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3

杏林 隨
筆

「黃帝內經」研究與批判

文 / 林永豐
停業中

《黃帝內經》研究
你所不知的《黃帝內經》
《黃帝內經》是中國傳統醫學理論的核
心，以書而稱「經」，可見其於醫學界地位之崇
高。兩千年來，所有中國傳統醫學的醫簎無一不
是針對「黃帝內經」作解釋，中國傅統醫學可以
說是圍繞一部《黃帝內經》為中心，註、注、
解、釋、評、證、詮、譯、補、疏、辨、校，繞
個不停的醫學。
明代周木在《素問糾略序》寫道：「素
問、詞古義精、理微事著，保天和於未病，續人
命於既危，彞倫益敦、王化滋盛，實醫家之宗
祖，猶吾儒之有五經也、故曰：醫人不讀素問，
猶士人不治本經，其以是歟？」同時代的宋濂，
在其《文集》中也寫道：「黃帝內經‥其言深，
其旨邃以弘，其考辨信而有徵，是當為醫家之
宗。」
自唐代太醫署設醫科、針科、按摩科、咒
禁科四科，《黃帝內經‧素問》，既與《神農本
草》、《脈經》、與《甲乙經》同為醫學學生學
習之經典。直到二十一世紀，在臺灣考試院中醫
師檢定考試中，明代李念莪的《內經知要》，東
漢張機的《傷寒論》、《金匱要略》、清代汪昂
的《本草備要》、《湯頭歌訣》、吳謙的《醫宗
金鑑刪 補名醫方論》、《診心法要訣》，同為
應試科目之參考書目。可見《黃帝內經》在中國
傅統醫學界之地位。
古人所謂著作，不過是將前人由口耳相傳
刻在竹簡與木牘之記載，整理與編輯而成；儒家

至聖先師孔老夫子說過：「吾述而不作，信而好
古。」孔子刪詩、書，將古人作品搜集、編輯就
是例子。道教教徒將先秦諸子一些比較形而上的
古藉，據為己有，以充實原來空空洞洞的內涵，
例如將《老子》易名為《道德經》；將《莊子》
易名為《南華真經》；甚至並非先秦而是西元四
世紀的《列子》（A.D. 380）照收不誤，易名為
《沖虛真經》。
《黃帝內經》從無醫院與實驗室的實際研
究，其成書完全是紙上談兵，也是如同道家的手
法，不過是將當時有關醫學的資料採集在一起，
不問內容真確與否，湊在一起，這种不管內容的
良窳，只要「撿到籃內都是菜」的心態完成的醫
書，要求有醫治之功效，實為苛求。只是《黃帝
內經》的作者先知先覺，比之道教先鞭一著而
已。由《黃帝內經》的作者名不見經傳亦可略知
一二。
《左傳》寫道：「太上有三不朽；立功，
立德、立言。」人生在世不過百年，不想沒沒以
終者，縱不能「立功」、「立德」，起碼也希望
能「立言」。自古人就好名而有「三代以下、無
不好名」之說，儒家至聖孔老夫子在《論語‧衛
靈公》中就坦白地表示道：「君子疾歿世而名不
稱焉。」在春秋、戰國時代，先秦諸子百家、
儒、道、墨、名、法、或筍卿、或鄒衍、或孫
臏、或孫武、或列子、或慎子，無不著書立說，
以期揚名立萬、流芳萬年。事實上，天也從人
願，心想事成，諸子百家都有名有姓，也都留名
留姓，或別家引之，或別家道之，唯獨《黃帝內
經》之作者，神龍首尾皆不見，沒頭沒臉，無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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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姓，其故安在？《漢書‧藝文志‧方技略》只
有提及書名《黃帝內經》，沒有提到書的作者。
縱覽《黃帝內經》全書，內容為黃帝與岐伯問
答，「黃帝」是提問者，顯然是個醫學外行，當
然也就不可能是作者。飽覽群書、寫過上自周
威烈王二十三年（403 B.C.），下至五代後周世
宗六年（A.D. 959），橫互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
中國歷史名著一《資治通鑑》一的司馬光（A.D.
1020-1086），以歷史學家的觀點，首先提出質
疑，在「傳家集‧與范景仁第四書」中寫道：
「謂素問為真黃帝之書則恐未可。黃帝亦治天
下，豈可終日坐明堂，但與岐伯論醫藥鍼灸耶？
此周、漢之間，醫者依托以取重耳。」司馬光曾
在哲宗元年為相、雖時僅半年，亦是過來人，深
知身為皇帝者，端坐明堂之上、日理萬機，何來
閒暇召人論醫？一言拆穿作者之閉門造車。
明代周木在《素問糾略序》寫道：「素問
之書雖不出於黃岐之世，要亦去先王不遠，時人
祖述黃岐遺意而作者也。」同為明代的宋濂，
在其《文集》中也寫道：「黃帝內經、疑先秦之
士，依倣而托之、」。淮南王劉安在120 B.C.所
著《淮南子》一書中指出：「世俗之人，多尊古
而賤今，故為書者，必托之於神農、黃帝而後
能入說。」在《淮南子》之前，書者喜冠「神
農」、「黃帝」，以抬身價，《本草》之托「神
農」、《內經》之托「黃帝」，皆是如此，《黃
帝內經》之作者不過是其中之一而巳。
然而「立言」也非易事，若非真正有兩把
刷子，所立之言其誰聽之？由《黃帝內經》的內
涵，可以找出一些有關作者知識背景的蛛絲馬
跡。行醫者亦如當時社會風氣「用心者役人，用
力者役於人」的想法，而有階級之分，由《內
經》文字之深奧，可知作者並非「略識之無」、
「用力」的專業「醫術者」，而是一位善於舞文
弄墨、棄儒轉行、「用心」的「醫學者」。
事實上，比之戰國時代，《內經》作者可
謂「生逢其時」。漢武帝建元五年（136 B.C.）
董仲舒上《舉賢良對策三」》，得漢武帝支持、
「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對儒者而言，不但
是前所未有，也可以說是千載難逢的机會。依
常理，憑「三寸不爛之舌」夤緣得進，謀一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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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職並非難事。以著《傷寒雜病論》名留後世
的張仲景（150-219）就曾作過長沙太守。葛洪
（281-361）就是官場失意，轉而研習醫藥而寫
下《肘後備急方》而名傅後世。在古時階級社會
下，東方或西方都有「用心者役人，用力者役於
人」的觀念；西方在教會主宰下有「神職人員之
特權（the privilege of clergy）」；在中國儒家主
導下也有「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這種觀
念下，教育自亦不下庶人。神職人員與儒者都是
「用心者」的知識份子；社會地位如同「用力
者」百工之人的醫者，大多不文。富貴人家子弟
不需為生計操心，只要願意讀書識字，看得懂儒
書也就看得懂醫書；當官不成搖身一變儒者頓
成醫者，而有「儒醫」之名。明代王諱在《叢
說》中所寫「內經‥猶吾儒之六經乎？」周木在
《素問糾略序》中所寫「素問‥猶吾儒之五經
也。」顯示也只有能文的儒者能作醫學評論者。
顯然《內經》作者仕進無門，只好退而行醫以糊
口，兼以開館授徒，並在閒暇之間行有餘力以為
文，著書立說，自澆胸中塊壘，兼以「立言」而
著《內經》？卻在著書之後，又「為善不欲人
知」？
實際上，作者亦有其不得已的苦衷。在漢
初原始醫學時代，對疾病原因一無所知，治癒的
機率非常的低，張仲景親身經歷的慘境就是一個
最好的例子。施治而病人死，醫者也常陷己於險
境。
早在西元前3000年，兩河流域巴比倫的《哈
默拉比法典（the Code of Hammurabi）》就制定
「醫者刀切膿瘍而致病人於死，斬其手」。在中
國，雖然《周禮》未見如何懲處重大醫療過失之
醫者，人命關天想必也不輕。漢初著書立說者，
鮮少不知名姓者，卻在醫藥著作方面，無獨有
偶；《黃帝內經》作者無名無姓；《神農本草》
的作者也無名無姓，唯一合理的解釋：怕惹禍上
身。
「醫者，死生大事也」，一本一無所用的
醫書，遺害無窮，《黃帝內經》的作者，縱能逃
逸王法於一時，終其一身亦難免內心的不安。
雖然「太上三不朽」之「立言」無望，兩害權其
輕、免禍免責為要。是以雖然堂堂高掛上「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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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名，《內經》作者始終縮首藏身、隱名埋姓，
鬱鬱以終。《莊子‧駢拇》寫道；「小人則以身
殉利，士則以身殉名。」《內經》作者深知此
理，魚與熊掌不可得兼，兩害權其輕，不敢以身
殉名，所以有《黃帝內經》而無作者之名。事實
上，功不唐捐，一本空洞無用的醫書，也能把中
國傳統醫者唬得一楞一楞，並且一唬兩千年，亦
證實「天下沒有白做的苦工」的經濟學原理。
《黃帝內經》原作者是誰沒人知道，甚至原著內
容如何也沒人知道；編集者是誰沒人知道，這些
問題都沒人知道，則要歸罪於紙之過早發明。
紙之過早發明遺害中國古籍
中國文字始於殷商，當時以尖刀刻於龜甲
與獸骨之上，而有「甲骨文」之稱。周代以後竹
簡與木牘代之，簡與牘質軟、刻錯可以削去再
刻。秦代蒙恬製筆墨，以書寫代刀刻。1994年在
中國古咸陽驪山麓秦始皇陵發現兵馬俑，其中文
官俑右腰間佩帶內置「削（小刀）」與「碫（磨
刀石）」之「砥石囊」就是書者寫實的裝束。簡
牘面積有限，一面書文最多不過八十字，以繩貫
穿諸簡牘成「篇」。一本萬字之書要125片竹簡
或木牘，體積龐大，攜帶不便，更何況數万字的
《內經》。紙之發明易於攜帶與書寫，看分有利
於知識之傳播，然而過早之出現，對中國之古籍
流傳是禍而不是福。以西方文字之流傳為例，紀
元前3000年，埃及人發明莎草紙(papyrus)書寫，
由於莎草產量日益減少，西元前二世紀，埃及的
統治者托勒米（Ptolemy）禁止莎草紙之輸出。
當世之時，地處小亞細亞名聲僅次於亞歷山大圖
書館而位居世界第二的Pergamon圖書館，不得
巳而改用羊皮書寫，羊皮紙因而在西方逐漸取代
莎草紙，時日久之Pergamon被誤寫為parchment
而中文譯為「羊皮紙」。「羊皮紙」不易毀損，
不需時時傅抄。再者西方中世紀文化傳承者為寺
院之僧侶，寺院中有「繕寫室（scriptorium）」
由專司抄寫之僧侶負其責，加以西方文字為拼音
文字，筆劃簡單，不易抄錯。兼以寺院亦負信眾
醫療之責，保持醫籍不遺餘力，希波革拉底玆
(Hippocrates)、蓋倫(Galen)等醫者之著作也賴以
保存。
甚至輾轉傅抄生錯，由於抄本俱在，縱使

