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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毒（syphilis）是一個很特別的傳染病，
跟那些人類有記憶以來就存在的傳染病不同，梅

毒有一個明確的歷史起點。一般認為梅毒現身在

歐洲的時間約在西元15世紀末，於法國入侵義大
利半島時爆發第一次大流行(1-3)。西元1494年底
法王查理八世率領歐洲各地傭兵遠征義大利半

島，隔年2月進攻半島南部的拿波里王國，很快
征服了拿波里王國，之後查理自行加冕為國王，

戰勝的法軍在當地縱情歡樂。由於法國在半島上

勢力逐漸壯大，一些義大利城邦開始組織聯軍對

抗法國，聯軍於西元1495年7月的福爾諾沃戰役
（Battle of Forova）將法軍逐出半島。此次戰役
中義大利軍醫庫馬諾（Marcello Cumano）發現很
多士兵出現梅毒的症狀，開始是以生殖器潰瘍表

現，接著就出現全身性的膿疱與疼痛，這是史上

第一次紀錄在案的梅毒爆發(4)。這次爆發之前歐

洲可能就有零星案例；不過戰爭一向是各種疫病

的溫床，性傳染病當然也不例外。查理撤出義大

利後，於西元1495年11月回到里昂解散部隊，這
批帶有梅毒的士兵或解甲歸田，或加入其他國家

軍隊，在短短幾年內將梅毒傳遍整個歐洲。當時

歐洲航海事業蓬勃發展，剛好給了梅毒大展身手

的機會，因為船員也是極佳的性病傳染媒介。西

元1498年葡萄牙人繞過非洲好望角到達印度後梅
毒即在當地現身，西元16世紀初梅毒從中國廣東
登陸，之後傳到了日本。

自古以來得到性病總是一件羞恥而難以啟

口的事，不過從來沒有一種性病像梅毒這樣惹

人厭。梅毒從歐洲擴散後，每個國家都想把這

個新興傳染病怪罪給別人。最早是義大利把梅

從西洋繪畫談梅毒

毒推給法國稱之為法國佬的病或高盧病（French 
disease or Morbus Gallicus ），法國則反譏為拿波
里病（Neapolitan disease），俄國把梅毒推給波
蘭稱為波蘭病，波蘭則稱說是日耳曼人病，信奉

回教的土耳其稱梅毒為基督徒的病，印度則是把

梅毒推給葡萄牙人，梅毒在日本被稱為唐瘡，表

示這個病是中國來的，這種語言學上的現象恰巧

可以佐證當時梅毒是歐亞非大陸上的一種新興傳

染病(1,2,3)。歷史上梅毒也曾被稱為“great pox＂
有別於天花的“smallpox＂，至於“syphilis＂這
個詞是來自文藝復興時期的醫師詩人佛拉卡斯特

羅（Girolmo Fracastoro，1477-1553）(1,3)。他在西

元1530年寫了一首拉丁詩《Syphilis sive Morbus 
Gal l icu s》，詩中描述Alcithous國王的牧羊人
Syphilus 因為太陽神阿波羅降下旱災餓死羊群，
憤而拒絕供奉太陽神，於是阿波羅就詛咒國王

的人民得到一種稱為syphilis的怪病。西元1717年
英國醫師特納（Daniel Turner）將個詞用於英文
的醫學文獻，隨著大英帝國的擴張，到了19世紀
Syphilis已經成為全球通用的醫學名詞(4)。

木刻版畫

15世紀末歐洲的印刷術已經到達實用階段，
很多消息得以迅速傳播出去，梅毒大爆發之後

就出現了不少圖文並茂的印刷品來解說梅毒的

原因、症狀和處理方式。北方文藝復興畫家杜

勒（Albrecht Durer，1471-1528）曾到義大利遊
歷，應該目睹當時梅毒肆虐的慘況。在他寫給贊

助者的信中就提到沒有什麼比法國佬的病更令他

害怕，因為幾乎人人都會得到，很多人被疾病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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噬而死(5)。杜勒有一幅出版於西元1496年8月1日
的木刻版畫常被引用；這幅畫其實是一張宣傳品

