚薄 不赤不痛 此病稀少得效 

7) 浮瞖

上如氷光白色 環遶瞳人 生自小眥頭至黑珠上 不痛不
痒 無血色相潮得效 

8) 沈瞖

白點藏在黑水下 向日細視 方見其白 眼睛疼痛 晝輕
夜重 間或出淚 宜空靑元得效 
【校勘】
寶鑑에는 ‘向日’이 ‘日向’으로 되어 있다. 
 

9) 偃月瞖

膜如凝脂 一邊厚 一邊薄 如缺月 其色光白 無瑕疵 

前四證 並皆難治得效

10) 棗花瞖

周回如鋸齒 四五枚相合 赤色 刺痛如鍼 視物如烟 晝
則痛楚 多淚昏暗得效 

11) 黃心瞖

四邊皆白 但中心一點黃 團團在黑珠上 時下澁淚 此
兩證 肝肺風熱 宜還睛散 墜瞖丸得效 

12) 黑花瞖

其狀靑色 大小眥頭澁痛 頻頻下淚 口苦 盖膽受風寒 
宜凉膽元得效 

13) 胎患

初生觀物 轉睛不快 至四五歲 瞳人潔白 昏蒙不見 延
至年高 無藥可治 由胎中受熱致損也得效 

14) 五變風

五色變爲內障 頭痛甚 却無淚 日中如坐暗室 常自憂
嘆 此毒風腦熱所致得效 
【校勘】 
寶鑑에는 표제 ‘五變風’이 ‘五風變’으로 되어 있다.
【考察】 
이는 傳寫過程에서 오류가 있었던 것으로 판단된다.

15) 雷頭風

此熱毒之氣 衝入眼睛中 牽引瞳人 或微或大或小 黑
暗全不見物得效 

16) 驚振

因病目 再被撞打 變成內障 日夜疼痛 不能視三光 前
四證 俱不可治 不過服還睛散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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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綠風

初患頭旋 兩額角相牽瞳人 連鼻鬲皆痛 或時紅白花起 
肝受熱則先左 肺受熱則先右 肝肺同病則齊發 先服羚羊
角散 羚羊角丸 後服還睛散 
【校勘】
寶鑑에는 引用處 ‘得效’가 있다. 
 

18) 烏風

眼雖痒痛而頭不旋 但漸漸昏暗 如物遮定 全無瞖障 
或時□□ 此肝有實熱 宜瀉肝散得效 
【校勘】
寶鑑에는 ‘或時□□’가 ‘或時生花’로 되어 있다.

19) 黑風

此與綠風相似 但時時黑花起 乃腎受風邪 熱攻於眼 
宜凉腎得效 

20) 靑風

此眼不痛不痒 瞳人儼然如不患者 但微有頭旋及生花 
轉□昏蒙 前二證 宜服還睛散得效 
【校勘】
寶鑑에는 ‘轉□昏蒙’이 ‘轉加昏蒙’으로 되어 있다.

21) 肝虛雀目

雀目者 日落卽不見物也綱目 ○因肝虛血少 時時花起 
或時頭疼 年深則雙目盲 小兒因疳得之 宜蛤粉丸得效 ○
小兒肝疳雀目 宜風疳丸入門 ○晝明晩暗 謂之雀目 言如
鳥雀之瞑 便無所見也類聚 ○雀目 宜雀盲散直指 ○雀頭取
血 點眼中 卽效 羊肝 淡煮食之 亦佳本草 

(1) ○治鷄盲雀目 用鮮地黃 炒猪肝 食之 ○牛肝 作
膾食之 妙俗方 
【校勘】
(1) 寶鑑에는 ‘治鷄盲雀目 用鮮地黃 炒猪肝 食之’의 引

用處가 ‘種杏’이다.

22) 高風雀目

與前證雖同 但纔至黃昏 便不見物 經年瞳子如金色 
名曰黃風 不治得效 ○雀目之證 暮則不見物 至曉復明 何
也 曰肝虛也 經曰 目得血而能視 肝旣無血 則目瞀而不
明矣 其暮暗而曉復明者 何也 曰木生於亥 而旺於卯 絶
於申 至於酉戌之時 木氣衰甚 故瞑 至於卯之分 木氣稍
盛 而目復明矣 曰 雀目終變爲黃脹而死 何也 曰 木絶於
申 乃水土長生之地 木衰而土盛 

(1) 故變爲黃脹 宜平胃散 以平土氣 四物湯 以補肝虛
正傳 ○高風雀目 宜□睛丸類聚 
【校勘】
(1) 寶鑑에는 ‘宜平胃散’ 다음에 小字로 ‘方見內傷’이 

있고, ‘四物湯’ 다음에 小字로 ‘方見血門’이 있다. 또한 ‘宜□
睛丸’은 ‘宜還睛丸’으로 되어 있다.

 
23) 肝虛目暗

遠視不明 眼前花子頻起 眥目赤痛 有時看一成二 宜
補肝散得效 ○與眼暗 叅看

10. 外障

肝藏積熱 混睛 努肉攀睛 兩瞼粘睛 膜入水輪 釘瞖根
深 黑瞖如珠 花瞖白陷 水瑕深瞖 玉瞖浮滿 順逆生瞖 鷄
冠蜆肉 瞼生風粟 胞肉膠凝 漏睛膿出 蟹睛疼痛 突起睛
高 風起喎偏 倒睫拳毛 風牽瞼出 神崇疼痛 旋螺尖起 鶻
眼凝睛 轆轤轉關 被物撞打 撞刺生瞖 血灌瞳人 眯目飛
塵飛絲 天行赤目 暴赤眼後生瞖 胎風赤爛 風赤瘡疾 衝
風淚出 暴風客熱 瞼硬睛痛 痛如針刺 痒極難任 瞳人乾
缺 黃膜上衝 赤膜下垂 小眥赤脉 偸針 小兒通睛 小兒胎
中生贅 小兒靑盲 
【校勘】
寶鑑에는 引用處 ‘得效’가 있다. 

1) 肝臟積熱

眼先患赤腫疼痛 怕日羞明 淚澁難開 忽生瞖膜 初患
一目不見 以致兩目齊患 此肝藏積熱 宜石決明散得效 

(1) ○風眼腫則軟 熱眼腫則硬 ○眼赤而痛者 肝實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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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 ○眼赤腫而足寒者 必以溫湯 頻洗其足 甚妙 ○肝藏

風熱 宜撥雲散 局方密蒙花散 蟬花散 洗肝明目湯 散熱

飮子 

(2) ○肝藏積熱 宜洗肝散 瀉肝散 瀉靑丸 柴胡湯 四

物龍膽湯 洗以湯泡散

【校勘】

(1) �寶鑑�에는 ‘熱眼腫則硬’ 다음에 引用處 ‘直指’가 있

고, ‘肝實熱也’ 다음에 引用處 ‘回春’이 있으며, ‘頻洗其足 甚

妙’ 다음에 引用處 ‘綱目’이 있다. 

(2) ‘洗肝散’ 다음에 小字로 ‘方見五藏’이, ‘瀉肝散’과 ‘瀉

靑丸’ 다음에 ‘方見上’이, ‘洗以湯泡散’ 다음에 ‘方見下’가 있다.

2) 混睛

白睛先赤後痒痛 淚下閉澁難開 年深則睛變成碧色 滿

目如凝脂 赤脉橫貫 宜地黃散

【校勘】

�寶鑑�에는 引用處 ‘得效’가 있다. 

3) 努肉攀睛

或眼先赤爛 多年肝經爲風熱所衝而成 或用力作勞而

得 或痒或痛 自兩眥頭努出筋膜 心氣不寧 憂慮不已 遂

乃攀睛 宜二黃散 定心元得效 

(1) ○兩眥□露生努肉者 心熱血壯也 ○攀睛努肉者 

心熱也 ○大眥赤紅 肉堆起者 心經實熱也 小眥赤紅 絲

血脹者 心經虛熱也回春 ○努肉 宜速效散醫鑑 ○洗努肉侵

睛 當歸尾 荊芥穗 黃連 防風 薄荷 朴硝 䳟砂 等分 剉

煎湯溫洗入門 

(2) ○梨汁浸黃連 又初男乳 和雄雀屎 點之 皆效詳單方

【校勘】

(1) �寶鑑�에는 ‘兩眥□露生’이 ‘兩眥呈露生’으로 되어 있

고, ‘心熱血壯也’가 ‘心熱血旺也’로 되어 있으며, 引用處가 

‘直指’로 되어 있다. 

(2) �寶鑑�에는 ‘詳單方’이 ‘詳見單方’으로 되어 있다.

4) 兩瞼粘睛

(1) 此乃爛弦風也 雙目赤爛 或痒或痛 經年不愈 

(2) ○目眶赤爛歲久 俗呼爲赤瞎是也 當以三稜針 刺

目眶外 以瀉濕熱 卽愈 ○爛弦風者 風沿眼系上 膈有積

熱 自飮食中挾怒氣而成 積而久也 眼沿因膿潰而腫 其中

生細小虫絲 遂年久不愈 而多痒者是也 用還睛紫金丹 以

銀�股點之 若痒者 

(3) 又當去虫 以絶根本 又與防風通聖散 去硝黃 爲細

末 酒拌晒乾 依法服之 禁諸厚味 ○點以爐甘石散 洗以

驅風散 廣大重明湯 ○去虫 宜聖草散 

(4) ○小兒初生 雙目紅而眶邊赤爛 至三四歲不愈 宜

消風散 以桑白皮煎湯調下 

【校勘】

(1) �寶鑑�에는 引用處 ‘得效’가 있다. 

(2) �寶鑑�에는 引用處 ‘東垣’이 있다.

(3) �寶鑑�에는 ‘防風通聖散 去硝黃’ 다음에 小字로 ‘方

見風門’이 있고, 引用處 ‘綱目’이 있다.

(4) �寶鑑�에는 ‘消風散’ 다음에 小字로 ‘方見頭部’가 있

고, 引用處 ‘入門’이 있다.

5) 膜入水輪

此因黑珠上生瘡稍安 其痕不沒 浸入水輪 雖光未絶 

終亦難治

【校勘】

�寶鑑�에는 引用處 ‘得效’가 있다. 

6) 釘瞖根深

(1) 心肝留熱 致使眼疼痛 生瞖膜 經久其色如銀釘 入

黑睛 不可治 

(2) ○睛上生瞖 如銀釘子頭 故謂之釘瞖 宜石決明散

點之

【校勘】

(1) �寶鑑�에는 引用處 ‘得效’가 있다. 

(2) �寶鑑�에는 引用處 ‘類聚’가 있다. 

7) 黑瞖如珠

此起在黑水上 如小黑豆 疼痛淚出 不可用點藥 乃腎

虛受風熱而得 宜先服羚羊角散 後服補腎元

【校勘】

�寶鑑�에는 引用處 ‘得效’가 있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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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花瞖白陷

(1) 白瞖旋遶瞳人 點點如花白鱗□者 此因肝肺伏藏積
熱 宜點磨瞖膏 後服羚羊角散 

(2) ○花瞖者 睛上忽生白瞖 如棗花之□ 魚鱗相似 宜
點龍腦散 
【校勘】
(1) 寶鑑에는 ‘點點如花白鱗□者’가 ‘點點如花白鱗砌者’

로 되어 있고, 引用處 ‘得效’가 있다.
(2) 寶鑑에는 ‘如棗花之□’가 ‘如棗花之砌’로 되어 있

고, 引用處 ‘類聚’가 있다.

9) 水瑕深瞖

黑水內橫深 瑕盤靑色 沈沈深入 痛楚無時 此五藏俱
受熱 宜服淸凉散
【校勘】
寶鑑에는 引用處 ‘得效’가 있다. 

10) 玉瞖浮滿

黑珠上浮玉色 不疼痛 瞖根不紅 不宜針割 但服還睛
散 點磨瞖膏 卽愈得效 

11) 順逆生瞖

凡瞖自下生上者爲順 自上而生下者爲逆 順則易安 逆
則難治 宜服車前散點磨瞖膏得效

【考察】
寶鑑에는 뒤에 ‘鷄冠蜆肉’에 대한 내용이 수록되어 있

다. 다음과 같다.
鷄冠蜆肉
瞖生瞼內 如鷄冠蜆肉 或靑或黑 須翻出看之 阻碍痛

楚 怕日羞明 盖脾經先受熱 後有所傳 宜服石決明散得效 
○瞼內生 如鷄冠蜆肉 乃脾風熱也 須翻出看之 用觀音草
卽草龍膽 每日輕輕刮去 毫釐血出 用銀匙挑 洗風毒藥水 按
止之 刮後不時 將藥水點入 則不復腫入門

12) 生風粟

兩瞼上下 初生如粟米大 漸大如米粒 或赤或白 不甚

疼痛 此肝壅瘀血所成 宜服消毒飮得效 
(1) ○瞼生風粟者 眼痛狀如眯 名曰粟眼 其眼瞼皮肉

上下有肉如粟粒 磣痛 可翻眼皮起 以針撥之 兼服湯散 
宣其風熱 (2) ○眼上下胞 或目唇間如疥點者 熱在脾 宜
加味荊黃湯
【校勘】
(1) 寶鑑에는 ‘磣痛’ 앞에 ‘淚出’이 있고, 引用處 ‘類聚’

가 있다.
(2) 寶鑑에는 引用處 ‘入門’이 있다. 
 

13) 胞肉膠凝

(1) 眼胞皮肉 有似膠凝 腫高如桃李 時出熱淚 乃風毒
所注 宜服消風散 點花草膏 

(2) ○上下胞腫如桃者 脾熱也 
(3) ○熱氣蓄聚而傷飽 所以胞合 ○宜羚羊角散 洗眼湯

【校勘】
(1) 寶鑑에는 ‘消風散’ 뒤에 小字로 ‘方見頭部’가 있고, 

引用處 ‘得效’가 있다.
(2) 寶鑑에는 引用處 ‘回春’이 있다. 
(3) 寶鑑에는 引用處 ‘直指’가 있다. 

14) 漏睛膿出

(1) 眥頭結聚生瘡 流出膿汁 無瞖障 不疼痛 因心氣不
寧 幷風熱在瞼中 宜白薇元 

(2) ○風熱客於瞼眥之間 令眥內結聚 津液乘之 故成
膿出不止 俗呼爲漏睛 若不早治 日久則眼生黑點侵損於
目 卽難治 宜黃芪散及點藥 
【校勘】
(1) 寶鑑에는 引用處 ‘得效’가 있다. 
(2) 寶鑑에는 ‘俗呼爲漏睛’ 뒤에 ‘或眼因患瘡 出膿血後 

大眥頭常出膿涎 亦名漏睛’이 있고, 引用處 ‘類聚’가 있다. 
【考察】 
(2)에서 빠진 文章은 傳寫過程에서 오류가 있었던 것으

로 판단된다.

