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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由」釋義：以《黃帝內經‧素問》為核心文本的討論

林富士 /前中研院史語所特聘研究員

前言

黃怡超 /衛生福利部中醫藥司長

R.I.P. 哀悼懷念中研院史語所特聘研究員林富士教授。國家中醫藥研究所蘇奕彰所長吿知

他的好友林富士教授前幾天因胰臟癌病逝三總—幾年前，弟還 email 請富士兄將他發表在

‘中研院史語所集刊‘一篇黃帝內經的祝由成分寄給弟拜讀，他開玩笑說弟‘涉獵到他的領

域’。多年來幾次相晤會談，情誼溢於言表，今聞消息，悵然若失。2003 年 SARS 疫情後，

弟曾邀請林教授蒞臨陽明大學通識講座演講道教對疫癘看法。弟曾與蘇奕彰教授參加中研院

史語所‘生命醫療史工作室’小組討論，幾次與林教授及其他小組同仁互動，因此而與劉士

永、張哲嘉、雷祥麟、李建民、李貞德、皮國立…等學者相識。幾年前，在中研院舉行‘中

藥全球化聯盟’（Consortium For the Globalization of Chinese Medicine, 簡稱 CGCM)

研討會，期間與林昭庚教授、蘇奕彰教授一起會晤林富士伉儷，契濶談讌，歷歴在目。不期

林富士教授夫人因高血壓腦溢血仙逝，今又聞林富士病故，想起拜讀他對‘童乩’、‘檳榔’

醫療文化史之著作，感念富士兄，一位溫文儒雅，底蘊深厚的學者，願您離苦得樂，賢伉儷

重聚西天，法喜充滿。                                                 110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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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富士

前中研院史語所特聘研究員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第八十三本，第四分

出版日期：民國一○一年十二月

∗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https://www2.ihp.sinica.edu.tw/file/2790dMTrsFd.pdf

摘要

「祝由」一詞首見於《黃帝內經 ‧ 素問》，推其原意，應指某種治療的方法。至於這種療

法的具體內涵，近代的辭典編者或認為是以符咒治病，或認為是以「祝說病由」或祝禱的方

式治病。但是，傳統學者對於「祝由」一詞的意涵，則有相當分歧的看法。或將「祝由」釋

為神名或人名；或認為是「以祝為由」治病（用祝治病）；或釋為「祝說病由」；或說指「通

祝於神明，病從而可愈」；或謂「以祝移病」；或謂「斷絕病由」。而晚近的語言、文字學

家則提出「同義複詞」、「聯綿詞」（合音字）的說法。但是，多數學者主要還是以「祝說

病由」解釋「祝由」的意涵。然而，對於「祝說病由」的具體內涵，學者又有許多不同的見

解。以「祝說」而言，便有「咒說」（唸咒）、「祝禱」（祈求）、「祝告」（說明）三種

解釋。其次，對於祝說者的身分，究竟是醫療者還是病人自己，乃至醫療者究竟是醫者、巫

者、祝者、巫醫（毉），還是專門的咒禁師，也有不同的意見。再者，祝說的對象究竟是神、

是人還是鬼，也各有主張。此外，對於「祝由」與「移精變氣」之間究竟有何關係，學者也

有所討論。或認為這是兩種不同的療法，或主張兩者並無差別，若真要區分，則可說是一種

療法的先後階段或程序。

關鍵詞：祝由 《黃帝內經‧素問》 符咒 醫療 巫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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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引言

「祝」這個字應該是當前中文世界最常用的漢字之一，用 Google 的搜索引擎查詢，大約有

四億六千九百萬筆。1 相關的語詞也相當多，不過，熱門與冷僻的程度卻有天壤之別。例如，

「祝由」一詞，雖然和「祝福」只有一字之差，但是，「祝由」約有四十七萬四千筆資料，

「祝福」卻多達二億四千七百萬筆。由此看來，「祝由」似乎不是一個常見的詞彙。事實上，

這個詞不僅不是現代網路世界的流行語，也不多見於傳統的典籍。在中央研究院的「漢籍全

文資料庫」中，只能找到三十四本書（七十五個章節）有「祝由」一詞，在愛如生數字化技

術研究中心研製的「中國基本古籍庫」中，也只能找到三百七十四條資料。更奇怪的是，這

個似乎帶有一點宗教意味的詞彙，在整部《道藏》（含《正統道藏》與《萬曆續道藏》）之

中，卻只出現六次，而在二○一一年版的《CBETA 電子佛典集成》中，竟然找不到任何一

筆資料。

然而，這個詞彙對於研究中國醫學史和宗教史的學者來說，卻是個關鍵詞。至少，我們知道，

在元、明兩代的官方醫學及醫官體系中，「祝由」科（或稱「祝由書禁」科）曾與產科、眼

科、口齒科、針灸科等並列為主要的醫學（醫術）科目之一，存在的時間長達三百年左右（約

1261-1571）。7 此科雖然在明代中葉以後便被排除於官方的醫學體系之外，而且近代以來

常被視為「迷信」、「妖邪」的「騙術」，8 一般的醫學史著作或醫學辭典對於「祝由」，

若非絕口不提或輕輕帶過，就是痛加撻伐，很少詳加介紹或予以肯定，9 不過，大約從一

九八○年代起，中國學者（尤其是中醫學界）便開始針對「祝由」的問題展開踴躍的討論，

直到最近幾年，各地仍不時有相關的論著發表。掀起這陣討論風潮的原因，或許是因為「祝

由」的語源出自《黃帝內經》，而此書是所有研習中醫者的必讀經典。其次，長沙馬王堆

的漢代醫學文獻，以及睡虎地等地的戰國時期《日書》之類的術數文獻等，在一九七○至

一九八○年代陸續出土之後，中國古代的醫學與術數（方技）傳統突然引起中外學界高度的

興趣。10 原本受人鄙視與否定的「祝由」之術，似乎因此而逐漸有人呼籲要重新審視或「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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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性的接受」，甚至主張要將祝由術推廣、運用於臨床治療，或開始嘗試訓練現代中醫的

祝由科醫師。11 當然，還是有人堅持這是應該棄絕的騙術與迷信。12

綜觀最近二、三十年來的研究，或是從臨床醫學的經驗申論「祝由」的心理療效或所謂的「氣

功」療法；13 或是從醫經考釋或醫案分析的角度詮釋「祝由」的涵意與療病機制；14 或是

以「訓詁」（文字學、聲韻學）的方法討論「祝由」的字形、字音、字義；15 或是從醫史

的角度敘述「祝由」科的起源與發展；16 或是從宗教醫療的角度探討「祝由」療法與宗教

傳統（尤其是巫覡、道教與佛教）的關係。17 雖然各有所見，但或流於枝節，或流於簡略，

或局限於某一專業、斷代，仍欠缺兼具融通與精細的研究成果。而且，絕大多數的學者都未

能充分利用元代「祝由科」（祝由書禁科）的主要「教科書」《聖濟總錄•符禁門》中的寶

貴材料，18 因此，實有必要在前人的研究基礎之上，充分利用各種文獻，全面考察傳統典

籍中有關「祝由」的記載，從歷史的角度，闡明這個語詞的意涵，以及「祝由」醫學的內涵

與古今之變。唯限於篇幅，本文擬從語詞的考釋入手，作為後續研究的基礎。19

貳‧辭典的定義

「祝由」一詞雖然少見於古籍，但仍有一些近、現代人所編的辭典以專門的詞條作解釋，因

此，我們不妨從「工具書」入手，看看專業的編者如何定義「祝由」。不過，由於數量不少，

內容卻又雷同，因此，本文將不一一引述，僅利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

館」所藏的辭書，歸結最具代表性的幾種界說提出討論。20

一‧符咒治病

其中，最簡易的定義可見於一般性的辭典，例如，時代較早的《王雲五大辭典》的詞條雖無

「祝由」，卻有「祝由科」，其定義為：以符咒治病的法術。21 其他辭典（包括醫學及道

教方面的專業辭典）或承襲此說，或加上「古代」二字，或改「法術」為「醫術」，或補上

「不用藥物」（不用藥方；不以藥方；不用醫藥），而其核心觀念都是「以符咒治病」。

這種說法，似乎是從「祝由科」醫學的內涵或「祝由」術的實際操作著眼。而無論對錯，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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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都有一欠缺之處，亦即未能說明何以「祝由」二字與「符咒」（尤其是符）有關。

二‧祝說病由與祝禱療病

有些辭典則採取「望文生義」式的途徑，從字義下手，例如，《中國醫學大辭典》便載云：

祝由：古治病之法，祝說病由，不勞藥石也。22 這是將「祝由」理解為「祝說病由」。其次，

也有人將「祝由」理解為「祝禱」。例如，《辭海》在「祝由」條下云：

古代治病方法之一。以祝禱方法治療疾病。23

而有的辭典還將「祝禱」與前述的「符咒」連結在一起，例如，《漢語大詞典》在「祝由」

條下云：亦作「祝」。古代以祝禱符咒治病的方術，後世稱用符咒禳病者為「祝由科」。24

此外，也有人將「祝禱」與「祝說病由」連結在一起，例如，《中醫大辭典》載云：

祝由：祝說病由。是古代以祝禱方法治病的名稱。25 當然，這一類的解釋也有其文獻及祝

由科實際操作上的根據。

三‧迷信行為與心理療法

在上述兩種說法之外，有些編者還加入了個人的價值判斷或現代詮釋，例如，《中醫名詞術

語詞典》載云：祝由：古代用祝說病由的迷信方法以治療疾病者叫做祝由。祝說，就是裝出

一副能通鬼神之事的模樣，祝禱鬼神消災免難，解除病人的疾病痛苦。

在古代統治階級的衛生機構中，多設有祝由科或咒禁科等。26 在此，作者直斥「祝由」為

裝神弄鬼的「迷信」方法。不過，也有人抱持比較肯定的態度，例如，《實用內經詞句辭典》

便載云：祝由：祝，祝說、祝告。由，病由。通過祝說發病的原由，轉移患者的精神情志，

以達到調整病人的氣機，使精神內守以治病的一種方法。古代設有祝由科，專以祝禱治病。

祝由療法包含有精神療法的意義。27 另外，也有人兼採二說，例如，《中國文化辭典》載云：

祝由：(1) 古代一種迷信治病方法。由巫醫向鬼神禱告，祝說病由，而後將鬼神的旨意告知

病人，叫病人遵旨去做，以圖解除病人痛苦。……(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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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樸素的心理療法。源於《黃帝內經 • 靈樞 • 賊風篇》。即醫者通過向病人說明生病的