作者原著手稿（autograph）不存，亦可以不同
的手抄本，經由「古文書學（paleography）」
透過「原文校勘（textual criticism）」，找出最
早較近原著原義之抄本。以基督教之「新約」
為例；自三世記至十五世紀止，共有近五十
種全本「新約」手抄本存世，可相互比對，有
利於原文校勘。西方古希臘、古羅馬的經典，
如柏拉圖(Plato)、亞理士多德(Aristotle)、歐
幾里德(Euclid)、希波革拉底玆、蓋倫，或是
Seneca、Pliny等人的作品，在十五世紀古騰堡
（Gutenberg, 1398-1468）活字版印刷問世之時，
由手抄本對照排比，排版印刷而存世。雖然歷經
兩千年之久，古籍之本意大抵如原貌得以流傅至
今。其實隨著東西貿易的交流，如同火藥、指南
針、印刷術，製紙術也由中國傳播到西方，由於
紙書易於破損、中世紀就禁止官文書用紙書寫，
西方古籍得以較近作者原貌流傳下來，一方面得
力於羊皮紙耐久之功，另一方面得力於紙書之禁
止使用躲過毀損之遺禍。
在中國情況迴異。由簡牘轉抄紙上即面臨
無數困難。以儒家經典五經之一的《禮記》為
例，東漢鄭康成整理時就面臨幾種困難：串連簡
牘成篇的書繩爛斷，以致簡牘前後錯置；原文糢
糊或殘缺；脫字或筆誤：字義的解釋等問題。縱
使無前述問題，傳抄之時，無心之間看錯字、寫
錯字，看錯行、寫錯行，時有發生。加之在近代
引進西方標點符號之前，斷句不易，一字之差，
意思可能正相反。而最大的問題在於紙之不易保
存。紙質脆弱而需頻繁轉抄，放大錯誤之發生。
有鑑於此，自二世紀以來，儒家經典便已三度鐫
刻於石牌，力求經文之標準化，以免傅抄錯誤衍
脫。印刷術發明之前，自古有專業抄書者之產
生；官方有專責抄書者，晉代秘書監置有楷書
吏，負責皇家藏書室抄寫於縑帛或紙上。民間也
有職業抄寫者，《本草經集注」》作者陶弘景之
父就是以抄寫為業。佛教寺院是抄書中心，抄寫
的是佛經，雖然也照料信眾的健康，對中國傳統
醫籍之流傳卻無助益。甚至有專業抄寫者的存
在，錯誤仍然頻頻發生。早在四世紀，晉代的葛
洪---《肘後背急方》的作者---在《抱朴子‧遐
覽》中就寫道：「書三寫、魚成魯、帝成虎」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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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轉抄錯誤之頻繁與不易察覺，也是今日一書之
出版，必要一校、二校、三校、以至四校之道
理。
中國為世上首開考試制度的國家，儒家經
典為科舉考試之項目，今日尚存最早之手抄本儒
家經典是A.D. 716年的《論語》，還是在新疆而
不是在中原發現的。早在五代，隨著印刷術之
興起，宰相馮道（A.D. 882-954）在戰亂頻乃、
朝代更替之中，恒居顯位，五朝為相而共事十
君，有「長樂老」之稱。自後唐長興三年（A.D.
932），至後周廣順三年（A.D. 953），在二十二
年間，百忙之中，馮道仍能刻印《易經》、《書
經》、《詩經》、《三禮、《春秋三傅》、《孝
經》、《論語》、《爾雅》共130卷，由國子監
付印而世稱「五代監本」，為中國歷史上首次刻
印儒家經典，至今稍過千年，無一流傳下來，再
再顯示紙書之不易保存。
1907年，英人史坦因（Stein）在敦煌石室發
現三萬卷手抄本，這是四世紀至十世紀、晉初至
宋初間之紙書，收藏於內壁之中，久置未動而得
以保存千年以上（主要為佛經，其中有南北朝陶
弘景（451-536 A.D.）所著《本草經集注》），
這是特殊情況。除此之外，中國紙書鮮有如羊皮
紙或莎草紙之流傅久遠、保存千年以上。兼以無
由「原文校勘」，甚至同出簡牘的《今文尚書》
與《古文尚書》，在篇目、篇章、字句、次序、
古代制度等兩書皆有所不同，孰是孰非也無從論
斷。儒家典籍之遭遇都難於保有原著原貌，更何
況不入流之醫書如「黃帝內經」。紙書之易於毀
損，致使後人不識「黃帝內經」的真面目。
不識廬山真面目的《黃帝內經》
一九七三年湖南長沙馬王堆，發現西漢文
帝十二年（168 B.C.）軑侯之子之墓，古物中有
帛書、竹簡、與木牘，中有記載《足臂十一脈灸
經》、《陰陽十一脈灸經》、《脈法》、《陰陽
脈死候》等醫書，這是今日所發現最早的醫書，
其中並無《黃帝內經》。
司馬遷所著《史記》中有扁鵲、有倉公，
卻無《黃帝內經》之名。《黃帝內經》之名始見
於後漢班固所著、班昭續成（A.D. 100）的《漢
書‧藝文志‧方技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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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記》成書於90 B.C.，《漢書》成書於
A.D. 100，《黃帝內經》可能成書於90 B.C.-A.
D. 100之間。《黃帝內經》原刻於竹簡與木牘之
上，也就難逃紙之發明的遺害。「《黃帝內經》
雖云包括《素問》與《靈樞》兩書，《素問》
之名卻是東漢末年張仲景（A.D. 150-219）《傷
寒雜病論》中的「自序」中才首次提到。《靈
樞》之名則遲至中唐代宗寶應年間（A.D. 762763），始見於至王冰之「增廣補注黃帝內經素
問」之中。可見今日所見《黃帝內經‧素問‧靈
樞》並非《黃帝內經》原作之名。
其實，今日所見《黃帝內經》不但書名不
是原著原名，甚至內容也非原著所有。簡牘之書
以繩串成「篇」，紙書則首尾粘連成「卷」，
《漢書‧藝文志》中，四分之三的典籍是以
「篇」計，四分之一以「卷」計、顯示當時紙書
尚不普遍。不到百年，張仲景（A.D. 150-219）
寫《傷寒雜病論》時，《漢書‧藝文志》所載醫
書七家，所參考書目也僅《黃帝內經‧素問‧七
略》而已，張仲景所見必是簡牘。西元三世紀
紙書幾乎全面取代簡牘，《黃帝內經》一如其
他書籍的命運，由簡牘轉抄紙上，作者親筆原
著，不復存在。再經幾度紙上輾轉傳抄、原意盡
失。再者紙質脆弱，易於毀損，甚至失傳。各種
抄本皆已損殘不全。唐代宗寶應年間（A.D. 762763），王冰於郭子齋堂得張公「秘本」，於是
合舊藏抄本，重新編注成《增廣補注黃帝內經素
問》。自宋代有雕板印刷後，各家所刊行刻本皆
出自於此然而無法如西洋羊皮紙手抄本之久遠，
無法作「原文校勘」。清末楊惺吾由日本帶回唐
代楊上善所編《黃帝內經太素》，在國內亦再刊
行。至今流傳者皆出於此二家，而以考證、注釋
《增廣補注黃帝內經素問》為主。坊間常見者有
明代馬蒔（仲化）所注《素問注證發微》與《靈
樞注證發微》、張介賓（景岳1561-1639）所著
《類經》、李中梓（士材）所著《內經知要》、
清張志聰（隱庵1610-74）所著《素問集注》與
《靈樞集注》，然而這些版本內容各異。隨然聲
稱在隋、唐之時就有雕版印刷，這些刊本皆己不
復存在。現存台灣國立圖書館館藏最早刊本是元
代順帝至元五年（1339）古林書堂所刊《新刊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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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文黃帝內經素問》，內缺《靈樞》。只有明
代趙府居效堂所刊《補註釋文黃帝內經素問靈樞
經》，才包含《素問》與《靈樞》。
《黃帝內經》由簡牘轉抄，就如鄭玄注
《禮記》的經驗，紙書所抄巳非《黃帝內經》原
貌，紙書傳抄，殘破毀損在於不免。魏晉之際，
皇甫謐著《甲乙經序》時就寫道：「亦有所亡
失‥有不編次‥」唐代王冰在注解《素問》時也
寫道；「世本紕繆、篇目重疊、前後不倫、文義
懸隔。」古代典籍之原意欲藉紙書得以流傳幾乎
不可能。杜聰明在一九五九年所著《中西醫學史
略》也寫道：「每經傳寫、誤字脫落、或順序錯
亂、層出不窮」正反映所有中國古籍之命運。
《黃帝內經》亦無法自度於外，原著早已不見，
輾轉傳抄兩千年下來，更是「面目全非」，今日
刊行者恐怕空有虛名，究竟有幾分原意根本沒有
人知道。然而由現存刊本內容，可一窺《黃帝內
經》之知識來源。
紙上談兵的醫學
中國有關醫者之知識來源，最早出現於
《史記》；據《史記‧扁鵲、倉公列傳》：「‥
長桑君曰；‥我有禁方，欲傳與公‥扁鵲曰；敬
諾」。指出扁鵲之醫學知識得自於長桑君。同列
傳也記載，倉公的醫學知識得自公乘陽慶。扁鵲
與倉公所得到的都是「禁方」。所謂「禁方」就
是「袐方」，不傳之秘。中醫視若神明的的兩位
醫者，扁鵲也好，倉公也好，兩人的醫學知識都
是來自「禁方」。《史記》並未記載長桑君的
「禁方」得自那裡、也未記載公乘陽慶的「禁
方」得自何處。《史記‧留侯世家》記載張良軍
事知識之嫻熟，實出自圯下老人之贈書---《太
公兵法》。以太史公知識之淵博、見解之精闢，
尚且無法跳脫當時知識論的想法、更不用說當時
為世人公認為百工之一的醫者，《黃帝內經》之
知識來源也是如出一轍。
今日坊間流行者，主要出自唐代王冰在宗
寶應年間（A.D. 762-763），重新編注而成的
《增廣補注黃帝內經素問》。研究中國傳統醫學
的西方學者都認定今日的《黃帝內經》，作者
其實就是王冰。《Medicine in China; A History
of Ideas》的作者、德國墨尼黑大學的醫學史專

