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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産廳日記를 통해 본 朝鮮王室出産의 醫學的處置와 醫哲學에 대한 考察
류정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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연구목  : 朝鮮 王室子女의 출산과정을 日誌 형식으로 기록한 護産廳日記는 후기 朝鮮의 臨産과 분만, 산후  신생아 증상에 

한 의학  처치  産室排設과 출산의례를 고찰할 수 있는 가치 있는 醫學史料이다. 

연구방법 : 

1. 護産廳日記에 기록된 세 번의 출산에 해 출산 후 産婦와 신생아의 실제 상황과 증상, 醫官의 단과 治法, 處方내용, 치료경

과 등 의학  처지의 내용을 살펴 으로써 당시 産科醫學의 경향성, 발달정도 등을 가늠해보았다.

2. 護産廳日記에 기록된 세 번의 출산에 해 朝鮮王室의 출산형식  련의례에 드러난 당시 의학의 출산에 한 醫哲學이 어떠

하 는지 고찰하 다.

결과  결론 : 産前 醫官의 정기문진으로 산모와 의사 간 계형성  産婦의 안정을 도모하 으며, 醫女의 진찰소견을 醫官이 단

하여 처방하 다. 臨産에 佛手散과 人蔘茶, 産後 血症에 加味芎歸湯을 頻用하 으며, 和飯藿湯의 食治가 주요 산후조리법이었다. 신생

아의 救急에 특히 牛黃을 頻用하고 증상에 따라 乳母가 服藥하기도 하 으나, 早産된 신생아의 靑色症(cyanosis)으로 보이는 症候와 死亡

例가 보인다. 産室排設  懸草, 捲草祭 등 련의례에는 출산을 ‘하늘과 직  소통하는 하나의 禮’로 생각하여 외부 환경의 방해 없이 

産婦와 신생아의 天癸가 잘 작동하도록 배려한 醫哲學이 드러나 있다.

Key words : 조선왕실출산(朝鮮王室出産), 호산청일기(護産廳日記), 불수산(佛手散), 궁귀탕(芎歸湯), 천계(天癸)

≪护产厅日记≫是一部王室记录, 它以日志的形式记载了朝鲜

第21代英祖大王(1694~1776)的生母淑嫔崔氏(1670~1718)的三

次分娩过程. 第一次在1693年10月, 第二次在1694年9月, 第三

次在1698年7月, 标题分别记载为≪癸酉九月崔淑爱房护产厅日

记一≫, ≪甲戌八月崔淑仪房护产厅日记二≫和≪戊寅七月崔贵

人房护产厅日记三≫. 护产厅是为朝鲜王室子女接生的临时机构, 

主要负责产房 置, 产妇与新生儿的诊察和医学处置, 以及与分

娩相关的仪式. 王妃和世子嫔分娩另设产室厅.

≪护产厅日记≫对分娩前后产妇和新生儿的实际情形和症状, 

医官的判断和疗法, 处方内容和治疗经过都进行了详细的记载. 

可以说这是一部研究价值极高的, 能够窥见实际历史人物在分娩

和诞生时分别都接受了哪些当时 先进医学处置的产科医学史

料. 本文旨在通过分析三次分娩过程中所实施的医学处置来对当

时产科医学的倾向性以及发达程度做出推测. 

分娩的形式以及相关礼仪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普遍人类观以及

分娩 不同的社会地位所体现出来的特殊性. 朝鲜王室的分娩也

不例外.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 为了体现朝鲜的普遍人类观以及王

室这一特殊的地位而专门设立的分娩形式及其相关礼仪也都未

凌驾于当时的医学范畴之上. 因此本文 尝试 察朝鲜王室的分

娩形式和相关礼仪中所体现出来的关于分娩的医学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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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 医学的处置