的附圖（圖1）。畫中人物是一名憂愁滿面的梅
毒病人，他身著當時法國的服裝，很明顯的，這

位日耳曼畫家意有所指地將梅毒歸咎於法國人。

仔細觀看這名病人可以發現他的臉部、頸部與肢

體都出現了大小不一的結節，人物上方有一個黃

道十二宮與1484的圖樣。這幅畫的兩旁有當時紐
倫堡醫師烏爾森（Theodorus Ulsenius）的說明，
敘述梅毒的症狀並警告這個嚴重疾病正在全國流

行，文中也解釋梅毒的爆發跟西元1484年天體大
交會有關(5)。根據占星術西元1484年正好是木星
與土星交會之年，預示著世界末日即將來臨，這

也就是畫中為何出現1484這個數字的原因。在醫
學與科學未發達的年代，人們將梅毒視為是一種

天譴，求助於宗教或神秘儀式，西元1495年神聖
羅馬帝國皇帝馬克西米利安一世就宣布梅毒是上

帝用來懲罰人們的新疾病，因為人們了褻瀆上帝
(2)。根據《舊約》列王紀的記載，亞蘭國將軍乃

縵（Naaman）浸泡在約旦河而治癒痲瘋，因此

烏爾森在文中也建議梅毒病人飲用約旦河水。   
梅毒剛現身時是一種十分凶惡的疾病，發

病後，生殖器先出現嚴重潰瘍，很快的全身冒出

皮疹與膿疱並蔓延到口腔與喉嚨，同時會出現發

燒、淋巴結腫大與骨骼關節疼痛，很多人在這個

時期病情就會迅速惡化死亡(2,4,6)。從現代醫學角

度來看，二期梅毒症狀是螺旋體散播到全身所引

起，病人不只會出現皮膚黏膜病灶、發燒與淋巴

腺腫，嚴重的二期梅毒甚至會侵犯器官引起肝

炎、肝脾腫大、腎病症候群與急性腦膜炎，只是

這種嚴重的二期梅毒現今已經非常罕見(7)。梅毒

剛爆發時惡性度極高，大多數病人有可能死於梅

毒侵犯重要器官，因為沒有解剖病理學的知識，

自然不了解真正死因。梅毒大爆發後存活下來的

也不好過，因為病情會迅速進展到末期梅毒腫

（gumma），病人身體各處產生潰爛變形。班內
迪提（Alessandro Benedetti）是法王查理八世的
軍醫與編年史家，他於西元1497年寫了《Diaria 
de bello carolino》描述義大利的慘況，當時病人
不只失去眼睛、鼻子與手腳，臉部與身體變形的

程度遠甚於麻瘋與象皮病，因此帶給人們極大的

恐懼(4)。梅毒造成的死亡人數也許低於仍間歇爆

發的鼠疫，不過對活人的折磨卻遠遠超過鼠疫。

歐洲大爆發後，很多人開始研究這個前所未見的

疾病，西元15世紀末教皇亞歷山大六世的醫師托
雷拉（Caspare Torella）即寫了兩本關於梅毒的
著作，清楚描述了數名病人的發病過程；一開始

是陰莖出現潰瘍與腹股溝腫大，接著是頭痛、肢

體與骨骼疼痛，臉部與身體出現膿皰。托雷拉應

該是第一個完整描述硬性下疳（chancre）、腹
股溝淋巴腫、骨痛與二期梅毒的人，有趣的是他

的案例可能包括當時的紅衣主教波吉亞（Cesare 
Borgia）。而義大利著名的解剖學家法羅皮奧
（Gabreile Fallopius）認為硬性下疳具有病癥性，
還發現扁平濕疣（condylomata lata）跟梅毒有關
(1)。可見當時雖然沒有微生物與病理學的知識，

不過學者們對疾病症狀的觀察相當仔細。

胡滕的肖像畫

西元1523年小霍爾班（註1）畫了一幅僅以
黑色油墨跟彩色粉筆為素材的肖像畫（圖2），

圖1  杜勒的木刻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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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認為畫中主角即是人文主義學者與宗教改革

