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通 識 教 育學報 

Journal of General Education 

第 23期   2018年 6月 

發 行 人  李文華 

總 編 輯  陳悅生 

本期主編  洪美齡 

編輯委員  徐志平  袁鶴齡  廖美玲  陳中庸     

廖述盛  洪武雄   

助理編輯  劉玲君  徐玲珊 

出 版 者  中國醫藥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地址：404台中市學士路 91號 

電話：（04）22053366-1801 

傳真：（04）22033108 

 

 

 

 

版權所有，翻印、轉載須經本刊同意 

ISSN 1608-6279 



通 識 教 育學報 

 

Journal of General Education 
 

第 23期  2018 年 6月 

 

目  錄 

 

◆創意問題解決在通識實作教學的經驗反思…………………..沈翠蓮 ...……..1 

◆差異化教學融入通識課程：一個專業社群成員的省思…………….. ………... 

…..洪武雄 1
 洪美齡 2

* 郭欣茹 3
 顏永銘 4

 黃意淳 5
 辛幸珍 6

 羅芊蒨 7
 
 
……...25 

◆不病不得閑白居易詩歌中的疾病書寫與自我療癒＊
……周淑媚 ……...51 

◆華岡青洲《乳岩辨證》、《乳岩辨》古籍抄本探析………………….. 

 

………... 

………………………………………………趙久惠 1
 陳光偉 2

 李德茂 3
 ……..93 

 



通 識 教 育學報 

 
Journal of General Education 

 

No.23  June, 2018  

 

CONTENTS 
 

◆ Reflection on the Practical Teaching Experience of Applying 

Creative Problem Solving in General Education…..................  

…………………………………………………Tsui-lien Shen 

 

 

 

…………1 

◆ Using Differentiated Teaching in General Education 

Curriculum: Reflections from Members of a Professional 

Teaching Society……………………………………………… 

Wu-Hsiung Hung
1
, Meei-Ling Horng

2
*, Hsin-Ju Kuo

3
, 

Yung-Ming Yen
4
, Yi-Tsun Huang

5
, Hsin-Chen Hsin

6
, 

Chien-Chien Lo
7
……………………………………………. 

 

 

 

 

………..25 

◆ Poetry of Bai Juyi: Illness Expression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Self-healing………………………………. Shu-Mei Chou 

 

 

………..51 

◆ The Research of Hanaoka Seishu’s Medical Classic 

Nyuganbensho and Nyuganben…............................................. 

………….Chiu-Hui Chao
1  

Guang-Wei Chen
2
  Te-Mao Li

3
 

 

 

 

………..93 



 

 

 

 

 

通識教育學報第二十三期 第 1 至 25 頁 2018 年 6 月 中國醫藥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1 

 

 

創意問題解決在通識實作教學的經驗反思 

 

沈翠蓮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教授 

摘要 

  教師如能融合應用創造性問題解決的線性和非線性循環模式進行教學設

計，將可促使師生更具教學效能。本研究利用創意問題解決步驟，實際帶領學

生進行通識實作教學，並探析實作教學效能和創作案例經驗反思。經由有氧工

程創意團隊師生長達一年研究，依照認識挑戰、產生點子、準備行動和規劃你

的方法等四個創意問題解決要件，創作「蝴蝶飛～彈琴說 LOVE」和「愛地球

~節能 LED跳格子」兩項校園互動裝置藝術作品，創意團隊並規劃參與動態活

動。本研究參與對象包括投入創意團隊人數 50 人次，參與互動裝置藝術動態

活動人數超過一萬人。研究最後獲致下列結論：1.帶領學生體驗挑戰未知性高

的自主學習，需要團隊信任感。2.帶領創意問題解決實作課程，師生需要學習

設計思考。3.再延伸創意問題解決效益，需要持續性探索想像。根據結論提出

下列建議：1.教師宜建構可行性高的實作教學設計模式。2.分享執行實作教學

的共有資源，妥善規劃教學作業。3.通識教師宜增強自我專業表現和儲存能

量。 

   

關鍵字：通識教育、創意問題解決、實作教學、教學設計、創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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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創造性問題解決（Creative Problem Solving，簡稱 CPS）又稱創意解題，

依照 CPS 發展演進歷程可以區分為線性發展模式和非線性循環模式，線性發

展模式幾乎都以擴散思考和聚斂思考作為發現問題到創意解題的主要策略；非

線性循環模式則認為解決問題的脈絡和思考策略是可以依照不同的使用者、任

務和情境選擇所需要的創造性解決問題步驟。教學是兼容科學與藝術的一門學

問，施教者必須透過科學的有效程序和藝術的多變方法，來引導學習者完成教

學目標。教師如能融合應用 CPS 的線性和非線性循環模式進行教學設計，將

可促使師生更具教學效能。 

誠如許多學者研究指出當今社會比起過去更加重視創意，甚至已經體認

到創意是社會轉化和經濟成長的有力推進劑（Shneiderman, Fischer, Czerwinski, 

Myers, & Resnick,2005），缺乏創意就沒有持續性產品和服務創新的潛能

（Howard, Culley, & Dekoninck, 2008）。澳洲、中國、新加坡、南韓和英國早

已承認創意首都對於長期經濟續航力的重要性，產業界普遍愛用有創意的大學

畢業生，高等教育更須開發創意作為教育產出的事實（McWilliam, & 

Dawson,2008）。科技大學師生相當重視創意問題解決能力，利用 CPS 可以翻

轉更多既定框架的慣性思維，開發更多新穎、進步和可利用的設計作品或解決

方案，研究者應用創意問題解決思維步驟，帶領學生從通識非正式課程和潛在

課程做中學的實作經驗，發現如能善用教學進行設計思考，將能創造更多從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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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學和 CPS 解決困境的樂趣和效能。本研究將利用創意問題解決步驟，實際

帶領學生進行通識實作教學，探析實作教學效能和創作案例經驗，進行教學和

學習經驗反思，並提出通識實作教學相關建議。 

貳、創意問題解決的概念 

創意問題解決目標主要是創造出更適切和原創性的解決方式（Boden，

1995），更簡單來說，CPS 是應用創意思考來解決問題的歷程。CPS 具有下

列五 P 特性：1.可印證的（proven）：CPS 超過 50 年以上，在全世界各組織

的使用和研究支持，以及數百篇的期刊論文，表達 CPS 的效能和影響。2.簡

便的（portable）：CPS 連結人類自然的創意和問題解決特質，可以快速簡易

地在各組織、團隊和文化當中，為個體或小組在好幾代的使用。3.強而有力的

（powerful）：CPS 可以和許多組織活動相連結，提供新的或增加的想法造成

實際上的差異表現，CPS 可以在人生和工作中提供重要的和持續性的變化。4.

實際的（practical）：CPS 可以實際應用在每天的問題解決上，也可以對於長

程的挑戰和機會有實際的幫助。5.積極的（positive）：CPS 可以幫助你宣洩創

意天賦，以及思維更有結構性地聚焦，CPS 更可以在面臨處理複雜機會和挑

戰時，昇華團隊能力、合作能力和有建設性的多樣化(沈翠蓮，2017)。 

創意問題解決和一般問題解決有其相關性和差異性，兩者都在於探討和處

理解決問題的歷程或步驟，只是CPS應用更多擴散或聚斂的創意思考策略在問

題解決的具體產出。問題解決可以追溯到杜威提出疑難、分析、假設、評斷、



 

 

 

 

 

4                      通 識 教 育 學 報 第 二 十 三 期 

 

  

結論的思維術，以及Wallas（1926）所提出的準備、醞釀、豁朗和驗證等四個

思考歷程，再延伸發展成各種不同解決問題的歷程（Mumford, Reiter-Palmon, 

& Redmond，1994）。系統性CPS的探討起點，應從Osborn於1953 年在其著

作《應用想像力》(Applied Imagination)提出創造過程的七個階段：問題說明、

準備、分析、假說、醞釀、綜合、驗證。接著，由於Osborn 的影響，Parnes 

於1966年首先提出眾所皆知且有清楚描述的CPS五階段：1.發現事實（fact-

finding ,FF）、2.發現問題（problem-finding ,PF）、3.尋求構想（ idea-

finding ,IF）、4.發現解答（solution-finding, SF）、5.尋求可被接受的點子

（acceptance-finding, AF）。CPS最大的特色是每一個階段都先進行發散思

考，以免遺漏任何可能的答案，再進行收斂思考，以從諸多可能解答中找出最

佳者(湯偉君、邱美虹，1999)。 

CPS 再經由 Treffinger & Isaksen 在多年的實務運用經驗之後，修訂 CPS 

模式如下：1.新增加發現困境(mess finding) 成為六個階段。2.把發現事實改為

尋找資料(data  finding)，因為有效的解題不只是考量簡單的事實而已，更要

許多相關的資訊。3.發展收斂思考的指導綱領與技術，以平衡早期發展成熟的

擴散思考。Treffinger 和 Isaksen 並且把 CPS 六個階段，組合成三個成分六階

段，三個成分為：1.了解問題(getting the problem ready)、2.激發構想(generating 

ideas)、3.計畫行動(plan for taking action)等，至此完成建立了 CPS 三成分六階

段的模式 (Treffinger, Isaksen, & Dorval, 2000；沈翠蓮，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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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今，CPS最後發展是將任務評估與歷程規劃進行系統化整合，CPS在

2000年時，由美國創意問題解決小組（Creative Problem Solving Group）和創

意學習中心（Center for Creative Learning）基於使其更具情境化、個人化、方

法化和後設認知的考量，修改CPS為如下四個構成要件和八個步驟（Isaksen, 

Dorval, & Treffinger,2000），1.認識挑戰：1.1建構機會，1.2探究資料，1.3架構

問題。2.產生點子：2.1產生創新點子。3.準備行動：3.1尋求接納，3.2發展解

決方案。4.準備你的方法：4.1設計流程，4.2評估任務，CPS可適用於個人或

小組的創意問題解決，如下圖1「創造性問題解決6
TM版」所示。CPS著重在對

於所從事發想問題的實質思考、反思、想像和批判，因應解題需求或問題情

境，隨時可以評估任務調適解決問題步驟。此模式圖反映了問題解決者在現實

情境中，可以根據自己對問題發生過程的理解、進入和跳出此流程可能遇到的

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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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創造性問題解決模式（CPS）6.1版™  

 

 

 

 

 

 

 

 

 

資料來源：Treffinger, Selby, &Isaksen,2008, p.391. 

 

綜合創造性問題解決相關研究，以下摘要說明「創造性問題解決 6
TM

版」四個構成要件和八個步驟（沈翠蓮，2017；湯偉君、邱美虹，1999；

Isaksen, Dorval, & Treffinger ,2000; Treffinger, Selby, &Isaksen,2008）： 

構成要件一「認識挑戰」：此組成部分包括有系統性的定義、建構、注意

力集中於問題解決上。它涵蓋了三步驟：建構機會、探索資料、發現問題。建

構機會包括訂定問題解決的主要方向，以便釐清目標。探索資料包括蒐集和回

答那些能幫助了解到主要訊息、感受、看法、印象和有關任務的問題，也就是

彙集相關資訊。上述所提及的建構機會和探索資料，能幫助問題解決者能更了

解當下的情況，發現問題指的是把後續投入的努力，專注於所發現的問題點

上，也就是列出達到目標所需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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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做中學的實作歷程，並非著眼於「做」而已，當實作者清楚目標、探

索匯集資訊和著眼現況和未來問題，對於認識問題挑戰待解問題，是充滿正向

思維和能量，個體是處於為何而「做」中學的理性思維和自我認同狀態。簡言

之，學習者充滿自我建構動能的學習式態，知其然的行為動機將引導學生趨向

為自己而做的自主學習。 

構成要件二「產生點子」：此組成部分和步驟包括想出五花八門、與眾不

同以應對問題解決的點子。在這個點子生成的步驟，問題解決者想出許多的點

子（流暢力）、各種可能的點子（變通力）、能產生新奇獨到的點子（獨創

力）、心思細密及考慮周詳的點子（精進力）。在點子產生的專注於階段提供

了一個考驗、檢視和統整的機會，並從中選出新奇獨到點子的機會。此一步驟

僅在於專注產生構想，但強調的是激出創新點子的可能性。 

如果實作僅是熟練資訊或技能的訓練，僅能視為一般性問題解決，猶如中

小學生藝術或科技課程，依照步驟練習技能完成作品，僅流於模仿或低階層次

的創作。然而，產生點子意味著做中學的真義～實作中創造新的可能，由於現

今資訊蒐集相當廣泛快速，爬梳揉合過自我擴散和聚斂思維的新點子，產生新

點子才能在大學階段，藉由做中學推向未來社會需求公民。因此，在發想點子

階段學生可以是個別性或團隊性的整合思維，檢視與現況不同專利、產品、網

紅商品或是創新發明的作品，經由創意五大指標的流暢性、變通性、精密性、

獨創性和敏覺性，一一檢視再加以多層次的後設認知，對於創意問題解決可以

產生顯著創意絕妙點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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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成要件三「準備行動」：問題解決者根據準備行動來評估及強化解決方

案，進而計畫行動方案成功的實行。在此組成部分內涵蓋兩個步驟：發展解決

方案和尋求接納。發展解決方案包括分析、精益求精使其成為新奇獨到的點

子，建構新奇獨到的點子，進而轉化為可行的解決方案。尋求接納這個步驟則

包括尋求可能的援助和發現可能的阻力，並找出可能影響成功解決方案實行的

妨礙因素。這樣做的目的是為了使得解決方法獲得更多人的接納以及幫其本身

創造更大價值。此一步驟協助了問題解決者有效率的運用他人的援助，並盡可

能的避開和克服潛在的抵抗阻力。問題解決者如能把上述提及的因素納入考

量，便能評估和擬定一套完整的行動計畫。行動執行的計畫也提供納入其他選

擇的可能性、可能的替代方案或是回饋的機會。 

準備行動對於實作而言，意味著「怎麼做」已經在人、事、物、境、資

源，以及教學步驟面面俱到規劃設計妥當，充分準備和徵詢他人認同。換言

之，解決方案或創作產品，因為發展解決方案和尋求接納的準備行動，得以避

免流於俗套和落入窠臼陷阱，又能叫好又叫座地獲取認同，作為成就創意問題

解決的前置作業。 

構成要件四「規劃你的方法」：規劃你的方法涵蓋兩個步驟：設計過程和

評估任務，此綜合組成構成要件和階段，被視為 CPS 圖表架構的核心部分。

換言之，亦即謹慎地分析和篩選整個過程裡的組成和步驟的系統。以管理控制

整個應用程式為例，包括融合、組織、運作、接受和修正版本等運作系統。整

http://terms.naer.edu.tw/detail/1278360/?index=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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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系統的這些元素，重視管理創造性問題解決法（CPS 的框架）和欲達到的

任務和目標之間的互動，這種互動是藉由允許回應特定需求，有關整合性工

具、語言和過程的方法，加以規畫適當性和客製化的策略有關。一套有系統的

規劃方法，可使我們更清楚認識每個人如何運用創意思維，在解決問題時產生

的不同特色和所處的情境。在規畫你的方法階段應該是靈活地、全盤地、系統

地和有回饋性地行動，執行前述認識挑戰、產生點子、準備行動各階段需求出

錯或增減事項，達到動態系統最佳化狀態。簡言之，猶如目前許多更新版的應

用軟體程式，後台控制人員發現來自現場使用者回應問題，或是系統出錯無法

繼續運作現象，應用程式軟體 APP 會不斷對於前版作業出錯，規劃方法修正

除錯創意解決問題，讓系統邁向更舒暢理想使用狀態，獲致使用者或系統正常

穩定運作。 

研究者嘗試應用創意問題解決四個要件步驟，在通識非正式課程以工作

坊進行實作教學，依照 CPS 的認識挑戰、產生點子、準備行動和規劃你的方

法等四個步驟，帶領學生創作解決問題，包括產出創作作品和提出實踐策略構

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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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創意問題解決應用在通識實作案例 

  一、做中學基本資訊 

 （一）創作主題 

    1、蝴蝶飛～彈琴說 LOVE。 

    2、愛地球~節能 LED 跳格子。 

 （二）參與對象 

  1、蝴蝶飛～彈琴說 LOVE 

參加 CPS 做中學「蝴蝶飛～彈琴說 LOVE」對象，是研究者透過社群媒

體，邀約曾經修過研究者創意思維與設計課程的學生，此一工作坊團隊命名為

「通識有氧工程團隊」，主要目的是提供學生參與做中學活動和創意問題解決

歷程的自主學習。共招募 15 位來自全校各系曾經修過研究者開授「創意思維

與設計」的學生，另外有 3 位是參與團隊再邀約同學參加，共 18 位同學。研

究者並邀約 3 位專長在藝術設計、語文創作和自然科學等 3 位通識教師協同參

與，此一團隊全部有 22 位師生。 

2、愛地球~節能 LED 跳格子 

參加 CPS 做中學「愛地球~節能 LED 跳格子」對象，保留原有「蝴蝶飛

～彈琴說 LOVE」通識有氧工程團隊參與師生，另外邀約資工系和光電系師生

6 人加入有氧工程團隊指導，全部 28 位師生一起創作愛地球~節能 LED 跳格

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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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參與時程 

  1、蝴蝶飛～彈琴說 LOVE：2016 年 2 月 1 日起到 9 月 15 日。 

  主要包括實作教室討論、Line 群組討論、集中式實作工程和分散式實作

工程等四種方式。在實作教室以密集式共時討論 14 次，集會討論構思和定位

呈現作品約 20 小時（每次約 1.5-2 小時）；Line 群組不定時討論修正構想二個

月；團隊成員集中式實作工程 24 小時；視個人有空閒時間分散式進行實作工

程約 20 小時。 

  2、愛地球~節能 LED 跳格子：2016 年 9 月 15 日起至 2017 年 2 月 1 日 

    同上述實作教室討論、Line 群組討論、集中式實作工程和分散式實作工

程等參與方式，團隊分組進行實作工程約 50 小時，辦理節能 LED 跳格子音樂

會籌備工作約 16 小時，現場辦理 2 小時。 

 （四）實作工作場域 

    通識有氧工程團隊進行集體式實作工作場域，是在教學大樓的創意實作教

室和三期校園草坪廣場。 

  二、創意問題解決構思 

  通識有氧工程工作坊團隊師生，有氧工程團隊共同思考創意問題解決構思

「蝴蝶飛～彈琴說 LOVE」歷程，如下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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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有氧工程團隊共同思考創意問題解決構思歷程 

CPS 構思步驟 創意問題解決歷程 

1.認識挑戰 1.觀察 2015 年，整個世界面臨 IS 恐怖攻擊，和台灣社會多

起氣爆、大樓倒塌、捷運傷人等意外事件。 

2.嘗試在校園可以做出更多喚起對社會事件的省思，具體參

與關懷付出。 

2.產生點子 1.組成 Line「有氧工程計畫群組」，進行群組團隊點子構想

會議。 

2.構思如何運用所學創意知識和技法，實際運作在所處的環

境當中，對自我所處社會環境能以文化創意作品，學習關

懷自我、社會和全球變遷。 

3.準備行動 1.擬定「蝴蝶飛～彈琴說 LOVE」行動方案。 

2.擬定「愛地球~節能 LED 跳格子」行動方案。 

3.撰寫方案計畫書，尋求經費支持、人力參與、匯集資訊和

資源應用，預期效益評估。 

4.積極構思聯繫可以提供參與者誘因和活動辦理宣傳。 

4.規劃你的方法 1.分配各項投入製作資源和時程。 

2.各場域實作、原型模擬和修正。 

3.規劃方案如何持續產生更多蝴蝶效益和熱情關注。 

4.創意思考讓全校師生、社區民眾、參觀者和使用者，都可

以參加活動。 

5.規劃行銷和後續持續發酵參與效應的方法和執行回饋系

統。 

 

 （二）創意問題解決實作 

    通識有氧工程做中學團隊從認識挑戰、產生點子、準備行動和規畫你的方

法等創意問題解決歷程，做了一件跨領域平台的互動裝置藝術「蝴蝶飛~彈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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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LOVE」；並以此創作，再延伸融合科技和文創概念，參與延伸發展出「愛

地球~節能 LED 跳格子」作品，同時規劃方法，讓大家參與體驗通識教育的

5W2H(WHAT、WHO、WHY、WHERE、WHEN、HOW、HOW MUCH)，認

知到自我、他人、社會和世界的鏈結關係，任何時地場域都可以跨出思維和行

動付出，學習理解為什麼擁有和付出愛的關懷，設計思考構想如下圖 2「創意

問題解決實作歷程」： 

圖 2 創意問題解決實作歷程 

 

圖 2.1 蝴蝶飛~彈琴說 LOVE 創作理念海報 

 

   

圖 2.2 Ideas 發想會議 圖 2.3 Line 群組討論 圖 2.4 鋼琴椅創作過程 

   
圖 2.5幸福門創作過程 圖 2.6 LOVE 創作過程 圖 2.7創作整體完工作品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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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8 幸福門寫上滿滿