15) 蟹睛疼痛

(1) 如大豆子 出黑珠上 疼痛不可忍 又名損瞖 宜石決
明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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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肝有積熱 上衝於目 令目痛甚 當黑睛上生黑珠
子 如蟹之目 以爲名 或有如豆者 名曰損瞖 極難治 宜服
羚羊角散 及點藥
【校勘】
(1) 寶鑑에는 引用處 ‘得效’가 있다. 
(2) 寶鑑에는 引用處 ‘類聚’가 있다. 

16) 突起睛高

(1) 風毒流注五藏 不能消散 忽然突起痒痛 乃熱極所
致 宜瀉肝散 

(2) ○風熱痰飮漬於藏府 蘊積生熱 熱衝於目 故令眼
珠子突出 是名睛脹 宜服凉藥瀉肝 凡瞳人脹起者 水輪脹也 

(3) ○烏輪突起 裏熱刺痛 謂之熱眼 
(4) ○井水灌眼中 ○黑睛脹 宜龍膽散 白睛脹 宜淸肺散

【校勘】
(1) 寶鑑에는 ‘瀉肝散’ 뒤에 小字로 ‘方見上’이 있고, 

引用處 ‘得效’가 있다.
(2) 寶鑑에는 引用處 ‘類聚’가 있다. 
(3) 寶鑑에는 引用處 ‘直指’가 있다. 
(4) 寶鑑에는 ‘井水灌眼中’ 뒤에 小字로 ‘詳見下’가 있다.

17) 風起喎偏

(1) 偏風牽引 雙目喎斜 淚出頻頻 却無瞖膜 不痒不痛 
宜消風散 荊芥湯調下 或蟬花無比散 

(2) ○眼偏視者 風邪攻肝 牽引瞳人 故令偏視 宜服槐
子丸
【校勘】
(1) 寶鑑에는 ‘消風散’ 뒤에 小字로 ‘方見頭部’가 있고, 

引用處 ‘得效’가 있다.
(2) 寶鑑에는 引用處 ‘類聚’가 있다. 

18) 倒睫拳毛

(1) 淚出涓涓 瞖膜漸生 眼皮漸急 睫倒難開 瞳人如刺
樣痛 此脾受風熱 先服瀉肝散 後服五退散 

(2) ○神效明目湯 明目細辛湯 
(3) ○倒睫拳毛 卽眼睫毛 倒入眼中央 是也 
(4) ○眼楞緊急縮少者 倒睫拳毛之漸也 蓋陽虛則眼楞

緊急 陰虛則瞳子散大 

(5) ○倒睫拳毛 由目緊急皮縮之所致也 盖由伏熱攻 
陰氣外行 當去其內熱幷火邪 使眼皮緩 則毛立出 瞖自退 
用手法攀出內瞼向外 刺以三稜鍼 出熱血 以左爪甲迎住
鍼鋒 立愈 

(6) ○治法 無名異爲末 後捲在紙中作撚子 點火吹殺 
以烟熏之 □毛自起 又摘去拳毛 用虱子血 點入眼內 數
次卽愈 

(7) ○又法 木鱉子一箇 去殼 擣爛 綿裹 塞鼻中 左目
塞右 右目塞左 一二夜 其睫自正
【校勘】
(1) 寶鑑에는 ‘五退散’ 뒤에 小字로 ‘詳見下’가 있고, 

引用處 ‘得效’가 있다.
(2) 寶鑑에는 引用處 ‘東垣’이 있다. 
(3), (4) 寶鑑에는 引用處 ‘綱目’이 있다. 
(5) 寶鑑에는 ‘盖由伏熱攻’이 ‘盖內伏熱攻’으로 되어 있

고, 引用處 ‘綱目’이 있다. 
(6) 寶鑑에는 ‘無名異’ 다음에 小字로 ‘石藥也’가 있고, 

‘後捲在紙’가 ‘糝捲在紙’로 되어 있으며, ‘毛自起’ 앞에 ‘其’가 
있고, 引用處 ‘綱目’이 있다. 

(7) 寶鑑에는 引用處 ‘正傳’이 있다. 

19) 風牽瞼出

上下瞼俱赤 或翻出一瞼在外 此脾受風毒 宜五退散 
若年深 瞼內俱赤 則不治 
【校勘】
寶鑑에는 引用處 ‘得效’가 있다. 

20) 神祟疼痛

(1) 舊無根 因忽然疼痛 或如鍼刺 或如火灸 兩太陽穴
掣痛 早輕晩重 先宜求福 却服石決明散 

(2) ○犯土傷眼痛 點三光膏
【校勘】
(1) 寶鑑에는 引用處 ‘得效’가 있다. 
(2) 寶鑑에는 引用處 ‘醫鑑’이 있다. 

21) 旋螺尖起

目痛生瞖膜 尖起而赤 似旋螺 先服通肝散 次服石決
明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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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勘】
寶鑑에는 引用處 ‘得效’가 있다. 

22) 鶻眼凝睛

輪硬而不能轉側 此爲鶻眼凝睛 不可治
【校勘】
寶鑑에는 引用處 ‘得效’가 있다. 

23) 轆轤轉關

(1) 睛藏上下瞼 不能歸中 所以言之爲轆轤也 亦難治 
且服天門冬飮子 及瀉肝散 

(2) ○風寒入貫瞳人 攻於眼帶 則瞳人牽曳向下 名曰
墜睛眼 亦轆轤轉關之類 若日數漸多 卽拽破瞳人 兩眼俱
陷 則不見物 宜服犀角散
【校勘】
(1) 寶鑑에는 引用處 ‘得效’가 있다. 
(2) 寶鑑에는 引用處 ‘類聚’가 있다. 

24) 被物撞打

(1) 目被撞打 疼痛無時 瞳人被驚 昏暗濛濛 眼眶停留
瘀血 宜貼地黃膏 次服石決明散 

(2) ○眼被物撞打着 睛出眼帶未斷 卽推入瞼中 勿驚
觸 於四畔 以生地黃 細擣 厚付之 兼服生地黃散 若有瘀
血 以鍼刺出 且用點藥 如眼帶斷 睛損卽 不可治
【校勘】
(1) 寶鑑에는 引用處 ‘得效’가 있다. 
(2) 寶鑑에는 引用處 ‘類聚’가 있다. 

25) 撞刺生瞖

因撞刺生瞖疼痛 或兼風熱 轉加痛楚 昏暗不見 宜先
服經效散 次服石決明散
【校勘】
寶鑑에는 引用處 ‘得效’가 있다. 

26) 血灌瞳人

(1) 瞳人爲血灌注 痛如錐刺 皆無瞖膜 視物不明 由肝

氣閉 血無所歸而得 宜引血歸肝 宜服通血元 車前散 ○又
恐生花 再服還睛散入門 

(2) ○若生瞖障 生地黃汁 和大黃末 成膏 帛鋪二寸許 
奄眼上 久則易之
【校勘】
(1), (2) 寶鑑에는 引用處 ‘得效’가 있다. 

27) 眯目飛塵飛絲

(1) 塵埃入目 粘睛不脫 或被飛絲所侵 或被砂石所苦 
疼痛隱澁 揩碎不開 宜用瞿麥散 

(2) ○飛絲落眼 磣痛不開 好墨濃磨 新筆蘸入目中 閉
少時開看 其絲自成塊 着在眼睛上 却以綿輕輕惹下 卽愈 
未盡再點 

(3) ○飛絲入眼 大麻子一合 杵碎 井水一椀浸攪 却將
舌浸水中 涎沫自出 神效 一方 茄子葉杵碎如麻子法尤妙 

(4) ○飛絲入目 刮取人指甲上細屑 以筯頭點津唾 蘸
爪屑入眼中 其絲自聚拔去 又取人頭垢 點入眼中 絲卽出 

(5) ○諸物眯目 牛筋槌擘如絲 着睛上 輕挼之 自出 
又以新筆蘸繳出之 又好墨磨汁 點眼中 立出
【校勘】
(1) 寶鑑에는 引用處 ‘得效’가 있다. 
(2), (3), (4), (5) 寶鑑에는 引用處 ‘綱目’이 있다.

28) 天行赤目

(1) 目忽赤腫 晨昏痛澁 長幼相似 此天行時疾 宜服瀉
肝散 洗以五行湯 (2) ○宜服石決明散 救苦湯 以洗眼湯
洗之 以五黃膏 地黃膏貼之 效
【校勘】
(1) 寶鑑에는 引用處 ‘得效’가 있다. 
(2) 寶鑑에는 引用處 ‘丹心’이 있다.

29) 赤眼後生瞖

此證輕則無妨 重則疼痛 而白睛紅花 乃生瞖膜 此由
五藏積熱 宜貼地黃膏 次服瀉肝散得效 

(1) ○暴赤後 熱流肺經 輕則朦朧而已 重則生雲膜 如
黃膜從下而上衝黑睛者 可治 如赤膜從上生下遮覆黑睛 名
曰垂簾膜 難治 ○宜服觀音夢授丸
【校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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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寶鑑에는 ‘如黃膜從下’ 뒤에 ‘生’이 있고, 引用處 
‘入門’이 있다. 

30) 胎風赤爛

小兒初生 便有此證 至三四歲 雙目紅而弦邊赤爛 時
復痒痛 先服消風散 以湯泡散洗之 以龍腦膏點之
【校勘】
寶鑑에는 ‘消風散’ 뒤에 小字로 ‘方見頭部’가 있고, 引

用處 ‘得效’가 있다.

31) 風赤瘡疾

眼兩瞼似朱砂塗而生瘡 黑睛端然無所染 此因脾藏風
熱 久不治則生瞖膜 宜服五退散 洗以湯泡散 
【校勘】
寶鑑에는 引用處 ‘得效’가 있다. 

32) 衝風淚出

至冬月 尤甚 此因肺虛 遇風冷而發 宜白殭蠶散得效 

(1) ○衝風淚出 俗言作冷淚者 非也 風衝于內 火發于
外 風熱相搏 由是淚出 宜服當歸飮子 外以貝母 大而白
膩者一枚 加胡椒七粒 不犯銅鐵 硏爲細末 臨臥點眼 妙子和 

(2) ○眵淚熱而交流 兩瞼赤者 屬肝熱之甚 食後呑當
歸龍薈丸 肝虛客熱 迎風冷淚者 歸葵湯 木賊散 

(3) ○眼出冷淚 虛則四物湯 加木賊 防風 甘菊 白芷 
實則用蒼朮散
【校勘】
(1) 寶鑑에는 ‘當歸飮子’ 뒤에 小字로 ‘方未詳’이 있다.
(2) 寶鑑에는 ‘當歸龍薈丸’ 뒤에 小字로 ‘方見五臟’이 

있고, 引用處 ‘入門’이 있다.
(3) 寶鑑에는 引用處 ‘類聚’가 있다. 

33) 暴風客熱

眼爲暴風熱所攻 白睛起障 覆黑珠 瞼腫痒痛 宜服瀉
肝散 淸肺散
【校勘】
寶鑑에는 引用處 ‘得效’가 있다. 

34) 瞼硬睛痛

瞼中紅赤而堅硬 眼睛疼痛而淚出 怕日羞明宜通肝散 
若有瞖障 點春雪膏
【校勘】
寶鑑에는 引用處 ‘得效’가 있다. 

35) 痛如鍼刺

睛忽然疼痛 如鍼刺 雙目根緊急 坐臥不安 此熱毒在
心 宜先服洗心散 次服還睛散
【校勘】
寶鑑에는 ‘洗心散’ 뒤에 小字로 ‘方見火門’이 있고, 引

用處 ‘得效’가 있다. 

36) 痒極難任

眼痒極甚 瞳子連眥頭皆痒 不能收瞼 此因膽受風熱得
之 宜服驅風一字散得效 

37) 瞳人乾缺

眼睛乾澁 生無淚液 始則疼痛 後來稍定 或白或黑 不
見物 此證不可治
【校勘】
寶鑑에는 ‘生’이 ‘全’으로 되어 있고, 引用處 ‘得效’가 

있다. 

38) 黃膜上衝

黑睛從下生 黃膜上衝 疼痛 甚至閉澁難開 此脾受風 
食毒而作 宜服犀角飮 
【校勘】
寶鑑에는 引用處 ‘得效’가 있다. 

39) 赤膜下垂

眼中有膜 自上垂下 遮黑睛 名垂簾膜 望風淚出 怕日
羞明 此客邪上衝 用百點膏點之 次服通肝散 
【校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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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鑑에는 引用處 ‘得效’가 있다. 
 

40) 小眥赤脈

小眥中生赤脉 漸漸衝眼 急宜早治 此三焦積熱 宜服
犀角飮 忌熱毒物及房事 
【校勘】
寶鑑에는 引用處 ‘得效’가 있다. 

41) 小兒通睛

嬰兒雙眼睛通者 欲觀東邊則見西邊 若振掉頭腦則睛
方轉 此肝受驚風 宜服牛黃丸
【校勘】
寶鑑에는 引用處 ‘入門’이 있다. 

42) 小兒胎中生贅

眼瞼中生贅子 初生如麻子大 日漸如豆 懸垂瞼內 此
脾經風熱所攻 宜服五退散加減
【校勘】
寶鑑에는 引用處 ‘得效’가 있다. 

43) 小兒靑盲

(1) 胎中受風 五藏不和 嘔吐黃汁 兩眼一同 視物不明 
無治法 

(2) ○靑盲者 瞳子黑白分明 直物而不見者也
【校勘】
(1) 寶鑑에는 引用處 ‘得效’가 있다. 
(2) 寶鑑에는 引用處 ‘回春’이 있다.