家胡滕（Ulrich von Hutten，1488-1523），因為
該畫背面曾以鉛筆註記Portrait U. Von Hutten in 
seinem Todesjahr (Portrait of von Hutten in the year 
of his death)，不過筆跡可能於西元1876至1910年
間被擦去(8,9)。胡滕曾於自己的著作《De guaiaci 
medicina et morbo gallico》清楚描述自己的梅毒
症狀，根據胡滕描述，梅毒會出現許多又尖又凸

類似橡實的瘡，流出惡膿，發出臭味，暗綠色的

膿瘡疼痛之劇，讓病人猶如置身火中(4,6)。當時

水銀與美洲的癒瘡木（guaiac）都被用於治療梅
毒，胡滕因為家族從事進口癒瘡木的進口事業，

寫了很多文章批評水銀治療的副作用。西元1968
年考古病理學家挖掘了胡滕的骨骸，詳細檢視之

後發現他的長骨還真的有梅毒腫痕跡(9)。

藝術史學者潘諾夫斯基（Erwin Panofsky，
1892-1968）認為該畫是罹患二期梅毒的胡滕，
不過這個觀點仍有不少質疑。首先，胡滕的確

死於西元1523年，也就是畫作完成那年，然而眾
所皆知胡滕的身材矮小而且死時35歲，畫中人物
不只體格不像，也太過年輕。其次是臉部病灶

是否為二期梅毒疹，專家也有不同意見(8)。畫中

主角的病灶以大小不一的結節（nodule）為主，

而且沒有特別分布傾向，不像現今常見的梅毒

疹。因為二期梅毒的皮膚病灶變化多端，所以梅

毒一直有偉大模仿者（great imitator）的稱呼。
現今梅毒疹的形態主要是以斑疹（macule）、
丘疹（papule）或脫屑性丘疹（papule  with 
desquamation）居多。皮疹發生於毛孔時可以跟
毛囊炎相似，毛髮脫落後會造成蟲蝕狀脫毛症

（moth-eaten alopecia），至於較惡性的膿疱性病
灶（pustule）十分少見。二期梅毒極少引起多發
性皮膚結節(10)。雖然畫中人物的皮膚病灶不像現

在常見的梅毒疹，但當時二期梅毒的皮膚病灶可

能比現今梅毒更為惡性，而且經過水銀治療後皮

疹型態也會改變(8)。

梅毒的初期症狀在胡滕成年之時已經沒有大

爆發頭幾年那麼嚴重，但是最初大爆發時幸運存

活的病人卻可能還飽受梅毒後遺症之苦。文獻顯

示梅毒的毒力在大爆發後的幾年內即迅速下降，

而且二、三期之間的潛伏期也越拉越長，到了16
世紀中期，胡滕所描述的膿瘡、惡臭與疼痛已經

變得非常罕見，梅毒基本上已經演變成為今天的

樣貌(2,4,6)。從微生物的角度來看，梅毒的演化能

力是令人驚訝的。只以人類為宿主而且僅能依靠

人跟人傳染的病原體，最好的生存策略是降低毒

力（virulence）來獲取持續存在人類的機會。梅
毒剛爆發時，毒力較強的菌株會使病人迅速死亡

或因生殖器潰爛、發燒、全身疼痛而無法進行性

行為，但這些菌株卻也失去傳播機會，反倒是臨

床症狀溫和的菌株得以繼續藉由性行為傳播出

去，這些毒力較弱的菌株有可能是一開始就被引

入歐洲或者是後來經由突變產生。大爆發之後人

類逐漸意識到梅毒是性行為所引起，也會自動避

免跟那些出現嚴重症狀的病人發生性關係，這樣

也讓梅毒整體的毒力得以降低。至於二、三期之

間的潛伏期為何會從一開始的數個月延長到數十

年之久，至今還沒有合理的解釋(6)。         

愛的寓意

西元1 5 1 4年教皇儒略二世的醫師維戈爾
（Johannis de Vigor）提到梅毒是經由性行為傳
染並且精確描述了梅毒的分期，到了1520年代梅
毒是性傳染病的觀念已經廣為人知(2)。西元1527 