1. 产前诊察

淑嫔崔氏的分娩准备是从分娩前一个月月初王颁  “产房事

宜皆按惯例进行” 的命令之后 始的. 分娩负责医官通常由王直

接 ‘落点’ 决定, 偶 也会另行指定不在 ‘望’ 之内的人员. 被选

中的医官被称为 ‘护产医官’, 自被任命的第二天起他们每隔一

天就要去给崔氏请安一次, 以确认其有无不 . 对此在第二次和

第三次生产时崔氏房中每次皆赐酒作为答谢. 之后的诊疗模式是

由医女对崔氏进行直接诊察, 医官则通过听取医女的诊察意见对

崔氏的状 做出医学判断, 进而选择合 的治法. 由此可见分娩

前医官定期问诊的目的除了通过产前管理判断临产妇有无 常

之外, 还是出于一种对医疗实施 和受益 之间纽带和联系的建

立, 以及保证临产在即容易不安的产妇获得心理安定的 虑. 一

旦预产期邻近, 产妇出现腹痛或脉象变化等分娩征兆时, 护产医

官以及相关内官就必须 始值夜班, 为随时有可能到来的分娩做

好准备. 

2. 临产处置

分娩之前一出现腹痛症状就会连续使用2~5剂佛手散加益母

草2钱, 或 达生散加益母草1钱等处方, 为分娩做好准备. 可以

看出当时 佛手散作为了临产常用药. 当产妇表现出阴道出现白

色分泌物, 呕吐或晕眩等被断定为气力不足的症状时, 就以佛手

散与人参茶并用以增强其气力. 临盆前医女会把被认为握在产妇

手里可以达到催生效果的海马和石燕拿进产房内. 

3. 对于分娩和新生儿的处置

医女负责直接在产房中辅助分娩. 

新生儿一经娩出, 立刻用黄连甘草汤沾湿绸缎为其清洗口腔, 并

在其口中涂抹蜜朱(蜂蜜混合朱砂的膏状物)让其吞下以解胎毒. 

天气凉时黄连甘草汤可省略不用. 

崔氏第一次分娩时因胎盘不出, 故以芎归汤加红花･桃仁･冬葵

子･榆白皮各1钱, 滑石2钱煎服, 结果立即见效. 分娩之后的崔氏

并无其他不 症状, 因此未服用产后常用的 血药, 而针对其产

后便秘, 医官 的处方是三仁粥. 这里记载说医官恐在此时服用

汤药会妨碍 “食治”, 因此使用了三仁粥来润燥导滞. 产妇生产

之后令其无 按照三餐时间频繁进食海带汤泡米饭(和饭藿汤), 

以增强元气, 促进身体尽快恢复. 由此可见 “食治” 一词应该指

的是上述产后 理法. 现在韩国仍普遍使用此法进行产后 理. 

4. 产后护理

第二次和第三次分娩之后, 崔氏都表现出了脐下撑闷, 微有腹

痛, 腹中沸鸣疼痛, 胸膈烦闷, 腹中不平, 腹部牵引等产后 血

症状, 故使用了芎归汤加桃仁･红花各1钱, 芎归汤加桃仁去皮 ･

红花酒洗各1钱, 芎归汤加香薷2钱, 黄芩酒炒･红花･桃仁各1钱, 

芎归汤加三稜･蓬术･玄胡索并醋炒, 牡丹皮･桃仁･红花各1钱, 蒲

黄･五灵脂并醋炒各7分, 马通茶等处方. 

新生儿转头去找奶吃的时候, 一 始并不马上给其母乳, 而

是先给他汤匙稍微含一下. 新生儿由事先定好的乳母进行哺乳. 

产后第三天为产妇和新生儿 “洗浴”, 并 胎盘洗干净密 到

罐子里. 这称之为 “洗胎”. 各项仪式的吉时分别由观象监提前

定好. 产妇的洗浴使用艾汤和陈艾, 新生儿洗浴则用桃根, 梅根, 

李根和虎头煮水并混合猪胆一个.

第二次娩出的新生儿出现了吐奶和 塞的症状. 针对 塞症, 

医官们采用了把牛黄兑进竹沥中让新生儿直接 量饮用, 以及

其涂在乳头上令新生儿吞咽以达到镇定目的的应急措施. 此时在

原来护产医官之外又特昭了两名医官共同进行诊疗, 直至护产厅

撤 . 对于吐奶症则通过让新生儿 量饮用甘草汤和生姜木瓜

茶, 以及让乳母服用全氏白术散加白芍药炒1钱来进行治疗, 慢

慢有了好转. 从外面特昭进来, 在治疗新生儿的吐奶以及 塞症

中有立功表现的医官中的金有铉被特别指定为了崔氏第三次分

娩时的护产医官. 

