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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外科為什麼不動手術?

- 清代手抄本 ≪瘍醫探源論≫ 的身體物質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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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External Medicine” and Its Views of the Body:
A Case Study of the Manuscript “A Treatise on Seeking the Roots of Ulcer Medic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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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paper primarily discusses the materiality of the body in Chinese “external medicine”. Chinese external medicine views the body 

as something consisting of sinew and flesh. Furthermore, there are times when Chinese surgical techniques must be applied to the 

body in order to manage rotting flesh and other abnormal manifestations. The materiality of the Chinese body of external medicine 

encompasses the way in which Chinese doctors manufactured surgical implements, the sick person’s bodily experience of pus and pain 

associated with external diseases, and the details of the process by which doctors evaluated whether or not to carry out surgical 

interventions.

This essay will use the Qing manuscript “A Treatise on Seeking the Roots of Ulcer Medicine” as a central case study for discussing 

these issues, while also showing the connections between it and other external medicine texts of the Ming and Qing era. Its author, 

Zhu Feiyuan, was a doctor who lived during the 18th to 19th century in Qingpu (today’s Shanghai). My essay will thus discuss Chinese 

external medicine from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The way in external medicine treated illness differed from the prescriptions and pulse 

signs that “internal medicine” employed, and its view of the body likewise differed from that of internal medicine. I hope that this 

essay can provide new viewpoints on the history of the body in Chinese medic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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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腎陰虧, 骨蒸肌熱, 上結瘰癧, 下泄陰精, 職是故也. 

幸不咳嗆, 脈象亦和, 擬用扶本攝精, 庶幾陰足則自然熱

退, 正旺則痰亦自平, 不致延入癧癆, 惟王道無近功耳.

若論刀針掐法, 焉能濟事? 仍侯審裁1).

一. 前言(Vorspiel) : ｢王道｣ 做為藉口?

這篇論文是關于中醫外科身體的物質現實主義(material 
realism)的初步反思, 及手術療法2)在整體中國醫學歷史式微的
各種藉口.

我們所創造的中醫身體史的故事必須從中間說起(in medias 
res).

1) 朱費元. 臨証一得方. 清. 收入 中醫古籍珍稀抄本精選(六). 上海：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 2004:49.
2) 手術的突破不在麻醉與消毒技術的進步. 一個較全面的討論:Christopher Lawrence, “Democratic, divine and heroic: the history and historiography 

of surgery”, in Christopher lawrence(ed.). Medical Theory, Surgical Practice: 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Surger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ledge. 1992: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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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的病案, 出自大約十八至十九世紀之間活動于青浦(今上
海市)的外科醫生朱費元(生卒年不詳)未公開出版的醫書≪臨
証一得方≫. 本書係手抄本. 一共四卷. 包括朱氏後人陸我嵩為
其撰寫的傳記, 以及本文即將展開討論的朱費元的≪瘍醫探源論≫
等. 李經緯主編的≪中醫人物詞典≫載朱氏:｢清醫家. 清浦(今
屬上海市)人. 生活于十八九世紀間. 著≪瘍醫探源論≫, 今佚.｣3)
≪瘍醫探源論≫並沒有亡佚, 收在朱氏醫案. 這本孤本, 直到
2004年第一次有鉛印本出版, 可惜鉛印本的內容與清代抄本不
完全相同. 筆者取得上海中醫藥大學圖書館庋藏≪瘍醫探源論≫
清代舊抄本(見本文文後附錄, 一共五頁)原件影印. 

≪瘍醫探源論≫的抄本中, 有四處< >的符號. 這是抄手在
抄寫的時候, 將兩個字抄反而沒重抄所標誌的4). 其中, 提及膿
的病變. ｢難膿, 難潰｣5). 瘡口有膿及潰爛之後, 經過除潰, 或
可收口. 可見≪瘍醫探源論≫另有別本.

朱氏臨床留下的外科病案｢瘰癧｣. 如前所述, 特別提到病人
的｢陰虧｣及｢陰足｣的對比. 瘰癧頸部長硬塊, 纍纍連生. 老中醫
顧伯華(1916-1993)的研究, 以為瘰癧可能是｢結核性淋巴結炎｣, 
會引成潰瀾的傷口6). 為了理解中醫外科病證的特色, 我們查閱
陸德銘主編的≪中醫外科診療圖譜≫內瘰癧的兩張病理照片7). 
這張圖有黏乎乎, 髒兮兮的膿水. 這張疾病圖像在本文做為缺
席而存在. 這種化膿, 並形成竇道的外科疾病, 按朱費元的說法
是｢肝腎陰虧, 骨蒸肌熱｣. 這裡的｢陰｣, 指的是體內的｢津液｣8)
或稱陰液9). 人體的體液代謝失常(虧虛, 不足)而誘發疾病10). 
而津液病變, 水液停聚(entities)而有｢痰｣的病理物質.11)

我們如何理解中醫津液病變並形成體內｢痰｣的各種感知
(sensibilities)12)?在朱費元另一則涉及瘰癧的病案例, 他形容
該位病人:｢延漫津脂, 亦因腠理不固, 風邪易襲耳.｣13)所謂｢津
脂｣是津液病變的過程具體的膿液. 體表流膿, 引起外風共同為
患14).

在朱氏瘰癧病案, 防止病情轉化如前述引文所示而為癧｢癆｣. 
也就是不僅痊癒, 還改變原來性質15), 而這種變化因手術而變, 
為害 大.

朱氏治療所有的外科病證都使用藥物療法. 他留下的336個病
例, 無一例外. 朱費元的理由是:｢惟王道無近功耳.｣ 也就是不
追求速效, 甚至在朱氏其他病案暗示不以治療痊癒為目的(見第
三節). 很奇怪的, 朱氏引援宋代新理學的｢王道｣理念來為自己
的醫術辯護. 王道一詞, 在他的病案相對的技術為｢霸圖｣, ｢霸
術｣16). 後者, 皆批評手術療法.

朱費元臨床質疑手術, 貫穿著整部醫書. 例如, 手術致使傷口
不能收口:｢始由針潰, 又被刀傷, 致腐爛流血｣17)針, 刀等手術
器械, 禁止施用:｢若論刀針諸法, 敬謝不敏, 竊恐非徒無益, 反
致弄巧成拙耳.｣18) 朱氏的≪瘍醫探源論≫長篇大論, 敘述其反
對手術的各種理由.

相對明清時期業已出版宣傳自己成功的醫案, 朱費元的抄本病
案有大量類似｢仍候審裁｣的口吻, 猶豫不定的醫療態度. 例如, 
他說:｢服藥雖不見功, 但治不可驟.｣19) 而其對手術療法更是以
類似一種懸擱(epoché) 的姿態加以拒斥.

3) 李經緯主編. 中醫人物詞典. 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 1988:133.
4) 瘍醫探源論(手抄本). 頁1｢毒觸｣, 頁3｢外服｣, 頁3｢諧誰｣, 頁3｢膿難｣. 一共四處有<>符號. 
5) 朱費元. 臨証一得方. 清. 頁135.
6) 顧伯華. 外科經驗選.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7:25-26. 
7) 陸德銘主編. 中醫外科診療圖譜. 上海:上海中醫藥大學出版社. 2000:15.
8) 中醫液態物質的初步分析, 于海亮, 鄭楊, 鞠海洋, 桑希生. ｢中醫學津液理論探析｣. 中醫藥信息. 2013;30(4):3-5.
9) 此處之｢陰｣, 或關乎人的｢生殖物質｣. 朱丹溪（1282-1358）以為其由｢肝腎所控制｣, 而｢樞紐卻是相火｣. 相火受心所指揮, 心動則陰傷. 詳見:劉時覺, 

林乾良, 楊觀虎. 丹溪學研究. 北京:中醫古籍出版社. 2004:126-128.
10) 鄭志永.｢病因及氣血津液辨証研究｣. 中國現代藥物應用. 2012;6卷5期:113-114. 
11) 章真如. 痰証論, 收入氏著, 風火痰 論. 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 2012:79-104.
12) 關于｢痰｣（phlegm）, 一個案例的討論, 參見:Volker Scheid. Chinese Medicine in Contemporary China: Plurality and Synthesis. Durham 

and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2:142-163.
13) 朱費元. 臨証一得方. 清. 頁48.
14) 章真如. 風火痰 論. 頁16-17.
15) 見劉家義. ｢從化學說初探｣. 山東中醫雜誌. 1986;2:4-6.  另, 趙惠萍. ｢中醫從化學說的鈎玄｣. 中華中醫藥學刊. 2008;26(5):1060-1061.
16) 朱費元. 臨証一得方. 清. 頁81,頁78.
17) 朱費元. 臨証一得方. 清. 頁103.
18) 朱費元. 臨証一得方. 清. 頁80.
19) 朱費元. 臨証一得方. 清. 頁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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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外科在治療方法與｢內科｣方脈的區分之一即為手術. 劉
時覺編注的≪四庫及續修四庫醫書總目. 外科≫:｢蓋瘍醫重在秘
藥及手術, 必有所授受, 而未必為兼通內科之人｣20). 我們對中
醫史的理解或成見, 大多來內科傾向的既有研究成果的各個側面. 
正如近代上海著名的張山雷(1872-1934)意味深長的話:｢蓋瘍
醫自有一層特殊功用, 誠非專于內科者所能體會｣21). 我們是否
有中醫內科思路來探討｢外科｣史的意識習慣?本文試圖探討可
觸摸, 觀察的中醫外科肌肉及津液的身體質素. 

回頭再重讀本文前言的這一則瘰癧病案, 做為本文下一節討
論的引桄. 朱費元診斷病人｢肝腎｣複體陰虧;｢肝腎｣受宋明理學
的理論塑造, 如孟慶雲所說, 在五臟之中是｢先天｣的:｢生之即來
為先天, 人為獲得為後天｣22). 後者包括由飲食, 養生獲得的功用. 
它與宋明醫學的｢體用｣觀密不可分. 中醫的｢體｣包括物質的身體
(material body)在內?關于中醫外科的物質身體性我們可以談
論什麼?