圖2  胡滕肖像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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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當古（Jacques de Betherncourt）認為梅毒既然
是不當性行為引起，就不應該再使用“Morbus 
gal l icu s  ＂這個名字，於是他在的著作中引入
“ morbus venerus ＂這個詞，亦即維納斯的病
（veneral disease）(2)。早期使用水銀治療梅毒，

副作用讓病人飽受痛苦，很多病人死於慢性汞中

毒而非梅毒本身，西方有句諺語“one night with 
Venus and a lifetime with mercury ＂，與維納斯
共度一宵就得和水銀廝守一生，藉此告誡人們一

夜風流會帶來一輩子痛苦(8)。  
布隆吉諾（註2）於西元1545年畫了一幅

《愛的寓意》（An Al legor y with Venu s and 
Cupid，圖3），這幅情慾畫是梅第奇家族送給法
王法蘭西斯一世的禮物，現存於倫敦國家藝廊。

布隆吉諾運用紅、藍、綠色襯托人物雪白的皮

膚，加上人物怪異的表情與動作，使畫作散發出

一種莫名的詭譎氣氛，這幅畫的內容長久以來即

存在很多解釋(8,11)。正中間是象徵著愛情的邱比

特與維納斯，不過他們不只姿態扭曲，眼神與表

情也十分詭異。傳統西洋繪畫作中的邱比特大多

以小天使呈現，不過該畫卻刻意畫成一個青春期

的少年，他的下半身肌肉強健，不過臉部卻有著

女性的陰柔。他不只跟母親親嘴，右手手指還夾

著維納斯的乳頭，畫家這樣的表現方式讓人很容

易讓人有亂倫與情色誘惑的想像。右後方有一個

禿頭老人正奮力拉開簾幕讓這場亂倫劇揭露出

來，他背上的大翅膀與右肩的沙漏代表他是時間

老人（time），他張大著眼睛瞪著對面的女人，
那個沒有頭腦的女人正是遺忘（oblivion），她
企圖用簾幕蓋住這一切。不過藝術史家潘諾夫斯

基則認為她是時間老人的女兒真理（truth），正
在幫老人拉開簾幕。仔細看邱比特背後有個男人

正痛苦地抓著頭，這個男人是忌妒（jealousy），
有學者認為布隆吉諾刻意畫出一個梅毒病人，因

為他有明顯的二期梅毒病灶，頭髮片狀脫落而且

手指沒有指甲（syphilitic anchonia）(11)。此外他

的下牙齦呈現梅毒腫的特徵，至於牙齒掉落有可

能是水銀治療的後遺症(11)。梅毒造成嚴重骨痛正

讓這名病人露出非常痛苦的表情。維納斯後方有

一個象徵歡樂（pleasure）的男孩正捧著玫瑰花
束笑嘻嘻的奔向畫中主角，在西洋繪畫中，玫瑰

花常常跟維納斯一起出現，如果仔細看男孩的右

腳背會發現有一根刺穿的玫瑰花刺，玫瑰花刺有

著苦難的隱喻，這個捧著玫瑰花的男孩暗示一時

的性歡愉可能帶來一輩子的苦難。男孩背後躲著

一個身著綠色衣服的年輕女子（Fraud），這個
女子其實是個半獸人，觀察她的下半身可以發現

野獸般的雙腳與蛇樣的尾巴，尾巴旁還有個代表

欺騙的假面具，她左手拿的蜂巢表示性愛是一種

甜蜜的誘惑，不過她的右手卻握著尾巴的毒刺，

暗喻隱藏在性愛背後的危險(8,11)。   

梅毒的寓言

義大利那不勒斯的畫家焦爾達諾（Lu c a 
Giordano，1632-1705）於西元1664年完成一幅油
畫《梅毒的寓言》（Allegory of Syphilis，圖4），
這幅畫有著典型的巴洛克風格，畫家要傳達的