跨領域祝福/關懷/期望 

圖 2.9 同班同學愛來拍照~戲

照/系照/夕照 

圖 2.10 跨系同學邀約拍照

~友愛有愛 

♠來自各系參與有氧工程計畫學生真情流露的愛在創作。 

♠有人走過，紛紛來拍照，社區民眾、師生、拍畢業照的許多人都樂在其

中，甚至拍婚紗的人也都走進校園來拍有愛的場景。 

♠有人走過，就走進來幫忙漆油漆和搬東西，想幫忙做些甚麼。  

♠有人走過，議論這是甚麼？工程、管理、電資、文理學院的師長看到問這

是甚麼？探索甚麼是通識教育？ 

♠有人拍照，傳上ＦB/Line/Wechat/WhatsApp/Email 等社群媒介。 

♠有人觀察作品說，這個藝術互動裝置可以再裝上 Sensor/LED/太陽能板，

變成歡迎科技太陽能花，很多人不斷議論著，這個作品還可以做些甚麼。 

♠後來集合眾人想法，通識有氧工程做中學團隊真的再次發揮做中學精神，

結合文創和科技，呈現跳格子太陽能愛地球的系列實作作品，如下圖。 

♠在互動裝置藝術作品的幸福門，有人拿著掉下樹葉，寫上關懷全球的話，

有人母親節想寫祝福的話，掛上去幸福的祝福。 

♠有人正在進行後續構想發酵點子……。 

   
圖 2.11 愛地球跳格子活

動邀請卡 

圖 2.12 真的可以回憶童

年，在大學校園跳格子 

圖 2.13 融入太陽能 LED

發光到跳格子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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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4 小學生一起玩跳

格子 

圖 2.15 牽手長照中心長輩

回憶童年跳格子 

圖 2.16 大學生夕陽彈唱分

享 

   
圖 2.17 太陽能 LED 柳橙

燈 

圖 2.18 太陽能幸福門

LED 燈 

圖 2.19 太陽能 LED 奇異

果燈 

三、通識實作教學成果和經驗反思 

 （一）帶領學生體驗挑戰未知性高的自主學習，需要團隊信任感 

  蝴蝶飛~彈琴說 LOVE 活動，透過招募學生自主學習如何創意問題解決，

從規劃做中學到方法實踐，師生從認識挑戰、產生點子、準備行動和規畫你的

方法等創意問題解決歷程，共同學習創作分享構思和實踐創作成果，超過

5000 人次蒞臨現場打卡和多層次社群網站分享。愛地球~節能 LED 跳格子做

好後，也超過 5000 人次在草坪上玩跳格子。通識有氧工程團隊利用創作場域

辦理現場音樂會，邀請長照中心長輩，和國小弱勢安親班學童一起參與，表演

者、全校師生、社區民眾、長輩和小朋友在草坪上聆賞音樂，活動當日前來觀

賞表演的師生和社區民眾約有 400 位，形成老少和青年學子共學、共享、共樂

的動人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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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實上，研究者長時間投入帶領學生「創造學習改變」的夢想，挑戰未知

性高的自主學習，期待能創造師生更廣泛和深入了解通識教育意涵，突破通識

正式課程定點定時、固定學分制的學習式態。通識有氧工程做中學創意團隊成

員，彼此的互動模式都是「熟悉的舊客」類型，學習討論創作互動彼此間信念

共識性高，更無學分和成績的約束。因此，在理念溝通、聚會討論、執行方案、

預期成果時程和後續作業構思執行，有相似的行動信念。因為熟悉的高信任感

產生良性循環價值，在規劃執行方法阻力小、成果助力大。 

 （二）帶領創意問題解決實作課程或活動，師生需要學習設計思考 

  研究者嘗試利用非正式課程，讓更多參與者有機會在「教室外」體會、體

驗和反思「通識教育可以是甚麼」？嘗試達成通識教育培育公民素養目標。創

作 LOVE、幸福門、鋼琴椅、太陽能 LED 裝置等參與平台裝置藝術，規劃可

以簡單可親近性高的跳格子、拍照打卡和場域遊憩等方法，創造潛移默化的快

樂參與、體察生活和人際互動等氛圍，確實帶來許多好奇探索的校園氛圍。 

  創意問題解決需要從使用者需求著手，重新定義使用者需求，創意發想最

佳化構思，原型實作和測試作品，從整個創意問題解決實作歷程，讓所有參與

師生在面對困難問題時，完全體現共同設計思考的創意和趣味，特別是當時當

下想嘗試解決許多社會發生事件，腦力激盪如何詮釋抽象意義，化為具體展現

行動關懷。研究者發現如果有設計思考方法，在執行通識教育創意問題解決實

作課程或活動，可以讓團隊成員快速突破問題盲點找到出口，參與團隊學生經

由實際參與實作歷程，也因為學習設計思考更能創意規劃行動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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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再延伸創意問題解決效益，需要持續性探索想像 

  創意問題解決從認識挑戰、產生點子、準備行動到準備你的方法，每次面

對問題都需要有創意的堅持，才能徹底地流暢、變通、獨創、精密和敏覺思考

下一步驟。創意問題解決與問題解決有下列差異：1.問題解決是指可以明確且

有條理的界定一個問題領域內的意思；而創意問題解決則是一種模擬兩可、含

糊不清的問題解決發現和方法（ Carson & Runco,1999; Getzels & 

Csikszentmihalyi, 1976）。2.問題解決需要靠記憶和專業技術、知識來處理；而

創意問題解決比較需要的是透過創意思考來處理（Geary, 2005; Kirton, 2003）。

3.問題解決所期望的結果，可以是已經存在或是可以容易獲得的結果，且問題

解決需要的是專心又廣泛的尋求知識；而創意問題解決所期望的結果，則是可

能不存在但卻是當前有用的發現和成果，創意問題解決需要的是豐富的想像力

和創造力（Beer & Nohria, 2000）。 

    CPS 希望做出和現況有差異，可以衍伸到未來的希望，帶動豐富想像的

境界。事實上，做出幸福門、LOVE 字、鋼琴椅、LED 燈等創作不難，只是

技術性操作層次，花錢找人處理是一件相當容易的事情。但是，讓大學生要能

深度聚斂和水平擴散思考這些實作，解決了哪些問題？對那些人、事、物、境

到底有何意義？給了些甚麼想像？再延伸創意問題解決效益等進行後設思考，

則需要持續性探索想像，這種持續性的探索將做為人生經驗的再次回顧回饋的

影響作用，也因此，大學通識教育才能賦予校園學子踏出校園後，畫出創意問

題的拋物曲線和未來時時圓點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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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語 

實際帶領學生創意問題解決實作問題時，可能面臨下列困境：缺乏規劃

完整實作教學目標，難以帶領學生持續參與實作，師生待加強熟練教學媒體工

具和環境設施，須補足專業教學方法和業師帶領實作技能，教師難掌握動態學

習評量過程規準，師生彼此回饋和修正機會的時間少，實作非常需要有經費支

援、足夠構思討論和實作時數，觀察這些通識課程存在的事實脈絡，提出以下

建議。 

  一、教師宜建構可行性高的實作教學設計模式 

    教師具備良好的教學模式，意味著授課教學是有很好的教學程序、概念和

執行步驟規劃，以及科學性驗證的應用。教學模式是必須有理論基礎和研究支

持，教學設計模式是一個完整的概念或步驟(沈翠蓮，2016)。進行實作教學設

計宜避免臨時性、意識性或非連貫性的為實作而實作。如能在規劃教學單元

時，慎思單元教學目標和實作目標之間關聯性，規劃實作的時程、教法、作業

單設計、產出形式、需求材料、預期效益等，相信有助於學生在實作教學獲得

助益。 

 

  二、分享執行實作教學的共有資源，妥善規劃教學作業 

    進行通識實作教學一般可分為創作作品和解決方案規劃兩種，前者如具體

的影像拍攝、表演藝術、原型製作、模型製作、視覺或創意設計作品等；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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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田野調查報告、提出可行建議方案或策略、專家論壇產生共識、實習商店試

營運等等。無論是那一種實作教學產出形式，宜妥善規劃教學前、教學時和教

學評量後續作業之相關影響教學進行和評量的可能參數。 

  1、教學前：再次確認教學目標、師生準備材料、分組方式、理念溝通、

確認問題和假設、專家諮詢規劃、作業單設計、時程控制、呈現實作形式、評

量機制、進度掌控等等規劃可行性。 

  2、教學中：充分準備有如專家教師般進行教學，創意問題解決實作的教

學步驟、學生參與動機、預期目標、資源取得、學生專業應用、機具使用示範

操作說明，場域調查安全評估、觀念溝通和意外狀況處置等等問題因應性。 

  3、教學評量和後續作業：進行作品評量或方案評量時，注意回饋意見溝

通，教學成果遷移應用、成果展示方式和期程、成果分享影響力探索、昇華教

學成果具體分享等等評量完整性。 

 三、通識教師宜增強自我專業表現和儲存能量 

  相較於專業系所課程嚴謹要求教師教學知識結構的連貫性，通識教師在開

設通識課程知識的自由度，顯然在實踐課程有較大深度和廣度可彈性變通之處。

但不容諱言，要能彈性變通教學是需要投入更多專業教學成長的學習，才能儲

存能量賦予師生和教育場域更多改變。 

通識教學若僅是在授課部分單元做些課堂上的實作，缺乏創意問題解決

知能，嚴格來說，只能說是增強學生學習動機和淺層學習而已。推動實作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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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學生可以手腦並用改變學習方式，善用資訊和建立社群文化，創造更多屬

於學習自己一輩子真正可用的素養。如果通識教師不斷進行研究驗證教學，增

強專業知能表現和儲存能量，創意問題解決和實作教學將會培育更多優質社會

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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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lection on the Practical Teaching 

Experience of Applying Creative Problem 

Solving in General Education 

 

Tsui-lien Shen
 

Professor, Center for General Education, National Formosa University, Taiwan. 

Abstract 

If instructors could integrate with linear and non-linear model of creative 

problem solving in instructional design, the effectiveness of teaching and learning 

could be improved. This study purpose was to apply creative problem solving and 

used practical teaching in order to analyze teaching effectiveness and reflection on 

creating experience. The four elements of creative problem solving: understanding 

the challenge, generating ideas, preparing for action, and planning your approach 

were applied to create two interactive art exhibitions on campus: “Butterflies in the 

Sky—Saying Love through the Piano” and “Love the Earth—LED Hopscotch for 

Energy Conservation” during one school year. The researcher and college students 

conducted activities together. The creative makers’ team included 50 instructors and 

college students and more than 10,000 participants visited activities. Four 

conclusions are as followings: 1. Team trust is required while instructors are l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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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ents to experience autonomous learning filled with unknown future challenges. 2. 

The creative makers’ team is supposed to familiarize themselves with design 

thinking while involved in practical learning courses using creative problem solving. 

3. Continuous imagination exploration is necessary to extend the effectiveness of 

creative problem solving for creative makers’ team. According to the conclusions, 

three suggestions are as followings: 1. Teachers should construct a feasible practical 

teaching model. 2. Teachers should share the resources collected from the practical 

teaching project. 3. Faculty members in general education should promote their own 

professional performance and have fully equipped.  

 

Keywords: general education, creative problem solving, practical teaching, 

instructional design,crea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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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異化教學融入通識課程：一個專業社群成員 

的省思 

洪武雄1 洪美齡2﹡郭欣茹3 顏永銘4 黃意淳5 辛幸珍6 羅芊蒨7 

摘要 

通識課程的學習對象係來自全校所有學生，而擔任教學的個別教師在課

堂中，常需面對不同系別、年級、動機、興趣、族群文化以及居住地域/國家

等多元學習因素的嚴峻挑戰，如何透過合宜的策略或方法來改進自己的教學，

以提高學生的學習成效便成為關鍵的課題。 

一群擔任醫藥大學通識課程的教師們，組成差異化教學的專業社群，透

過專家的指導、同儕的討論與行動的實踐，持續詮釋並建構「差異」在自己教

學情境中的意義。目前社群的成員已能跳脫傳統齊一式的由教師主導的教學模

式，轉為因材施教兼顧個別學生需求、師生相互為學習主體的模式。 

在新模式的帶動之下，成員更能針對課程屬性、學生興趣、語言能力等

要素，設計出適性學習之教學方案，激發學習者培養出有意願的夥伴共學關

                                                 
1 中國醫藥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 
2 ﹡通訊作者，中國醫藥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教授 
3 中國醫藥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 
4 中國醫藥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 
5 中國醫藥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專案助理教授 
6 中國醫藥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兼任副教授 
7 靜宜大學國際企業系專案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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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獲得高於預期的學習結果。當然從教學行動研究的過程之中，社群的成員

也經驗到障礙與限制，有待後續的努力去克服。 

 

關鍵詞：差異化教學、通識課程、專業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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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我國教育部引進「差異化教學」(differentiated instruction，簡稱 DI)理念，

培養國中小學教師與學校行政人員具備相關知能，為學生提供多元化的學習輔

導方案，幫助每一位學生有效學習，達到「帶好每個學生」的教育目標。大學

教育延續此一目標，希望更能儲備每一學子的全方位能力，因應全球多元文化

社會、瞬息萬變的不斷挑戰。 

高等學府中的通識教育，有別於專業系所，往往修課對象來自全校所有

學生，甚或跨校選讀的他校同學。無論是單一教師教授的課程或多位教師協同

教授的課程，教師們在課堂中常常需要面對不同系別、年級、動機、興趣、族

群文化以及居住地域/國家等多元影響因素，因此，需以彈性機動的情境營造

來帶動學習。 

基於上述體認，在醫藥大學擔任通識課程的一群志同道合的教師們，向

學校教師發展中心，提出申請、組成「差異化教學」專業社群，在為期一年的

專家指導、同儕討論與行動實踐之下，持續詮釋並建構「差異」在自己教學情

境中的意義。 

貳、文獻探討 

尊重學生的差異並建構出回應他們的適性教學理念有其崛起的發展脈絡，

在美國早自 1980 年代，資優教育就發現個別學生的獨特稟賦與氣質需彈性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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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課程內容來加以形塑。而在一般教室中存在著語言、興趣、學習方式等差異

的教學情境也愈來愈受到關注，差異化教學策略逐步融入普通教育的學習活

動，而後成為一種過程導向又兼顧各種能力的學生能加入學習的好方法。此一

方法具有嚴謹、切題、彈性又多元等特性，使其能導引出學習者最大的學習成

果。後續更結合多元智能、腦力的研究、雙語教育以及多元文化教育等內涵，

而使差異化教學理論廣泛的推廣，在全美中小學實踐運用，連高等教育也受到

啟發(Chamberlin&Powers, 2010 ; Ernst&Ernest, 2005)。 

根據我國教育部（2016）對國民中小學生的統計分析，發現台灣社會日趨

多元，在學校的班級之中，過動兒、新移民子女、原住民、低收入戶學生、隔

代教養等多樣化學生並存的現象，而且每個學生也因多元智能、學習興趣、性

別認同、家庭文化、學習準備度等等而出現學習結果的不同。張新仁（1983）

指出教師若漠視學生的差異學習背景，長期積累便會出現學習的雙峰現象。為

保障學生學習權，促進教育機會均等、落實有教無類及因材施教的理念，教育

部開始建置多層次的學習支援體系。大學通識教育的主要目標在延續培養學生

的博雅知能，完成邁入職場前的全方位準備，適才適性的引導便成為課程與教

學的核心課題。 

美國學者 Carol Tomlinson (1999、2001)將差異化教學界定為在教室中以內

容、過程和成果等三大學習元素為主的持續修正歷程。內容泛指教學使用的課

程標準、教學大綱、學習目標、各種類型的教材等，學生有需要共同學習的核



 

 

 

 

                       

差異化教學融入通識課程：一個專業社群成員的省思             29 

              

 

   

心概念，但會針對其能力差異訂出定義、比較到綜合分析等不同層次的課程實

質內容。過程係指教學者安排同質或異質的小組合作學習方式，來引導學生形

成概念、完成有興趣主題之探究等自主且有意義的學習活動。成果的確立則有

待持續的形成性評量，觀察到學生顯現的學習狀況，即時調整教學策略，使每

位學生能保有高度熱誠、積極參與的正面態度來完成學習。Santangelo 與

Tomlinson(2009)對大學和研究所的研究中，指出需提供因應學生多元之學習方

式、興趣、經驗、目標與身處環境等因素的差異化課程與教學。隨著全球多元

文化社會的發展，大學通識課程的學習者有相當多的機會與來自世界各地的同

伴在不同課堂共同學習，全球 / 多元觀點技能  (skills in perspective 

consciousness) 的 持續培 養， 使其 具備 寬廣 的視 野與 胸襟 更屬 重要 

( Merryfield, Lo, & Kasai, 2008)。 

吳清山(2012)指出差異化教學配合每一個學生的需求，強化其成長和成

功，而不是期望學生們調整自己來配合課程。賴翠媛(2009)以三個環環相扣的

齒輪比擬課程、學生和教師在差異化教學的依存關係：第一個齒輪呈現教室內

學生的需求，學生尋求確認、貢獻、力量、目的、挑戰；第二個齒輪呈現教室

內老師的角色，老師透過邀請、機會、持續、反省與學生的需求連結；第三個

齒輪呈現課程及教學的角色，差異化教室內的課程將會是重要的、聚焦的、吸

引的、嚴苛的、有架構的，三個齒輪彼此牽動相互依賴。高桂懷(2014)整理出

差異化教學的要素如下：一、教師聚焦基礎學習；二、教師關注學生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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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差異化教學是重質 (教學內涵) 勝於重量 (作業份量)；四、評量和教學是

不可分割的；五、教師調整內容、過程和結果；六、所有的學生參與適宜的任

務；七、在學習過程中，師生共同合作；八、教師平衡兼顧團體及個人的標

準；九、師生彈性地共同經營學習活動。 

學者對差異化教學的見解雖因著重點不同而有些微差異，但綜合來看，

教師在教學前的規劃準備、教學中的即席回應以及教學後的反思檢討等三部

份，都需扣緊學習者的個別差異彈性處理，自始至終設定的目標就在能帶動每

位學習者的持續成長。 

 

參、研究方法 

一、研究現場 

社群成員任教於醫藥大學，有 T 與 P 兩校區，除醫學、牙醫、中醫以及

藥學等四學系的大一同學在 T 校區上課外，其餘醫放、物治、醫技、公衛、

護理、中資、運醫等十多學系的大一學生是安排在 P 校區學習。二校區學生

因在學測或指定考試的成績表現不同，亦即在資質能力上有其差異性。 

二、研究參與者 

成員的組成背景也有其差異性：來自通識教育中心的專任教師有四人、

專案教師一人、全英語通識教師一人以及護理系專任教師一人(社群計畫執行

期間兼任教師發展中心主任)。教學實際年資從三十多年到五年以下，專長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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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包括社會研究與全球教育、中國中古史、英美文學、政治學、藝術史、雙語

教育以及生命倫理學等。現將研究參與者之基本資料整理如下： 

表一：研究參與者之基本資料 

研究參與者 任教單位 聘任性質/職稱 專長背景 服務年資 

研究者一 通識中心 專任/教授 
社會研究與全

球教育 
三十年以上 

研究者二 通識中心 專任/副教授 中國中古史 二十五年以上 

研究者三 通識中心 專任/助理教授 英美文學 五年以上 

研究者四 通識中心 專任/助理教授 政治學 五年以下 

研究者五 通識中心 
專任專案/助理

教授 
藝術史 五年以下 

研究者六 通識中心 
全英語學程專

案/助理教授 
雙語教育 五年以下 

研究者七 護理學系 專任/副教授 生命倫理學 二十五年以上 

三、課程設計 

七位擔任通識教學的成員向校內教師發展中心，提出申請組成「通識課

程之差異化教學策略」專業社群，在通過審核之後，自 104 年 3 月 16 日起至

104 年 12 月 31 日為執行期程，之間進行了六次集會，其中有兩次分別邀得國

內知名相關專家學者蒞臨指導：前一位為致力培養十二年國教師資之差異化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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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知能的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教授，講題為從支援學生學習談差異化教學設

計；後一位為彰化師範大學資優教育的教授來指導，講題為差異化教學設計。

由於校內新建置「主動學習教室」，此教室專供教師進行翻轉課堂教學，目標

在營造一個學生與教師間、學生與學生間彼此合作、高度互動的學習環境，所

以特安排一次全體社群成員認識此教室，後續就有成員針對課程需要開始借用

教室來上課。另三次的集會鎖定由成員互相交流，其中的一次在第一學期，另

兩次在第二學期，討論的過程先輪流分享個別教室的實施狀況，後將遇到的困

難提出來尋求同儕的建議。 

四、成果分享 

社群成員在第一年執行過程保持對話，並以共同敘說方式 (group 

narrative)(何粵東，2005；李政賢等譯，2007)來分享彼此差異化教學的實際做

法與心得省思，為準備 105 年 1 月 14 日的校內成果分享會，社群成員開始撰

寫自己的課程故事，期間透過彼此研究室的小聚會討論或電子信件的想法交流

(研究日誌的編碼先以研究者的英文姓氏，再以日期，最後加上互動方式等來

記錄)，最後由召集人彙整集體成果。後續在大家共同的意願之下，設定參加

地區性大學通識教育課程與教學研討會，成員各自試著聚焦在省思部分回顧差

異化教學對自己由學習、經驗到再建構的過程，每位成員的文字檔由召集人架

構全文、完成初稿於研討會上口頭發表。研討會後綜合同儕的建議，再經每一

成員修改，之後由召集人彙整修正文稿，再經成員一一確認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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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課程實施概述 

社群成員任教學校的通識課程架構分為國文說寫、外國語文、歷史文

明、文學藝術、認知推論、社會科學、價值倫理、科學技術與全球視野等九大

領域，授課教師可依課程內容，將該課程歸屬單一領域或跨兩領域。社群成員

從教授的課程中，各自選擇課程來融入差異化教學策略。實施的課程其領域歸

屬和上課校區，如下表： 

表二：差異化教學融入之通識課程 

課程名稱 課程領域 上課校區 

政治學導論 社會科學 T、P 兩校區 

社會學：全球觀點 社會科學/全球視野 T、P 兩校區 

全球性別議題 社會科學/全球視野 T 校區 

台灣宗教與文化 

（全英語授課） 
社會科學/外國語文 T 校區 

藝術與文化 文學藝術 T 校區 

三國：歷史與小說 文學藝術/歷史文明 T、P 兩校區 

兒童文學經典閱讀 文學藝術/外國語文 T 校區 

生命科學倫理議題 價值倫理 T 校區 

差異化教學融入上述課程的歷程，分別由定義、策略與成果等三部分說

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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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定義差異 

