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史學二十四卷四期 

二○一三年十二月                                                                                                      191 

評皮國立，《「氣」與「細菌」的近代中國醫療史

―― 外感熱病的知識轉型與日常生活》 
臺北：國立中國醫藥研究所，2012，xxviii+413 頁。 

高愷謙* 

中醫在民初時期如何面對西醫的挑戰？又怎樣在遭遇西醫的挑

戰後，進而於醫學知識和理論方面與西醫產生匯通的效果，轉變成為

今日吾人所認知的中醫？在本書中，皮國立由近代的「外感熱病」切

入，1在中西醫交會的時代，藉由中醫「氣論」與西方細菌學不斷互

動的過程中，重建一套中西醫匯通的歷史模式。在此模式中，不同於

清代溫病學派的盛行，《傷寒論》於此時被重新提高到一個新的地位，

並且經由細菌學洗禮後，成為詮釋外感熱病學的經典。作者指出，這

可視為一種中醫文獻「再正典化」 (renewed canonization)的歷程。2而這樣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碩士生   
1 所謂「外感熱病」是傳統中醫概念下所認知的一種源於外邪引起，並以

發熱為主要症狀的傳染性或感染性疾病。 
2 所謂「再正典化」的概念，據作者所言是受李建民的影響而提出。李建

民指出，所謂「正典」是一門學科的固定信念或觀念。這些信念或觀念

為新知識的可信度提供依據，但其本身則不證自明，而「正典化」則是

一種信念或觀念在構築之時所具有的排除原則。詳見李建民，〈追尋中

國醫學的激情〉，《思想》，第 4期，《臺灣的七十年代》(臺北：聯經

出版事業公司，2007)，頁 254-255。因此「再正典化」的涵義，即意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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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種歷史發展，具體而微地反映出傳統中醫作為一種近代中國的本

土知識體系，當它在面臨西化或現代性的碰撞時，如何在論爭中經由

選擇性的吸收與抗拒衝擊，以達到自我更新和延續傳統知識脈絡。以

下筆者先扼要地介紹本書內容，隨後再提出一些讀後的疑問與淺見。 

全書除了第一章緒論與最後結論之外，共有七章，書後並附有〈民

國時期中醫熱病學文獻編年類纂表〉以及 14 頁附圖。第二章主要說

明在細菌學興起之前，中西醫雙方如何理解與描述熱病，從兩者的對

照中其實可以發現諸多相似性。第三章則藉由統計民初外感熱病學相

關醫籍的出版概況，呈現此時期中醫內部的知識發展是傷寒學派與溫

病學派趨於融合；對外和西方醫學的互動則是不斷吸收傳染病學知識

以及深受來自日本漢醫譯書的影響。 

第四、五兩章是該書重點所在。第四章透過考察西方病名 Typhoid

如何透過日本漢醫的中介，翻譯成為中文病名「傷寒」的一連串歷史

變化，突顯民初中醫在知識轉型的過程中，一來要面對自身學術內部

寒溫論爭的問題，二來又要以經典去重新定義西醫病名的屬性。第五

章則聚焦在民初中醫對細菌學的正面回應：其中最重要的主張莫過於

所謂「菌在氣中」，亦即強調細菌無法脫離空氣、濕度、溫度、四季

等外在環境而滋長，藉此將細菌學拉進「氣論」的討論範疇，並將細

菌在人體內所導致的各種身體變化以傳統中醫「毒」的概念來比附。

但另一方面則忽視西醫觀察細菌的實驗方法，強調細菌滋生受客觀環

境所限制，因此細菌不是主因，氣候才是關鍵。第六章則以民初中醫

醫者惲鐵樵(1878-1935)的學術思想及其對西醫的言論為例，觀察當時中

醫所面臨的各種困境以及解決之道，尤其是對細菌學和病名定義這兩

                                                                                                                                    
醫熱病理論是如何經由西醫知識來排除其中舊有理論的某些部份，並融

入新的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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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問題的相關回應，將之視為當時中醫如何反思自身學術的縮影。 