寓意也很明顯(8)。左上方的維納斯從乳房射出乳

汁，畫中間那個無知的男子被一群奇形怪狀的人

物所圍繞，他喜孜孜的仰著頭正準備喝下盤中的

乳汁，其實維納斯的乳汁充滿毒素，喝了之後會

得到梅毒。左下方那個背著水壺的赤腳男子正依

圖3  An Allegory with Venus and Cup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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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在主角的身邊，他的頭頂有片狀的禿頭 ，頭
皮有丘疹與痂皮，看起來很像是二期梅毒造成脫

毛症，而且他的鼻樑也呈現塌陷樣。我們可以在

其他畫家的作品中看到維納斯乳汁的隱喻，例如

沙德勒（Johan Sadeler）製作的版畫《Warning 
against Syphilis》（圖5），這幅畫的左下方有一
個彈琴的女子，她的前面擺著酒與食物。仔細看

她的頭會發現有兩根惡魔的角，這名女子代表性

誘惑。左上方是維納斯與邱比特的雕像，從維納

斯乳房流出來的泉水正流到河裡，那個蹲在溪邊

喝水的牧羊人是Syphilus，而站在他後面的是獵
人Ilceus ，他們似乎不知道水已經被汙染。畫中
間的詩人正是梅毒一詞的發明者佛拉卡斯特羅，

他正在告誡年輕人不要喝水以免感染梅毒(8)。

傑拉德的肖像畫

著名畫家林布蘭（Rembrandt van Rijn，
1606-1669）於西元1665年為傑拉德（註3）畫過
一幅肖像畫（圖6）。這幅畫有著林布蘭典型的
畫風，筆觸厚重且明暗對比強烈。一般認為傑拉

德是先天性梅毒病人，仔細觀察畫中的臉可以發

現他的額頭突出（frontal bossing）、 鼻樑凹陷
（saddle nose）、上顎短小（short maxillae）且
下巴前突（protruding jaw），嘴角與眼角皮膚也

有長條狀的的皺摺（rhagades）(12,13)。這些都屬於

晚發型先天性梅毒（late congenital syphilis）的病
灶，但從這幅畫無法得知他是否有先天性梅毒著

名的哈氏齒（Hutchinson's teeth）。晚發型先天
性梅毒是指胎兒出生兩年後才出現的梅毒症狀，

這些症狀主要是胎兒早期受到螺旋體感染，身體

組織持續發炎並形成疤痕所引起，晚發型的先天

性梅毒並沒有傳染力(14)。

晚發型先天性梅毒會引起間質性角膜炎

（interstitial keratitis），病人大多在青春期左右
發病，最後因為角膜混濁而出現視力障礙，傑拉

德年輕時還能持續從事繪畫工作，應該不可能

圖4  Allegory of Syphilis。

圖5  Warning against Syphilis。

圖6  傑拉德肖像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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罹患角膜炎(13,14)。不過晚發型先天性梅毒卻會造

成青光眼、眼內炎、視神經萎縮等眼疾而喪失視

力，不知道什麼原因傑拉德在50歲就雙眼失明，
讓他不得不放棄繪畫工作而改以傳授藝術理論

為業(13)。梅毒螺旋體會經由胎盤進入胎兒中樞神

經，少數病人會出現腦膜炎、癲癇、水腦症與腦

神經麻痺，傑拉德應該也沒有這些神經疾病。

性病檢查

西元1 8 9 4年法國畫家羅特列克（註 4）
在硬紙板上畫了一幅誇張的油畫（M e d i c a l 
Examination, Rue des Moulins，圖7），主角是兩
個正在接受性病檢查的妓女，她們撩起衣服露出

下半身等候醫師檢查，畫的右邊隱約可以看到一

個穿著綠色和服背對觀眾的女性。走在前面的金

髮妓女年紀較大，經過歲月摧殘早已青春不再，

身材變形而且眼神空洞(15)。19世紀末的巴黎有許
多合法妓院，裏頭工作的職業妓女必須定期接受

性病檢查以保障顧客的健康。

羅特列克善於觀察妓女舞女的日常生活，因

此他的畫作很多是以他們為主角。羅克列克放蕩

的生活型態讓他最後不只酒精成癮，也感染了梅

毒，還好他不是當時唯一得到梅毒的畫家，印象

派精神領袖馬內（Edouard Manet，1832-1883）
與梵谷的好朋友高更（Paul Gauguin，1848-
1903）都是梅毒病人，而梵谷則是到巴黎之前就
已經罹患淋病。當時很多年輕畫家敵視傳統學院