原由，以達到治療效果的心理療法。28 這是在斥責「迷信」之外，企圖以現代所謂的「心

理療法」加以疏解。

四 • 其他雜說與相關問題

「傅斯年圖書館」所藏的中文辭典對於「祝由」或「祝由科」的定義，大多不出上述三種說

法，29 而其共同點則是認為「祝由」是一種治病的方法。不過，也有少數編者提供了「異

說」，即認為「祝由」是指「南方神」。30

其次，若干編者也注意到「祝由」是官方的醫學科目，與「咒禁」有關，例如，《大辭典》

便載云：祝由科：古代醫術的一種。以符咒治病而不用醫藥。今也稱民俗醫。唐太醫署醫分

四科，有咒禁科，元明太醫院分十三科，有祝由科。31

此說非常簡要，也引發了四個有待進一步查考的問題：一、祝由科治病是否真的「不用醫藥」；

32 二、元明太醫院是否真的分「十三科」；三、元明的祝由科與唐代的咒禁科有何關係和

異同；四、在唐元之間的兩宋時期是否有類似的醫學科目。33 再者，若干編者還提到「祝由」

與特定地域文化的關係，例如，《漢語方言大詞典》便載云：祝由：（動）用符咒治病。西

南官話。四川。34 這是與四川連結。但也有指向湖南及「南越」者，例如，《辭源》便載云：

祝由科：以符咒治病者。［素問］往古恬澹，邪不能深入，故可移精祝由而已，今之世，祝

由不能已也。［王氷注］「祝說病由，不勞鍼石。故曰祝由。」今所傳祝由科書，序稱宋淳

熙中，節度使雒奇修黃河，掘出一石碑，上勒符章，莫能辨。道人張一槎獨識之，曰：「此

軒轅氏之製作也」，雒得其傳以療人疾，頗驗。明景泰中徐景輝復傳其術云云。

今傳其術者，多湖南舊辰州府人，故亦稱辰州符。按《後漢書 • 方術傳》云：「趙炳善越方。

注云：『善禁咒也。』」是此術久行於南越也。35 此說除了將「祝由科」與近代湖南的「辰

州符」以及古代南越的「越方」、「禁咒」聯繫起來之外，同時也指出「祝由科」的詞源為

《黃帝內經 • 素問》王冰注，並提供世傳「祝由科書」的相關訊息。而這三點也都值得進

一步探討。36



中醫專科會訊 第 63 期 7

參‧傳統學者的註解與詮釋

由上述辭書的定義來看，「祝由」基本上是一種治病之術，且起源甚早（故稱「古代」），

而多數辭書的編者都將其詞源指向大約成書於戰國、秦漢時期的《黃帝內經》，而其核心內

容應該出自《黃帝內經 • 素問》〈移精變氣論篇〉，其文云：黃帝問曰：余聞古之治病，

惟其移精變氣，可祝由而已。今世治病，毒藥治其內，鍼石治其外，或愈或不愈，何也？岐

伯對曰：往古人居禽獸之間，動作以避寒，陰居以避暑，內無眷慕之累，外無伸宦之形，此

恬惔之世，邪不能深入也。故毒藥不能治其內，鍼石不能治其外，故可移精祝由而已。當今

之世不然，憂患緣其內，苦形傷其外，又失四時之從，逆寒暑之宜，賊風數至，虛邪朝夕，

內至五臟骨髓，外傷空竅肌膚，所以小病必甚，大病必死，故祝由不能已也。帝曰：善。37

這段文字是歷年來所有討論「祝由」者的共同源頭與基礎。根據文中黃帝與岐伯的對話，我

們可以大膽推斷，「祝由」確實應該是一種治病的方法，而且，似乎和「移精變氣」有緊密

的關係。但是，「祝由」二字究竟是什麼意思？其具體的治療方法如何？「祝由」又與「移

精變氣」有何關聯？從文中並不容易判斷，而從六朝時期開始，一直到近現代，諸多《黃帝

內經》的註解與詮釋者對此也沒有一致的看法，以下便大致依時代先後，舉出最具代表性的

幾種說法。

一‧神名

雖說根據《黃帝內經》的原文來看，「祝由」應該是指一種治病的方法，但 36 以「祝由科書」

而言，從明清時期到二十世紀初期，一直有各種號稱是「祝由科」的醫書在流傳，內容雜亂

而多樣，但彼此之間似乎又有些共同的核心成分，其與「正統」醫學、「江湖」醫學、官方

醫學、宗教醫療之間究竟有何關係，值得詳加考察。初步的研究，可參見是，目前還傳世的

最早的注釋卻認為應該是神名，例如，南朝齊、梁時期的全元起（生卒年不詳，大約活躍於

西元五、六世紀之際）便說：「祝由，南方神」。38《黃帝內經》歷代的注釋者常引用這

個說法予以批評或支持，有些則進一步指出南方神就是祝融。例如，清代學者孫詒讓 (1848-

1908) 便說：古帝祝融氏，武梁祠畫象作祝誦。《素問 • 移精氣篇》「祝由」，全元起曰：

「祝由，南方神。」誦諧甬聲，甬又諧用聲，故得與由通用，是由用聲轉之譣也。……經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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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用由二字互訓者，更僕難數。39 這是從聲韻及古文字的角度著眼，認為「由」與「用」

可以互通，因此，「祝由」即「祝用」、「祝甬」、「祝誦」、「祝融」。40 將「祝由」

釋為祝融，在文字學、聲韻學上或許可通，但顯然無法吻合經文原本的脈絡，文意不通，因

此，反駁者不少（詳見下文）。

二‧以祝為由或用祝治病

隋代 (581-618) 楊上善（生卒年不詳）《黃帝內經太素》有〈知祝由〉一篇，內容與今本《黃

帝內經 • 素問》〈移精變氣論篇〉差異甚小，41 也有「此恬惔之世，邪不能入也。故毒藥

不治其內，鍼石不治其外，故可移精祝由而已也」這樣的文字，而楊上善的注云：內外恬惔，

自然泰和，外邪輕入，何所深哉？是以有病以祝為由，移精變氣去之，無假於鍼藥也。帝曰：

善。42 由此可見，他將「祝由」解釋為「以祝為由」，可是，這又是什麼意思呢？祝究竟

是指祝者還是祝（咒）語，並不清楚。

所幸，楊上善又引《黃帝內經 • 靈樞》〈賊風篇〉云：「黃帝曰：其祝而已者，其故何也？

岐伯曰：先巫者，固知百病之勝，先知其病之所從生者，可祝而已」，並注曰：先巫知者，

巫先於人，因於鬼神，前知事也。知於百病從勝剋生，有從內外邪生。生病者，用鍼藥療之，

非鬼神能生病也，鬼神但可先知而已。由祝去其巫知之病，非祝巫之鬼也。43 據此，則「祝」

似乎可以兼指祝者與祝禱或祝詛（祝禳），而「祝由」就是「由祝」，亦即「經由祝者或咒

術」。因此，同一書內，或謂「可祝由而已」，或言「可祝而已」，其義相通。其後，清人

也有類似的看法，只是更直接的將「由」釋為「用」。例如，高士奇 (1644-1703)《天祿識餘》

便說：《禮記》：「祭有祈焉、有報焉、有由焉。」辟讀為弭，謂弭災兵、遠罪疾也。由，

用也。於辟言由者，以非祭之常禮，或有因而用之也。案：《素問》「古之病者，祝由而已。」

今醫院十三科，終於祝由科。由，亦用也。《素問》云祝由者，倒言之。〈郊特牲〉云由辟

者，順言之也。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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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周廣業 (1730-1798) 和章炳麟 (1869-1936) 也有相當一致的看法。他們都同意東漢鄭玄 

(127-200) 對於《禮記 • 郊特牲》「由辟」一詞的解釋，認為「由」即「用」，而《素問》「祝

由」的「由」也應該如此解釋。45 因此，「祝由」若是一種療法，那麼，其語意應該是「用

祝」治病。至於「祝」是指何而言，學者之間並無一致的看法。

三‧祝說病由

古之病者，祝由而已。則似甚重于古昔。按《禮記》：祭有祈、報、由闢三者，闢讀爲弭，

謂弭災兵、遠罪疾也。由，用也。盖非祭之常，或有因而用之也。祝由之義，亦猶是耳。」（頁

31）；章炳麟，《太炎文録》（民國《章氏叢書》本），卷一，〈與尤瑩問荅記〉：「〈郊

特性〉曰：『祭有祈焉、有報焉、有由闢焉。』注：『由，用也。闢，讀爲弭，謂弭災兵、

遠罪疾也。』祭名用弭則不辭，易之當云何？余曰：由者，祝由也。《素問》曰：『古之治

病，可祝由而已。』惠士奇曰：《說文》『，祝也。祝由即祝也。』祝由者，移精變氣，本

以治病，與弭災兵、遠罪疾同，故言由弭矣。」

不過，在眾多詮釋之中，最具影響力，也最被認可的說法，似乎是唐代王冰 (710-804) 的《黃

帝內經》注，他說：移謂移易，變謂變改，皆使邪不傷正，精神復強而內守也。〈生氣通天

論〉曰：「聖人傳精神，服天氣」，〈上古天真論〉曰：「精神內守，病安從來」是也。古

者巢居穴處，夕隱朝遊禽獸之間，斷可知矣。然動躁陽盛，故身熱足以禦寒，涼氣生寒，故

陰居可以避暑矣。夫志捐思想，則內無眷慕之累，心亡願欲，故外無伸宦之形。靜保天真，

自無邪勝。是以移精變氣，無假毒藥，祝說病由，不勞鍼石而已。當今之世，情慕云為而動，

遠於道也。46 根據這段文字，王冰似乎認為「精神內守」與否就是健康與疾病的關鍵，而「移

精變氣」與「祝由」之術的功能或目的就在於能移易、變改病人的精神。其中，「祝由」意

指「祝說病由」，或即「祝說」生病之緣由。王冰的說法相當簡略，也引發後代學者諸多分

歧的討論，下文再做詳細的闡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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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通祝於神明，病從而可愈

