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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旨在探討漢唐時期醫療方面的「人神」禁忌。正如唐代藥王孫思邈所指

出的，醫者施行針灸前必須先知道病人的「行年」以及「人神所在」。若醫者在

診療時誤傷了患者的「人神所在」，可能會導致病人死亡。在漢唐時人的眼光中，

究竟如何理解「人神」？漢唐醫家如何避免犯傷「人神」？「人神」禁忌的理論

基礎為何？目前對於「人神」的源流未清，爭議仍多。全文聚焦在「人神」概念

的發展、傳承、變異以及應用，希冀能重建「人神」禁忌在漢唐時期中的原始面

貌，拼湊出古代醫學地圖缺漏的「人神」區塊。 

本研究主要採取輯佚的方式將各種「人神」資料勾稽出來。藉由整理《黃帝

蝦蟇經》、《備急千金要方》、《外臺秘要方》等醫學典籍，以及秦簡、楚簡與漢簡

文獻和敦煌醫學卷子，耙梳出各式「人神」禁忌並且試圖說明當中的意涵。經研

究發現，在漢末三國到南北朝時期的醫學發展中，「人神」概念仍處於一個發展

期，各家各派都有其依時避忌的學說。「人氣」、「人神」的說法相互滲透、結合，

到了唐代開始取得突破性進展，匯流成一套「人神」禁忌學說。在實際操作方面，

為了避免誤傷患者的「人神」，醫家所採取的解決之道就是取「天醫」。 

本文可總結成三大結論。第一、人與天地相應的思想是「人神」立論的核心。

第二、犯傷人神容易使人發癰疽，刺癰疽也需避「人神」。第三、周期節律是「人

神」原理的精髓。總之，「人神」禁忌有其一定的規律，其時間和空間的搭配是

固定不變的。 

 

關鍵詞：人神、人氣、天人相應、針灸、癰疽、血氣、醫療禁忌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thesis is to examine the taboo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bout Acupuncture-mox from Han dynasty to Tang Dynasty. The acupuncture taboo 

originates from Han dynasty and becomes a theory in Tang dynasty. A representative 

Chinese medical doctor, Sun, described in his book Qiānjīn yì fāng 千金翼方 the 

pre-requite ritual before acupuncture is performed: to grasp the ‘xíng nián ’行年 of the 

patient and ‘rén shén suǒ zài.’人神所在. The taboo above is of little concern, however, 

if the patient is in emergency. If the co-existence of ‘rén shén’人神 preclude 

acupuncture, then is the non-existence of them an approval? Since the notion of ‘ren 

shen’ still eludes easy definition, but this thesis attempts to delve into the historical 

contexts of its popular medical realities in the both dynasties and find its theoretic 

ground for a still controversial issue.  

To historicize ‘rén shén’ —to bring a historical controversy to light— this thesis 

relies heavily on such medical classics as ‘Huángdì háma jīng’黃帝蝦蟇經, ‘Bèijí 

qiānjīn yàofāng’備急千金要方, ‘Wàitái mìyào fāng’外臺秘要方, bamboo slips of 

Han dynasty and Dūnhuáng Medial Paper. On this matrix of medical documents, by 

these medical documents, a historicized edifice of ‘rén shén’ taboo can be shed some 

light. Its aim is to map the contour of ‘rén shén’ during Tang and Han dynasties, and, 

most importantly, to integrate the ‘rén shén’ vignette into the tapestry of ancient 

medicine. According to research, ‘rén shén’, from the latter Han Dynasty into Wei-Jin 

and the 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ies, is still in its formative stage in which its 

practice does not consolidate into a consistent scholarship. ‘Rén shén’ and ‘rén qi’ 

influence each other and intermingle.  It is not until the Tang Dynasty that these 

various notions form a stringent system of the ‘rén shén’ taboo.  In practice, to 

preserve the will-being of the patient’s ‘rén shén’, medical experts adopt the approach 

of ‘ tiān yī’天醫. 

In a nutshell, there are three points of the conclusion of this thesis. First the 

correspondence of the human and sky/earth is the essence of ‘rén shén’ theory.  

Second, to harm ‘rén shén’ can cause yōng jū癰疽, but treat such ulcer must take ‘rén 

shén’ into account. Third, ‘rén shén’ follows a rigorous pattern.  In sum, ‘rén shén’ is 

a constellation of taboos that plays out itself along the coordinates of time and space. 

 

 

Keyword： ren shen, ren qi, correspondence between human body and natural 

environment ,acupuncture ,yong ju , blood and qi, medical tabo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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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緒論 

第一節將敘述研究緣起、研究範圍與取徑。孫思邈認為施行針灸必須先知「行

年宜忌」及「人神所在」，若醫者在診療時誤傷了患者的「人神所在」，可能會導

致病人死亡。然而筆者在學習針灸的過程中，卻未曾聽到中醫師叮嚀「人神」的

重要性。這引發了筆者對「人神」禁忌的探究動機。事實上，「人神」的確是一

種見錄於醫書的醫療禁忌，並且多存於敦煌醫學卷子之中。本章的第二節將回顧

相關研究以及聯繫史料，繼而點出文章的問題意識。既然「人神所在日」不能針

灸醫療，那麼「人神不在日」是否意味著特別適合進行醫療行為呢？如果「人神

不在日」的確適合進行醫療行為，漢唐醫家在實際操作時又有何取法？本論文聚

焦於漢唐時期「人神」在醫療當中的展現，及其在歷史脈絡中的意義。 

 

第一節、研究緣起、研究範圍與取徑 

一、研究緣起 

自古以來，人們 在乎的莫過於死生之大事。「難老」是春秋早期產生的欲

望，但到了後期就希冀「不死」了。1據說在上古時候，真正瞭解道的人，他們

取法於陰陽、協調於術數，並且在飲食起居和勞動等方面維持適當作息。如此一

來，可以形與神俱，壽命達到百歲、終其天年。2在 好的情況下，人們期望能

夠預測並符合術數的節律，或是利用陰陽雜占、數字推算來達到趨吉避凶的想望。

古人早已懂得運用太乙、遁甲、六壬等術數用式，來判斷這些事項的吉凶。3從

唐代的行政法典《唐六典》來看：「凡陰陽雜占，吉凶悔吝，其類有九，決萬民

                                                       
1   杜正勝〈養生篇——長生的追求與技藝〉，《從眉壽到長生：醫療文化與中國古代生命觀》（臺

北：三民書局，2005 年），頁 239。 
2  《黃帝內經素問》卷一〈上古天真論第一〉，收入錢超塵主編《中華經典醫書》冊一（北京：

中國醫藥科技出版社，2002 年），頁 10-11。：「上古之人，其知道者，法於陰陽，和於術數，

食飲有節，起居有常，不妄作勞，故能形與神俱，而盡終其天年，度百歲乃去。」 
3   按：隋代蕭吉《五行大義》即有太乙、遁甲、六壬等相關術數內容。參見：〔隋〕蕭吉《五

行大義》卷四〈第十五論律呂〉，收入《叢書集成續編》冊二十四（臺北：新文豐，1985 年），

頁 298。（原書頁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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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猶豫：凡曆注之用六，凡祿命之義六，皆辨其象數，通其消息，所以定吉凶焉。」

4陰陽雜占的原則，來自於象數的運用，以通達消息、判定吉凶。術數是辨象數、

通消息以及定吉凶所憑藉的方式，牽涉到對人、事、物的預測以及控制。在日常

生活中， 擔心吉凶而需要占卜陰陽的事情，總共有九類；包含嫁娶、生產、曆

注、屋宅、祿命、拜官、祠祭、發病以及殯葬。5牽涉到性命安危的「禁忌」事

項備受關注；嫁娶、生產、發病、殯葬的重要性，自不待言。近年來，許多關於

節日、產育、婚喪、出行和禁忌語的研究，使得禮俗禁忌的知識體系建構日益深

廣。6本文所要探討「人神」在醫療術數當中的應用，亦屬於禮俗禁忌的一部分。 

唐代藥王孫思邈認為施行針灸必須先知「行年宜忌」及「人神所在」。《備急

千金要方》卷二十九〈針灸上‧太醫針灸宜忌第七〉云：「欲行針灸，先知行年

宜忌，及人神所在，不與禁忌相應即可。」7關於「行年」的討論，可參見拙作；

8「人神」禁忌多載於中醫的針灸古籍當中，醫家卻不太重視。有趣的是，「人神」

                                                       
4  〔唐〕李林甫等撰，陳仲夫點校《唐六典》卷十四〈太卜署〉（北京：中華書局，1992 年），

頁 413。按：李林甫等說明第三項「曆注」的使用有六種，分別是大會、小會、雜會、歲會、

建除、人神。「曆注」是指曆書上的附注，在年、月、日、朔閏、節氣、大小月之外，附記

建除、血忌、反支等類目。「曆注」來自於古人對天文、曆法的認知，加上陰陽、五行術數

思想。 
5   按：事實上，至少從漢代開始，已經運用「建除十二直」來標注曆譜，增加曆注說明。敦煌

出土的永元九年（94 年，沙畹 537 號）、元康三年（前 63 年，沙畹 9 號）、居延出土的建平

二年（前 5 年，506 號、14 號）、本始四年（前 6 年，111 號、6 號）等漢簡皆記有建除。參

見：張培瑜〈出土漢簡帛書上的曆注〉，收入國家文物局古文獻硏究室編《出土文獻硏究續

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 年），頁 135-147。 
6   參見：黃一農〈嫁娶宜忌：選擇術中的「亥不行嫁」與「陰陽不將」考辨〉，收入《法制與

禮俗：第三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 歷史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02 年），

頁 285-308。江達智《春秋、戰國時代生育及婚喪禁忌之研究》成功大學碩士論文，1992 年。

張淑女《中國傳統醫學中的選擇術－以「人神」及「妊娠」禁忌為例》清華大學碩士論文，

1994 年。劉增貴師〈秦簡《日書》中的出行禮俗與信仰〉《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第 72 本，第 3 分（臺北：中研院史語所，2001 年 9 月）。劉增貴師〈睡虎地秦簡《日書》〈土

忌〉篇術數考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 78 本，第 4 分（臺北：中研院史語

所，2007 年 12 月）。張寅成《中國古代禁忌》（臺北：稻鄉出版社，2000 年）。 
7  〔唐〕孫思邈《備急千金要方》卷二十九，收入《孫思邈醫學全書》（北京：中國中醫藥出版