派的畫風，骨子裡也反對傳統社會觀念，這些畫

家過著波西米亞式的生活，喜歡流連在巴黎的風

化場所，梅毒會找上他們並不讓人意外。

梅毒與愛滋病    
1980年代愛滋病取代梅毒成為最受關注的性

傳染病，很多研究發現梅毒跟愛滋病有著密切關

係。梅毒造成的生殖器硬疳聚集很多T淋巴球跟
巨噬細胞，這些免疫細胞是愛滋病毒入侵的目

標。硬疳因為不會造成性交疼痛，因此梅毒病人

很容易因性交而得到愛滋病。愛滋病人如果感染

梅毒，那些聚集在硬疳的免疫細胞因為含有很多

愛滋病毒，正好可以用來散播愛滋病毒，高達

40%的早期梅毒病人在診斷梅毒時同時感染了愛
滋病。愛滋病影響人體免疫系統，因此愛滋病人

的梅毒症狀可能變得不典型，而愛滋病也會加速

梅毒病程，神經性梅毒可能會提早出現。愛滋病

造成的免疫系統紊亂有時也會干擾梅毒血清學檢

查的結果。上個世紀因為公共衛生的進步與抗生

素的發現讓人類得以壓制梅毒的傳播，不過現在

全球每年還有約500萬的新病例，大多數發生在
中低開發國家，其中也包括先天性梅毒。這幾年

已開發國家的梅毒發生率有上升的趨勢，尤其男

男性行為的族群上升特別明顯，若同時罹患愛滋

病，梅毒的發生率更高(7)。

梅毒治療的發展

圖8是史戴博（Bartholomew Steber）於西元
1498年出版的木刻版畫，畫中有兩個人正在診治
梅毒病人，右上方那個頭戴尖帽的醫師正在觀察

病人尿液，尿檢法（Urinoscopy）是從埃及與希
臘時代就流傳下來的診斷方式，醫師藉由觀察尿

液的顏色、味道等性質來診斷疾病。下方頭帶四

角帽的應該是一名教士，他正用鏟子將水銀塗

抹到病人身上。西元14世紀天主教教廷曾移到法
國的亞維儂，當時教廷的醫師就已經開始使用水

圖7  Medical Examination,Rue des Moul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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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來治療皮膚病，梅毒大流行之後自然有人會用

它來治療梅毒，不只做成藥膏塗抹，也用蒸氣治

療。一幅17世紀的版畫說明了如何使用蒸氣治療
梅毒（圖9），畫的左邊有個桶狀物，蹲在桶子
下方的人正在用熱鍋使水銀產生蒸氣治療病人，

桶子上的警語是“ For one pleasure, a thousand 
pains ＂(5)。水銀會使病人大量流口水，根據當時

流行的體液學說，大量口水分泌可以平衡過多體

液來治療梅毒，不過長期使用水銀卻會引起神經

病變、腎衰竭、口腔潰瘍、牙齒脫落等問題(2)。

西元16世紀初期癒創木從中美洲的多明尼加
引進歐洲用以治療梅毒，前文提到的胡滕就是癒

創木治療的鼓吹者，當時認為梅毒既然是美洲傳

過來的疾病，自然需要用當地的草藥來治療，

癒創木曾流行一時，不過16世紀中期之後，水銀
又再度成為主要的治療方式。雖然水銀副作用極

大而且療效不明確，依然使用了三百多年，除了

金屬汞之外，各種汞化物也被用於治療梅毒，

像甘汞（calomel）除塗抹外也被用於口服，甚
至用於注射。19世紀中期砷化物取代水銀成為治
療梅毒的首選藥物，碘化鉀則比砷化物更早被

用於治療神經性梅毒。西元1905年微生物學家蕭

丁（Fritz Schaudinn，1871-1906）與皮膚科醫師
霍夫曼（Erich Hoffman，1868-1959）在二期梅
毒病人的病灶中發現螺旋體，西元1909年德國醫
師埃爾利希（Paul Ehrlich，1854-1915）以階梯
式靜脈或肌肉注射砷凡鈉明（Salvarsan或606）
來治療梅毒，這種有機砷化物雖然可以有效殺死

