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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 佳* 

本書寫作於 1986 年，當時疾病史研究方興未艾，過去利用人口

統計學等方法關注死生問題的歷史學家們，正轉而將目光投向健康與

疾病的範疇。傳統針對名醫、名著所做的醫學史研究產生了變化，渴

望與社會文化連結，將醫療置回其所運作的場域與人群之中。 

本書導言以〈作為文化現象的梅毒〉(Introduction: Syphilis as a Cultural 

Phenomenon)為題，簡要地說明其學術史的脈絡。作者 Quétel 自陳利用

定量研究(quantitative investigation)方法，以統計、數學為工具考察社會現

象，同時結合醫學研究與醫史研究，書寫屬於梅毒的社會文化史。 

何以選擇梅毒做為書寫對象？Quétel 認為，時至今日，梅毒雖已

不再是不治之症，但其隱含的負面形象仍深植人心。梅毒進入人類的

歷史紀錄雖僅五個世紀，但有關梅毒的材料之豐富與面貌之多元，遍

及醫學、文學、宗教、政治與社會各個層面，內容怪誕駭人卻也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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橫生。Quétel 大膽地表示：在所有疾病當中，梅毒應是 具社會性格

的一種，其千變萬化且延續至今的爭議，讓歷史學家難以別開他們的

目光。1 

晚期梅毒侵害中樞神經造成的精神病變，或許是長年浸淫心理學

史與精神醫學史的 Quétel 關注這種疾病的原因。除晚期梅毒患者可能

出現極具戲劇性的瘋狂，梅毒作為一種性病，其與性行為及娼妓的關

係很早就為人所熟悉。性與性別成為討論梅毒時不可避免的元素，使

社會看待患者的眼光與對疾病的解釋更加複雜。梅毒因此不再只是顯

微鏡下被辨識出的一種蒼白螺旋體，更成為窺探社會文化的一扇窗。 

除了導言與結論，本書共分十章。由梅毒傳入歐陸的 1495 年前

後談起，直至作者寫作的當下，依時間序列檢視五個世紀以來梅毒與

人類的互動。本書一至五章，Quétel 首先述及十九世紀以前的情況，

透過梅毒在地理、人口方面的傳播，描繪疾病的發展史。此部分所使

用的材料，除醫學專著外，尚包含回憶錄、書信、教會檔案及政府命

令。Quétel 特別關注時人對於症狀的觀察和描述，透過患者自述與臨

床記載，建構人們對梅毒的理解與疾病本身的變化。 

Quétel 指出，十六世紀初，梅毒這種疾病似乎產生了質變，不僅

病狀的表現與過去不盡相同，發作時的劇烈程度與死亡率也下降許

多。這樣的變化應來自病菌本身的演化及變異：與致命的急性傳染病

相較，慢性傳染病更有利於病菌的傳播與存續。2Quétel 於書中一再提

及，梅毒為一受到人類「馴化」的疾病，其病程的漫長與死亡率的降

低，增添了個別患者與人群互動的時間，也加深其社會性。Quétel 對

                                                                 
1 Claude Quétel, History of Syphilis, translated by Judith Braddock and Brian 

Pike, translation of Le mal de Naples: histoire de la syphilis (Cambridge: Polity 

Press in association with Basil Blackwell, 1990(1986)), p. 8. 
2 Claude Quétel, History of Syphilis, pp. 5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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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毒本身變化的論述固然源於對病理與病徵記載的關注，卻也提醒讀