(1) 學生的學業能力 

在 T 與 P 兩校區有同樣課程的成員，會從學生入學的學業能力來思

考學習差異，如擔任「政治學導論」課程的老師指出： 

T 校區的學生在學業能力上較 P 的學生來得傑出，但對於課程參與

積極性也比較缺乏。教學者決定在 T 的班級融入多樣活動導向的學

習，在講授之外，運用本校新建置的主動學習教室，設計了兩次小

組討論參與活動，活動主題為 2016 年的總統與國會大選。

（Ye0404mail&talk） 

(2) 課程屬性 

只在 T 校區開課的成員傾向從課程屬性來安排教學內容，如擔任

「生命科學倫理議題」的成員談到： 

生命科學倫理議題（The Ethics Issues in Life Science）是健康照護學

院教師受邀開設之通識核心課程，授課者將之設定為一門自然科學

與社會人文之跨領域課程，學生必須釐清議題之科學面，才能權衡

輕重，對問題進行倫理之思辨。 

……來自不同科系之二年級選修學生之差異，除了來自其入學條件

（學業準備度、學習歷程）、系所專業關注外，學生個人之興趣、學

習（選課）動機與學習習慣之差異，是影響本課程學習的關鍵。

（Hs0406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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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班級人數 

班級人數之多寡也是成員思考處理學生差異的重要因素，如擔任

「藝術與文化」的成員點出： 

基於修課人數數目龐大（120-130 人）之緣故，此一課程的授課方式

主要以授課教師講授為主，因此老師與學生之間的課堂經營，雙方

都處於比較被動的狀態；相較於可以安排讓學生進行分組報告與討

論的方式，授課教師也比較難以瞭解同學的學習狀況與問題。除此

之外，選修同學來自全校各個不同科系，所屬系所專業背景、家庭

背景、以及學生選課動機與學習態度之差異性相對複雜，很難為授

課老師所掌握。另外，因為任教學校為醫學專業大學，修課同學的

藝術涵養與文化素質，難以由他們的科系背景與專業成績表現看出。

為達在藝術類課程成績的評比能有更加公平客觀的標準，教學者極

力希望能改善此課程授課框架所造成的某些限制。（Hw0427mail） 

(4) 學生先備知識能力 

修課學生對課程的先備知識與能力也是重要考量之一，如擔任「英

文兒童文學經典閱讀」課程的成員強調： 

（此課程）為學校通識教育架構下跨外國語文及文學藝術領域課程，

指定教材及文獻評析皆為英文文本，上課語言以英語授課時間比例

高達 80%以上。修課學生組成主要分為兩類，一是大一新生，當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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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檢定成績已經達到畢業門檻，可免修大一英文而改修此一進階英

語課程；另一管道是大二以上學生選修作為文學藝術領域之學分。

由此可知，此課程的設計已涉及多層面之「差異性」：以課程端而言，

上課指定閱讀之文本及評論文獻皆產生於英美文學及文化涵養中，

對於華文世界的閱讀者而言，文本所涉及之文化及社會風俗上的隔

閡即是當下第一個明顯的差異性呈現。以學生端而言，大二以上學

生英語聽說讀寫之語言溝通能力亦影響其吸收、理解進而詮釋英語

文本的能力；再者，學生當中部分同學若已在高中階段涉獵過基本

的西方文學經典課程，對於文學的詮釋法及作品相對應的西方歷史

脈絡更為熟悉與得心應手，因而更能理解文本中所指涉之更複雜之

階級、性別、意識形態等權力結構議題。（Ku0427mail&talk） 

二、 教學策略 

(1) 多元智能教學 

擔任「台灣宗教與文化」的成員談到其課程的實施： 

教學者會以異質分組進行教學活動，輔以多元智能教學策略（theory 

of Multiple Intelligences），因人類的智能具有多樣性和複雜性的特色，

包含語文、邏輯數學、空間、肢體、音樂、人際、內省、自然觀察

等。所以第二階段期初，教學者設計多元教學評量，如課堂上課心

得（key learning/learning log）、寫課前摘要（chaptersumm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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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頭報告、戶外教學、小組討論、角色扮演以期達到各個學生的學

習成效。但上課到接近期中時，發現班上學生對小組討論很熱烈，

對角色扮演興趣缺缺。所以我與班上同學討論，決定刪除角色扮演

成績，挪到小組討論成績。（Lo0504mail&phone） 

(2) 回饋單的應用 

「藝術與文化」的課程以回饋單的方式，來了解學生的先備差異與

個別需求： 

每堂課會請教學助理事先製作好回饋單，然後在課堂中發給同學，

請他們寫下每堂課的上課心得，或針對上課內容與方式提出建議，

作為授課老師調整課程的參考依據。教學助理會在下課時收回後，

彙整並打字成電子檔後，寄給授課老師。授課老師可以在下一次上

課回答同學所提出的疑問，若有同學表達個人性的學習需求，授課

老師就可以主動出擊，私下找同學做溝通與瞭解。 

實施回饋單填寫之後，效果比預期中理想。這樣的大班上課，若試

著在課堂上提問，或想要聽聽同學的想法，通常大多數的同學都會

以沈默回應，而一陣冷場。雖非硬性規定同學填寫，但發現每次同

學的回應都相當熱烈，出乎授課老師意料之外。有的同學會針對上

課內容提出極有建設性的問題，有的同學會對當天上課的內容做簡

單的總整理，更有一些極具藝術天份的同學，以畫畫作為他們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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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饋內容的方式。這樣一來，不僅可以獲知同學參與課程的態度與

意願程度，也能更加瞭解他們對上課與方式的想法與建議。這樣的

策略實施同時也大大地拉近授課老師與同學之間的距離，尤其對於

這樣有著一百多人的大型班級經營，有相當大的助益。 

每次閱讀同學的反思回饋都可以加深授課老師對於同學的印象，並

瞭解他們個人的學習狀況與藝術喜好，對於認識個別的同學有相當

好的成效；而同學因為授課老師的關注與認識，也會覺得受到重

視，進而提升學習的意願，並增加學習的樂趣。 

（Hw0427mail&phone） 

(3) 問題導向學習(PBL) 

「生命科學倫理議題」的授課成員為校內 PBL 教學主要推動教師成

員之一，分享自己的課堂安排： 

教學內容在課前線上端提供有多元之訊息，將之列為必讀資料（基

本、重要之事實與資訊）與參考資料（進階、輔助幫助理解之想法

與概括原則），學生依其能力與興趣而選擇課前投入之深度。 

(一)對學習習慣主動之學生，線上端之準備充分，在面對面時互動可

以很快進入情況。然對習慣被動學習學生，課前之線上學習無法達

到教學計畫要求，面對面上課時利用 5-10 分簡短影片強迫進入議

題，勉強能接續接下來進行之小組互動與組間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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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分組上採異質分組，將不同科系、性別分散各組，各組中強者弱

者自然顯現，讓強者可在弱者面前發揮，弱者有強者為學習對象。

而倫理之討論，雖有知識之負載，然在教師之協助下知識之理解並

不困難，強弱表現並不會因過往學業之表現程度而有絕對之分野，

每位學生都可因這次的積極參與投入，完成任務而得到學習之滿足

感。 

倫理之問題並無絕對之答案，倫理之討論重在提出多元之觀點，異

質性互動擦撞幫助產生共同學習的火花，學生能在多元的觀點下澄

清其價值主張，達本課程之目標。因為本課程摒棄傳統「同質現象」

的授課方式（同年級、同背景、同講義、同筆記、同書本），老師

對所有同學之所學也不能有同質性的期望（即回答同樣題目的考

卷）。（Hs0427mail&Line） 

(4) 全球/多元觀點教學 

「全球性別議題」的教學者提到如何回應外籍同學的文化差異： 

這門課程以往的教授經驗，固定會有僑生選讀，他們具備一定的中

文能力，所以沒有出現與本地同學有較大差異的學習需求。在社群

執行第一階段的修課同學中有一位貝里斯的外籍同學，他的中文能

力明顯不足，所以調整全班的評量有紙筆測驗與開書作答兩種方式

的選擇。貝里斯同學就選擇開書考試，但作答語言改為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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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階段的班級中有來自德國、英國、聖多美、聖露西亞以及新加

坡等國的外籍同學，其中德國與英國的同學主動表達中文能力不佳，

有無補救的學習管道？在教學者鼓勵之下，兩位男同學自期初就善

加利用書寫回饋單的方式來累積個人加分的機會。期中「中外女性

政治領袖介紹」的小組作業，他們也傾向不以梅克爾、柴契爾夫人

來介紹，如英國的同學就直言柴契爾夫人在英國評價不好，特別是

勞工階級；而選擇深入介紹國內較陌生但目前活躍英國政壇的內政

大臣 Theresa May，May 在卡麥隆首相第一任內閣期間兼任婦女及

平等事務部長。期末考試時，五位外籍同學皆選擇以英文作答的開

書考試方式，以融入他們母國的性別平等發展現況來作答。

（Hm0410moodle） 

三、 學習成果 

(1) 社群成員從教學過程中更加明瞭學生的差異需求，如教授「藝術與

文化」的成員談到： 

……藉由回饋單內容觀察學生之間藝術素養的差異與問題，對於作

業評分能有較為客觀的標準。藝術課程最重要的目標，並不在於追

求標準答案或者只是一味背誦藝術的相關知識，更重要的是希望能

引導修課同學學習表達對於藝術作品的感受與描述能力，所以此一

課程的評量方式是以繳交書面報告做為評分的依據。而回饋單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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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傳達出的同學之間差異化資訊，就可以在評分時提供參考依據，

並且以此鼓勵學生以自己的獨特方式繳交作業。例如對於那些富有

藝術創作才能與濃厚興趣的同學，可以鼓勵在作業方面以實作的方

式表現；而對於那些從來不寫回饋的同學，就可以知道他們可能是

比較沒有興趣、或者是不擅於書寫表達的族群，可以與他們商討或

建議要如何突破這些問題。（Hw0420mail&talk） 

在課程進行中，發現學生的學習差異時，可即時調整引導方法，如「社

會學：全球觀點」的授課成員提到： 

……課程在第二階段期初並未因系別、校區的不同而刻意區隔出學

生的差異需求，教學者尊重學習者自己選擇其小組的組員。但在期

中考後發現成績呈現出不及格到高分各分級的差異分布狀況，因此

先以同質性分組，按照成績能力分成高分、中分以及低分等三類組

別，分別訂出各週的作業內容，目標為期末考時每位同學都可拉抬

到他們預期的表現。高分和中分組別合作關係良好，但低分組在缺

乏帶領之下，進步緩慢。教學者透過校內 Moodle 平台由同學個別

填寫修正建議，彙整後得知異質分組的建議多於維持原同質分組。

所以由原先組別調整成中、低分混合分組，又將九十分以上同學隨

機安排至各組輔導。結果顯示低分組同學的學習成效提高不少，最

後學習成績都能順利通過，也有表現優異達成轉系申請的目標。

（Hm0415mood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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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教師在教學過程中引導的態度與方法會是帶好每位同學的關鍵因如

「生命科學倫理議題」的授課成員分享到： 

務必營造出互補互助之和諧互動氣氛，肯定強者幫助弱者之行為，

同時接納弱者之觀點來刺激強者反思。以適當簡潔之影片來補足

（事前）預備度差的學生對議題背景知識之理解後，討論中催化學

生勇於提出自己的觀點，讓以往學習成就不高者能發現自己的潛

力，學習順利者也能看到其他人值得學習的面向。這樣的合作學

習，讓學生皆能投入有意義、符合其能力之學習任務，延伸其將來

自我導向主動學習之內在動機與信心。（Hs0501mail&talk） 

(3) 同樣是外籍同學，但文化背景與語言能力卻因各有差異而導致學習

的差異，如教授「三國：歷史與小說」的成員發現到： 

……課程屬兩岸共有的文化背景，（陸生與本地生）學習成效並無顯

著差異；……來自美、加地區的僑生（或外籍生），中文閱讀能力與

（本地）同學有明顯差異，除由授課教師約談輔導外，另請託同班同

學協助，學期成績雖不如一般學生的平均值，但已具及格標準。

（Wh0427mail&talk） 

全英語課程則因修課同學的語言能力差異，在期末評量時採多元方式由

同學自由發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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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後一堂課時，學生須繳交 key learning，教學者順便花 10 分鐘

與各小組面談討論他們所學到的東西，因知道有些學生不擅長寫心

得，卻擅長口語表達。在此架構下，教學者也可接受學生以畫的方

式或以中文來完成 key learning，這是一種多元的成果差異（當然，

其最終的目標仍是讓學生學會以語言或文字表達其思想）。其結果出

乎意料的好，因學生可提出他們對此課程的需求與預期，而整體學

生的學習動機有明顯的提升，課堂中有了更多元與活力的展現，也

讓各種程度的學生因學習成就激發對全英文課程的興趣。

（Lo0429mail&talk） 

(4) 學生入學學業能力的歸屬不必然導致學習結果的差異，如何設計能

激發學生的學習意願才是關鍵，「政治學導論」的授課成員發現到： 

……設計（2016 總統與國會大選）活動的用意，在於讓同學有參與

的機會，對於台灣民主化、國會體制、選舉制度、政黨體系等主題

有更為深刻的理解，在課程設計的預期目標設定除政治學相關的知

識獲得之外，同學整體的民主素養會有更突出的表現。……活動導

向的學習，搭配良好的硬體環境，可以激發（T 校區）學生對相對

枯燥課程主題的興趣，並產生正面的學習成果。（Ye0420srmail&tal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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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省思與建議 

社群成員之中以擔任「生命科學倫理議題」的教學者，因多年施行問題

導向學習策略(PBL)於其教學，所以從定義差異、安排教學策略到預期學習成

果的整個教學歷程，隨時可針對學生因對課程內容的先備知識與學習態度等不

同程度的參與表現，而能靈活且機動的回應學生的各種需求。擔任「全球性別

議題」的教學者有多元文化及全球視野教育的主修訓練，所以能在本地生、外

籍生同在課堂學習之情境中，重視引導學生理解不同觀點來形塑，使其成為勝

任的全球公民。全英語授課的「臺灣宗教與文化」課程，因授課教師有雙語教

學的訓練，所以課程活動設計相當多元，她特別重視激發修課學生的創新能力，

如透過小組合作以實地訪查、製作影片來發表學習成果。「英文兒童文學經典

閱讀」、「三國：歷史與小說」、「政治學導論」、「藝術與文化」等課程的教學者，

由於接觸教育專業訓練的機會較少，所以在應用差異化教學策略時，仍以聚焦

學生對課程內容的差異表現為調整策略的依據。 

將近一年差異化教學策略融入通識課程的經驗，使得分屬不同領域的社

群成員在「因材施教」的實務基礎之下，已各自建立詮釋課程與教學差異的實

務知識，如「英文兒童文學經典閱讀」的教學者按照學生的英語能力給予不同

教學內容的學習安排；「三國：歷史與小說」由於指定學生閱讀《三國演義》，

若中文能力較為不足的同學，在學習過程中就需特別輔導，少數缺乏文言文閱

讀能力的外籍/僑生就可能因困難選讀而停修；對於學生普遍藝術素養較為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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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的情況之下，「藝術與文化」的教學者就持續透過回饋單方式來了解學生對

不同主題的學習狀況。對於超過 100 人以上修課學生的大班級，成員紛紛指出

學生的差異需求是比較困難兼顧的；但先前抱持各學系入學成績差異與學習結

果的必然關聯性的刻板想法已不復存在，個別學生的學習態度才是影響學習成

效的關鍵因素。現在每一位成員列為優先的課程目標在於針對修課學生的興趣

差異，提供活動導向的課程內容，引導學生由被動轉變為主動參與。而由學生

教學意見的回饋得知，在課程實施過程中，全球/多元觀點教學的運用，教學

者必須持續以同理心營造情境，讓外籍生、僑生與本地生等不同文化背景的學

生能相互關心、相互包容，發展出彼此共學的成長模式，否則本地生仍抱持本

位思維，認為外籍生、僑生到臺灣來念書應具備使用基本的華語能力，如同本

地生到英語系國家進修時需具備英文能力，錯失形成以語言學伴(conversation 

partner)關係來理解彼此文化的寶貴機會。最後，由於教學專業訓練會增進運

用差異化教學策略的能力，建議各大學教師發展中心，持續安排教育相關研習

課程，來提升教師培養學生適性發展的教學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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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eneral Education courses are for students at all levels. One of the biggest 

challenges to instructors is to cater to students from varying majors, grades, 

backgrounds, hobbies, cultures and from different countries. As a result, using an 

appropriate strategy or approach to improve the ways of teaching is critical to 

improve students’ learning results.  

General Education instructors at a Medical University have formed a 

professional society on differentiated teaching – through the guidance from field 

experts, peer discussions, implementation and execution results, have continued to 

define and construct “differentiation” in relation to their own teachings. This h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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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owed members of the society to go beyond the traditional teacher-dominated 

teaching model into a teacher-student mutual intersubjective learning model to better 

meet the individual needs of all students.  

Under the direction of the new teaching model, members of this professional 

society are able to work with various curricula, students’ interests and language 

abilities etc., to design teaching programs catering to students’ needs, thus creating a 

collaborative learning environment leading to better learning outcomes. Future work 

is also needed to overcome some roadblocks and limitations found in this research. 

Keywords: Differentiated Teaching, General Education Curriculum, 

Professional Teaching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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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病不得閑白居易詩歌中的疾病書寫與 

自我療癒＊ 

周淑媚 

中國醫藥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 

摘要 

中唐詩人白居易是一位體弱多病卻又長壽高產的詩人，他借詩歌忠實地展示這

一歷程。其詩集中大量描述衰老、疾病、死亡的詩歌，明確表述他深切感受到

疾病對於生命威脅的恐懼，同時也透映出個體強烈的生命意識。然則，與人生

前半場老、病、衰、慵的哀歎和思鄉情懷的心態不同，晚年的白居易一改懼老

畏衰憂死的敘事，轉而成痛快豁達的老後書寫，藉以療癒身心靈魂。本文運用

榮格學派學者莫瑞．史丹「中年轉化」的概念來追索白居易如何透過疾病書

寫，經歷中年轉化的分離、過渡、再整合的過程及經驗，透視自身存在的意義

與生命價值，從而消融人生步履上諸多無解的自我矛盾；希望百代以下讀者除

追摹其作品審美意象、生命情調外，更能借鑒白居易疾病書寫的轉化經驗，作

為自己面對中年危機時的意義參照，從而將與生俱來的自性實現至最大可能。 

關鍵詞：白居易，疾病書寫，自我療癒，中年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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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白居易（772-846）唐代宗大曆七年出生在鄭州新鄭一個「世敦儒業」1的

家庭。少年時代適逢安史亂後，藩鎮悖逆，戎寇交訌之際，11 歲起，白居易

即因戰禍輾轉流離。晚唐人高彥休在《唐闕史》中曾記錄一則有關白居易的軼

事，謂其少時家境苦貧，「與弟不獲安居，常索米丐衣於鄰郡邑。」2小時候

「衣食不充，凍餒並至」3的匱缺，再加上「不獲安居」的困頓漂泊，銘刻日

後孱弱善病和早衰的身體與多愁易感又重情的靈魂。這最初的印記顯現在他

18 歲所寫的詩作中： 

感時思弟妹，不寐百憂生。萬里經年別，孤燈此夜情。病容非舊日，歸

思逼新正。早晚重歡會，羈離各長成。4
 

本應是家人團聚的除夜，因客居江南失去親情庇護，異鄉遊子的孤寂感與荒寒

感，彰顯出個體生命的生存困境與掙扎。 

 

                                                 
＊本論文初稿宣讀於「2015 年『生命倫理與醫學人文』研討會︰身體、心理與疾病書寫」（高

雄：高雄醫學大學語言與文化中心主辦，2015.10.2），感謝會議評論人與學報審查委員給予之

寶貴意見。 
1《舊唐書．白居易傳》云：「自鍠至季庚，世敦儒業，皆以明經出身。」（北京：中華書局，

2002），頁 3004。 
2高彥休，《唐闕史．逸文》；《知不足齋叢書》本《唐闕史》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

http//:ctext.org/library.pl?if=gb&res=80222 
3白居易，〈策林三．三十九使官吏清廉〉，收入白居易著、朱金城箋校，《白居易集箋校》（上

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卷 64，頁 3503。本文所徵引白居易詩文作品皆以此書為準，為

免繁瑣，，以下引文僅於文中或附註標明頁數。 
4〈除夜寄弟妹〉，頁 7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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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居易的一生幾乎是在與各種疾病苦鬥中度過，所罹患疾病種類繁多，