家Unschuld就是如比認定的。其實王冰也是得自
「祕方」；任應秋近日研究《黃帝內經》內文，
尋出二十一種古文獻名，其中《上經》、《下
經》、《陰陽十二官相使》等二十種為醫學著
作，這些可以說是《內經》中與醫學有關的文
字，至於《太始天元冊文》則是古代天象書籍。
除此之外，也有抄自《史記》；《黃帝內經‧靈
樞、逆順肥瘦篇》記載「手之三陰，從藏走手；
足之三陽，從頭走足」而《史記‧扁鵲、倉公
列傳》記載「手三陰之脈，從手至胸；足三陽之
脈、從足至頭」，雖然兩者所指部位與方法殊
異，都是人云亦云，此一部分《黃帝內經》明顯
抄自《史記》，或是兩者同抄自同一本醫書。至
於貫穿全書的「陰陽五行論」則出自漢代董仲舒
（179-104 B.C.）的《春秋繁露》（135 B.C.）。
漢代劉向著《說苑》（20 B.C.），採春秋、
戰國、秦及漢諸家記載如《尚書》、《左氏
傳》、《公羊傳》、《禮記》、《管子》、《晏
子》、《莊子》、《荀子》、《韓非子》、《史
記》、《淮南子》、《韓詩外傳》等書而成。
晉代張華著《博物志》（290 A.D.），也是如出
一轍，採春秋、戰國、秦及漢諸家記載如《老
子》、《墨子》、《春秋》、《左氏傳》、《公
羊傳》、《管子》、《晏子》、《莊子》、《荀
子》、《韓非子》、《史記》、《淮南子》、
《列子》、《孔子家語》等書而成。成書時間介
乎《說苑》與《博物志》之間的《黃帝內經》，
也不過是如法泡製而已，如同俗語所云「撿到籃
子都書菜」，將當時能找到有關醫學的書籍編製
而成，完全是紙上談兵。
形而上學的臆測
在1543年維塞利勿斯(Vesalius)以親自解剖以
瞭解人体的構造，基於實際「觀察」開創近代科
學醫學的解剖學。在此之前，不論東方或西方，
對於包括醫學在內關於自然界的知識，幾乎完全
依賴書本。有名有姓、有頭有臉著者之作品固然
被視為權威經典，甚至無名無姓著者的作品也有
可能被視為經典，《黃帝內經》與《神農本草》
就是現成有名的例子。
然而若加以仔細撿視，這些所謂經典的書
本知識，都是靠不住的；有機會在田野觀察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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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者多屬不識之無者，不會寫作而記載下來；
會寫作而能記載下來者殊少實際「觀察」的機
會，縱有觀察也是一瞬既逝，原本就沒有看清
楚，得到的結論本就離譜的。以「狼狽為奸」
為例：看過「國家地理頻道(National Geogrphic
Channel)」、「發現（Discovery）」、或「動物
星球（Animal Planet）」等電視上動物的節目，
必然發現「狼狽為奸」是子虛烏有的。「狼狽為
奸」典出唐朝段成式的《酉陽雜俎‧廣動植》所
載；狼、狽是兩種獸名。狽前腿絕短，每行走
必駕於狼之後腿上，無狼則不能行。直至八世
紀都有這種錯誤的想法，可以推想這完全是想
當然的臆測，無些許事實的根據。其他如「雀入
大海為蛤」，「腐草生螢」，「慈烏反哺」等
古書所寫，不勝枚舉，都是這種粗淺觀察的結
果，這種書本知識大多不正確，孟軻才有「盡信
書不如無書」的感嘆。東漢王充（A.D. 27-97）
在《論衡‧譴告》中就寫道：「六經之文、聖
人之語，動言天者、欲化無道、俱愚也。」學
社會科學不能靠書本、學工藝技術者更不能靠
書本：西元三世紀的慎子就寫道：「治水者茨
防決塞、九州四海、相似如一，學之於水、不
學於禹（書本）。」八世紀的關尹子也寫道：
「善弓者師弓不師羿（書本）、善心者師心不師
聖（書本）。」明末清初的顧炎武（1613-82）
在所著《天下郡國利病書》中更率直地寫道：
「以書御馬者，不盡馬之情；‥善治水者‧固以
水為師耳。」治病的原則，就是耍知道：病變
在那裹？病變是什么？什么是病變原因？正如
工匠學藝的入門第一步是學機器的構造、學醫
術的入門第一步是學人體的構造一解剖學、而
人體解剖正是醫者面臨實際的困難之處。加以
缺乏邏輯的概念，「上樑不正下樑歪」的思考
模式，著書又缺乏「觀察」自然的機會，能文
之士只能閉門造車，憑空臆測，東方或西方都
是如此。英文當中，「臆測（speculation）」、
「假說（hypothesis）」、「理論（theory）」都
是一種「想法（thought）」、一種「臆測」：
speculation源自拉丁文，hypothsis與theory源自
希腊文。只是「假說」或「理論」都要建立於事
實之基礎之上，而「臆測」則否。古書所載鮮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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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若非道聽途說」有聞必錄，或是憑空想
像、疇張為幻，根本是子虛烏有。
《黃帝內經》全書內容幾乎全是臆測之
詞：所有心、肝、脾、腎的生理學功能，都是
「喬太守亂點鴛鴦譜」式、純屬臆測下的產物，
在實用技術的醫學絲亳派不上用場，如同傅統醫
學中「病入膏肓」、或「任督二脈」亳無解剖上
的根据，如出一轍，完全出於臆測。就如《孟
子‧萬章上》所寫：「此非君子之言，齊東野人
之語也。」古來諺語如「三人成虎」、「眾口
鑠金」、「曾參殺人」都是出自「齊東野人之
語」，也是儒家有「亞聖」之稱的孟軻認定不可
靠。其實「君子之言」、甚至「聖人之言」或
「賢者之語」，同樣不可信，東漢王符（二世紀
人）在《潛夫論‧賢難》就坦白地寫道：「一犬
吠形，百犬吠聲；一人傳虛，萬人傳實」，表
示賢人所書也是「以訛傳訛」。王充（A.D. 27100）在《論衡》也寫道：「前儒不見本末，空
生虛說；後儒信前儒之言、隨舊述故，滑習辭
語‥、致虛說傳而不絕，實事沒而不見。」早就
指出先聖、先賢所書寫的所謂經典，鮮有可靠
者。近代科學是西方「科學革命」的結果，而
「革命」就是推翻西方先聖、先賢的觀點物理學
革命中，推翻亞力士多德的理論；天文學革命
中，推翻托勒米（Ptolemy）的理論。醫學革命
中，維塞利勿斯(Vesalius)推翻蓋倫（Galen）的
解剖學，哈威（Harvey）推翻蓋倫的生理學，才
能有病理學的研究，進而發展出病因學，而有今
日科學醫學的成就。
事實上，比之其他研究自然作者，《黃帝
內經》的作者面臨更大的困難，他要研究的是人
體，而缺乏人體解剖的機會是他最大的困境。
缺乏人體解剖的困境
醫學簡單的說是治病之術，是「技術」；
診斷是「技術」、治療也是「技術」。華陀在
中國傳統醫學中所以被視為神醫在於--「神乎
其技」--「技術」之神。晉代陳壽《三國志‧
魏書》（A.D. 290）中，將華陀放在「方技傅」
內；南北朝劉宋范曄《後漢書》（A.D. 450）
中，將華陀放在「方術傅」內。「技」也好、
「術」也好，都是「技術」。就如唐代韓愈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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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說》中所寫：「巫、醫、樂師、百工之
人」，自古醫者如其他百工之人靠的就是技術。
今日科學醫學所知，人體就是機器，治病
就是修理人體機器；修理機器先要暸解機器的構
造，治病也要先瞭解人體的構造。瞭解正常解
剖，方能知道病變的異常，才能進一步查出病因
進而治療。
治病的第一步要看到病變所在，體表的病
變一目瞭然，刀傷傷口可以縫合、中箭箭鏃可以
拔出、脫臼的下巴可以矯正、跌斷的腿骨可以固
定，在在「眼見為憑」、「有目共睹」，「治療
成敗」也「有目共睹」、道理簡單明白，「信而
有徵」。身體內部病變之醫治、理應相同，必先
瞭解体內的構造。
實際上，古人認為人體與機器不同，人體
與其他動物具有「靈魂」或「生命力」等看不
見、摸不著、奇妙不可測的特質。再者古代難有
研究人體內部構造的機會，要真正瞭解人體構
造，需要屍體解剖，而屍體解剖困難重重。首先
是社會習俗的想法；在西方，古希臘與古羅馬禁
止屍體解剖。在東方，回教可蘭經教義禁止解
剖；在中國，儒家思想「身体髮膚，受之父母，
不可毀傷」，禁止解剖，解剖屍体顯然是社會所
不許，自然無法瞭解体內的構造。其次是「鬼」
的觀念陰影所籠罩，造成心理上的障礙。古、
今、中、外之人，相信「人死為鬼」，孔老夫子
「敬鬼神而遠人」，怕鬼使人遠離屍體，當然更
遠離解剖。另一障礙是實際屍體解剖的不愉快，
以「幻想交響曲」聞名於世的法國作曲家白遼士
（Berlioz, 1803-69）年青學醫、日後在回憶錄中
寫道：「進入停屍間，舉目所見、解剖台上，肢
体橫陳、顱骨半開、臉頰不全，血水滯止於足
下，麻雀爭肉於窗牖、群鼠奪骨於牆角，兼以屍
臭撲鼻，令人欲嘔，不能自已。」可見屍體解
剖，並非易事。壓抑內心之障礙、克服令人作嘔
的環境、才能進入正事。事實上，開始解剖才是
真正難題的起點。尋常吃雞、吃鴨、吃豬腳，似
乎對解剖有些粗淺的認識，這些都是洗淨血水、
加熱煮過、蛋白質凝固、肌理分明的組識。在防
腐劑發明之前，未經固定之血肉，分不清血管、
神經、或筋腱。傳統醫學，不論東、西，皆分不