者，即便是同一種疾病，其樣貌在歷史長河中也並非一成不變的。醫

療史學者若將疾病視為古今同質的事物加以研究，恐將忽略疾病本身

的變化所帶來的醫學思想或社會文化的影響。 

本書六至十章，Quétel 運用較多他於〈導言〉中所宣告的定量研

究方法。主要引用流行病學的統計數據，呈現患者的年齡、性別差異，

或就某一公衛政策施行前後的變化進行分析。患者的年齡與性別差

異，有時直接影響了公衛政策與教育方針，Quétel 以二十世紀初的法

國為例，說明當部分醫者提出應對年輕人實施性教育，警告他們宿娼

與亂交的危險以防治梅毒時，專家們如何運用統計資料，對於接受性

教育的年齡、性別與階級產生激辯。以女子性教育為例，部分人士指

出：中產階級的女性均於婚前保守貞潔，而勞動階級的女性則較早擁

有性經驗，因而在性教育的實行上應有所區別。這樣的說法引發強烈

論戰， 終使得當時對女子性教育的倡議無疾而終。 

在述及二十世紀以降的梅毒史時，Quétel 對定量研究的偏好展露

無遺。這固然與流行病學的發展與資料的完整性有關，也反映了

Quétel 對於醫學知識本身的興趣。以第十章〈恐懼的終結，1945 年至

今〉(The End of the Terror (1945 to the Present Day))為例，Quétel 述及 1980 年

代法國預防梅毒的概況時，幾乎全以流行病學的方法出發，討論梅毒

與其它性病的公衛防治。Quétel 對於醫學技術本身的關注亦可由全書

篇幅的安排一窺端倪，書中不僅多次鉅細靡遺地說明醫治梅毒的各種

藥物、療效與副作用，第六章〈了不起的轉捩點〉(The Great Turning Point (around 

1900))更幾乎全用以鋪陳梅毒新藥 606(salvarsan)的發明。1909 年發明的

606 為史上第一項對梅毒確有療效的藥物，Quétel 對此進行了詳盡的

闡述，於 1909-1980 年間的梅毒史，更使用了整整五章加以說明。此

一篇幅與其對十五至十九世紀的描摹相當，不可不說是 Quétel 的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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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味使然，亦為導言揭示的定量研究方法大擅其場之處。但在運用此

類數據與圖表之餘，Quétel也注意到社會文化對疾病統計可能造成的影

響，指出人們對梅毒的觀感，或許使患者在接受調查時閃爍其詞甚至

諱疾忌醫，提醒讀者這類資料隱含的不確定性。3 

除去對病狀的觀察與數據的分析，Quétel 於全書中著力 深者，

當屬病因的解釋、預防與治療，以及官方或教會對患者的處置，而這

三者往往互為表裡。在梅毒螺旋體於顯微鏡下被辨識以前，對於梅毒

病因有著許多不同的解釋，這些解釋來自醫學、教會或者民間，受到

不同的醫學理論、宗教派別與社會文化影響。Quétel 於書中呈現出不

同的時間與人群對梅毒病因的不同觀點，此對致病原因的解釋往往直

接影響到治療的方式，也影響官方或教會對患者的態度，而有驅逐、

隔離或照護等不同的方針。以十七世紀為例，受到宗教改革的影響，

人們對梅毒患者的道德批判增加，一反十六世紀以來對新疾病的好奇

態度，甚至認為梅毒既是縱情聲色者咎由自取，實無治療的必要，主

張任憑患者領受應有的天譴。十八世紀以降，反基督宗教的理性主義

思潮使得這類對梅毒病人的道德批評顯得較不苛刻，宗教的論述似有

逐漸為科學驗證取代的趨勢，至十九世紀末，「梅毒學」(syphilology)甚

至正式受官方承認為獨立的醫學分科，於醫學教育及國際會議中占有

一席之地。但疾病預防與宗教道德間的緊張關係仍舊持續，保險套的

發明固然替梅毒防治提供了強而有力的武器，但其避孕效果為基督宗

                                                                 
3 有關歷史學者運用公衛統計資料時潛藏的問題，劉士永有細膩的討論，

見劉士永，〈生命統計與疾病史研究初探── 以日據時期臺灣為例〉，《中

國社會歷史評論》，8(天津，2007)，頁 70-87。雖然劉士永是以日治臺灣

殖民醫學史中的公衛統計為對象，但類似的警覺同樣適用所有以數據分

析為主要方法的歷史研究中。以本書而言，除去 Quétel 自陳的不確定性，

考量其對於醫學進步的特別強調，讀者對書中數據的分類與判讀更需謹

慎斟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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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與衛道人士所不樂見。避孕不僅違反基督宗教的律則，許多衛道人