這些疾病或長年累患，或急性發作，或偶一發之，甚或意外傷害造成。疾病對

他的仕途、創作及思想產生莫大影響。因體弱善病，他比常人更密切關注身體

各種細微的改變，30 歲起便不斷在詩中摹寫自己隨年歲遞增而變化的身體

感，其詩集中大量描述衰老、疾病、死亡的詩歌，明確表述他深切感受到疾病

對於生命威脅的恐懼。 

本文試以榮格學派學者莫瑞．史丹（Murray Stein, 1943-）「中年轉化」5概

念來尋繹白居易如何透過疾病書寫，經歷中年轉化的分離（separation）、過渡

（liminality）、再整合的過程及經驗，透視自身存在的意義與生命價值，進而

消融人生步履上諸多無解的自我矛盾；希冀百代以下讀者除追摹其作品審美意

象及生命情調外，更能借鑒白居易疾病書寫的轉化經驗，作為自己面對中年危

機時的意義參照，將與生俱來的自性實現至最大可能。 

一、 白居易的疾病書寫 

（一） 文本檢擇 

    白居易雖體弱善病卻又是個長壽多產的詩人，據岑仲勉〈論《白氏長慶

集》源流並評東洋本《白集》〉統計，白居易流傳後世的詩文共有 3646 首。

                                                 
5莫瑞．史丹作、魏宏晉譯，《中年之旅：自性的轉機》（臺北：心靈工坊文化，2013）；莫瑞．

史丹作、陳世勳、伍如婷等譯，《轉化之旅：自性的追尋》（臺北：心靈工坊文化，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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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金城《白居易集箋校》未明確其數，僅在「前言」提及「本書箋校全部《白

集》及補遺詩文共三千七百餘篇」。多數論者準蹇長春之言，謂《白居易集箋

校》共存詩 2916 首；6筆者以為在白居易詩文中被《全唐詩》視為「詩歌」的

8 篇韻文，7因其與本文主題相關涉，宜應補入，故白居易詩歌總數以 2924 首

計。 

    正如其詩所云：「由來生老死，三病長相隨。」8白居易一生與疾病相終

始。為探析老病衰慵對其心態、情感及思想的意義與影響，全盤考察白居易一

生疾病書寫的歷程乃成必要課題。如是，筆者通過多元交叉檢索方式梳理判讀

白集中 2924 首詩作，以為本文主要文本分析之依據。 

    首先，以「故宮寒泉古典文獻全文檢索資料庫」中《全唐詩》所收錄白居

易詩為準。分別以「病」，「疾」，與白居易眼病相關涉之「眼」、「目」、「眸」，

與白居易肺病相關涉之「肺」、「痰」、「嗽」，以人體部位和器官如「頭

（首）」、「面（容、顏、貌）」、「齒（牙）」、「髮（毛、鬢、髭、鬚）」、「耳」、

「足（腳）」、「形骸」，以「疼」、「痛」、「昏」、「闇（暗）」、「眩」、「慵」、

「懶」、「倦」、「蹇」、「瘦」、「衰」、「憔悴」等身體感為關鍵字，檢索判讀白

                                                 
6蹇長春，《白居易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2），頁 463。 
7筆者以朱金城箋校本為準，逐卷細檢卷 1-37，共得詩 2804 首，益以外集卷上、中之詩文補遺

109 首；另外，卷 38「詩賦」中收有〈窗中列遠岫詩〉、〈玉水記方流詩〉2 首，卷 47「試策問

制誥」中收〈太社觀獻捷詩〉1 首，以上共計 2916 首。然檢索《全唐詩》卷 424-462 白居易

詩作品，朱本卷 39「銘贊箴謠偈」中的〈三謠〉、〈無可奈何〉、〈自誨〉5 首，卷 69「碑序解

祭文記」中的〈池上篇〉，卷 70「銘誌贊序祭文記辭傳」中的〈齒落辭〉，卷 71「碑記銘吟偈」

中的〈不能忘情吟〉，共 8 首亦包含其中，上述作品與本文所處理之主題互有關涉，故亦納入，

總計 2924首。 
8〈白髮〉，頁 4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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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剔除與本文主題不相關涉之內容。其次，將上述所得詩作與朱金城《白居

易集箋校》比對，進一步爬梳《全唐詩》所未收錄之白集中有關疾病書寫之

作。 

    透過多層次交叉檢索判讀，排除重出，在白居易 2924 首詩作中，筆者共

檢判出 719 首詩題（並序）和詩句中與疾病有關的敘事，這數量驚人的疾病書

寫通過不同的主題分類排列組合，所演繹出的結果呈現出耐人尋味的意趣。 

（二） 白居易詩歌中的疾病書寫內涵 

    白居易詩歌中的疾病書寫的內涵，呈顯出如下兩項特徵：一為身體特定部

位之疾患，病因多樣、病程較長且多屬長期之疾患；亦有因季節、風候或意外

傷害所引發造成之病症。二為體弱多病早衰所引起的不特定部位之身心違和

感。兩者彼此間相互關聯影響，交織成專屬於白居易疾病書寫之特殊心象。 

1. 身體特定部位之疾患 

    白居易詩歌中的疾病書寫，屬於身體特定部位有「眼」、「耳」、

「齒」、「頭」、「髮」、「肺」、「腰」、「足」等，換言之，從頭到腳，

全身都是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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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眼睛 

    古人因苦讀過甚而健康受損例子不勝枚舉，其中眼目問題尤為突出；9關

於白居易的眼病，前人論述多有成果，10本文僅探究「眼疾」在白居易疾病書

寫中的意義及影響。白詩中描述眼疾的詩作共有 60 首，白居易最早書寫眼疾

的作品約在 40 歲左右，70 歲以後也有 4 首眼疾詩： 

書魔昏兩眼，酒病沈四肢。（〈白髮〉，頁 494，40歲） 

悲來四支緩，泣盡雙眸昏。（〈自覺二首其二〉，頁 538，40歲） 

眼昏鬚白頭風眩。（〈達哉樂天行〉，頁 2498，71歲） 

右眼昏花左足風。（〈病中看經贈諸道侶〉，頁 2528，71歲） 

眼闇頭旋耳重聽。（〈歡喜二偈其二〉，頁 2568，73-4歲） 

月明停酒夜，眼闇看花人。（〈齋居春久感事遺懷〉，頁 2561，74歲） 

 

                                                 
9如張籍有〈患眼〉詩，「看朱漸成碧」的劉禹錫有〈贈眼醫婆羅門僧〉詩。蘇軾〈寒食日答

李公擇三絕次韻〉：「欲脫布衫攜素手，試開病眼點黃連。」與蘇是同為眼病所苦的黃庭堅更

大聲疾呼：「請天還我讀書眼，願載軒轅訖鼎湖。」（〈子瞻以子夏丘明見戲聊復戲答〉）陸游

〈晚春感事〉云：「已為讀書悲眼力，還因攬帶歎腰圍。楊萬里〈書莫讀〉則云：「讀書兩眼

枯見骨，吟詩個字嘔出心。」 
10〔日〕埋田重夫著、李寅生譯，〈從視力障礙的角度解是白居易詩歌中眼疾描寫的含義〉，

《欽州師範高等專科學校學報》，2001 年 3 月，第 16 卷，第 1 期，頁 29-34。陳克華，〈一個

眼科醫生看中國古代的白內障手術從白居易和劉禹錫的眼疾詩談起〉，《中華科技史學會

學刊》，2011年 12月，第 16 期，頁 8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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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早期與晚年眼病書寫，可覺察其眼疾病程的轉化。在這些摹寫眼疾

的「病歷詩」中，他表述眼昏、眼花、眼痛、眼澀、眼闇、眼慵、目眩等身體

感，姑不論白居易所罹患的是近視、白內障、飛蚊症，抑或是青光眼，他不僅

寫出一個眼病患者的自覺症狀及痛苦： 

散亂空中千片雪，蒙籠物上一重紗。縱逢晴景如看霧，不是春天亦見

花。11
 

頭風目眩乘衰老，祗有增加豈有瘳。花發眼中猶足怪，柳生肘上亦須

休。大窠羅綺看纔辨，小字文書見便愁。12 

眼漸昏昏耳漸聾，滿頭霜雪半身風；夜盲乍似燈將滅，朝暗長疑鏡未

磨。13 

並且像醫家一樣剖析自己眼疾的病因所在：「早年勤倦看書苦，晚歲悲傷哭淚

多，眼損不知都自取，病成方悟欲如何。」14此外，他還記錄請醫用藥，積極

求治的經過： 

春來眼暗少心情，點盡黃連尚未平。（〈得錢舍人書問眼疾〉，頁 859，

43歲） 

二毛曉落梳頭懶，兩眼春昏點藥頻。（〈自歎二首其二〉，頁 1389，

53歲） 

                                                 
11〈眼病二首其一〉，頁 1671，55歲。 
12〈病眼花〉，頁 1969，60歲。 
13〈老病幽獨偶吟所懷〉，頁 2425，69 歲。 
14〈眼暗〉，頁 848，43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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僧說客塵來眼界，醫言風眩在肝家。（〈眼病二首其一〉，頁 1671，55

歲） 

醫師盡勸先停酒，道侶多教早罷官。案上謾鋪龍樹論，盒中虛撚決明

丸。人間方藥應無益，爭得金篦試刮看。（〈眼病二首其二〉，頁

1671，55歲） 

    「黃連」是利目、明目的良藥，白居易從 43 歲到 53 歲「點盡」，卻未能

將眼疾治癒，其間甚至一度賭氣宣稱「休治任眼昏」15。其實，他也知道養目

最佳良方是「閉目學頭陀」16，但中年時期的他並未能徹底踐履，「書魔昏兩

眼，酒病沉四肢」，17是他退居下邽時書生習氣的寫照。貶謫江州途中，更因

失意憂勞，伴著熒熒燈火夜讀元稹詩卷：「把君詩卷燈前讀，詩盡燈殘天未

明。眼痛滅燈猶闇坐，逆風吹浪打船聲。」18由是知眼疾病因，親人摯友相繼

亡故的憂傷悲泣是其內因19；苦讀損目、官場失意、飲酒無度則屬中醫所謂

「不內外因」20，彼此相兼為病，導致眼疾加劇。唐敬宗寶歷二年，55 歲的白

居易先是在二月間墜馬傷足，旋即眼疾加劇，這一年他共寫下 8 首包括「眼暗

                                                 
15〈晚出西郊〉，頁 1003，45 歲。 
16〈眼暗〉，頁 848。 
17〈白髮〉，頁 494。 
18〈舟中讀元九詩〉，頁 947，44 歲。 
19考其生平，白居易自身病貧與親人摯友相繼亡故，緊繞著他的一生。21 歲時最小弟弟幼美夭

折；22 歲父親白季庚客死襄陽；40 歲久病纏身的母親陳氏病卒長安，同年丁憂母喪退居下邽

的詩人又痛失愛女金鸞子；46 歲長兄幼文卒；55 歲最鍾愛的弟弟行簡亡；60 歲兒子阿崔夭折，

同年摯友元稹薨，71歲人生後半期詩友劉禹錫卒。 
20宋人陳無擇總結前賢對病因分類及發病途徑研究，提出「三因學說」。他在《三因極一病證

方論．三因論》（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2007）將病因分為內因（七情）、外因（如六淫、

疫癘等）、不內外因（包括飲食不節、蟲獸咬傷、勞倦、外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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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闇）」、「眸暗」、「眼昏」等症狀的眼病詩。21雖然醫生囑咐少飲酒，道

侶勸其早辭官，對他來說，前者心理不樂意，後者現實不容許；外用無效，內

服的眼科聖藥「決明丸」顯然也無濟於事，最後索性自行鑽研眼科專著《龍樹

論》，考慮施以「金針撥障」的外科手術來治療眼疾。 

    「靈魂之窗」受到損傷，影響所及不止是讀書寫作的的外部活動，22進一

步更牽動內在哀傷愁惻的心緒；他在和劉禹錫詩中寫到：「芳景多遊客，衰翁

獨在家。肺傷妨飲酒，眼痛忌看花。」23抒發因視力障礙無心外出尋春賞花的

鬱悶。至於居家閉門不出，儘管架上有的是書，也因「眼慵不能看」24，更增

添無法出遊的苦澀。在藥石罔效下，白居易果真施行手術：「右眼昏花左足

風，金箆石水用無功。」25效果顯然也不彰。 

（2）耳朵、牙齒 

    僅次於視覺的聽覺是人類重要的感覺通道，白集中有 9 首聽力書寫的詩

26，其中 6 首與眼目並寫，書寫年紀多集中在分司洛下後，顯示聽力障礙並非

器質上之疾障，而是伴隨老衰而至的生理功能上的退化。從詩歌內容看，相較

                                                 
21〈自歎〉、〈眼病二首〉、〈重詠〉、〈九日寄微之〉、〈酬別周從事二首其一〉、〈宿東亭曉興〉、

〈晚起〉。 
22如〈病眼花〉：「大窠羅綺看才辨，小字文書見便愁。」老眼昏花不利詩人讀書寫字。 
23〈和劉郎中曲江春望見示〉，頁 1818，58 歲。 
24〈慵不能〉，頁 1505，59歲。 
25〈病中看經贈諸道侶〉，頁 2528，71 歲。 
26這 9 首描寫聽力的詩中，〈秋寄微之十二韻〉、〈箏〉、〈開成二年夏聞新蟬贈夢得〉、〈贈夢得〉

4 首書寫雖頭白眼昏但「耳未聾」的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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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眼睛，對耳朵的不靈敏，詩人倒不甚在意，他內心真正掛慮的是：「漸恐耳

聾兼眼闇，聽泉看石不分明」27，因如此一來，便無法自在享受閒適的生活情

趣。 

    「衰老」也是一種「病」。白居易的衰老症狀，具體部位從「齒髮」開

始。30 首以齒牙為書寫對象的寫作時間分別為，35-49 歲之作 6 首，50-59 歲

之作 12 首，60-71 歲之作 12 首。書寫內涵亦可分為兩類：一為齒髮詩 16

首，或「齒」「髮（毛、鬢、鬚、頭）」聯用、對舉或同篇，二為齒牙詩 14

首。綜觀白居易的齒牙詩書寫，除兩首以「齒髮」代稱年紀外，可發現內容多

以「暮齒」、「衰齒」、「齒疏」泛寫衰老現象，亦有具體敘寫牙疼齒落等症狀，

28更有類似敏感性牙齒症狀的生動描述：「銅缾水冷齒先知」29、「老去齒衰嫌

橘醋」30，先是秋天早晨漱口覺得銅瓶裡的水太冷，吃個橘子也嫌牙酸；到後

來「齒傷朝水冷」31，不只秋天水冷，連用清早的水漱口亦不行。 

（3）頭髮 

    此處所討論之「頭髮」採廣義認定，集中凡言及頭、首、髮、毛、鬢、

髭、鬚，皆在此列。白集中大量書寫白髮、二毛、白頭、白首、衰鬢等關注外

                                                 
27〈老題石泉〉，頁 2519，歲 71。 
28〈病中贈南鄰覓酒〉：「頭痛牙疼三日臥」，頁 2270，65 歲；〈短歌行〉：「牙齒缺落時」，頁

2041，64 

歲。 
29〈新秋早起有懷元少尹〉，頁 1256，50歲。 
30〈東院〉，頁 1335，51 歲。 
31〈勸酒十四首／不如來飲酒七首其一〉，頁 1899，59 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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貌特徵的詩；34 歲起詩人就開始憂心「白髮雖未生，朱顏已先悴」32；36-37

歲之際，他發現長了第一根白髮：「白髮生一莖，朝來明鏡裡。勿言一莖少，

滿頭從此始。」33果如他所擔憂，白髮漸有燎原之勢：「年來白髮兩三莖，憶

別君時髭未生」34；新磨鏡子後，「一與清光對，方知白髮多」35；為此，他分

別在江州、忠州的櫻桃花下感歎：「白髮半頭時」36，「櫻桃昨夜開如雪，鬢髮

今年白似霜」37。這難解的白髮情結，讓他忍不住對劉禹錫抒發既感傷又豁達

的複雜情感： 

蟬發一聲時，槐花帶兩枝。只應催我老，兼遣報君知。白髮生頭速，青

雲入手遲。無過一盃酒，相勸數開眉。38 

詩人因季節變化與「青雲」遲到，而有生命易老和功名難得之慨；繼而卻又以

「盃酒」即能釋懷，自我寬慰應坦然面對人生境遇的起落與功名利祿的得失。 

    與視覺和聽覺器官之疾障不同，白髮不是病是衰老的徵兆，且白髮須透過

照鏡或臨水，主體方能感知。白居易在許多對鏡詩中屢屢述及頭髮和容貌變

化，只是無論白髮或衰鬢均須憑藉鏡子或湖水才能產生自我觀照之形象，如論

                                                 
32〈感時〉，頁 270。詩云「白髮雖未生」，然 29 歲前所作之〈生離別〉又說：「憂極心勞血氣

衰，未年三十生白髮。」或可視為詩歌之誇飾手法，用以表達感傷離別嗟歎之辭。 
33〈初見白髮〉，頁 472。 
34〈寄陳式五兄〉，頁 807，39 歲。 
35〈新磨鏡〉，頁 814，39歲。 
36〈櫻桃花下歎白髮〉，頁 983，45歲。 
37〈感櫻桃花因招飲客〉，頁 1165，48 歲。 
38〈聞新蟬贈劉二十八〉，頁 1810，57 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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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所言，既然視力衰退，最終可以「由『看見』到『不看』了」39，來獲得解

脫。而掉髮就不同了，不須攬鏡臨水，只日常沐浴梳頭即可覺知。寫於 30 歲

的〈歎髮落〉云：「多病多愁心自知，行年未老髮先衰。隨梳落去何須惜，不

落終須變作絲。」（頁 757）在眾多感傷頭白髮稀疏的作品中顯得突出，它與

〈初見白髮〉時隔六、七年，或可視為詩人年少早衰多病，雖已登進士第卻尚

未有官職，隨梳而落的頭髮許是正常掉髮現象，但看在詩人眼裡，不免有憂疾

畏老的自憐與苦悶。 

    真正掉髮危機出現在 39 歲後，兩首寫落髮的詩訴說詩人如何精細觀察生

命的流程作用在其生理上的變化，且有意識地透顯出心中的感傷： 

昔日愁頭白，誰知未白衰。眼看應落盡，無可變成絲。（〈感髮落〉，頁

815） 

夜沐早梳頭，窗明秋鏡曉。颯然握中髮，一沐知一少。（〈早梳頭〉，頁

477） 

此後，詩人在沐浴梳頭的尋常生活瑣事中，不僅擔憂白髮且一再沉吟頭髮愈來

愈稀疏的衰老事實： 

                                                 
39衣若芬，〈自我的凝視：白居易的寫真詩與對鏡詩〉，《中山大學學報》，2007 年 11 月，

第 6期，頁 5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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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髮知時節，暗與我有期。今朝日陽裡，梳落數莖絲。40
 

今朝復明日，不覺年齒暮。白髮逐梳落，朱顏辭鏡去。41
 

（4）風痰、頭風、風痹 

    「風」，是自然界一種無形的流動氣體。中醫學依據其無形、流動特性，

將臨床上來去無蹤、變化瞬息，具有風之特性的疾病稱為「風疾」。綜言之，

風疾是疾病總名，風痰、風眩、頭風、風痺是疾病的具體名，亦即本段所述乃

白居易風疾的不同發展階段。 

     風為春天之主氣，故風病多見於春天；詩人首次出現風證在 44 歲的春

天：「今朝枕上覺頭輕，強起階前試腳行。膻膩斷來無氣力，風痰惱得少心

情。暖銷霜瓦津初合，寒減冰渠凍不成。唯有愁人鬢間雪，不隨春盡逐春

生。」42這年早春，詩人在長安任太子左贊善大夫，因感風引發痰疾，頭重腳

輕，看似現代所謂「感冒」症狀。惟醫書又云：「風能生熱，壅亦成痰。是故

有頭目不利，神思昏濁之候。」43檢之同期諸作，果證醫書說法，他在〈病中

答招飲者〉云：「顧我鏡中悲白髮，盡君花下醉青春。不緣眼痛兼身病，可是

尊前第二人。」44杭州時期再發一次風痰合併氣嗽，病體雖然惱人，詩人卻一

                                                 
40〈白髮〉，頁 494，40歲。 
41〈漸老〉，頁 557，45歲。  
42〈病中早春〉，頁 901。 
43宋．趙佶編，《聖濟總錄》（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82），頁 427。 
44〈病中答招飲者〉，頁 925，44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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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悲愁憂苦，反戲謔稱道：「氣嗽因寒發，風痰欲雨生。病身無所用，唯解卜

陰晴。」45無用之用的身體彷如氣象臺，可藉以預測天氣的寒暑陰晴變化。 

    風具有升發、向上、向外特性，當其侵犯人體時多傷害人的頭面部和肌

表。明代醫家王肯堂說：「醫書多分頭痛、頭風為二門，然一病也，但有新久

去留之分耳。淺而近者名頭痛，其痛卒然而至，易於解散速安也；深而遠者為

頭風，其痛作止不常，愈後觸復發也。」46所謂「深而遠」，說明這種頭痛具

有時間長、反覆發作、難以痊癒的特點。「頭風」困擾白居易近 30 年，詩人共

吟誦 7 首「頭風」詩；47貶謫江州時說：「肉味經時忘，頭風當日痊。」48
 分

司東都時云：「頭風若見詩應愈，齒折仍誇笑不妨。」49表明遇疾不憂的詩人

藉由吟詩寫作，勉強緩解轉移頭風發作的痛楚。然大多時頭風又與眼疾交相作

用，終致因病免職。50蘇州刺史任內，白居易曾因「眼闇頭風」51請百日長

假，九月初假滿，朝廷依例免其蘇州刺史職務，他有〈百日假滿〉、〈喜罷郡〉

二詩誌之。62 歲任河南府尹時再次因頭風請假，期間有詩云： 

                                                 
45〈病中書事〉，頁 1551，53 歲。 
46明．王肯堂，《證治準繩》（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2001），頁 133。 
47〈江樓夜吟元九律詩成三十韻〉、〈九日寄微之〉、〈病眼花〉、〈酬舒三員外見贈長句〉、〈新亭