將「祝由」的「由」釋為生病的理由（緣由、由起、原因），似乎是多數醫家的共同見解，

但是，也有人對於「由」的字義有不同的看法，前引楊上善及高士奇等人的說法，便有將

「由」釋為經由、透過、利用之類的意思。而清初的醫家張志聰（約 1616-1674）則說：移

精變氣者，移益其精，傳變其氣也。對神之辭曰祝。由，從也。言通祝於神明，病從而可愈

也。按此篇帝曰移精變氣，伯曰得神者昌，失神者亡。言能養其精氣神者，可祝由而愈病。

湯藥鍼石亦能治之。如精神散失，雖有靈丹，無能為已。故有愈有不愈也。伯言往古之人，

精神完固，故可祝由而已，蓋以神而後可通神明也。……故可移精變氣以通神明。陰陽不測

謂之神，神用無方謂之聖，精氣充足，可通神明，則陰陽和而神氣通暢，又何患邪賊之為害

乎？ 47

他釋「祝」為「對神之辭」，釋「由」為「從」，說明「祝由」之意為「通祝於神明，病從

而可愈」。而要「通祝於神明」，必須「精神完固」或「精氣充足」，因此，病者必須先「移

益其精，傳變其氣」（也就是「移精變氣」）。由此看來，張氏似乎認為「祝」說者就是病

人自己。事實上，他在注釋《黃帝內經 • 素問》〈五臟別論〉所言「拘於鬼神者，不可與

言至德」時也說：拘於鬼神者，欲其祝由而愈病也。然祝由之道，移精變氣，以我之神而通

神明，有至道存焉。若惟拘於鬼神之事，不可與言至德矣。……即欲祝由愈病，亦須移精變

氣，而後能通於神明。48 換句話說，張氏認為古之人「精神完固」，因此，生病時自己就

可以「移精變氣以通神明」（故言「以我之神而通神明」），讓「邪賊」不能危害，病從而

可以痊癒。這個說法算是比較清楚的交代了「祝由」與「移精變氣」之間的關係，也比較能

順從《黃帝內經》先「移精變氣」而後「祝由」的經義，但卻幾乎完全推翻了王冰的看法，

根本否定了「祝說病由」的傳統說法。不過，他不曾交代清楚究竟要如何才能「移益其精，

傳變其氣」以便「祝由已病」，而且，施術者若是指病人自己，便很明顯的和他在注釋《黃

帝內經 • 靈樞》〈賊風篇〉時的說法相牴觸。《黃帝內經 • 靈樞》的原文云：黃帝曰：夫

子言賊風邪氣之傷人也，令人病焉。今有其不離屏蔽，不出室穴之中，卒然病者，非不離賊

風邪氣，其故何也？岐伯曰：此皆嘗有所傷於濕氣，藏於血脈之中，分肉之間，久留而不去，

若有所墮墜，惡血在內而不去，卒然喜怒不節，飲食不適，寒溫不時，腠理閉而不通，其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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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遇風寒，則血氣凝結，與故邪相襲，則為寒痺。其有熱則汗出，汗出則受風，雖不遇賊風

邪氣，必有因加而發焉。黃帝曰：其祝而已者，其故何也？岐伯曰：先巫者，因知百病之勝，

先知其病之所從生者，可祝而已也。49

對此，張志聰釋曰：此篇論病形而傷其精氣神也。三邪雜至，合而為痺，在內而傷其精氣神

者，有似乎鬼神可祝由而已也。……知百病之勝者，知精氣神三者，能勝其百病也。知其病

之所從生者，知先傷其精氣神，而病之所由生也。由此可見，他認為文中「可祝而已」即《黃

帝內經 • 素問》〈移精變氣論篇〉中的「祝由」、「移精祝由」，而其施術者是先巫。

總之，張志聰在《靈樞》中對於「祝由」一詞的解釋，似乎有一半是遵從王冰的舊說，亦即

認為「由」是「病由」（故言「病之所由生」），而且，「祝由」者並非病人自己，而是「先

巫」（故言「可祝而已者，先巫之能移精變氣而通神明也」）。由此可見，張志聰在注解《素

問》與《靈樞》二書涉及「祝由」的語詞時，其實自相矛盾，但他始終前後一致的認為，必

須「移精變氣」才能「祝由」治病。

五‧以祝移病

無論如何解釋「由」的字義，基本上，學者大多同意「祝由」之術是用「祝」治病，因此，

必須說明「祝」為何物，以及「祝」如何能治病。對此，清代文廷式 (1856-1904) 說道：〈言

毒篇〉：「巫咸能以祝延人之疾，愈人之禍者，生於江南，含烈氣也。」按：此卽醫家祝由

科之始。陸賈《新語 • 資質篇》已有「靈巫呪病」之語，呪與祝同字。51 這是以「祝由」

解讀《論衡》〈言毒篇〉「巫咸能以祝延人之疾，愈人之禍」之意。由此可見，在他看來，「祝」

就是「咒」。但是，「延人之疾」的「延」又是何意呢？東漢王充 (27-91)《論衡》原文曰：

夫毒，太陽之熱氣也，中人人毒。人食凑懣者，其不堪任也。不堪任，則謂之毒矣。太陽火氣，

常為毒螫，氣熱也。太陽之地，人民促急，促急之人，口舌為毒。故楚、越之人，促急捷疾，

與人談言，口唾射人，則人脤胎（脹），腫而為創。南郡極熱之地，其人祝樹樹枯，唾鳥鳥墜。

巫咸能以祝延□人之疾、愈人之禍者，生於江南，含烈氣也。52 針對這段文字，黃暉在《論

衡校釋》中有一段相當長的考釋，他說：吴曰：「延」讀為「移」。……暉按：吴說疑非。「祝

延」連讀。「人」上疑脫一「已」字。……漢書師古注：「祝延，祝之使長年也。」然於此

文，義有未洽。上文云：「祝樹樹枯，唾鳥鳥墜。」疑此讀作「祝涎」，「涎」亦「口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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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淮南俶真訓注：「鑄讀如唾祝之祝。」以「唾祝」連文，可見其義。此祝延， 或即其義， 

雖他書無說， 疑仲任紀當時巫風之實。……若謂祝之長年，則與上下文義不類矣。汪文臺

揖七家後漢書云：「媯皓字元起，吴郡餘杭人，皓母炙瘡發膿，皓祝而愈之。」或即祝延之

術也。又皮錫瑞以「巫咸」連讀，謂即君奭「巫咸乂王家」之「巫咸」，亦非。此文謂江南

諸巫，皆能此術也。53 在此，他將「祝延」釋為「祝涎」（唾祝），亦即以口唾祝病已疾。

此說雖然有巫術、醫案方面的例證， 但是， 臆斷的成分過高， 反不如舊說釋「延」為「移」，

因此，劉盼遂的《論衡集解》便認為「延」就是「移」，有移轉的意思，54 而所謂「祝移」，

就是以「咒術」將一個人所遭受的禍害（疾病為其中之一）轉移到他處、他物、或他人身上。

事實上，在宮廷中，最晚從秦代起便設有專官掌管這種「祝移」之事。例如，司馬遷《史記》

便說：祝官有秘祝，即有菑祥，輒祝祠移過於下。55 這是秦始皇和二世之時的設置，似乎

直到漢文帝才被廢除，《史記》說：（孝文帝）即位十三年，下詔曰：「今祕祝移過于下，

朕甚不取，自今除之。」56

然而，漢代宮廷中，這種祕祝移過（禍）之事是否從此斷絕，很難斷定。無論如何，一般民

間巫者似乎仍然施行這種法術。57 而從後代「祝由」術的內涵與實作來看，確實有人利用

「咒術」將疾病從病人身上「移除」。因此，以「祝延」（「祝移」）釋「祝由」，似乎也

有其道理，但是，這已脫離《素問》的脈絡而論「祝由」了，「由」大概也不能訓讀為「延」

或「移」。

六‧斷絕病由

學者或醫者對於「祝由」語意的爭議，幾乎都是基於「由」字的歧義，不過，也有人從「祝」

下手，提出不同的看法。例如，元代學者陳櫟 (1252-1334) 便反對王冰的「祝說病由」和全

元起的「南方神」這兩種說法，58 但仍接受「祝由」之「由」為「病由」的舊說，並針對「祝」

提出新說：《書 • 泰誓篇》曰：「祝降時喪。」孔氏註：「祝，斷也。」今以祝訓斷，謂

當斷絶其受病之由足矣。59 這是引用《尚書 • 泰誓篇》的孔氏註文，以祝為斷，解釋《素問》

的「祝由」應該是「斷絶其受病之由」的意思。這個說法提出之後，似乎立刻有人反駁，而

陳氏也有所辯解，他說：引《書》註以釋《素問》，頗自為得。一醫者聞而不然之，謂醫家

自有祝由科，如後世廟祝之類，以祝為禱祝、詛祝之祝。其義若通。然禱祝、詛祝自是《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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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之大禁，如曰：「拘於鬼神者，不可與言至徳。惡於鍼石者，不可與言至巧。」註云：「志

意邪則好祈禱。」又曰：「是祈禱禱祝何所施於醫療之際。」孔子曰：「某之禱久矣。」古

人疾病，行禱五祀，乃臣子迫切之至情，豈醫家事耶？借使有祝由科，如符水之類，亦是無

知者之所為，妄引祝說病由之句，以文其奸偽耳。註《素問》者不審，啟此等之繆妄，何足

信哉！ 60 這是引用《素問》的經文及孔子之說，認為古代醫家治病不可能使用祈、禳之術，

因此反對醫者以當時「祝由科」的法術為例證，將祝解釋為「禱祝、詛祝之祝」。同時，他

還認為「祝由科」是「無知者」所為，乃「奸偽」之術。此外，他還更近一步闡述「祝由」

和「移精變氣」之間的關係，他說：祝斷受病之由，正與上文移精變氣相照應。轉移自己之

精神，變改其所感受隂陽風雨晦明之六氣，而斷絶其受病之由，則其病自已。如病由於寒則

58 陳櫟，《定宇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四，〈辨素問祝由〉：「按：《素問

• 移精變氣論》：『古之治病，惟移精變氣，可祝由而已。』註云：『移，移易；變，改變。

皆使邪不傷正，精神復强而内守也。精神内守，病安從來？是以移精變氣，無假毒藥，祝說

病由，不勞鍼石而已。』新校正本按：『全元起云：祝由，南方神。』愚謂：以祝由為南方

神，似祝融聲轉為祝由，固為缺斷其寒而煖之，病由於熱則斷其熱而凉之，祝斷其由，所謂

拔其本塞其源，意義豈不顯然明白乎？ 61

由此可見，他也是認為，醫療者（祝由者）就是病人自己，而「移精變氣」（「轉移自己之

精神，變改其所感受隂陽風雨晦明之六氣」）則是「祝由」（「斷絶其受病之由」）的手段。

對於陳櫟的說法，後代有人提出相當嚴厲的批判，例如，明代醫家李濂 (1488-1566) 便指斥

為「杜撰穿鑿」、「幾於强辯」。他雖然不贊成全元起以祝由爲南方神的說法，卻也斥責陳

櫟扭曲《素問》「拘於鬼神者，不可與言至徳」的原意，並引述諸家說法，指出「祝由科」

與「祝由」術淵遠流長，並無不妥。至於「祝由」之「祝」，就是「詛、咒」，「祝由」之

術就是禁咒之術。62 不過，他並不曾交代「由」字之意。

然而，以斷訓祝，還是有其支持者，例如，明代程敏政 (1445-1499) 與清代阮葵生 (1727-

1789) 都在其著作中引述陳櫟之說。63 此外，清代張澍 (1776-1847) 則提出更進一步的說法：

《素問 • 移精變氣論》云：「故可移精祝由而已。」按：即今之呪由科也。全元起曰：「祝

由，南方神。」是以為祝融也。由字古原與融通。《左傳》吳蹶由，《韓非子》作蹙融是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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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融，南方火神，以火施化者，火九變而三化。祝，斷也。融，續也。葢融而熟之火也。故