士更直言失去懷孕與梅毒這兩項「威脅」，人們將更加縱情慾望，恐

怕導致道德淪喪。 

在以時間序列講述梅毒的歷史之外，Quétel 也試圖提出幾個較為

關鍵的主題。第二章〈充滿爭論的起源〉(A Much-disputed Origin)中，Quétel

呈現了梅毒研究史上備受討論的起源爭議。在梅毒甫於歐陸肆虐的

十五、十六世紀，人們對於該疾病的起源即曾廣泛地進行討論。到

了十七世紀時，梅毒起源的爭議更加白熱化，持歐陸起源說與美洲

起源說者各自利用文獻材料與考古成果互相辯難，僵持不下直至而

今。Quétel 於書中雖未明確表態，但字裡行間對持歐陸起源說者所提

出的證據多有質疑，透露出其傾向美洲起源說的立場。在述及梅毒

傳入歐洲的概況之餘，Quétel 也略及梅毒向其殖民屬國的輸出，引介

「『文明』(civilization)即『梅毒』(syphilization)」的說法。指出在二十

世紀初的非洲地區，梅毒與熱病、酗酒同樣盛行，討論梅毒傳佈不

應只顧及單一向性。雖然 Quétel 對此並未進一步深入論述，但已於

傳統討論梅毒向歐洲的傳入之外另闢蹊徑。 

或許基於 Quétel 對精神醫學史的研究興趣，對於晚期梅毒導致的

精神錯亂病症，Quétel 使用了一整章的篇幅進行分析。1822 年，三期

梅毒症狀中的腦膜炎、全身癱瘓與精神錯亂的關係被醫者證實，Quétel

爬梳此一論述前後醫學思想的改變，兼及同時期對遺傳性梅毒的探

討。有趣的是，當述及梅毒與精神的關係時，瘋狂與天才似乎僅有一

線之隔。如同十六世紀末的一位西班牙人所言：「梅毒是肉體的敵人、

精神的盟友。」4在梅毒所導致的瘋狂發作以前，似乎偶有萬中選一

的人會得到乍現的靈光，爆發出驚人的藝術或哲學天份。在這種特例

                                                                 
4 Claude Quétel, History of Syphilis, p.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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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梅毒不再被視作醜惡汙穢的疾病，而與瘋狂的天才形象相連。人

們甚至引用亞里斯多德(Aristotelian, 384-322 B.C.)的理論，指出蒼白憂鬱的

梅毒患者充滿創造力，比起面色紅潤、食欲旺盛卻缺乏想像力的酗酒

之徒更有益於社會。Quétel 於此章中引述莫泊桑 (Guy de Maupassant, 

1850-1893)、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 1844-1900)、白烈森(Karen Bilxen, 

1885-1962)等受梅毒所苦的創作者們對該疾病的描述，呈現出在梅毒陰鬱

的評價之外，另一種截然不同的形象。此一論述可說頗具顛覆性，唯

Quétel 於書中並未提及這類形象與原來的梅毒隱喻之間有無競爭、排

斥等關係，似為一可再探究之處。 

在全書的 後，Quétel 類比了梅毒與 AIDS(後天免疫缺乏症候群，

Acquired Immune Deficiency Syndrome)兩種頗具代表性的性病，這兩種疾病

在病狀上同樣具有較為明顯的外部特徵，所侵害的範圍不限於性器周

遭的組織，因而與淋病等其它性病相較之下更具可視性(visible)。首例

AIDS 患者於 1981 年被記錄，Quétel 於結語中介紹了這種在當時新興

的疾病，並將其與其它性病相比，指出 AIDS 與所有性病一樣背負羞

恥骯髒的汙名，且由於極高的致死率而使負面形象雪上加霜。在

Quétel 的觀察中，AIDS 太過猛烈也太過致命，相較之下，作為慢性

病的梅毒已被馴化，顯得更加適應人群，也承載更豐富的社會意涵。

在本書寫作當下，AIDS 還是一種全新的疾病，故而 Quétel 於文化上

對 AIDS 和梅毒提出的比較並不多。但 Quétel 使讀者留意到即使同為

性病，仍會因病狀表現或感染群眾的不同，在與人群互動時產生不同

的風貌，可說是一細膩的見解。 

在本書寫作的 1980 年代，隨著性解放的風潮與抗生素的使用，

梅毒不再是不治之症，同時性病(STDs)這個疾病類門隨病理學發展而

不斷擴充，種種因素使得包含梅毒在內的性病患者有漸增的趨勢。

性病的捲土重來或許是當時的醫學專家、公衛學者、社會學家與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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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學家們再度關注梅毒等性病的原因之一，而 Quétel 以〈從梅毒到