清此三者之區別。多才多藝、才不世出的達文西
（da Vinci 1452-1519），是畫家、雕刻家、建築
師，工程師、更是偉大的解剖學家，他在百忙中
也偷空先後解剖了三十具屍體，並且將己身經驗
詳細地記錄下來：「你必須解剖三具屍体，心無
旁騖、犧牲其他部位，才能完成整個動脈及靜脈
系統；另三具，才能完成腹膜與肋膜之全貌；另
三具，才能完成神經、肌肉與韌帶系統；另三
具，才能完成全身的骨骼與軟骨‥」由於當時
既無防腐之藥物，又乏冷凍設備，在死屍腐敗之
前，最遲三日之內必須完成解剖。夜以繼日，夜
間尤難，在燭火搖曳之下、四下俱寂，獨自解剖
腥臭之死屍，非有過人之膽識與毅力，不易完
成。最特別的是本身精通工程的達文西，深知機
能與結構關保之密切，視人體有如機器，血管、
神經、心、肺等內臟、就是「器官」、皆是零
件，而能突破此困境。而最難得的是他正好是一
位了不起的寫實畫家，名聞於世的「蒙娜麗莎」
與「最復晚餐」皆出其手；他以栩栩如生的妙筆
繪下刀下所見的人體構造，「一圖勝萬言」，讓
後世之人可以「眼見為憑」、「有目共睹」地一
眼看到前人所說者。也可一下揭穿中國古人所說
「膏肓」、「經脈、絡腋」、「穴道」等存在的
虛實；也讓入看到范曄的洞察；范曄：南朝劉宋
范曄（A.D. 398-445）在《後漢書‧張衡傳》寫
道：「圖工惡畫犬馬，喜為鬼魅，誠以事實難
作，而虛偽無窮」一句話拆穿鬼扯容易，而事實
研究之艱難的道理。
人體就是一部機器，工匠修理機器的第
一步就是瞭解機器的構造；醫者治療疾第一步
就是要瞭解人體的構造，十四世紀義大利醫生
Foligno（？-1348）說得好：「解剖學是醫學的
字母（anatomy is the alphabet of medicine）」，
不懂解剖學就是醫學門外漢，當然不會治病。
不懂解剖的醫學門外漢之事實，並不妨礙《黃
帝內經》作者著作醫書，在進入現代「科學時
代（scientific stage）之前，在「形而上學時代
(metaphysical stage)」幾乎所有研究自然的學
者，無不以形而上的臆測為之，這是當時思考的
模式，生於當時的《黃帝內經》作者自然無法跳
脫「時代思潮﹝zeitgeist﹞」，「陰陽五行」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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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理所當然的進入《黃帝內經》。
「陰陽五行」的進入《黃帝內經》
《詩經‧大雅》寫道：「既影乃崗、相其
陰陽。」意思是說：「登山觀日影；有影為陰，
無影為陽」。《詩經》成書於西元前九世紀至五
世紀之間，也是中文中「陰陽」出現之源頭。由
此引申而得出「山北為陰、山南為陽」的結論。
這是中國人所知有限，以為舉世皆是如此；事實
上，在赤道以南，「山北為陽，山南為陰」與侷
促北半球的中國真相反。由「山北為陰、山南為
陽」、無任何邏輯關係、如「蛙躍荷葉」一下就
跳躍到其他的自然現象，將陰陽與地震、隕石、
水災、旱災統統扯上關係：《國語‧周語》：
「伯陽父曰：天地之氣，不失其序‥陽伏不能
出、陰迫而不能蒸、於是有地震。」《左傳‧僖
公16年》周內史叔興認為隕石為「陰陽之事」。
原本簡單的「無影為陽」、「有影為陰」，沒頭
沒腦地引用到其他自然現象上，以陰陽的失調來
加以解釋。以定義不知為何的「陰陽」，解釋一
切不明原因的現象， 「陰陽五行」的進入《黃
帝內經》不過是其中一例而己。
在古人原始、幼稚的思想中，對立性質的
「陰陽」外，自然界中最易觀察到的就是數字上
的「五」。舉目所見、傾耳所聽、口舌所嚐、無
一不「五」。從「春秋時代」開始，類似的記載
不絕如縷；《周禮》；「天有五星、故有五行」
《尚書‧洪範》：「五行、水、火、水、金、
土、水曰潤下、火曰上炎、木曰曲直、金曰從
革、土爰稼穡；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
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國語‧鄭語》：
「史伯曰；先王以土與金、水、水、火雜、以成
百物。」《左傳昭公二十五年》：「五行‥五
味‥五色‥五聲。」《國語‧周語》：「五行‥
五味‥五色‥五聲‥五義。」
也有觀察者想到五行性質有相勝（剋）之
處：《周書‧周祝》：「陳彼五行、必有勝。」
《左傳哀公九年》：「史墨曰；水勝火。」《左
傅昭公三十一年》；「史墨曰：火勝金。」
原本是「春秋時代」的自然哲學家---今日
所謂「科學家」，對自然物理世界具體觀察而抽
離出形而上的「陰陽」、「五行」，進入戰國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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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就如《孟子‧告子》；「仁之勝不仁、猶水
勝義。」所云，孟子將「五行」引入政治倫理思
想中而成為抽象的「道德五行說」。隨著世局之
混亂，迷信天象與人事有關的想法應時而出，正
如《史記‧天官書》記載：「田氏篡齊‥臣主共
憂患、其察譏祥、候星氣尤急。」儒者而轉陰陽
家的鄒衍，結合「陰陽」與「五行」引用到朝代
之興衰而成「五德終始說」乘勢進說諸侯，據
《史記‧封禪書》：「鄒衍以陰陽主運，顯於諸
侯。」《史記‧歷書》：「戰國並爭‥是時獨有
鄒衍明於五德之傳、散消息以顯諸侯。」
建元五年（136 B.C.）漢武帝置「五經博
士」，以董仲舒（179-104 B.C.）講《春秋》。
次年董仲舒上《舉賢良對策三》，得漢武帝支
持、「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在同一年所寫的
《春秋繁露》一書的《五行相生篇》中，董仲舒
寫道：「天地之氣，合二為一、分為陰陽、判為
四時、列為五行。」引進「陰陽五行」之說，認
為天的意志是「天之常道、一陰一陽：陽者尺之
德也、陰者天之刑也‥天之親陽而疏陰，任德不
任刑也‥天貴陽而賤陰‥」他將「陰陽五行」包
山包海，無所不包地「倫理化」，「君臣、父
子、夫婦之義、皆取諸陰陽之道：君為陽、臣為
陰；父為陽、子為陰；夫為陽、妻為陰。」
在《春秋繁露‧人副天數扁》中，董仲舒
又寫道：「天以終歲之數，成人之身‥內有五
臟，副五行數也；外有四肢，副四時數也；乍視
乍瞑，副晝夜也；乍剛乍柔，副冬夏也；乍哀乍
樂，副陰陽也。」牽強附會地將天與人硬湊在一
起。《素問‧陰陽應象大論》中寫道；「黃帝
曰：陰陽者，天地之道也‥陽為氣‧陰為味。味
歸形，形歸氣，氣歸精，精歸化，精食氣，形食
味，化生精，氣生形。味傷形，氣傷精，精化為
氣，氣傷於味。陰味出下竅，陽氣出上竅，味厚
者為陰、薄為陰之陽；氣厚者為陽，薄為陽文
陰。」《素問‧調經論》也寫道：「夫邪之生
也、或生於陰、或生於陽。其生於陽者得之風雨
寒暑；其生於陰者得之飲食居處、陰陽喜怒。」
「黃帝內經」的作者將天與人硬湊在一起，不過
「比葫蘆畫瓢」，有樣學樣而巳。
其實古人思想發展猶在原始偕段，誤將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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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性質量的差異極端，誤以為是性質的不同，如
《左傳‧昭公二十年》；「晏嬰曰：清濁、小
大、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出
入、周疏，以相濟也」。短長是長度差異的兩
端，疾徐是速度差異的兩端，同樣，陰陽只是亮
度差異的兩端。既然是同一性質的兩端，當然短
盛就長衰、疾盛就徐裒、陰盛就陽衰；反之，長
盛就短衰、徐盛就疾衰、陽盛就陰衰。所以什麼
陰盛陽衰、陽盛陰衰，根本毫無竟義，說了等於
沒說。
董仲舒將君臣、父子、天妻的人際關係，
以「三綱五常」套進「陰陽五行」的框框；《黃
帝內經》的作者則是將人体內外的關係，以「五
臟六腑」套進「陰陽五行」的框框。董仲舒糊塗
蛋的溲主義、頭腦不清、無絲亳邏輯可言；《黃
帝內經》作者同樣頭腦不清、無絲亳邏輯可言，
完全是「比葫蘆畫瓢」亂套一通。
西元前168年入土的長沙馬王堆帛書中的醫
書並未見「五行」之說，可見是《黃帝內經》的
作者自己加入的。《黃帝內經》的作者對醫學知
識頭腦不清不楚，對當時商業市場的行銷的行情
卻是清清楚楚，「陰陽五行」在政治上當令、在
學術上也當令，進入醫學正趕上流行的風潮，將
「陰陽五行」引入醫學，完全是《黃帝內經》作
者的企圖。
《黃帝內經》作者的企圖
國民教育是近代的產物，在此之前要求學
識字作學問，只能自力救濟，東方、西方都是一
樣；柏拉圖的Academy或是亞里士多德的Lyceum
都是私墊，孔子、孟子開設的也是私墊。辦私墊
有崇高的理念一「有教無類」，事實上「萬事無
錢不行」，百工子弟為生活忙，無錢、無閒受教
育；無錢、無閒受教育者恒為百工子弟，惡性循
環之下，鮮能有跳脫「克紹箕裘」之命運者。
醫學是治病的技術，古時醫者社會地位低
下，教育機會也低下，寫給知識水平不高、「略
識之無」的醫者，醫書應是淺顯易懂。然而在儒
者出身的作者，身為「士、農、工、商」四民之
首，在「用心者役人」的心態下，自然看不起
「用力者役於人」、社會地位不如農夫，只會
「技術」的醫匠。《黃帝內經》不是寫給醫匠看