二. ｢獨立守神, 肌肉若一｣
- 中醫外科肌肉身體的物質性

如本文的前言所說, 中醫外科(瘍醫)的特色之一即是手術. 而
朱費元≪瘍醫探源論≫的主旨是反手術的. 他在文章一開始明確
的(explicit)的理由是:｢人之所賴以生者, 元氣也.｣23) 而｢用刀
針以泄其元氣, 是猶救人于井而下之以石也.｣24) 然而, 中醫外
科有一個病理的, 未言明的(implicit)的所謂｢內陷｣的恐懼:

氣虛失于運行, 是以濕痰凝滯, 血 留頓, 肌肉壞腐成為
膿脂. 進以前法(按:藥物治療)而肌之未腐得者, 氣行血和, 

自然無恙; 肌之已壞者, 得氣之鼓舞易腐亦易潰, 又何慮
內陷深大之有耶?25)

為什麼說顧慮外瘍｢內陷深大｣?｢內陷｣是中醫外科獨特的術
語26). 也就是, ｢凡生瘡瘍, 毒不外泄, 反陷入裏時, 即稱為內
陷.｣27) 毒, 是病因, 可導致肌肉潰爛的原因. ≪瘍醫探源論≫
以為外科病證｢由元氣先虧, 毒氣因之內熾致成外候, 或毒氣內
攻有損元氣.｣28) 如果用朱氏的用語, 毒或毒氣就是｢濕痰｣, ｢血

｣. 醫者可以直接觀察到肌肉潰爛, 傷口不能收口, 轉化為日
易｢深大｣的具體狀態.

手術在適當的時候仍然是必要的. 再一次, ≪瘍醫探源論≫
提問內陷的問題: ｢膿熟不針, 將毒氣內陷腐化深大奈何?｣29)其
實俟膿之熟, 必須手術. 這件清代手抄本並沒有新式標點, 但全
篇充滿擔心, 猶豫(angst)的語氣. 朱費元又再遲疑:｢余非敢執
于一偏, 謂刀針之必無益也.｣30) 手術, 刀針是中醫外科主要的
排膿, 清創的手法, 豈可全廢?

而中醫手術的實做與其肌肉身體觀有密切關係. 朱費元在上述
說法論及｢肌肉壞腐｣的過程. 他將｢肌肉｣又稱為｢肌｣(兩次). 上
海中醫藥大學李鼎先生曾就中醫的｢肌肉｣軀體有可靠的研
究31). 他的≪針灸學釋難≫有關古典肌肉的討論還有英文譯本32).

中醫經典對肌肉的認識與旨在人體的運動有關. ｢脾(胃)主肌
肉｣更是中醫核心觀點之一33). ≪素問. 太陰陽明論篇≫論及四
肢的活動:｢臟腑各因其經而受氣于陽明(按:｢陽明｣脾胃之氣及
津液, 臟腑接受其養份), 故為胃行其津液. 四肢不得稟水穀氣, 
日以益衰, 陰道(按脈道)不利, 筋, 骨, 肌肉無氣以生, 故不用
焉.｣34) 肌肉等如果失去胃氣(及津液)等軟物質的營養, 便無法

20) 劉時覺編注. 四庫及續修四庫醫書總目. 北京:中國中醫藥出版社. 2005:416.
21) 張山雷. 古今醫案平議. 天津:天津科學技術出版社. 2010:1012.
22) 孟慶雲. 孟慶雲講中醫經典. 北京:科學出版社. 2012:246.
23) 朱費元. 臨証一得方. 清. 頁132.
24) 朱費元. 臨証一得方. 清. 頁132.
25) 朱費元. 臨証一得方. 清. 頁133.
26) 中醫外科有｢三陷証｣的說法:｢凡生外瘍, 毒不外泄, 反向內攻, 稱為內陷. 內陷証狀可出現在疽病的毒盛期, 化膿期, 收口期三個階段. 故分為火陷, 乾

陷, 虛陷的三陷變証. ｣參見:上海中醫學院外科教研組編. 中醫外科簡編. 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 1972:35.
27) 江玉文等編. 中醫臨床問題. 長沙:湖南科學技術出版社. 1982:53.
28) 朱費元. 臨証一得方. 清. 頁132.
29) 朱費元. 臨証一得方. 清. 頁132-133.
30) 朱費元. 臨証一得方. 清. 頁136.
31) 李鼎. 針灸學釋難. 上海:上海中醫藥大學出版社. 1998:13-16.
32) Li Ding.  Perplexities to Acupuncture and Moxibustion. 上海:上海中醫藥大學出版社. 2007.
33) 李鼎. 針灸學釋難. 上海:上海中醫藥大學出版社. 1998:14.
34) 山東中醫學院, 河北醫學院. 黃帝內經素問校釋. 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 2009: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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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正常的活動. 中醫不僅對肌肉做功能性的解釋; 李鼎也指出:
中醫的｢分肉｣是具備｢分理｣接近骨骼的筋肉. 而｢筋｣則是有力量
(運動有關)的肉. 人直接可目測他人體表的聚集隆起的肉, 在≪內
經≫稱為｢ (音窘)肉｣35). 其中, 分肉是有解剖基礎的. 大陸學
者嚴健民<肌肉解剖學史>, 指出早期解剖活動, 中醫可知肌肉
形狀, 以及內膜如胃壁肌肉的認識36). 值得一提的, 趙京生主編
的重要詞典≪針灸學基本概念術語通典≫一共589項詞條, 在<分
肉>, <經筋>各條之下臚列大量肌肉原始史料, 並為詳細分析:
例如分肉, ｢與肌肉, 肉概念密切相關常可以互指｣37). 而所謂十
二經筋是分佈于同名經脈的體表肌肉(包含肌腱, 韌帶等). 作者
特別強調筋肉｢有具體的形態基礎｣; 又說:｢筋相對于脈而言, 更
加具體｣38). 事實上, 中醫手術實做的重心即在處理淺層肌肉病
變如潰爛等(也就是說, 深及內臟的手術中醫是沒有的). 然如上
述肌肉內陷深大, 進一步損及｢內膜｣(詳下)結構. 我們檢查≪中
華針灸圖鑒≫一書中的人體｢淺層｣肌肉圖39), 肌肉與經脈, 穴道
位置關係的認識及技術是分不開的. 中國大陸學者黃龍祥對東漢
時代≪明堂經≫的仔細研究, 同時也指出辨認及確定腧穴位置與
中醫對｢肌肉｣的理解有深刻的連繫40).

與人的力量有關的肌肉稱之為｢筋｣. 戰國時代的≪管子. 水
地≫以為:｢水者, 地之血氣, 如筋, 脈之流通者也. 故曰:水具材
也.｣41) 筋肉與經脈連稱. 這裡所說的｢具材｣為何?｢筋｣是人體
活動的｢原料｣(stuff), 同時是感知的存體. 在李鼎有關肌肉的
研究, 我將引用他的論點(及英文翻譯), 表達肌肉疼痛的體驗是
人類病證的 早也是主要的形態之一. 他說:｢十二經筋, 是指為
十二經脈所聯繫的筋肉系統. 筋, 就是現在所稱的肌肉舊稱
筋肉;其附著于骨的部分則稱腱. 經筋, 是就筋肉的生理功
能和病理現象, 結合十二經脈的循行部位來論述｣42). 此段的英
文翻譯: “The twelve muscle regions refer to the muscle 

system related to the twelve regular meridians. The 
word “muscle” is explained as “the power of the flesh”, 
referring to the flesh that can produce the power, i.e., 
“the muscle” in the modern times or “the tendon and 
muscle” in the ancient times.”43) 李鼎又進一步比較｢脈｣與
｢筋｣二者病痛, 疾病的差異分別:｢經脈病要循經取穴, 筋病則可
以痛為輸.｣44) 這一段的英文譯文: “For the diseases of 
the meridians, it is advisable to select the points along 
the affected meridians. For the diseases of the muscle 
regions, it is advisable to take the tenderness spots as 
the points for acupuncture.”45)肌肉病証要找到痛點. 

上述二段都將中醫的｢肌(筋)肉｣理解為muscle. 肌肉的｢痛點｣
可看, 可觸摸. 而Donald Harper 翻譯早期中國文獻包括醫學
出土文獻, 其中｢筋｣理解為muscle46). 而肌肉的身體觀也涉及
早期診法(不是脈診)與按摩, 導引治摩.

接觸是一種醫治方式. 肉身(flesh)的疼痛並不完全來自病人
的體驗告知, 醫治者直接摸, 按而得47). ≪素問. 調經論篇≫
論及病人如果｢皮膚收, 肌肉堅緊, 榮血泣, 衛氣去｣. 榮氣, 衛
氣都是氣的複體48), 有其內在特性(the enfolded order). 皮
膚連接肌肉表面現象, 及血的狀態, 而｢按之則氣足以溫之, 故
快然而不痛.｣49) 反之, 肌肉滑利是身體健全的一個主要指標. 東
漢時期的≪難經≫46難:｢經言少壯者, 血氣盛, 肌肉滑, 氣道通, 
榮衛之行不失于常｣50). 此外, 廖平(1852-1932)發掘早期全
身, 體表的一類診法, 即觸摸｢肌｣, ｢肌膚｣的診皮之法. 診皮與
其他｢診絡｣, ｢診骨｣, ｢診筋｣等多種相關感知的技術51), 同樣與
肌肉身體的認識有關. 中醫外科並不重視脈診. 清代江蘇吳縣的

35) 李鼎. 針灸學釋難. 頁15.
36) 嚴健民. 遠古中國醫學史. 北京:中醫古籍出版社. 2006:70-72.
37) 趙京生主編. 針灸學基本概念術語通典. 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 2014:上冊255.
38) 趙京生主編. 針灸學基本概念術語通典. 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 2014:上冊399.
39) 王雪苔主編. 中華針灸圖鑒. 北京:人民軍醫出版社. 2004:87.
40) 黃龍祥, 黃幼民. 實驗針灸表面解剖學－－－針灸學與表面解剖學影像學的結合. 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 2007:34-41. 又, 黃帝明堂經解剖術語

今譯. 頁331-332.
41) 安井衡. 管子纂詁. 台北:河洛圖書出版社影印. 1976:卷14頁1.
42) 李鼎. 針灸學釋難. 上海:上海中醫藥大學出版社. 1998:16.
43) Li Ding. Perplexities to Acupuncture and Moxibustion. 上海:上海中醫藥大學出版社. 2007:10.
44) 李鼎. 針灸學釋難. 上海:上海中醫藥大學出版社. 1998:17.
45) Li Ding. Perplexities to Acupuncture and Moxibustion. 上海:上海中醫藥大學出版社. 2007:13.
46) Donald Harper. Early Chinese Medical Literature: The Mawangdui Medical Manuscripts. London and New York: Kegan Paul. 1998. 可

查書後索引.
47) 一個初步的討論, 曾文斌. ｢古代按摩導引的發展｣. 按摩與導引. 1996;6:33-35.
48) 衛氣的發現與｢睡眠｣有關, 營氣與呼吸有關. 參見卓廉士啟發性研究. 營衛學說與針灸臨床. 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 2013.
49) 山東中醫學院, 河北醫學院. 黃帝內經素問校釋. 頁632. ｢調經論篇｣.
50) 郭靄春, 郭洪圖編. 八十一難經集解. 天津:天津科學技術出版社. 1984: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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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科世醫王維德≪外科証治全生集. 凡例≫即特別強調:｢不必諳
脈, 儘可救人.｣52). 