第七、八兩章則是從日常生活史的角度切入，搭配不少民初醫藥

廣告圖像來描繪中西醫思想如何交織、混搭並進而影響民初大眾社會

在生活上各個層面，包括：日常保健、防疫以及病後調養的居住空間

與飲食兩部份。作者認為，過去研究多屬於「大城市衛生史觀」，可

能過度誇大西方醫學的現代性在民初中國的作用，而忽略中醫在防疫

與家庭照顧上所扮演的角色，故本章目的即在補充此一研究空白。 

關於本書讀後的一些淺見與疑問，筆者擬從研究視野、章節設

定、材料使用、論點探討、細節考訂等五個層面進行討論。 

(一)研究視野：從中西醫論爭史的研究脈絡來看，本書提出「重

層醫史」(multi-gradations of medical history research)的概念，乃作者頗具新意

的構思。所謂「重層」，即是希望以多層次的視角來談一特定問題。

作者認為：「『重層醫史』是兼顧內外史的論述體系，它既要能解釋

醫理發展與醫書刊刻的內在理論變化，也要能扣緊日常生活與文化變

遷的特性，使讀者可以抓住技術與社會之間的關係。」3換言之，作

者不僅企圖從「上層」的醫學知識之發展來看氣論與細菌學的匯通，

也想考察這些匯通的知識如何和「下層」的日常社會與文化產生連

結。(頁 28)除此之外，作者大量且系統性地蒐羅民初刊刻的各種外感

熱病學醫籍，並按年份(1912-1949)與類型(傷寒類、溫病類、傳染病專科類)編

製成一長幅列表(共 31頁)，其耗費心力之鉅，令人敬佩。這種醫籍的大

規模整理，一來使醫籍得以進一步量化分析；二來對醫籍版本學的考

證或出版文化史的研究也甚有裨益。 

中西醫論爭在中國近現代醫療史研究中一直是相當受矚目的議

                                                                 
3 作者在緒論中提到，所謂「內史」，是偏重醫學知識與理論自身隨時空環

境而產生的各種變化，醫師較感興趣；而「外史」則偏向於疾病與醫療行

為在社會、文化中的各種影響與歷史變遷，歷史學者較為擅長。(頁 xx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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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然而二十世紀初以來的研究成果，多圍繞在中醫的「科學化」或

「現代化」，過分忽略了中國在十九世紀以前不同的歷史階段所呈現

出的「近代性」，也低估了中國傳統文化中，可能也具有走向西方定

義之「近代」的線索。4究竟該如何理解「現代化」後的中醫知識與

文化體系之本質？近年來的研究趨勢之一，是從中醫的角度觀察其在

醫學知識理論、醫病關係、衛生概念、醫療空間以及身體觀與國族想

像等方面如何吸收或對抗西醫，進而轉型成今天吾人所認知的中醫，

並旁及中西醫雙方在民初社會、文化中的互動與雜揉乃至於西醫進入

中國後的土著化現象。5本書恰是此研究脈絡中的佼佼者，它一方面

細膩地論證中醫外感熱病學在面對匯通西方的病名與細菌論問題

時，如何重新詮釋古典文獻的曲折歷程，藉此體現出中醫除了接受西

化之外，事實上有很重要的一部分是承繼傳統經典的一面。另一方面

                                                                 
4 梁其姿，〈醫療史與中國「現代性」問題〉，收入氏著，《面對疾病──  傳

統中國社會的醫療觀念與組織》(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2)，頁 124。 
5 相關研究成果豐富，論文方面，諸如吳章(Bridie J. Andrews)著，劉小朦譯，

〈肺結核與細菌學說在中國的在地化 (1895-1937)〉，收入余新忠、杜麗紅

主編，《醫療、社會與文化讀本》(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頁 217- 

244。雷祥麟，〈負責任的醫生與有信仰的病人── 中西醫論爭與醫病關

係在民國時期的轉變〉，《新史學》，14：1(臺北，2003)，頁 45-96；〈衛

生為何不是保衛生命？──民國時期另類的自我、衛生和疾病〉，收入李

尚仁主編，《帝國與現代醫學》(北京：中華書局，2012)，頁 435-476。楊

念群，〈「地方感」與西方醫療空間在中國的確立〉，收入李尚仁主編，

《帝國與現代醫學》，頁 385-434。專書方面，例如 Ruth Rogaski, Hygienic 

Modernity: Meanings of Health and Disease in Treaty-Port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4). 中譯本：向磊譯，《衛生的現代性── 中