社，2009 年），頁 533-534。 
8   鄭宛鈞〈漢唐時期之醫療術數研究-以行年、人神為中心〉，收入輔仁大學宗教學系台灣民間

宗教學術中心主編《中華傳統術數文化第一集》（新北：輔大臺灣民間宗教學術中心，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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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說法亦見於風俗方術的書籍之中；可見得古人仍是相當重視「人神」禁忌。然

而筆者在學習針灸的過程中，卻未曾聽到中醫師叮嚀「人神」的重要性。這引發

了筆者對「人神」禁忌的探究動機。 

 

二、研究範圍與取徑 

本文的研究範圍以漢唐時期為 主要論述的時代，研究取徑則是採取輯佚的

方式將各種「人神」資料勾稽出來。藉由整理《黃帝蝦蟇經》、《備急千金要方》、

《外臺秘要方》等醫學典籍，以及秦簡、楚簡與漢簡文獻和敦煌醫學卷子，耙梳

出各式「人神」禁忌並且試圖說明當中的意涵。 

1959 年在甘肅出土的《武威漢代醫簡》，簡 21～簡 25 記載著〈黃帝治病神

魂忌〉，是目前可見 早的依年循行的針灸醫療禁忌。《武威漢代醫簡》：「人生一

歲毋灸心，十日而死。人生二歲毋灸腹，五日而死。人生三歲毋灸背，廿日而死。

人生四歲，無灸頭，三日而死。人生五歲，無灸足，六日而死。……年已過百歲

者不得灸刺，氣脈壹絕，灸刺者隨針死矣。獨……。」9這則漢簡所談論的灸刺

禁忌，可以視為本文所要探討的術數醫療之中「人神」之忌的原型。依照年歲的

不同，其忌出血的部位不可以進行針灸，若進行針灸則會傷生害命。這種醫療禁

忌在漢代已經出現，因此漢代是本文探討「人神」禁忌必須上溯的時代。10 

再者，「人神」相關的記載集中在漢代以後的醫學典籍。在漢末、三國時期

的醫書《黃帝蝦蟇經》、《范汪方》以及《華佗方》等書，亦出現使用「人氣」、「神」

的循行所在不可灸刺的說法。現今所知 早記載「人氣」、「人神」等針灸禁忌的

醫書是《黃帝蝦蟇經》；部分學者認為該書成於漢代或是西元四世紀中期。《黃帝

蝦蟇經》的題名在《隋書‧經籍志》當中可見，亦著錄於《舊唐書》、《新唐書》

                                                                                                                                                           
年），頁 57-66。 

9   甘肅省博物館、武威縣文化館合編《武威漢代醫簡》（北京：文物出版社，1975 年），頁 4。 
10  〔日〕大庭脩《大英圖書館藏敦煌漢簡》（京都：同朋舍，1990 年 6 月），頁 25。〈概說〉：

敦煌漢簡中の佚書としては、『漢書』藝文志の「力牧十五篇」と考えられるもの二簡、吉

凶禁忌に関する書及占いの書、共に今日では日書とよばれる書が六簡、相馬法の書一簡、

医方書一一簡。九九を書いた算書一簡があ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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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中。筆者暫時將《黃帝蝦蟇經》定為漢代之後，約末三國時期的醫書。《黃帝

蝦蟇經》是本文側重的醫學典籍；此書的時代背景以及內容記載對於「人神」禁

忌的發展而言，具備著承上啟下的樞紐地位。11此書既是「人氣」、「人神」的濫

觴，亦可認為是發展中的一大突破。 

在唐代的醫書，如：《備急千金要方》、《千金翼方》、《黃帝明堂灸經》和《外

臺祕要方》則以「人神所在」表示針灸必須依時避忌的原因。孫思邈《備急千金

要方》卷二十九〈針灸上‧太醫針灸宜忌第七〉云：「欲行針灸，先知行年宜忌，

及人神所在，不與禁忌相應即可。」12孫思邈在其另一本著作《千金翼方》亦云：

「凡針灸服藥，皆須審知病患生年月日，推其行年游宮，生氣絕命訖，乃處斷之。」

13可見得孫思邈對於針灸之前需注意「人神所在」與術數的概念相當重視，在其

著作中屢屢著錄。簡單來說，人體內有「人神」，而「人神所在日」指的是這些

「人神」各自依照年、月、日、時以及四季舍於人體各特定部位的時日，這些時

                                                       
11      《黃帝蝦蟇經》這本醫書以黃帝和蝦蟇為名。許多古書、醫籍為了增加書籍本身的價值以

及神聖化，經常託名為黃帝所作。至於強調「蝦蟇」的原因，丹波元胤亦有說明。《黃帝蝦

蟇經‧蝦蟇圖隨月生毀日月蝕避灸判法第一》，收入《東洋醫學善本叢書》，頁 68‐70。（古

籍原頁二十八下‐三十上）。「右《黃帝蝦蟇圖》一卷，和氣氏奕世所傳。丙辰秋轉借自白川

侍從，鈔而得之。按《隋經籍志》，《黃帝蝦蟆忌》一卷，正斯書也。渺茫不經，置而無論，

千載遺編，倏發幽光，宜珍惜也。寬政紀元九年尤集丁已仲春丹波元簡廉夫識。《黃帝蝦蟇

經》軸子一卷，先子借錄之列相白河候。其書雖全然出於假論，而《太平御覽》引《抱朴

子》曰：黃帝經有《蝦蟇圖》，言月生始二日，蝦蟆始生，人亦不可針灸其處。《隋志》又

有《明堂蝦蟇團》一卷，徐悅《孔穴蝦蟇圖》三卷，則知晉宋間已行於世。考日中有烏，

月中有蝦兔，其說來亦尚矣。《史記‧龜策傳》曰：「日為德而君於天下，辱於三足之烏，

月為刑而相佐，見食於蝦蟆。」《淮南子．精神訓》曰：「日中有踆烏，而月中有蟾蜍」，又

《說林訓》曰：「月昭天下，蝕于詹諸，鳥力勝日，而服於鵻禮」。《參同契》曰：「蟾蜍與

兔魄，  日月氣雙明，蟾蜍視封節，兔魄吐生光。」李善《文選》謝莊《月賦》注曰：「張

衡靈憲云：『月者陰精之宗，積成為獸，象兔形。』」《春秋元命苞》云：「月之為言闕也，

兩說，蟾蜍與免者，陰陽雙居，明陽之制陰，陰之倚陽也。」據此則其書似出於漢人者矣。

舊抄頗多偽舛，然世久失傳，無他本可校，今雖明辨其為誤寫，不敢妄論，唯換軸為冊，

付諸開雕，覽者益足以知非晚近假託之書也。文政辛己季春初五日東都丹波元胤識。」 
12   〔唐〕孫思邈《備急千金要方》卷二十九，收入《孫思邈醫學全書》（北京：中國中醫藥出

版社，2009 年），頁 533-534。 
13   〔唐〕孫思邈《千金翼方》卷二十八〈針灸下‧針灸宜忌第十〉，收入《孫思邈醫學全書》

（北京：中國中醫藥出版社，2009 年），頁 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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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不可進行針灸治療。值得注意的是，孫思邈僅以「凡醫者不知此法，下手即困」

勸告醫家在進行針灸治療前，需要注意「行年宜忌」與「人神所在」。14唐代的

王燾則是直接表明誤傷人神的嚴重性，「春左脇，秋右脇，夏在臍，冬在腰。以

上人神並不宜灸之，傷神殺人。」15王燾的講法顯然更為嚴重，若針灸不避人神，

將會損傷人神、危及性命。 

第三，「人神」記載多存於敦煌醫書之中。16據馬繼興先生考證，敦煌醫學

資料的撰著年代 早可追溯到先秦和漢代，但絕大部分醫書則均系南北朝以後、

隋唐時代的著作。馬繼興、叢春雨等多位專家學者根據釐定後的文字，進行考釋

與解析。17《敦煌寶藏》中載錄的敦煌書籍，共有六部針灸類的卷子。其中與針

灸宜忌相關的三部卷子：《新集備急灸經》（P.2675）、《灸經明堂》（S.5737）以及

《人神日忌》（P.3247），根據其字體、文體以及封存時間等方面來判斷，並與其

他敦煌文書互相比較後，可得知這些書卷的撰成年代，多為唐代以及唐以前的時

期。《新集備急灸經》：「今略諸家灸法，用濟不愚，兼及年、月、日等人神并諸

家雜忌，用之，請審詳，神驗無比。」18可見得當時已有年、月、日等人神并諸

家禁忌應用於灸法之中。19《灸經明堂》（S.5737）曰：「月一日足下，少陽不灸；

二日在外踝，三日在股內……。以上人神不宜灸。」20此外，《人神日忌》（P.3247）

卷的內容多被轉錄於針灸醫書或其他方術、曆書之中。21  

                                                       
14  〔唐〕孫思邈《備急千金要方》卷二十九，收入《孫思邈醫學全書》，頁 534。 
15    〔唐〕王燾《外臺秘要方》卷三十九〈明堂灸法七門‧孔穴主對法〉，收入曹洪欣主編；鄭

金生，柳長華副主編《海外回歸中醫古籍善本集粹》冊十一（北京：中醫古籍出版社，2005

年），頁 3041。 
16   按：敦煌醫學文書是指發現於敦煌地區寺院千佛洞莫高窟石室中的中醫藥古文獻。 
17   馬繼興《敦煌古醫籍考釋》、《敦煌醫藥文獻輯校》；叢春雨《敦煌中醫藥全書》、《敦煌中醫

藥精華發微》；李應存《實用敦煌醫學》、《俄羅斯藏敦煌醫藥文獻釋要》、《敦煌佛儒道相關

醫書釋要》。 
18  《新集備急灸經》，收入黄永武主編《敦煌寶藏》第一百二十三冊（臺北：新文豐，1986 年），

頁 244。按：《新集備急灸經》編號（P.2675）共有兩個由不同人所抄錄的殘卷存世，當初

由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攜至法國，現藏於巴黎國立圖書館。《新集備急灸經》內

容記載著人神禁忌，針灸圖的部分已經亡佚。參見：叢春雨主編《敦煌中醫藥全書》（北京：

中醫古籍出版社，1994 年 12 月），頁 200-211。 
19   叢春雨主編《敦煌中醫藥全書》，頁 201。 
20   叢春雨主編《敦煌中醫藥全書》，頁 217-219。 
21   叢春雨主編《敦煌中醫藥全書》，頁 220。按：現《人神日忌》藏於法國巴黎國立圖書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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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文獻回顧與問題意識 