44) 偸鍼

(1) 目眥瘍 俗謂之偸鍼
(2) ○眼眥生小瘤 細紅點如瘡 以鍼刺破 卽差 故名爲

偸鍼 實解太陽經之結熱也 
(3) ○脾間積熱 兼宿食不消 則生偸鍼 秦皮 剉 和砂

糖煎水 調大黃末一錢 服 利之 卽消 

(4) ○治偸鍼 生南星 生地黃 同硏成膏 貼兩太陽穴 
腫自消 

(5) ○拔去睫毛 卽自消
(6) 外障者 肺病也回春 ○在睛外遮暗綱目 ○靈樞曰 診

目痛 赤脉從上下者 太陽病 從下上者 陽明病 從外走內
者 少陽病 

(7) ○凡赤脉瞖 初從上而下 屬太陽 主表 必眉稜骨痛 
或腦項痛 或半邊頭腫痛 治法宜溫之散之 溫則臘茶飮 散
則夏枯草散 選奇之類 

(8) ○赤脉瞖 初從下而上者 或從內眥出外者 皆屬陽明 
主裏 故其證多熱 或便實 治法宜下之寒之 下則明目流氣
飮 錢氏瀉靑丸 局方溫白元 加黃連 黃栢之類 累用有驗 
寒則五味黃連羊肝元之類綱目 ○赤脉瞖 初從外眥入內者 
爲少陽 主半表半裏 治法宜和解之 神仙退雲丸之類綱目

【校勘】
(1) 寶鑑에는 引用處 ‘綱目’이 있다. 
(2) 寶鑑에는 ‘眼眥生小瘤’가 ‘眼眥生小疱’로 되어 있

고, 引用處 ‘醫林’이 있다.
(3) 寶鑑에는 引用處 ‘直指’가 있다. 
(4) 寶鑑에는 引用處 ‘綱目’이 있다. 
(5) 寶鑑에는 引用處 ‘俗方’이 있다. 
(6) 寶鑑에는 ‘外障’부터 ‘神仙退雲丸之類’ 까지 外障 

條文에 있다. 
(7) 寶鑑에는 ‘選奇湯’ 다음에 小字로 ‘方見頭部’가 있다. 
(8) 寶鑑에는 ‘瀉靑丸’ 다음에 小字로 ‘方見五藏’이 있

고, ‘溫白元’ 다음에 小字로 ‘方見積聚’가 있으며, ‘五味’는 
‘一味’로 되어 있고, 引用處 ‘綱目’이 없다.

 
11. 五輪之圖5)

白睛屬肺 氣之精爲氣輪
黑睛屬肝 筋之精爲風輪
上下瞼屬脾 肉之精爲肉輪
大小眥屬心 血之精爲血輪
瞳人屬腎 骨之精爲水輪

【校勘】
寶鑑에는 각 文章 마다 引用處 ‘得效’가 있다. 

5) 原書에 ‘五輪之圖’ 그림이 있으나 東醫寶鑑 그림과 同一하여 생략하 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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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氣輪

病因凌寒冒暑 受飮寒漿 肌體虛踈 寒邪入內 其候或
痛或昏 傳在白睛 筋多腫赤 視日如隔霧 看物似生烟 日
久不治 變成白膜 黑暗難開
【校勘】
寶鑑에는 引用處 ‘得效’가 있다. 

2) 風輪

病因喜怒不常 作勞用心 晝視遠物 夜讀細書 其候眥
頭尤澁 睛內傷疼 視物不明 胞弦緊急 宜去風藥
【校勘】
寶鑑에는 ‘傷疼’이 ‘偏動’으로 되어 있고, 引用處 ‘得效’

가 있다. 

3) 肉輪

病因多食熱物 好喫五辛 遠道奔馳 食飽耽眠 風積痰
壅 其候眼胞赤腫 昏蒙多淚 倒睫澁痛 瘀血侵睛 宜踈醒
脾藥
【校勘】
寶鑑에는 引用處 ‘得效’가 있다. 

4) 血輪

病因七情煩勞 內動於心 外攻於目 其候亦筋纏眥 白
膜侵睛 胞腫難開 昏澁 日久不治 失明愈深 宜洗心凉血藥
【校勘】
寶鑑에는 引用處 ‘得效’가 있다. 

5) 水輪

病因勞役過度 嗜慾無厭 又傷七情 加之多飡酒麪 好
啖鹹辛 因動腎經 通於黑水 其候冷淚鎭流於臉上 飛蠅相
趁於睛前 積聚風虛 或澁或痒 結成瞖障 常多昏暗 宜用
補腎藥
【校勘】
寶鑑에는 引用處 ‘得效’가 있다. 

12. 八廓之圖6)

天廓 肺大腸傳道
地廓 脾與胃水穀
火廓 心命門抱陽
水廓 腎會陰
風廓 肝養化
雷廓 小腸關泉
山廓 膽淸淨
澤廓 膀胱津液

【校勘】
寶鑑에는 각 文章 마다 引用處 ‘得效’가 있다. 

1) 天廓

病因雲中射鴈 月下看書 多食腥羶 侵冒寒暑 其候視
物生烟 眥疼難開 不能辨認
【校勘】
寶鑑에는 引用處 ‘得效’가 있다. 

2) 地廓

病因濕漬頭上 冷灌睛眸 其候眼弦緊急 瘀血生瘡
【校勘】
寶鑑에는 引用處 ‘得效’가 있다. 

3) 火廓

病因心神恐怖 赤脉侵眥 血灌瞳人 其候瞼頭紅腫 睛
內偏疼 熱淚如傾
【校勘】
寶鑑에는 引用處 ‘得效’가 있다. 

4) 水廓

病因努力爭鬪 擊棒開弓 驟騎强力生病 其候常多昏暗 
睛眩淚多
【校勘】
寶鑑에는 引用處 ‘得效’가 있다. 

6) 原書에 ‘八廓之圖’ 그림이 있으나 東醫寶鑑 그림과 同一하여 생략하 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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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風廓

病因枕邊 窓穴有風 不能遮閉 坐臥當之 腦中風邪 其
候黑睛多痒 兩瞼常爛 或昏多淚
【校勘】
寶鑑에는 引用處 ‘得效’가 있다. 

6) 雷廓

病因失枕睡臥 酒後行房 血脉滿溢 風邪內聚 其候眥
頭赤腫 瞼內生瘡 倒睫拳毛 遮睛努肉
【校勘】
寶鑑에는 引用處 ‘得效’가 있다. 

7) 山廓

病因撞刺磕損 致令肉生兩瞼 瞖閉雙睛 若不早治 永
沈昏暗 瘀血侵睛
【校勘】
寶鑑에는 ‘永沈’이 ‘水沈’으로 되어 있고, 引用處 ‘得效’

가 있다. 

8) 澤廓

病因春不宜解 冬聚陽毒 多飡熱物 致令腦脂凝聚 血
淚攻潮 有如霧籠 飛蜂黑花常見
【校勘】
寶鑑에는 ‘不宜’가 ‘不宣’으로 되어 있고, 引用處 ‘得效’

가 있다. 

13. 眼花

眼見黑花 乃肝腎俱虛也局方 ○上虛屬肝虛 必頭暈 目
眩 耳聾 下虛屬腎虛 必眼花 睛痛 耳鳴入門 ○昏花者 傷
氣 昏暗者 傷血 熱證亦有羞明怕日 但內虛者 全不敢近
陽光入門 ○黑花者 腎虛也 五色花 爲腎虛客熱也 靑花 
膽虛也 紅花 火盛也 散杳者 瞳人散大 視物杳冥也入門 
○陽主散 陽虛則眼楞急而爲倒睫拳毛 陰主斂 陰虛不斂 
則瞳子散大而爲目昏眼花東垣 ○或見飛蠅散亂 懸蟢虛空 
皆內障腎虛之證也類聚 

(1) ○腎主骨之精爲瞳子 瞳子散大者 因腎水虛骨枯 
而心包絡之火 得以乘之也 治法宜苦宜酸宜凉 大忌辛熱
之物 除風熱 凉血益血 以收耗散之氣 滋陰地黃丸 最妙東垣 

(2) ○眼花 宜服熟地黃丸 三花五子丸 還睛丸 椒目丸 
駐景元 補腎丸 醫鑑還睛丸 益本滋腎丸 明目□水丸 點
眼五膽膏
【校勘】
(1) 寶鑑에는 ‘腎主骨之精’이 ‘腎主骨 骨之精’으로 되어 

있고, ‘最妙’ 뒤에 小字로 ‘方見上’이 있다.
(2) 寶鑑에는 ‘駐景元’ ‘補腎丸’ ‘益本滋腎丸’ 뒤에 小字

로 ‘方見上’이 있고, ‘醫鑑還睛丸’ 뒤에 小字로 ‘方見下’가 있
으며, ‘明目□水丸’은 ‘明目壯水丸’으로 되어 있고, 뒤에 小
字로 ‘方見上’이 있다.

14. 眼疼

目疼有二 一謂目眥白眼疼 二謂目珠黑眼疼也 目眥白
眼疼屬陽 故晝則疼甚 點苦寒藥則效 經所謂白眼赤脉法
於陽故也 目珠黑眼疼屬陰 故夜則疼甚 點苦寒藥則反劇 
經所謂瞳子黑眼法於陰故也綱目 ○一人 目珠疼 連眉稜額
角皆痛 遇夜則甚 點苦寒藥則反甚 諸藥不效 灸厥陰 少
陽則痛止 半月復作 遂以夏枯草散 茶淸調下 初服疼減太
半 四五日良愈 後試亦驗綱目 ○目赤而痛者 肝實熱也回春 
○睛疼難忍 當歸 防風 細辛 薄荷 等分爲末 每二錢 麥
門冬湯調下 日三本事 ○黑睛疼 知母 黃栢 瀉腎火 當歸 
養陰水丹心 

(1) ○目赤痛 脉實 大便秘者 以瀉靑丸 洗肝散 微利
之 卽愈 或救苦湯入門 

(2) ○湯火傷眼腫痛 不可用冷藥點之 以五行湯溫洗 
地黃膏付之入門 ○若讀書鍼刺過度而眼痛 名曰肝勞 但
須閉目調護入門

【校勘】
(1) 寶鑑에는 ‘瀉靑丸’ 뒤에 小字로 ‘方見上’이 있으며, 

‘洗肝散’ 뒤에 小字로 ‘方見五臟’이 있다.
(2) 寶鑑에는 ‘地黃膏付之’ 뒤에 小字로 ‘方見上’이 있다.

15. 眼昏

五藏精明聚於目 目睛全則目明得效 ○夫精明者 所以視
萬物 別白黑 審長短 以長爲短 以白爲黑 如是則精衰矣內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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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足少陰之脉病 目䀮䀮無所見直指 ○肝虛則目䀮
䀮無所見內經 ○靈樞曰 氣脫者 目不明 難經曰 脫陰者 
目盲 夫陰陽合傅而爲精明 氣血不足則目昏 ○視物不明 
見黑花者 腎氣弱也保命 

(2) ○目昧不明 熱也 然玄府者 無物不有 人之藏府皮
毛肌肉筋膜骨髓爪牙 盡皆有之 乃氣出入升降之道路門戶
也 有所閉塞 不能爲用者 悉由熱氣拂鬱 玄府閉密 而致
氣液血脉 榮衛精神 不能升降出入故也 各隨鬱結微甚 而
爲病之輕重 故知熱鬱於目 則無所見也 或目昏而見黑花
者 由熱氣甚而發之於目也河間 ○目昏者 熱甚也 傷寒熱
極 則目盲不識人 目微昏者 至近則轉難辨物 或如隔簾視 
或視如蠅翅 或見黑花 皆目之玄府閉密 而榮衛精神不能
升降故也入門 

(3) ○凡人目 暴不見物 皆是氣銳 用人參膏 以補之 
血藥以行之丹心 ○久病昏暗者 腎藏眞陰之虛也回春 

(4) ○眼昏 宜駐景元 加減駐景元 滋陰地黃元 加味磁
朱丸 四物五子元 蔓菁子丸 還睛丸

(5) ○傷寒熱病後 目昏 或生瞖膜 宜服石決明散 點春
雪膏 ○婦人眼昏 宜服抑靑明目湯
【校勘】
(1) 寶鑑에는 引用處가 ‘直指’가 아닌 ‘靈樞’로 되어 있다. 
(2) 寶鑑에는 ‘悉由熱氣拂鬱’이 ‘悉由熱氣怫鬱’로 되어 

있다.
(3) 寶鑑에는 ‘氣銳’가 ‘氣脫’로 되어 있고, ‘人參膏’ 다

음에 小字로 ‘方見氣門’으로 되어 있다.
(4) 寶鑑에는 小字로 ‘駐景元’ 다음에 ‘方並見上’이 있

고, ‘滋陰地黃元’ 다음에 ‘方見上’이 있으며, ‘還睛丸’ 다음에 
‘方見下’가 있다.

(5) 寶鑑에는 小字로 ‘石決明散’ 다음에 ‘方見上’이 있
고, ‘點春雪膏’ 다음에 ‘方見下’가 있다.

 
16. 老人眼昏

人年老而目昏者 血氣衰而肝葉薄 膽汁減 而目乃昏矣
脈訣 ○童子 水在上 故視明瞭 老人 火在上 故視昏睡入門 

(1) ○老人眼 宜還睛丸 夜光育神丸 明眼地黃丸 滋陰
地黃丸 呂仙翁方 勞傷昏暗 宜益氣緫明湯
【校勘】
(1) 寶鑑에는 ‘老人眼’이 ‘老人眼昏’으로 되어 있고, 小

字로 ‘還睛丸’ 뒤에 ‘方見通治’가, ‘滋陰地黃丸’ 다음에 ‘方見
上’이 있다.

17. 不能遠視不能近視

(1) 能遠視 不能近視者 陽氣有餘 陰氣不足也 乃血虛
氣盛 氣盛者 火有餘也 能近視 不能遠視者 陽氣不足 陰
氣有餘 乃氣虛血盛也 血盛者 陰火有餘也 氣虛者 元氣
衰弱也 此老人桑楡之象也東垣 

(2) ○目能遠視 責其有火 不能近視 責其無水 法當補
腎 宜服地芝丸 或六味地黃丸 加牡蠣海藏 

(3) ○目能近視 責其有水 不能遠視 責其無火 法當補
心 宜定志丸 加茯苓海藏 

(4) ○不能近視 □服地黃元 不能遠視 臥服定志丸東垣

【校勘】
(1) 寶鑑에는 ‘乃血虛氣盛’ 뒤에 ‘也’가 있다.
(2) 寶鑑에는 ‘六味地黃丸’ 다음에 ‘方見虛勞’가 있다.
(3) 寶鑑에는 ‘定志丸’ 다음에 小字로 ‘方見神門’이 있다.
(4) 寶鑑에는 ‘服地黃元’ 앞에 ‘晨’이 있다.