祝由科能接筋骨、移癰癭，得火化之道耳。64 基本上這似乎是為了融通「祝融」說和「祝斷」

說而別創新說，而且有點以今證古、以事詮理的味道，若李濂在世，想必亦視為「强辯」。

七‧人名

除了將「祝由」釋為神名之外，也有人認為是人名。例如，清代許奉恩（大約活躍於 1843-

1862）便說：相傳黃帝有二臣，曰岐伯氏，曰祝由氏，皆善醫。岐伯氏治疾，按脈能知人

七十二經，投以藥，無不效。祝由氏治疾，不用藥，惟以清水一碗，以手捏劍訣，勅勒書符

水面，以飲病者，亦無不效。祝由氏爲湖南辰州府人，故今辰州人多擅此術，名曰祝由科。

爲人治疾，誓不受錢幣之謝，或酬以酒食則可耳。然擅此術者雖多，而真得秘傳者甚少，如

得真傳，實有起死回生之功，否則第僞託其名以欺人。愚夫愚婦受其欺者，往往坐失鉅資，

悔之無及矣。或曰：得真傳者，每歲元旦，祭禱祝由之神，黙占以笤，即預知是年當治幾人

之疾，隨緣巧遇，最爲靈驗。65 在此，他認為「祝由」是黃帝的臣子祝由氏，是湖南辰州

府人，專擅以符水咒說治疾。這大概是流傳於清代湖南辰州一帶的民間傳說，並無其他文獻

或文字學上的根據。總之，這和神名的解釋一樣，無法吻合經文原本的脈絡，文意不通。

肆‧「祝說病由」析論

上述各家說法，以王冰的「祝說病由」之說最受擁護，但是，必須進一步闡明者至少有：一、

「祝說」之意（祝禱？祝詛？祝告？）；二、祝說者的身分（病人？醫者？）；三、祝說的

對象（鬼？神？人？）；四、「祝由」與「移精變氣」的關係（一種療法？兩種療法？孰先

孰後？）。以下便針對上述問題，列舉注釋家之說。

一‧「祝說」之意

一般而言，「祝」不外祝禱（祈求）、祝詛（詛咒）、祝告（說明）三種意思，66 而多數

學者認為「祝由」之「祝」是指「咒」而言。例如，元代學者方回 (1227-1305)〈讀素問十六首〉

便云：上古僦貸季，色脈通神明。人處禽獸間，於物澹無情。針石有不用，祝由足移精。世

降尚毒藥，一誤百禍生。［祝由者，王冰謂：「祝說病由而已」，《周官》音咒，或音注，



中醫專科會訊 第 63 期 15

謂傅藥，非是。上古未有也，酒醪湯液猶備而不用。］67 這是以《周官》瘍醫掌「祝、藥、

劀、殺之齊」解「祝由」之祝為咒（詳下文）。

其次，明代醫家張介賓 (1563-1640) 針對《黃帝內經 • 素問》〈移精變氣論篇〉的「祝由」

一詞說：祝、咒同，由，病所從生也。故曰祝由。王氏曰：「祝説病由，不勞鍼石而已。」

……祝由者，即符咒、禁禳之法。68 同時，他還認為《黃帝內經 • 靈樞》〈賊風篇〉中有

關「祝」的問題，應該和《黃帝內經 • 素問》〈移精變氣論篇〉的「祝由」「並觀」，並

說祝者，巫呪之屬，即祝由也。……祝、呪同。69

可見張介賓也是以咒訓祝。其後，清代溫病學家薛雪 (1681-1770) 針對這兩段經文中有關

「祝」和「祝由」的解釋，幾乎全抄張氏之說。70 此外，明末清初的方以智 (1611-1671) 說：

祝，因為祝由、祝尤、咒尤。《說文》：「，祝也。」即祝由。《内經》有祝由，徐文長引

《物原》曰：「禁咒名，越方。漢武信南越，而禁咒方始。」智按：《後漢傳》趙炳善越方，

《漢書》有禁方，古有祝科，至漢通外國而更竒，如西域幻人之類。《南史》薛伯宗徙癰柳

樹上，洪邁《夷堅志》漂陽巫犁竈灰而骨鯁愈，亦其類也。今太醫院第十三科為祝尤，又曰

咒尤，為咒而愈病，如《周禮》之祝也。71 這也是以咒釋祝，並將祝由與禁咒、越方同視

為「為咒而愈病」之術。其後，清代吳玉搢 (1698-1773) 的《别雅》以及翟灝 (?-1788) 的《通

俗編》都有非常類似的說法。72

事實上，在一本目前仍傳世的祝由科專書《軒轅碑記醫學祝由十三科》中，有一篇題為涵谷

山人體真子（年代不明）所撰的〈軒轅黃帝祝由科序〉也說：此咒治百病之所由起，故曰祝

由科。73 據說，此書起源於宋孝宗淳熙十五年 (1188) 出土的一塊勒有符章的石碑，當時發

掘石碑的節度使雒奇，以及明代宗景泰年間 (1450-1456) 的臨清人徐景輝，曾據以施行，替

人治病，「其驗如神」。74 總之，無論注釋家的解釋是否符合《黃帝內經》的原意，至少，

流行於宋元明清的「祝由」科，主要是以咒術為主，應無問題。不過，也有人認為祝由之祝

是祝禱之意，例如，明代學者朱謀㙔（大約活躍於 1573-1620）在解釋《易經》巽卦爻辭之時，

便說：有時巽于牀下，人為風所中而病也。内互變坎，坎為心病。用史巫者，所以禱神，所

謂祝由是也。互有兌象，兌為巫祝，而得艮止，故知其吉。75 這是將「祝由」釋為「禱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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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意。事實上，在前引的《軒轅碑記醫學祝由十三科》中，有一篇作者不詳、撰寫年代不明

的〈軒轅黃帝祝由科敘〉也說：有疾病者，對天祝告其由，故名祝由科。76 事實上，在近代「祝

由」科的醫療活動中，也確有這樣的舉措。77 此外，也有人認為祝是祝告、陳述、說明之意。

例如，明代的《素問》專家吳崑 (1552-1620) 在注解〈移精變氣論篇〉時便說：移易精神，

變化藏氣，如悲勝怒，恐勝喜，怒勝思，喜勝悲，思勝恐，導引營衛，皆其事也。凡人用情

失中，五志偏僻，則精神併于一藏，爲亢爲害而病生矣。如怒則氣上，恐則氣下，喜則氣緩，

悲則氣耗，思則氣結，是爲氣病而生。說疾占之，治者明見其情，爲之祝說病由，言志有所

偏，則氣有所病，治以所勝，和以所生，移易精神，變化藏氣，導引營衛，歸之平調而已。

78

依此，則所謂「祝由」，其實只是向病人說明、解釋其生病的緣由。清代徐大椿 (1693-

1771) 在其〈祝由科論〉中也陳述了類似的看法，他說：祝由之法，意不過因其病情之所由，

而宣意導氣以釋疑而解惑，此亦必病之輕者，或有感應之理。若果病機身重，亦不能有效也。

79 而清代名醫吳鞠通 (1758-1836) 則以其臨床經驗，提出〈治內傷須祝由論〉：按祝由二字，

出自《素問》。祝，告也；由，病之所以出也。近時以巫家為祝由科，并列于十三科之中。《內

經》謂信巫不信醫，不治。巫豈可列之醫科中哉！吾謂凡治內傷者，必先祝由。詳告以病之

所由來，使病人知之，而不敢再犯。又必細體變風變雅，曲察勞人思婦之隱情，婉言以開導

之，莊嚴以振惊之，危言以悚惧之，必使之心悅情服，而後可以奏效如神。余一生得力于此

不少，有必不可治之病，如單腹脹、木乘土、干血癆、噎食、反胃、癲狂之類，不可枚舉。

葉氏案中謂無情之草木，不能治有情之病，亦此義也。俗語云有四等難治之人，老僧、寡婦、

室女、童男是也。有四等難治之病，酒、色、財、氣是也。難治之人，難治之病，須憑三寸

不爛之舌以治之。救人之苦心，敢以告來者。80 而在他的醫案中，吳鞠通也確實舉出例證。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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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祝說者的身分

至於祝說者的身分，不外是病人自己或他者。而從上述的討論可以知道，絕大多數的學者都

認為，應該是由專業的醫療者施行祝由術，事實上，前引《黃帝內經 • 靈樞》〈賊風篇〉

便已提到「先巫者，因知百病之勝，先知其病之所從生者，可祝而已也。」82 而文中的

「祝」，一般認為就是《黃帝內經 • 素問》〈移精變氣論篇〉中的「祝由」。例如，西晉

皇甫謐 (215-282) 的《針灸甲乙經》主要是綜合、整編《素問》、《靈樞》等書而成，書中〈四

時賊風邪氣大論〉針對「賊風邪氣之傷人」所作的論述說：問曰：其有祝由而已者，其故何也？

對曰：先巫者，固知百病之勝，先知百病之所從生者，可祝由而已也。83 在此，皇甫謐便

逕將《靈樞》中的「祝」改為「祝由」，而以這種方法替人療病的就是所謂的「先巫」。後

代學者大多遵從其說，例如，王子方（生卒年不詳）84 便說：上古有十三科，祝由乃其一也。

先巫者，言上古之能祝由而愈病者，謂之巫毉，故古之毉字從巫，非與師巫之賤役比也。南

人有言曰：人而無恆不可以作巫毉，即上古祝而已病之毉，非毉巫之有二也。85

這是進一步將所謂的「先巫」界定為「巫醫」，而且特別指出，這是一種特殊的 80 吳鞠通，

《醫醫病書》醫療者（「毉」），非一般的「師巫」，也不是一般的醫者。這種醫療者，確

實很難簡單的劃入巫或醫的類別中，例如，清代經學家惠士奇 (1671-1741) 雖然不贊成利用

祝由治病，但他在考察其源流之後認為，祝由並非全元起所說的南方神，而是一種醫病之術，

起源於巫彭，其後，「周官」中的巫、祝都掌握了相關的知識和技能，也負責醫病之事。86 

此外，清代「說文四大家」之一的桂馥 (1736-1805) 則認為祝由科起源於「古醫之巫咸」。

87 而無論是巫彭還是巫咸，都是「先巫」，也都被認是醫藥知識或行業的創發，以「巫醫」

（毉）稱之或許更恰當。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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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也有人認為古代的醫者其實就已掌握了祝由之術，而其主要依據是《周禮》「瘍醫掌