病後獨坐招李侍郎公垂〉、〈病中詩十五首：就暖偶酌戲諸詩酒舊侶〉、〈達哉樂天行〉。 
48〈江樓夜吟元九律詩成三十韻〉，頁 1058，46歲。 
49〈病中詩十五首：就暖偶酌戲諸詩酒舊侶〉，頁 2393，68 歲。 
50從唐文宗寶歷 2 年至武宗會昌元年，最後 15 年仕宦生涯，白居易先後 5 次因病免職，前四

次因病請百日長假，假滿依法免職，最後一次是大和 9 年，文宗下詔，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白

居易為同州刺史，白以病為由，不赴同州任職。〈醉中得上都親友書以予停俸多時憂問貧乏偶

乘酒興詠而報之〉：「一生耽酒客，五度棄官人。」自注云：「蘇州、刑部侍郎、河南尹、同州

刺史、太子少傅皆以病免也。」（頁 2530） 
51〈九日寄微之〉，頁 1677，55 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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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請假來多少日，五旬光景似須臾。已判到老爲狂客，不分當春作病

夫。 

楊柳花飄新白雪，櫻桃子綴小紅珠。頭風不敢多多飲，能酌三分相勸

無。52 

詩言告假百日迄今已過 50 天，因頭風而節制少飲酒；惟酒是忘憂物，「不敢多

多飲」的詩人後來自曝「醉後」偶見亡友元稹詩卷，不禁老淚縱橫：「今朝何

事一沾襟，檢得君詩醉後吟。老淚交流風病眼，春箋搖動酒杯心。」53 

    從風到痹，68 歲的白居易身體出現更大警訊。據隋代醫家巢元方《諸病

源候論．風痺候》所云：「痹者，風寒濕三氣雜至，合而成痹。其狀，肌肉頑

厚，或疼痛。由人體虛，腠理開，故受風邪也。病在陽曰風，在陰曰痹，陰陽

俱病曰風痹。」54痺的症狀是知覺遲鈍，肌膚麻木或疼痛，病在皮膚者稱

「風」，在筋骨者曰「痺」，兩者皆病，稱為「風痺」。他在〈病中詩十五首〉

詩序中自述罹患風痹的始末： 

開成己未歲，余蒲柳之年六十有八。冬十月甲寅旦，始得風痹之疾，體

癏目眩，左足不支，蓋老病相乘時而至耳。余早棲心釋梵，浪跡老莊，

因疾觀身，果有所得。何則？外形骸而內忘憂恚，先禪觀而後順醫治。

旬月以還，厥疾少間，杜門高枕，澹然安閑。吟諷興來，亦不能遏，因

成十五首，題為病中詩，且貽所知，兼用自廣。55 

                                                 
52〈酬舒三員外見贈長句〉，頁 2107。 
53〈醉中見微之舊卷有感〉，頁 3835，64歲。 
54隋．巢元方著、南京中醫學院校釋，《諸病源候論校釋》（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80），

頁 40。 
55〈病中詩十五首并序〉，頁 2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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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篇詩序是研究〈病中詩十五首〉的重要線索，除可將同時期同類型詩歌

繫聯在一起以利詩情之體悟，尚可與詩歌在內容上相互補充，此外更有涉及情

志治病的心理自我療癒。詩人在序中自述罹病的時間、病況、病程及心境，使

得這組詩歌看起來像病中日記。白居易在冬天受邪而罹患風痺之疾，他認為發

病原因是：「風疾侵淩臨老頭，血凝筋滯不調柔。」56描述年邁體衰，因風邪

入客經絡，久而不去，壅阻氣血，導致「肘痹宜生柳，頭旋劇轉蓬」57；「頭

眩罷垂釣，手痹休援琴」58等頭暈目眩、肢體不利的風痺症狀。這種病症會隨

季節氣溫變化而有輕重之別，嚴寒酷暑病情加劇，天氣暖和宜人則病情好轉，

對此詩人亦有切身體會。開成 5 年春，天氣和爽，病況好轉的白居易風趣言

道：「昨因風發甘長往，今遇陽和又小康。還似遠行裝束了，遲迴且住一何

妨。」59同年秋，病狀稍瘥的詩人即刻前往念茲在茲的香山寺遊賞，作詩憶及

「十二年來晝夜遊」60的情景，感慨無限。 

 

（5）氣嗽、肺病 

    此處將白居易的「肺病」視為呼吸系統疾病總稱。詩人的肺病除仕途蹇

舛、飲酒不節，並有因季節或風候所引起之病症，如「痰」、「嗽」等氣管疾

患；此外，更有因骨肉至親摯友早逝，悲愁交集，除傷及眼目，甚至損害肺氣

                                                 
56〈病中詩十五首．枕上作〉，頁 2388。 
57〈病中詩十五首．初病風〉，頁 2387。 
58〈病中宴坐〉，頁 2475，68 歲。 
59〈老病相仍以詩自解〉，頁 2409，69 歲。 
60〈五年秋病後獨宿香山寺三絕句其三〉，頁 2428，69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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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志之傷。37 歲才娶妻的詩人，近不惑之年掌珠入懷，給女兒取名「金

鑾」。不料金鑾子 3 歲時生病夭折，為紓洩喪女之悲，白居易共有三題四首哭

悼女兒的詩。61女兒夭折是時間與老莊佛禪也難醫治的傷痛，三年後偶遇女兒

乳母，詩人仍流涕無法忘情。62依中醫「七情致病」理論，「憂為肺之志」，

憂能傷肺；詩人因慟哭悲傷至極而致肺氣耗損，神氣消沉，「悲來四支緩，泣

盡雙眸昏。」63所以生理年齡才四十，心境卻已像七十人歲的老人。 

    中年遠謫江州，潛心讀書作詩，他說：「道屈才方振，身閑業始專。天教

聲烜赫，理合命迍邅。」64「身閑業始專」既是對元稹讚頌，何嘗不是對自己

藉寫作抒發鬱憤，擺脫俗累的自我詮釋。謫居歲月，詩酒為伴：「清瘦詩成

癖，粗豪酒放狂」65、「酒狂又引詩魔發，日午悲吟到日西」66。晚期他仿劉

伶〈酒德頌〉，作〈酒功贊〉，自稱常「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

如且飲。」67雖說文學成就多少補償安頓飽受折磨的心靈，酒杯亦承載其從

「兼濟」退而「行在獨身」，最終以「中隱」為歸宿，「從追求到幻滅的痛苦

探索過程」68；只是長期嗜酒縱酒的結果是：「痛飲年深肺損傷」69、「肺渴多

因酒損傷」70。 

                                                 
61〈病中哭金鑾子〉（40 歲）、〈念金鑾子二首〉（42 歲）、〈重傷小女子〉（44歲）。 
62〈念金鑾子二首〉，頁 529。 
63〈自覺二首其二〉，頁 538。 
64〈江樓夜吟元九律詩成三十韻〉，頁 1058，46歲。 
65〈四十五〉，頁 1010，45歲。 
66〈醉吟二首其二〉，頁 1106，47歲。 
67〈酒功贊〉，頁 3735，57-59 歲。 
68蹇長春，《白居易評傳》，頁 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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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酒雖非生理必需品，卻常與人際活動密切相關，形成一種文化現象。眾所

周知，喝酒傷肝。中醫五行生剋理論進一步指出，肝屬木，肺屬金，飲酒過度

會引發肝火炎上，灼傷肺金；是以詩人「肺病不飲酒」71是有醫學理論依據。

儘管他曾試圖節制飲酒，卻不無遺憾且帶著渴望：「病肺慚杯滿」72、「嘉肴與

旨酒，信是腐腸膏。」73這種非單純地享受飲酒樂趣的病中之酒，更多是愁情

宣洩的媒介，藉以表達病中抑鬱之情：「別後縱吟終少興，病來雖飲不多歡。

酒軍詩敵如相遇，臨老猶能一據鞍。」74雖然白居易把「嘉肴」、「旨酒」歸為

傷身的「罪魁」，生病使他少了很多飲酒的歡樂，但總不甘於受制肺病不飲

酒，有時甚至任性地說：「六十三翁頭雪白，假如醒黠欲何為？」75
     

（6）腰、足 

    關於腰部的書寫，除 3 首寫因體弱多病以致身形衰瘦的「腰瘦」詩外，76

其腰疾主要應屬意外害造成。55 歲初春，才因痰氣動而咳嗽連連，二月初外

出又意外墜馬傷及腰足，讓他臥床休養月餘。百無聊賴的臥疾心緒，有詩記

之： 

                                                                                                                                      
69〈九日寄微之〉，頁 1677，55 歲。 
70〈對鏡偶吟贈張道士抱元〉，頁 2405，68 歲。 
71〈閑居〉，頁 404，46-47歲。 
72〈潯陽歲晚寄元八郎中庾三十二員外〉，頁 1061，46 歲。 
73〈寄盧少卿〉，頁 2027，63 歲。 
74〈和令狐相公寄劉郎中兼見示長句〉，頁 1901，60 歲。 
75〈家釀新熟每嘗輒醉妻侄等勸令少飲因成長句以諭之〉，頁 2155，63 歲。 
76〈晚歲〉、〈答夢得秋日書懷見寄〉、〈六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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遙聞境會茶山夜，珠翠歌鐘俱遶身。盤下中分兩州界，燈前合作一家

春。青娥遞舞應爭妙﹐紫笋齊嘗各鬬新。自嘆花時北窗下﹐蒲黃酒對

病眠人。（時馬墜損腰，正勸蒲黃酒。）77
 

足傷遭馬墜，腰重倩人抬。祇合窗間臥，何因花下來？坐依桃葉妓，行

呷地黃盃。強出非他意，東風落盡梅。78
 

    湖州「紫笋茶」是茶聖陸羽口中的上品，每年茶季，湖、常二州刺史會在

州界處舉行茶宴活動――茶山境會。寶曆二年，與詩人交好的湖州刺史崔元

亮、常州刺史賈餗邀其同赴盛會，他因墜馬腰傷不克成行。足傷腰重，行動不

便的詩人欣羨想像友人鬥茶歡宴的盛況，還不忘請人把他抬到院子裡賞梅，邊

喝著能舒筋活血主治跌打損傷的蒲黃酒和地黃酒，邊賦詩與同座共樂。 

    有關足疾的書寫，墜馬傷腰前，白居易多稱「蹇步」；或形容醉態，79或

指稱步履艱難的腳。80具體描述腳痛的作品在 68 歲風痹後，此當為風痹所留

下後遺症，並困擾終生，這可由 69 歲的兩首詩得到明證： 

故紗絳帳舊青氊，藥酒醺醺引醉眠。斗擻弊袍春晚後，摩挲病腳日陽前。

行無筋力尋山水，坐少精神聽管絃。抛擲風光負寒食，曾來未省似今年。

81
 

                                                 
77〈夜聞賈常州崔湖州茶山境會想羨歡宴因寄此詩〉，頁 1659。 
78〈馬墜強出贈同座〉，頁 1658。 
79〈醉後走筆酬劉五主薄長句之贈兼簡張大賈二十四先輩昆季〉，頁 636-637，38歲；〈醉題候

仙亭〉，頁 1334，51歲。 
80〈酬盧祕書二十韻〉，頁 881，44歲、〈酬楊八〉，頁 1585，53歲。 
81〈病後寒食〉，頁 2408，69 歲。 



 

 

 

 

 

70                     通 識 教 育 學 報 第 二 十 三 期 

 

  

足疾無加亦不瘳，綿春歷夏復經秋。開顏且酌樽中酒，代步多乘池上

舟。幸有眼前衣食在，兼無身後子孫憂。應須學取陶彭澤，但委心形任

去留。82 

病後第一個寒食，喜愛尋山訪水探春的白居易鬱悶困居屋內，藉由藥酒

和按摩緩解因風痹所引發的病腳。綿春歷夏經秋，足疾不好也沒惡化，境隨心

轉，心轉境隨，近古稀之年的詩人逐漸調整生活態度與方式去適應這一變化，

既然行動不便就乘舟代步；「幸有」、「兼無」二詞，充分體現知足常樂，自

作心靈主宰的人生哲學。 

（7）其他 

    白詩中身體特定部位之疾病書寫，其特徵多屬長期性或反覆發作之病症，

病因多樣且彼此交相為病。集中尚有偶發病症之書寫，如「病瘡痏」83、「病

瘡」。瘡痏即瘡瘍，指包括體表上的腫瘍及癰、疽、疔瘡、癤腫等皮膚病。致

病因素有外感（六淫、外傷）和內傷（情志內傷，飲食不節），因集中無其他

可相互佐證發明之材料，僅能臆測詩人因年紀大，氣血循環不佳，當上述各種

致病因素侵入體內，引發局部氣血凝滯進而產生瘡瘍。至若，70-73 歲所表述

的〈病瘡〉詩云：「門有醫來往，庭無客送迎。病銷談笑興，老足歎嗟聲。鶴

                                                 
82〈足疾〉，頁 2422，69歲。 
83〈二月一日作贈韋七庶子〉，頁 2065，64 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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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臨池立，人扶下砌行。腳瘡春斷酒，那得有心情。」（頁 2545）可知其乃因

濕熱凝滯，不得宣通的「腳瘡」84，許是風痹所留下之後遺症。 

2. 不特定部位之身心違和感 

    這是白居易詩歌中的疾病書寫的另一言說方式，大量運用帶有「老」、

「病」、「衰」、「慵（懶）」等字眼所組成的語詞，從而形成白詩疾病書寫特有

的「慵言病語」。 

（1）老病衰 

    這種不特定身體部位的泛寫，最常見的是「老病相仍」形式，白集共有

131 首，扣除重出兩首，實 129 首。茲依其字詞組成形式，區分為「老病」聯

用，如「顧念嬌啼面，思量老病身」85，共 24 首；「老」「病」對舉，如「病

對詞頭慚彩筆，老看鏡面愧華簪」，86共 37 首；「老」「病」並舉，如「昏昏老

與病相和」87，共 15 首；「老」「病」同篇，如「欲將閒送老，須著病辭官」

88，共 55 首。這些哀嘆老病的詩作，貫穿一生，說明個體生命對衰老的無奈

與哀嘆。仔細分析其內涵，可以發現隨年歲和人生經歷之不同，疾病對詩人心

境的轉折與影響亦有階段性的改變。 

                                                 
84顧世澄著、淩雲鵬點校，《瘍醫大全》（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87），頁 969。 
85〈羅子〉，頁 1049，46 歲。 
86〈中書寓直〉，頁 1266，50 歲。 
87〈早春憶微之〉，頁 1545，53 歲。 
88〈祭社宵興燈前偶作〉，頁 1543，52 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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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年時期書寫老病的詩有 4 首89，創作主題一致，主要表達詩人對自身病

貧的隱憂與詠歎情感抑鬱之苦悶；詩中的「老」與「病」，應非身體機能而是

心靈層面的老病衰感。退居下邽的失落與親朋摯友相繼亡故，更深化其焦慮：

「但恐鏡中顏，今朝老於昨。……萬病皆可治，唯無治老藥。」90白居易形體

上衰老的具體徵兆是從齒髮開始，詩中最常用以表現老病衰主題的語言有「白

髮」、「霜毛」、「雪鬢」、「昏眼」、「衰齒」等，這些語詞從 40 歲起大

量重複出現，成為老病衰主題意象模式的基本要素： 

四十猶未老，憂傷早衰惡。前歲二毛生，今年一齒落。形骸日損耗，心

事同蕭索。夜寢與朝飧，其間味亦薄。同歲崔舍人，容光方灼灼。始知

年與貌，衰盛隨憂樂。畏老老轉迫，憂病病彌縛。不畏復不憂，是除老

病藥。91
 

形骸盛衰與精神憂樂有極密切關係。詩中他對比同齡的崔舍人之容貌、

體質，得出「畏老老轉迫，憂病病彌縛。不畏復不憂，是除老病藥」論點。中

年時期詩人看似得到解脫的瀟灑結論，其實感慨時光飛逝，人生短暫的畏老情

緒，才是此時期詩歌的基本情調。白居易清楚意識到生老病死是人間不可迴避

亦無法超越之課題，哀傷憂慮與化解超越的矛盾錯綜交織於詩歌中；當健康不

佳，抑或聽聞知交零落，衰老之感益發強烈：昨日聞甲死，今朝聞乙死。知識

三分中，二分化為鬼。」92「耳裏頻聞故人死，眼前唯覺少年多。」93 

                                                 
89〈病中作〉（18 歲）、〈歎髮落〉（30 歲）、〈永崇里觀居〉（34歲）、〈早梳頭〉（39歲）。 
90〈歎老三首其一〉，頁 517，40 歲。 
91〈自覺二首其一〉，頁 538，40 歲。 
92〈逝感寄遠〉，頁 509，45-47 歲。 
93〈悲歌〉頁 1374，52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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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思舊〉詩中述及諸友服食丹藥，「或疾或暴夭」，且自言「唯予不服

食，老命反遲延。」94實則詩人也曾因擔心老病衰慵，幾度嘗試燒藥鍊丹，95

毫無所得後方不再迷戀；白集中有詩描述這一體認： 

白髮逢秋王，丹砂見火空。不能留姹女，爭免作衰翁，賴有盃中綠，能

為面上紅。少年心不遠，只在半酣中。（〈燒藥不成命酒獨醉〉，頁

2312，66歲） 

早夭羨中年，中年羨慕齒。暮齒又貪生，服食求不死。朝吞太陽精，夕

吸秋石髓。徼福反成災，藥誤者多矣。以之資嗜慾，又望延甲子。天人

陰騭間，亦恐無此理。（〈戒藥〉，頁 2476，68歲） 

曾經熱衷丹術的詩人終徹領悟，人的衰老是不可抗拒的自然規律，人世

間並沒有不老不死之藥。 

（2）慵懶 

多數學者注意到白居易的「慵」多與「拙」或「閑」繫聯在一起，且導

源自獨善的人生態度。96然白詩最早提到「慵」字，卻是與疾病書寫有關。其

書寫內涵有「老慵」、「頭慵」、「身慵」、「心慵」、「性慵」、「行

慵」、「疏慵」、「放慵」，他還有專詠「慵」的詩： 

                                                 
94〈思舊〉云：「退之服流黃，一病訖不痊。微之鍊秋石，未老身溘然。杜子得丹訣，終日斷

腥羶。崔君誇藥力，經冬不衣綿。或疾或暴夭，悉不過中年。唯予不服食，老命反遲延。」頁

2023，63歲。 
95〈江州赴忠州至江陵以來舟中示舍弟五十韻〉，1139-1140 頁，48 歲。〈同微之贈別郭虛舟鍊

師五十韻〉，1408-1409頁，54 歲。 
96日．管野禮行〈白居易詩中的慵和拙〉，《漢文教室》，1996 年 9 月，第 152 號；李昌舒，〈論

白居易的獨善心態及其審美意蘊〉，《文藝研究》，2009 年，第 11期，頁 6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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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官慵不選，有田慵不農。屋穿慵不葺，衣裂慵不縫。有酒慵不酌，無

異樽長空。有琴慵不彈，亦與無絃同。家人告飯盡，欲炊慵不舂。親朋

寄書至，欲讀慵開封。嘗聞嵇叔夜，一生在慵中。彈琴復鍛鐵，比我未

爲慵。97
 

嵇康在〈與山巨源絕交書〉中自述本性與生活狀況，極言自己的

「懶」：「性復疏懶，筋駑肉緩，頭面常一月十五日不洗，不大悶癢，不能沐

也。」98惟懶正是嵇康保持自由獨立人格，拒不出仕的理由與憑藉。為避禍

患，自求外任的白居易以攀比方式化用嵇康慵懶典故，反復歌詠自己頹廢心

態；他將自己的慵懶和嵇康相比較：「阮籍謀身拙，嵇康向事慵。」99「慵於

嵇叔夜，渴似馬相如。」100「豈是交親向我疏，老慵自愛閉門居。近來漸喜

知聞斷，免惱嵇康索報書。」101〈慵不能〉詩云：「架上非無書，眼慵不能

看。匣中亦有琴，手慵不能彈。腰慵不能帶，頭慵不能冠。」102更從衣食住行

等方面暴露老邁景況。 

    以太子賓客分司洛陽時，詩人將「慵懶」生活處世的態度展示得更加淋漓

盡致： 

                                                 
97〈詠慵〉，頁 335，43歲。 
98嵇康著，戴明楊校注，《嵇康集校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2），頁 117。 
99〈秋齋〉，頁 1717，56歲。 
100〈酬令狐留守尚書見贈十韻〉，頁 3829，58 歲。 
101〈老慵〉，頁 1933，58-59歲。 
102〈慵不能〉，頁 1505，59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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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慵無病常稱病，心足雖貧不道貧。（〈酬皇甫賓客〉，頁 1942，59

歲） 

身慵難勉強，性拙易遲回。布被辰時起，柴門午後開。忙驅能者去，閑

逐鈍人來。自喜誰能會？無才勝有才。（〈自喜〉，頁 2110-2111，62

歲） 

詩中的「慵」除身體的懶散疲困，更多是用來詮釋不急不徐的生活態度和

「不爭」的處世態度。詩人因「閑」而生「慵」、「懶」，既自嘲亦享受這種閒

散逍遙的心理和懶散無為的生活狀態。 

二、 轉化之旅與自我療癒 

（一） 自性的追尋：轉化之旅 

    瑞士的精神科醫師榮格（Carl Gustav Jung, 1875-1961）提出「個體化」概

念，並將它應用於個體人格的「轉化」與「發展」。他認為「個體化」是為讓

「自我意識」獲得更寬廣發展。榮格學派學者莫瑞．史丹認為榮格個體化歷程

以兩個主要運動來推展：「分離」和「整合」。榮格將「自我」的發展分成「人

生上半場」與「人生下半場」。「自我」在「人生上半場」的形成過程中會受到

環境「無意識」的影響或干擾；在「人生下半場」，又須承載上半場所受到壓

抑的「情結」，及因環境因素影響造成「人格」發展的不健全，這其中包括

「人格面具」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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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瑞．史丹「中年轉化」的理論著重在第二個毛毛蟲階段。103它在中年的