一、文獻回顧 

關於《黃帝蝦蟇經》的研究，是開展本文之礎石。日本學者浦山菊花以及坂

出祥伸的研究尤為重要。浦山菊花有一篇文章〈中國傳統醫書中「禁忌」的變遷〉，

主旨在觀察醫學史中的「禁」、「忌」與「禁忌」。從書中的禁忌、禁忌由來及其

背景來談《黃帝蝦蟇經》的成立與由來，藉以辨明在醫學脈絡之下《黃帝蝦蟇經》

的「禁忌」。22浦山菊花亦製作了「人神」在醫書、敦煌文書中的內容對照表，

然而並未加以深入解析。坂出祥伸則是針對《黃帝蝦蟇經》一書作了解題研究，

介紹其版本來源並且與日本丹波康賴所著的《醫心方》相互對校。23對於《黃帝

蝦蟇經》的成書時代，本文採取坂出祥伸的說法，即漢末到東晉之間（三世紀到

四世紀左右）。24 

《黃帝蝦蟇經》的內容部分，羅維前（Vivienne Lo）從針灸技術和《黃帝蝦

蟇經》的時代背景談起，將全書的重點做了介紹。25大陸學者則是用「時間醫學」

一詞來指涉《黃帝蝦蟇經》的思想意涵。26王濱認為《黃帝蝦蟇經》是以中醫時

空觀，對針灸取穴禁忌等問題，提出了許多嚴格要求，尤其以月之盈虧說明人體

氣血按著時空運行的分布規律，在某些人體部位的氣血變化，還有一定的研究價

                                                                                                                                                           
《人神日忌》編號（P.3247），原卷正、背兩面書寫，正面為《四分羯磨》卷下；背面為《大

唐同光四年具注曆》一卷。 
22  〔日〕浦山菊花〈《黃帝蝦蟇經》について〉，《東洋—比較文化論集—宮澤正順博士古稀記

念》（東京：青史出版，2004 年），頁 239-252。 
23  〔日〕坂出祥伸〈《黃帝蝦蟇經》について－成書時期を中心に〉，收入《解說‧研究》《東

洋醫學善本叢書》，冊二十九（大阪：オリエント出版社，1996 年），頁 1-16。 
24  〔日〕坂出祥伸〈《黃帝蝦蟇經》について－成書時期を中心に〉，收入《解說‧研究》《東

洋醫學善本叢書》，冊二十九，頁 14。 

25    Vivienne Lo, Huangdi Hama jing (The Yellow Emperor’s Toad Canon), Asia Major 14, pt. 

( 2001)：73. 
26    參見：馬惠芳、郭長青〈《黃帝蝦蟇經》對針灸學的貢獻〉，《針灸臨床雜誌》第 13 卷，第

3 期，1997 年，頁 1-3。「《黃帝蝦蟇經》在《黃帝內經》的基礎上大大發展了針刺時間禁

忌說，對針灸學作出了貢獻。」吳中朝〈《黃帝蝦蟆經》時間醫學思想探賾〉《山西中醫》

第 6 期，1990 年，頁 4-8。「〈《黃帝蝦蟆經》時間醫學思想探賾〉在天人相應的大原則之

下，細分刺灸擇時要考慮日、人相應以及月、人相應；並且運用現代科學闡釋太陽與月亮

活動對人體生物機能變化的密切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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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還有待於臨床的驗證。27大致而言，《黃帝蝦蟇經》隨月生毀的部分已經獲

得相當程度的關注。 

臺灣方面對於「人神」的研究較少，唯有鄢良與張淑女曾討論此議題。鄢良

《人身小天地——中國象數醫學源流‧時間醫學卷》第五章〈術數醫療趨避法〉

提到「人氣人神所在刺灸避忌法」、「針灸服藥合藥叢辰宜忌論」。28張淑女的碩

士論文〈中國傳統醫學中的選擇術－以「人神」及「妊娠」禁忌為例〉，以「人

神」以及「妊娠」這兩種同樣與身體相關的主題，作為傳統醫學中的選擇術的探

討對象。29選擇術亦可稱為擇吉、擇日或陬吉。同樣是探討中國傳統醫學當中的

趨吉避凶用法，本文不以「中國傳統醫學中的選擇術」來命題，而是聚焦於「人

神」禁忌作為探討的核心要旨。 

大陸學者對於針灸避「人神」的研究成果頗豐。30對於「人神」的解釋，王

宇恒等人認為「人神」是指人的形體與神氣，亦即精神和物質，是古人用以解釋

在針灸過程中突然發生意外的一種說法。31楊建宇和魏素麗則是將「人神避忌」

視為中醫古典文獻中一個很具特色的學術論點，尤其是涉及到外科瘡瘍和針灸避

忌時，人神避忌尤其被諸多醫家強調。此處所說的灸法禁忌是基於對人體氣血周

流的認識，而人神隨氣血游行全身臟腑經絡，具有其自身的時間特點，這就是子

午流注針法的理論基礎，也是以上諸多禁忌的理論基礎。32北京中醫藥大學肖昌

                                                       
27   王濱〈《黃帝蝦蟇經》與針灸禁忌的時空觀〉，《內蒙古中醫藥》第 4 期，2000 年，頁 35。 
28   鄢良《人身小天地——中國象數醫學源流‧時間醫學卷》（臺北：明文書局，1994 年），頁

74-101。 
29   張淑女《中國傳統醫學中的選擇術－以「人神」及「妊娠」禁忌為例》清華大學碩士論文，

1994 年。 
30   李戎認為尻神當為「居神」，（居）神的意義應理解為「居於人體某一個部位的神」，它並不

固定在某一個人體部位，而是隨著時間的變動而變動的。尻神的探查，參照李戎〈針灸「人

神禁忌」學說中的「尻神」辨誤〉，《中國針灸》第 22 卷，第 8 期，2002 年，頁 571。 
31   王宇恒，常存庫，黃寅焱〈針灸療法禁忌症的歷史探究〉，《針灸臨床雜誌》第 21 卷，第 7

期，2005 年，頁 50。 
32 楊建宇，魏素麗〈人神避忌略論〉，《中國中醫基礎醫學雜誌》第 11 卷，第 11 期，2005 年，

頁 812-813。肖嫻〈中醫對精氣血津液神的認識之（六）：漫談人體之「神」〉說神的產生和

活動是有其物質基礎的。同時，神是寓於形體之外的，脫離形體組織的神是不存在的。以

上關於神的生成，應該說是廣義的神。狹義的神，則是由人體內部的臟腑精氣對外界的刺

激作出應答時產生的。神的產生以臟腑正常的生理功能及精氣血津液等物質為基礎，又能

反作用於臟腑的功能活動、調控精氣血津液的代謝進行。精氣血津液充足，臟腑功能強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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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的研究，依據現有資料將針灸人神禁忌的具體內容作了詳盡的整理。33 

縱使大陸學者對於時間醫學以及針灸避人神已然有不少討論，然而其他的相

關細節，如：「人神」發展的本末、內涵以及實際操作層面，則有待本文繼續延

伸處理。此外，在敦煌文書方面，亦有不少具注曆都有逐日人神的記載。例如：

《大唐同光四年具曆》（P.3247）以及《雍熙三年丙戌歲具注曆日》（P.3403）。關

於敦煌卷子當中的醫籍，羅振玉、王國維、王重民、向達、范行準、姜亮夫等前

輩學者已有初步的整理。解讀以及校證的部分，馬繼興先生主編《敦煌古醫籍考

釋》、《敦煌中醫藥精華發微》，張儂《敦煌石窟秘方與灸經圖》、陳增岳《敦煌古

醫籍校證》以及叢春雨主編《敦煌中醫藥全書》、《敦煌中醫藥精華發微》等，都

有很大的貢獻。34總的來說，前人對於「人神」禁忌的研究成果，僅泛言「人神」

是屬於時間醫學或神煞的一種，或者停留在資料的羅列整理。「人神」概念的起

源、演變以及實際應用的層面皆未曾提及，這些都是本文可以戮力研究的部分。 

 

二、問題意識 

李磊的研究認為，針灸日時避忌的各種方法主要盛行於隋唐時期，在後世已

很少應用。35筆者將進一步提出疑問，既然「人神」這麼重要，甚至攸關性命存

亡。何以後世醫家在臨床診療時多不重視「人神之忌」，並且在醫學傳承的過程

中，被放在一個邊緣的位置？事實上，「人氣」、「人神」常見錄於醫書之中，然

而醫案裡面卻極少提到其在診療過程中的應用。這現象看似矛盾，卻頗值得玩

                                                                                                                                                           
神就旺盛；精氣血津液虧耗，臟腑功能虛弱，神便會衰退。肖嫻〈中醫對精氣血津液神的

認識之（六）：漫談人體之「神」〉，《開卷有益‧求醫問藥》第 12 期，2004 年，頁 12-13。 
33   肖昌云〈針灸人神禁忌學說研究〉，北京中醫藥大學碩士論文，2007 年。 
34   馬繼興主編《敦煌古醫籍考釋》（江西：江西科學技術出版社，1988 年）。馬繼興等輯校《敦

煌醫藥文獻輯校》（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 年）。張儂《敦煌石窟秘方與灸經圖》（蘭

州：甘肅文化出版社，1995 年）。陳增岳《敦煌古醫籍校證》（廣州：廣州科技出版社，2008
年）。叢春雨主編《敦煌中醫藥全書》（北京：中醫古籍出版社，1994 年）。叢春雨《敦煌中

醫藥精華發微》（北京：中醫古籍出版社，2000 年）。 
35   李磊〈針灸日時知避忌——試論針灸日時避忌的原則和方法〉《上海中醫藥雜誌》第 6 期，

1995 年，頁 26-27。「針灸日時避忌的各種方法主要盛行於隋唐時期，在後世已很少應用。

它強調時間因素對針灸效應的不良影響，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古人對針灸時間效應的認識。」，

頁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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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目前學界對於「人神」的研究成果僅限於比對版本、試探年代或是將「人神」