梅毒螺旋體，不過藥物劑型不穩定而且投藥方式

複雜，大量解體的螺旋體也會釋放脂多醣引起激

烈的Herxheimer反應(2)。西元1921年肌肉注射鉍
化物開始用於治療梅毒，該方法不只有效且副作

用較砷化物低，不過標準化而且低副作用的梅毒

治療要等到盤尼西林（penicillin）問世後才成為
可能。西元1943年美國醫師馬洪尼（John Friend 
Mahoney，1889-1957）的臨床試驗提供了梅毒治
療的最終答案(2,16)。

梅毒起源

梅毒是由梅毒螺旋體（T. pallidum subsp. 
pal l idum）感染所引起，這種密螺旋體極難在
體外存活 (17)。除梅毒之外密螺旋體還可以引起

三種非性傳染病，分別是雅司（yaws）、貝傑
（bejel）與品他（pinta）。雅司流行於熱帶非洲
與東南亞，靠皮膚接觸傳染，屬於當地兒童的

流行病。雅司跟梅毒的病程很像，感染雅司初

期的無痛性皮膚潰瘍（mother yaws）會自行癒
合，之後螺旋體擴散到全身，病人出現廣泛多樣

的二期皮膚病灶。晚期雅司也會造成骨頭破壞與

變形，但極少造成中樞神經與心血管問題。雅

圖8  水銀治療。

圖9  蒸氣治療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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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的密螺旋體基因組成跟梅毒有99.8%相同，除
了菌體外觀無法區別外，兩者引起的血清反應

也一樣(18,19)。貝傑又稱為流行性梅毒（endemic 
syphilis），是非洲撒哈拉與沙烏地阿拉伯的兒
童流行病，以皮膚跟黏膜直接接觸傳染為主，共

用餐具有可能也是傳染途徑之一。貝傑的初期病

灶通常很難被察覺到，有時會以口腔或鼻咽的無

痛性潰瘍呈現，二期症狀與梅毒疹相似，尤其會

出現口腔與咽部斑塊。貝傑晚期會破壞骨頭，不

過跟雅司一樣，罕見中樞神經與心血管併發症。

貝傑的密螺旋體基因組成與梅毒也有高達99.7%
相同 (18)。由於雅司與貝傑的螺旋體基因組成跟

梅毒幾乎一樣，因此屬於Treponema pallidum
的亞種，分別是T. pallidum subsp. pertenue與 T. 
pallidum subsp. endmicum。品他是中南美洲的皮
膚病，也是靠接觸傳染，但是臨床症狀較雅司跟

貝傑輕微，也不會破壞骨頭。由於症狀與病程跟

其他密螺旋體病有所差異，加上缺乏足夠的基因

分析，品他仍被歸於Treponema carateum ，與其
他密螺旋體並不屬於同一個種(18)。

關於梅毒起源主要有三種假說，分別是哥

倫布假說（Columbian hypothesis）、前哥倫布
假說（Pre-Columbian hypothesis）與單源假說
（Unitarian hypothesis），這些假說各有證據支
持，但也有許多矛盾之處。梅毒起源目前以哥倫