腫瘍、潰瘍、金瘍、折瘍之祝藥劀殺之齊」的記載。89 文中的「祝藥劀殺之齊」究竟該如

何解讀，曾引發歷代注疏者的論辯。早期的注疏家或謂「祝藥」就是「注藥」，意為敷藥，

例如，漢代鄭玄云：祝當為注，讀如注病之注，聲之誤也。注謂附著藥。刮，刮去膿血。殺

謂以藥食其惡肉。90

唐代賈公彥（生卒年不詳）也說：瘍醫掌腫瘍已下四種之瘍瘡而含膿血者。祝，注也。注藥

於瘡，乃後刮 86 惠士奇，《禮說》（《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八，〈春官三〉：「古

者巫彭初作醫，故有祝由之術，移精變氣以治病。春官大祝、小祝、男巫、女巫，皆傳其術

焉。大祝言甸讀禱，代受眚烖。小祝將事侯禳，求逺辠疾。男巫祀衍旁招弭，寧疾病。女巫

嵗時釁浴，袚除不祥。故曰：病者寢席，醫之用針石，巫之用糈藉，所救鈞也。豈非以巫祝

能治病歟？祝祈福祥則曰求永貞，貞，正也。巫有大烖則曰造巫恒，恒，常也。言正而有常，

精爽不貳，敬恭明神，然後神降之嘉生。祈福則福來，却病則病去。故孔子思見有恒者，無

恒之病，巫醫弗為信矣。黃帝問於岐伯曰：『古之治病，可祝由而已。今世治病，毒藥治内，

鍼石治外，或愈或否，何也？』……祝由即祝，說者以為南方神，失之。古聖人傳精神，服

天氣，有疾，勿藥自已，亦無待於祝由。後世徳薄，史巫紛若，齊景公欲誅祝史者，蓋以此。

岐伯曰：「拘於鬼神者，不可與言至徳。」然則惟修徳可以禳之，豈祝由之所能已乎？……

王會篇［逸周書］：『為諸侯之有疾病者，阼階之南，祝淮氏、榮氏次之，皆西南，彌宗旁之，

諸侯有疾病者之醫藥所居。』注云：淮、榮，二祝之氏，世居是官，實掌醫藥。蓋古之祝由

歟？」（頁 140-141）殺。而言齊者，亦有齊量之宜也。……云祝當為注讀者，疾醫非主祝

說之官，為祝則義無所取，故破從注，注謂注藥於中，食去膿血耳。91 意即先「注藥」（敷藥）

以「食去膿血」，再以「刮殺」去除乾淨。但是，北宋王安石 (1021-1086) 卻有不同的看法，

他說：腫瘍聚而不潰，潰瘍潰而不聚，金瘍刄創未必折骨，折瘍折骨未必刄創。腫瘍、潰瘍

自内作而潰瘍爲重，金瘍、折瘍自外作而折瘍爲重。故先腫瘍後潰瘍，先金瘍後折瘍也。《素

問》曰：上古移精變氣，祝由而已。醫之用祝，尚矣，而瘍尤宜祝。後世有以氣封瘍而徙之

者，蓋變氣祝由之遺法也。祝之不勝，然後舉藥。藥之不勝，然後劀。劀之不勝，然後殺。

92 這是將「祝藥劀殺」解釋為四種不同的醫療方法，而「祝」就是「祝由」之術。他還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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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者很早就使用這種祝法了。王安石的新說似乎引發不少共鳴。例如，宋代王與之（生卒年

不詳）便說：鄭鍔曰：王安石謂疾之惡者，藥或不能攻，則有祝焉。乃引素問上古移精變氣

祝由之説以為證。［鄭康成曰：祝當為注，讀如注病之注，聲之誤也。］愚攷醫之用祝，理

或冝然，今世有以氣封瘍而徙之者，正祝由之遺法也。祝之不勝，於是用藥。藥或不能去，

必劀以刀而去惡血。劀而不效，必殺之以藥而食其惡肉。凡四法，各有淺深之度，故言齊。

93 其次，宋代王昭禹（生卒年不詳）說：古者於疾則有禱，於瘍則有祝。素問曰：上古移

精變氣，祝由而已。醫之用祝，尚矣。而瘍尤宜祝，後世有以氣封瘍而徙之者，葢變氣祝由

之遺法也。藥者，以藥發其所傷。劀者，謂颳去其膿血也。殺者，謂以藥食其惡肉也。祝之

不勝，然後藥。藥之不勝，然後劀。劀之不勝，然後殺。此治瘍之事。94

這都是在發揮王安石的說法。其後，如宋元之際陳友仁（生卒年不詳，大約活躍於西元十三

世紀初）的《周禮集説》、明代王志長（生卒年不詳）的《周禮注疏刪翼》、清代蔣載康（生

卒年不詳）的《周官心解》、的《周禮述注》等，更是直接引述王安石的注解，95 或是肯

定其說法。96 而元代毛應龍（生卒年不詳）《周官集傳》則說：祝者，祝也。古醫經祝由

科是也。謂若頭傷不任用藥，或在肯綮不任劀殺，則以術攝五行之氣祝之。藥用五藥。97

這也是認同祝為祝由之說，並進一步說明瘍醫用祝的時機及行法。值得注意的是，不僅《周

禮》的學者支持，宋徽宗 (1082-1135) 下令編纂的《聖濟總錄》（元代「祝由書禁科」的教

科書）似乎也採取這樣的說法，例如，其〈治法〉介紹「祝由」療法時便說：上古移精變氣，

祝由而已。蓋其俗淳，其性朴，其病微。至誠不二，推病由而祝之，以通神明。故精可移而

氣可變也。其或捨信慤爲疑惑，指祝由爲無益之術，而精氣不純，邪毒深蓄，雖有祝由，不

能已者。非古今異術，人心異也。善醫者，察病淺深，雖不概以此治，至於病有鬼神之注忤，

蟲獸之螫毒，必歸於祝由。是以周官瘍醫，掌眾瘍祝藥劀殺之齊，必先之以祝，蓋醫之用祝

尚矣，瘍尤宜焉。大抵意使神受，以正驅邪，則一也。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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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符禁門•符禁門統論〉又曰：上古移精變氣，祝由而已。黃帝官能有唾廱咒病之任。周