禁忌視為一種時間醫學的應用。在漢唐時代，「人神」的意義究竟為何？當時的

醫家對於「人神」禁忌的看法，是否實踐在診療過程中？這些問題都有待本文繼

續延伸處理。 

基於以上諸點，本文試圖將漢唐時期，關於「人神」禁忌的各種史料統整清

楚。進以提出更為全面詳實的探究。經由文獻整理之後，聚焦於「人神」禁忌在

實際操作層面的展現，例如：有哪些醫療行為需要「擇人神不在日」，醫家如何

避免誤傷患者的「人神」？究竟在漢唐時期，依時避忌的針灸原則是如何發展、

演變呢？因此，本文的第二章旨在探討「人神」的源流與演變，分析各式「人神」

禁忌的內容要義。第三章則是關於「人神」的應用層面，以及漢唐醫家認為「人

神」對身體所產生的影響。第四章是關於探討「人神」禁忌之後的推展與發現。

全文關注在「人神」概念的發展、傳承、變異以及應用，希冀能重建「人神」禁

忌在漢唐時期中的原始面貌，拼湊出古代醫學地圖缺漏的「人神」區塊。 

 

 

 

 

 

 

 

 

 

 

 

 



10 
 

第二章、「人神」源流與概念試析 

本章第一節「人神」概念的形成，藉由梳理《黃帝內經》記載的「神」、「人

氣」的內容，確定在「人神」尚未作為一種醫療禁忌的項目，並且由《黃帝蝦蟇

經》的記載推測魏晉時期已有明確的「人神」循行的禁忌學說。第二節「人神」

概念的發展、確立與沒落，說明在唐代醫書以及敦煌的醫學卷子、具注曆當中，

都可見到「人神」的記載。藉由宋代醫書缺乏「人神」的記載，則可說明「人神」

概念的沒落。第三節「人神」概念試析，舉《范汪方》、《華佗方》和《黃帝蝦蟇

經》這三本漢晉時期的醫書作比對，分析「同神」、「不同神」的意思，辨明「人

氣」和「人神」的差異。 

 

第一節、「人神」概念的形成 

一、《黃帝內經》記載的「神」 

《周易》有云：「陰陽不測之謂神。」36在中國傳統醫學的範疇中，「神」更

是晦莫若深的存在。37欲明瞭「人神」為何，需先探溯「神」在中國古典醫學脈

絡中的用法。「神」在《黃帝內經》中記載甚多，約略有一百多處。李雁、閻曉

天和石冠卿等人所撰之文〈《內經》中「神」的研究進展〉38，當中綜述了當代

有關「神」的重要研究，其中對神的解釋共總結出十種之多。筆者採用賀娟在《黃

帝內經研究大成》的分類法來說明：39第一、指自然界事物的運動變化及其規律

性。第二、指人體生命現象的總概括；包含具有生命力的人、人體某些組織的生

                                                       
36   〔魏〕王弼、韓康伯注，〔唐〕孔穎達等正義《周易正義》卷七〈繫辭上‧第七〉，收入〔清〕

阮元校勘《十三經注疏》冊一《周易 尚書》（臺北：東昇出版事業公司，不著撰年），頁

149。重刻宋版十三經注疏本。參見：〔宋〕朱熹《周易本義》卷三〈繫辭上傳〉（臺北：

大安，1999 年），頁 238。「極數知來之謂占，通變之謂事，陰陽不測之謂神。」 
37   《黃帝內經素問》卷十九〈天元紀大論第六十六〉：「故物生謂之化，物極謂之變；陰陽不

測謂之神，神用無方謂之聖。」，收入錢超塵主編《中華經典醫書》冊一（北京：中國醫藥

科技出版社，2002 年），頁 335。 
38    李雁，閻曉天，石冠卿，〈《內經》中「神」的研究進展〉，收入《陝西中醫》，第 12 期，

1987 年。 
39    王洪圖總主編，《黃帝內經研究大成》（北京：北京出版社，1995 年），頁 1129-1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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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功能、內臟精氣顯露於外的徵象。第三、指人的精神活動；包含人的思維活動、

人的感覺、意識等以及人的情志活動。 

究竟什麼是「神」40？黃帝和岐伯君臣倆曾經就「神」這個議題做過討論。《黃

帝內經靈樞》卷十六〈天年論第五十四〉記載著，黃帝問曰：「何者為神？」41岐

伯曰：「血氣已和，營衛已通，五藏已成，神氣舍心，魂魄畢具，乃成為人。」42

此處提到，身體血氣已經調和，營、衛二氣亦已通，五臟長成，神氣入守於心，

魂魄皆已具備，方能成為人。此處的「神」乃神氣、魂魄之謂。 

 

二、《黃帝內經》記載的「人氣」 

《黃帝內經》當中，關於「人氣」的記載甚多。在〈陰陽繫日月第四十一〉

篇章中，十月到三月人氣在左，四月到九月人氣則是在右。《黃帝內經靈樞》卷

七〈陰陽繫日月第四十一〉，岐伯曰：  

正月二月三月，人氣在左，無刺左足之陽；四月五月六月，人氣在右，無

刺右足之陽，七月八月九月，人氣在右，無刺右足之陰，十月十一月十二

月，人氣在左，無刺左足之陰。43 

從正月到十二月，禁止灸刺的地方都是足部；正月到六月禁在陽面，七月至十二

月，禁在陰面。正月、二月、三月的時候，人氣在左邊，不可以灸刺左足之陽面；

四月、五月、六月，人氣在右邊，不可以灸刺右足之陽面。七月到九月，人氣在

右邊，不可以灸刺右足之陰面。十月至十二月，人氣在左邊，不可以灸刺左足之

                                                       
40   「神」的概念在《黃帝內經》當中有分廣義和狹義的用法。廣義的「神」指的是人的生命

活力；包含生命的萌芽、新陳代謝、免疫力、大腦的機能活動、天資與才幹等表現形式。

至於狹義的「神」，指精神思維活動。李濱〈中醫神志學說的文獻研究〉，收入《中醫文獻

雜誌》第 4 期（安徽：安徽中醫學院，2001 年），頁 13。 
41   《黃帝內經靈樞》卷十六〈天年論第五十四〉，收入錢超塵主編《中華經典醫書》冊一，頁

335。 
42   《黃帝內經靈樞》卷十六〈天年論第五十四〉，收入錢超塵主編《中華經典醫書》冊一，頁

335。 
43   《黃帝內經靈樞》卷七〈陰陽繫日月第四十一〉，收入錢超塵主編《中華經典醫書》冊一，

頁 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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陰面。《黃帝內經素問》之〈診要經終論第十六〉亦云： 

正月二月，天氣始方，地氣始發，人氣在肝。三月四月，天氣正方，地氣

定發，人氣在脾。五月六月，天氣盛，地氣高，人氣在頭。七月八月，陰

氣始殺，人氣在肺。九月十月，陰氣始冰，地氣始閉，人氣在心。十一月

十二月，冰復，地氣合，人氣在腎。44 

隨著天地之氣的生發與收藏，「人氣」也隨之移轉。正月、二月，人氣在肝。五

月、六月，人氣在頭。七月、八月，人氣在肺。九月、十月，人氣在心。十一月、

十二月，人氣在腎。「人氣」所在，實際上與「天氣」、「地氣」的升發、隆盛、

閉合有關。與本文要探討的「人神」概念一致，這兩段文字皆是表達在人的身體

中有依時循行的「人氣」存在，醫者需要避免灸刺「人氣」所在的部位。 

然而，《黃帝內經》並未出現以「人神」表示禁忌的說法。在《黃帝內經》

當中含有「人神」二字的內容如下：《黃帝內經素問》的遺篇〈刺法論第七十二〉

云：「人腎病，又遇太陽司天失守，感而三虛，又遇水運不及之年，有黃尸鬼干

犯人正氣，吸人神魂，致暴亡，可刺足太陽之所過，刺足少陽之俞。」45此處的

「人神」並非是一個詞彙，而是指黃尸鬼干犯人的正氣，吸取人的神魂。又可看

出，人的氣（正氣）和人的神（神魂）並不是同樣的東西。 

相似的用法亦見於《黃帝內經素問》的遺篇〈本病論第七十三〉提到，黃帝

問岐伯：你有沒有聽說過有人因為天虛、人虛，使得神遊失守其位，招致五尸鬼

干犯，使得人五神易位，失神則死的例子呢？46另外，《黃帝內經素問》卷二十

二〈至真要大論第七十四〉，岐伯則云：「天地之大紀，人神之通應也。」47這裡

的「人神」也不是一個詞彙，而是指人和神，天與地之間的大綱紀，正是人與神

之間的互相通應。 

                                                       
44   《黃帝內經素問》卷四〈診要經終論第十六〉，收入錢超塵主編《中華經典醫書》冊一，48。 
45   《黃帝內經素問》〈刺法論第七十二〉，收入徐寒主編《黃帝內經》上冊（北京：中國書店，

2011 年），頁 392。 
46   《黃帝內經素問》〈本病論第七十三〉，收入徐寒主編《黃帝內經》下冊，頁 417。「黃帝曰：

『人氣不足，天氣如虛，人神失守，神光不聚，邪鬼干人，致有夭亡，可得聞乎？』」 
47   《黃帝內經素問》卷二十二〈至真要大論第七十四〉，收入錢超塵主編《中華經典醫書》冊

一，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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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帝內經素問》之〈刺法論第七十二〉又云：「道貴常存，補神固根，精

氣不散，神守不分，然即神守而雖不去，亦全真，人神不守，非達至真，至真之

要，在乎天玄，神守天息，復入本元，命曰歸宗。」48這裡的「人神」也是指涉

人之神，內容與道家、道教存思、守神的修煉方式有關。49《太平經鈔‧壬部》

云： 

人有一身，與精神常合併也。形者乃主死，精神者乃主生。常合即吉，去

則凶。無精神則死，有精神則生。常合即為一，可以長存也。常患精神離

散，不聚於身中，反令使隨人念而遊行也。故聖人教其守一，言當守一身

也。念而不休，精神自來，莫不相應，百病自除，此即長生久視之符也。

50 

道教認為將「神」存守、存思，可使人長生不死，故名為存神、思神。51藉由排

除心中雜念，保持心神清靜、強身健體。守持人之精、氣、神，使之不內耗，不

外逸，長期充盈體內，與形體相抱為一。修習此術可延年益壽，乃至長生久視。

52至少在兩漢時期，「人神」主要指人之精神，尚未作為一種醫療禁忌的項目。 

 