維薩里(Vesalius, 1543)的肌肉圖53)與1341年滑壽≪十四經
發揮≫的｢經穴圖｣54), 兩者如何比較?Kuriyama的視覺55), 看
出中國醫學傳統不存在西醫的肌肉. 這二張圖的勉強比較, 是否
是一種已有結論的｢特置假設｣(ad hoc)?但他說:｢滑壽所繪的圖｣56), 
並非原本57). 如中國學者申瑋紅所指出:｢長期以來人們一直將經
穴圖誤作經脈圖, 在學術上造成混亂｣58). 中醫的脈, 穴有各種
圖像形式. 而黃龍祥系統研究歷代中醫各種身體圖像, 雖以為
中醫無｢經筋圖｣(肌肉圖), 然經脈與肌肉如果｢以圖形的方式表
達, 非常相似.｣59) 黃龍祥指出, 辨識肌肉間相互關係及｢特定
凹陷｣定位穴位是中醫的核心知識:｢古代針灸醫家為了針灸腧穴
定位, 對于肌肉的走行, 相互關係以及在特定體位下所呈現出的
特定凹陷等, 有極為細密的觀察.｣60) 換言之, 栗山的說法如果
成立, 他所舉的所謂滑壽的經穴圖像, 根本無從辨認穴位的所在. 
黃龍祥上說為右證, 以下晚清醫家葉霖之說可列為發明:｢人身皮
內之肌, 俗名肥肉; 肥肉內夾縫中有紋理, 名曰腠理, 又內為瘦肉, 
瘦肉兩頭即生筋, 筋與瘦肉為一體, 皆附骨之物也.｣61) 中醫無
肌肉的悖論, 未領有趣, 甚或穿鑿. Kuriyama看圖說話, 無深入
中醫人體圖像的內在(implicatio)意涵.

中醫生具備著看病的閱歷(lived through)之眼, 而擁有一種
｢能看｣的感受力(susceptibility). 他們可以分辨多樣化, 相似的

身體圖像, 幾微之別, 與其臨診上所做的(doing)的事情結合起來.

中醫的肌肉(分肉, 肉, 筋等), 是 為主要的身體觀. 包括
中醫對眼睛結構的了解. ≪靈樞. 大惑論≫:｢肌肉之精為約束｣, 也
就是｢肌肉之精主于脾, 生化而成眼胞｣, 上連于腦部, 後出于項
中間62)生理活動. 而眼科手術也是一種肌肉手術63).

中醫外科肌肉身體觀的病理過程, 有｢不仁｣(沒有感覺)等的
體驗. ≪素問. 風論≫涉及衛氣及肌肉病變:｢風氣與太陽俱入, 行
諸脈俞, 散于分肉之間, 與衛氣相干, 其道不利, 故使肌肉憤 (按
肌肉腫起)而有瘍, 衛氣有所凝而不行, 故其肉有不仁也.｣64) 這
裡的｢肉｣即指的即是｢肌肉｣. 肉體是物質的fruition. 可見外在體
表的腫瘍, 以及在肌肉與肌肉之間不可見的病邪, 成為生病中的
狀態(insurgency). 而≪素問. 生氣通天論≫:｢營氣不從, 逆于肉
理, 乃生癰腫.｣65) 外科病證顯然是一種肌肉病變. 因此, 陳實
功(1555-1636)總括外科病證的特色:｢瘡(按外科病證之泛稱)
乃肌肉破綻之病｣66). 而暴力外傷, 胡廷光(生卒年不詳)的≪傷
科匯纂≫也以為:｢凡打擊跌仆, 肌肉先傷｣67), 而後由肌肉損及
氣血變異.

肌肉病變在一定的條件下必須手術. 與朱費元時代相近, 由
清政府組織吳謙等編輯的醫學教科書≪醫宗金鑒≫(1742年)的
手術態度:

51) 廖平. 廖平醫書合集. 天津:天津科學技術出版社. 2010:124-142.
52) 王維德著, 馬培之評. 繪圖馬評外科症治全生集. 清. 上海:鑄記書局. 1914:3, ｢凡例｣, 全生集 版本極多.
53) 十六世紀前西醫解剖著作｢不帶插圖｣或只有示意圖. 人體結構是首次畫出｢肌肉｣等圖像. 見阿克塞爾. 凱恩等著, 閏素偉譯. 西醫的故事 (Une Histories de la Médecine). 北京:商務印書館. 2015:102-107.
54) 中醫｢經脈圖｣與｢穴位圖｣ 早是分開的. 二系之圖像在｢輸穴歸經｣的過程派生出混合型. 宋代以後, 脈, 穴, 銅人圖（表現穴位）三者並行. 見:潘萍, 郭

義, 王東強, ｢‘明堂圖’源流簡考｣. 針灸臨床雜誌. 2008;24(5):1-3.
55) 栗山茂久的原文 : Muscularity was a peculiarly Western preoccupation. On the other hand, the tracts and points of acupuncture entirely 

escaped the West’s anatomical vision of reality. Thus, when Europeans in the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ies began to study 
Chinese medical teachings, the descriptions of the body they encountered struck them as “phantastical” and “absurd”, like tales of an 
imaginary land. 見:Shigehisa kuriyama. The Expressiveness of the Body and the Divergence of Greek and Chinese Medicine. New York: 
Zone Books. 1999:8.

56) 栗山茂久著, 陳信宏譯. 身體的語言―――從中西文化看身體之謎. 台北:究竟. 2001:12. 栗山作品引用滑壽圖是1341年Fujikawa Collection, 其實
根本沒有這個版本. 現存≪十四經發揮≫日本刻本都來自明代刊本. 參見李玉清主校. 十四經發揮 北京:中國醫藥科技出版社. 2011. <校注說明>. 
另頁38, 與栗山引之圖也不同.

57) 現存十四經發揮皆明刻本. 日本1649年, 1709年, 1731年傳本, 並非原本. 薛鳳奎. ｢考十四經發揮傳本系統｣. 吉林中醫藥. 1986;6:36-37.
58) 申瑋紅. ｢正確鑒別經穴圖與經脈圖｣. 針刺研究. 2008;33(4):277.
59) 黃龍祥. 中國針灸史圖鑒. 青島:青島出版社. 2003:上卷413.
60) 黃龍祥. 黃龍祥看針灸. 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 2008:80.
61) 葉霖. 難經正義. 清. 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 1990:108.
62) 關于中醫眼睛之討論, 見烟建華. 中醫生理學歸真. 北京:中國中醫藥出版社. 2014:104-106.
63) 參見孟慶雲. 收入氏著, 中醫百話. 唐代詩文中的眼外科手術. 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 2008:174-177.
64) 山東中醫學院, 河北醫學院. 黃帝內經素問校釋･風論篇. 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 2009:441.
65) 山東中醫學院, 河北醫學院. 黃帝內經素問校釋･生氣通天論篇. 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 2009:31.
66) 陳實功. 外科正宗. 明. 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 2007:14.
67) 胡廷光. 傷科匯纂. 收入中醫必讀百部名著. 傷科卷. 清. 北京:華夏出版社. 2008: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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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者, 壞肉也. 諸書云:腐不去則新肉不生. 蓋以腐能浸淫
好肉也, 當速去之. 如遇氣實之人, 則用刀割之取效; 若
遇氣虛之人, 則持藥刀以化之68).

｢速去｣為手術割除腐肉. 氣虛之｢氣｣即前≪瘍醫探源論≫的｢元
氣｣. ≪醫宗金鑒≫又說內膿: 

內膿不出, 肉堵塞瘡口者, 用刀開割之. 軟漫無膿, 不
腐潰者, 陽虛也, 助以溫補之劑以生其陽69). 

此處同樣主張以手術處治｢內膿｣及 肉(肌肉). 人體的｢膿｣, 
是有｢物質本性｣70)的. 在朱費元≪瘍醫探源論≫便以｢釀酒｣的
比喻來論述膿.

朱費元說:

為上氣旺而膿自成耳. 如釀酒然, 必草蓋蓋之上, 下四圍
復柴以輔之, 使氣不一毫宣泄, 而後熏蒸糜爛, 至于日至
之時, 佳釀乃成. 假使從中去蓋泄氣, 即為傷風凍漿, 氣
滃味酸, 遂成敗物. 外科之妄用刀針者亦猶是耳71).

釀酒｢去蓋｣是相當形象的比喻───不可在膿未成時急著動
手術. 朱氏提到製佳酒｢發酵｣的過程(不可使其｢味酸｣). 其中, 
釀酒過程不能缺少的原料｢曲｣, 一種人工物質. 中國化學史家
曹元宇(1898-1988)以為中國古代｢用麥做原料(有時也加一
些其它穀類, 甚或完全不用麥), 種上所要的微生物, 給它適當
的溫度和濕度, 使微生物繁殖起來.｣72)佳釀好酒如的適當時候出
膿可以手術;反之｢敗物｣膿未熟, 不可妄用手術. 或者說, 時機不
適當時施行手術, 好肉成為敗物, 不能收口. 敗物之｢物｣是在製
造步驟中可塑的(maueable). 朱氏≪瘍醫探源論≫的疑問───
｢膿熟不針, 將毒氣內陷腐化深大奈何?｣73)外症內陷腐化有｢化
酵｣的暗物質想像. 膿熟還是該動手術的.

中醫外症的｢膿｣, 也曾與季節交替相類比. 十八世紀浙江紹
興的儒醫世家祁坤編≪祁氏家傳外科大羅≫(按大羅係｢大全｣
之意), 在這本抄本載:｢濕熱相合, 則生肌肉而為膿. 遠取諸物
以比之, 一歲之中, 大熱無過於夏, 當是時諸物皆不壞爛. 壞爛
者, 交濕冷大行之際也.｣74) 天氣濕, 熱, 物質比夏季更易腐化. 
而腐爛之肌肉, 以湯藥補脾胃之氣. 同書繼續說:｢肌肉者, 脾胃
之所主, 收歛遲速, 由氣血之盛衰, 惟補脾胃, 此內治也.｣75)

手術必等待｢膿熟｣之時?古代醫者如何辨識｢膿｣?東漢字書≪說
文解字≫解釋膿者｢腫血｣. 體表可見的腫大, 及體肉腐化的污血(津
液, 見本文下一節的討論)所形成的. 疾病史學者余雲岫(1879-1954)
理解中國早期的｢膿｣指出:｢古人于癰腫, 多不輕易切破, 迨其潰
爛而出, 其中之膿已起溶解作用, 稀薄流動, 而與血相混和, 成
黯赤色或淡赤色, 竟似血矣.｣76) 易言之, 膿係｢潰血｣的病理複
體. 不過, ｢迨其潰爛｣又是何時?朱費元姑息的治療心態:｢瘍之輕
者, 用刀針而生, 即不用刀針而亦生;重者, 用刀針而死, 反不
若不用刀針而亦死之, 于心稍安也｣77). 也就是瘍患若必死, 也
不要死在手術. 為什麼?