5. 早产与新生儿死亡

第三次的预产期是8月, 因此护产厅于7月1日设立, 7月3日

始产前定期问诊, 结果到了7月7日就早产了, 整整比预期提前了

一个月. 早产后崔氏的产后 血症比前两次略微严重, 但新生儿

的状 还可以. 产后第二天新生儿出现鼻塞症状, 便 泡有 量

牛黄的金银花茶抹在其上牙床上令其自然吞下, 而后的睡眠, 进

食以及 便均无 常. 因此产后第三天的洗浴照常进行. 洗浴当

天申时许新生儿的面部出现了青气突现又马上恢复正常的症状. 

医官认为是由胎热引起的, 故用乳汁冲 红豆粒大 的牛黄喂新

生儿服下. 当天夜里新生儿面部再次出现些许青气, 处方牛黄之

后青气很快消失. 由此可以断定在当时牛黄被认为是救急的良药. 

但三更左右再次对新生儿进行诊察时发现其面部遍 青色, 片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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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青色渐渐散去, 同时新生儿变得无法吞咽乳汁. 医官判断新

生儿此时的病症和情况已经危重, 故取了人参3钱煎成浓汁喂其

服下. 子时再次诊察时发现新生儿仍无法吞咽乳汁, 并且面部充

满寒气, 判断其已经病危, 寅时新生儿夭折. 由以上症状推断夭

折的新生儿应该是得了青色症(cyanosis). 发病原因有三种可能

性. 一是早产导致其心脏或肺部发育不健全, 二是洗浴时受凉, 

三是前面两方面原因的共同作用.

第三次分娩之后, 丧子之痛使崔氏的身体状况进一步恶化, 不

仅无法进食汤饭, 而且六脉洪大伴随头痛, 恶寒的症状. 医官认

为其体内有热, 故 具了增损四物汤加荆芥穗1钱半, 香薷･黄芩

酒炒･牡丹皮各1钱的处方. 之后崔氏由于产后 血症加上哀哀欲

绝, 哭泣过度, 接连出现了面上浮气, 心神错乱不安, 膈间烦闷, 

恶寒, 胸腹腰脇相互牵引, 四肢百部无不痛处的症状. 对此主要

使用了增损四物汤加荆芥穗1钱半, 香薷･黄芩酒炒･牡丹皮各1钱

以及增损四物汤加红花･桃仁各1钱等增损四物汤加味方, 牛黄膏

与柴胡四物汤加便香附子1钱, 黄连酒炒･山 炒･牡丹皮各7分的

处方以及连服5到6剂.

Ⅱ. 朝鲜王室关于分娩的医学哲学
1. 产房布置与相关礼仪

王妃使用的产房被称为 “时御所”, 按规定须设在其平日居住

的宫殿之中. 1)而崔氏三次分娩所用的产房均位于不同的宫殿, 经

证其中两次都不在其平日居住的宫殿内. 产房 置的内容中还

记载了悬挂方便呼叫医疗团的铃铛的过程, 第一次分娩时铃铛悬

挂于产房门外, 而第二次和第三次却都悬挂于崔氏平日居住的宝

庆 中.