官瘍醫掌祝藥劀殺之齊，以祝為治首。迺知祝禁之術，治病良法，仁政先務也。99 其〈符

禁門•禁瘡腫法〉的「統論」亦曰：上古之治此，澡雪齋戒，移精變氣，為唾膿咒癰之術，

蓋以正心為本。能正其心，則邪毒可弭。周官瘍醫於藥劀殺之齊，必先以祝者如此。昔薛伯

宗去公孫泰疾，移癰柳上，以能用是道也。100 由此可見，此書之編者一方面接受王冰「祝

說病由」的說法，另一方面則接受宋代王安石等人對於《周禮•瘍醫》的新說，認為醫者「用

祝尚矣」，而且在治療瘡腫這類的疾病時，必定先用「祝由」之術。

不過，也有人反對王安石的祝由說。例如，清代惠士奇便說：瘍醫祝藥，康成云：祝當為

注，讀如注病之注。釋名云：注病，一人死，一人復得，氣相灌注也。古文假借，多取音同。

……學者不明六書，乃謂康成好破字，不亦異乎。氣相灌注，謂之祝藥，不獨瘍醫為然。墨

子非攻中篇曰：「今有醫於此，和合其祝藥之於天下之有病者而藥之，萬人食此，若醫四五

人得利焉，猶謂之非行藥也。故孝子不以食其親，忠臣不以食其君。」然則祝藥猶行藥也。

王半山以為祝由，誤矣。……祝藥劀殺，瘍醫之術。……此言瘍醫之術甚精，劀殺猶砭割，

注藥以食其肉，惡去而善生，前雖亡後實頼之，以此救兇，終以不廢。内經癰瘍宜砭石，古

者以石為鍼，謂之砭。劀以砭，殺以藥，是為劑。101

此說基本上反對王安石的說法，贊同鄭玄的舊注，認為「祝藥劀殺」是指「祝藥」和「劀殺」

二種不同的醫療方法，而「祝藥」就是「注藥」。然而，惠氏對於「注藥」另有他解，亦即

所謂的「氣相灌注，謂之祝藥」，而且，他又說《墨子》中的「祝藥」「猶行藥」。但「行藥」

有可行、通行、流行之藥的意涵，與「氣相灌注」的注藥，在語意上似乎無法相通。事實上，

學者對於《墨子》中的「祝藥」也有一些不同的看法，例如，清代孫詒讓《墨子閒詁》注解「今

有醫於此，和合其祝藥之于天下之有病者而藥之」便說：畢云：「祝謂祝由，見素問。或云

祝藥猶言疰藥，非。一本無『祝』字，非也。」案：畢說非也，周禮瘍醫「掌腫瘍潰瘍金瘍

折瘍之祝藥」，鄭注云「祝當為注，讀如注病之注，聲之誤也。注謂附著藥。」彼祝樂，為

劍瘍附著之藥。此下文云食，則與彼義異。畢云祝由，又與此書及周禮義並不合，不可信也，

惠士奇謂祝藥猶行藥，亦未知是否。102 由此可見，「祝藥」至少有畢沅 (1730-1797) 的「祝

由」說和惠士奇的「行藥」說，而孫詒讓雖不贊同畢沅的說法，對於「行藥」說也不置可否，

似乎另有看法。



中醫專科會訊 第 63 期 21

由於學者對於《周禮》「祝藥」看法分歧，因此，也有人乾脆讓兩說並存，不做選擇，例如，

清代方苞 (1668-1749)《周官集注》便說：祝當為注，謂附著藥也。劀，颳去膿血。殺謂以

藥食其惡肉。或曰：祝，素問所謂祝由也。後世有以氣封瘍而徙之者，葢其遺法。李耜卿曰：

此官有獸醫，夏官又有巫馬，祝藥並行，牛馬且然，則人可知。103

總之，根據上述學者的意見，能「祝說」治病者，不外乎古代所謂的巫者、祝者、醫者和巫

醫（毉）。然而，隋唐時期的「禁咒」或「咒禁」師，元明清時期的「祝由」醫，以及歷代

嫻習此術的術士和宗教人物（尤其是道士），甚至業餘的修練者，其實也不能排除。而且，

還有人認為，即使是病人自己，也可以施行此術，例如，前引清代的醫家張志聰便有這樣的

看法。104

三‧祝說的對象

至於祝說的對象，假如祝是指祝禱、祈求而言，那麼，如上所述，應該是祈求天、神等可以

佑助人者治療疾病。但是，假如祝是指祝詛（詛咒）而言，那麼，理應是以咒語禳除造成疾

病的「病源」（病由），而且，其病由通常是指鬼神而言。不過，一般而言，仍是祈、禳並用，

亦即祈請神明以禳除病鬼。這在漢代馬王堆《五十二病方》、唐代孫思邈《千金翼方 • 禁經》

以及宋以後的一些「祝由」醫方中，都可以找到非常多的例證，學者也有相當多的研究，在

此不再贅述。

此外，前面討論「祝說」之意時，曾引述明代吳崑、清代徐大椿與吳鞠通三人的意見，指出

祝也可以解釋「祝告」，亦即為向病人說明、解釋病由，因此，祝說的主要對象其實是病人。

贊同這種說法的，至少還有清代的徐士鑾 (1835-1915)，他說：符咒治病即祝由，世法也。

內經賊風篇：歧伯曰：先巫知百病之勝，先知其病所從生者，可祝而已也。觀於此可知祝由

之法，亦因其病情之由，而宣意導氣以釋疑而解惑，或有感應之理，此符咒所以著效也。余

於各書所見，不乏傳述紀載，特彙而錄之，以便檢查云。105 在此，他認為「祝由」雖然是

用符咒治病，但主要的療癒機制是在於「宣意導氣」，讓病人得以「釋疑而解惑」。他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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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也相信此道，因此輯錄了不少這一類的「醫方」。

然而，純從醫案或醫方來看，以符咒治病其實很少在向病人說明病由，病人甚至可以不在醫

療現場。不過，的確也有一些案例是以「釋疑解惑」為出發點，向病人說明病情、病因而達

到治療的效果。例如明代醫家張介賓便提供了自己的一個醫案說：又治一儒生，以傷寒後金

水二藏不足，忽一日正午，對余嘆曰：生平業儒，無所欺害，何有白鬚老者，素服持扇，守

余不去者三日矣，意必宿寃所致也，奈之何哉？余笑曰：所持者非白紙扇耶？生驚曰：公亦

見乎？余曰：非也。因對以刺法論人神失守五鬼外干之義。且解之曰：君以肺氣不足，眼多

白花，故見白鬼。若腎水不足者，眼多黒花，當見黒鬼矣。此皆正氣不足，神魂不附於體而

外見本藏之色也。亦何寃之有哉！生大喜曰：有是哉，妙理也。余之床側尚有一黒鬼在，余

心雖不懼而甚惡之，但不堪言耳。今得教可釋然矣。遂連進金水兩藏之藥而愈。此知其病所

從生而微言以釋之也。諸如此類，皆鬼從心生而實非鬼神所為，故曰似鬼神也。然鬼既在心，

則誠有難以藥石奏效而非祝由不可者矣。使祝由家能因岐伯之言而推廣其妙，則功無不奏，

術無不神，無怪其列於十三科之一。106 雖然張介賓在最後還是使用了藥物治療病人，但他

自己也承認，其成功的關鍵在於能向病人解說病由，以去其「心鬼」。總之，即使是在以祝

禱、祝詛為主的療病過程中，病人有時也會被告知或了解其病由。因此，祝說的對象確實不

能將病者排除在外。近、現代的醫者之所以會肯定「祝由」療法，即大多從其具有類似現代

心理療法、催眠療法的機制和功效著眼。

四‧「祝由」與「移精變氣」的關係

上述《黃帝內經》的注釋家大多只針對「祝由」進行疏解，但就其原文來看，「祝由」其實

是擺在「移精變氣」的脈絡中談的，因此，兩者之間究竟有何 1 關係，理應有所探討。王冰

注文僅說「是以移精變氣，無假毒藥，祝說病由，不勞鍼石而已」，似乎有將「移精變氣」

與「祝由」視為兩種療法之嫌，而後代確有做如此解釋者，例如，北宋黃裳 (1044-1130) 便說：

瘇腸、潰瘍，内作之疾也。金瘍、折瘍，外作之疾也。古之治病，移精變氣，祝由而已。移

精變氣自内治之，故不假毒藥。祝由自外治之，故不假針砭。後世淳樸散懷，易為邪氣所乘，

是故先王養之治之備矣。以神治之，則有祝由。以物治之，則有毒藥。以人治之，則有針砭、

按蹻。愚衆之流，賊天理、窮人欲而有是疾焉，恃祝以去之，則妄矣。拘於鬼神者，不可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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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至徳，恃祝以去之，拘於鬼神者也。107 這顯然認為「移精變氣」與「祝由」分別是「自

内治之」與「自外治之」的兩種療法，其所適用的疾病也不同。

不過，也有人認為，「移精變氣」與「祝由」其實只是同一種療法的不同稱呼，例如，明代

醫家萬全 (1488-1578?) 便說：内經云：惡於鉞石者，不可語言至巧。惑於鬼神者，不可語言

至德。吾見世人有病，專務祈禱，此雖胡貊之俗，自少昊氏以來，民相惑以妖，相扇以怪。

迄今久矣。况彼蠻烟障霧之中，多魍魎狐感之氣，民惑於妖，性不嗜藥，故以禱為主也。若

五癆六慾之傷，七損八益之病，必有待於薬餌。

醫家有龍術王、祝由科，乃移精變氣之術，誠可以治中惡之病、傳駐之氣、疫癘之災，不可

癈矣。108

據此，則「祝由」就是「移精變氣之術」。然而，多數學者還是認為，「移精變氣」與「祝

由」雖然是指同一種療法，但在施行之時，兩者似乎有先後、內外，或主客的不同。例如，

宋徽宗的《聖濟經》便說：迺有寒疾、熱疾、末疾、腹疾、惑疾、心疾。因於天氣而得之者，

爲癰瘍、爲攣痺、爲痿厥、爲藏寒、爲內疾。因於地氣而得之者，或在頭、或在藏、或在肩

背、或在四肢。因於四時而得之者，以至結爲積聚，逆爲厥狂。宜通而塞則爲痛，宜消而息

則爲痟。若嬰之爲癭，若留之爲瘤。然後祝由以移變之，鍼石以補瀉之，湯液以滌除之。豈

識夫陰陽升降、氣流形和、止疾於未萌者，固自有道也。109

宋代學者吳禔（生卒年不詳）針對這段文字所做的注解也說：結爲積聚，氣不舒也。逆爲厥

狂，氣不降也。宜通而塞則爲痛，氣不達也。宜消而息則爲痟，氣不散也。嬰之爲癭，留之

爲瘤，亦氣之凝爾。然後祝由以移變其精氣，鍼石以補瀉其虛實，湯液以滌除其壅閉，此皆

治已病而非治未病。110 依此，則「祝由」在先，「移精變氣」在後，甚至是將「祝由」視

為造成「移精變氣」的方法或手段。類似的觀念也可見於《聖濟總錄》，例如，其〈治法•

祝由〉載云：上古移精變氣，祝由而已。蓋其俗淳，其性朴，其病微。至誠不二，推病由而

祝之，以通神明。故精可移而氣可變也。111 在此，意指醫者以「祝由」之術移變病人的精氣。

其後，明代醫家馬蒔（生卒年不詳，大約活躍於西元十五、十六世紀之際）在注解《黃帝內

經》時，也說：此言上古之人，可以祝由已病，而後世則不能也。……往古不必用毒藥以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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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內，鍼石以治其外，而祝說病由，遂能移精變氣而已病也。112

依此，則「祝說病由」的目的或功能在於「能移精變氣」以治病。但是，《黃帝內經》的原

文或言「惟其移精變氣，可祝由而已」，或言「可移精祝由而已」，又言「故祝由不能已也」，

因此，「移精變氣」或「移精」此一動作或效應似乎是在「祝由」之前。馬蒔等人的解釋恐

怕與經義不相吻合。事實上，《聖濟總錄》雖然認為醫者使用「祝由」之術是為了移變病人

的精氣而療癒其病，但也指示醫療者在施行「祝由」（符咒、禁咒、書禁）術之時，自己要

先「移精變氣」，例如，其〈符禁門•符禁門統論〉便說：況言為心聲，書為心畫，以夫精

誠交感，寓於符祝聲畫之間，若徼而至妙，若粗而甚精，豈特神仙道家之陳迹耶？是以持受

之道，欲齋戒致一，俾外物不得蹈其舍，然後能役使鬼神，呼召風雲。雖踏火入水，曾無焚

溺，則施諸治病為餘事。苟為不然，神氣不守，徒區區於聲音、顏色，且曰道術在，是猶象

龍致雨，蓋亦難矣。然則同為符祝，用之有應否者，特在於正與不正之異耳。113

由此可見，如果施術者本身不能「齋戒致一」，便無法「精誠交感」，其「符祝」就無感應

而失效。其〈符禁門•禁瘡腫法〉的「統論」亦曰：上古之治此，澡雪齋戒，移精變氣，為

唾膿咒癰之術，蓋以正心為本。能正其心，則邪毒可弭。114〈符禁門•持禁總法〉又說：

古有祝由之法，移精變氣，推其病由而祝之，則病無不愈。今之書禁，即其遺文焉。制而用

之，存乎法；推而行之，存乎誠。示之以心畫，則莫如符；攻之以說禬，則莫如祝。指掌之

間，執持有目，則謂之印。五者備矣，舉而措之，施諸治法，何適而不可哉？……故在我者，

當專心誠意以持之。欲致其誠，先齋心戒事，以神明其德。然後秉印用符，兼以詛祝，而為

持禁之道。真足以勝邪，其應如神矣。苟非其誠，道不虛行。傳不云乎：致誠如神，其斯之

謂歟？ 115 此處先言「移精變氣」才能「推其病由而祝之」，其後闡述「持禁之道」必須「專

心誠意」，先「齋心戒事」，「神明其德」，然後才能「秉印用符」，「兼以詛祝」，達到

以「真」勝「邪」的目的。持禁者如果不「誠」，其道術便不具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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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後，明代高德暘（生卒年不詳）在替當時太醫院院判蔣用文 (1351-1424) 的靜學齋寫賦時