的，作者心中，上層社會的達官顯要與知識份子
才是他的讀者。「陰陽五行」在漢初不但是政治
正確的思想，適合政界人士的口味，也是流行的
哲學思潮，適合學界的想法。正如七十五年前
原子彈爆炸後有「原子」筆、「原子」襪的出
現；或是近日基因工程有大突破後，「生物科
技」公司有如雨後春筍的出現一樣。眼見「陰
陽五行說」當令、並且屬「政治正確」，不管
三七二十一，形而上學的「陰陽五行說」，搬入
《黃帝內經》。
《黃帝內經》內容艱深難解：明代胡應
麟在《經籍會通》寫道：「文字古奧，語致玄
妙。」王禕在《叢說》中指出「其言質奧，而義
宏深‥」周木也在《素問糾略序》中指出「詞古
意精，理徵事著‥」愈是艱澀難懂、愈是令人莫
測高深、愈令人以為內容精深博大，就如古人所
云；「夫子之牆九仞，不知宮室之美、百官之
富。」《黃帝內經》的作者達到目的。終究學業
有專攻、隔行如隔山，只要讓有識者感到精深博
大，內容的正確與否並不是問題。
西方傳統醫學作者，亦一如《黃帝內經》
作者的心態。十八世紀，英國美以美教派創始
者魏斯理（John Wesley, 1703-91），看不慣當時
西方傳統醫書愚民的手段，在所著《原始醫學
（Primitive Physic）》一書中寫道；「醫者受人
景仰，常被視為非常人而名利雙收。為此二者，
不得不故弄玄虛，所著醫書充斥著令人費解的技
術言詞，罝常人於五里霧中，以免於看穿其技
倆（Physicians now began to be had in admiration,
as persons who were something more than human.
And profit attended their employ as well as honor;
so that they had two weighty reasons for keeping
the bulk of mankind at a distance, that they might
not pry into the mysteries of the profession. To this
end‥they filled their writings with abundance of
technical terms, utterly unintelligible to the plain
men.）。」一語道破類似《黃帝內經》之傅統醫
學理論之真相。
醫學本是技術之學，醫書理應為「技術手
冊」，本質上就是一本「工具書」---看病的工
具書，而不是一本天馬行空、不著邊際、空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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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理的醫書。以《黃帝內經》同時代的技術書
本---晉代稽含（A.D. 263-308）所著《南方草木
狀》---為例，時至二十一世紀，今日中學生讀
來，無絲亳困難。稍後的技術書籍，農藝書如六
世紀北魏賈思勰的《齊民要術》、元代王禎的
《農書》、明代徐光啟的《農政全書》清代《欽
定授時通考》，或工藝書如十世紀喻皓的《木
經》、宋代沈括的《夢溪筆談》（A.D. 1086）、
李誡的《營造法式》（A.D. 1103）、明代宋應星
的《天工開物》（A.D. 1637），雖然內容較為原
始，今日中學生讀來，也無絲亳困難。
然而《黃帝內經》卻非如此，坊間所賣
中國北京中醫學院程士德主編的《內經精編讀
本》，內有「學習內經的方法與要求」一章，希
望讀者能「利用工具書、讀通原文」。讀一本
「精編讀本」的「工具書」外，更需其他「工具
書」之協助，並且要進一步「讀通原文」---根
本不知是啥的原文，不亦難哉？實際上確實難
哉，教育部審定的中醫學院專設有「醫古文」一
門課、顯示《黃帝內經》對今日的醫學院大學生
而言也極為艱澀，非獨對古人而已。能在中國傅
統醫學占有最古老、最崇高地位的經典，其理在
此。
美國普林斯頓大學醫學社會學學者史達
（Paul Starr）教授在1984年所著《美國醫學的社
會蛻變（The Social Transformation of American
Medicine）》中，對美國早期傳統醫學的醫書，
更簡潔地批判道：「（傅統醫學時代）醫者杜
撰深奧的理論以欺瞞尋常百姓（the physicians
then concocted complicated theories to confuse the
ordinary people）」。與歐洲對西方傳統醫學之
醫書之批判是相同的，也正表示不論西方或東
方，有識者對傳統醫學之醫書之批判是是一樣
的。