18. 目不得開合

足太陽之筋 爲目上綱 足陽明之筋 爲目下綱 熱則筋
縱 目不開綱目 

(1) ○眼不得開 羞明怕日 乃風熱牽閉所致 芎芷香蘇
散 加前胡 連鬚葱白三莖 煎服得效 ○一乳婦 因大恐 目
張不得瞑 公煮郁李仁酒 飮之使醉 則愈 所以然者 目系
肝膽 恐則氣結 膽橫不下 惟郁李仁去結 隨酒入膽 結去
膽下 則目能瞑矣入門 ○上氣不足 目爲之瞑靈樞 
【校勘】
(1) 寶鑑에는 ‘芎芷香蘇散’ 다음에 ‘方見寒門’이 있다.

19. 眼生眵糞

(1) 凡眼有血紅 或有紅絲 及生糞 此是熱眼 宜服經效
散得效 ○眵多結硬者 肺實也 眵稀不結者 肺虛也回春 

(2) ○凡眼疾 痛不生糞 此元氣憊 腎經虛 夜間小便二
三次 耗傷陽氣 致生內障 或腦脂流下 或瞳人開大 此皆腎
憊 黑水散也宜服八味丸 或十全大補湯 加枸杞子 甘菊得效

【校勘】
(1) 寶鑑에는 ‘經效散’ 다음에 小字로 ‘方見上’이 있다.
(2) 寶鑑에는 ‘八味丸’과 ‘甘菊’ 다음에 小字로 ‘方見虛

勞’가 있고, 引用處가 ‘得效’가 아닌 ‘得效方’으로 되어 있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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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視一物爲兩

(1) 有人視一物爲兩 醫作肝氣盛 服瀉肝藥 不驗 予記
靈樞云 目之系上屬於腦 後出於項中 邪中其精 精散則視
岐 故見兩物 令服驅風入腦藥 得愈 宜驅風一字散 保肝
散本事 

(2) ○昏暗不能遠視 看一成二成三 屬肝腎虛 實腎氣
丸 地芝丸入門 
【校勘】
(1) 寶鑑에는 ‘一字散’ 다음에 小字로 ‘方見上’이 있다.
(2) 寶鑑에는 ‘實腎氣丸’이 ‘宜腎氣丸’으로 되어 있고, 

다음에 小字로 ‘方見虛勞’가 있으며, ‘地芝丸’ 다음에 小字로 
‘方見上’이 있다.

21. 讀書損目

內經曰 目得血而能視 然久視傷血 亦能損目綱目 ○久
視傷血 血主肝 故勤書則傷肝 肝傷則自生風熱 熱氣上騰 
致目昏 不可專服補藥 宜服益血鎭肝明 目藥 自愈 宜服
地黃元綱目 ○讀書之苦 傷肝損目 晋范寗 目疾 就張湛求
方 湛戱曰 損讀書一 減思慮二 專內視三 簡外觀四 宜起
晩五 宜早眠六 凡六物 熬以神火 下以氣篩 蘊於胸中 七
日然後納諸方寸 修之一年 近能數其目睫 遠視尺箠之餘 
長服不已 洞見墻壁之外矣 

(1) 雖是嘲戱 亦奇方也本事 
(2) ○古人云 讀書之苦 傷肝損目 誠然 其讀書博奕等

過度患目者 名曰肝勞 若欲治之 非三年閉目不視 則不可
得差 徒自瀉肝及諸治 終是無效資生 ○讀書鍼刺過度而眼
痛 名曰肝勞 但須閉目調護入門 
【校勘】
(1) 寶鑑에는 ‘雖是嘲戱’가 ‘雖是朝戱’로 되어 있다.
(2) 寶鑑에는 ‘其讀書博’이 ‘其讀書慱’으로 되어 있다.

22. 哭泣喪明

黃帝問曰 人之哀而涕泣者 何氣使然 岐伯對曰 心者 
五藏六府之主也 目者 宗脉之所聚也 上液之道也 口鼻者 
氣之門戶也 故悲哀愁憂則心動 心動則五藏六府皆搖 搖
則宗脉感 宗脉感則液道開 液道開 故涕泣出焉 液者 所
以灌精濡空竅者也 故上液之道開則泣不止 泣不止則液渴 

液渴則精不灌 精不灌則目無所見矣 命曰奪精靈樞 
【校勘】
寶鑑에는 ‘液渴’이 ‘液竭’로 되어 있다.

23. 眼病當分表裏虛實

眼之爲病 在府則爲表 當除風散熱 在藏則爲裏 當養
血安神保命 ○如暴失明 昏澁瞖膜 眵淚 皆表也 宜表散以
去之 如昏暗不欲視物 內障見黑花 瞳散 皆裏也 宜養血
補水安神以調之入門 ○聖人雖言 目得血而能視 然血亦有
太過不及也 太過則目壅塞而發痛 不及則目耗竭而失明 
故年少之人多太過 年老之人多不及 不可不察也子和 ○眼
疾所因 不過虛實二者而已 虛者 眼目昏花 腎經眞水之微
也 實者 眼目腫痛 肝經風熱之甚也 實則散其風熱 虛則
滋其眞陰 虛實相因 則散熱滋陰兼之 

(1) 此內治之治也 至於日久 熱壅血凝 而爲攀睛 瘀內
瞖膜 赤爛之類 不假點洗外治之法 則何由而得痊乎丹心

【校勘】
(1) 寶鑑에는 ‘此內治之治’가 ‘此內治之法’으로 되어 있

고, ‘瘀內’이 ‘瘀肉’으로 되어 있다.
 

24. 眼病易治難治辨

外障易治 內障難治 ○暴發者 爲表 易治 久病者 爲
裏 難治保命 ○眞珠瞖 狀如碎米者 易散 梅花瞖 狀如梅
花葉者 難消直指 ○瞳人乾缺 痛澁無淚者 或白瞖藏在黑
水下 向日細視方見者 或兩眼相傳疼痛 晝輕夜重者 或內
障五色相間 頭痛無淚 日中如坐暗室者 或雷頭風 熱毒氣
衝入睛中 或微或大 昏暗不見者 皆不治入門

25. 眼中生火

惟陰陽易病 及婦人臨産時 有之入門 

26. 眼病禁忌

酒色七情 最宜痛斷 ○凡眼疾 忌鷄 魚 
(1) 肉 麪 糯米 鹹 酸 熱油 諸般毒物 眼乃一身之主 

不能忌口 藥亦無功 自陷此身也 每日白煮精猪肉 嚥飯 
或山藥蘿葍 菜果 皆可啖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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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勘】
(1) 寶鑑에는 ‘肉’이 ‘酒’로 되어 있다.

27. 鍼灸法

眼睛痛 取風府 風池 通里 合谷 申脉 照海 大敦 竅
陰 至陰綱目 ○目赤腫瞖 羞明隱澁 取上星 百會 攢竹 絲
竹空 睛明 瞳子髎 太陽 合谷 又以草莖 刺鼻孔 出血數
升 卽愈子和 ○眼暴赤腫痛 取神庭 上星 顖會 前頂 百會 
出血卽愈 又取光明 地五會綱目 ○諸障瞖 取睛明 四白 
太陽 百會 商陽 厲兌 光明 各出血 合谷 三里 命門 肝
兪 光明 各灸之綱目 

(1) ○內障 取足厥陰 足少陽蹻綱目 
(2) ○去瞖法 以鵝翎切之 近黑睛及當白睛搠之 膜自聚

上 以鍼鉤挽之 割去 卽明見物 以綿着眼 斷血 三日差千金

(3) ○努肉攀睛 取睛明 風池 期門 太陽出血綱目 
(4) ○爛弦風 取大骨空灸九壯 以口吹火滅 小骨空灸七

壯 亦吹火滅 又以三稜鍼 刺眶外 出血卽愈綱目 
(5) ○迎風冷淚 眵月蔑黑花 取大骨空 小骨空 灸之 

吹火滅之 又取臨泣 合谷綱目 
(6) ○靑盲 灸巨髎 又取肝兪 瞳子髎綱目 ○雀目 取神

庭 上星 前頂 百會 睛明 出血卽愈 又取肝兪 照海綱目 
(7) ○暴盲不見物 鍼攢竹及頂前吾穴 又刺鼻中 大出

血 立明子和 
(8) ○眼腫痛 睛欲出 須入關大刺 手十指間 出血卽愈 
(9) ○眼戴上 不能視 灸脊第二顀骨 第五顀骨上 各七

壯 一齊下火 立愈寶鑑

【校勘】
(1) 寶鑑에는 ‘足少陽蹻’가 ‘足少陰蹻’로 되어 있다.
(2) 寶鑑에는 ‘睛搠之’가 ‘睛嗍之’로 되어 있고, ‘鉤挽

之’가 ‘釣挽之’로 되어 있다.
(3) 寶鑑에는 ‘出血’이 小字로 되어 있다.
(4) 寶鑑에는 ‘灸九壯 以口吹火滅’이 小字로 되어 있다.
(5) 寶鑑에는 ‘灸之 吹火滅之’ 중 ‘灸之 吹火滅’은 小字

로 되어 있고, ‘之’가 없다.
(6) 寶鑑에는 ‘又取肝兪’ 다음에 ‘命門 商陽得效 ○目昏

暗 灸三里 鍼承泣 又取肝兪’란 文章이 더 있다. 
(7) 寶鑑에는 ‘頂前吾穴’이 ‘頂前八穴’로 되어 있다.
(8) 寶鑑에는 ‘須入’이 ‘須八’로 되어 있고, 引用處로 

‘易老’가 있다.

(9) 寶鑑에는 ‘灸脊第二顀骨 第五顀骨上’이 ‘灸脊第二
椎骨 第五骨上’으로 되어 있다.

【考察】 
(6)에서 생략된 것은 傳寫過程에서 文章이 누락된 것으

로 판단된다.

28. 瞖膜

瞖膜者 風熱重則有之 或癍痘後 亦生瞖 此肝氣盛而
發在表也 宜發散而去之 若反踈利 則邪氣內蓄 爲瞖益深 
邪氣未定 謂之熱瞖而浮 邪氣已定 謂之氷瞖而沈 

(1) 邪氣牢而深者 謂之陷瞖 當用掀發之物 使其邪氣
再動 瞖膜乃浮 佐之以退瞖之藥 而能自去也 病久者 不
能速效 宜以歲月除之綱目 ○凡瞖起於肺家受熱 輕則朦矓 
重則生瞖 雖瞖自熱生 然治法先退瞖而後退熱者 謂熱極
生瞖 若先去赤熱 則血爲之水而瞖不能去矣直指

(2) ○黑睛有瞖 皆用知母 黃栢 宜益本滋腎丸明目地
黃丸丹心 ○勞慾過度 或凉藥過多 以致九竅不利 靑白瞖
見大眥 乃陽氣衰少也 宜補陽湯 連栢益陰丸 菊睛元 經
曰 益火之源 以消陰瞖 是也東垣 

(3) ○新瞖所生 宜表散 羌活退瞖湯 血虛有熱 宜神仙
退雲丸 若氷瞖久不去 宜羚羊角散 欲掀發陷瞖 亦羚羊角
散 兼服神仙退雲丸綱目 ○因眼病 漸生瞖膜 宜決明元 蟬
花散 菊花散 地黃散 ○瞖膜 通用撥雲退瞖丸 正傳羊肝
元 五秀重明丸 退雲散 磨光散 道人開障散 補肝散 決明
散 撥雲湯 兼用點藥 ○膚瞖者 眼睛上有物 如蠅翅者 是
也 烏賊魚骨 龍腦 各一錢 爲細末 日點三四度 妙類聚

【校勘】
(1) 寶鑑에는 ‘當用掀發之物’이 ‘當用焮發之物’로 되어 

있다.
(2) 寶鑑에는 ‘○黑睛有瞖’ 앞에 ‘○瞖膜輕重詳見內障’이 

있다.
(3) 寶鑑에는 ‘掀發陷瞖’이 ‘焮發陷瞖’로 되어 있다.

29. 藥方

○ 內障

1) 益陰腎氣丸

經曰 壯水之主 以鎭陽光 滋陰是也 熟地黃二兩 生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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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黃酒焙 山茱萸各一兩 五味子 山藥 牧丹皮 柴胡 當歸尾酒

洗各五錢 茯神 澤瀉各二錢半 右爲末 蜜丸梧子大 朱砂爲衣 空
心鹽湯下 五七十丸正傳 ○一方 無朱砂 

(1) ○一名滋陰腎益丸
【校勘】
(1) 寶鑑에는 ‘滋陰腎益丸’이 ‘滋陰腎氣丸’으로 되어 있다.
 

2) 養肝丸

治肝藏不足 眼目昏花 或生眵淚 婦人血虛目疾 當歸 
川芎 白芍藥 熟地黃各一兩 防風 楮實子炒 車前子酒炒 蕤仁
湯浸去皮各五錢 右爲末 蜜丸梧子大 白湯下 七十丸 食遠服醫鑑 

【校勘】
寶鑑에는 ‘食遠服’이 ‘食遠時’로 되어 있다.

3) 生熟地黃丸

治血虛眼昏 生乾地黃 熟地黃 玄參 石膏各一兩 右爲
末 蜜丸梧子大 空心茶淸下 五七十丸入門

4) 駐景元

治肝腎俱虛 多見黑花 視物昏暗 或生瞖障 兎絲子酒製五

兩 車前子炒 熟地黃各三兩 右爲末 蜜丸梧子大 空心溫酒下 
五七十丸局方

【校勘】
寶鑑에는 ‘五七十丸局方’ 다음에 ‘○一方 加枸杞子一兩半 

尤佳’가 더 있다.

5) 加減駐景元

治肝腎俱虛 兩眼昏暗 兎絲子八兩 枸杞子 五味子 車前
子 楮實子 川椒炒各一兩 熟地黃 當歸身各五錢 右爲末 蜜丸
梧子大 空心溫酒 或鹽湯下 五七十丸簡易 

6) 明目壯水丸

治肝腎不足 眼目昏暗 常見黑花 多下冷淚 此壯水之
主 以鎭陽光 補腎養肝 生血明目 黃栢 知母並乳汁拌晒乾炒各

二兩半 熟地黃 生乾地黃酒洗 天門冬 麥門冬 山茱萸酒蒸 甘
菊各二兩 枸杞子酒洗一兩七錢 牛膝酒洗一兩三錢 人參 當歸酒洗 五

味子 兎絲子 白茯神 山藥 栢子仁炒 澤瀉 牧丹皮酒洗各二兩 
白豆蔲三錢 右爲末 蜜丸梧子大 空心鹽湯下 百丸醫鑑 

【校勘】
寶鑑에는 ‘枸杞子’가 ‘七錢’이 아닌 ‘六錢’으로 되어 있

고, ‘牧丹皮’가 ‘二兩’이 아닌 ‘一兩’으로 되어 있다. 