今本≪黃帝內經. 素問≫第一篇論述, 人的｢健康｣狀態經由保
養及養生:｢獨立守神, 肌肉若一｣78). 什麼是｢神｣?｢若一｣又如何
理解?神及肌肉兩者是什麼關係?東漢時期的思想家桓譚論｢形｣, 
｢神｣觀:｢肌肉枯腊, 而精神不為之能潤澤｣79). 精神對｢肌肉筋
骨｣80)有滋潤的作用. 如上述的好酒賜予生命的活力. 而｢神｣即
人生命活力的表現, 如劉炳凡所說:｢心藏神(≪素問. 宣明五
氣論≫), 神者水穀之精氣也, 粥漿入胃則虛者活, 以其胃氣
未絕, 謂神尚存也, 說明得神與失神和脾胃功能有密切關係.｣81) 
神具備有｢粥漿入胃｣的物質性. ｢神｣之宿能及複體, 其本性恰與
中醫物質集團相埒. 晚清醫家陳嘉璴撰<土多論>一文, 這裡的
｢土多｣指的就是｢人之一身從頭至足, 肌肉為多｣. 陳氏引用古典
｢土主脾骨二臟｣, 與飲食有關. 一個人從｢肌肉漸充｣至｢肌肉消

68) 吳謙等編. 御纂醫宗金鑒. 清. 太原:山西科學技術出版社. 2011:630. <去腐類方>
69) 吳謙等編. 御纂醫宗金鑒. 清. 太原:山西科學技術出版社. 2011:614-615. <虛實治法歌>
70) 借用A. D. Smith著, 趙玉蘭譯. 胡塞爾與笛卡兒式沉思. 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2007:256.
71) 朱費元. 臨証一得方. 清. 頁135.
72) 曹元宇. 中國化學史話. 南京:江蘇科學技術出版社. 1979:235-236.
73) 朱費元. 臨証一得方. 清. 頁133.
74) 祁坤. 祁氏家傳外科大羅. 清. 北京:中醫古籍出版社影印. 2014. <膿>. 此書為手抄本, 無標示頁碼. 全書有38個標題.
75) 祁坤. 祁氏家傳外科大羅. 清. <生肌>
76) 余雲岫. 古代疾病名候疏義. 北京:學苑出版社. 2012:113.
77) 朱費元. 臨証一得方. 清. 頁133.
78) 山東中醫學院, 河北醫學院. 黃帝內經素問校釋. 頁10. <上古天真論篇>
79) 吳則虞輯校. 桓譚新論. 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14:7. <形神>
80) 吳則虞輯校. 桓譚新論. 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14:7.
81) 劉炳凡. 脾胃學真詮. 北京:中醫古籍出版社. 199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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瘦｣的變化, ｢豈非土衰, 而四臟皆無所養歟?｣82)而神(numinousness)
作用的充沛, 外顯表現在可見的肌肉的｢若一｣.

外科病證不可用手術, 原因是肌肉腐爛深化, 同時導致病人｢神｣
脫病變. 朱氏的≪瘍醫探源論≫兩次言及與｢神｣有密切的｢脫証｣. 
他說:手術｢誤有傷損, 流血昏脫, 立見危殆.｣83) 手術的危險往
往是立即的. 中醫的出血, 瀉下, 汗, 亡陽竭陰等都會出現神｢脫｣. 
朱費元另用｢暈厥｣等狀態描述手術留下的各種後遺症:

膿未灌足, 驟加針刺, 虛者大膿大血, 氣亦隨脫, 實者負
痛哀號, 一時暈厥. 即不然, 略泄清膿或流血水, 僵肉峻嶒, 
化頭不一, 遷延時日, 誰階之厲?萬甚至一, 或不慎, 或損
內膜, 或傷筋脈, 重則殞命傷身, 輕則壞手損足84). 

這裡敘及｢氣亦隨脫｣, 是在手術後流出膿血. 其後果, 如清
代外科醫生王維德所擔心的各種外治療法包括手術引起的長時
間不易收口:｢遭降85), 灸, 鍼, 割, 以致年久不歛.｣86) 不歛, 手
術的傷口易持續的腐爛, 又深又大, 內陷至臟腑. 

手術後果｢或損內膜｣, 造成難以修復的傷害. 何謂｢內膜｣?論
者認為:｢膜的概念 早為皮下肉上的膜狀結構.｣87) 東漢時期劉
熙≪釋名. 釋形體≫:｢膜, 幕也. 幕絡一體也.｣88) 肌肉上的膜
是全身性的. 雖然我們無法一勞永逸地界說｢膜｣;它們往往分佈
于人體內部的｢夾縫｣或｢夾層｣. 晚清醫家周學海說:｢膜原者, 夾
縫之處也.｣ 又說:｢臟腑之繫, 形如脂膜, 夾層中空, 即原也｣89). 
這些不規則, 結連人體內部的薄皮碎片(fractal), 又如周氏所說:
｢人身皮與肉交際之處, 有膜以橫絡其中｣90). 肌肉有｢筋膜｣91). 
晚清醫家朱沛文則｢引≪素問. 痿論≫說:肝藏筋膜之氣也.認

為肝之津液輸送到全身各個部位去營養筋膜.｣92) 而骨骼也有｢骨
膜｣. 如劉民叔(1897-1960)所說:｢設骨無筋膜, 以為之結絡, 勢
必散而不束, 尚能自為牽繫?｣93)

｢內膜｣應該是內臟或臟腑的膜狀結構. 陳自明(約1190-1272)
稱之為｢藏膜｣或｢膜子｣94). 這裡的｢膜｣是一種保護膜. 外科外
治法及手術都小心翼翼怕傷及內膜.

為了邀免手術殞命傷身, 而有各式各樣的代替療法. 朱費元
使用方劑, 而且推崇金代時期的醫生李東垣(1180-1251)的外
科治療思維95). 朱氏的瘍醫｢探源｣之｢源｣, 不是溯源自≪內經≫
或≪傷寒論≫等經典, 而是李東垣一系的看法(theoria). 他在
≪瘍醫探源論≫兩度提到李東垣氏. 其中一次明白指出, 外科｢治
之之法要, 惟宗東垣成法｣96). 朱費元並沒有別立心裁, 在≪瘍
醫探源論≫引述李東垣的具體三種方法―――｢疏通｣, ｢托裡｣與
｢和營衛｣:

東垣李先生所以設疏通, 托裡, 和營衛三法也. 未成者, 疏
通自消;已潰者, 和營益衛以生新;歛口已成, 則托裡主之. 
托裡者, 托其氣, 以使毒外達而潰97). 

上述外科三法, ｢未成｣似為病證初期;｢托｣98)毒使之外出, 為
病証中期;｢已潰｣為膿出肉腐為外証末期. 朱氏引用李東垣之說, 
出自其≪活法機要, 瘡瘍証≫:

治瘡之大要, 須明托裡, 疏通, 行榮衛之三法. 內之外者, 
其脈沉實, 發熱煩躁, 外無焮赤, 痛深于內, 其邪氣深矣, 
故先疏通臟腑, 以絕其源; 外之內者, 其脈浮數, 焮腫在外, 

82) 收入明. 周慎齋. 醫家秘奧. 北京:中國中醫藥出版社. 2011:244-245. <附>文. 周氏書, 有陳嘉璴注解.
83) 朱費元. 臨証一得方. 清. 頁134.
84) 朱費元. 臨証一得方. 清. 頁135.
85) 降藥, 為中醫外科外用藥. 以汞或汞化物為主藥. 參見:江玉, 和中浚. ｢明清醫家應用外科丹藥概述｣. 時珍國醫國藥. 2011;22(6):1476-1477.
86) 王維德著, 馬培之評. 繪圖馬評外科症治全生集. 清. 頁3. <凡例>
87) 高嘉駿, 申秀雲, 李明倫, 羅菊芬. ｢筋膜與膜原關係探討｣. 中華中醫藥雜誌. 2012;27(9):2395.
88) 畢沅. 釋名疏證. 清. 台北:廣文書局景印. 1979:13.
89) 周學海. 讀醫隨筆. 清. 北京:人民軍醫出版社. 2010:138. <伏邪皆在膜原>. 周氏各篇短文, 值得細讀.
90) 周學海. 讀醫隨筆. 清. 頁177.
91) 韋以宗. 中國骨科技術史. 北京: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 2009:14.
92) 任應秋. 任應秋醫學講座文集. 北京:學苑出版社. 2008:327.
93) 劉民叔. 劉民叔醫書全集. 天津:天津科學技術出版社. 2011:604.
94) 盛維忠主編. 陳自明醫學全書. 北京:中國中醫藥出版社. 2005:253, 282.
95) 有關李東垣醫學思想的討論極多. 例如, 丁光迪. ｢東垣治療瘰癧的經驗｣: 收入氏著. 東垣學說論文集. 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 頁149-157. 可與本文

的前言合參.
96) 朱費元. 臨証一得方. 清. 頁135.
97) 朱費元. 臨証一得方. 清. 頁133.
98) 托法的｢托｣, ｢起｣之意. 中醫外科托裡為｢治表｣, 或｢通過補益藥扶助正氣｣等. 見高超義. ｢中醫外科托法之探討｣. 廣西中醫藥. 1995;18(1):3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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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証外顯, 恐邪氣極而內行, 故先托裡也; 內外之中者, 外
無焮惡之氣, 內亦臟腑宣通, 知其在經, 當和榮衛也99). 

外瘍如由內(臟腑)所引起, 體表無｢形証｣, 例如內癰. 再有外
顯于體表, 以及內外都無具體表徵而且經脈受阻. 按病邪在體肉
的淺深, 給予不同的內治及藥物治療. 因為李東垣主張｢脾胃｣100)
的調理為主, 而脾胃與人體肌肉功用有關, 這也是朱費元內治療
法與李東垣外科思維的內在連繫所在.