《黃帝內經》批判
前科學期的古代原始產物
「科學革命」(scientific revolution)科發展出
「科學方法」(scientific method)，科學一詞譯自
英文science， science一詞原自拉丁文scienzia，
science異於knowledge在於它觀察自然界所得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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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具體、確證、可複製的知識。「科學方法」
就是「知識方法」---獲取知識的方法；「知
識方法」「放諸四海而皆準， 俟之百世而不
惑」，科學知識「天下為公」，科學技術「世界
大同」。
1687年，牛頓發表《自然哲學的數理原理》
(Mathematical Principle of Natural Philosophy)，
將應用科學方法研究所得「萬有引力律」，以簡
單數學描述地上樹上蘋果之墜地與天上星體運行
之理，震撼西方學界，西方學界爭相以科學方法
用於產業，政治，經濟，與社會等各領域之研
究，而有產業革命，政治革命，經濟革命，與社
會革命等，革命就是推翻，推翻古代，除舊佈
新，有今日世界的誕生。
產業革命以新能源的工廠機器取代家庭手
工業，打火機取代鑽木取火；機器製針取代鐵杵
磨針。政治革命天賦人權的民主體制取代君權神
授的君主體制。經濟革命產生重商的資本主義世
界。社會革命以男女平等的新社會取代重男輕女
的舊社會。在現代世界，大學為一國所有知識之
儲存，研究，與傳習之所。中國古代為士，農，
工，商四民的傳統舊社會，每一行業都有數千年
實際經驗累積下來的知識，工具，與技術。但在
今日大學的農學，工學兩科技學院，其至類屬社
會科學的商學院，都沒有傳統農，工，商的影
子，不但沒有「學院」，甚至「學系」也沒有。
今日的大學就如其他一切，都是科學革命
的產物，古代工藝、技術經過知識革命的洗禮，
工匠蛻變為科學家，工程師，甚至晝工，樂者也
成為藝術家中的畫家，音樂家。以往士子所看不
起的「巫，醫，樂師，百工之人」中的醫者，經
過知識革命的洗禮，成為所有社會敬重的科學醫
師。經過知識革命的洗禮，古代蛻變成現代，猶
如地上蠕蠕爬行的醜惡毛蟲蛻變成天上翩翩飛翔
的美麗蝴蝶。
知識革命源起於1543年兩本書的出版：《論
天體之運行》掀起天文學之革命，「地動說」取
代「天動說」，《論人體之構造》掀起醫學之革
命，實際入體解剖使醫學真正的進入現代科學醫
學之門，讓完全出於想像之作的《黃帝內經》成
為為「醫學門外漢」的作品。早在《黃帝內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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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現前，先秦諸子如墨子，孔子，孟子就己為認
知立下基本原則：墨子語：「醫之攻人之疾者
必知疾所自起，焉能治之。不知疾之所自起，則
弗能攻之。」孔子說：「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
器。」孟子說：「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
規矩，不能成方圓。」醫學是治病之學，是一種
需耍知識，工具，與技術的專業。以《黃帝內
經》為聖經的中國傳統醫學，卻缺乏病因的知
識，又缺乏診斷的工具，當然不會治病。實際
上，根本是「醫學門外漢」，稱不上「醫學」。
「形而上思想期」的著作
地球上所有民族都有醫學：文明古國如埃
及、印度、中國有醫學；原始民族如非洲的黑
人、澳洲的土人、南美亞馬遜的印地安紅人也有
醫學。無論是「埃醫」、「印醫」、「中醫」，
或「黑醫」、「土醫」、「紅醫」都屬原始的傳
統醫學。這些民族生產方式或停留在「採集與
狩獵」、或「農業」時代，正是當時時代思潮
(Zeitgeist)的反映。
一八五四年，法國哲學家孔德（Auguste
Comte, 1798-1857）發表他的巨著《實證哲學体
系System Of Positive Philosophy》一書中，將人
類思想的發展(law of human development )分為三
個時期：1.「神學或想像思想期(the Theological
or fictitous stage)」，2. 「形而上學或抽思想期
(the Metaphysical or abstract stage)」，3.「科學或
實證思想期(the Scientifc or positive stage)」。
思想的發展反映在醫學的發展也可分為
三個階段：1.「床邊醫學期」，2.「醫院醫學
期」，3.「實驗室醫學期」；在疾病診斷上分
為：1.「症狀診斷期」， 2.「病變診斷期」，
3.「病因診斷期」；在疾病治療上分為：1.「症
狀治療期，或對症下藥期」，2.「病變治療
期」，3.「病因治療期」。「神學或想像思想
期」與「形而上學或抽思想期」屬於「床邊醫學
期」。「科學或實證思想期」包括「醫院醫學
期」與「實驗室醫學期」。
《黃帝內經》在思想上是屬於「形而上學
或抽思想期」，所以全書充滿陰陽、五行與人體
或疾病全然無關的東西，加以中國自古從無醫院
之設置，從無提供屍體作為解剖以了解人體構造

的機會，自然停留在「床邊醫學期」，沒有進
入十九世紀法國醫學教育家Pinel（1745-1826）
所說：「醫院為學習醫學必要之場所(Medicine
must be taught in the hospitals)」的「醫院醫學
期」，當然更無從進一步的進入「實驗室醫學
期」，完全停留在「床邊醫學期」、「症狀診斷
期」、「症狀治療期，或對症下藥期」的「醫學
門外漢期」。
醫學門外漢的作品
科學醫學是應用科學方法作人體外部創傷
與內部疾病的診斷，治療，與預防的科學知識與
科科學技術的基礎研究及臨床應用的學問，而人
體解剖為醫學入門之學。科學醫學由解剖踏入醫
學之門，在人體構造上由器官、組織、細胞、胞
器，而至分子層次，成為「分子醫學(molecular
medicine)」。在診斷、治療、與預防都達到分
子的層次，以移植手術為例，己由心、肝、肺、
腎的器官移植，進步到基因治療的分子移植。
《黃帝內經》成書於東漢，背景是日出而
作，日入而息，席地而作，秉燭夜遊，洛陽紙
貴，一燭光，一馬力，學富五車，天涯若比鄰，
相當原始的農學時代；在思想發展上是「形而上
學或抽象思想時期」；在醫學發展上屬「床邊醫
學期」、「症狀診斷期」、「症狀治療期，或對
症下藥期」的產物。
全盤依賴《黃帝內經》的中國傳統醫學，
從無醫院與實驗室，也就從無基礎研究，也就無
從臨床應用；不知藥理學，不知解剖學，不知病
因學，所謂治病不過是「將一無所知的藥物，倒
入一無所知的人體，治療一無所知的疾病」一問
三不知，病篤者必死無疑；死後又無病理解剖，
所有病死者皆「無疾而終」。在「醫學門外漢」
的傳統醫學關照下，不論西方或東方國家、不管
是文明古國或原始民族，全世界所有人類的平均
壽命不過三十歲，而中國唐人所寫詩句「人生
七十古來稀」也成為必然的寫照。
事實上，在十九世紀中葉，現代公共衛生
與科學醫學的臨床應用逐漸發展後，入類的平均
壽命才得以慢慢增長，以今日醫學最發達的美國
為例，直到1900年，平均壽命不過47歲，可見科
學醫學進步之不易。