三、《黃帝蝦蟇經》的記載 

循行依時的灸療禁忌，在《武威漢代醫簡》已可得見。《武威漢代醫簡》： 

人生一歲毋灸心，十日而死。人生二歲毋灸腹，五日而死。人生三歲毋灸

                                                       
48   《黃帝內經素問》〈刺法論第七十二〉，收入徐寒主編《黃帝內經》上冊（北京：中國書店，

2011 年），頁 392。 
49    按：「守神」是源於老莊「守一術」當中的其中一項。而道教承襲老莊思想而創造守一術，

許多早期道教經書皆強調修習它的重要意義。 
50   《太平經》，收入《正統道藏》第四十一冊，頁 102。 
51    存思，即用存思之法使外遊之神返回身中；內觀、守靜的目的是存神，使神不外遊。而存

思的目的則是使外遊之神返回身中，以及接引外界五行諸神入人身中。存思之法，古已有

之。 
52   參見：〔晉〕葛洪《抱朴子‧內篇‧至理》云：「夫有因無而生焉，形須神而立焉。有者，

無之宮也。形者，神之宅也。」，收入《正統道藏》第四十七冊，頁 666。〔唐〕孟安編集

《道教義樞》卷五引《老君戒經》云：「凡存一守神，要在正化，心正由靜，靜身定心，心

定則識靜，識靜則道會也。」，收入《正統道藏》第四十一冊，頁 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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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廿日而死。人生四歲，無灸頭，三日而死。人生五歲，無灸足，六日

而死。……年已過百歲者不得灸刺，氣脈壹絕，灸刺者隨針死矣。獨……。

53 

然而，真正出現使用「人氣」、「人神」的說法來表達不能灸刺的原因，始見於《黃

帝蝦蟇經》。比起《武威漢代醫簡》講述的內容，人生一歲毋灸心、二歲毋灸腹、

三歲毋灸背、四歲毋灸頭、五歲毋灸足、六歲毋灸手、七日毋灸脛、八歲毋灸肩

等大範圍的部位。《黃帝蝦蟇經》開始將某些禁止灸刺的部位說明的更加細緻，

對於特定時日禁止灸刺的部位，已經使用魚際、承漿、人迎、缺盆……等穴道名

稱來指涉。 

在《黃帝蝦蟇經》之「蝦蟇圖隨月生毀日月蝕避灸判法」的內容上，顯示了

由「人氣」過渡到「人神」概念的發展。講述月亮裡的蝦蟇和兔子會隨著月亮的

陰晴圓缺而生毀。一個月之中的三十天，初一蝦蟇生頭喙、初二蝦蟇生左肩、初

三蝦蟇生右肩、月生四日蝦蟇生左脇、月生五日蝦蟇生右脇、月生六日蝦蟇生後

左股、月生七日蝦蟇生後右股。到了初八蝦蟇生尻，整隻蝦蟇的身體都完全成形。

54從初九開始是兔子生長的時候，次序與部位都和蝦蟇生長的情形一致。依次為

頭、左肩、右肩、左脇、右脇、左股、右股和尻。同此概念，到了農曆十五的月

圓之日，兔子生右股、尻，屆時整隻兔子的身子都完備了，並且得以見到蝦蟆與

兔等兩隻小動物。55十六日，蝦蟇開始省去頭部，接著按次省去左肩、右肩、左

脇、右脇、左股、右股。到了農曆二十三日，蝦蟇省尻，身形完全省盡。二十四

日起，繼而輪到兔子省頭。接下來省毀的部位皆與蝦蟇相同。 後，在三十日的

                                                       
53    甘肅省博物館、武威縣文化館合編《武威漢代醫簡》，頁 4。 
54   《黃帝蝦蟇經‧蝦蟇圖隨月生毀日月蝕避灸判法第一》云：「月生八日。蝦蟇生尻、身形盡

具。人氣在魚際、股内廉。不可灸判傷之。……不同神。彼在手腕中(一云、人氣在腰目中)。」

月生八日，蝦蟆生尻，身形盡具；此時的「人氣」在魚際和股内廉，「人神」則是在手腕中，

又有一說在腰目中。，收入《東洋醫學善本叢書》，頁 22。（古籍原頁五下）。 
55   《黃帝蝦蟇經‧蝦蟇圖隨月生毀日月蝕避灸判法第一》，收入《東洋醫學善本叢書》，頁 29。

（古籍原頁九上）。「月生十五日。兔生右股尻、身形盡具。人氣在巨虛，上、下廉。皆不

可灸判傷之。使人足脛痺、不仁。大小腸不化水穀。又不可合陰陽。女子中風病。大禁非

小。不同神。彼在胃管、右手陽明（一云、人氣在胃）」在這一天，「人氣」在巨虛以及上、

下廉的位置。巨虛和上、下廉都是穴道名；巨虛，屬於足陽明胃經；上廉、下廉則是屬手

陽明大腸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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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候，兔省右股，身形都盡。56 

然而，「人氣」或「人神」的所在處並未對應蝦蟇和兔子所生毀的部位。例

如：「月生一日。蝦蟇生頭喙。人氣在足少陰至足心。……同神。」57「月生九

日。兔生頭。人氣在陽明、足趺交脈。……不同神。彼在尻尾。（一云：人氣在

尻上）。」58「月毀二十三日。蝦蟇省尻、身形盡。人氣在髀厭中。……不同神。

彼在胸中。（一云：兔省左脇。人氣在胸中）。」59「月毀三十日。兔省右股、身

形都盡陰陽氣促。人氣在關元、至陰孔。……不同神。彼在兩足。（一云：人氣

在踝上）。」60蝦蟇和兔子隨著月亮的盈虧進行生毀，但是蝦蟇和兔子生毀的部

位，與「人氣」、「人神」的所在之處並不相同。目前可見到以蝦蟇與兔隨月生毀

圖的醫書僅有《黃帝蝦蟇經》，而東晉時的醫書《范汪方》亦使用蝦蟇、兔的生

毀來表示「人氣」、「人神」所在。 

此外，《黃帝蝦蟇經》還有提到其他種依時循行的灸刺禁忌，例如「年神舍

九部」、「六甲日神遊舍」、「擇五神所舍時」……等。《黃帝蝦蟇經》用「年神」

指稱以年為單位的灸刺禁忌，又以「靈符」所舍說明「六甲日神遊舍」的情況，

其餘的篇章都是使用「神」字。 

 

 

 

 

 

                                                       
56    按：依照月生十五日，兔子生右股、尻的記載來看，在月毀三十日的時候，兔子除了省右

股之外，並且省去尻。此處可能為略筆，但對於文意影響不大。 
57   《黃帝蝦蟇經‧蝦蟇圖隨月生毀日月蝕避灸判法第一》，收入《東洋醫學善本叢書》，第二

十八冊，頁 15。（古籍原頁二上）。 
58   《黃帝蝦蟇經‧蝦蟇圖隨月生毀日月蝕避灸判法第一》，收入《東洋醫學善本叢書》，第二

十八冊，頁 23。（古籍原頁六上）。 
59   《黃帝蝦蟇經‧蝦蟇圖隨月生毀日月蝕避灸判法第一》，收入《東洋醫學善本叢書》，第二

十八冊，頁 37。（古籍原頁十三上）。 
60   《黃帝蝦蟇經‧蝦蟇圖隨月生毀日月蝕避灸判法第一》，收入《東洋醫學善本叢書》，第二

十八冊，頁 44。（古籍原頁十六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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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人神」概念的確立與沒落 

一、唐代醫書的記載 

目前可見的醫書當中， 早出現「人神」一詞出處是孫思邈的《備急千金要

方》。《備急千金要方》共三十卷，記 232 門，成書於永徽三年（公元 652 年）。

後來有感於內容之不足，因而在永淳元年（公元 682）續著《千金翼方》，亦有

三十卷，記 189 門。《備急千金要方》卷二十九〈針灸上‧太醫針灸宜忌第七〉

云：「欲行針灸，先知行年宜忌，及人神所在，不與禁忌相應即可。」61從文中

可知，「人神所在」是一種針灸時需要特別注意的禁忌。 

孫思邈在《千金翼方》又有論曰︰「凡欲針灸，必先診脈，知醫須看病者行

年、本命、禍害、絕命、生氣所在，又須看破除開日，人神取天醫，若事急卒暴

不得已者，則不拘此也。」62針灸之前需要先診脈，並且要瞭解病人的行年、本

命以及禍害、絕命、生氣等所在方位，而且還要擇破日、除日、開日，遇到人神

需要延請天醫。如果病發突然、事態緊急，則無須拘泥以上禁忌項目。「人神取

天醫」不是孫思邈獨創的療法，亦非肇始於唐代。事實上，在《黃帝蝦蟇經》之

「推天醫天德生氣死氣日淫第七」記載著各種推天醫日的方式與說明，例如：推

行年天醫法、推月天醫法、推日天醫法。63《黃帝蝦蟇經》書中的「治諸病向背

并咒」還有提到要讓病者朝著生氣方坐，治療他的醫者要背天醫而坐，並且舉手

呼告天醫，之後方能開始治病。64 

除了孫思邈的著作之外，唐代王燾的《外臺秘要方》書中亦提有多種「人神」

禁忌項目，例如：「春左脇，秋右脇，夏在臍，冬在腰。以上人神並不宜灸之，

                                                       
61   〔唐〕孫思邈《備急千金要方》卷二十九，收入《孫思邈醫學全書》卷二十九〈針灸上‧

太醫針灸宜忌第七〉，頁 533-534。 
62   〔唐〕孫思邈《千金翼方》卷二十八〈針灸下‧針灸宜忌第十〉，收入《孫思邈醫學全書》，

頁 923。 
63   《黃帝蝦蟇經‧推天醫天德生氣死氣日淫第七》，收入《東洋醫學善本叢書》，頁 62-63。（古

籍原頁二五下-二六上）。 
64   《黃帝蝦蟇經‧諸合藥服藥禁忌日時法第八‧治諸病向背并咒》，收入《東洋醫學善本叢書》，

頁 66-67。（古籍原頁二七下-二八上）。 



17 
 

傷神殺人。」65在文章的脈絡中，「人神」亦被視作一種灸刺的禁忌，而且會導

致傷生害命。由以上諸書內容所示，循行依時的「神」或曰「靈符」、「人氣」，

其概念萌發在漢代。經由時代的迢遞，「人神」名稱的確立以及各式「人神」的

禁忌成形皆在唐代。  

 