蛻變中達到頂點，真實的自性誕生，且在人生的下半場開始具體成形。在這段

「過渡狀態」時間，104個人世界最根本的基礎進行重新建構，這種「轉化」將

改變一個人的人生態度、行為及意義感。轉化的意象因人而異：宗教、夢、印

象深刻的人，或生命中重大創傷等。105中年危機共同特徵是，出現持續的厭倦

與憂鬱情緒，對生命本身或過去曾經理想化的特定人物感到幻滅與失望，年少

時所追求的快樂與成就的夢想全然消融或突然粉碎，死亡焦慮等。106莫瑞．史

丹還認為中年和老年之間也可能存在第個三毛毛蟲階段，產生另一次轉化，這

最後的蛻變將產生一種自性感，這一高度精神性的自性，目標在超越時間限制

的永恆，就像一個人準備最後的容讓與退隱。107
  

    以此觀察白居易疾病書寫過程與心境的轉換，可看到明顯的蛻變軌跡。筆

者以為 44-58 歲的生命期是白居易生命轉化的「過渡狀態」時期。分司洛下

後，則是白居易第三個毛毛蟲階段的另一次轉化。元和九年冬，白居易因武元

衡事件遭讒連續被貶，此重大挫折讓他的思想和人生道路發生變化性轉折。為

                                                 
103莫瑞．史丹從終生發展和週期角度，提出人生有三個毛毛蟲階段：兒童期（第一個毛毛蟲階

段）到青少年期的蛻變達到最高潮，雖已確立大人模樣，然真實自性仍潛藏在此階段的適應性

結構和種種需要之下。第二個毛毛蟲階段，是中年轉化；可能存在中年與老年間的第三個毛毛

蟲階段。見《轉化之旅：自性的追尋》，頁 39。 
104所謂「過渡狀態」，指的是「在穩固正常的生命結構之間模稜兩可的狀態，一個人會因為失

去堅實的參考點而茫然。」見《轉化之旅：自性的追尋》，頁 56。 
105同上註，頁 33。 
106同上註，頁 60。 
107同上註，頁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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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禍遠嫌，他緘默不再過問政治：「宦途自此心長別，世事從今口不言。」108

傚慕陶淵明嚮往隱逸生活，企圖從老莊佛禪思想求得解脫。46 歲作〈詠懷〉

詩云： 

自從委順任浮沉，漸覺年多功用深。面上滅除憂喜色，胸中消盡是非

心。妻兒不問唯耽酒，冠帶皆慵只抱琴。長笑靈均不知命，江蘺叢畔苦

悲吟。（頁 1024） 

詩中雖自豪已能擺脫「是非心」羈絆，甚至嘲笑屈原「不知命」，然從「委順

任浮沉」、「妻兒不問唯耽酒」等句，可看出正因其一心用世，無所歸依的失落

感也就益發強烈。 

    早期被隱藏的特質，在人生下半場因經歷「根本的轉折」被呈顯出來；為

繼續向前邁進，首先要理解、修復失落的本質。中年轉化的第一階段需被分離

的是早期的認同。自我須放開對人格面具的依附，漂流穿越過渡時期，確認痛

苦來源，再經由失落、哀悼，然後埋葬。曾經是中唐時期「社會的良心」109的

白居易，「兼濟」之志的「儒者」身分始終存藏胸中，分別作於 36-44 歲之際

的〈新製布裘〉、51 歲的〈醉後狂言酬贈蕭殷二協律〉及 60 歲的〈新製綾襖

成感而有詠〉等詩，均表現出慨然以救濟天下人為己任的胸懷。後者更因以一

己飽暖之餘尚且憐閔他人之飢寒，被宋人拿來媲美杜甫〈茅屋為秋風所破

歌〉。110 

                                                 
108〈重題〉其四，頁 1030，46 歲。 
109余英時，《士與中國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頁 7。 
110宋．黃徹，《䂬溪詩話》，丁福保編，《歷代詩話續編》（北京：中華書局，2001），頁

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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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入仕之初，白居易即萌生「獨善」思想的種子，寫於 34 歲長安校書

郎時期的〈永崇里觀居〉云： 

年光忽冉冉，世事本悠悠。何必待衰老，然後悟浮休！真隱豈長遠，至

道在冥搜。身雖世界住，心與虛無遊。⋯⋯寡欲雖少病，樂天心不憂。

何以明吾志？《周易》在床頭。（頁272-273） 

明顯透露青年時期委順從容、樂天不憂的體會。江州之貶讓他充分體驗生活世

界的現實與殘酷，同時也喚起昔日任左拾遺曾與元稹相互許的「林泉之期」。

111他在〈白雲期〉中反思貶官的原因：「三十氣太壯，胸中多是非。……四十

至五十，正是退閑時。」（頁387）「氣太壯」、「多是非」，是對過去創作諷喻詩

批評時政種種作為的自我否定；「四十至五十」，正是生命轉折退閑的最佳時

機。對白居易而言，遠謫江州意謂著不為文飾、只為君臣民物、「志在兼濟」

且自我評價較高的「諷喻詩」的創作時代宣告結束。112左遷的衝擊，再加上因

身老病衰所導致「年年衰病減心情」113的種種不堪，帶領著他的心靈走進以

「閑」去疾的「過渡」。 

 

                                                 
111〈昔與微之在朝日同蓄休退之心迨今十年淪落老大追尋前約且結後期〉：「宦情君早厭，世事

我深知。常於榮顯日，已約林泉期。」頁 397，46-47 歲。 
112白居易對自己的諷諭詩評價遠高於其他三類詩作。他在十五卷詩集編成後，賦〈編集拙詩成

一十五卷因題卷末戲贈元九李二十〉詩贈元稹和李紳，提及「近正聲」〈秦中吟十首〉和「短

李伏」的〈新樂府五十首〉皆屬諷諭詩。 
113〈南湖早春〉，頁 1077，47 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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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中年開始轉化，失落感與日俱增，伴隨的還有生命有限、對死亡的恐

懼、懷舊的哀悼等情緒。仕途挫折，讓他產生對當年顛峰體驗的懷念與追尋，

這種失落情緒表現在江州之貶後的「曲江」詩作中。114如 49 歲的〈曲江亭晚

望〉有「詩成闇著閒心記，山好遙偷病眼看」之句；51 歲有〈曲江感秋二

首〉，總結起自元和 2 年起的〈曲江早秋〉，迄今 14 年來的經歷和感慨，得

出：「晚遇何足言，白髮映朱紱。銷沉昔意氣，改換舊容質。」「獨我鬢間

毛，昔黑今垂素。榮名與壯齒，相避如朝暮。」115早年苦心孤詣追求的雁塔題

名、曲江宴飲，與後來多故的人生相較，不過是「朱紱」與「榮名」。詩題中

的「晚望」、「感秋」，不僅點出時間節候變化，也表徵飽受老病衰慵折磨的詩

人對自我生命的反思和觀照。 

    從縣尉到翰林學士，再到門前冷落的江州司馬，白居易深刻感受宦海沉

浮，江州赴忠州途中他寫下五十韻長詩總結人生道路，並調整自己的心態： 

險路應須避，迷途莫共爭。此心知止足，何物要經營。……無妨隱朝

市，不必謝寰瀛。但在前非悟，期無後患嬰。多知非景福，少語是元

亨。晦即全身藥，明為伐性兵。116 

 

                                                 
114唐．李肇《國史補》云：「進士為時所尚久矣，是故俊乂實集其中，由此出者，終身為聞

人……；會大醼於曲江亭子，謂之曲江會。」（臺北：世界書局，1962），頁55-56。白居易

在翰林學士任上曾參加曲江宴集，並有詩〈上巳日恩賜曲江宴會即事〉抒寫內心激情和快意。 
115〈曲江亭晚望〉，頁 1227；〈曲江感秋二首〉，頁 623。 
116〈江州赴忠州至江陵以來舟中示舍弟五十韻〉，頁 1139-1140，48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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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詩堪稱人生態度轉變的宣言書。陳寅恪說：「樂天之思想，一言以蔽之

曰：『知足』」117，應該說白居易知足保和思想始於忠州之變。詩人從江州低谷

走向瘴氣遠郡的忠州，窮鄉僻壤讓他那顆躁動復起之心逐漸沉澱下來，「滅除

殘夢想，換盡舊心腸」118，真切冷靜反思自己多年官場得失及人生的價值意

義。 

（二） 自我療癒 

    分司洛下前，白居易是位對生死問題異常敏感的詩人，衰羸體質愈加深其

對時光推移中萬物凋逝的感傷，這種對生命流程的敏覺，時時與自然界的生物

聯繫，自然界花開葉落的流變無一不襯映出詩人的遷逝之感：「鬢毛遇病雙如

雪，心緒逢秋一似灰。」119正如蕭馳所言，詩人「感物」之時，正是心中「有

事」之日，「心中有榮枯、聚散、苦樂、窮通的計較之日」120。經江州之貶的

深刻體驗，白居易調整心態，以「退閑」作為仕途策略，慕閑求退，直至致

仕。50 歲在長安任主客郎中、知制誥時所作〈自問〉：「黑花滿眼絲滿頭，早

衰因病病因愁。宦途氣味已諳盡，五十不休何日休？」（頁 1267）充分表露出

這種病閑退守的姿態。 

習禪和求道兩不誤的白居易，在個體生存受到威脅，生命價值被削損

時，為保有自然生命本質，儒家「獨善」思想這種切實有效的精神關懷和慰

                                                 
117陳寅恪，《元白詩箋證稿》，頁 327。 
118〈郡齋暇日憶廬山草堂兼寄二林僧社三十韻皆敘貶官已來出處之意〉，頁 1151。 
119〈百花亭晚望夜歸〉，頁 1008，45歲。 
120蕭馳，《中國思想與抒情傳統第二卷：佛法與詩境．洪州禪與白居易閒適詩的山意水思》（臺

北：聯經出版公司，2012），頁 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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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即成為最佳選擇；仕途挫折、身心衰老，亦漸次地從佛道修習中得到解

脫。121〈讀禪經〉云：「須知諸相皆非相，若住無餘卻有餘。言下忘言一時

了，夢中說夢兩重虛。空花豈得兼求果？陽焰如何更覓魚？攝動是禪禪是動，

不禪不動即如如。」122從此詩可知詩人對禪宗圓融通透的妙義有獨到領悟，不

求淨土，也不坐禪持戒，安身憑盡力，安心靠知足。理解動靜皆禪的本質，闡

發寂而常照，照而常寂的動靜不二的禪理，由於這種了悟，白居易開立自己任

運隨緣、自由曠達的人生哲學。 

63 歲分司洛下，他力行自身所體悟禪宗心無滯境、隨處皆禪的生活模式： 

曉服雲英漱井華，寥然身若在烟霞。藥銷日晏三匙飯，酒渴春深一椀茶。

每夜坐禪觀水月，有時行醉玩風花。淨名事理人難解，身不出家心出家。

（頁 2161） 

服雲母、漱井華水皆為中醫日常養生之方，123惟藥石療疾之餘，詩人更著意

「寥然身若在烟霞」、「身不出家心出家」之心不染著，隨境自然，適情自在即

是藥的自我療癒方式。 

    隨年歲增長，他不再敘寫掉髮，轉而吟詠髮落頭禿的輕鬆以自嘲自適，如

「綸巾髮少渾敧仄」124，「髮少頭清涼」125，「髮少嫌巾重」126。困擾數十年的

                                                 
121賈晉華，〈「平常心是道」與「中隱」〉，《漢學研究》，第 16卷，第 2 期，頁 317-349。 
122〈讀禪經〉，頁 2173，63歲。 
123明代李時珍《本草綱目》卷五井泉水《集解》：「汪穎曰：『平旦第一汲，為井華水』。」中醫

認為此水有安神、鎮靜、清熱、助陰等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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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疾，到晚年似乎接受也理出心得自我寬慰：「眼雖病，猶明於徐郎中」127，

轉換另種心情來看待世事：「眼澀夜先臥，頭慵朝未梳。有時扶杖出，盡日閉

門居。懶照新磨鏡，休看小字書。」128他以分司同官中因疾失明的徐晦作對

比，既然無法改善視力，「不如迴念三乘樂，便得浮生百病空。」129讓疲

累的雙眼和心理獲得充分的安靜與休息，才是最佳的養目之道。 

    在敘寫齒病的詩中，白居易 3 首「叩齒」養生詩，雜襯在疾病書寫中，格

外引人注目： 

叩齒晨興秋院靜，焚香冥坐晚窗深。七篇真誥論仙事，一卷檀經說佛心。

130
 

頭醒風稍愈，眼飽睡初足。起坐兀無思，叩齒三十六。何以解宿齋，一

杯雲母粥。131
 

皤然一老子，擁裘仍隱幾。坐穩夜忘眠，臥安朝不起。起來無可作，閉

目時叩齒。靜對銅爐香，暖漱銀瓶水。午齋何儉潔，餅與蔬而已。西寺

講楞伽，閑行一隨喜。132 

                                                                                                                                      
124〈陝府王大夫相迎偶贈〉，頁 1877，58歲。 
125〈旱熱二首其二〉，頁 2073，64歲。 
126〈春暖〉，頁 2411，69歲。 
127〈吟四雖〉，頁 2031，63歲。 
128〈詠老贈夢得〉，頁 2236，66 歲。 
129〈病中看經贈諸道侶〉，頁 2528，71 歲。 
130〈味道〉，頁 1577，53 歲。 
131〈晨興〉，頁 1506，59 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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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經》云：「腎生骨隨，……在體為骨，……在液為唾」；133中醫學認為

牙齒的生長發育或枯槁脫落，與腎中精氣的盛衰有絕對關係，所謂「齒者，腎

之標，骨之本也。」134腎氣不足則牙齒容易鬆動甚至脫落；叩齒能健齒、充腎

精，並可催生唾液，是謂「金津」，又稱「玉液」，135有滋養腎中精氣作用。40

歲開始掉牙，136半百之年，「秋泉漱齒寒」，137勤於養生的詩人開始學習道教養

生之法，清晨「叩齒」，內服藥餌（雲母粥），焚香冥坐，讀詩聽琴，參讀經

禪；同時調整生活形態，既然骨之餘的牙齒先天本質不佳，朝水冷齒何妨「暖

漱銀瓶水」，「沒齒甘蔬食」，138簡單飲食，安順於不適的病痛，努力探求心理

恬靜和安樂適意的生活。 

    有意趣的是，等到「鍊盡少年成白首」時，139他反倒釋懷，不僅自我安

慰：「偕老不易得，白頭何足傷」140，甚至在雨雪霏霏的黃昏，與三個年紀超

過自己的老者喝酒賦詩：「黃昏慘慘雪霏霏，白首相歡醉不歸。四個老人三百

                                                                                                                                      
132〈晚起閑行〉，頁 2489，71 歲。 
133虞舜、于莉英點校，《黃帝內經．素問．陰陽應象大論》（南京：江蘇科學技術出版，2008），

頁 32-36。 
134清．沈金鼇撰，李占永、李曉林校注，《雜病源流犀燭》（北京：中國中醫藥出版社，1994），

頁 375。 
135唐．孫思邈〈孫真人枕上記〉云：「侵晨一盌粥，夜飯莫教足。撞動景陽鐘，叩齒三十六。」

叩齒能警醒身神，叩齒時所產生之津液，醫書稱為「金津玉液」，可「溉潤臟身，流利百脈，

化養萬神，肢節毛髮，宗之而生也。」（〔日〕丹波康賴著、趙明山等注釋，《醫心方》（瀋陽：

遼寧科學技術出版社，1996），頁 1113。 
136〈自覺二首其一〉：「前歲二毛生，今年一齒落」，頁 538，40歲。 
137〈祭社宵興燈前偶作〉」，頁 1543，52歲。 
138〈醉中得上都親友書以予停俸多時憂問貧乏偶乘酒興詠而報之〉，頁 2530，71 歲。 
139〈夢得前所酬篇有鍊盡美少年之句因思往事兼詠今懷重以長句答之〉，頁 2408，69 歲。 
140〈二年三月五日齋畢開素當食偶吟贈妻弘農郡君〉，頁 2491，71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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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人間此會亦應稀。」他在詩中自注：「裴年九十餘，王八十餘，予與夢得

俱七十，合三百餘歲，可謂稀有之會也。」141題中的「裴賓客」即裴洽，白居

易在另首詩中讚他「九十不老真地仙」142；「王尚書」是王起，時年 82，相形

之下，他與劉禹錫都是小老弟了。 

    白居易最後一次提到「頭風」是他在洛陽病後獨坐新亭，想起時任太子賓

客的同齡老友李紳時所作： 

新亭未有客，竟日獨何爲？趁暖泥茶竈，防寒夾竹籬。頭風初定後，眼

暗欲明時。淺把三分酒，閑題數句詩。應須置兩榻，一榻待公垂。143
 

這首詩透露出幾項訊息：其一，白居易十分懂得生活趣味；其二，好東西不吝

與好朋友分享；其三，「醉吟」先生不能沒有酒。開成 5 年春，天氣和爽，病

情好轉的詩人頗富風趣言道：「昨因風發甘長往，今遇陽和又小康。還似遠行

裝束了，遲迴且住一何妨。」144同年秋，病況稍瘥即刻前往念茲在茲的香山寺

遊賞，憶及「十二年來晝夜遊」145的情景，詩人無限感慨。晚年飽受風痺之苦

的詩人，因吸納體悟禪宗一念之轉，覺迷見悟功夫，得出以閑療疾養壽的自我

療癒之道：「藥停有喜閑銷疾」146、「一覺閑眠百病銷」147、「止足安生理，優

                                                 
141〈雪暮偶與夢得同致仕裴賓客王尚書飲〉，頁 2450，70 歲。 
142〈春夜宴席上戲贈裴淄州〉，頁 2296，66 歲。 
143〈新亭病後獨坐招李侍郎公垂〉，頁 2241，64-65 歲。 
144〈老病相仍以詩自解〉，頁 2409，69 歲。 
145〈五年秋病後獨宿香山寺三絕句其三〉，頁 2428，69歲。 
146〈狂吟七言十四韻〉，頁 2555，73歲。 



 

 

 

 

                       

不病不得閑白居易詩歌中的疾病書寫與自我療癒              85 

              

 

   

閑樂性場。是非一以遣，動靜百無妨。豈有物相累？兼無情可忘。不須憂老

病，心是自醫王。」148白居易將知足與悠閑並舉，在人生最終點提示後世「心

是自醫王」之祛病防老的個人體驗與生存智慧。 

    不同於江、忠二州任上買醉銷愁、品味苦酒的滋味，一生耽酒的白居易晚

年對酒的依賴程度更深，同時也更體會出飲酒的單純樂趣。從元和 13 年至會

昌 2 年，白集中共有 15 首「卯飲」詩，做為第一個將「卯飲」當成詩歌題材

集中展現的詩人，白氏卯飲的初衷興許來自對陶淵明的仿效：「午茶能散睡，

卯酒善銷愁」149；然隨生存境遇改變，「卯飲一杯眠一覺，世間何事不悠悠」

150，晨起小酌終成為其晚年日常生活閑樂精神體驗的一部分。151 

三、 結語 

    疾病是生命的另一種狀態，人的思維、感覺、情感、行為等各方面均會受

其影響，進而伴隨焦慮、悲愴、惆悵等負面悲觀的情緒變化。貶官衝擊，以

〈琵琶引〉為里程碑，讓詩人「看到」從前不甚重視、「略之可也」152的感傷

詩的魅力。153雖有學者曾指出： 

                                                                                                                                      
147〈閑眠〉，頁 2558，74 歲。 
148〈齋居偶作〉，頁 2580，75 歲。 
149〈府西池北新葺水齋即事招賓偶題十六韻〉，頁 1975，60 歲。 
150〈卯飲〉，頁 2515，70 歲。 
151沈揚，〈論白居易的卯飲〉，《新國學》，第 11卷，2015 年 6月，頁 61-88。 
152〈與元九書〉，頁 2789-2796。 
153雖然白居易在〈與元九書〉中說：「或退公獨處，或移病閒居，知足保和，吟玩情性者一百

首，謂之『閒適詩』。」然此說僅適用 53 歲以前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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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人不一定把自己在現實社會中的本來面目原原本本地反映在作品

裡。……白居易在表現自我時，有時會十分在意自己在別人眼中的形

象。這個特點亦將直接影響到對其詩的鑒賞和評價。154 

此觀點堪稱精闢，然在疾病書寫場域氛圍中觀察白居易的詩，可發現詩人完全

敞開心靈地自由書寫，絲毫不介意他者眼光。與「諷諭詩」的主題和言說方

式、對象大不相同，白居易繼承杜甫書寫生活瑣事的主題內容，並將之提升至

審美層次領域，155從詩題，如〈沐浴〉、〈足疾〉、〈戒藥〉、〈早梳頭〉

等，完全「貼近生活，貼近世俗」156，描寫日常行坐起臥，動靜生活；其疾病

書寫多有特定言說對象，這同樣可從詩題看出，如題中的「酬」、「贈」、

「和」、「寄」、「送」、「別」、「答」、「得」、「聞」、「尋」、「上」、「呈」、「謝」、

「感」、「招」、「憶」、「哭」、「嘆」的諸親朋好友即其言說之對象。人生後半

段，白居易積極書寫日常瑣事、起居行臥，尤其是關於老病衰慵身體感的敘

事，這種建構在自我安慰與寬解的詮釋之上的對疾病的體認，正是他自我療癒

的策略。 

    在自性追尋的轉化之旅中，可發現白居易不斷地自我修正其生存哲學，他

所開創「似出復似處，非忙亦非閑，不勞心與力，又免饑與寒」157的獨特姿態

                                                 
154日．小川環樹著，周先民譯，《風與雲：中國詩文論集》，〈《唐代詩人》序說〉（北京：中

華書局，2005），頁 58。 
155呂正惠，〈杜甫與日常生活〉，《杜甫與六朝詩人》（臺北：大安出版社，1989），頁 200。 
156余恕誠，《唐詩風貌及其文化底蘊》（臺北：文津出版有限公司，1999），頁 94。 
157〈中隱〉，頁 1493，58 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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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宦隱生活，既保障個體生命的生存，又成全自性的自適與圓滿。與人生前半

場老、病、衰、慵的哀歎和思鄉情懷的心態大異其趣；分司洛下後，白居易一

改懼老畏衰憂死的敘事，以高度的創造力呈顯出「富於黔婁，壽於顏回，飽

於伯夷，樂於榮啟期，健於衛叔寶，幸甚幸甚！余何求哉？」158的痛快豁達

的老後書寫，療癒飽受病痛摧折的身體與心靈。晚期詩歌可清楚看到這一變化

軌跡，他不再哀鳴老病衰，而是從原來的人格面具轉向更為自在的自性追求，

恣意渲染日常生活的慵懶與肢體坐臥的舒適愉悅的快感和滿足。儘管身體的病

痛依舊存在，失去親友的悲楚亦難消減，「不是現實充滿的幸福」，但正如論者

所言，白居易「而只是從現實中掬取了幸福」159。 

  

                                                 
158 〈醉吟先生傳〉，頁 3783。 
159 日．川合康三著，劉維治、張劍、蔣寅譯，《終南山的變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7），頁 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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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etry of Bai Juyi: Illness Expression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Self-healing 

 

Shu-Mei Chou 

Associate Professor, Center for General Education, China Medical University, ,Taiwan 

Abstract 

Bai Juyi, a poet in the mid-Tang Dynasty, is a frail yet long-lived and productive 

man and this course was clearly revealed through his poetry. The majority of the 

poetry mentioned senescence, sickness and death, which clearly voices his fear of 

illness and strong life consciousness at the same time. However, contrary to the 

lament and the emotion of homesick in his youth, his writing style turns into open-

minded and optimistic for mental and physical healing while aging. This paper 

applies the transformation concept of Murray Stein, a Jungian scholar, to explore 

how Bai Juyi went through separation, liminality, and integration via illness 

expression. Through the process, he viewed the meaning of self-existence and the 

value of life; thereupon resolving lots of self-contradiction while living. Hope that 

readers can not only model his aesthetic images and sentiment, but also take his 

transformation experience as reference while encountering midlife crisis and further 

realizing the innate self-actualization to the most extend. 