7) 滋陰地黃丸

治血少神勞腎虛 眼目昏暗 瞳子散大 視物昏花 
(1) 法當養血凉血散火除風熱 熟地黃一兩 柴胡八錢 生乾

地黃酒焙七錢半 當歸身酒洗 黃芩各五錢 天門冬 地骨皮 五味子 
黃連各三錢 人參 枳殼 甘草灸各二錢 右爲末 蜜丸菉豆大 每
百丸 茶淸送下丹心 

(2) ○一名 熟地黃丸 凡眼視漸昏 乍明乍暗 此失血之
驗也 宜服此與定志丸 兼服尤佳保命

【校勘】
(1) 寶鑑에는 ‘風熱’의 ‘熱’이 없다.
(2) 寶鑑에는 ‘定志丸’ 뒤에 小字로 ‘方見神門’이 있다.

8) 滋腎明目湯

治血少神勞腎虛眼病 當歸 川芎 白芍藥 生地黃 熟地
黃各一錢 人參 吉莄 梔子 黃連 白芷 蔓荊子 甘菊 甘草各

五分 右剉作一貼 入細茶一撮 燈心一團 水煎 食後服回春 

9) 補肝散

治肝風內障 不痛不痒 眼見五花 或一物二形 羚羊角 
防風各一兩 人參 赤茯苓各七錢半 羌活 車前子 細辛 玄參 黃
芩炒各三錢半 右爲末 每二錢 米飮調下 食後 ○羚羊角 行
厥陰經 玄參 細辛 行少陰經 羌活 防風 車前子 行太陽
經 如筋脉枯澁 加夏枯草 嘗試有驗綱目 

10) 墜瞖丸

治內障有瞖 靑羊膽 靑魚膽 鯉魚膽各七箇 熊膽二錢半 牛
膽五錢 麝香三分 石決明水飛末一兩 右末 麪糊和丸梧子大 空心
茶淸下 十丸 無靑魚膽 則獺膽三枚代之 無則代猪膽一綱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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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羊肝元

治眼目諸疾及障瞖靑盲 黃連另爲末 白羊子肝一具 去膜 
砂盆內同硏細 衆手作丸如梧子大 空心溫水下 三十丸 連
作五劑差 靑羊肝 尤佳 ○有一官 活出一死囚 其囚數年
病死 官人得內障甚苦 獨坐憂嘆 聞階除窸窣聲 問爲誰 
曰我昔所活囚也 今公得疾 故感而來告 遂傳此方 服之果
愈局方 

12) 本事方羊肝元

治內障靑盲 白羯羊肝 只用子肝一葉 薄切 新瓦上焙 
熟地黃一兩半 兎絲子 決明子 車前子 地膚子 五味子 枸杞
子 茺蔚子 苦葶藶子 靑箱子 蕤仁 麥門冬 澤瀉 防風 黃
芩 白茯苓 桂心 杏仁 細辛各一兩 右爲末 蜜丸梧子大 溫
水下 三五十丸 日三服 

(1) ○一人患內障失明 得服此藥 一夕燈下 語家人曰 
適偶有所見 如隔門隙見火者 及朝視之 眼中瞖膜 俱裂如
線 遂得差 爲末 茶淸點服二錢 亦驗
【校勘】
(1) 寶鑑에는 引用處 ‘綱目’이 있다.

13) 補腎丸

治腎虛目昏 漸生內障 磁石火煆醋淬七次 硏 水飛 兎絲子酒製

各二兩 熟地黃 肉蓯蓉酒浸 焙 石斛 五味子 枸杞子 楮實子 
覆盆子酒浸 車前子酒蒸各一兩 沈香 靑鹽各五錢 右爲末 蜜丸梧
子大 空心鹽湯下 七十丸濟生 

14) 杞苓丸

治腎虛眼目昏暗 漸成內障 茯苓四兩半赤半白 枸杞子酒浸二兩 
兎絲子酒製 當歸各一兩 靑鹽五錢 右爲末 蜜丸梧子大 空心溫
水下 五七十丸丹心 

15) 五退散

治內障 蟬退 蛇退 蠶退 烏鷄卵殼 男子髮 各等分 右
燒存性爲末 猪肝煎湯調下 一錢入門 

16) 密蒙花散

治十六般內障 多年昏暗 密蒙花二兩 羚羊角 蠐螬卽桑蠹也 
人參 覆盆子 地膚子 枸杞子 甘草各一兩 茺蔚子 菥蓂子 
甘菊 槐花各五錢 右爲末 每二錢 米飮調下得效 

17) 冲和養胃湯

治內障眼 得之脾胃虛弱 心火與三焦俱盛 上爲此疾 
黃芪 羌活各一錢 人參 白朮 升麻 乾葛 當歸 甘草灸各七分 
柴胡 白芍藥各五分 防風 白茯苓各三分 五味子二分 乾薑一分 
右剉作一貼 水煎至半 入黃芩 黃連 各五分 再煎數沸 去
滓溫服 食遠東垣 

18) 當歸湯

補肝腎 益瞳子光明 柴胡二錢 生地黃一錢半 當歸 白芍藥
各一錢 黃芩 黃連並酒浸各七分半 甘草灸五分 右剉作一貼 水煎 
空心服醫林 

19) 撥雲退瞖還睛丸

治內障 常服則終身眼不昏花 黑脂麻五兩 密蒙花 木
賊 白蒺藜 蟬退 靑鹽各一兩 薄荷 白芷 防風 川芎 知母 
荊芥穗 枸杞子 白芍藥 生甘草各五錢 甘菊六錢 當歸酒洗三錢 
右爲末 蜜丸彈子大 每細嚼一丸 茶淸下食後回春 

20) 補肝散

治圓瞖在黑珠上 昏花 柴胡一錢半 白芍藥一錢 熟地黃 白
茯苓 甘菊 細辛 甘草各七分 栢子仁 防風各五分 右剉作一貼 
水煎服得效

 
21) 補腎元

治同上 肉蓯蓉 枸杞子各一兩 巴戟 山藥 破故紙炒 茴香 
牡丹皮各五錢 靑鹽二錢半 右爲末 蜜丸梧子大 空心鹽湯下 
三五十丸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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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通肝散

治氷瞖 山梔子 白蒺藜 枳殼 荊芥 甘草各五錢 車前子 
鼠粘子炒各二錢半 右爲末 每二錢 苦竹葉煎湯調下得效 

23) 八味還睛散

治內障 諸般障瞖昏花 草決明一兩 白蒺藜 防風 木賊 
梔子仁 甘草各五錢 蟬殼 靑箱子微炒各二錢半 右爲末 每二錢 
麥門冬湯 調下 菊花湯 亦可得效 

24) 空靑元

治沈瞖 細看方見 其病最深 防風 生乾地黃 知母各二兩 
五味子 車前子 石決明 細辛各一兩 空靑二錢 右爲末 蜜丸
梧子大 每十丸 茶淸下空心得效 

25) 凉膽元

治黑花瞖 乃膽受風寒而作 防風 蘆薈各一兩 黃連 黃芩 
荊芥穗 草龍膽各五錢 地膚子 黃栢各二錢半 右爲末 蜜丸梧子
大 空心 薄荷湯下 三十丸得效 

26) 羚羊角散

治綠風內障 昏花 甘菊 防風 川芎 羌活 車前子 川烏 
細辛各五錢 半夏麴 羚羊角 薄荷各二錢半 右爲末 每二錢 生
薑荊芥煎湯調下 或剉 取七錢 薑三片 煎服得效 

27) 羚羊角丸

治綠風內障 羚羊角屑一兩 石決明 草決明 車前子 犀角
屑各七錢半 獨活 防風 蔓荊子 甘菊 藍實 梔子 甘草各五錢 
右爲末 蜜丸梧子大 溫水下 三十丸類聚 

28) 瀉肝散

治烏風 昏暗 大黃 甘草各五錢 郁李仁 荊芥穗各二錢半 右
剉分二貼 空心 水煎服得效 

29) 蛤粉丸

治雀目 蛤粉 黃蠟 等分 熔蠟搜粉爲丸 如棗大 猪肝
一片 二兩許 批開 褁藥一丸 麻線纏 水一椀 煮熟 取出
乘熱熏眼 至溫吃肝 以愈爲度綱目 

30) 風疳丸

治小兒肝疳雀目 靑黛 黃連 天麻 五靈脂 夜明砂 川
芎 蘆薈各二錢 草龍膽 防風 蟬殼各一錢半 全蝎二枚 乾蟾頭三錢 
右爲末 猪膽汁浸糕 和丸麻子大 薄荷湯下 十丸
【校勘】
寶鑑에는 引用處 ‘入門’이 있다. 
 

31) 雀盲散

(1) 治雀盲 夜不見物 雄猪肝 竹刀批開 納夜明砂 扎
縛 煮米泔中 至七分熟 取肝 細嚼 以汁送下直指 ○治雀
目 獖猪肝 煮熟 和夜明砂 作丸服入門 

【校勘】
(1) 寶鑑에는 ‘雀盲’이 ‘雀目’으로 되어 있다.

32) 還睛丸

治高風雀目 漸成內障 石決明煆硏 水飛 覆盆子 茺蔚子各

二兩 槐實炒 人參 細辛 防風 白茯苓 甘菊 栢子仁 川芎各

一兩 右爲末 蜜丸梧子大 溫水下 三十丸類聚 

○外障

33) 臘茶飮

治赤脉瞖 從上而下 此屬太陽 宜溫散之 芽茶 附子 
白芷各一錢 細辛 川芎 防風 羌活 荊芥各半錢 右剉作一貼 
入鹽一撮 水煎服
【校勘】
寶鑑에는 引用處 ‘綱目’이 있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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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夏枯草散 一名補肝散

治肝虛 目暗痛 冷淚不止 怕日羞明 夏枯草二兩 香附子
一兩 甘草五錢 右爲細末 每二錢 食後茶淸調下 夏枯草 治
黑睛疼 至夜甚者 最效 盖黑珠連目系 屬厥陰之經 此物
有補養厥陰血脈之功 故其妙如神本事

【校勘】
寶鑑에는 ‘目暗痛’이 ‘目睛痛’으로 되어 있고, ‘怕日羞

明’ 다음에 小字로 ‘方見下’가 있으며, ‘故其妙如神’은 ‘故其
效如神’으로 되어 있다.

【考察】
寶鑑에는 夏枯草散이 外障과 眼疼 두 군데 수록되어 

있는데, 外障에 수록된 夏枯草散의 主治症과 眼疼에 수록된 
夏枯草散의 構成藥物 및 說明을 한 곳에 모은 것이다. 

35) 明目流氣飮

治肝經不足 風熱上攻 視物昏暗 常見黑花 多淚隱澁 
或生瞖障 蒼朮一兩 草決明七錢半 大黃 川芎 細辛 惡實 甘
菊 防風 白蒺藜 荊芥穗 蔓荊子 玄參 木賊 黃芩 梔子 
甘草各五錢 右爲末 每二錢 臨臥冷酒或蜜水調下入門

 
36) 神仙退雲丸 一名撥雲退瞖丸 

治一切瞖膜內外障昏無睛者 服之累效 眞妙方也 當歸
酒洗一兩半 川芎 木賊去節童便浸焙 密蒙花 荊芥穗 地骨皮 白蒺
藜 甘菊 羌活各一兩 川椒炒七錢半 瓜蔞根 枳實 蔓荊子 薄荷 
草決明炒 甘草灸各五錢 蛇蛻 蟬蛻 黃連各三錢 右爲末 蜜和 
每一兩 作十丸 茶淸或湯飮化下一丸正傳 

37) 石決明散 一名大決明散 

治肝熱 眼赤腫痛 忽生瞖膜 或脾熱 臉內如鷄冠蜆肉 
或蟹睛疼痛 或旋螺尖起 石決明 草決明各一兩 羌活 梔子 
木賊 靑箱子 赤芍藥 各五錢 大黃 荊芥各二錢半 右爲末 每
二錢 麥門冬湯調下入門 

38) 撥雲散

治風毒上攻 眼目昏暗 瞖膜遮睛 痒痛多淚 柴胡二兩 羌
活 防風 甘草各一兩 右爲末 每二錢 以薄荷湯或茶淸調下 

或剉 取五錢 水煎服 亦效入門 

39) 局方密蒙花散

治風眼 昏暗多淚 幷暴赤腫 密蒙花 白蒺藜炒 羌活 木
賊 甘菊 石決明各等分 右爲末 每一錢 茶淸調下局方

40) 蟬花散

治肝經蘊熱 毒氣上攻 眼目赤腫 生瞖多淚 草龍膽 甘
菊 密蒙花 蔓荊子 荊芥穗 川芎 蟬殼 靑箱子 草決明 梔
子 防風 木賊 白蒺藜 甘草各等分 右爲末 每二錢 茶淸或
荊芥湯調下入門 

41) 洗肝明目湯

治一切風熱 眼赤腫疼痛 當歸尾 川芎 赤芍藥 生地黃 
黃連 黃芩 梔子 石膏 連翹 防風 荊芥 薄荷 羌活 蔓荊子 
甘菊 白蒺藜 草決明 䓀莄 甘草各五分 右剉 水煎 食後服回春 
【校勘】
寶鑑에는 ‘眼赤腫’이 ‘眼目赤腫’으로 되어 있다. 

42) 散熱飮子

治眼暴赤疼痛 防風 羌活 黃芩 黃連各等分 右剉 五錢 
水煎服易老

【校勘】
寶鑑에는 ‘暴赤’이 ‘暴赤腫 ’으로 되어 있다. 
 

43) 柴胡湯

治肝火盛 目赤腫痛 柴胡 赤芍藥 川芎 當歸 靑皮 草
龍膽 梔子 連翹各一錢 甘草五分 右剉作一貼 水煎食後服回春 

44) 四物龍膽湯

治目赤腫痛 暴作雲瞖 川芎 當歸 赤芍藥 生乾地黃各一

錢三分 羌活 防風各八分 草龍膽 防己各六分 右剉作一貼 水煎
服海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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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羚羊角散

治蟹睛疼痛 羚羊角屑 黃連 赤芍藥 蘆根 木通 旋覆
花 桑白皮各一錢 大黃七分 甘草三分 右剉作一貼 入竹葉七片 
水煎 食後服類聚

【考察】
寶鑑에는 四物龍膽湯과 羚羊角散의 순서가 반대이다.