二、敦煌文書的記載 

在敦煌文書方面，有不少具注曆以及醫學卷子都有逐日人神的記載，可與晉

唐時期的各種醫書參照來看。66《大唐同光四年具曆》（P.3247）以「每月人神注

在當日足下」來記載人神禁忌。67《雍熙三年丙戌歲具注曆日》（P.3403）則是沒

有寫題名。68敦煌醫學文書《新集備急灸經》（P.2675）亦有逐日人神的禁忌內容。

69事實上，（P.2675）的卷子上共有兩份文件，正面為（P.2675），背面是（P.2675V），

醫史界認為背面的（P.2675V）也屬《新集備急灸經》的一部份，所抄內容大致

相同，故以甲本、乙本分之。70此卷原有兩種《新集備急灸經》，兩本可互相對

校。71然而，《敦煌寶藏》的整理者黃永武等人，則是將這兩份文件分開命名。

其一，稱為《新集備急灸經》；其二，稱為《星占書‧七星人命屬法》。72黃正建、

                                                       
65   〔唐〕王燾《外臺秘要方》卷三十九〈明堂灸法七門‧孔穴主對法〉，收入曹洪欣主編；鄭

金生，柳長華副主編《海外回歸中醫古籍善本集粹》冊十一，頁 3041。 
66    據馬繼興先生考證，敦煌醫學資料的撰著年代 早可追溯到先秦和漢代，但絕大部分醫書

則均系南北朝以後、隋唐時代的著作。 
67   《大唐同光四年具暦》，收入黄永武主編《敦煌寶藏》第一百二十七冊（臺北：新文豐，1986），

頁 169-172。按：伯 3247 號背面，據巴黎所藏敦煌漢文卷子影印。陳增岳《敦煌古醫籍校

證》、叢春雨主編《敦煌中醫藥全書》皆將此卷稱為《人神日忌》。 
68   《雍熙三年丙戌具注曆日》，收入黄永武主編《敦煌寶藏》第一百二十八冊（臺北：新文豐，

1986），頁 198-203。按：伯 3403 號，據巴黎所藏敦煌漢文卷子影印。 
69   《新集備急灸經》，收入黄永武主編《敦煌寶藏》第一百二十三冊，頁 244。按：伯 2675 號，

據巴黎所藏敦煌漢文卷子影印。 
70    參見：黃正建〈第四章 敦煌占卜文書的類型及其與傳世典籍的比較（下）‧祿命〉，《敦

煌占卜文書與唐五代占卜硏究》（北京：學苑出版社，2001 年），頁 108。 
71    陳增岳《敦煌古醫籍校證》對《新集備急灸經》一卷的提要：「此卷子名《新集備急灸經》，

為卷子原來的叫法，內容主要是灸法及其禁忌，卷子的開始有云「京中李家于東市印」，可

知為唐代刻印本，至於原書的作者及成書年代，則無從得知。P.2675 上原有兩種《新集備

急灸經》，此處選擇一種，以另一種作為助校，注文中所稱別本，即是另一種《新集備急灸

經》。」見：陳增岳《敦煌古醫籍校證》，頁 58。 
72   《星占書‧七星人命屬法》，收入黄永武主編《敦煌寶藏》第一百二十三冊，頁 245。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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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貞、陳于柱等學者亦將背面的（P.2675V）歸在「祿命書」的範疇。73值得特別

注意的是，敦煌醫學文書當中，《灸經》（S.5737）的記載稍微類似《黃帝蝦蟇經》

和《外臺秘要方》，但是與其他敦煌卷子差異較大。74 

 

（一）大唐同光四年具注曆 

 

表一、大唐同光四年具注曆 P.3247【每月人神注在當日足下】 

 

（二）雍熙三年丙戌歲具注曆日 

 

表二、雍熙三年丙戌歲具注曆日 P.3403【人神】 

 

 

                                                                                                                                                           
附末尾深淺放大於書面 247-249，伯 2675 號背面，據巴黎所藏敦煌漢文卷子影印。 

73   黃正建〈第四章 敦煌占卜文書的類型及其與傳世典籍的比較（下）‧祿命〉，《敦煌占卜文

書與唐五代占卜硏究》，頁 107-108。趙貞〈敦煌文書中的「七星人命屬法」釋證──以 P.2675bis

為中心〉，收入《敦煌研究》2006 年第 2 期（總第 96 期），頁 72-77。陳于柱《區域社會史

視野下的敦煌祿命書研究》（蘭州大學博士論文，2009 年），頁 16。 
74   《灸經》，收入黄永武主編《敦煌寶藏》第四十四冊（臺北：新文豐，1986 年），頁 413-414。

按：斯 5737 號，據英倫所藏敦煌漢文卷子影印。陳增岳《敦煌古醫籍校證》對《灸經》一

卷的提要：「《灸經明堂》，為原卷本有的題目，所見者僅為一殘卷，作者、成書年代無考，

內容主要為灸刺禁忌。」見：陳增岳《敦煌古醫籍校證》，頁 66。 

時 一日 二日 三日 四日 五日 六日 七日 八日 九日 十日 

禁 足大指 外踝 股內 腰 口 手小指 內踝 腕 尻尾 腰背 

時 十一日 十二日 十三日 十四日 十五日 十六日 十七日 十八日 十九日 卄日 

禁 鼻柱 髮際 齒 胃脘 遍身 胸 氣衝 股內 足 內踝 

時 卄一日 卄二日 卄三日 卄四日 卄五日 卄六日 卄七日 卄八日 卄九日 三十日

禁 手小指 外踝 肝及足 手陽明 足陽明 肩及手 膝 陰 膝脛 足趺 

時 一日 二日 三日 四日時 五日 六日 七日 八日 九日 十日 

禁 足大指 外踝 股內 腰 口 手 內踝 腕 尻 腰背 

時 十一日 十二日 十三日 十四日 十五日 十六日 十七日 十八日 十九日 卄日 

禁 鼻柱 髮際 牙齒 胃管 遍身 胸 氣衝 股內 足 踝 

時 卄一日 卄二日 卄三日 卄四日 卄五日 卄六日 卄七日 卄八日 卄九日 三十日

禁 手小指 外踝 肝 手陽明 足陽明 胸 膝 陰 膝脛 足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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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集備急灸經》 

表三、《新集備急灸經》P.2675【人神】 

經比對後發現，這三項敦煌卷子的內容差異不大，僅在敘述上有著些微差異，

如：長腕、腕，尻尾和尻。其中，有三處記載有所出入。第一、每月的六日，大

唐同光四年具曆（P.3247）和《新集備急灸經》（P.2675）都是人神在「手小指」，

只有雍熙三年丙戌歲具注曆日（P.3403）說人神在「手」。第二、關於卄三日的

人神所在處，大唐同光四年具曆（P.3247）和雍熙三年丙戌歲具注曆日皆云在「肝」，

《新集備急灸經》（P.2675）則云人神在「肝及足」。第三、關於卄六日的人神所

在處，兩項具注曆日都說在「胸」，唯獨《新集備急灸經》（P.2675）言其在「肩

及手」。 

除了上述的敦煌文書之外，尚有一些「人神」的記載保存在其他卷子之中。

（S. 930V）有一段倒寫的文字，存五行，標題寫著「推人辰法」，記曰：「一日

大足指，二日外踝，三日股腰內，……七日在踝，八日在腕。……十五日在遍身。」

75（S. 6054）亦有類似記載，相關內容約存四行，記曰：「〔五〕日在口內，六日

在手內小指……卅日在足。」76（S. 6167）存五殘行，標題寫「人神游日」，記

曰：「一日在足大指內……已上人神所在，每月周而復始。」77這些英藏的敦煌

卷子更加說明了「人神」禁忌在漢唐之間的流行情狀。許多敦煌曆書都記有逐日

人神的記載，代表人神禁忌似乎並不是醫家所獨有的概念，而是共享於擇日家的

                                                       
75    參見：黃正建〈第四章 敦煌占卜文書的類型及其與傳世典籍的比較（下）‧祿命〉，《敦

煌占卜文書與唐五代占卜硏究》，頁 174。 
76    參見：黃正建〈第四章 敦煌占卜文書的類型及其與傳世典籍的比較（下）‧祿命〉，《敦

煌占卜文書與唐五代占卜硏究》，頁 174。 
77    參見：黃正建〈第四章 敦煌占卜文書的類型及其與傳世典籍的比較（下）‧祿命〉，《敦

煌占卜文書與唐五代占卜硏究》，頁 174。 

時 一日 二日 三日 四日 五日 六日 七日 八日 九日 十日 

禁 足大指 外踝 股內 腰 口 手小指 內踝 長腕 尻尾 腰背 

時 十一日 十二日 十三日 十四日 十五日 十六日 十七日 十八日 十九日 卄日 

禁 鼻柱 髮際 牙齒 胃管 遍身 胸 氣衝 股內 足 內踝 

時 卄一日 卄二日 卄三日 卄四日 卄五日 卄六日 卄七日 卄八日 卄九日 三十日

禁 手小指 外踝 肝 手陽明 足陽明 胸 膝 陰 膝脛 足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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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體系。值得探究的是，逐日人神在當時是否如同曆書、通書、農民曆等書中

的各式宜忌一般，是眾所周知而不明就裡的禁忌項目？ 

 