國通商口岸衛生與疾病的含義》(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7)。楊念群，

《再造「病人」── 中西醫衝突下的空間政治(1832-1985)》(北京：中國

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周春燕，《女體與國族── 強國強種與近代中

國的婦女衛生(1895-1949)》(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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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亦企圖從庶民日常生活史的視野切入，觀察中西醫之間充滿模糊

地帶的互動與融合，並構築出一幅醫療的社會文化史圖像。 

(二)章節設定：本書章節安排的連貫性並非相當緊密，各章的論

述內容常會出現重疊現象。除緒論與結論外，各章均看似能獨立發表

成單篇論文(事實上有幾章也確實為作者過去曾發表過的論文再經修改)。6因此相

較於專書，本書給人的感覺更如同一本論文集。究竟章節架構該如何

安排，以及重複的論述該如何簡化，也許是本書再版時可以納入考慮

的問題。此外，儘管作者大力提倡「重層醫史」，主張一方面要觀察

醫學知識如何與大眾的日常生活聯繫起來；另一方面則希冀將內史與

外史產生融匯，不要因太偏內史而使後繼者望之卻步。(頁 327)然而通

觀全書，就篇幅而言，僅第七、八章與外史較為相關，但仍多用菁英

或醫者的觀點來看民間調養、飲食與禁忌文化，似乎少有庶民大眾自

己的聲音。可以說此書的聚焦其實是以內史為主，特別是中醫學術思

想的變遷。這部分或許也與使用材料的性質有關，如作者所言，該書

較遺憾之處在於對民國時期醫學期刊的關注較為缺乏。(頁 xxiv) 

(三)材料使用：作者在探討許多問題時往往引述中醫自身傳統與

民初的西醫論述來作對照，然而論證中醫自身傳統史料的時間軸拉得

相當長。例如在談到中醫的避疫觀念時，以楊則民(1895-1948)於《潛庵

                                                                 
6 如第一章出自皮國立，〈臺灣的中國醫療史之過往與傳承──   從熱病史談

新進路〉，《中國歷史學會史學集刊》，41(臺北，2009)，頁 71-126；第二

章出自〈論爭前的和諧──  近代中西醫知識中的「熱病」論述初探〉，收

入余新忠主編，《清代以來的疾病、醫療和衛生》(北京：生活‧讀書‧

新知三聯書店，2009)，頁 189-215；第四章出自〈民國時期中西醫詮釋疾

病的界線與脈絡 ──   以「傷寒」(Typhoid fever)為例的討論〉，《科技、醫

療與社會》，11(高雄，2010)，頁 25-88；第六章出自〈新中醫的實踐與困

境──  惲鐵樵(1878-1935)談《傷寒論》與細菌學〉，收入《第八屆科學史

研討會彙刊》(臺北：中央研究院科學史委員會，2008)，頁 169-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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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話》中引述朱晦菴(1130-1200)對避疫的看法為證；(頁 261)在提到中醫