46) 羚羊角散

治兩臉腫硬 如桃李 開目不得 羚羊角屑 防風 羌活 
人參 赤茯苓 升麻 大黃 車前子 玄參 黃芩各七分 梔子 細
辛各三分 右剉作一貼 水煎服類聚 

47) 地黃散

治混睛 生地黃一兩 赤芍藥 當歸 甘草各五錢 右剉 五錢 
水煎服得效 

48) 三黃散

治努肉攀睛 大黃 黃芩 防風 薄荷各一錢二分半 右剉 蜜少
許 同煎服得效 

49) 定心元

治同上 麥門冬一兩 石菖蒲 枸杞子 甘菊各五錢 遠志二錢半 
右爲末 蜜丸梧子大 熟水下三十丸得效

50) 速效散

治努肉紅綠 紅白瞖障 及白珠上有死血紅筋 或上瞼胞 
腫如桃 日夜疼痛 昏暗 黃連 黃芩 黃栢 梔子 連翹 薄荷 
荊芥 柴胡 當歸 生地黃 地骨皮 天花粉 蔓荊子 甘菊 惡
實 白蒺藜 草決明 石決明 枳殼 甘草各五分 右剉作一貼 
水煎食後服醫鑑 

51) 爐甘石散

治爛弦風 爐甘石不以多少 先用童便 煆淬七次 次以

黃連煎湯 煆淬七次 又以雀舌茶淸 煆淬七次 三汁合置一
處 再煆三次 放冷硏細 入腦麝 各少許 點眼弦 神妙綱目 
○又方 綠色爐甘石 煆淬童尿 凡三次 出火毒一日夜 硏
細 來黃連末 用童尿浸 取淸汁 點眼胞直指 
【校勘】
寶鑑에는 ‘來黃連末’이 ‘夾黃連末’로 되어 있다.

52) 聖草散

治爛弦風 虫痒 覆盆子葉 擣取汁 以皂紗蒙眼上 將筆
蘸藥汁 盡兩眸於紗上 然後以汁滴之 當有虫出得效 ○又
法 取覆盆子軟葉 入初男兒乳汁 硏勻 爲丸 置眥頭上 引
虫自出直指

 
53) 淸凉散

治水瑕深瞖 靑色 蔓荊子 荊芥穗 苦竹葉 甘草各一錢半 
梔子七分半 右剉作一貼 入薄荷七葉 水煎服得效

54) 車前散

治肝經熱毒 逆順生瞖 血灌瞳人 羞明多淚 密蒙花 甘
菊 白蒺藜 羌活 草決明 車前子 黃芩 草龍膽 甘草各等分 
右爲末 每二錢 米飮調下得效 

55) 消毒飮

治瞼生風粟 大黃煨 荊芥穗各二錢 惡實 甘草各一錢 右剉 
水煎服得效

【校勘】
寶鑑에는 ‘水煎服得效’ 뒤에 ‘○一名加味荊黃湯入門’이 있다.

56) 白薇元

治漏睛膿出 白薇五錢 防風 羌活 白蒺藜炒 石榴皮各二錢

半 右爲末 米粉糊 和丸梧子大 白湯下三十丸得效 

57) 黃芪散

治同上 黃芪 防風 子芩 大黃煨各一錢 地骨皮 遠志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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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 赤茯苓 漏蘆各五分 右剉作一貼 水煎 食後服 朝夕類聚 
【校勘】
寶鑑에는 ‘同上’이 아닌 ‘漏睛膿出’이다. 

58) 龍膽散

治肝熱 烏睛浮腫 赤暈昏疼 草龍膽 梔子仁各二錢 防風 
川芎 玄參 荊芥 茵蔯 甘菊 楮實子 甘草各一錢 右爲末 每
二錢 食後茶淸調下直指 

59) 淸肺散

治肺熱上攻 白睛腫脹 日夜疼痛 桑白皮 片芩 甘菊 
枳殼 防風 荊芥 柴胡 升麻 赤芍藥 當歸尾 玄參 苦參 
白蒺藜 木賊 旋覆花　 甜葶藶子 甘草各五分 右剉作一貼 
水煎食後服醫鑑

 
60) 蟬花無比散

治風眼 氣眼 昏淚痒瞖 或頭風牽引 眼小胞爛 蒼朮童便

浸二宿 切 晒乾 白芍藥各一兩 白蒺藜炒八錢 白茯苓四錢 石決明
製 當歸 防風 羌活各三錢 蟬殼 甘草各二錢 蛇蛻皂角水洗焙 荊
芥 細辛各一錢 右爲末 每二錢 茶淸或米泔調下 食後得效

【校勘】
寶鑑에는 ‘蒼朮’의 ‘童便’이 ‘童尿’로 되어 있다.
 

61) 槐子丸

治風邪牽引瞳人 令眼偏視 槐實二兩 覆盆子 酸棗仁炒 
栢子仁 車前子 蔓荊子 茺蔚子 鼠粘子炒 白蒺藜炒各一兩 
右爲末 蜜丸梧子大 酒下三十丸類聚

 
62) 五退散

治脾受風毒 倒睫拳毛 刺痛 穿山甲炒 川烏炮 甘草灸各五

錢 蟬退 蠶退 蛇退醋煮 猪蹄退炒 荊芥穗各二錢半 右爲末 每
二錢 鹽湯調下 食後入門

 63) 神效明目湯

治眼楞緊急 致倒睫拳毛 上下瞼皆赤爛 睛痛流淚 隱

澁難開 甘草二錢 葛根一錢半 防風一錢 蔓荊子五分 細辛二分 右
剉作一貼 水煎食後服東垣

 
64) 明目細辛湯

治同上 羌活 麻黃根各一錢半 防風一錢 荊芥七分 藁本 白
茯苓 當歸梢各五分 生地黃 蔓荊子 川芎各三分 桃仁五箇 川椒
四箇 細辛 紅花各二分 右剉作一貼 水煎服東垣 

65) 天門冬飮子

治眼睛不能歸中 名曰轆轤轉關 天門冬 茺蔚子 知母各

一錢 人參 赤茯苓 羌活各七分 五味子 防風各五分 右剉作一貼 
水煎食後服入門

 
66) 犀角散

治墜睛失明 車前子 枸杞子各一兩 槐子 五味子 靑箱子 
牛蒡子炒 茺蔚子 胡黃連各七錢半 犀角屑 羚羊角屑各五錢 兎
肝一具微灸 右爲末 每二錢 食後以槐子煎湯調下類聚 

67) 地黃膏

治眼被物撞打 腫痛昏暗 生地黃一合取汁 黃連一兩 黃栢 
寒水石各五錢 右三味爲末 和地黃汁 成餠 以紙攤貼眼上 
非但撞打 凡風熱赤目熱淚出 皆可用得效

 
68) 生地黃散

治眼被撞打 腫痛 生乾地黃 川芎 羚羊角 大黃 赤芍
藥 枳殼 木香各一錢 右剉作一貼 水煎 食後服類聚

 
69) 輕效散

治眼被撞刺 生瞖昏痛 不見物 柴胡二錢 大黃 當歸 赤
芍藥 犀角各一錢 甘草五分 右剉作一貼 水煎 食後服入門 

70) 通血丸

治血灌瞳人 刺痛 無障瞖 川芎 當歸尾 防風 荊芥各一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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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乾地黃 赤芍藥 甘草各五錢 右爲末 蜜丸彈子大 每一丸 
以薄荷荊芥湯嚼下 食後入門

 
71) 瞿麥散

治塵砂眯目磣痛 瞿麥炒黃色 爲末 鵝涎調和 逐時調眥頭 
卽開而愈得效

【校勘】
寶鑑에는 ‘時調’가 ‘時塗’로 되어 있다.

72) 救苦湯

治眼暴赤腫 苦痛不可忍 蒼朮 草龍膽各一錢四分 當歸 甘
草各一錢 川芎六分 生地黃 黃栢 黃芩 知母各五分 羌活 升麻 
柴胡 防風 藁本 黃連各三分 䓀莄 連翹 細辛 紅花 各二分 
右剉作一貼 水煎 食後服正傳 

73) 五黃膏

治目赤腫痛 黃栢一兩 黃連 黃芩 黃丹 大黃各五錢 右爲
末 每一錢 蜜水調成膏 攤緋絹上 隨左右 貼太陽穴 乾則
以溫水潤之
【校勘】
寶鑑에는 引用處 ‘御藥’이 있다. 

74) 觀音夢授丸

治內障 因病赤眼 或食鹹物而得者 夜明砂 當歸 蟬退 
木賊各三兩 右爲末 白羯羊肝四兩 煮爛 擣如膏 和丸梧子大 
空心 熟水下五十丸 百日如故得效 

75) 白殭蠶散

治肺虛 遇風冷淚出 冬月尤甚 黃桑葉一兩 木賊 旋覆花 
白殭蠶 荊芥穗 甘草各三錢 細辛五錢 右剉取五錢 水煎 食
後服 或爲末 取二錢 荊芥湯調下入門 
【校勘】
寶鑑에는 ‘剉取五錢’이 ‘剉取七錢’으로 되어 있다.

76) 木賊散

治眼多冷淚 木賊 木耳燒存性 等分 爲末 每二錢 熱
米泔調下入門 

77) 蒼朮散

治肝藏風熱盛 眼出冷淚不止 蒼朮 木賊 白蒺藜 防風 
羌活 川芎 甘草各等分 右爲末 每二錢 溫米泔調下 食後醫鑑 

78) 驅風一字散

治眼痒極甚 川芎 荊芥 川烏炮各三錢 羌活 防風各二錢半 
右爲末 每二錢 薄荷湯調下 食後得效

【校勘】
寶鑑에는 ‘川烏’가 ‘三錢’이 아니라 ‘七錢’으로 되어 있다.

79) 犀角飮

治黃膜上衝 睛痛閉澁 犀角鎊屑二錢 羌活 黃芩 車前子
各一錢 白附子 麥門冬各五分 右剉作一貼 水煎食後服得效 

80) 牛黃丸

治小兒通睛 犀角屑二錢 牛黃一錢 金箔 銀箔各五片 甘草二

錢半 右爲末 蜜丸菉豆大 每七丸 薄荷湯呑下入門 

○瞖膜

81) 益本滋腎丸

治黑睛生瞖膜 或陰虛睛散大 黃栢 知母並酒洗炒各等分 右
爲末 滴水和丸梧子大 空心鹽湯下五七十丸東垣 

82) 明目地黃丸

生精補血 補腎益肝 退瞖膜遮睛 除羞澁多淚 並暴赤
熱眼 生乾地黃酒洗 熟地黃各四兩 牛膝酒洗 白蒺藜炒各三兩 知
母鹽水炒 黃栢酒炒 兎絲子酒製 獨活 枸杞子各二兩 右爲末 蜜
丸梧子大 空心鹽湯下百丸回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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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補陽湯

治膀胱肝腎經鬱遏 不通於目 靑白瞖見大眥 柴胡一錢半 
羌活 獨活 人參 甘草 熟地黃 白朮 黃芪各五分 澤瀉 陳皮 
防風 白芍藥 生地黃 白茯苓 知母 當歸各三分 肉桂一分 右剉
作一貼 空心水煎服 淸晨服補陽湯 臨臥服連栢益陰丸東垣 

84) 連栢益陰丸

治同上 草決明 條芩 黃連酒炒 黃栢 知母並鹽酒炒各一兩 羌
活 獨活 五味子 當歸 防風 甘草各五錢 石決明煆三錢 右爲
末 蜜丸菉豆大 茶淸下百丸 多服補陽湯 少服此丸東垣 

85) 菊睛元

治右腎及肝腎不足 眼見黑花 昏暗 生靑白瞖 甘菊四兩 
枸杞子三兩 熟地黃 肉蓯蓉各二兩 巴戟一兩 右爲末 蜜丸梧子
大 空心溫酒或鹽湯呑下五七十丸直指

 
86) 羌活退瞖湯

治太陽寒水 瞖膜遮睛 不見物 羌活一錢半 防風一錢 荊芥 
薄荷 藁本各七分 酒知母五分 酒黃栢四分 川芎 當歸身各三分 
麻黃 酒生地黃各二分 川椒 細辛各一分 右剉作一貼 水煎服 
食後東垣

 
87) 羚羊角散

治氷瞖久不去 羚羊角屑 升麻 細辛各二兩 甘草一兩 右爲
末 一半蜜丸梧子大 一半爲散 每取一錢 以米泔水煎 以
此呑下五十丸
【校勘】
寶鑑에는 引用處 ‘保命’이 있다.

88) 決明元

治熱眼病後 毒氣攻目 生瞖膜遮障 麥門冬 當歸 車前
子各二兩 靑箱子 防風 枳殼各一兩 茺蔚子 細辛 枸杞子 澤
瀉 生乾地黃 石決明 黃連各五錢 右爲末 蜜丸梧子大 空心 
以麥門冬湯呑下 五七十丸得效

89) 蟬花散

治風眼 熱眼 昏澁腫痛 漸生瞖膜 蟬殼 甘菊 川芎 防
風 羌活 梔子 白蒺藜炒 草決明炒 荊芥穗 蔓荊子 穀精草 
密蒙花 木賊去節 童便浸 晒 蒼朮 甘草灸各等分 右末 每一錢 
茶淸調下直指 
【校勘】
寶鑑에는 ‘每一錢’이 ‘每二錢’으로 되어 있다.

90) 地黃散

治心肝壅熱 目赤腫痛 生赤瞖 或白膜遮睛 四邊散漫
者 易治 若暴遮黑睛 多致失明 熟地黃 當歸各五錢 生乾地
黃 木通 甘草各二錢 黃連 大黃 防風 羌活 犀角屑 蟬殼 
木賊 穀精草 玄參 白蒺藜各二錢 右爲末 每二錢 煎羊肝湯
下 食後 日三 亦治小兒瘡疹 餘毒入眼生瞖海藏

【校勘】
寶鑑에는 ‘甘草’의 ‘各二錢’이 ‘各三錢’으로 되어 있다.
【考察】
다음 약재들이 各二錢이므로 傳寫過程의 오류라고 판단

된다.