置产房的活动被称为 “产室排设”, 所有用品和顺序均已经

程序化. 产房所有用品的规格, 制作方式, 包装方式, 进货渠道

以及产房的 置方法, 顺序都在≪产室厅总规≫中有详细记载, 

必须严格按照总规进行准备, 不得有任何差池. 置产房的时间

由观象监择吉日进行. 首先确定24个方位, 在每一方位均贴上相

应的 “方位字”. 然后在北墙上依次贴上产房 置当月所对应的

“产图”, “催生符”, “借地法”, “安产房吉方”, “藏胎衣吉方”. 包

括方位字在内的所有贴在墙上的字一律用朱砂进行书写. 之后在

安产室吉方钉上一个铁环, 在上面拴上鹿皮做成的马缰绳. 接下

来 置分娩时躺的产床, 首先在暖炕地面依次铺上黄草, 空石, 草

席, 羊毛毡, 油芚, 白马皮, 并在白马皮的头部位置下面垫上生

苎, 上面左右各放一张鼺鼠皮. 包括白马皮在内的所有产床用品

均用白纸包着拿进产房. 用这些材料一层层精心铺制的产床在分

娩前会一直用剪掉四边的空草袋子蒙住. 铺完产床后, 医官会念

三遍 “借地法”, 念完后到产房外面系铃铛. 后一道工序是在

分娩结束之后要悬挂草席的地方钉上3个钉子. 产房 置完毕之

后, 崔氏房内会给相关人员赏酒作为答谢. 如果产期推迟到下个

月, 他们会  “产图” 换成下个月当月对应的贴上, “安产室吉

方”, “藏胎衣吉方” 以及系马缰绳的位置, 白马皮头和尾的方向

也都会按照那个月的安产位置重新进行 置. 分娩后 铺在身下

的草席拿到外面悬于门上称为 “悬草”, 产后第七天 悬挂在外

的草席卷起来放入匣中举行的祭祀称为 “卷草祭”. 

2. 与医书内容的比较

上文产房 置的相关内容中所提及的用朱砂书写产图, 催生

符, 借地法并 其贴于北墙之上, 以及喊三遍 “借地法” 和换贴

与月份相应的产图, 用马皮和鼺鼠皮进行催生等在≪东医宝鉴･

杂病･妇人门≫中都有记载. 特别是选择安产方位的相关内容以

及贴 “借地法” 符并念出来的相关内容在包括≪妇人大全良方≫

在内的所有产科医书中均有提及. 也就是说这种产房 置法是依

据当时的 “医学的根据” 来设定的, 并不是单纯的习俗, 迷信或

巫术, 而是有 “医学意义” 的. 朝鲜王室在产房的 置上基本

遵循了以≪东医宝鉴･杂病･妇人门≫为首的产科医书的内容, 

并表现出积极的执行 度. 不过也有一些内容是医书中没有记载

的, 或 是对医书内容作了一定修改的. 比如用朱砂书写24方位

字并 其贴在相应的方位上, 赤马皮换成白马皮, 铺产床的所

有用品都用白纸包着拿进屋内等内容. 分娩后举行的 “悬草” 仪

式和 “卷草祭” 也是医书中没有的内容. 不过朝鲜王室在分娩

准备过程中添加和变更的这些部分却恰恰体现了更加鲜明的医

学思想. 

3. 朝鲜王室的分娩观

朝鲜王室认为分娩由上天掌管, 因此其分娩形式和相关仪式

中无一不反映出他们试图与上天直接进行交流的思想. 产房的24

个方位都贴上用朱砂写成的方位字, 北墙上贴上用朱砂写的安产

方位图以及催生符和借地法等符文. 白马皮按照安产方位铺在

1) 李王职 编, 大君公主御诞生的制, 1920-1935写, 韩国学电子图书馆MF35-696. “产室必须设在中宫殿下时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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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娩时要躺的位置. 之所以用红色的字是把要用来分娩的空间隔

出来, 而隔出来的空间内使用白色则反映了试图直接跟上天进行

沟通的意愿. 安产方位悬挂的马缰绳除了可以让产妇在分娩时攥

住借力, 还含有 “从天上搭下来的绳子” 的意思. 产妇头部位置

左右摆放的会飞翔的鼺鼠的皮既表示祈求迅速分娩, 又表示渴望 

“与上天交流”. 而贴在北墙上, 并且由护产医官亲自念三遍的 “借

地法” 则表示想借用东西南北上下的六合以及中央作为分娩的空

间, 请诸神把那块地方给空出来的意思. 也就是说虽然那块地方

是很多神灵平日的居所, 但因为分娩时产妇 要与上天进行直接

的交流, 所以请诸神暂避.