三、宋代醫書的記載 

為何後世醫家多不重視「人神」禁忌學說呢？筆者認為宋代是「人神」禁忌

學說的黑暗時期，而造成「人神」觀念沒落的原因，宋代政府的態度是一個重要

的因素。宋代有兩套官修的醫學總集，分別是《太平聖惠方》（978-992）以及《聖

濟總錄》（1111-1118）。這兩部醫學總集編採的內容有所不同，《太平聖惠方》可

謂是宋以前到宋初一百年之間的醫學大成，《聖濟總錄》才是真正代表著宋代醫

學的成就展現。從這兩部宋代官修的醫學總集來看，《太平聖惠方》仍然載有日

神忌等相關「人神」禁忌。然而，《聖濟總錄》卻沒有「人神」禁忌學說的記載。 

「人神」禁忌在宋代醫書似乎絕了蹤跡，宋代的針灸醫學成就則是往針灸臨

床治療學、腧穴學以及教育模型的研製等方向發展。受到政府的指示與協助，王

惟一（約 987-1067）於北宋天聖五年（1027）創鑄兩具銅人以及針灸著作《銅人

腧穴針灸圖經》。兩具銅人是中國 早的人體模型，同時也是 佳的針灸直觀教

具。然而，《銅人腧穴針灸圖經》這本由政府頒行的醫書，對於針灸禁忌的說法

卻言「凡鍼灸禁忌法度謹按靈樞甲乙經」，關於「人神」禁忌的種種內容，只保

留太一行九宮的避忌之法以及一張「避忌人神之圖」。這似乎意味著宋代醫家只

承認《黃帝內經》以及《針灸甲乙經》當中都有提到的「四季人神」是針灸禁忌

之一。更準確地說，除了傳統醫典講的針灸避忌太一，其餘「人神」禁忌皆不納

入針灸禁忌的討論範圍。《太平聖惠方》從西元 978 年開始修訂，西元 992 年成

書，王惟一不太可能看不到《太平聖惠方》甚至是唐代醫書的「人神」禁忌記載。

《銅人腧穴針灸圖經》沒有承襲著唐代的「人神」禁忌學說，反而回歸原典對針

灸禁忌的說法，這和醫家或政府的態度有很大的關係。為了診療的準確性著想，

理論不夠宏博、臨床驗證困難的「人神」禁忌可能因此遭到宋代政府捨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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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人神」概念試析 

究竟「同神」、「不同神」是什麼意思呢？「人氣」和「人神」又有何差異？

試舉《范汪方》和《華佗方》來和《黃帝蝦蟇經》之「蝦蟇圖隨月生毀日月蝕避

灸判法」作比對並且分析之。根據《隋書》的記載，《華佗方》是華佗的弟子吳

普所撰。78《舊唐書》則認為是華佗所寫，吳普集之。79可以確定的是，《華佗方》

為漢末、三國時期的作品。華佗的針灸著作，在《隋書‧經籍志》中載錄有《華

佗枕中灸刺經》；日本的《醫心方》中，又有《華佗針灸經》（或《華佗針灸經法》）

的名稱。雖然《華佗枕中灸刺經》和《華佗針灸經》已不可見，但根據《三國兩

晉南北朝醫學總集》的輯佚後的成果，仍稱其為《華佗針灸經》。80筆者判斷《黃

帝蝦蟇經》與之同時代。《范汪方》則為東晉人范汪（約 309-374）所撰。81《范

汪方》又稱《范東陽方》，或《范東陽雜藥方》（簡稱《雜藥方》）。書卷帙浩繁，

歷代記載卷數不一，有一百五卷、一百七十六卷、一百七十卷諸說。可惜《范汪

方》早已散佚，但在《外臺秘要方》、《醫心方》中均載引其大量醫方，另在《諸

病源候論》、《備急千金要方》和《証類本草》等書，也有不少內容散在其中。82

《范汪方》與《華佗方》皆已亡佚，本文所引用二書記載的「人神」禁忌內容，

皆徵引自丹波康賴《醫心方》之中。83 

比較這三本書的內容，可以清楚的看到「人神」禁忌的發展脈絡。《范汪方》

與《黃帝蝦蟇經》都使用了月中蝦蟇、兔的生毀來說明對應「人氣」的所在位置。

然而，這兩本醫書所載的「人氣」位置卻不太相同。以《黃帝蝦蟇經》為中心來

對照《范汪方》以及《華佗方》，發現《黃帝蝦蟇經》屢次提到的「一云：人氣

                                                       
78  〔唐〕魏徵等撰；楊家駱主編《（新校本）隋書》卷三十四〈志第二十九‧經籍三 子‧醫方〉

（臺北：鼎文書局，1980 年），頁 1041。「華佗方十卷吳普撰。」 
79  〔後晉〕劉昫撰；楊家駱主編《（新校本）舊唐書》卷四十七〈志第二十七‧經籍下‧丙部

子錄‧醫術類〉（臺北：鼎文書局，1981 年），頁 2049。「華氏藥方十卷華佗方，吳普集。」 
80   參見：嚴世芸，李其忠主編《三國兩晉南北朝醫學總集》（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2009 年），

頁 16。 
81   王子謨，王曉萍〈范汪與《范汪方》勾沉〉，收入《中醫文獻雜誌》1994 年，第 3 期，頁 1。 
82   參見：嚴世芸，李其忠主編《三國兩晉南北朝醫學總集》，頁 669。 
83   〔日〕丹波康賴撰，趙文山等注釋《醫心方》卷二〈人神所在法第八〉，頁 113-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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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實就是《范汪方》所記的「人氣」所在。84顯示在漢代已經出現「人

氣」所在處不可針灸的禁忌概念，而且具體內容不只有一種說法。《華佗方》沒

有出現蝦蟇、兔，也沒有說明「人氣」所在，而是以「神」來表示禁灸刺的部位。 

對照醫書的行文，《黃帝蝦蟇經》裡的「人氣」未必等同「人神」。該日的「人

神」位置，寫在每則條例之後；「同神」抑或「不同神」。若是「同神」，表示「人

氣」所在與「人神」所在相同。反之，若「不同神」則會進一步說明「人神」所

在的位置，如：「彼在內踝」、「彼在胸中」。在《黃帝蝦蟇經》當中，「不同神」

的日子總計有：六日、八日、九日、十三日、十五日、十六日、十七日、十九日、

廿日、廿二日、廿三日、廿四日、廿五日、廿六日、廿八日、廿九日、卅日，以

上諸日的「人氣」所在都不同於「人神」所在。值得注意的是，這些「不同神」

的所在部位與後世醫書記載的「人神」禁忌處大致相合。 

《黃帝蝦蟇經》云： 

月生十五日。兔生右股尻、身形盡具。人氣在巨虛，上、下廉。皆不可灸

判傷之。使人足脛痺、不仁。大小腸不化水穀。又不可合陰陽。女子中風

病。大禁非小。不同神。彼在胃管、右手陽明（一云：人氣在胃）。85 

在這一天，「人氣」在巨虛以及上、下廉的位置。巨虛和上、下廉都是穴道名；

巨虛，屬於足陽明胃經；上廉、下廉則是屬手陽明大腸經。在《黃帝內經》的諸

多篇章都可以看到巨虛，上、下廉合用的治療方式。86《黃帝內經素問》卷十六

〈水熱穴論篇第六十一〉云：「氣街、三里、巨虛上下廉，此八者，以寫胃中之

熱也。」87在瀉胃中之熱的時候，因為巨虛上廉是足陽明與大腸合，巨虛下廉是

                                                       
84   參見：表四、《黃帝蝦蟇經》【蝦蟇圖隨月生毀日月蝕避灸判法】，頁 24-25。按：《黃帝蝦蟇

經》唯有一日、五日、六日、十一日、十二日、二十日並未標明其他「人氣」所在的說法。 
85   《黃帝蝦蟇經‧蝦蟇圖隨月生毀日月蝕避灸判法第一》，收入《東洋醫學善本叢書》，頁 29。

（古籍原頁九上）。 
86   按：《黃帝內經靈樞》卷八〈四時氣第十九〉：「腹中常鳴，氣上衝胸，喘不能久立，邪在大

腸，刺肓之原、巨虛上廉、三里。」，收入錢超塵主編《中華經典醫書》冊一，頁 303。《黃

帝內經靈樞》卷十一〈海論第三十三〉：「衝脈者，為十二經之海，其輸上在於大杼，下出

於巨虛之上下廉。」，收入錢超塵主編《中華經典醫書》冊一，頁 316。 
87  《黃帝內經素問》卷十六〈水熱穴論篇第六十一〉，收入錢超塵主編《中華經典醫書》冊一，

頁 156。 



23 
 

足陽明與小腸合，所以灸療這些穴道可以治療胃病。這樣的說法，亦見於《黃帝

內經靈樞》卷一〈本輸第二〉。88胃經的起始點在於「厲兌」穴，經脈氣血循行

根據五輸穴：井、滎、輸、經、合而流注。89巨虛、上廉和下廉都屬於足陽明胃

經的範疇。《黃帝內經靈樞》卷二〈邪氣藏府病形第四法時〉又云：「大腸合入于

巨虛上廉，小腸合入于巨虛下廉。」90要而言之，因為臟腑之病要取下合穴。大

腸合入于巨虛上廉，所以大腸病要取巨虛上廉來治。91小腸合入于巨虛下廉，因

此小腸病則取巨虛下廉來診療。92回到《黃帝蝦蟇經》原文來看，「使人足脛痺、

不仁。大小腸不化水穀。」正是說明了「人氣」在巨虛，上、下廉而不可灸刺的

理由。因為灸刺了巨虛和上、下廉，會導致胃經、大腸和小腸都出現毛病。犯傷

了這些「人氣」所在的位置，足脛會麻痺不仁、大小腸無法正常的運化水穀。對

於十五日的「人氣」所在，《黃帝蝦蟇經》又有一云「人氣」在胃，「人氣」在胃

的說法與《范汪方》較為近似。93除了以上兩種「人氣」所在，對於十五日的灸

刺禁忌還有一個地方：「彼在胃管、右手陽明」，這裡的「彼」指的就是「人神」。

然而在《華佗方》的記載中，十五日「人神」在舉身周匝，全身都不可以進行針

灸醫療，十四日的「人神」所在才是在胃管。94 

                                                       
88   《黃帝內經靈樞》卷一〈本輸第二〉：「胃出於厲兌，厲兌者，足大指內次指之端也，為井

金；……復下三里三寸，為巨虛上廉，復下上廉三寸，為巨虛下廉也，大腸屬上，小腸屬

下，足陽明胃脈也，大腸小腸，皆屬于胃，是足陽明也。」，收入錢超塵主編《中華經典

醫書》冊一，頁 273。 
89    參見：《黃帝內經靈樞》卷一〈九針十二原第一法天〉：「五臟五腧，五五二十五腧，六腑

六腧，六六三十六腧，經脈十二，絡脈十五，凡二十七氣以上下，所出為井，所溜為滎，

所注為腧，所行為經，所入為合，二十七氣所行，皆在五腧也。」，收入錢超塵主編《中華

經典醫書》冊一，頁 271。 
90   《黃帝內經靈樞》卷二〈邪氣藏府病形第四法時〉，收入錢超塵主編《中華經典醫書》冊一，

頁 278。 
91   《黃帝內經靈樞》卷二〈邪氣藏府病形第四法時〉云：「大腸病者，腸中切痛而鳴濯濯。冬

日重感於寒即泄，當臍而痛，不能久立，與胃同候，取巨虛上廉。」，收入錢超塵主編《中

華經典醫書》冊一，頁 278。 
92   《黃帝內經靈樞》卷二〈邪氣藏府病形第四法時〉又云：「小腸病者，小腹痛，腰脊控睪而

痛，時窘之後，當耳前熱，若寒甚，若獨肩上熱甚，及手小指次指之間熱，若脈陷者，此

其候也。手太陽病也，取之巨虛下廉。」，收入錢超塵主編《中華經典醫書》冊一，頁 278。 
93   〔日〕丹波康賴撰，趙文山等注釋《醫心方》卷二〈人神所在法第八〉，頁 114。 
94   〔日〕丹波康賴撰，趙文山等注釋《醫心方》卷二〈人神所在法第八〉，頁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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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小結 