91) 菊花散

治肝受風毒 眼目赤腫 多淚磣痛 漸生瞖膜 甘菊四兩 蟬
殼 木賊 羌活 白蒺藜各三兩 荊芥 甘草各二兩 右爲末 每二
錢 茶淸調下入門

 
92) 撥雲退瞖丸

消瞖膜 甘菊 川椒 木賊 白蒺藜 密蒙花 蛇退 蟬退 
川芎 蔓荊子 荊芥穗 石燕子煆 黃連 薄荷 瓜蔞根 枳實 
羌活 當歸 地骨皮 甘草各等分 右爲末 蜜丸彈子大 每一丸 
茶淸嚼下醫林

 
93) 正傳羊肝元

治瞖障靑盲 黃連一兩 甘菊 防風 薄荷 荊芥 羌活 當歸 
川芎各三錢 右爲末 白羊肝一具 蒸熟 同擣作丸
【校勘】
寶鑑에는 ‘擣作丸’ 다음에 ‘服’이 있고, 引用處 ‘正傳’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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있다.

94) 五秀重明丸

治瞖膜遮睛 隱澁昏花 甘菊花開頭五百箇 荊芥五百穗 木賊
去節五百節 楮實五百枚 川椒開口者五百粒 右爲末 蜜丸彈子大 每
取一丸 茶淸嚼下綱目

 
95) 退雲散

治外障 瞖膜覆瞳子 當歸 生乾地黃 穀精草 白菊 木
賊 羌活 石決明煆 大黃酒炒 蔓荊子 白芷 黃栢 連翹 草龍
膽各一錢 蟬退七箇 右剉作一貼 水煎食遠溫服回春 

96) 磨光散

治風眼 消瞖障 白蒺藜炒 防風 羌活 石決明煆 甘菊 草
決明 蟬殼 蛇退 川芎 甘草鹽水灸各五錢 右爲末 每二錢 麥
門冬湯調下 食後直指 

97) 道人開障散

治諸障瞖 蛇退洗焙 蟬退 黃連各五錢 甘草生二錢 菉豆皮一兩 
右爲麤末 每二錢 水煎服 食後直指

【校勘】
寶鑑에는 ‘麤末’의 ‘麤’가 없다.
 

98) 補肝散

治肝腎虛 黑珠上生瞖 柴胡一錢八分 白芍藥一錢三分 熟地
黃 白茯苓 甘菊 細辛各九分 栢子仁 防風 甘草各五分 右剉
作一貼 水煎 空心服入門

99) 決明散

治風熱毒氣上攻 兩目腫痛 或生瞖膜 或赤脉努肉 澁
痒昏花 漸成內障 石決明 草決明 黃芩 甘菊 木賊 石膏 
赤芍藥 川芎 羌活 蔓荊子 甘草各七分 右剉作一貼 入生薑
五片 水煎服得效

 

100) 撥雲湯

治眼生黑白瞖 隱澁難開 無疼痛 乃足太陽膀胱爲命門
相火 煎熬逆行 作寒水瞖 羌活 防風 黃栢各一錢 荊芥 藁
本 升麻 當歸 知母 生甘草各七分 柴胡五分 川芎 黃芪 葛
根 細辛 生薑各三分 右剉作一貼 水煎 食後服東垣

 
○眼花

101) 熟地黃丸

治腎虛 眼見黑花 熟地黃 石斛 兎絲子酒製 防風 黃芪 
車前子 茺蔚子 覆盆子 肉蓯蓉酒浸 磁石煆製 地膚子各一兩 
兎肝一具灸乾 右爲末 蜜丸梧子大 空心鹽酒下五七十丸類聚

 
102) 三花五子丸

治眼見黑花飛蠅 或生瞖障 密蒙花 旋覆花 甘菊花 決
明子 枸杞子 兎絲子酒製 鼠粘子 地膚子 石決明煆 甘草各

等分 右擣爲末 蜜丸梧子大 食後麥門冬湯下五十丸醫林 

103) 還睛丸

治眼見五色花 細辛 五味子各二兩半 人參 䓀莄 黃芩 熟
地黃 防風 知母 茺蔚子 車前子各二兩 玄參五錢 右爲末 蜜
丸梧子大 空心茶淸下三五十丸入門 

104) 椒目丸

治久年眼生黑花昏暗 蒼朮二兩 椒目炒一兩 右爲末 醋糊
和丸梧子大 茶淸下五十丸入門 

105) 五膽膏

治眼昏 常見黑花 欲成內障 靑羊膽一枚 黃牛膽汁一合 
熊膽二錢半 鯉魚膽七錢半 烏鷄膽五枚 牛黃五錢 右爲末 先將諸
膽相和 次入牛黃末 攪勻 銀石器內慢火熬成膏 食後溫酒
調下半錢 仍將少許點眼中類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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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昏

106) 加味磁朱丸 一名神麴丸 

治眼昏 久服 能明目 百歲可讀細書 磁石煆醋淬七次細末水飛

二兩 朱砂硏水飛一兩 沈香五錢 右爲末 神麴末二兩 作糊 和丸梧
子大 鹽湯或米飮下三五十丸 空心 磁石法水入腎 朱砂法
火入心 沈香升降水火直指 ○一方 加夜明砂一兩

107) 蔓菁子丸

治眼昏 蔓菁子 五味子 枸杞子 地膚子 靑箱子 決明
子 楮實子 茺蔚子 兎絲子各一兩 右爲末 蜜丸梧子大 空心
酒下五七十丸集成

108) 四物五子元

治同上 當歸 川芎 熟地黃 白芍藥 枸杞子 覆盆子 地
膚子 兎絲子 車前子各等分 右擣作末 蜜丸梧子大 空心鹽
湯下五七十丸
【校勘】
寶鑑에는 ‘同上’이 ‘眼昏’으로 되어 있다.

109) 抑靑明目湯

治婦人怒氣傷肝 眼目昏暗 如雲霧中 當歸 白芍藥 生
乾地黃 白朮 赤茯苓 陳皮 半夏 草龍膽 柴胡 黃連 梔子 
牧丹皮 白豆蔲 甘草各七分 右剉作一貼 入薑三棗二 水煎
服醫鑑

 
○老人眼昏

110) 夜光育神丸

治老人眼昏 熟地黃 生乾地黃 遠志 牛膝 兎絲子 枸
杞子 甘菊 枳殼 地骨皮 當歸各等分 右爲末 蜜丸梧子大 
空心酒下五七十丸養老

111) 明眼地黃丸

治老人冷淚昏花 熟地黃 生乾地黃各四兩 石斛 甘菊 防

風 枳殼各一兩 牛膝七錢半 杏仁五錢 右爲末 蜜丸梧子大 空心
溫酒或鹽湯下五七十丸得效

 
112) 呂仙翁方

治老人內障昏暗 熟地黃 川椒微炒 甘菊各等分 爲末 蜜丸
梧子大 空心鹽湯下五七十丸 ○昔有老人 常供雲水 遇一
道人 款延數日 臨別 見老人目昏多淚 因寄此方 服之神
效醫說

【校勘】
寶鑑에는 ‘款延數日’이 ‘款迎數日’로 되어 있다. 

113) 益氣緫明湯

治老人勞傷 虛損 耳鳴眼昏 久服無內障昏暗 耳鳴耳
聾之證 又令精神爽快 飮食倍增 耳目聰明 甘草灸一錢二分 
人參 黃芪各一錢 升麻 葛根各六分 蔓荊子三分 白芍藥 黃栢酒

炒各二分 右剉作一貼 水煎 朝夕服 得睡更妙丹心 

○不能遠視不能近視

114) 地芝丸

治能遠視 不能近視 熟地黃 天門冬各四兩 枳殼 甘菊各二兩 
右爲末 蜜丸梧子大 空心茶淸下百丸東垣

 
○視一物爲兩

115) 保肝散

治風邪入腦 看一成二 欲成內障 川芎 當歸 地骨皮 
蒼朮 白朮 密蒙花 羌活 天麻 薄荷 柴胡 藁本 石膏 木
賊 連翹 細辛 䓀莄 防風 荊芥 甘草各五分 梔子 白芷各三分 
右剉水煎服 食後回春

○讀書損目

116) 地黃元

經云 久視傷血 血主肝 故傷肝而目昏 肝傷則自生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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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 當益血鎭肝 而目自明 熟地黃一兩半 黃連 決明子各一兩 
防風 甘菊 羌活 桂心 朱砂水飛 沒藥各五錢 右爲末 蜜丸梧
子大 空心熟水下五七十丸得效

【校勘】
寶鑑에는 ‘經云’ 앞에 ‘治讀書損目’이 있다.

○點眼藥

【考察】
寶鑑에는 ‘凡點洗之法 若暴赤腫 血壅氣滯者 一時連點三

五次 如氣血稍虛者 宜服藥以塞其源 藥水洗之 生有雲膜 方
可用點 若無瞖膜 但可洗之 却忌過用凉藥及冷水洗滌 至如鍼
刀火烙 古人忌用 如金篦刮撥 另是一家傳授 不可妄施入門 
○點藥 有磨瞖膏 春雪膏 百點膏 還睛紫金丹 點瞖膏 三光膏 
龍腦膏 蕤仁膏 明鏡膏 二百味花草膏 五膽膏 楓膏 石決明散 
龍腦散 點爛弦風藥 點漏睛膿出藥 點蟹眼疼痛藥 點撞打傷眼
藥 點眼生肉瞖藥’의 文章이 있다.

117) 磨瞖膏

消瞖膜 蕤仁口含去皮殼一兩 片腦三錢 空靑二錢 右合於乳鉢
內 硏極細 盛盒內 旋取少虛 點眼中得效

 
118) 春雪膏

治眼目赤腫 生瞖障 鵬砂二錢 龍腦一錢 朴硝五錢 右合硏
極細 每用少許 點口中津液 沾入眼中 閉霎時 方開眼淚
出 效
【校勘】
寶鑑에는 ‘硼砂’가 ‘二錢’이 아닌 ‘三錢’으로 되어 있고, 

引用處 ‘得效’가 있다.
【考察】
寶鑑에는 아래 春雪膏가 먼저 언급되었다.

119) 春雪膏

治目赤腫痛 淚出眥爛 蕤仁去殼皮硏壓去油二兩 龍腦二錢半 生
蜜六錢 右硏勻 以銅筯蘸少許點之 治爛弦風 歲久連眶赤
爛者 最效局方 

120) 還睛紫金丹

治爛弦風 白蜜二兩 爐甘石一兩火煆十次淬水中浸半日 黃丹水飛六錢 
烏賊魚骨一錢 䃃砂細硏水飛入磁器中重湯煮令自乾 麝香各五分 白丁香
二分半 輕粉一分 右將蜜於砂石器內 慢火熬去沫 下甘石末 
次下黃丹 以柳枝攪 次下餘藥 以不粘手爲度 作丸如芡實
大 每一丸 溫水化開 常點之東垣 

121) 百點膏

治瞖膜 黃連二錢剉水一椀煎至半 入防風八分 當歸身 甘草各六分 
蕤仁泥三分 右剉 同熬 滴水中不散 絞去滓 入煉蜜少許 
再熬少時 令靜心點之 日五七次 臨臥點右疾效 有人 病
瞖六年 以至瞳人覆雲氣之狀 用此藥而得效東垣 
【校勘】
寶鑑에는 ‘臨臥點右疾效’가 ‘臨臥點尤疾效’로 되어 있다.

122) 點瞖膏

治瞖膜 朱砂水飛二錢 鵬砂一錢半 蕤仁二十一粒爲泥 眞珠 爛石
膏各半錢 熊膽二分半 麝香一分 右爲細末 用好蜜 硏和於銚內 
蒸得粘 磁器收貯 用秦皮煎湯 調少許 以銅筯蘸點眥頭 
淚出爲效
【校勘】
寶鑑에는 引用處 ‘直指’가 있다.

123) 三光膏

治犯土傷眼 朱砂 雄黃 鵬砂各等分 右細末 乳汁調 塗盛
椀內 覆地上 以艾葉燒烟熏之 至黃色爲度 帶椀收貯 用
時 以香油少許調勻 點眼角醫鑑 

124) 龍腦膏

治小兒胎風赤爛 龍腦一錢 蕤仁泥二錢半 杏仁七箇爲泥 右入
人乳 硏爲膏 點之醫林 

125) 蕤仁膏

去瞖障如神 蕤仁泥一兩 鵬砂一錢二分 龍腦五分 熊膽三錢 右
爲末 入生蜜四兩 調勻 盛磁罐 取少許點之入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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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 明鏡膏

治眼目昏花 努肉 雲瞖腫痛 神效 黃丹水飛一兩 官粉 乳
香 䃃砂各五分 鵬砂 銅綠各三分 沒藥二分 右爲末 煉蜜入水些
少 調藥令勻 燒艾葉熏之 以香油少許調自 點眼 此神方
也醫鑑 
【校勘】
寶鑑에는 ‘調自’이 ‘調勻’으로 되어 있다.

127) 二百味花草膏

治火眼及爛弦風 痒痛流淚 羯羊膽一枚 以蜜滿灌 入朱
砂末少許 掛起陰乾 每取一粒 水和點眼 以蜜採百花 羊
食百草 故以爲名也入門

 
128) 楓膏

治爛弦 赤腫流淚 楓葉 多取濃煎汁 去滓 熬成膏 取
以點眼 又楓葉 細切 和燒酒 蒸絞取汁 點眼 亦效俗方 

129) 石決明散

治眼生丁瞖 根脚極厚 久不差 石決明 眞珠 琥珀各七錢半 
烏賊魚骨五錢 龍腦一錢 右爲細末 以銅筯蘸取大豆許 點眼 
日三類聚 

130) 龍腦散

治花瞖 龍腦一錢 朴硝五錢 右硏如粉 以銅筯點眼中類聚 

131) 點爛弦風藥

薄荷 荊芥 細辛 爲末 以火燒之 以椀塗蜜少許於內 
覆烟上取煤 點眼 奇效入門 

132) 點漏睛膿出藥

雄黃 石決明 馬牙硝各一兩 靑鹽五錢 蜜三合 靑羊膽三箇 右
爲細末 浸蜜膽汁中 兩伏時 盛磁器 日點三四次類聚 

133) 點蟹眼疼痛藥

獖猪膽如棗大 杏仁七箇爲泥 朴硝一錢 龍腦二錢 右末 取少
許點之類聚 

134) 點撞打傷眼藥

羊膽二箇 鷄膽三箇 鯉魚膽二箇 右摘破 合勻 頻點之類聚 

135) 點眼生肉瞖藥

治目中生息肉 瞖滿目 閉瞳子 及生珠管 貝齒七箇燒爲
末 眞珠 等分 右細硏如粉 點瞖肉上 五度差千金

○洗眼藥

【考察】
寶鑑에는 ‘洗眼 宜湯泡散 洗眼湯 驅風散 廣大重明湯 五

行湯 秦皮散’이란 文章이 더 있다.