 

Keywords：Bai Juyi, Illness Expression, Self-healing, Midlife Trans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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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岡青洲《乳岩辨證》、《乳岩辨》古籍抄本探析 

趙久惠1
  陳光偉2

 李德茂3
 

摘要 

日本醫家華岡青洲（Hanaoka Seishu, 1760-1835）於 1804 年以自創中草藥口服

麻醉藥完成世界首例全身麻醉的乳腺癌切除手術而著名，其融合傳統醫學醫理

與荷蘭醫學外科技術開創「華岡流」醫學，治療過 156 位乳腺癌病人，乳腺癌

治療照護方法獨樹一格。華岡青洲口述其臨床治療經驗並由門生抄錄成書的日

文古籍《乳岩辨證》、《乳岩辨》，成為十九世紀前期，結合西醫外科手術與傳

統醫學術後照護的重要乳腺癌手術照護治療專書。本文探究華岡青洲古籍抄本

《乳岩辨證》、《乳岩辨》兩書所論及的乳腺癌術前、術後臨床照護實踐，從辨

證、術後傷口綁縛包紮法、局部腫塊腐蝕法運用、湯方調養與膏貼應用的照護

特色，發現華岡青洲師法明代中醫外科名醫陳實功（1555-1636）的治則，承

續其中醫外科治法精神之新創性照護方法。 

 

關鍵詞：華岡青洲、乳岩、陳實功 

 

                                                 
1 中國醫藥大學中醫學系博士生 
2 中國醫藥大學中醫學系副教授 
3 中國醫藥大學中醫學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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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西方醫學乳腺癌診療史的進展緩慢（Sakorafas & Safioleas, 2009），直到文

藝復興時期（約 14 至 16 世紀）才因解剖學和實驗病理學興起，刺激了醫學實

踐，主宰了幾個世紀的 Galen 黑膽汁過剩引起乳腺癌的體液學理論才退去光環

（Sakorafas & Safioleas, 2010）；此時期之後，外科醫生開始使用各種儀器實現

乳房切除術快速操作（Sakorafas & Safioleas, 2009）。德國外科醫師 Johannes 

Schultetus 描述十七世紀西方乳腺癌的切除手術步驟，是先用鐵環將乳房束緊，

然後迅速旋轉半圓形的刀片，在很短的時間內完成乳房切除，再用炙熱的鐵器

燒灼傷口來控制出血（Sakorafas & Safioleas, 2009; Silva, Zurrida & Veronesi, 

trans. 2005/2014），參見圖一。法國醫師 Henri Francois Le Dran 十八世紀中葉

提出乳腺癌淋巴擴散的理論，認為乳腺癌在早期是一種局部疾病，可以通過手

術有效治療；另一個法國醫師 Jean Louis Petit 也認為需要切除擴大的腋窩淋

巴結，在 1744 年提出一種非常類似於根治性乳房切除術的手術（Sakorafas & 

Safioleas, 2009, 2010; Silva, Zurrida & Veronesi, trans. 2005/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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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沒有麻醉狀態的乳腺癌手術步驟 

資料來源：Sakorafas, G. H., & Safioleas, M. (2009). Breast cancer surgery: an historical 

narrative. Part I. From prehistoric times to Renaissance. Eur. J. Cancer Care, 18(6), 530-542. 

但是，在沒有麻醉的情況下進行乳腺癌手術，對病人而言猶如慘忍酷

刑。乳腺癌患者英國女作家 Fanny Burney （1752－1840）在寫給家鄉姊妹的

書信中，提及她 1811 年接受乳房切除術，全程清醒，感受可怕的手術刀刺進

乳房、割斷血管與肌肉，唯一的麻醉劑只是一杯加味酒，整個過程是一場放聲

尖叫、哭喊不停的恐怖切割過程（Collins, 2016；Yalom, trans. 1997/2000；

Tilney, trans. 2011/2016）；缺乏麻醉和傷口感染（缺乏無菌技術）的問題，依

現在的標準，當時的乳腺癌外科手術通常是不人道的治療（Collins, 2016；

Sakorafas & Safioleas, 2009）。 

十八世紀時的西方外科乳腺癌手術，面臨缺乏麻醉和傷口感染控制等棘

手的問題，則在十九世紀初期被日本醫師華岡青洲（Hanaoka Seishu）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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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岡青洲於 1804 年以口服中草藥「麻沸湯」（別名「通仙散」）4（Matsuki, 

2015；Ogata, 1973；廖育群，2013），為一名六十歲的老婦進行全身麻醉，再

以外科手術順利摘除乳房腫瘤，參見圖二。此一成功的全身麻醉手術較西方醫

學用乙醚麻醉劑早四十年（Izuo, 2004；茨木保，2008/2010 譯）。美國乳腺癌

外科專家 Orlando E. Silva 所著的《乳腺癌實用指南》一書的第二章〈乳腺癌

診療史〉就記錄了這一段史實：「日本人 Hanaoka Seishu（華岡青洲）將生物

鹼混合物（主要成分為東莨菪鹼和阿托品）應用於緩解乳腺癌手術疼痛」

（Silva, Zurrida, & Veronesi, trans. 2005/2014，p18）。 

    

 

圖 2  華岡青洲執行全世界第一例全身麻醉下乳腺癌腫瘤摘除術過程 

資料來源：繪者不詳（1855）。青洲先生瘍科圖譜，頁 1、2、5、6。 

                                                 
4 華岡青洲研發的中草藥口服麻醉劑的名稱是「通仙散」或「麻沸湯」，根據 Matsuki, A（2015）

的考究發現，華岡青洲在《乳巗治驗錄》一書，其第一次乳腺癌手術的病例報告使用「麻沸

湯」，他的多位門生也都使用「麻沸湯」來表示手術中使用的麻醉劑，江戶時代的文獻中也

沒有發現「通仙散」的描述，「通仙散」名稱只在華岡青洲墓誌銘中發現。因此，Matsuki, A

（2015）認為，華岡青洲的麻醉劑應稱為「麻沸湯」，別名才是「通仙散」。Ogata, T（1973）

則認為華岡青洲素來尊崇麻藥之祖華佗，故將他研發的口服麻醉藥，沿用華佗的麻醉藥「麻

沸湯」來命名，以示對華佗的崇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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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岡青洲的麻醉藥，為乳腺癌患者手術時帶來緩和疼痛的希望。1804 年

至 1835 年的 31 年間，接受華岡青洲施行乳腺癌治療的患者計有 156 位

（Matsuki, 2002, 2002a）；5當時，吸引超過千名的醫界同行及學生前往學習，

讓華岡青洲位於紀州和歌山地區的「春林軒」住所、診所兼私塾，成為當時先

進的外科醫學中心（Izuo, 2004；廖育群，2013；茨木保，2008/2010 譯）。 

華岡青洲以結合傳統醫學醫理與荷蘭醫學外科手術治療乳腺癌著稱（淺

田宗伯，1979），留下關於乳腺癌診療的著作包括《乳岩準》、《乳岩辨》、《乳

岩辨證》及《乳巗治驗錄》《乳巗姓名錄》6等書，不過因為由多位弟子筆錄成

書，因而出現同名異書、異名同書的情況（宗田一，1979）。根據松木明知

（2016）考證，《乳岩辨》、《乳岩辨證》最原始的抄本可能來自於《辨乳岩証

并治法艸稿》，此抄本為 1811 年華岡青洲口授，其學生千葉良蔵所編寫，紀錄

華岡青洲的乳腺癌手術臨床教學，內容包括乳腺癌症狀與鑑別診斷、術前護理

與麻沸湯麻醉管理、手術操作與止血技術、術後傷口縫合與傷口敷料包紮、術

後麻醉恢復及口服湯方處方和外部膏藥術後護理等。 

                                                 
5 關於華岡青洲治療過的乳腺癌患者的人數有說 156 人也有說是 155 人。Matsuki, A.（2002）

研究顯示，華岡青洲家族後人將經過華岡青洲治療過的乳腺癌患者姓名、住址與年齡的《乳

巗姓名錄》與另一本《乳巗治驗錄》相互比對，發現兩本所記載的病人的姓名、日期和地址

的描述有部分不相符合。Matsuki, A.（2002a）根據書中資料，從幾座廟宇的墓葬資料調查，

證實兩名接受華岡青洲乳腺癌手術患者的死亡日期，迄今已確定接受華岡青洲治療過的患者

中 8 名患者的死亡日期。 
6 江戶時期大量中國醫籍輸入日本，日本漢醫受中醫古籍影響，在疾病名稱承襲中醫古籍用語，

故華岡青洲治療乳腺癌的相關著作多以「乳岩」為題。近年來，文獻期刊（李桃花、裴曉華，

2009）討論「乳岩」的中醫病名源流，認為中醫病名「乳岩」屬西醫病名「乳腺癌」

（Breast cancer）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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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獲日本公益財團法人研醫會（後文皆簡稱研醫會）圖書館授權，

取得該館收藏的明月亭藏書抄本《乳岩辨證》（抄本年代不明）與另一本約為

江戶末期的合輯抄本《乳岩辨．天刑秘錄》7（後文皆簡稱「乳岩辨」）電子掃

描檔，見圖 3-1、3-2，將兩個版本進行比對，發現確實如松木明知（2016）的

考證，《乳岩辨證》與《乳岩辨》兩抄本僅為書名不同，章節、內容的編排大

致相近；故本研究進一步以明月亭藏書抄本《乳岩辨證》為底本，江戶末期的

《乳岩辨》抄本為校本，探討華岡青洲結合中西醫之乳腺癌手術照護醫學特點。 

   

圖 3-1  華岡青洲著作，明月亭藏書《乳岩辨証》抄本 

資料來源：華岡青洲（年代不詳）。乳岩辨証，封面、頁 1。 

                                                 
7 《乳岩辨．天刑秘錄》係為華岡青洲《乳岩辨》與講述霉瘡的《天刑祕錄》兩書抄錄成之合

輯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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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  華岡青洲著作，江戶末期出版的《乳岩辨》抄本 

資料來源：華岡青洲（江戶末期）。乳岩辨，封面頁、頁 1。 

二、華岡青洲與麻沸湯的開發 

華岡青洲生於寶歷十年（1760），是紀洲那賀郡平山世醫之家長男。華岡

青洲二十三歲時在京都跟隨提出「氣血水辨證」的古方派醫家吉益南涯（1750

－1831）8學習（馬伯英，2010），之後又跟隨大和見立（1749－1827）學習荷

蘭醫學，然後歷遊日本諸州，研磨其術（淺田宗伯，1979）。日本醫學史界認

為華岡青洲擁有古方派醫術真傳，對傳統醫學經方等研究頗精，又能進行外科

手術，稱為「折衷漢蘭醫學派」代表人物（廖育群，2013）。 

宗田一（1979）考究發現，華岡青洲的「麻沸湯」與率先將曼陀羅用於

麻藥的花井、大西兩氏（生平不詳）配方相近，但華岡青洲使用曼陀羅花而非

莖葉，則又間接繼承元代醫家危亦林（1277－1347）於 1337 年所著之《世醫

                                                 
8 馬伯英（2010：37-96）提及吉益南涯在繼承父親吉益東洞「萬病一毒」理論上提出「氣血

水辨證」，吉益南涯有門人三千，是古方派全盛時期。古方派理論與實證並重，為日本漢醫

各家中最具創造力一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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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效方》「草烏散」的用法。華岡青洲的「麻沸湯」組成藥草包括曼陀羅花 6

分、草烏 2 分、白芷 1 分、當歸 2 分、川芎 2 分與天南星 1 分。廖育群（2013）

認為，雖然花井、大西兩氏的麻藥配方以曼陀羅莖葉為主藥，但卻不能將這個

麻藥配方式視為源於當時傳入日本的西洋醫學體系，應與受到傳統醫學影響較

有關。因為將花井、大西兩氏的麻藥配方與危亦林的「草烏散」的配方比較，

即能看出除主藥曼陀羅不同之外，其餘中草藥大致與「草烏散」相同，包括川

烏、白芷、當歸、川芎、豬牙皂、木鱉子等。馬伯英（2010）也認為，華岡青

洲對傳統醫學經方有研究，故能從危亦林《世醫得效方》等中醫書籍中擷取精

華，最後成功組成「麻沸湯」。 

華岡青洲研發「麻沸湯」的成功可歸功於兩位女性的無私奉獻與支持。

華岡青洲查閱文獻典籍、深山採藥、近二十年不斷以貓、狗做動物實驗，反覆

調整配方內容，終於成功對動物施以充分的麻醉（茨木保，2008/2010 譯）；

華岡青洲雖深信「麻沸湯」可以使用於人體，但無法隨便在患者身上試藥，他

的母親與妻子看到華岡青洲的煩惱，爭相提出以自己做實驗對象的請求，歷經

一次一次實驗服用強效藥物後，體力衰弱的母親因此死亡，妻子加惠則因麻藥

副作用而失明（宗田一，1979；茨木保，2008/2010 譯）。芝加哥國際外科學

院的名人堂懸掛一幅畫作繪著華岡青洲和他的母親正看著他的妻子在麻醉狀態

下睡覺模樣，彰顯華岡青洲麻沸湯研發成功，得助於這兩位女性的犧牲奉獻

（Izuo, 2004；茨木保，2008/2010 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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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沸湯研發成功後，華岡青洲接連完成許多全身麻醉手術，病例種類繁

多，包括粉瘤、舌疽、外陰部翻花瘡甚至是手指切割手術等（參見圖四），研

醫會收藏片桐敏行於天保二年抄錄的《華岡青洲先生外科大成》（1831）與安

政二年《青洲先生瘍科圖譜》（1855）都保有不少華岡青洲的執行手術病例紀

錄。 

     

圖 4  《青洲先生瘍科圖譜》繪本，紀錄華岡青洲進行的外科手術 

資料來源：作者不詳（1855）。青洲先生瘍科圖譜，封面、頁 35、頁 36、頁 42。 

 

三、華岡流外科乳腺癌照護專書 

日本弘前大學名譽教授松木明知《華岡青洲と麻沸散―麻沸散をめぐる

謎》（2008）一書，聚焦於華岡青洲結合傳統醫學麻醉藥開發探討，惟華岡流

的乳腺癌術後照護如傷口除膿、瘡口癒合或患者氣血失調術後湯方保養方法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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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則因古籍《乳岩辨證》、《乳岩辨》被收藏高閣，而無法窺究。 

近年隨著華岡青洲相關著作古籍抄本陸續出現，松木明知發表〈千葉良

蔵の「辨乳岩証并治法艸稿」と「乳岩辨証」（「乳岩辨」）―1811 年における

華岡青洲の「乳岩」治療の実際〉（2016）、〈写本「乳岩之図」（国会図書館所

蔵）の研究―写本「青洲先生療乳嵓図記」との比較〉（2016），其研究已從

華岡青洲麻藥開發的探討，更進一步到相關著作文本的考證。 

本研究取得之《乳岩辨證》與《乳岩辨》皆源於 1811 年由華岡青洲口授、

門生千葉良藏所編《辨乳岩証并治法艸稿》的手稿（松木明知，2016），這份

手稿，經過後繼者抄錄貽誤、疏漏或增添內容形成多種版本流傳，其中，明月

亭藏書《乳岩辨證》抄本的章節編排為：〈辨乳岩証并治法〉、〈止出血術〉、

〈乳岩準附錄〉和〈乳岩附錄〉；而江戶末期出版的《乳岩辨》抄本的章節順

序為：〈辨乳岩証並治法〉、〈止血術並方〉與〈乳岩準附錄〉；兩本書不同之處

在於明月亭藏書《乳岩辨證》抄本將〈乳岩準附錄〉誤記（松木明知，2016），

分為〈乳岩準附錄〉和〈乳岩附錄〉兩章節，見表一。 

表 1 《乳岩辨證》與《乳岩辨》章節編排比較表 

書名 乳岩辨證 乳岩辨 

年份 年代不明 約江戶末期 

章節順序 
第一章 辨乳岩証并治法 辨乳岩証並治法 

第二章 止出血術 止血術並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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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乳岩準附錄 乳岩準附錄 

第四章 乳岩附錄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本研究以明月亭藏書抄本《乳岩辨證》為底本，江戶末期出版的《乳岩

辨》抄本為校本，摘錄華岡流外科執行乳腺癌手術的照護特點，從乳腺癌疾病

診斷、術前照護、患者服用麻藥後處理、手術進行止血法、術後照護與復發處

置等等，共歸納七點，整理如下： 

（一）乳岩與乳癰鑑別診斷： 

《乳岩辨證》一書開宗明義就提出「乳癰」9與「乳岩」10兩個疾病的不同

點。乳癰初起一定伴隨寒熱並且有焮痛或紅腫等症狀，一旦化膿會出現黏膩的

膿水，若腫塊破了，傷口也能迅速癒合。乳岩則是腫塊出現，沒有伴隨寒熱或

腫痛等症狀，就算腫塊變大，也很難化膿或潰瘍。此外，乳岩若腫塊破了，膿

水就會溢出擴散。所以乳岩就算化膿也不可切開。如果切開反而會形成翻花瘡

等症狀。 

 

                                                 
9 余雲岫（1947/2012，頁 230-231）認為，「乳癰曰妬。妬，褚也。氣積褚不通，至腫潰也…

乳癰者，乳腺之膿瘍耳」，其疾病徵狀為乳房部的急性紅腫熱痛，嚴重時出現化膿性感染。

司徒紅林、林毅（2003）則認為西醫病名「急性乳腺炎」（acute mastitis）屬於中醫乳癰的範

疇。 
10 Yan（2013）從詞源學角度，解釋傳統醫書中「岩」與中國漢字「癌」具關聯性，所謂「岩」

是指質地堅硬，表面凹凸不平，形如岩石的腫瘤，古代「岩」、「巖」、「癌」是通用，專指惡

性腫瘤。學者們（李桃花、裴曉華，2009；劉鵬熙、郭莉、李雪蓮、李艷桃，2012）探討

「乳岩」的中醫病名源流，認為西醫「乳腺癌」（breast cancer）屬中醫乳岩的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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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適合乳岩手術情況： 

華岡青洲提到，不管乳岩大小、深淺、生長方向上下或左右，只要不化

膿就有痊癒的機會，因此，腫塊沒有化膿，就應該接受手術；但潰爛狀況若深

入內部，就算手術縫合，也會因缺乏可讓縫合線穩定的肌肉而無法治癒；乳岩

腫塊如果變成帶紫色、黑色或紅色的疙瘩狀且會移動者，即為不治之症。 

（三）患者麻醉前後注意事項： 

手術前一定要先穩定患者的精神狀態，患者若是遠道而來，路途所遭遇

到的煎熬並非小事，若沒有調整患者的精神狀態很容易在治療後生病。 

另外，手術前服用麻沸湯需要空腹，若是餐後馬上服用一定會反胃嘔

吐。一般患者服用麻沸湯後產生暝眩現象（無意識狀態），會因個人體質關係

快慢不同，一般服用 2 錢就會昏睡 6 小時，3 錢的話到第二天早上都不會醒。 

當患者暝眩到一定程度時，讓患者平躺仰臥，保持空腹狀態。暝眩狀態會因患

者氣質而有所不同，例如氣質沉穩內斂的人，就算暝眩狀態加劇臉色也不會有

太大變化。性子浮躁的人，身體會明顯的發熱、臉色變紅，脈搏變大變浮，口

乾舌燥。等到患者出現瞳孔放大，開始囈語，此時即可觀察適當時機進行手

術。 

（四）華岡流止血法： 

古今有各式各樣的止血法如燒灼或敷藥，但出血量大的時候是止不住的。

手術中若萬一不慎切斷血絡，造成出血不止，華岡青洲主張按經絡循行的醫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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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用壓住流向方的血管之止血法，非常實用有效，幾乎沒有止不了的血，因為

人身體的血是隨著經絡遊走，這種止血法與眾不同，前人未見。 

（五）術後傷口包紮： 

摘除腫塊之後，用加熱過的燒酌將瘡口的瘀血清洗乾淨，再縫合瘡口。

縫合瘡口時要預留瘡下一針位，再把塗上金瘡油的線插進預留未縫合針位，作

為引流膿水之用。由於摘除腫塊造成了傷口下方空洞，肌肉很難相互固定住，

所以術後需在患部四周塗上椰子油防止傷口凝結。再將浸上蛋清的綿布三片墊

敷於患部並塗上「前衝膏」11，再用綿布將胸口患部綁好（參見圖五）。再將

患者安置於房間靜養休息，等候「麻沸湯」的藥效退去。患者清醒後可以給予

「人參調營湯」，湯方藥方之組成參見附錄二。 

 

圖 5  乳腺癌術後，華岡青洲用多層棉布墊縛包紮患者傷口 

資料來源：Matsuki, A. (1970). Annals of anesthetic history. Seishu Hanaoka, a Japanese 

pioneer in anesthesia. Anesthesiology, 32(5), 446-450. 