也說：啟九靈與太素兮，別脈絡之交鉤。回生意于沉頓兮，匪瞑眩其曷瘳。處恬淡而閑邪止，

移精而祝由。116 在此，高德暘似乎也認為醫者要先「移精」而後「祝由」。總之，若以《聖

濟總錄》為依據，從「祝由科」實際的操作來看，則「祝由」與「移精變氣」之間的關係應

該是，醫療者自己要先「移精變氣」，然後施行「祝由」之術，讓病人「移精變氣」而痊癒。

伍‧現代文字學與語言學家的看法

上述的傳統注疏家之中有人認為《黃帝內經 • 素問》〈移精變氣論篇〉中的「祝由」其實

與《黃帝內經 • 靈樞》〈賊風篇〉中的「祝」同義，甚至將《周禮 • 瘍醫》「祝、藥、劀、

殺之齊」中的「祝」以及《墨子 • 非攻》「祝藥」中的「祝」，都視為與「祝由」同義。但是，

若將「祝」視為與「祝由」同義，勢必要解釋「由」字之意，或視其為衍字、訛字。

一‧同義複詞

對此，現代學者因考釋馬王堆《五十二病方》觸及「祝由」問題而有了較為深入的解釋。例

如，李家浩便指出，在總數二百八十三方的《五十二病方》之中，有一些是「屬於巫術方面

的祝由方」，而在「祝由方」中大多有所謂的「祝曰」或「祝之曰」的形式以及祝語的內容，

但另有二方則是寫作「古曰」。馬王堆漢墓帛書整理小組及若干學者都認為「古」就是《漢

語•地理志》中的「越巫祠」中的「」（讀為辜），意指「磔牲以祭」。117 但是，李家浩

卻認為《五十二病方》中的「古」真正的字形是「由」，隸定為「古」是整理小組的誤釋。

此處之「由」字就是《黃帝內經•素問》中的「祝由」之「由」，而由就是祝，祝就是由。

118 李家浩的說法確實有其文字學上的依據。例如，東漢許慎《說文解字》便云：，祝也，

從示，留聲，力救切。都認為「」即「祝」。而「」這個字也與「」、124「」、125「秞」

126 等字互通，其義與「祝由」之「由」字相同。127 李家浩還進一步指出，原本《玉篇》引《說

文》之說云：「，祝也」，但今本的《說文》則作：「， 也」，而無論是祝還是，都是指「咒」

（呪）而言。因此，他認為「祝由」是「同義複詞」。128 這個說法如果可以成立，不僅可

以解釋《五十二病方》中的「古」字問題，也可以合理疏解《素問•移精變氣論篇》的「祝

由」與《靈樞•賊風篇》的「祝」之間的語詞差異。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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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聯綿詞與合音字

上述的考釋基本上都是從文字學的角度出發，探討「祝由」一詞或祝、由二字的字義。除此

之外，現代學者也有從聲韻的角度探討「祝由」的意涵，例如，張其成便說：祝由兩字，我

認為即是咒的合音字，移精變氣是通過巫術中念咒語方法達到的神效。130

這個說法獲得了許振國的支持與發揮。131 他認為顧炎武在其《音學五書》中便已注意到這

種「合音」現象（即所謂的「數語共成一言」），並提出「急言」、「緩言」的概念。而其

他學者也以「急聲」與「慢聲」，或是「急呼」與「緩呼」來說明這種「二聲合為一字」的

語言現象。因此，許振國主張，「祝由」即「咒」的「緩言」，而「咒」則是「祝由」的「急言」。

他稱此為「聯綿詞」。132 此說若只用來解釋「祝由」一詞，確有其可通之處。133 不過，

相關文獻中也有只使用「祝」的，而且，假如李家浩的說法可以成立，那麼，「祝由」也可

單用「祝」或單用「由」，其義皆同。在這種情形之下，如何提出合理的解釋，恐非易事。

許振國似乎也注意到這個問題，因此，在其文章中便表示不贊同「同義複詞」的說法。134 

而李家浩則在其文章中說：舊或以為「緩言之則為祝，急言之則為」，似不可信。135 可見

他並不贊成這種「合音字」或「聯綿詞」的說法。奇怪的是，這兩種並不相容的說法都將「祝

由」解釋為「咒」。

陸‧結論

由以上所述可以知道，以目前可得的傳世文獻來看，「祝由」一詞應該首見於《黃帝內經

• 素問》〈移精變氣論篇〉，推其原意，絕大多數的學者都認為應該是指治療的方法。至

於這種療法的具體內涵，辭典的編者或認為是以符咒治病，或認為是以「祝說病由」或祝禱

的方式治病，而這兩種最主要的意見，都可以從傳統學者對於《黃帝內經》及相關文獻的註

解與詮釋中找到根據，只是以符咒治病中的「符」甚少有人提及或討論，可見編者應該另有

所據。136 其次，有些辭典的編者對於這種療法所做的價值判斷（或指斥為迷信、騙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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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是嘗試以「非宗教」的方式（心理學或精神醫學）合理化其存在的價值或療效，也可以從

傳統學者的論述及現代學者的研究中找到共鳴。即使是一些較為冷僻的定義（釋「祝由」為

南方神），以及進一步的闡述（「祝由」與醫學科目的關係；「祝由」與特定地域文化的關

係），無論對錯或周全與否，137 也不是辭典編者的個人想像或現代發明。

至於傳統學者，雖然大多以《黃帝內經 • 素問》〈移精變氣論篇〉為核心展開論述，但對

於「祝由」一詞的意涵，以及這種療法的具體內涵，則看法相當分歧：或將「祝由」釋為神

名或人名；或認為是「以祝為由」治病（用祝治病）；或釋為「祝說病由」；或說指「通祝

於神明，病從而可愈」；或謂「以祝移病」；或謂「斷絕病由」。這些說法，除了神名與人

名之說無法吻合〈移精變氣論篇〉的原文脈絡之外，純就經文的文意而言，似乎都可以成立。

而晚近學者從文字、音韻學的角度提出的「同義複詞」、「聯綿詞」（合音字），不僅有傳

統「小學」上的根據，與部分上述傳統注疏家的意見也不完全衝突。但是，無論是傳統還是

現代的學者，大多數還是以「祝說病由」解釋「祝由」一詞。

不過，對於「祝說病由」的具體內涵，學者又有許多不同的見解。以「祝說」的意思而言，

便有「咒說」（唸咒）、「祝禱」（祈求）、「祝告」（說明）三種解釋。其次，對於祝說

者的身分，究竟是醫療者還是病人自己，乃至醫療者究竟是醫者、巫者、祝者、巫醫（毉）

還是專門的咒禁師（禁師；祝由師），也有不同的意見。再者，祝說的對象究竟是神、是人

還是鬼，也各有主張。此外，由於「祝由」在《黃帝內經》中是擺在「移精變氣」的脈絡中

談論，因此，兩者之間究竟有何關係，學者也有所討論，或認為這是兩種不同的療法（「移

精變氣」「自內治之」，「祝由」「自外治之」），但多數以為兩者並無差別，若真要區分，

則可說是一種療法的先後階段或程序，但究竟孰先孰後，學者並無一致的看法。

世傳「祝由科書」，其內容確實是符、咒並用，這或許是多數辭典以「符咒治病」定義「祝

由」的根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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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針對「祝由」一詞所做的定義和解釋，無論古今，基本上都是採取音韻、文字、訓詁的

「小學」途徑，而且大多是以《黃帝內經 • 素問》〈移精變氣論篇〉為文本所進行的論述。

不過，隱約之間，我們也可以發現，部分學者似乎是根據其所處身的「社會實況」（尤其是

「祝由」科醫學的實作與文本），選擇其「小學」立場。而關於這一點，唯有先考察「祝由」

科的實質內涵、起源與發展，138 乃至中國醫學文化從隋唐至明清時期的變遷，139 才能進

行較為精細的討論。（本文於民國一○○年九月十四日收稿；一○一年四月十九日通過刊登）

後記

草稿完成於二○一○年二月二十日。初稿完成於二○一一年八月十一日，發表於中央研究院

歷史語言研究所一百年度第十二次學術講論會（二○一一年九月五日），發表前後，承蒙本

所同仁（何漢威先生、洪金富先生、劉增貴先生、陳昭容女士、顏世鉉先生、李宗焜先生、

林素清女士、劉淑芬女士、陳正國先生等）及與會者（吳永猛先生）惠賜寶貴意見或提供資

料，無限感激。二稿完成於二○一一年九月十四日，中秋之後二日；投稿後，承蒙兩位匿名

審查人評述並提供修改意見，特此申謝。三稿完成於二○一二年三月二十一日，春分次日。



中醫專科會訊 第 63 期 29

降低新冠病毒感染 精油可助防疫
摘錄聯合報健康主題館 110.6.29

● 研究發現，使用精油可安神及輔助減少病毒感染

● 經由擴香或塗抹精油，可攔截病毒附著於鼻部黏膜

● 多漱口，有助於降低病毒傳播的風險

使用精油防病毒感染 圖／聯合報提供

預防新冠病毒感染，正確使用精油也有幫助。台安醫院家醫科主任、台灣芳香醫學會

理事長羅佳琳表示，精油普遍有抗感染的效果，不僅可以鎮定安神，還有助於降低新

冠病毒的感染，並且能緩解輕症患者病毒感染的症狀。

抗疫 多喝水補充營養素

對抗新冠病毒感染，羅佳琳強調，平常一定要多喝水，也可以補充維生素 B 群、C、D

及鋅等營養素，能修復鼻腔、口腔等乾燥的黏膜，且增強免疫系統的防禦力，預防新

冠病毒的感染。

羅佳琳指出，目前國外不少精油研究發現，正確使用精油，例如天竺葵、甜馬鬱蘭、

月桂、丁香、檸檬、甜橙、茶樹、大蒜等萃取出來的純精油，不論是擴香嗅聞或塗抹

方式，其精油分子可以攔截病毒附著於黏膜上，抗菌、抗病毒能力不錯，進而可以預

防及輔助減少流感、新冠病毒等呼吸道病毒的感染及接觸。

新冠病毒 傷肺也可能傷心

新冠病毒屬於 RNA 病毒，羅佳琳說，新冠病毒表面的棘蛋白可以跟人類細胞表面的血

管收縮素轉化酶 2（ACE2）受體結合，非常容易黏附上細胞表面，直接攻擊的細胞類

型，包括鼻腔裡黏膜細胞、肺部的肺泡細胞及消化道的吸收性腸上皮細胞，導致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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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病毒的患者會出現流鼻水、咳嗽、發燒、腸胃道症狀、嗅覺味覺喪失，也可能侵