李東垣對外科的治療, 如上所述, 不只是｢內｣, ｢外｣及｢內外
之中｣等病位辨病. 而是在中醫外科的治療產生一種｢病機｣的革
命. 中醫的｢病機｣101)從病因到發病的過程的認識, 借用孟慶雲
的說法, 其治療方子範圍也擴大, ｢只要合乎病機就可以用相應
的方子, 這樣給大夫的治療帶來了更大的靈活性.｣102) 而中醫
外科應用 多內科的補方. 徐大椿(1693-1771)即批評明代中
葉以下, 中醫外科吃補方的風氣:｢凡外症用補中益氣, 八味, 六
味, 十全大補內科之方, 其藥味全與外科無涉者, 皆薛立齋之惡
習.｣103) 薛立齋(1487-1559)是明代中期 富盛名的外科醫生. 
另外, 柯琴(大約生活于1662-1735年間)也指出:｢外病必本于內, 
故薛立齋于外科悉以內治.｣104) 因此, 我們可以將十八至十九
世紀間朱費元≪瘍醫探源論≫放在金代李東垣───明代薛立
齋此一系列鬆散的外科譜系(families)做初步的觀察.

三. 中醫｢津液｣的體驗及手術之式微

- 身體觀的重置

中醫外科病證, 如持續流血及流膿等, 造成｢瘡瘍日久, 以致
津液耗傷｣105)的狀態. 中醫的體液包括二大類即:｢津｣與｢液｣. 李
鼎以為:｢津是向外分泌的液體, 包括汗液, 唾液等.｣又說:｢而
液則主要停留于內部, 存在于骨節, 腦髓, 孔竅等處, 起滑潤
和滋養作用.｣106) 更重要的是, 津液與｢氣｣, ｢血｣可以相互轉化
暗物質. 如吳考槃(1903-1993)總結:｢氣即津之蒸發的;津即氣
之生化的;血是液之純粹的;液是血之異形的.｣107) 體液生化, 異形, 
如翻譯李鼎相關津液說法: “the essential substances generated 
and transformed from water and grain, and possess their 
own physiological and pathological features respectively.”108) 
津液生成轉化來自飲食及營養. 這裡的substance意思也是matter.

中醫曾將人體稱為｢明堂｣. 醫學史家謝觀(1880-1950)以為: 
｢明堂二字, 為古人稱人體生理之名, 其義未聞.｣109) ｢明堂｣
為天子政教活動的建築110). 而用建築表達人體不同部位, ≪內
經≫以明堂稱鼻部, 又以建築名稱｢闕庭｣指兩眉間, 額部, 以及
｢蕃蔽｣稱兩頰外側, 耳門的肌肉111). 而論述經脈流注之中醫專
書, 也稱為｢明堂｣. 明堂制式, ｢周旋以水｣象天, 是個小宇宙112). 如
果比喻人體是｢大房子｣, 水液如｢水穀精氣津液｣113)便是無形的
結構. 而≪靈樞. 經脈≫用建築用語:｢肉為墻｣114). 也就是肌肉
像人體的墻壁. 而津, 液, 如法國科學哲學家Gacheton Bachelard 
(1884-1963)的｢物質的想像｣, ｢可塑造的物質, 一種由土和水
相結合的曖昧的材料.｣115) 在中醫｢土｣也是肌肉的象徵. 身體
建築周旋以水.

中醫津液複體, 如秦伯未(1901-1970)體會的中醫 為核心
的｢上液之道｣. 其來源于胃氣, 與腦髓的流通:｢嘗考其發生之源, 

99) 李東垣. 李東垣醫學全書. 金. 太原:山西科學技術出版社. 2012:198-199. 其中, 活法機要一書的作者應為‘李東垣’. 見李仁述. ｢活法機要考｣. 
甘肅中醫學院學院. 1986;1:53-54.

100) 一個可靠的研究, 見李聰甫, 劉炳凡編. 金元四大醫家學術思想之研究. 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 1983:158-216.
101) 有人以為:｢病機關注的是生命體內各子系統間的結構和秩序｣. 見:魏雅川, 盧賀起, 閏慧, 楊坤杰. ｢病因病機是不同層次的概念｣. 湖北中醫雜誌. 2007; 

29(1):18-19.
102) 孟慶雲. 孟慶雲講中醫基礎理論. 北京:中國中醫藥出版社. 2013:215.
103) 徐大椿. 徐評外科正宗. 清. 北京:中國中醫藥出版社. 2014:249.
104) 柯琴. 傷寒來蘇集. 清. 北京:中國中醫藥出版社. 1998:292.
105) 章真如. 風火痰 論. 頁16.
106) 李鼎. 針灸學釋難. 頁44.
107) 吳考槃. 黃帝素靈類選校勘. 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 1986:196. <津液>之部.
108) Li Ding. Perplexities to Acupucture and Moxibustion. Shanghai:Shanghai University of TCM. 2007:32.
109) 謝觀. 中國醫學源流論. 福州:福建科學技術出版社. 2003:66.
110) 沈聿之. ｢西周明堂建築起源考｣. 自然科學史研究. 1995;14(4):381-390.
111) 劉衡如. 靈樞經校勘本. 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 2013:103. 靈樞･五音五味前四段就是個明堂圖.
112) 出自禮記･明堂陰陽錄佚文. 見葛志毅, ｢明堂月令考論｣. 求是學刊. 2002;29(5):106.
113) 劉衡如. 靈樞經校勘本. 頁97.
114) 劉衡如. 靈樞經校勘本. 頁37.
115) Gacheton Bachelard 著, 顧嘉琛譯. 水與夢―――論物質的想像. 長沙:岳麓書社. 2005: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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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泉玉英者, 上液之道也. 玉英謂唇內齗交, 胃腑之精液. 一從
任脈而出於舌下之廉泉;一從脊骨髓空而上通於腦, 口中津液, 由
此滋生.｣116) 人體津液的軟物質來自脾胃的精微體液. ≪靈樞. 
脹論≫:｢廉泉玉英, 津液之道也.｣117) 廉泉, 玉泉位于奇經任
脈上的穴道. 宋人張秉以為:｢每將旦一粥, 甚系利害. 如或不食, 
則終日覺臟腑燥渴. 蓋能暢胃生津液也.｣118) 這裡的津液係｢口
中津液｣及相關的臟腑陰液. 而養生修練重視｢津液上下流通｣119). 
利用他人的津液補充個人津液, 如明代的神仙小說≪韓湘子全傳≫
描述的:｢心生肝, 肺生唾, 唾出為液, 采取之時咂定女子舌尖, 
攪他舌底, 則玉泉湧出華池, 津液滿口, ……送下丹田, 灌溉五
臟.｣120) 這是房中內丹術製造的津液. 津液是物質液態｢氣｣的複
體(assemblages of matter).

中醫自公元十一世紀輾轉留下的臟腑圖像(存真圖), 特別值
得注意的是大量｢側面｣表現的圖像. 中醫明堂圖都是由｢三人圖｣
演變而來. 例如, 明代蔣學成編的≪尊生要旨≫有<內境左側之
圖>, <內境右側之圖>121), 其重點在描述體內核心津液的流動
及保存. 左側與右側不同. ≪內經≫｢有所謂｢四海｣生理及病理
的論述, 與臟腑各種側面圖可以參看. 而一直爭論不休的｢三焦｣
器官, 由中醫文獻學家龍伯堅(1900-1983)經典的研究<黃帝
內經中的三焦考>, 應該是有形的, 包括胸腔和腹腔運送津液等
的｢水道｣122). 津液是流動于人體水道的暗物質(dark matter). 

外症瘡瘍致使津液病變. 朱費元的病案載:｢勞傷, 腎乏津液不
能上承, 腰痛｣123). 而本文上一節論及的膿(或稱｢脂｣)不歛, 也
會使整體津液代謝失調. 朱氏的病案論痔漏, ｢脂水常流, 津液
因之漸耗｣124). 又, 流痰｢流脂不止, 津液日耗｣125). 瘡口若不
收, 成為慢性症, ｢津枯成怯｣126);｢怯｣係情志不適. 而津液代謝
病變也常與膿脂連稱. 例如, 朱氏病案載:｢臭水津脂｣127), 以及

在肌膚不斷擴大病理體液, ｢延蔓津脂｣128). 也有外症｢翻花瘡
時流鮮血, 日漸翻大｣129).

上述體液｢漸耗｣, ｢日耗｣或｢延蔓｣, 關乎醫者對津液的｢量｣的
關心. 而且, 對津液的量與患者生病過程連繫起來. 例如鄧中甲
的體會:｢中醫有個動量原理, 從它一開始的時候, 就把物質的運
動, 在運動中體現出它的量這一點緊密聯繫在一起, 量和運動密
切不可分.｣130) 因此, 體液的量是｢運動｣(doing)中. 有閱歷的
醫生足以察知病人體內外各種邊緣身體經驗calculus的量變. 例
如, 清初浙江的世醫張錫駒≪傷寒論直解≫, 其後學以為調理
胃氣(津液)不當的後果:

夫大汗出, 法應衛家當微, 今反更實者, 因榮血之虛而衛
更實也, 衛氣實, 故迫其津液四射而出, 或小便利, 或大
汗出, 或成暴液, 皆津液之四射也. 津液四射, 則榮竭血
盡矣, 榮竭血盡則乾煩而不得眠矣. 薄, 化也. 暴, 惡也. 
血化肉消, 而變成穢惡之液, 四射而出, 從下而利也. 醫
不知為血化肉消之液, 而反以為胃實, 復以毒藥攻其胃, 絕
其榮衛氣血之源, 此為重虛. 始為孤陽, 今反為客陽矣, 
客陽不久, 其去有期, 氣血俱盡, 陰陽兩亡, 始成暴液, 至
此而如污泥, 必下之而死.131)

津液種種病變(小便, 大汗等體液), 化為｢穢惡之液｣, 致使病
人｢血化肉消｣終致死亡. 對身體體液微｢量｣的觀察及調節, 是中
醫的主要特點之一.