AIDS〉(Conclusion: From Syphilis to AIDS)為《梅毒的歷史》一書收尾，或

可視為對這段學術史的回顧與展望。 

在歷史材料的運用方面，除去傳統史學家經常利用的文獻檔案，

與醫學史家慣用的醫籍資料外，Quétel 對文學與圖像的分析令人耳目

一新。文學方面，Quétel 使用大量詩文、小說以及劇本，展現梅毒於

不同時代、不同派別的文學家筆下的多重風貌。Quétel 指出，十九世

紀左右，梅毒變得更加富有文學性，承載了豐富的象徵和隱喻，而不

僅僅為諸多的不幸或天譴之一。除了一貫可見的醜陋、不潔、死亡與

淫亂等形象之外，Quétel 特別注意到十九世紀的文學作品中，梅毒經

常成為女子復仇的工具。身染惡疾的女子利用患病的身體做為武器，

對負心的男人或敵國的士兵進行報復。疾病的負面形象與愛國行動或

情感的追求並存，是非善惡於此際出現了衝突和扭曲。 

於文本材料之外，Quétel 對於傳單、版畫、廣告等圖像的分析亦

十分細膩，充份展現其圖像史研究功力。Quétel 指出，在識字率尚未

普及的年代，圖像比文字更足以向大眾說明天譴或神蹟，梅毒因此出

現在十五至十七世紀的宗教版畫中，作為上帝對慾望橫流者的懲罰，

也展現聖母治病療傷的恩典。透過研究十八、十九世紀梅毒藥物的廣

告傳單，Quétel 發現在宣傳療效外，這些廣告往往特別標榜藥物具有

糖果的外觀，即使在家人面前服藥也不至於啟人疑竇，反襯出梅毒的

不可告人。治療藥物的廣告數量之多，亦為梅毒的流行下一註腳。 

透過圖像資料，Quétel 具象地點出梅毒與娼妓的關係。在近代宣

導防治梅毒的手冊與海報中，娼妓的形象幾乎無所不在，阻街女郎巧

笑倩兮的面具底下是被梅毒侵蝕的容顏，呼應當時將妓女視為梅毒之

源的觀念與公衛措施。這些對於圖像的解析使全書讀來更顯豐富有

趣，書中所附插圖更使人於閱讀文字之餘頗能耳目一新。但或許由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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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版權，Quétel 於文中所提及的圖像大多未附於書中，而書中所附

圖像又往往缺乏詳細的解析，是使人讀來略感遺憾之處。 

縱觀全書，Quétel 徵引的史料豐富且多元，透過清楚的編排，試

圖全面性地重建這段疾病與人的關係。但或許受限於篇幅，Quétel 引

用史料時往往僅為佐證病況的暴烈、醫者的舉措與政府的作為，並難

免以現代醫學的立場評議當時的理論或療法。對於醫學理論、臨床記

錄的關注，使 Quétel 偏向利用名醫論著或名人筆記，截取其中與病

因、病況相關的部分，而較少勾勒疾病與社會文化之間的互動。此外，

或因當年資訊蒐集不易，全書對於梅毒史的描摹全以歐美為主，且特

別傾向作者所在的歐洲與法國，兼及非洲、亞洲的情況僅只寥寥數

筆。在述及亞洲的狀況時，Quétel 常將中國與日本並陳，但其所用材

料以日本醫籍為多，內容亦頗有誤譯與可再斟酌之處。日本的情形是

否真如 Quétel 所言？以日本代表中國甚至亞洲是否合適？亞洲梅毒

的歷史似仍有待更進一步的研究。 

整體而言，本書除去縝密地編織史料、呈現五個世紀以來梅毒的

歷史之外，亦提出將醫療、疾病與社會文化連結的企圖。雖則 Quétel

仍以醫學技術的內部發展為其主要關懷，疾病與社會文化間的互動並

未如其所言有全面性的呈現，但以此嘗試為前提所做出的諸多觀察確

實頗具啟發，亦為梅毒史研究開創了更多的可能。即使本書已出版近

二十年，但與多數集中於一時一地的梅毒史專論相比，本書在時空的

廣度上仍顯得一枝獨秀。Quétel《梅毒的歷史》不僅適合有志於疾病

史研究者對梅毒建立通盤的瞭解、以此為基礎衍生新的研究方向，書

中豐富的故事與對文學作品、圖像資料的分析，亦可使一般讀者讀來

不感乏味，從中獲得歷史的樂趣。 

(本文於 2014 年 1 月 23 日收稿，2014 年 3 月 10 日通過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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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2013 年趙綺娜紀念獎學金」研究成果。初稿為國立

臺灣大學「性別、身體與醫療史」課程期末報告，承蒙授課

教師李貞德、雷祥麟教授悉心指點，與匿名審查人惠予諸多

建議，在此深致謝忱。並蒙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張嘉鳳教

授斧正，以及林立婷同學在公衛資料上的意見，於此一併致

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