136) 湯泡散

治風毒 赤眼腫痛 花瞖多淚 黃連 赤芍藥 當歸各一錢 右
剉 水煎 乘熱熏洗 冷則再溫洗 頻泥 最佳 雪水煎之 尤
妙 ○凡眼目之病 皆以血脉凝滯使然 故行血藥 合黃連治
之 血得熱卽行 故乘熱洗之 神效局方 ○一方 當歸 赤芍
藥 黃連 防風 杏仁各五錢 薄荷三錢 銅綠二錢 右剉 取三錢 
水煎沸 乘熱先熏後洗 冷則再溫洗之 亦名湯泡散得效 
【校勘】
寶鑑에는 ‘頻泥’가 ‘頻洗’로 되어 있다.

137) 洗眼湯

治暴赤眼 赤芍藥 防風各五分 當歸 黃連各一錢 杏仁四箇 
右剉 水半鍾入人乳少許 蒸過澄淸 乘溫點洗 日四五次丹心 

138) 驅風散

治爛弦風 浮瞖 努肉攀睛 澁痒眵淚 草龍膽 防風各五錢 
銅綠三錢 五倍子二錢 竹葉一撮 右爲麤末 每一錢 熱湯二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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泡 澄淸洗 卽效得效

【校勘】
寶鑑에는 ‘竹葉’의 ‘一撮’이 ‘一握’으로 되어 있다.

139) 廣大重明湯

治兩瞼赤爛腫痛 爬痒生瘡 隱澁難開 草龍膽 甘草生不剉 
防風 細辛各一錢 右剉 水一大椀半 先煎龍膽 至一半 乃入
三味 煎至小半椀 去渣 帶熱洗 一日五七次
【校勘】
寶鑑에는 引用處 ‘東垣’이 있다.

140) 五行湯

洗暴赤眼 及時行眼疾 腫痛 黃栢一味爲末 以濕紙包
裹 黃泥固濟 火煨 候乾取 出每用一彈子大 綿包 浸一盞
水內 飯上蒸熟 乘熱熏洗 極妙 此方有金木水火土製過 
故名爲五行湯入門 

141) 秦皮散

治兩目赤腫 疼痛流淚 生靑白瞖 秦皮 黃連 滑石各一錢 
右麤末 煎湯溫洗 日三次局方 

○通治眼病藥

【校勘】
寶鑑에는 표제 뒤에 小字로 ‘脾家受熱則眼胞赤腫’이 있다.
【考察】
寶鑑에는 다음에 ‘神勞則眼睛痛 心熱則血灌瞳人 傷風則

淚出 虛煩則眼昏 勞力則眥赤 其生瘡 乃風熱侵肺 黃乃酒傷
於脾 最宜活變入門 ○先賢治目昏見花 如羊肝丸 用羊肝引黃連
等藥入肝 解肝中諸鬱 肝鬱解 則目之玄府通利而明矣 故黃連
之類 解熱鬱也 椒目之類 解濕鬱也 茺蔚子之類 解氣鬱也 芎
歸之類 解血鬱也 木賊之類 解積鬱也 羌活之類 解經鬱也 磁
石之類 解頭目鬱 墜邪氣 使下行也 蔓菁子下氣通中 理亦同
也 凡氣血鬱則目昏 河間之言 信不誣矣綱目 ○內外障諸證通治 
宜還睛丸 神仙退雲丸方見上 撥雲退瞖還睛丸方見上 固本還睛丸 
大明復光散 石膏羌活散 速效散方見上 石決明散方見上 加減撥雲
散 通聖散加減法 ○凡補腎治眼之藥 必須於五更初 腎氣開 

未言語前 服之 乃效直指’의 文章이 있다.

142) 還睛丸

治遠近一切目疾 內外瞖膜 攀睛努肉 爛弦風眼 及年
老虛弱 目昏多眵 迎風冷淚 視物昏花 久成內障 此藥最
能降火升水 可宜久服 夜能讀細字 天門冬 麥門冬 生乾
地黃 熟地黃各三兩 知母酒炒二兩 人參 地骨皮 肉蓯蓉酒浸 牛
膝 杜冲酒炒 石斛 杏仁各一兩半 當歸酒洗 白茯苓 山藥蒸 兎
絲子酒製 黃栢酒炒 枳殼 甘菊酒洗 靑箱子 草決明 白蒺藜 
羚羊角屑各一兩 防風 犀角各八錢 川芎 五味子 黃連 甘草灸各

七錢 右爲末 蜜丸梧子大 空心鹽湯下百丸醫鑑 

143) 固本還睛丸

治一切目疾 內外瞖膜遮睛 風眼爛弦 及老弱人目眵多
糊 迎風冷淚 視物昏花等證 天門冬酒浸擣如泥 麥門冬 生乾
地黃酒浸 熟地黃各三兩 人參 白茯苓 山藥 枸杞子各一兩半 牛
膝酒洗 石斛酒洗 草決明微炒 杏仁 甘菊 兎絲子酒製 枳殼各一兩 
羚羊角屑 犀角屑 防風 靑箱子各八錢 五味子 甘草 黃連 
白蒺藜 川芎各七錢 右末 蜜丸梧子大 空心 鹽湯下五七十
丸正傳 

144) 大明復光散

治一切眼疾 內外障瞖 當歸尾酒洗 生乾地黃酒浸 黃栢酒炒 
黃連酒炒 黃芩酒炒 柴胡 白茯苓 枳殼 羌活 防風 荊芥 石膏 
甘菊 蟬退 車前子炒 密蒙花 白蒺藜炒 木賊 靑箱子炒 石
決明煆 羚羊角屑 甘草各五分 右剉作一貼 水煎食後溫服醫鑑 

145) 石膏羌活散

治遠近內外瞖障 風熱昏暗 爛弦赤眼 倒睫拳毛 一切
目疾 石膏 羌活 黃芩 藁本 密蒙花 木賊 白芷 蘿葍子 
細辛 麻仁 川芎 蒼朮 甘菊 荊芥 甘草各等分 右爲末 每二
錢 蜜湯調下 或第二 洗泔水 調下入門 

【校勘】
寶鑑에는 小字로 ‘石膏’ 뒤에 ‘淸瞖墜疼’이, ‘羌活’ 뒤에 

‘腦熱頭風’이, ‘黃芩’ 뒤에 ‘洗心退熱’이, ‘藁本’ 뒤에 ‘頭風頭
疼’이, ‘密蒙花’ 뒤에 ‘羞明怕日’이, ‘木賊’ 뒤에 ‘退瞖障’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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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芷’ 뒤에 ‘淸利頭目’이, ‘蘿葍子’ 뒤에 ‘起倒睫’이, ‘細辛’ 
뒤에 ‘疎風’이, ‘麻仁’ 뒤에 ‘起拳毛’가, ‘川芎’ 뒤에 ‘治頭風’
이, ‘蒼朮’ 뒤에 ‘開鬱行氣’가, ‘甘菊’ 뒤에 ‘明目去風’이, ‘荊
芥’ 뒤에 ‘目中生瘡’이, ‘甘草’ 뒤에 ‘解毒’이 있다.

146) 加減撥雲散

治諸般眼病 羌活二兩二錢半 甘菊一兩九錢 木賊 白蒺藜各一兩

一錢半 防風 柴胡 蒼朮 枳殼 川芎 甘草各一兩一錢 荊芥 薄荷
各一兩 蟬殼七錢半 石決明煆製 密蒙花各四錢 右爲末 每二錢 薄
荷湯調下 食後醫林 

147) 通聖散加減法

治眼目赤腫 風熱爛弦 內外障瞖 羞明怕日 倒睫出淚 
兩瞼赤爛 紅筋瘀血等證 通聖散 去硝黃 加甘菊 細辛 羌
活 獨沃 白蒺藜 木賊 蔓荊子 草決明 玄參 蟬退回春

【校勘】
寶鑑에는 ‘通聖散’ 뒤에 小字로 ‘方見風門’이 있고, ‘獨

沃’이 ‘獨活’로 되어 있다.
 

148) 地黃粥

治睡後目赤腫 須臾漸白 良久則無 此血熱 非肝病也 
盖人臥則血歸於肝 因血熱到肝 故睡起而目赤 良久無事
者 血復散於四肢也 宜食此粥 以凉肝血 生地黃 不拘多
少 擣取自然汁 浸粳米半升 滲透 晒極乾 再浸再晒三次 
每用磁器 煎湯一升 令沸 入前米一合 熬作稀粥 食遠喫
之 卽睡立效入門 

【校勘】
寶鑑에는 ‘目赤’이 ‘目亦’으로 되어 있다.
【考察】
寶鑑의 誤謬를 目科一覽에서 修訂한 것으로 판단된다. 

Ⅲ. 考察

目科一覽과 東醫寶鑑 ｢眼門｣을 比較하여 다음과 같
은 내용을 考察할 수 있었다.

1. 編制의 차이

目科一覽에는 理論을 앞에 收錄하고 處方을 뒤에 收錄
하 다.

2. 內容 재배치

目科一覽에는 寶鑑 ｢眼門｣의 ‘外障’ 文章을 나누어 
위치를 재배치하 다.

3. 일부 項目의 누락 

目科一覽에는 寶鑑 ｢眼門｣의 ‘眼爲臟腑之精’, ‘眼病調
養’, ‘目視凶證’ 內容과 同門 單方 ‘凡五十種’은 수록하지 않
았다.

4. 글자의 누락 및 차이

東醫寶鑑의 표제 ‘五風變’이 目科一覽에는 ‘五變風’인 
경우나, 地黃湯의 處方用量이 東醫寶鑑엔 ‘各三錢’으로 되
어 있는데 目科一覽에는 ‘各二錢’으로 되어 있는 등 두 
서적간의 차이는 대부분 寶鑑 ｢眼門｣을 傳寫하는 過程에
서 발생한 誤謬로 보이나, 地黃粥의 主治症이 東醫寶鑑엔 
‘目亦’으로 되어 있는 것을 目科一覽에는 ‘目赤’으로 修訂
한 것이 명백한 경우와 같이 東醫寶鑑 ｢眼門｣의 誤謬를 
일부 修訂한 경우도 있었다.

5. 小註에 대한 처리

寶鑑 ｢眼門｣의 小註 대부분을 目科一覽에는 생략되
어 있다. 문제는 寶鑑에서 ｢眼門｣이 아닌 기타 門의 處方
을 言及한 경우 小字로 記錄한 경우가 있는데, 이를 目科
一覽에서 생략하면서 目科一覽에 處方名은 있으나 실제 
處方은 존재하지 않는다는 점이다. 예를 들어 外障 肝臟積
熱의 경우 東醫寶鑑에는 “肝藏積熱 宜洗肝散方見五藏 瀉肝散
方見上 瀉靑丸方見五藏 柴胡湯 四物龍膽湯 洗以湯泡散方見下”로 되
어 있으나, 目科一覽에는 “肝藏積熱 宜洗肝散 瀉肝散 瀉
靑丸 柴胡湯 四物龍膽湯 洗以湯泡散”이라 하 는데, 洗肝散, 
瀉靑丸은 東醫寶鑑의 경우 ｢五臟門｣에서 찾을 수 있지만 
目科一覽에는 해당 門이 없기 때문에 처방을 찾을 수 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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다. 이는 目科一覽이 東醫寶鑑 ｢眼門｣만을 다루기는 하
지만 綜合醫書가 아니기 때문에 갖는 한계이다.

6. 引用處에 대한 記錄

目科一覽에는 寶鑑 ｢眼門｣에 記錄된 引用處를 생략
한 부분이 많으며, 寶鑑 ｢眼門｣의 引用處와 다른 경우도 
있다.

7. 文章의 누락

目科一覽이 寶鑑 ｢眼門｣을 傳寫하는 過程에서 文章
을 누락한 경우가 있다. 

8. 處方을 하나로 합친 경우

夏枯草散이 그 예인데, 寶鑑 ｢眼門｣의 ‘外障’과 ‘眼疼’
의 記錄을 하나로 합하 다. 이는 번거로움을 없앤 것으로 
판단된다.

9. 處方의 順序를 바꾼 경우

羚羊角散과 春雪膏가 그 예인데, 目科一覽이 寶鑑 ｢眼
門｣을 傳寫하는 過程에서 생긴 誤謬로 보인다.

10. 處方의 主治症을 省略하거나 再敍述한 경우

寶鑑 ｢眼門｣에는 연속되는 處方의 主治症이 같은 경우 
主治症을 ‘同上’으로 記錄하 는데 目科一覽에서 이를 再
敍述한 경우이다.

11. 藥物의 用量이 바뀐 경우

目科一覽에는 ‘二’와 ‘三’, ‘三’과 ‘七’, ‘五’와 ‘七’ 등 寶
鑑 ｢眼門｣을 傳寫하는 過程에서 誤謬가 있는 것으로 판단
되는 부분들도 있으나, 그냥 바뀌어 있는 경우도 있다. 

Ⅳ. 結論

目科一覽은 일견 眼科專門書籍으로 보이지만 실제는 東
醫寶鑑 ｢眼門｣의 內容을 재정리한 書籍이다. 東醫寶鑑의 
編制와 달리 먼저 醫論을 앞부분에 收錄하고 處方은 뒷부
분에 收錄하 으며, 東醫寶鑑 일부 文章의 위치를 바꾸거
나 누락시킨 부분도 있고, 東醫寶鑑 項目의 일부를 수록
하지 않은 경우도 있다. 또한 東醫寶鑑 處方의 順序를 바
꾸거나 두 개의 處方을 하나로 합쳐 서술한 경우도 있으며, 
東醫寶鑑 處方의 主治症을 省略하거나 再敍述한 경우도 
있다.

目科一覽은 그 자체로는 醫學 專門科의 分化라는 측면
에서 意味가 있는 書籍임에 틀림없다. 그러나 東醫寶鑑과 
비교 고찰해 보면 目科一覽은 東醫寶鑑에 수록된 內容
을 재정리하는 과정에서 東醫寶鑑에서 언급한 引用書籍
이나 본문 내용에 대한 記錄의 省略 또는 誤謬가 존재한다. 
또한 東醫寶鑑 내용을 뛰어넘는 理論의 變化라던가 處方
의 增補 등에 대한 特徵을 언급하기 힘든 점으로 보아서는 
眼科 專門醫書으로 자리매김하는 부분에 대해 신중하게 접
근할 필요가 있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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