2020, Vol.63, No.7

73

454

T A I WA N M E D I C A L J O U R N A L

杏林 隨
筆

中國古代傳說彭祖行年八百，或西方基督
教《舊約》所記麥修撤拉(Methuselus )得年969
歲，其實是將古時以「月」記錄時光之消逝，後
入誤以「月」為「年」，若除以12，800不過60
歲又8月；969不過80歲又9月，都在70歲左右。
其實，由簡單邏輯推理，即可知以《黃帝內經》
為依據的中國傳統醫學不會看病，由墨子所言，
知道病因才能治病；外科與牙科病因一目了然，
而中國傳統醫學卻沒有外科與牙科。相對的，內
科疾病之病因為肉眼所不能見者，反而會治，豈
有此理？再看看進入現代的民國，「醫師法」中
有「醫師」與「中醫師」，「藥師法」卻只有
「藥師」而無「中藥師」，造成中國傳統醫學沒
有能以手術治療外部創傷的「中外科醫師」，只
有會以藥物治療內部疾病的「中內科醫師」，導
致號稱「全人醫學」的中國傳統醫學成為2分之1
的「半醫學」，而「半醫學」的「中內科醫師」
開出的藥方又沒有「中藥師」來調配，造成有醫
而無藥的局面，也可證明中國傳統醫學根本稱不
上「醫學」，而是「醫學門外漢」的事實。
海市蜃樓的理論
近代科學方法論的建立者，英國的法蘭西
斯‧培根（Francis. Bacon, 1562-1626）就將只有
事實、或只有理論之無用具體地闡明道：「實證
者就如螞蟻，收集事實以便利用；但是徒具理
論者就如蜘蛛，自己織網自縛（Empiricists are
like ants, they collect ant put to use; but rationalists
are like spiders, spin threads out of themselves.）」
科學理論必須建立於事實之上，而邏輯推理
為歸納事實成為理論並進而演繹出可能事實
的唯一途徑。《黃帝內經》的內容既無事實
根機，又缺乏邏輯推理，建立的說法，「陰
陽 五 行 說 」 只 是 一 種 陳 述 （ st ate me nt ） ， 不
但無能「驗證（test able）」、也無法「預測
（predictable）」，根本稱不上理論。德國哲學
家康德（Kant ,1724-1804）說過：「理論而缺乏
事實之根據則淪於虛幻；有事實而缺乏理論引導
則無能判斷。徒有理智（大腦）無能觀察；徒
有感官無能思考。唯有事實與理論、感官與思
考兩者的結合，真正的知識於焉而生（Concepts
without factual content are empty; sense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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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out concepts are blind. The understanding
cannot see; the senses cannot think. Only their
union only can knowledge be produced.）」。
「陰陽五行說」既無事實根據，亦無邏輯
推理，而且與醫學根本上「風馬牛不相及」。孟
子原本將「五行說」附會於道德上；鄒衍結合
「陰陽」成為「陰陽五行論」並附會於政治上；
董仲舒進而在政治上加以發揚光大，成為「顯
學」。時移境遷，在道德或政治上，今日已無人
提及，而獨存於傅統醫學中，正顯示學習傅統醫
學者的知識水平仍然停留在傅統「巫、醫、樂
師、百工之人」之程度，只能抱住一個全然無用
的說法不放。十八世紀，英國愛丁堡大學醫學教
授Cullen（1710-90）對亂提理論者加以批判道：
「無能之庸才、或殊少經驗之理論家，易作無用
之理論（Weak men who have little extent of ability
for, or have had little experience in reasoning, are
more liable to be attached to frivolous theories.）」
早在西元三世紀的慎子就寫道：「治水者茨防決
塞，九州四海，相似如一，學之於水，不學於禹
（書本）。」八世紀的關尹子也寫道：「善弓
者師弓不師羿（書本）」，善心者師心 不師聖
（書本）。」明末清初的顧炎武（1613-82）在
所著「天下郡國利病書」中更率直地寫道：「以
書御馬者，不盡馬之情；善治水者‧固以水為師
耳。」
這麼多的批評放在《黃帝內經》作者身
上，再恰當也不過了。二十世紀末的中國領導人
鄧小平說得好：「不管黑貓、白貓，會捉老鼠
就是好貓。」這個評語的反面意思就是：「理
論不言說得天花亂墜，無實際用處就不是一個
好理論」，有中醫醫聖之稱的張仲景親身慘痛
的經驗，證實《黃帝內經》之無用。張仲景自
幼從名醫張伯祖學，精通《內經》等典籍。稍
長遊京師，醫人無數，名聞公卿。漢獻帝建安
元年（A.D. 196）大疫興，族人相繼罹疫，時年
四十六，春秋鼎盛又是醫術卓著的張仲景，責無
旁貸，親身診治，卻眼睜睜地望著族人一一死在
眼前，家族二百餘人，十年間三亡其二，其中死
於傷寒者十去其七。張仲景生平距離《內經》作
者的時代不過百年，又讀過《內經》，必然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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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經》所寫；「夫熱病者，皆傷寒之類也‥人
之傷於寒也、則為熱病」，以研究「傷寒」為
主。然而張仲景親身的經驗證實《內經》並無醫
治「傷寒」之效，憤而再度鑽研醫學，而有《傷
寒雜病論》的著作，甚至為他贏得中醫界「醫
聖」之美名。然而《傷寒雜病論》出書後中國瘟
疫不斷，據史書記載：公元 208年，湖北大疫，
士卒多死；275年，湖北大疫，死者大半、1864
年，貴州疫癘又作，十死五、六；1877年，遼寧
夏大疫，死者相望。足見《傷寒雜病論》亦無治
病之效。
究其原因，代龐安時還寫道：「四種溫病
敗壞之候‥鮮有炯然詳辨者，故醫家一例作傷
寒，行汗下‥天下枉死者過半，信不虛矣。」在
於不知病因所在， 當然談不上診斷，然更不知
什么是「鑑別診斷」專論「傷寒」的《黃帝內
經》，無能對付「傷寒」；專門對付「傷寒」的
《傷寒雜病論》也對付不了「傷寒」；道是「傷
寒」也都治不了，更不要說其他不知病因的疾病
了。其實這也是只能「症狀診斷」的《黃帝內
經》必然的結果。
捕風捉影的診斷
醫學治病的第一步是診斷找出病因，早在
二千五百年前，墨子（468-376 B.C.）就說過：
「醫之攻人之疾者必知疾所自起，焉能治之。不
知疾之所自起，則弗能攻之。」，有正確的病因
診斷才有有效的治療。病因與治療的關係正如鎖
與鑰匙，不能有絲毫的差錯，以維他命缺乏症為
例：缺B1，不能以B2取代，也不能以B6或B12取
代。再以抗生素為例；盤尼西林能治梅毒，不能
治肺結核；鏈黴素能治肺結核，不能治梅毒。藥
物各具特異性，維他命如此，生素如此，其他所
有藥物也都是如此，缺乏正確病因診斷，必無有
效的治療。
診斷由醫學知識的演進，可分三個階段；
1.「症狀診斷（symptomatic diagnosis）」、
2.「病變診斷（病理診斷：pathological
diagnosis）」、與3.「病因診斷（etiological
diagnosis）。所有傳统醫學都停滯在原始的「症
狀診斷」。「症狀診斷」就是中國傳统醫學所
說的「論證問治」的「論證」；「證」就是

「症」、也是「證據」。也就是俗語所說的「對
症下藥」的「對症」。
「病變診斷」是相當晚近的發展，十八世
紀一位義大利醫生，就一個簡單卻極為重要、
而且從未有人提過的問題一一疾病在那裏？
（where is the disease？）提出解答。Morgagni
（1682-1771）在1761年發表的《論疾病之部位
與原因『On the Seats and Causes of Disease』》
一書中指出疾病的病變就在器官，西方醫學才開
始科學醫學病變（病理）之研究。病因之發現為
時更晚，一八八二年，德國名醫柯霍(Koch, 1843
-1910, 66 )證實嗜酸桿菌是結核病的病因，人類
首次經由實驗證明病因與病變之因果關係，才首
次有「病因診斷」。在此之前，包括西方在內的
所有傳統醫學都是「症狀診斷」。在西方傅統醫
學「體液失調致病說（Humoral imbalance theory
of disease）籠罩之下，疾病之發生起因於體液之
失調，不可能有局部的病變。
Morgagni不但一針見血地指出疾病並非體液
失調，而是有局部病因造成器官的病變。針對傳
統醫學「症狀診斷」的無用，Morgagni說明道；
「症狀不過是器官在病痛中的哀嚎（Symptoms
are the cry of the suffering organs）」。
事實上，中國傅統醫學「論證問治」的
「證」是「證據」也是「症狀」，「論證」就
是「症狀診斷」，完全是「捕風捉影」。缺乏
解剖，不知病變所在、也不知病變為何，也就
不知「風從那裹來、影從何處生？」從來沒有
打開過葫蘆，也就如俗語所說：「不知葫蘆裹
賣什麼藥？」從來沒有瞭解人體解剖，不知器
官構造、不知器官功能，更不知器官病變：沒
有病理解剖，從無「臨床一病理關聯（clinicopathological correlations）」的研究，當然更不知
症狀出自何處。傅統醫學所謂「望」、「聞」、
「問」、「切」四法：「望診」看舌笞、看不出
所以然；「聞診」嗅不出所以然：「切診」摸不
出所以然，三診無三路用，只剩「問診」一法。
同樣，缺乏體內病變客觀之依據，傳統醫學只能
求諸病人主觀的陳述，而病人的陳述就是「症狀
診斷」：頭部痛，診斷就是「頭痛」；若欲進一
步追問其因，或疑「風」則有「傷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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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或疑「寒」則有「傷寒」：若兩者茫茫皆
不見時，則有「天花」、「中邪」所謂診斷皆如
此類。
《黃帝內經》的診斷，完全是基於病人陳
述的症狀：《黃帝內經‧素問‧征四失論》記
載：「診病不問其始，不先言此，卒持寸口，何
病能中？」表示診斷先得問明症狀，不先問症狀
就切脈，怎能作出正確的診斷？《素問‧三都九
候論》也記載：「‥必審問其所始病，與今之所
方病，而後各切循其脈。」也表示診斷先得問清
症狀，再摸脈，才能作出正確的診斷，而作出的
不過是「症狀診斷」而已。對科學醫學稍有涉獵
者，暸解生理學與血液動力學，就能知道「脈」
是心臟收縮時將血液擠出心臟進入主動脈產生的
脈動，由全身末端如手， 腳，或頸部動脈能摸
出或以血壓計能偵測到的波動，內臟並不會發出
體表能摸到的脈搏，摸脈最多只能得知心律的次
數或規律而己，並無診斷疾病之功用。中醫摸脈
不過是裝模作樣、虛幌一招而已；在西元世紀，
北魏的王元禎就洞燭其奸地指出：「按脈斷病，
乃是彼此相欺。」
症狀不過是體內客觀病變產生病人主觀的
不適，不同的病變在同一器官上都會產生同樣的
症狀，以咳嗽為例：呼吸系統發炎、長瘤、過敏
等不同的病因，都會產生相同的症狀---咳嗽。
不知病變或病因為何，只憑症狀，無法作出「鑑
別診斷（differential diagnosis）」，弄不清是發
炎？是長瘤？或是過敏？治療也就不可能有效。
最根本的缺乏病變與病因等病人體內客觀
的證據，「症狀診斷」完全依賴病人主觀的陳
述，遇到病人不能、不肯、或故意誤導，就不可
能作出、甚至作出錯誤的診斷：病人是啞吧，無
法診斷；病人昏迷不醒、無法診斷；病人是啞啞
學語之童稚、無法診斷；病人是言語不通之外國
人，無法診斷；甚至病人是裝聾作啞的詐病者，
也同樣束手無策。只能憑病人主觀陳述，而非由
病人身體查出客觀的癥象以作為診斷的證據，這
也是傳統醫學沒有獸醫的原因之一，終究由牛、
馬、雞、犬是問不出話來。
瞎貓碰到死耗子的治療
科學醫學不但屬高深科學知識，高度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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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也是高超技術中最艱難的專業，原因在
於病因繁多，有先天基因性的，有後天的；後
天的有出自本身的，有來自外來的；外來的有
物理性者，化學性者，與生物性者，也有本身
或/外來者，癌症即是一個。癌症的研究，比發
明原子彈或登陸月球更為艱難。「曼哈坦計劃
（Manhattan Project）」，由構想到兩顆原子彈
投擲到廣島與長崎，前後費時不到六年；「阿波
羅計劃（Apollo Program）」由1961年甘乃迪總
統的宣布，到1969年阿姆斯壯的登月成功，前後
費時不到九年。世人認為前所未見、威力無比
的原子彈能在短短數年內完成；古人只堪夢中
幻想、遠在天邊的月亮也在短短數年內登陸成
功；近在人身體內的癌症，在無所不能的現代科
學研究下，豈非迎刃而解？就在登月成功後數
月，美國抗癌先驅Mary Lasker聯合所有抗癌團
体，在「紐約時報」登載全版廣告，大標題是；
「（總統）尼克森先生，您能根治癌症！（MR.
NIXON；YOU CAN CURE CANCER）」廣告
中並引述哈佛醫學院的癌症研究專家法伯（Dr.
Sidney Farber）的話，認為根治癌症指日可待，
「技術」不是問題，所缺久的只是經費而巳。他
們並且希望在美國獨立兩百年紀念的1976年之前
完成根治癌症的任務。
任內撿到現成，完成登月任務的尼克森總
統乘勢追擊，於1971年１月提出「國家治癌法案
（National Cancer Act）」，同年年底法案通過
國會，經費充裕，任何困難，主管研究的「國家
癌症研究所」的所長可以直達天聽。如今巳過去
四十九年，尼克森墓木己拱，治癌猶是遙遙無
期。
甚至原本以為簡單的傳染病的防治也不是
易事：1983年分離出「愛滋病（AIDS）」的元
兇一一HIV病毒，基於1950年代沙克與沙賓疫苗
控制「小兒麻痺症（polio）的成效，以及1977
年疫苗成功消滅天花的先例，主管美國醫藥的
「衛生與人類服務部長（Secretary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Magaret Heckler很樂觀地預
測，兩年之內可以製出疫苗並開始藥物試驗。果
如其言地兩年內製出疫苗、也開始作藥物試驗，
只是結果證實以疫苗對付HIV病毒亳無效用。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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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全世界每年有無數人感染HIV，每年有幾千萬
人死於愛滋病。今日科學醫學對病毒引起的傳
染病如「愛滋病」、「嚴童急性呼吸道症候群
（SARS）」、「禽流感（bird flu）」迄無根治
之法，甚至原以為簡單的疾病如肺結核病、瘧
疾，每年造成世界上之死亡尚達數百萬人之眾。
癌細胞或HIV病毒，不論其大小、形狀、構
造等性質、甚至在人體體內的部位精確到細胞
與分子的層次，科學醫學界對之瞭若指掌。全世
界所有國家年花百億以上、動員成千上萬的基礎
生物醫學研究者、臨床醫學者、公共衛生研究
者、及有關領域者同心協力、至今迄未解決，
可見醫學研究之難。美國名醫學研究者L e wis
Thomas（1919-99）在1983年出版有關醫學研
究的雜文集取名《最幼齒的科學（The Youngest
Science）》稱呼醫學，良有以也。
有人類以來，數十萬年漫長的歷史、累
積上百億人臨床的經驗，直至一九三五年發現
磺胺劑止，「對症下藥」而有效者只有兩次，
因而發現兩種能根治疾病的藥物：治療瘧疾
的金雞納（cinchona）與治阿米巴赤痢的吐根
（ipecacuanha）。發現這兩種植物者是南美的印
地安紅人，當時並不知病原是瘧疾原蟲或阿米巴
赤痢原蟲，發現有效主要是這兩種疾病有顯著的
症狀：瘧疾病人會發冷發熱；阿米巴赤痢病人會
有帶血的下痢。這是經由「症狀診斷」「獨二無
三」的發現，可以說是「瞎貓碰到死耗子」，也
是絕無謹有的例子。
《黃帝內經》作者不知「自然痊癒」與「安慰劑
效用」之理
科學研究之困難，除病因繁多外，另一困
難就是人體對疾病的反應；人體對疾病有兩種反
應，使醫學在研究上成為所有科學中最難研究
者；在另一方面，卻使醫學在行業上成為所有行
業中最易騙錢者。這兩種反應就是「自然痊癒」
與「安慰劑效用」：「自然痊癒」是人體的免疫
系統啟動免疫細胞與化學抗體的生理反應，克服
入侵的病原菌而復原到原先的健康狀態，以西方
中世的黑死病，或十九世紀的霍亂，兩種令人聞
之色變的急性傳染病例：黑死病死亡率雖高達
75%，在100名罹病病人，仍能有25名病人能逃