養病的理想居住空間時則舉鄭板橋(1693-1766)的家書為例。(頁 267)對中

醫所謂「自身傳統」的時間指涉如此之寬廣，其危險乃在忽略「自身

傳統」在長時間歷史進展中的諸多變革，同時也無視「自身傳統」於

不同地域或社會階層間的所具有的差異。前述提到作者轉引朱晦菴的

一段話為證，認為在中國古代，避疫舉措被視為是有德君子所不為的

「不仁」行為。然而，先不論楊則民的引述是否有誤，7假若從清代

內閣大庫檔案來看，庶民對於傳染病患者的態度往往是避之唯恐不

及，甚至因此造成糾紛、刑案者比比皆是。8究竟這是一個歷史發展

過程中發生的變革？還是社會階層的高低有所落差所導致？以士大

夫菁英的論述作為證據，是否符合作者於書中所宣稱的，要考察醫學

知識如何和下層的日常社會與文化產生連結？而由此延伸出來的關

鍵問題是：到底什麼是中醫可以用來與民初西醫對照的「自身傳統」？

誰的聲音才能代表中醫的立場？作者皆需要更明確地界定其範疇。 

另外，在引用史料的性質上，作者使用不少回憶錄或口述訪談，

但其可信度並沒有與醫籍文獻作清楚分野。例如作者提到考古學家石

璋如(1902-2004)回憶其故鄉(河南省偃師縣東蔡莊)的中醫。石璋如記得有一

年家鄉附近鄰村爆發嚴重瘟疫，當時家鄉的針灸大夫宣稱扎針即可防

治傳染病，因為針灸可以放血而使病菌流出。石璋如說他並不知道大

夫所言是否屬實，但他住的村子確實沒被瘟疫感染。作者即以之來證

                                                                 
7 如依楊則民所言，該段文字乃出自《朱子全集‧傷寒漫記》。然而就筆

者所查，該段文字應係出自朱熹著，陳俊民校編，《朱子文集》(臺北：

德富文教基金會，2000)，正集卷 71，〈偶讀謾記〉，頁 3547，且楊氏所

錄與原文稍有出入。 
8 關於天花及痲瘋病患所衍生的各種社會問題與社會案件，參見劉錚雲，

〈疾病、醫療與社會── 史語所藏內閣大庫檔案相關史料介紹〉，收入林

富士編，《疾病的歷史》(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11)，頁 401-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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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當時中醫有能力治療細菌感染。(頁 152)然而，這是否適合作為中醫

對傳染病具有療效的證據，恐怕還值得商榷。 

(四)論點探討：首先，作者在敘述民初病患養病的居住空間時，

提到西方在國家權力介入傳染病的控管後，影響疾病隔離政策的原因

除了生物性因素外，往往還涉及階級、性別、族群等複雜因子，例如

以白人為主的衛生機構常會制定歧視黑人的隔離政策。相較之下，中

醫就不可能出現這種情況，因為中醫的調養偏向個人與家庭，較少有

國家的因素糾葛。(頁 260)這種看法或許過於武斷。事實上這可能要依

各種不同疾病所遭遇之情況而論。例如曾有學人指出，明清時期政府

針對痲瘋病患已經有很成熟的隔離措施與機構。而在隔離與否的過程

中也常會引發社會問題。9而清初皇室在面對天花的嚴重威脅時，也

曾以政府的力量嚴厲推行一系列的避痘與查痘措施。10 

其次，作者在第四章中提到，根據富士川游(1865-1940)的研究，「窒

扶斯」之名係由緒方郁藏(1814-1871)在 1855 年刊行之《療疫新法》所

確立。11而後日本醫界才漸漸將 Typhus 統一譯為「膓窒扶斯」(腸チフ

ス)，並再經日本漢醫借用中醫文獻原已存在的「傷寒」一詞轉譯，傳

進中國。這裡有一個明顯的問題必須解決，即為何近代日本是將

Typhus 譯為「傷寒」，而今日意義下之「傷寒」卻代表英文病名

Typhoid？這中間的轉折過程為何？可惜作者僅引述余無言(1900-1963)

的簡略解釋：Typhus 是德文用語；而 Typhoid 則是英文用語，所以這

                                                                 
9 關於痲瘋病患的隔離措施，參見梁其姿，〈麻風隔離與近代中國〉，《歷

史研究》，2003：5(北京，2003)，頁 3-14。蔣竹山，〈明清華南地區有

關痲瘋病的民間療法〉，《大陸雜誌》，90：4(臺北，1995)，頁 38-48。 
10 詳見張嘉鳳，〈清初的避痘與查痘制度〉，《漢學研究》，14：1(臺北，

1996)，頁 135-152。 
11 富士川游，《日本疾病史》(東京：平凡社，1994)，頁 276-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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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以德國醫學為學習主流的日本醫界之發展是相符的。12可能是因為