犯心臟及大腦。

羅佳琳表示，精油經由擴香的安全性高，在空氣中可以減少新冠病毒感染，降低嗅覺

喪失的機率；若是在胸口、喉嚨、鼻腔、人中等部位塗抹精油，則可減少呼吸道病毒

的接觸，也不會快樂缺氧。精油氣味芬芳，還具有安撫情緒、鎮定安神、改善失眠、

心情愉悅、不焦慮等效果，可謂一舉數得。

精油可塗 不建議滴口罩上

此外，有研究指出，美國牙醫學會建議將某些精油分子加入漱口水中，將有助於阻止

新冠病毒進入口腔細胞，或許能降低病毒傳播的風險。羅佳琳認為，台灣有很多輕症

或無症狀者，代表病毒的存在防不勝防，建議平時可以擴香嗅聞精油或塗抹精油，盡

力避免病程從鼻咽感染走向肺炎重症。

對於不固定活動空間的人，羅佳琳說，佩戴精油項鍊或精油扣也是一個選擇，但不建

議將精油滴在口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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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中醫婦科專科核心課程【視訊教學】 
 

本課程依中醫婦科專科醫師甄審原則辦理：108年 1月 1日前開始執業且執業滿四年者→雖未取得中醫

醫療機構負責醫師訓練完訓證明書→得參加中醫婦科專科醫師第一階段甄審合格後→再進入專科醫師

第二階段甄試→合格後頒與中醫婦科專科醫師證書。 

 

日期 時間 醫師 講題 

西醫課程 

110/8/15 

09:00-12:30 王樂明醫師 
懷孕期間的生理變化/女性生殖神經內分泌
系統介紹/尿失禁 

13:30-14:30 劉崇賢副教授 
避孕藥物及荷爾蒙藥物介紹/人工輔助生殖
技術及療程 

14:30-18:00 吳姿宜醫師 
婦科癌症的實驗室檢查與判讀/不正常檢驗
報告的處理態度 

中醫婦科一般課程 

110/8/29 
09:30-12:30 王靜瓊教授 婦科中西醫學期刊討論 

13:30-16:30 黃蘭瑛醫師 中醫典籍研讀 

110/9/12 
09:30-11:30 陳玉娟醫師 西醫婦科會診常見個案之臨床診察重點 

13:30-16:30 蘇珊玉醫師 西醫婦科會診常見個案之臨床診察重點 

110/9/26 

09:30-11:00 許淳森教授 中醫婦科緊急照會西醫之狀況（上） 

11:00-12:30 謝佳蓉醫師 不孕症中西醫結合治療 

13:30-16:30 徐明義醫師 中醫婦科緊急照會西醫之狀況（下） 

110/10/17 
09:30-12:30 陳雅吟醫師 中醫婦科門診常見疾病之臨床診療重點（上） 

13:30-16:30 李湘萍醫師 中醫婦科門診常見疾病之臨床診療重點（下） 

中醫婦科核心課程 

110/10/31 

09:30-10:30 吳慈榮醫師 婦女基礎體溫之判讀與臨床運用/月經周期療法 

10:30-11:30 吳慈榮醫師 更年期調治 

11:30-12:30 李耿誠醫師 婦科炎症處理 

13:30-16:00 吳炫璋醫師 
中醫婦科臨床病歷寫作要點/中醫婦科四診
技巧及經帶胎產史問診特色 

16:00-16:30 筆試/結業式 頒發核心課程完訓證明 

醫師簡歷 王樂明/萬芳醫院產科主任     劉崇賢/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婦產部主任醫師   

吳姿宜/萬芳醫院婦產部副主任  王靜瓊/台北醫學大學藥學系教授 

黃蘭媖/黃蘭媖中醫診所院長    陳玉娟/宜蘊中醫診所院長 

蘇珊玉/中國醫中醫婦科主任    許淳森/台北醫學大學婦產學科教授 

謝佳蓉/謝佳蓉中醫診所院長    徐明義/華育生殖中心院長 

陳雅吟/明雅堂中醫診所院長    李湘萍/中國醫中醫婦科主治醫師    

吳慈榮/醫林中醫診所  李耿誠/耿誠中醫診所  吳炫璋/台北慈濟醫院中醫部副主任 

上課方式: goole meet視訊教學 

報名電話:02-37651195 傳真:02-37651194 電子信箱:csm.k1197@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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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中醫婦科醫學會入會申請書 

姓   名  
身分證 

字  號 
 

中醫師 

證  號 
 

英文名字 
 

 
生 日  電 話  

學 經 歷 
 

 
現 職  手 機  

通訊地址 □□□ 

E-mail  

郵政劃撥帳號:１９２４７１９９ 會 員 證 號 中醫婦字第         號 

□ .    1.浮貼照片參張 

□ 222   2.身分證正反影本  

 3.中醫師證書影本 

□ 2 

婦科會員分：一般會員或永久會員 

□一般會員  入會費 6000元＋常年會費 1200元 

□永久會員  入會費 6000元＋永久會費 20000元 

 

2021中醫婦科專科核心課程【報名表】 

姓   名  
身分證 

字  號 
 

中醫師 

證  號 
 

連絡電話  E-mail  

通訊地址 □□□ 

會員資格 38H 課程費用 + 審查費 總費用 ★ 7月 15日前報名優惠★ 

□ 中醫婦科會員 10,000元 + 審查費 5,000元 15,000元 13,000 元 

■凡取得中醫婦科專科醫師證書者，需為中醫婦科醫學會會員 

□ 課程單選 共 12堂課單選價 □會員/1堂課 1000元 □非會員/1 堂課 1500元 

■凡報名受訓學員,可免費參加本會 11/7在台大景福館辦理之 

【子宮內膜異位的中西醫治療學術研討會】 

□ 申請中醫師繼續教育學分 8點/800元  *11/7子宮內膜異位的中西醫治療學術研討會 

● 郵政劃撥帳號 19247199 【戶名：中華民國中醫婦科醫學會】 

● 地址：110台北市信義區永吉路 30巷 148弄 14號 2樓 

● 電話: 02-37651195 傳真: 02-37651194 電子信箱:csm.k1197@gmail.com 

報名表單下載網址: 中醫專科醫學會 hppt://www.tcma-7v.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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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單位：中華民國中醫抗衰老醫學會 

上課方式：Cisco Webex 思科網路視訊教學 

★李蔡榮/蔡明勳醫師．專病系統六經辨證-思科視訊教學★ 

日期 時 間 講師 主題 講師介紹 

9/12 
09:30-12:30 程維德 失智及帕金森氏症臨床心得分享 

李蔡榮醫師 
師承天津腫瘤及疑難雜症名醫吳雄志教授，

專精六經辨證及雜症治療。本課程分享臨床

疑難雜症的驗案，二十餘年的臨床經驗，決

不藏私與中醫同道一起分享探討裨益中醫臨

床診療療效。 

       
．台灣大學藥理學碩士 

．中國醫藥大學藥學士 

．霧澄中醫診所院長．馬偕醫院藥師 

．同仁堂中醫診所主治醫師 

14:00-17:00 
李蔡榮 
蔡明勳 

專病系統六經辨證臨床醫案分享-7 

10/03 
09:30-12:30 林以正 眼科疾病中醫心得暨雜病臨床經驗分享-2 

14:00-17:00 
李蔡榮 
蔡明勳 專病系統六經辨證臨床醫案分享-8 

10/17 
09:30-12:30 張仁旭 由脈象論治心血管處理代謝及疼痛的臨床治驗分享 

14:00-17:00 
李蔡榮 
蔡明勳 專病系統六經辨證臨床醫案分享-9 

10/31 
09:30-12:30 田莒昌 風濕免疫學的中西醫觀點暨病例討論 

14:00-17:00 
李蔡榮 
蔡明勳 專病系統六經辨證臨床醫案分享-10 

 

 

蔡明勳醫師 

國家傳統醫療研究員/
曾任高雄市立中醫院/
益壽堂參藥房負責人 

專長: 高血壓、糖尿
病、睡眠障礙、腫瘤、
發育不良、眼睛乾澀 

11/14 
09:30-12:30 謝旭東 異位性皮膚炎六經辨證的驗案分享 

14:00-17:00 
李蔡榮 
蔡明勳 專病系統六經辨證臨床醫案分享-11 

11/28 
09:30-12:30 柯瑩玲 腰膝關節退化、病變及疑難雜症的臨床治療驗案分享 

14:00-17:00 
李蔡榮 
蔡明勳 專病系統六經辨證臨床醫案分享-12 

超強陣容．精要解說．經驗分享 
 程維德醫師 

廣州中醫藥大學碩士/中
西結合神經醫學會理事/ 
黃庭醫學會理事 

專長：中風及後遺症、巴
金森氏症PD、腦性麻痺、
小腦萎縮症SCA等  

 林以正醫師
陽明大學傳統醫藥研
究所碩士/台北榮總家
庭醫學專科/東門中醫
診所院長 
專長：中醫眼疾、免疫
系統失調、胃食道逆流
復發、自律神經失調… 

 

張仁旭醫師 
陽明大學微生物暨免疫

學研究所碩士班畢/中國

醫藥大學博士 
專長：氣喘、過敏性鼻炎 
異位性皮膚炎、甲狀腺疾
病、代謝性疾病、糖尿病
及併發症調理 

 

田莒昌醫師 
中國醫藥大學中國醫學

博士/中國醫藥大學中醫

學系助理教授 
專長：中醫風濕免疫科、
心血管科、血液腫瘤科 
內婦兒科 

 

謝旭東醫師 
中醫藥大學後中/台大
藥學學士/台市聯醫仁
愛院區中醫科主治/師
承上海派國醫朱士宗 
專長：皮膚科、內婦兒
科、針傷科等  

柯瑩玲醫師 
88年特考/南京中醫藥大
學臨床醫學博士/勝心中
醫診所院長  

專長：腦中風、腦麻、自
閉症、發展遲緩等 

報名費 一期12堂課 收15000元   會員12000元 / 非會員：15000元 

早鳥價 110/7/31(含)會員9600元 / 非會員12000元   

姓 名  電子信箱  

通訊地址  手 機  

劃 撥 
繳費劃撥帳號：19742551  戶名：中華民國中醫抗衰老醫學會 
服務專線：TEL:02-3765-1195  FAX:02-37651194    聯絡人：邱美惠 
報名表單下載網址: 中醫專科醫學會 hppt://www.tcma-7v.org.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