保存津液, 成為治療過程的核心. 清代名醫陳修園(1753-1823)
敘傷寒病必須｢存津液, 是真詮｣132). 陳氏對津液的重視有自注
小字:

116) 秦伯未. 生理學講義. 上海:秦氏同學會. 1930:6. <津液之研究>
117) 郭靄春. 黃帝內經靈樞校注語譯. 天津:天津科學技術出版社. 1989:277.
118) 張耒. 柯山集 (聚珍本). 宋. 卷42頁499. <粥記贈邠老>
119) 劉一明. 黃庭經解. 清. 收入氏著. 指南針. 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 1990:127. 又, 劉寧. 劉一明修道思想研究. 成都:巴蜀書社. 2001.
120) 雉衡山人. 韓湘子全傳. 明. 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 1989:70.
121) 蔣學成輯. 尊生要旨. 明. 北京:中國中醫藥出版社. 2015:33-34.
122) 龍伯堅. 黃帝內經概論. 上海: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 1980:148-152.
123) 朱費元. 臨証一得方. 清. 頁38.
124) 朱費元. 臨証一得方. 清. 頁81.
125) 朱費元. 臨証一得方. 清. 頁122.
126) 朱費元. 臨証一得方. 清. 頁122.
127) 朱費元. 臨証一得方. 清. 頁107.
128) 朱費元. 臨証一得方. 清. 頁111.
129) 朱費元. 臨証一得方. 清. 頁110.
130) 中醫｢量｣的討論, 參見鄧中甲. 中醫學基本思維原理十講. 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 2014:20-23.
131) 張錫駒. 傷寒論直解. 清. 北京:中國中醫藥出版社. 2015:221.
132) 陳修園. 醫學三字經. 清. 北京:學苑出版社. 201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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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津液是全書(建民按:≪傷寒論≫)宗旨, 善讀書者, 讀於
無字處. 如桂枝湯甘溫以解肌養液也;即麻黃湯直入皮毛, 不
加薑之辛熱, 棗之甘壅, 以外治外, 不傷營氣, 亦養液也;
承氣湯急下之, 不使邪火灼陰, 亦養液也;即麻黃附子細辛
湯用附子以固少陰之根, 令津液內守, 不隨汗渙, 亦養液
也;麻黃附子甘草湯以甘草易細辛, 緩麻黃於中焦, 取水穀
之津而為汗, 毫不傷陰, 更養液也. 推之理中湯, 五苓散, 
必啜粥飲;小柴胡湯, 吳茱萸湯皆用人參, 何一而非養液之
法乎?133)

整個治療目的是｢令津液內守｣, 也為了｢養液｣. 而｢啜粥飲｣, 
｢用人參｣等各種做法, 目的之一也是為滋生津液. 陳氏強調津液, 
本自≪傷寒論≫:｢凡病, 若發汗, 若吐, 若下, 若亡血, 亡津液, 
陰陽自和者, 必自愈.｣134) 晚清醫家周學海(1856-1906)以為
清初葉天士也有類似的想法:｢葉香岩≪溫熱論≫謂養陰不在補
血, 而在生津. 王孟英釋之曰:此增水行舟之法也. 有味乎其言
之也.｣135) ｢味乎｣即醫者體驗有道之說. 周氏又說:｢夫血猶舟也, 
津液水也. 醫者于此, 當知增水行舟之意.｣136) 我們顯然還有
一些重要, 困難的身體史問題沒有解答.

中醫外科甚至產生｢仲景外科｣一支137). 陳修園更是質疑外科
的各種技術包括外治法:｢儒者薄之(按外科)而不言, 所以愈趨而
下也. 余少年遇險逆之證, 凡外科束手而無策者, 必尋出一條大
生路, 為之調整, 十中可愈七八. 非有他術, 蓋從≪傷寒論≫中
體認.｣138) 陳氏回歸≪傷寒論≫139)湯方之思路, 包括｢存津液｣
的用藥法則. 朱費元≪瘍醫探源論≫有極類似的說法:

至煎劑之方, 必量人之外感, 內因, 表裡虛實, 寒熱陰陽, 
經絡臟腑強弱之不同, 或內外兼科之証, 或內証因外証而
生, 外証由內証而致, 果能于此潛心體認, 而望, 問, 聞, 
切斟酌行之, 雖不用刀針, 而勝刀針多矣140). 

以湯方代替刀針, ｢而勝刀針多矣｣. 後者尤為損人津液, 與湯
方治療的主旨不同.

明清中醫外科, 對于不同的治療方式施用刀針(手術)或者湯方, 
藥物療治各持己見. 有時好醫生反而受到攻擊. 焦循(1763-1820)
這位好醫士人即以為:｢醫之達者, 其治疾每為庸醫所詬病, 往往
其應如嚮, 又未嘗不詫為神奇.｣141) 同行相嫉. 浙江名醫王孟英
(1808-1868)的同鄉管榮棠不願虛聲漫附, 批評反對手術是｢自
護其短｣(不會手術的醫生, 為自己找的藉口):

仲景治傷寒, 用麻, 桂以發汗, 其汗之不徹者, 針刺出血142)
以代汗. 今人謂麻, 桂不可用而代之, 又禁刺法, 謗為泄
氣, 以致留邪不去, 發為遺毒. 如史傳所載, 雖帝王將相
之病而用刀針者, 不勝屢指. 試問今日遇之, 尚敢出諸口
乎?故曰:時也, 勢也. 可見在昔內証尚須外治, 今則瘍科
專以湯液治外疾, 藉言補托, 遷移時日, 輕淺者糜帑勞師, 
深久者潰敗決裂, 或死無斂具, 或殘體破家. 醫者自謂謹
慎, 而不知殺人無跡; 病者樂于苟安, 而至死不悟. 此即
子產所論水愞弱, 民狎而玩之則多死也. 不意于醫道亦然, 
可不衰哉!彼醫者豈設心欲殺人耶, 實由不能辨其為膿為血
也. 亦有能辨之, 而故緩之以斂財. (亦有不能用刀針, 僅
藉湯液數方, 貌為愛護之言, 以愚病家, 反訾刀針為險事, 
而自護其短, 指蒸膿發熱為內病, 指重証為死証, 果死則
可以顯我之有斷, 幸而不死, 又可邀功能而索謝. 吾誰欺?
欺天乎!古人有戒用刀針之說者, 蓋謂膿未成而戒其早用, 非
一概戒之也. 然則決不可服藥乎? 曰:始則不外汗之則瘡已, 
若瘡家不可發汗, 指既成而言也, 亦非一概戒之也. 善后
不外理脾胃. 數法之外. 不必他求矣143).

管氏論述｢瘍科專以湯液治外疾｣之非. 手術並｢非一概戒之也｣. 
吾誰欺?而外科服藥亦不過｢理脾胃｣幾種治療方法而已.

133) 陳修園. 醫學三字經. 清. 頁95.
134) 未詳. 長沙古本傷寒雜病論. 北京:學苑出版社. 2014:63. 除宋代林億通行本外, 傷寒論有四大古本. 長沙古本也稱‘湘本’.
135) 周學海. 讀醫隨筆. 清. 頁7. 
136) 周學海. 讀醫隨筆. 清. 頁88. 
137) 潘明德. 醫法提要. 北京:學苑出版社. 2014:36.
138) 參見黃杰熙. 女科要旨箋正. 太原:山西科學技術出版社. 1995:149.
139) ｢傷寒｣不是外感病証的專稱. 見:陳亦人. ｢傷寒論名實考｣: 收入張喜奎編, 陳亦人醫案醫話. 北京:中國中醫藥出版社. 2012:127-134.
140) 朱費元. 臨証一得方. 清. 頁134-135.
141) 焦循. 雕菰集. 清. 台北:鼎文書局. 1977:152. 焦氏是清代留心醫藥並有著作的士人. 他輯佚第一本吳普本草.
142) 中醫的放血療法, 在歷史上一直存在. 例如, 金元的張從正即非常｢熱衷于刺絡放血之法｣. 而羅天益, 趙良仁等許多醫家亦從之. 見蕭少卿. 中國針灸

學史. 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 1997:320-321.
143) 盛增秀主編. 王孟英醫學全書. 北京:中國中醫藥出版社. 1999: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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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榮棠還質疑有些醫生｢不能辨其為膿為血｣. 也就是有些外科
或內科醫生無法判斷｢膿｣的｢未成｣及｢既成｣等各種外症階段, 
情況, 即施以手術或湯方. 欺天乎!管氏沈痛地說, 醫者治病往
往｢遷移時日｣, 以拖待變. 這種歪風, 早在清初顧世澄的≪瘍醫
大全≫即說:｢疾本易治, 故意延之, 以圖厚謝, 外科尤甚, 造惡
莫大焉.｣144) 外科在中醫各分科 能拖延病情, 應有苦衷, 未
必全以｢斂財｣為目的.

清末這位名不見經傳的外科醫生管榮棠吐露真話. 除了管氏
上述宏論, 中醫外科為什麼不動手術?借用｢風險｣(risk)的文化
概念145). 手術相較于其他治療方法如藥物療法更具有各式各樣
的風險. 但朱費元≪瘍醫探源論≫只強化某些風險, 同時淡化其
他重要的手術風險(如麻醉, 感染). 

朱氏≪瘍醫探源論≫指出, 中醫手術的靈巧性(handiness)業
已失傳:

求經所謂如橫弩起, 如發機經氣, 已至慎守勿失淺深. 在
志遠近若一, 如臨深淵, 如手握虎, 神無營于眾物者, 誰耶? 
即有手法似古而不能神在秋毫, 猶恐鮮效146). 

朱氏再一次用｢誰耶｣的口吻, 表達他對手術, 刀針之術的遲疑. 
這一段引文的文字有誤, 今人標點也是錯的. 所謂｢求經｣的｢經｣, 
朱費元沒有注明引用醫學經典的出處. 而且, 他將≪素問. 寶命
全形論篇≫的其中兩小段經文, 合成一段. 筆者利用≪瘍醫探源
論≫手抄本(第二頁)原文, 重新句逗如下:

求經所謂｢伏如橫弩｣, 如發機｢經氣已至, 慎守勿失. 深淺
在志, 遠近若一. 如臨深淵, 如手握虎, 神無營於眾物｣者, 
誰耶?即有手法似古而不能｢神在秋毫｣, 猶恐鮮效(括號文
字係≪內經≫原文).

我對≪瘍醫探源論≫並無版本學｢ 初形態｣147)的興趣. 而注
目于朱費元在上文中兩度提到｢神｣的意義. 這個｢神｣的意涵, 與
上一節的｢神｣似不同. 這段文字也是提供, 解答中醫外科身體
物質性的一個關鍵.

｢神｣是醫病關係所共同生產的｢精神狀態｣. 醫者臨床不同于
其日常活動的狀態. 我們從針灸專家趙京生<｢治神｣精義>一文
理解針刺之際, ｢凝神于針. 得氣之後, 仍要全神貫注, 守護已
至之經氣｣148). 而朱費元在上述論點, 提及的醫者｢神在秋毫｣, 
出自≪靈樞. 九針十二原≫:｢神在秋毫, 屬意病者, 審視血脈, 
刺之無殆.｣149) 醫者心專一務, 精神專注在病人身上, 如眼睛, 
血脈等. 醫家操作之技, 旨在于其｢神靜｣150)的基本意志.

而病人的｢神｣(｢昏脫｣)的狀態, 與臨床上發燒, 汗出過多, 口
渴等津液｢量｣的變化及消耗有關. 如吳彌漫所說:｢傷津(亡津), 進
一步又可傷及陰液｣151), 損及臟腑內在的正常體液活動.