這已脫離作者設定的主題範圍，因此文中並未詳細論證。此外，作者

亦指出當時中醫學界對西方病名 Typhoid 的解釋其實並未統一，例如

當時浙江溫病體系的醫者就將 Typhoid 解釋為「濕溫時疫」(頁 118)。

然而為何會譯為「濕溫時疫」？作者似乎沒有如譯成「傷寒」的過程

一般深入分析。而倘若以其他章與本章相比，會發現全書僅有本章明

顯提到溫病學派的聲音，殊為可惜。 

再次，在第五章中作者引述了民初中醫醫者潘澄廉的回憶，說明

當時(1932年起)已有醫院進行類似中西醫結合的治療(頁 151)。然而在第

七章卻又以自身考證孫中山(1866-1925)性命垂危時的治療歷程為例，說

明當時西醫認為在醫院內就必須接受正統西方療法，包括中醫在內的

其他療法都不被允許。(頁 258-259)儘管作者是在不同的敘述脈絡下舉這

兩個例子佐證，然而卻易使讀者產生疑惑：究竟是舉證上出現矛盾？

還是當時醫院在他種療法的接受度上曾經歷轉變？抑或其實在不同

醫院裡隨著西醫對各種疾病的熟悉度的不同，對西醫以外的他種療法

之接受度也不一？ 

(五)細節考訂：一些細節上的瑕疵雖不影響全書的論旨，但畢竟

有損學術著作的嚴謹性。以下幾點謹提供本書再版時參考。作者在結

論中提及，1929 年「廢醫案」出爐時，一位名為雷濟的中醫醫者曾經

陳書衛生部，暢言中醫不能驟廢的理由，卻遭到衛生部回函駁斥。作

者接著引述衛生部的回函公文，然後說「這則回函，等於站在國家的

立場上，完全否定了細菌學對面的『氣論』是胡說八道的。」 (頁 319)

衛生部究竟是肯定氣論？還是否定氣論？此話邏輯令人困惑。其次，

                                                                 
12 余無言，《傳染病新論第一集── 濕溫傷寒病篇》(上海：余澤明診所，

1954)，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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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在文字與格式的校對上宜再多花一點心力，以避免一些訛脫待榷

之處，包括文字的誤植、13缺漏、14徵引書目的格式問題等部分。15 

無論如何，上述筆者若干吹毛求疵之質疑和愚見絲毫不會減低本

書對中西醫論爭史研究的貢獻。一本專書所使用的材料與處理的問題

畢竟不容易面面俱到，而皮國立這部修改自其博士論文的大作，可以

說為中西醫論爭史乃至中國近現代熱病史開拓出新局，不但梳理了大

量民國時期中醫熱病學的文獻，也帶領讀者一窺民初的中醫知識體系

如何處理新時代的挑戰，以及透過賦予文獻經典新的詮釋來匯通中西

醫，使雙方得以對談。 

 (本文於 2013年 11月 10日收稿，2013年 12月 11日通過刊登) 

                                                                 
13 例如「《科技、醫療與社會》」重複(頁 6、395)；「科際整合」作「科技

整合」(頁 10)；「梁啟超」作「傅斯年」(頁 26)；「(證)」疑為贅字(頁

58行 4)；「目的論」作「目地論」(頁 100)；「五里霧中」作「五哩霧中」

(頁 106)；「寒、濕、風、暑、燥、火」作「寒、溫、風、暑、燥、火」(頁

123)；「《傷寒論》」作「《傷察論》」(頁 124)；「數十年前」作「數

10年前」(頁 213)；「《鄉土中國與鄉土重建》」作「《鄉土中國語鄉土

重建》」(頁 271、386)；「《明清小說研究》」作「《明清小说研究》」

(頁 390)；「傅斯年」作「傅斯無」(頁 391)；「日文專書與論文」作「日

文專書輿論文」(頁 401)。 
14 例如中醫之後似應增「醫者」二字(頁 133行 19)；關於《潛庵醫話》之引

文錯字不少且缺一段文字：「蓋曰無染而不避者，以利害言也；曰雖染而

不當避者，」(頁 261行 16)；1918之後疑缺「年的」二字(頁 263行 15)；

消化器之後疑缺「官」字(頁 284行 3)；引述余新忠的論述但無出處註(頁

287行 18-20)；《瘋狂簡史》、《劍橋醫學史》兩書缺譯者姓名(頁 389)。 
15 例如作者姓名與著作名稱之間常缺少逗號(頁 382、387、390、394)；英文

人名之後常缺句點(頁 397)；「李建民，〈追尋中國醫學的熱情〉」應置

於論文類(頁 377)；Roy Porter的中文譯名宜統一(頁 379、38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