過死亡。霍亂死亡率雖高達50%，在100名罹病
病人，仍能有50名病人能逃過死亡；不死者皆拜
「自然痊癒」之賜。甚至爆裂的闌尾炎與子宮外
孕也常有「自然痊癒」的例子。「安慰劑效用」
則是對於任何施治的藥物或步驟，人體在心理上
產生「安慰劑效用」而使症狀改善。為排除「自
然痊癒」與「安慰劑效用」兩種病人產生的反
應，以證實痊癒或症狀改善確是有效，所有施治
藥物或步驟之評估必需以「雙盲實驗」為之。但
是《黃帝內經》作者並不知這兩種反應，《素
間‧異法方宜論》寫道：「醫之治病也，一病而
治不同，皆癒，何也？岐伯對曰：「地勢使然
也」，使所有不致死的疾病，不管治療與否都會
「自然痊癒」，但是《黃帝內經》作者並不了
解。直到八世紀，中國人才了解這現象，唐代
名醫孫思邈(581-682），在「千金要方」寫道：
「一百一病，不治自癒；一百一病，須治而癒；
一百一病，難治難癒；一百一病，真死不治」。
「自然痊癒」與「安慰劑效用」使醫學成
為所有科學學科中最難研究者，另一方面，卻使
在行業上，使醫療成為所有行業中最易騙錢者，
因為它幾乎不是「一本萬利」，而是「無本生
意」，就如馬偕牧師(1844-1901)在1895年所著自
傳「台灣遙寄」(Far From Formosa)中所寫，不
必受任何正式教育，更不用說醫學教育，也不用
談通過國家考試，任一「略識之無者」，只要會
抄寫處方就是醫者。甚至進入現代化國家之列的
中華民國依然如此，看一看民國32年制定的中華
民國「醫師法」，第一章資格第三條：中醫具有
左列資格之一者，亦得應醫師檢覈：其中第三
項：「曾執行中醫業務五年以上卓著聲望者。」
通過檢覈就是「中醫師」，這麼如此荒謬的第三
項，一直到民國75年才被廢止。「自然痊癒」與
「安慰劑效用」讓中國的所有傳統行業中，二千
年來無絲毫進步，卻能以「醫學門外漢」而一業
獨存，並以「漢方醫學」之名自吹，讓毫無醫學
倫理、缺乏道德與良心的中國傳統醫者，為「謀
財」不管害命與否，以「中醫師」之名遍布全
國，荼毒無知的國民：甚至讓頭腦簡單、缺乏基
本邏輯思考、受過現代高等大學教育的台灣，新
加坡，中國的領導者，或出於無知與自大，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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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中醫」確實有治病之效，認為只是中、西
門派之分。領導者都認為如此，也就不用說自
認為智不如英明領導者的一般民眾，被荼毒若
此而不自知，令人不禁想起兩位近代哲人一針
見血的警語：英國哲人羅素(Russell, 1872 –1970)
寫道：「人生而無知，但不愚蠢，所以變為愚
蠢，乃是教育使然」(Men are born ignorant, not
stupid, they are made stupid by education. 」。另
一位波裔英國哲人安得烈斯基 (Andreski, 19192007)寫道：「只要威權使人心生到畏懼，混淆
與荒謬加劇社會保守傾向。首先，清晰而邏輯
的思考能增進知識之累積(自然科學之進步就是
一個最好的例子)，並且知識之進步遲早會瓦解
傳统的秩序。另一方面，混淆不清的思想茫無
頭緒，漸趨沉淪而無能對世界有任何貢獻。」
( So long as authority inspires awe, confusion and
absurdity enhance conservative tendencies in
society. Firstly, because clear and logical thinking
leads to cumulating of knowledge (of which the
progress of the natural sciences provides the best
example ).; And the advance of knowledge sooner
or later undermines the traditional order. Confused
thinking ,on the other hand, leads nowhere in
particular and can be indulged indefininitely
without producing any impact upon the world )」

結 語
科學醫學是應用科學方法，作人體外部創
傷與內部疾病防的診斷，治療，與預防的科學知
識與科學技術的基礎研究和臨床應用的學問，有
基礎研究才能有臨床應用。臨床醫學有外科類醫
師以手術治療外部創傷，內科類醫師以藥物治療
內部疾病，但是以《黃帝內經》為理論基礎的中
國傳統醫學，沒有外科類，只有內科類，內科類
也只有單純的內科一科，而單純的內科一科開出
的藥方卻沒有「中藥師」來調配，形成有醫無藥
的「中醫」，正證實「中醫」是「醫學門外漢」
的「假醫學」的事實，也證實《黃帝內經》是一
本應該走進歷史的無用古書。
編者註：本文不代表全聯會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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