津液流失或運行代謝不暢(scatology), 涉及人體汗, 吐, 大
小二便等排泄. ≪靈樞. 决氣≫:｢津脫者, 腠理開, 汗大泄;液脫
者, 骨屬屈伸不利, 色夭, 腦髓消, 脛痠, 耳數鳴｣152). 津, 液
失序, 全身相關腠理, 骨, 脛, 耳等不適. 有感覺的津液藉由人
體不同的居間態產生｢夭｣, ｢痠｣等體驗. 而｢汗法｣雖是治療之一; 
但如姚國美(1893-1952)所說:｢發汗大過, 遂漏不止, 皆未得
汗法之正, 病必不愈｣153). 內臟陰液有變, 從大便, 小便排泄具
體可知. 周學海(1856-1906)即以為:｢凡由內臟外溢者, 大致
于神明之間必有變動, 或飲食, 二便有異也.｣154).

朱費元論中醫手法之｢神｣的消逝, 使用｢發機｣一詞. 原文出
于≪素問. 寶命全形論≫:｢起如發機｣155). ｢機｣係弓弩發射的機
關. 朱氏以為:｢無善用刀針之人, 而致多貽誤｣156). 也就是醫者
喪失手術實做的｢機｣(器械). 有誰會熟練地操作宋代的｢弩機｣?

144) 顧世澄編. 瘍醫大全. 清. 北京:中國中醫藥出版社. 1994:135.
145) Mary Douglas and Aaron Wildavsky. Risk and Culture: An Essay on the Selection of Technical and Environmental Dangers. London 

and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2:35-40. 特別是第二章可參.
146) 朱費元. 臨証一得方. 清. 頁133.
147) 姚伯岳. 版本學.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1993:117.
148) 趙京生. ｢‘治神’精義｣. 南京中醫學院學報. 1991;7(3):165.
149) 河北醫學院. 靈樞經校釋. 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 2009:6.
150) 朱玲, 楊峰. ｢黃帝內經針刺‘治神’辨析｣. 中國中醫基礎醫學雜誌. 2015;21(5):567.
151) 吳彌漫. 內經答問. 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 2007:101.
152) 劉衡如. 靈樞經校勘本. 頁95.
153) 姚國美. 姚國美醫學講義合編. 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 2009:132.
154) 周學海. 讀醫隨筆. 清. 頁142.
155) 山東中醫學院, 河北醫學院. 黃帝內經素問校釋. 頁285.
156) 朱費元. 臨証一得方. 清. 頁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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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費元≪瘍醫探源論≫形容當時有些手術者過于輕率的態度:

吾見今之業是者, 動以刀針為事, 不辨証之寒熱虛實, 經
絡臟腑, 亦不問瘡之大小深淺, 輕重生熟, 到手便開, 倘
若偶然幸中, 自鳴得手, 詆同道為無能157). 

其中, ｢到手便開｣, 即批評用刀者手術之隨便. 朱氏強調必須
審視膿的｢生｣或｢熟｣等症相關因素(coefficients)是不可缺少
的. 在中醫對于｢感染｣的無知, 以及缺乏消毒技術的時代, 手術
｢偶然幸中｣是為的論. 朱費元說:｢明乎割切之難, 必有功也.｣158)
讓病人或醫家了解手術不易, 甚至手術之不可能或不可行, 這是
具教育的終鵠. 他不厭其煩地說:｢再三痛戒, 何訓者諄諄, 而聽
者藐藐耶!｣159)

與朱費元大約時代相近, 署名為｢作德主人｣的醫家的家傳抄
本≪王氏醫宗家學淵源≫, 在這本未出版的手抄醫籍留下一則外
科病案:｢余家大兒婦於三十歲時偶爾項旁作痛, 漸生結核不一而
足, 竟是瘰癧之苖｣, 先施用湯方無效. 之後延請外科醫生, 不服
用湯方, ｢只以面藥膏藥敷貼, 幾至潰爛, 乃用刀針出膿血碗許｣, 
而不歛口. 繼之, 王氏用族姪秘方外用藥貼在患口並湯方, 慢慢
復原160). 可見頸部瘡口有膿, 有時必須實施手術.

中醫手術不是小手術. 舉例來說, ｢對口｣, ｢發背｣等嚴重外症, 
傷口潰腐161). 朱費元的後人在其醫案補述:

對口, 發背二症, 近世粗工往往用刀剖割惡肉, 自夸手法. 
不知此二症生于氣質壯盛之體, 無非風濕熱三因. 症本屬
陽, 半月可得正膿, 一月中腐脫生新矣. 何必用刀?若患于
氣血兩虧之體, 瘡勢平塌黯然而屬陰者, 速進溫補托毒尚

可冀其回陽. 若經剖割極形, 元氣更泄, 毒從內陷, 禍不
旋踵矣162). 

手術往往造成身體永久的傷害. ｢剖割極形｣, 腐化的肌肉手術
後可能造成長久無法收口的瘡口. 明末太醫院醫官龔居中≪外科
活人定本≫也認為發背常用手術, 而｢護法尤恐傷之, 況可妄施
勾, 割乎?｣163)不可動手術是為禁令.

除了對口, 發背在必要時動手術, 我們可另舉乳癌164)的病例. 
金石學者王懿榮(1845-1900)為妻子黃夫人寫的紀念<行狀>, 
內容即是黃夫人的疾病史. 如生產時出血過多165)等. 王氏27歲
時, 長其四歲的妻子罹患乳癌, 治療過程｢為庸醫所誤, 創血涔
涔下, 日數斗. 凡三年, 體氣大虧.｣166) 所謂｢創血｣, 是手術創
口不收口, 大量出血. 晚清孟河的醫生余聽鴻, 在他編著的≪外
証醫案匯編≫, 于乳癌附案中, 敘及一則親歷病案:｢按其瘡軟如
綿, 鬱鬱皆膿, 內中漍漍有聲, 若再遷延, 內傷裏膜.｣167) 余氏
用除膿之法. 黃夫人的病後轉為慢性, ｢每秋冬必大嘔血, 百計不
能止, 病遂大劇.｣168) 吐血之症也與津液失調有關. 黃夫人死
時只37歲, 其中長達七年都在生病. 不難想像, 黃夫人乳癌手
術後, 身體轉差. 清代醫林物望的外科醫生高秉鈞即主張乳癌
的治療:｢清心靜養, 無掛無礙, 不必勉治｣169). 身與貨孰貴?

無論何種外症, 若持續潰爛而有津液枯歇的問題. 例如, 對
清代政府醫學教科書≪醫宗金鑒. 外科心法要訣≫編撰有所指導
的浙江世醫祁坤家族, 在其家傳的≪外科大羅≫稿本即以為:｢潰
瘍時, 雖有口乾, 便秘等症, 由內無津液所致｣170);又說:｢潰後
發熱作渴, 宜用益榮生津之劑｣. 或者, 瘡口不收之時, 而｢出血, 
或漸大而不歛者, 氣不守血也｣171), 預後不良.

157) 朱費元. 臨証一得方. 清. 頁136.
158) 朱費元. 臨証一得方. 清. 頁134.
159) 朱費元. 臨証一得方. 清. 頁134.
160) 作德主人. 王氏醫宗家學淵源. 清. 北京:中醫古籍出版社影印. 2008. 此書為清抄本. 無頁碼. 卷四 <外科>
161) 中醫｢對口｣, ｢發背｣, 參見:張贊臣. ｢腦疽証治｣. 上海中醫藥雜誌. 1960;5:203-207. 凌雲鵬. ｢發背搭手的辨症與治療｣. 上海中醫藥雜誌. 1957;9:40-42.
162) 朱費元. 臨証一得方. 清. 頁138-139.
163) 龔居中. 外科活人定本. 明. 北京:中國中醫藥出版社. 2015:5.
164) 乳癌的歷史, 參見酒井シヅ. ｢乳ガンの歷史｣: 收入華岡流醫術の世界. 島根縣:ワン. ライン. 2008:14-23. 華岡青洲(1760-1835) 曾用｢麻沸散｣施

行成功的乳癌手術.
165) 王懿榮. 王懿榮集. 清. 濟南:齊魯書社. 1999:92.
166) 王懿榮. 王懿榮集. 清. 頁93.
167) 余聽鴻編. 外証醫案匯編. 清. 上海: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 2010:171.
168) 王懿榮. 王懿榮集. 清. 頁94.
169) 高秉鈞. 瘍科心得集. 清. 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 2006:56.
170) 祁坤. 祁氏家傳外科大羅. 清. <下>
171) 祁坤. 祁氏家傳外科大羅. 清. <潰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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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液做為臨床上的｢客體｣, 係與中醫相互依存的外科肌肉身體
感的實在基礎(realist basis). 醫者仔細感受病人物質的流失, 
變化意味某種｢肉身實在｣, 不是思想家梅亞蘇(Quentin Meillassoux, 
1967-)流的｢實在｣172). 

中醫有手術, 但儒醫式的外科不動手術. 後者成因之一, 是
中醫外科物質的身體觀. 手術留下永久的傷口, 生前如此, 死後
靈魂亦然. 我多年前討論中國傳統｢靈魂觀｣的文章以為:中國古
代屍體, 骸骨有｢知覺｣的信仰是普遍的:｢傳統靈魂觀似乎有身
體化或骨骼化的傾向.｣173) 肉身不是罪惡的, 混濁的. 死後
實體, 肉體與靈魂一起轉化. 中國葬 有｢全屍｣的做法及信仰, 保
持屍體完整, 沒有損傷, 也與這套｢身體化｣或物質化的靈魂觀有
關174). 如紅紹原(1898-1983)開創性的身體法術史研究≪髮
鬚爪≫所說:

魂靈若永遠離開了軀殼, 謂之死. 但驅殼的完全與否, 並
非與魂靈絲毫無關. 被人斫去頭致死者, 他的鬼必定是無
頭鬼;被人把心肝掏了去喂狗的, 他的鬼必定是開著膛, 流
著血, 四處尋找他的心肝. 牙齒倘若在生前被敲去, 其人
死後做鬼時, 必仍缺少牙, 既不雅觀, 又不便咀嚼. 髠者作
了鬼, 頭上精光, 難免受儕輩恥笑175).

人死後的靈魂狀態, 與其生前｢驅殼的完全與否｣有關. 若手
術｢開著膛, 流著血｣而死, 死後魂魄鬼身亦然. 手術不可鄉邇. 
如｢髠｣等肉刑, 手術如同刑罰.