                                                 
11 《乳岩辨證》與《乳岩辨》均提到術後包紮患部時需塗上「前衝膏」，惟兩份抄本均未見到

前衝膏的組成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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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乳岩術後照護： 

術後協助病患喝水或大小便，根據患者的需求給予照護，術後第二天確

認病人身體狀況，若沒有出現其他症狀就進行傷口除膿。只要患者感覺患部腫

痛，就代表有膿，醫生不用拘泥時期要趕緊進行除膿。術後三天可移除墊敷的

棉布，在瘡口貼上膏藥，因為傷口下方欠缺肌肉，導致患者皮肉虛弱影響瘡口

癒合，膏藥具封住傷口之功效。六到七天後，確認瘡口癒合後，再把縫合線去

除。乳岩手術後，有些患者瘡口雖癒合，但腋下卻出現凝血腫痛的狀況，這不

能輕忽，要服用「神效瓜蔞散」12來消除腫痛。倘若凝血腫痛沒有消散，就會

變成「瘍腫」，華岡青洲提醒門生們，瘍腫若是潰瘍，最好使用調和藥劑，絕

不可以使用疎導攻下的藥劑；因為外科及破漏的病症，如同損神，非常容易走

泄真氣。疎導攻下藥劑不適宜，患者若抵擋不住，常常會造成無法救助的情況。 

（七）關於乳岩的復發和轉移處理： 

根據《乳岩辨證》、《乳岩辨》所述，一位來自美濃某人士的母親和一位

來自和泉某人士的妻子，在乳岩治療結束後，都在「肩井穴」附近出現如大豆

大小、或梅子一般大腫塊的情形。華岡青洲用針刺破腫塊後埋入腐藥，讓膿水

流出後，再給予散堅（中醫術語，意指可將堅硬的腫塊化散的治法）的營養湯

方服用，乳房部分沒有特別處置，但「肩井穴」附近腫塊也就漸漸消除；另外

                                                 
12 「神效瓜蔞散」出自宋代陳自明的《婦人良方》（1984 版本：71），其組成包括瓜蔞一個

（研爛），生粉草、當歸（酒洗）各半兩，乳香、沒藥各一錢，主治乳癰及一切癰疽初起，

腫痛即消，膿成即潰，膿出即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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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位女性經過治療後症狀都消除了，但差不多一年後又復發，經過治療也再次

痊癒，但過兩年後又發作第三次，但也有些患者再復發後沒有第三次復發。從

這些症狀可以考慮，就算乳房生成腫塊，病因就是來自個別身體根源，古人所

謂「營衛虧損論」13正是此理。 

《乳岩辨證》、《乳岩辨》中提到華岡青洲治療一位三十歲來自紀州伊都

郡的松山善藏之妻，在乳房處出現大小如桃子般的腫瘤，皮膚雖然沒有變化，

但偶爾會隱隱作痛，看過幾個醫生後還是沒有治好，來到華岡青洲的「春林軒」

就醫。華岡青洲診斷乳岩，治療方法是用針刺破腫瘤後埋入腐藥；治療三十幾

天後腫瘤完全消失、瘡口也在數月後復原；但接受此治療法之病患會出現寒熱、

頭痛、四肢倦怠，幾天內會出現失去食慾、心煩以及口乾等症狀。華岡青洲提

醒門生們，腐蝕治療法的痛苦一般人無法忍受，有些患者甚至會因此死亡，因

此這個治療法是非常困難的，盡量不要使用這個方法比較好。 

四、華岡青洲《乳岩辨證》與陳實功《外科正宗》照護觀比較 

歸納華岡青洲《乳岩辨證》、《乳岩辨》抄本的乳岩手術照護臨床實踐紀

錄，從中發現有四個治法重點，與明代中醫外科第一大派「正宗派」醫者陳實

功（1555－1636）14的學術思想與實際臨床治法相近，包括注重患者個體氣血

                                                 
13 《黃帝內經》〈靈樞‧營衛生會篇〉（2006 版本：403-404）：「人受氣於穀，穀入于胃，以傳

與肺，五臟六腑，皆以受氣，其清者為營，濁者為衛。營在脈中，衛在脈外」。故從所處位

置而言，「衛主氣」，「營主血」。從作用方面講，「衛」有捍衛於外的「保衛」作用；「營」有

充盈於內的「營養」作用。華岡青洲提及「營衛虧損論」在此可以解釋為，因受個人體質如

衛氣或營氣的充盈與否，是影響乳岩復發的關鍵因素。 
14 干祖望（2006 版本：369）認為「陳實功的《外科正宗》以筆、刀與藥三者並舉，而且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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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理的湯方補養、患部膏貼使用除膿生肌、綁縛包紮加強術後傷口癒合及局部

腫瘤採行腐蝕法運用，說明如下： 

（一）重視術後氣血調理： 

陳實功在《外科正宗》卷之三〈乳癰論第二十六附乳岩〉治法提及當瘡

口「潰而不斂，膿水清稀，腫痛不消，疼痛不止，大補氣血」（1997 版本：

435），係指患者的氣血盛衰與瘡瘍癒後良好與否有密切關係，故須重視調理氣

血。陳實功在《外科正宗》〈癰疽治驗〉提到的臨床案例即是一位 62 歲男子生

瘡後，聽信內科醫用藥，不遵「外科托補」之法，人參用量不足，導致瘡口大

散，膿水清稀，肉色淡白，形體消削而歷盡氣血後死亡的醫案。原文如下： 

本病出膿日有三碗，用參二錢，謂之大損小補，豈不歸死？又外

科乃破漏之病，最能走泄真氣，如損補兩不相敵，無以抵擋，往往至

於不救者多矣！（1997版本：381-382） 

華岡青洲於《乳岩辯證》、《乳岩辨》提出用「人參調營湯」或「當歸芍

藥湯」補養乳岩術後氣血失調患者的治療思路與陳實功重視調理患者氣血的治

則相同。 

華岡青洲提醒學生「又外科及破漏之病，尤能走泄真気。如損神両不相

敵，無以抵当，往々至於不救者多」，15也就是若遇到患者瘍腫潰膿時，最好

                                                                                                                                      
了刀，這的確是外科的正宗大路，因之被後人奉為正宗派」。 

15 明月亭藏書抄本《乳岩辨證》的原文為「又外科及破漏之最能走池神気如損神両不相敵無

以抵當往々至於不救者多」；《乳岩辨》抄本的原文「又外科及破漏之病尤能走泄真気如損神

両不相敵無以抵当往々至於不救者多」，兩抄本原文之內容意義相同，但可能因抄錄者抄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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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調和藥劑，絕不可以使用疎導攻下的藥劑。華岡青洲論述術後氣血補養與

膿瘍用藥注意損補的觀點，與陳實功論述相近。 

《乳岩辨證》書末則有〈乳岩附錄〉章節，摘錄多則治療乳疾相關的湯

方，其中列入陳實功治療憂鬱氣滯，乳結腫痛的乳岩主要用藥「清肝解鬱湯」，

作為華岡青洲治療乳岩主要湯方，可見華岡青洲治療乳岩用藥思路不無受到陳

實功的影響。16
 

（二）腐蝕治療法： 

陳實功曾用腐蝕法治癒一位罹患「瘰癧」17的寡婦，其法為先用火針在患

部腫塊點破四個孔，然後再用黃線藥插入五、六次，等到孔洞變大，換用「冰

螄散」18擦在患部然後封住孔洞，待十三天後，腫塊自然消除，此時擦「生肌

玉紅膏」19（後文皆簡稱「玉紅膏」）生肌收斂傷口。「冰螄散」乃陳實功研發

                                                                                                                                      
錯字，「走泄真気」的「泄」字寫為「池」字，原文見附錄一。 

16 華岡青洲所著《瘍科方筌》〈乳疾門〉（1979 版本：434-442）共列有 24 則治療各種乳疾的

湯方，其中牛蒡子湯、橘葉散及清肝解鬱湯等 3 則湯方取自陳實功《外科正宗》〈乳癰主治

方〉（1997 版本：436-437），亦可見陳實功對華岡青洲治療乳疾用藥思路的影響。 
17 「瘰癧」是指發生於頸部淋巴結的慢性感染性疾病，疾病型態常於頸部出現結塊成串，累

累如串珠的腫瘤，故名瘰癧（顧伯康、馬紹堯，1994：138-142）。 
18 冰螄散的藥物組成包括大田螺 5 枚（去殼，日中線穿曬乾），白砒 1 錢 2 分（麵裹煨熟），

冰片 1 分，硇砂 2 分。用曬乾螺肉切片，同煨熟；白砒為細末，加硇砂、冰片再碾，小罐密

收。凡用時先用艾炷灸核上 7 壯，灸瘡起泡後，以小針挑破，將冰螄散貼灸頂上；用綿紙以

厚糊封貼核上，勿動洩氣，7 日後四邊裂縫，再 7 日其核自落，換搽玉紅膏，內服補藥兼助

完口。此法適用於瘰癧日久，堅核不消，及服消藥不效，癭瘤患大帶小及諸般高突，異形難

狀者和乳岩（陳實功，1997 版本：415）。 
19 「生肌玉紅膏」為生肌收口的著名代表膏藥，陳實功（1997 版本：388）云：「此乃外科收

斂藥中之神藥。」有活血去腐，解毒鎮痛，生肌潤膚之功，書中記載之做法為：當歸身 2 兩、

白芷 5 錢、白蠟 2 兩、輕粉 4 錢、甘草 1 兩 2 錢、紫草 2 錢、血竭 4 錢、麻油 1 斤，先將當

歸身、白芷、紫草、甘草四味，入油內浸三日，大杓內慢火熬藥至微枯色，細絹濾清；再將

油復入杓內煎滾，入血竭化盡；次下白蠟，微火亦化。用茶盅四個，預放水中，將膏分作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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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以砷藥為主的腐藥之一（王小平，1984），他認為這個成功的臨床經驗可移

植適用於乳岩初起患者，摘錄原文如下： 

半年一年，二載三載，不疼不癢，漸漸而大，始生疼痛，痛則無

解，日後腫如堆慄，或如覆碗，紫色氣穢，漸漸潰爛，深者如岩穴，

凸者若泛蓮，疼痛連心，出血則臭，其時五臟俱衰，四大不救，名曰

乳岩。凡犯此者，百人百必死。……惟初生核時，急用艾灸核頂，待

次日起泡挑破，用鈹針針入四分，用冰螄散條插入核內，糊紙封蓋；

至十三日，其核自落，用玉紅膏生肌斂口，再當保養不發（陳實功，

1997版本：435）。 

前述提到華岡青洲先用針刺破腫塊後埋入腐藥，以治療松山善藏妻子乳

房處腫塊的作法，亦是中醫外科腐蝕法的應用，與陳實功結合鈹針與腐藥運用

的乳岩初起治法略同，可惜的是華岡青洲《乳岩辨證》、《乳岩辨》並未提及腐

藥的配方，無法進一步跟陳實功的「冰螄散」的進行比較。 

（三）膏藥應用有助傷口癒合： 

陳實功在《外科正宗》〈乳癰論第二十六附乳岩〉（1997 版本：435）提

到，針對初起乳岩腫塊進行腐蝕法後，可在患部擦上「玉紅膏」收斂傷口，幫

助傷口生肌癒合；華岡青洲在《乳岩辨證》、《乳岩辨》一書中也提到「家豬

膏」與「野牛膏」的膏藥配方，可臨床應用於塗敷瘡口，幫助傷口除膿、幫助

傷口癒合，與陳實功的做法相同。 

                                                                                                                                      
處，傾入盅內，等候片時方下研極細輕粉各投 1 錢，攪勻，候一晝夜取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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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華岡青洲使用的膏藥並非陳實功研發的「玉紅膏」，但其在「玉紅

膏」基礎上，調整草藥配方，改為當歸 60g、紫草根 120g、麻油 1000g、蜂蠟

340g，再加入豬油 20g，更名為「紫雲膏」，做為金瘡常用藥，現也被列入日

本藥典，成為日本居家常備外用良藥（宗田一，1979 版本；周敏郎，2013）。 

（四）墊棉綁縛法助瘡口癒合： 

因手術摘除腫塊，造成了患部術後傷口下方空洞，肌肉很難相互固定住。

為讓瘡口癒合，陳實功是第一個提出「墊棉綁縛」20包紮法的中醫外科醫家

（趙文潔、張董曉、孫宇建、付娜、謝芳、東浩、王純、黃巧，2016）。 

《外科正宗》〈癰疽內肉不合法第一百四十一〉（1997 版本：499）提及： 

癰疽、對口、大瘡內外腐肉不盡，惟結痂膿時，內肉不粘連者，

用軟綿帛七八層放在患上，以絹扎緊，將患處睡實數次，內外之肉自

然粘連一片，如長生成之肉矣。有患口未完處，再擦玉紅膏，其肉自

平矣。 

〈繃縛背瘡第一百四十〉（1997 版本：499）亦提及： 

至於發背、對口、大瘡等疾，已潰流膿時，冬夏宜絹帛四、五

層，放貼膏藥，外再用綿布見方八寸，四角用蛇皮細帶擰之，安蓋絹

上，以帶紮在前胸繃實瘡上，庶使瘡中暖氣不泄，易於腐潰。 

 

                                                 
20 「墊棉綁縛法」是中醫外科一種古老傳統的治療方法，指應用絹帛棉墊覆蓋於瘡上，繃縛

紮緊，借助加壓的作用，使過大的潰瘍空腔皮膚與新肉得以黏合，達到癒合目的的一種外治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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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陳實功所提出的「墊棉綁縛法」，可分為兩種用途使用，一是

墊棉、綁縛二者兼備，同時起到壓迫和固定的作用；第二種則用絹帛綁縛以固

定藥膏的作用（趙文潔、張董曉、孫宇建、付娜、謝芳、東浩、王純、黃巧，

2016）。 

華岡青洲在《乳岩辨證》、《乳岩辨》中提及，用浸了蛋清的棉布三片，

放置於因手術摘除乳岩腫塊後形成的瘡口並貼上膏藥，然後再用綿布將患部綁

好，以利瘡口肌肉黏合。此包紮法與陳實功的「墊棉綁縛法」相近，既可固定

膏藥綁敷瘡口，又能加壓讓術後乳房患部傷口的內外之肉自然粘連。 

 

五、結論 

麻醉藥與抗生素都還沒發明的時代，外科手術的執行往往是生死交關。

在江戶時期，華岡青洲屬於日本幸運的新興醫生群體中的一員，接受傳統醫學

理論與西方手術實踐的雙重教育，並能活用中西醫學特色，在當時受限的醫療

環境，克服外科手術麻醉、失血、感染的三大難題。 

儘管麻醉藥劑讓患者手術過程可以無痛苦，但術中及術後仍然潛藏致命

的危險，如術中失血、術後傷口化膿感染與瘡口癒合不良等等，但從《乳岩辨

證》、《乳岩辨》抄本中所提及的術後傷口膏貼使用、局部腫瘤腐蝕法應用與瘡

口包紮照護、湯藥調養患者氣血失調等醫學理論與臨床治療技術實踐，顯見華

岡流外科的乳腺癌照護醫學特點，受到陳實功的影響，與陳實功「內外治法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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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的學術思想建構與臨床應用相近。 

考究華岡青洲所著《瘍科瑣言》，發現華岡青洲係按照陳實功《外科正宗》

所列病名、分述病狀、診斷、治法等（宗田一，1979 版本；廖育群，2013），

另外，日本醫學史家富士川游（李經緯主編，1998）也認為華岡青洲之外科著

作「其論病證，主要據《外科正宗》」。本研究則發現華岡青洲《乳岩辨證》、

《乳岩辨》抄本所論及的乳岩術後臨床照護實踐，則乃師法陳實功《外科正宗》

治則精神下的新創性乳岩照護方法。 

受限於華岡青洲乳岩治療相關古籍繕本的取得尚未完善，本研究只能局

窺一隅；再者，轉譯古日文書寫的《乳岩辨證》、《乳岩辨》抄本，恐有對當時

的時空背景或習慣用詞理解不足，而有疏漏之處。建議未來研究將華岡青洲相

關著作補足，從原典出發，挖掘古籍抄本中乳腺癌診療過程相關內容，並加以

整理，不僅可對乳腺癌的診治提供更多思路，更重要的是藉此學習前賢證治、

方藥與針術經驗，以增強現代中醫乳腺癌輔助療法特色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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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左為《乳岩辨證》明月亭藏書抄本，原文為「又外科及破漏之最能走池神気如

損袖又両不相敵無以抵當往々至於不救者多」。 

中為江戶末期出版的《乳岩辨》抄本，原文為「又外科及破漏之病尤能走泄真

気如損神両不相敵無以抵当往々至於不救者多」； 

右為陳實功《外科正宗》，原文為「又外科乃破漏之病，最能走泄真氣，如損

補兩不相敵，無以抵當，往往至於不救者多矣」。比對《乳岩辨證》、《乳岩辨》

與《外科正宗》論述「外科托補」的說法，幾乎一字不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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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華岡青洲治療乳岩常用湯方、膏藥的組成配方： 

（1） 人參調營湯： 

功用：乳岩治療後，患者精氣不正常，血氣失調時給予本湯。此湯方也適

用於金瘡、損傷、脫血症狀。 

配方：當歸、芍藥、人參各九分（一分＝375mg）甘草三分、生姜九分、

牛皮消、浮草根、地黃各九分。 

用法：用六合水（一合=180ml）煎煮。待湯藥煎到剩三合時，將藥渣過濾。

白天口服三次，晚上兩次，均加熱後服用。 

（2） 當歸芍藥湯（千金）： 

功用：乳岩治療後，血氣逆轉，飲食出現問題時給予本湯。 

配方：當歸一兩半（一兩=37.5g）、人參、桂皮、乾薑、乾地黃、甘草各一

兩、大棗十二枚。 

用法：用七升水（一升=1.8L）煎煮。待水剩三升時，濾渣後分三次服用。 

（3） 野牛膏： 

功用及用法：藥膏是塗在紙上加熱後封住瘡口用，適用各種瘡腫跟膿瘍。 

配方：黃蠟一匁 （一匁=3.75g）、松脂 200 匁、瀝青、野牛油七匁、橄欖

油 300 匁。 

（4） 家豬膏： 

功用及用法：封瘡口用。另外適用瘡腫、損傷等症狀。 

配方：橄欖油十匁、蜜蠟九匁、松脂與沒藥各八匁、乳香十匁、麒麟血九

匁、豬油六匁、 黃雞油二匁。 

作法：首先將蜜蠟、橄欖油、松脂放進鍋內，用小火煮到融化後濾渣靜

置冷卻。再把麒麟血、沒藥、乳香放入鍋中攪拌均勻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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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search of Hanaoka Seishu’s Medical Classic 

Nyuganbensho and Nyuganb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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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Japanese surgeon Dr. Hanaoka Seishu(1760-1835) is renowned for performing the 

first breast cancer surgery under general anesthesia in the world using his own oral 

herbal anesthetics. He combined traditional medical theory with western surgical 

techniques from the Netherlands and developed his own medical style. He treated 

156 breast cancer patients, using the treatment methods he developed himself. In the 

early 19th century, disciples transcribed Hanaoka Seishu’s dictation into the Japanese 

medical classic Nyuganbensho and Nyuganben. They combine specialized 

knowledge about western surgical treatment and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CM) 

post-operative care for breast cancer patients. This study looks into the practice of 

pre- and post-operative care for breast cancer patients regarding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post-operative wound bandage, local tumor erosion, deco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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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rsing and the application of ointment and strips described in Hanaoka’s classic 

Nyuganbensho and Nyuganben. We discover Hanaoka’s unique treatment and care 

methods are base on TCM guidelines and influenced by the Ming dynasty TCM 

surgeon Chen Shi Gong (1555-1636). 

 

keywords： Hanaoka Seishu; Breast Cancer; Chen Shi G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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