布假說較為流行，證據也較為充分(2,3,4)。探險家

哥倫布於西元1492年出海遠航登陸中美洲島嶼，
隔年即帶著當地的原住民回到西班牙巴塞隆納，

這個假說認為哥倫布的船員就是將梅毒帶回歐洲

的元凶。許多當時文獻都認為梅毒是新興疾病而

且源自於美洲，西班牙帝國重要的史家奧維耶

多（Fernandez de Oviedo）除了跟哥倫布家族友
好外，本身也到過西印度，他認為梅毒源自於

美洲。當時另一個西班牙醫師伊斯拉（Ruiz Diaz 
de Isla）也聲稱梅毒是一種未知的疾病，自己治
療過哥倫布的船員，也親眼目睹梅毒在巴塞隆納

的流行(3)。除此之外，考古病理學家發現美洲出

土的古代骨骼可以找到梅毒遺留的痕跡（carries 
sicca），而那些號稱具有梅毒病灶的舊大陸骨骼
經過年代測定都是哥倫布之後的骨骼(20)。

第二個假說是前哥倫布假說，認為梅毒很早

就存在於舊大陸，只是被誤認為是痲瘋或其他疾

病。根據這個假說，品他是最早的密螺旋體病，

發源於亞洲或非洲，原來可能是以動物為宿主後

來跑到人類身上。西元前一萬五千年品他已經散

佈到的全球各地，西元一萬年前溫暖潮濕的氣候

讓品他在非洲與亞洲演變為雅司，同時期地球溫

度上升冰山溶解，海平面上升導致連接亞洲與美

洲的白令陸橋被海水阻隔，於是品他就被孤立在

美洲大陸變成美洲獨特的流行病。因為品他病程

跟其他密螺旋病很不一樣，而且完整的臨床症狀

只有在中美洲的族群才可以發現，顯見這是地理

隔絕的結果。在舊大陸的貝傑約在西元前七千年

由雅司演變而來，梅毒則是西元前三千年在西南

亞由貝傑演變而來，之後梅毒逐漸往氣侯較為寒

冷的歐洲傳播。一開始梅毒是一種較溫和的疾

病，西元14世紀因為數次突變導致毒力增加而導
致嚴重的症狀(3,18)。

單源假說認為所有的密螺體都是同樣的致

病菌，只因氣候與社會習慣的關係而演變為各種

密螺旋病。舊石器時代流行於非洲炎熱潮濕地帶

的密螺旋體藉由皮膚接觸就可傳染，如同現代的

雅司，這些密螺旋體傳到炎熱乾燥的中東後演變

為必須存在靠潮濕皮膚或黏膜來傳染的貝傑，在

美洲則演變為品他，西元前四千年因為人類生活

習慣的改變產生了僅能依靠性行為傳染的梅毒
(3,18)。根據考古病理學跟生物演化學的研究，雅

司有可能是最古老的密螺旋體病，引起梅毒與貝

傑的螺旋體都是從雅司螺旋體演化而來(19)。

附  註
1. 出身奧格斯堡的小霍爾班（Hans Holbein，

1497-1543）承襲了北方文藝復興的傳統，他的
畫作有著強烈的寫實風格，尤其細節描繪讓人

吃驚，因為曾擔任英王亨利八世的宮廷畫師，

因此遺留很多王室成員的肖像畫。

2. 出身佛羅倫斯的布隆吉諾（Agnolo Bronzino，
1503-1572）是彭托莫（Jacopo Pontormo）的
徒弟，他們都屬於文藝復興後期的形式主義畫

家。形式主義的畫作不只人物比例扭曲，畫中

也常常有很多的隱喻，這些畫的寓意對當時熟

知古典故事的知識分子來說並不困難，不過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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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人卻不易解讀這些隱喻。

3. 傑拉德（Gerard de Lairesse，1641-1711）是17
世紀荷蘭的畫家與藝術理論大師，他曾幫比德

盧（Govard Bidloo）繪製《Anatomia Humani 
Corporis》的圖譜，這些解剖圖是維薩流斯的
《Fabrica》問世以來最好的圖譜之一。

4. 羅特列克（Henri de Toulouse-Lautrec，1864-
1901）是後期印象派畫家，他可說是現代廣告
畫的先驅。羅特列克喜歡運用簡潔的線條與誇

張的主角特徵來吸引觀眾目光，從他的畫中可

以看出日本浮世繪對他的影響。羅特列克罹患

骨骼遺傳疾病Pyknodysostosis，十幾歲時跌倒
骨折使他雙腿停止發育。成為畫家之後喜歡流

連在蒙馬特的舞廳、妓院跟酒館，幫這些聲色

場所繪製廣告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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