如本文一開始引用的朱費元瘰癧病案, 其≪瘍醫探源論≫也
提到｢王道｣:｢不用刀針之尚不失為王道也.｣176) 這是朱氏反對
手術極為偏好的(preferential)的說法. 這種風氣, 清初安徽歙
縣的名醫吳楚<戒托名王道>:

今人不知｢王道｣二字之解, 但以藥性和平輕微無力者, 推
為王道. 服之不效, 則解之曰:｢王道無近功.｣至藥力峻重, 君
臣佐使配合得宜, 實能起死回生, 救危疴, 活人命者, 反視
為霸道, 謬之甚矣.177)

治療方法托名為王道. 吳氏還將醫者喜說王道的風尚放在當時
醫病關係, 大加批評:

今之所謂王道, 非謂其能生人也, 謂其能牢籠俗眼耳. 蓋
輕飄之藥, 醫人可不用擔心, 病人又無所疑畏, 旁人執方
又無可斑駁, 更一醫視之, 又無從詆毀, 非之無可舉也, 刺
之無可刺也. 孔聖所謂德之賊也, 而奈何尊之為王道哉?噫!
如是之謂王道, 竊恐病人其鬼道矣. 此余之所痛戒也178). 

足以｢牢籠俗眼｣的治療方法 受病人歡迎. 而手術在這種情
況不會得到適當的發展. ｢王道｣應是反對手術 好的藉口. 朱氏
所說王道, 也是｢鬼道｣.

不像同時代的醫家的醫案, 往往大力批評其他醫生. 朱氏卻說: 
｢遇艱難重症, 奇怪瘡瘍, 又必推賢讓能｣179). 他的病例, 大量出
現以下的句子:｢是否有當, 即候高明裁酌｣180); ｢未卜無妨｣181); 
｢再商調治｣182); ｢未議, 再候明眼裁定｣183)等. 這些大量消極用
語, 與明清時期出版的醫案宣傳成功的病例逈乎其趣.

朱費元的治療方法大多是沒有把握的. 其用藥方態度如此, 對
手術也是如此:｢顧謂瘍科外証可以刀針亂試致戕元氣乎哉?｣184)
這一個短短的句子一連用三個虛字:｢顧｣, ｢乎｣, ｢哉｣. 古文虛字, 
如清初袁仁林≪虛字說≫所示, ｢雖無實義可詮, 而究有聲氣可
尋｣, 有連接, 指代, 時間, 原因等作用. 特別是上述｢顧｣一字, 
如袁氏所說:｢蓋心中別有注念, 乃用此顧字.｣185) 可以理解為

172) 中國大陸一份期刊生產, 第10輯(2014年) 以梅亞蘇及｢思辨實在論｣為專號.
173) 李建民. ｢屍體, 骷髏與魂魄―――傳統靈魂觀新論｣. 當代. 1993;90:65.
174) 台灣有一部電影, 徐進良作品沒卵頭家(1989年). 故事是1950年代澎湖離島出現‘怪病’, 男性患者會生殖器腫大. 其中二位男主角動手術, 受到村民

及家人極力反對. 村民的理由是手術割除生殖器對不起祖先, 無法｢投胎轉世｣等. 一位主角手術後受不了村民批評而自殺. ｢不虧其體｣(≪大戴禮記. 曾
子大孝≫) 是中國普通平民的想法.

175) 江紹原. 髮鬚爪―――關於它們的迷信. 上海:開明書局. 1928:133-134.
176) 朱費元. 臨証一得方. 清. 頁136.
177) 吳楚. 吳氏醫驗錄全集. 清. 北京:中國中醫藥出版社. 2011:18.
178) 吳楚. 吳氏醫驗錄全集. 清. 頁18.
179) 朱費元. 臨証一得方. 清. 頁136.
180) 朱費元. 臨証一得方. 清. 頁72.
181) 朱費元. 臨証一得方. 清. 頁57.
182) 朱費元. 臨証一得方. 清. 頁43.
183) 朱費元. 臨証一得方. 清. 頁39.
184) 朱費元. 臨証一得方. 清. 頁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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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 表達對手術療法的不確定. 所謂｢別有注念｣, 疑辭, 不
能確定之意.

朱費元應該是不會做手術的外科醫生, 多採儒醫式的姑息療
法186). 他未出版的醫案, 經常勸病人自我修養, 不專恃醫藥187). 
例如, ｢調理之要惟在養性怡情｣188);｢理宜靜養保重以圖緩效｣189);
｢怡情養志｣190);｢善自調養, 勿致增劇為華｣191). 治病, 養生怡
情往往具有很深的道德意味. 如胡渭(1633-1714)以為:養生者, 
｢使德業更有所進耳.｣192) 在清代另外一位著名的外科醫生高秉
鈞(1755-1827)的醫案, 也出現極多類似的醫囑:｢藥乃片時之效, 
欲得久安, 須怡悅情志為要｣193);又說:｢君主神明, 宜用靜藥｣194). 
高氏叮嚀:｢舒散自怡以養心｣195). 甚至放棄治療:而以｢在法無治, 
怡情安養｣196)為主. 中醫外科的身體觀向著｢修養的｣身體轉向. 而
修養的身心通過不同人生階段的修練, 而產生近乎意力的(hormic) 
恢復作用.

中醫｢近代｣外科不在技術(如麻醉, 消毒等關鍵技術)的突破. 
而精通中國傳統中國傳統學術｢分類｣的四川學者劉咸炘(1896- 
1932), 重新思考中醫合理的類別, 其一即｢修養｣197). 為什麼在
針灸, 傷寒等之外, ｢修養｣這個範疇第一次成為中醫獨立的一支?

四. 小結 - 中醫為什麼有手術?

1793年, 大英帝國馬戛爾尼使節團訪問中國. 訪問團副使, 倫

敦皇家學會會員Sir George Staunton留下他對異鄉醫學(alien 
medicine)後進性的評論:｢中國的保健情況非常落後｣. 他以為中
醫外科又 差:｢中國的醫學向不分科, 一個人既是內科醫生, 又
是外科醫生, 同時還兼藥劑師, 中國的外科知識比其他科更落後. 
對肌肉生疽, 或折骨, 可以施行開刀手術, 在中國是聞所未聞的
事, 患這種病的人只有等死.｣198) 這裡提及｢肌肉｣. 而中醫根本
不會手術的偏見是促進歷史｢發生｣(passer)的異國情調. 在中國
開刀手術是聞所未聞的技術?

1936年, 廣西的中醫生羅兆琚編寫≪新著中國針灸外科治療
學≫, 列四百四十餘條外科病證, 強調｢針灸外科｣, 皆用刀針治
療199). 中醫外證不只是用湯方藥物療法, 也不是一意姑息. 

中醫為什麼有手術?相對于西醫傳統. 中醫不是沒有肌肉, 不
重視津液, 沒有解剖?西方學術界流行中醫無肌肉的說法200), 無
的放矢. 這是醫家, 學者可以取得所有史料及研究的解釋嗎?

因為翻譯所引起的種種誤會嗎?借用印度學者馬哈拉吉(Sarat 
Maharaj, 1951-)的論文<不忠之信:論他者的不可翻譯性>
來表達, ｢他者不能以其自身面貌或方式存在.｣201) 被表現的
｢他者｣這個字眼202)可以用在歷史上陌生的｢中醫｣身上嗎?我這
篇對清代抄本≪瘍醫探源論≫的反手術｢筆記｣, 同時這本文獻也
是第一次的研究, 是不是也存在著:｢無法被翻譯的的東西的不盡
之意和殘餘｣203)? Maharaj 的印度英文用以表達現有中醫史研
究成果的局限: “We grapple with the leftovers, the remainder 
of the untranslatable.”204)我們因而必須不斷地重讀中醫外科
文本, 並從｢手術史觀｣看中國醫學史及身體史. 重讀如果做為

185) 袁仁林. 虛字說. 清. 北京:中華書局. 2004:22-23.
186) 朱費元的醫案, 缺乏｢醫者與法官皆能斷人生死的特質｣. 見:鄭媛元. ｢金瓶梅中的‘崩漏’之疾與女性身體｣. 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 2015;2期:95, 63, 註21.
187) 朱費元. 臨証一得方. 清. 頁18, 頁20, 頁34, 頁38, 頁41, 頁49, 頁53, 頁63, 頁72, 頁86, 頁125, 頁127等.
188) 朱費元. 臨証一得方. 清. 頁18.
189) 朱費元. 臨証一得方. 清. 頁49.
190) 朱費元. 臨証一得方. 清. 頁72.
191) 朱費元. 臨証一得方. 清. 頁108.
192) 胡渭. 易圖明辨. 清. 北京:中華書局. 2008:230.
193) 高秉鈞. 高氏醫案, 謙益齋外科醫案. 清. 北京:中國中醫藥出版社. 2015:114.
194) 高秉鈞. 上引書. 清. 頁137.
195) 高秉鈞. 上引書. 清. 頁146.
196) 高秉鈞. 上引書. 清. 頁148.
197) 劉咸炘. 續校讎通義. 台北:廣文書局影印. 1972:206.
198) 英. 斯當東著, 葉篤義譯. 英使謁見乾隆紀實. 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 1997:499.
199) 羅兆琚. 新著中國針灸外科治療學. 無錫:中國鍼灸學研究社. 1936.
200) 栗山茂久著, 陳信宏, 張軒辭譯. 身體的語言―――古希臘醫學和中醫之比較. 上海:上海書店. 2009.
201) Sarat Maharaj 著. 元化擴散:薩拉. 馬哈拉吉讀本.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3:85.
202) Sarat Maharaj. 上引書. 頁126.
203) Sarat Maharaj. 上引書. 頁137.
204) Sarat Maharaj. 上引書. 頁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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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學史的一種方法, 為息鯨補劓之方. 余國藩(Anthony C. Yu)
說批評性的閱讀:｢文本與讀者的歷史性雖免都根植於文化本質
與制度或意識形態的忠悃上, 所以這種歷史性也可以確定一事, 
亦即就算逐字在做詮釋, 批評性的閱讀也不會有功德因滿的一刻, 
永遠都難以穩定稱之.｣205) 我對≪瘍醫探源論≫的逐字重讀
也是如此;否則也只不過是朗誦, 複述一位二百年前的中醫外科
醫生的話?

本文討論的｢肌肉一津液｣相關術語, 以不同方式出現于≪瘍
醫探源論≫. 我有意另外對此抄本重新標點, 同時對該篇術語
做註解. ｢探源｣難解. 被關在箱內的｢薛丁格的貓｣死亡之前終
究是一個謎團.

中醫外科身體的｢物質性｣:腐爛的肌肉的複體, 不斷在運動中
消耗與生長的津液, 及肉身中不可命名｢神｣的軟物質. 然而, 本
文的<前言>引述上海醫生張山雷的意見:｢瘍醫自有一層特殊
功用｣究竟是何意思?

205) 余國藩著, 李奭學譯. 重讀石頭記. 台北:麥田出版. 200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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