呪曰, 東借十步, 西借十步, 南借十步, 北借十步, 上
借十步, 下借十步, 壁房之中, 四十餘步, 安産借地, ……, 
令此地空閉, ….2)

分娩时铺的草席就代表了那块所借的空间, 于是 “悬草” 和 

“卷草祭” 两个仪式也由此产生. “悬草” 是 分娩时铺的草席挂

到产房附近的门上. 它的意义可以解释为一:宣告与上天的交流进

行得很顺利得以顺利分娩;二:还得继续借用一下空间, 祈求 解. 

“卷草祭” 是 悬草时挂起的草席晒干装进袋子和匣子里, 表示

归还分娩时所借的空间, 同时也是在告诉上天已经顺利分娩, 并

表示感谢. 崔氏的第三个孩子虽然在出生后的第四天夭折, 但第

七天的 “卷草祭” 还是如期举行. 只是祭台上没有摆放为新生儿

祈福的命银, 命米, 命丝和命紬, 只放了装在匣子里的卷草和香

烛. 由此可见 “卷草祭” 并不只是单纯庆祝王室子女诞生以及为

其祈福的仪式, 不然新生儿夭折之后就不会再举行了. 很显然朝

鲜王室是因为 分娩本身看作是一种与上天进行直接交流的特

殊仪式, 所以才会精心准备交流的空间, 即便结果不好也要虔诚

得做完收尾工作. “卷草祭” 中所用的卷草通常由负责王室用品

度的部门进行保管, 夭折新生儿的卷草则在月德方位选一个干

净的地方烧掉. 

4. 关于分娩的医学哲学

这种 分娩视为与上天进行交流的仪式的思想与≪素问･上

古天真论≫ “二七而天癸至, 任脉通, 太冲脉盛, 月事以时下, 

故有子”, “七七, 任脉虚, 太冲脉衰 , 天癸竭, 地道不通, 故形

坏而无子也”, “二八, 肾气盛, 天癸至, 精气溢泻, 阴阳合, 故能

有子”, “七八, 肝气衰, 筋不能动, 天癸竭, 精 , 肾藏衰, 形体

皆极”, “今五脏皆衰, 筋骨解堕, 天癸尽矣. 故发鬓白, 身体重, 

行步不正, 而无子耳” 中所反映出来的 “天癸” 在人体生殖能

力中起着至关重要作用的认识有着诸多关联. “天癸” 作为掌管

人体生长, 繁衍以及衰 的先天机能, 令人类生命的生-长-繁

衍- -死与宇宙生-长-收-藏的周期性相吻合. 我们可以 其看

作是与生物钟(Biological Clock : 人的一生看作一个周期)类

似的概念. 分娩在产妇和新生儿以一生为单位的生命周期中是一

个特别重要的事件. 它意味着一个人 “繁衍” 的过程有了结果;

也意味着另一个人 “出生” 的过程有了结果. 所以此时两人的

生物钟必须在没有外界干扰的情况下顺利启动. 因此必须创造一

个合 的环境来阻断外界刺激, 让产妇可以集中精力在自身的生

理变化上. 综上所述, 笔 认为朝鲜王室精心 置的分娩空间, 

以及为了与上天进行直接交流而专门设置的分娩形式和仪式都

是当时的医学为了保证产妇和新生儿两人 “天癸” 的正常运行

而提供的医学性分娩环境. 

≪护产厅日记≫ 以日志的形式记 了朝鲜王室子女的出生过

程, 对于研究朝鲜王朝后期针对临产, 分娩, 产后和新生儿症状

等所实施的医学处置以及产房 置, 分娩禮仪等有着非同寻常的

意义. 产前主要通过医官的定期问诊来促进医护关系的形成并保

证产妇的安定, 医官主要通过对医女的诊察所见进行判断来 具

处方. 所记载处方中, 临产时善用佛手散和人参茶, 产后淤血症

常用加味芎归汤, 而产后 理则主要使用和饭藿汤进行食治. 新

生儿急救尤其善用牛黄, 有时亦根据其症状让乳母服药, 但也有

关于早产儿患青色症（cyanosis）夭折的记载. 关于产房 置以

及悬草, 卷草祭等相关禮仪的记载体现了当时认为分娩是 “与上

天直接进行交流的仪式”, 必须 大限度的保证产妇和新生儿的

天癸在不受外界干扰的情况下顺利运行的医学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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