    從《武威漢代醫簡》可知，漢代已有依時避忌的針灸概念。三國、兩晉到南

北朝是臨床醫學飛速發展的時期，政治上的動盪反而孕育出更有生機的醫學成就。

漢末以來，醫家對於時間節律的掌握更趨精細，開始以「人氣」、「靈符」、「神」

等來指涉循行於人身的流動物質。由漢晉之間的醫書所示，「人氣」、「人神」顯

然仍處於一個發展期。《范汪方》和《黃帝蝦蟇經》都以月中的蝦蟇、兔之生毀

來說明「人氣」、「人神」所在。《華佗方》既沒有隨月生毀的部分，也沒有「人

氣」所在，僅云某日「神」在某處。在漢末三國到南北朝時期的醫學發展中，「人

神」概念仍處於一個發展期，各家各派都有其依時避忌的學說。「人氣」、「人神」

的說法相互滲透、結合，到了唐代開始取得突破性進展，匯流成一套「人神」禁

忌學說。在後唐同光五年、北宋雍熙三年的敦煌具注曆以及《太平聖惠方》，都

可見到「人神」的記載。然而，自《聖濟總錄》開始，宋代醫書對於「人神」大

都闕而弗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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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范汪方》、《黃帝蝦蟇經》、《華佗方》對照表 

表四、《范汪方》、《黃帝蝦蟇經》、《華佗方》【逐日人神】對照表 

月生 蝦蟇生 人氣在 蝦蟇生 人氣在 神在 

一日 頭喙 足少陰 頭喙 足少陰至足心 足 

二日 左股 股裡 左肩 足內踝後足少陰 踝 

三日 右股 足踝後 右肩 股裏 股 

四日 左脇 腎中 左脇 腰中輸 腰中 

五日 右脇 舌本 右脇 承漿、又懸顱、又舌本 口齒、膺、舌本

六日 後左股 足大陰 後左股 足大陰大指、白  節上、太衝脈 兩足小指小陽 

七日 後右股 口中 後右股 足內踝上、與足厥陰交 踝上 

八日 大形 腰中 尻、身形盡具 魚際、股內廉 手腕中 

月生 兔生 人氣在 兔生 人氣在 神在 

九日 頭 尻上 頭 陽明、足趺交脈 尻尾 

十日 左股 肩中 左肩 足陽明、趺上五寸腰目 腰目 

十一日 右股 鼻上 右肩 口齒鼻柱 鼻柱 

十二日 左脇 髪際 左脇 人迎、髪際 髪際 

十三日 右脇 股本 右脇 頭。遂當兩乳間 齒 

十四日 後左股 人迎 左股 陽陵泉、又胃管、又手陽明 胃管 

十五日 身 胃管 右股尻、身形盡具 巨虚，上、下廉 舉身周匝 

月毀 蝦蟇省 人氣在 蝦蟇省 人氣在 神在 

十六日 頭 胸中 頭 足太陽、目眥、風府 肚胃 

十七日 左股 太衝 左肩 脊膂 氣街 

十八日 右股 右脇裡 右肩 腎募、下至髀股 腹裡 

十九日 後左股 四肢脈 左脇 委陽 足趺 

廿日 後右股 巨闕下 右脇 外踝後、京骨 內踝 

廿一日 左脇 足小指次 左股 足少陽、目外眥、及耳後 腳小指 

廿二日 右脇 足外踝上 右股 缺盆、腋下 足外踝及目下 

廿三日 身成 足外踝 尻、身形盡 髀厭中 足及肝 

月毀 兔省 人氣在 兔省 人氣在 神在 

廿四日 左股 腰脇 頭 脚外踝、陷者中 腹 

廿五日 右股 ㄦ骨 左肩 大陰、至絕骨、又太陵 手足陽明 

廿六日 左脇 胸中 右肩 足厥陰、大敦、叢毛 胸中 

廿七日 右脇 膈中 左脇 內踝上、交太陰 陰中 

廿八日 右脇 脚內廉 右脇 脚內廉 陰中 

廿九日 後左股 陰中 左股 鼠僕、環陰氣街 膝脛 

卅日 身盡 踝上 右股、身形都盡 陰陽氣促。關元、至陰孔 足上 

 《范汪方》 《黃帝蝦蟇經》 《華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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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人神的種類與內容 

本章將分節整理漢唐時期的各式「人神」禁忌，並且試圖解釋「人神」循行

的時間、部位包含了怎樣的意義。第一節談逐日人神與六十日人神，第二節講四

季人神與逐年人神，第三節是干支人神，分別為十干人神與十二支人神。第四節

則是討論十二時人神與十二祇人神，其中十二祇人神指的是以建除術來操作的

「人神」禁忌。 

 

第一節、逐日人神與六十日人神 

一、逐日人神 

    逐日人神禁忌，意指以日為單位、一個月三十日為周期，循行於人體各特定

部位的人神禁忌。《黃帝蝦蟇經》稱為「蝦蟇圖隨月生毀日月蝕避灸判法」95，《備

急千金要方》稱為「日辰忌」96，《外臺祕要方》稱為「日忌法」。97唐代撰人不

詳《黃帝明堂灸經》稱為「人神所在不宜針灸」，從題名上看不出時間的特殊性。

98北宋《太平聖惠方》稱作「日神忌」。99北宋《銅人針灸經》則稱為「推三旬人

神（所）在」。100元代竇漢卿《重校宋竇太師瘡瘍經驗全書》附錄「月內人神所

                                                       
95   《黃帝蝦蟇經‧蝦蟇圖隨月生毀日月蝕避灸判法第一》，收入《東洋醫學善本叢書》，第二

十八冊（大阪：オリエント出版社，1992 年），頁 14-44。（古籍原頁一下-十六下）。 
96   〔唐〕孫思邈《備急千金要方》卷二十九〈針灸上‧太醫針灸宜忌第七〉，收入《孫思邈醫

學全書》，頁 535。 
97   〔唐〕王燾《外臺秘要方》卷三十九〈明堂灸法七門‧孔穴主對法〉，收入曹洪欣主編；鄭

金生，柳長華副主編《海外回歸中醫古籍善本集粹》冊十一，頁 3041。 
98   〔唐〕撰人不詳《黃帝明堂灸經》（臺北：士林出版社，1988 年），頁五上。按：《黃帝明堂

灸經》為唐代佚名氏所撰，北宋太平興國三年（公元 978 年）王懷隱等編纂《太平聖惠方》

時，將此書內容收錄在卷一百之中，即《明堂灸經》。北宋末年（公元 1127 年）刊有單行

本，題作《黃帝明堂灸經》。參見：穆敬平、范逸品、吳煥淦、王曉梅〈《黃帝明堂灸經》

的灸療特色〉，收入《上海中醫藥大學學報》，第 23 卷，第 2 期，2009 年，頁 19。 
99   〔宋〕王懷隱、陳昭遇等《太平聖惠方》，收入曹洪欣主編；鄭金生，柳長華副主編《海外

回歸中醫古籍善本集粹》冊八（北京：中醫古籍出版社，2005 年）。按：根據櫻井謙介的

分析，《太平聖惠方》雖然和《聖濟總錄》一樣是北宋官修的醫學類書，然而性質上卻有

所不同。《太平聖惠方》代表著北宋以前中國傳統醫學的集成，而《聖濟總錄》則充分吸

納了北宋開國時期 新的醫學成就。 
100    按：晁公武《讀書後志》曰：《銅人腧穴針灸圖》三卷，皇朝王惟德撰。仁宗嘗詔惟德考

次針灸之法，鑄銅人為式，分臟腑十二經，旁注腧穴所會，刻題其名，並為圖法及主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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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之圖」（新添逐日辰忌）亦註明誤傷逐日人神會導致的疾病。如：「五日在口太

陰分，刺灸之舌強。」101對照《黃帝蝦蟇經》：「月生五日，蝦蟇生右脇。人氣在

承漿、又懸顱、又舌本，不可灸判傷之。使人喉痺、卒不知人、內亂、五臓不安。

令人暴溫病、疝、死。同神。」102對於五日的人神位置，兩者說法一致；誤傷人

神所產生的疾病則有所不同。 

日本醫家丹波康賴（912-995）《醫心方》，引《范汪方》及《蝦蟇經》的記

載，稱為「日神」。103朝鮮醫家許浚（1546-1615）《東醫寶鑒》引《神應經》，稱

為「逐日人神所在」。104大抵而言，明、清醫家通常以「逐日人神」稱之。105在

所有記載著逐日人神忌的醫書中，《黃帝蝦蟇經》是唯一將誤傷人神所在而導致

的疾患寫的 為詳細的醫書。《備急千金要方》和《外臺祕要方》僅標示逐日人

神所在之處，卻未言明誤傷人神產生的影響。 

 

 

 

 

 

 

                                                                                                                                                           
術，刻版傳於世。《銅人針灸經》七卷，不著撰人名氏，收入《四庫全書鍼灸古書》冊六

（臺北：南天書局，1976 年），頁 127-137。（古籍原頁六下-八下）。《銅人針灸經》是北宋

時期的醫書。 
101   〔元〕竇漢卿《重校宋竇太師瘡瘍經驗全書》，收入《四庫全書總目‧瘡瘍經驗全書十三卷》

（臺北：莊嚴，1995 年）。 
102   《黃帝蝦蟇經‧蝦蟇圖隨月生毀日月蝕避灸判法第一》，收入《東洋醫學善本叢書》，頁 19。

（古籍原頁四上）。 
103   〔日〕丹波康賴撰，高文鑄等校注硏究《醫心方》卷二〈針灸服藥吉凶日第七〉（北京：華

夏出版社，1996 年），頁 74-76。〔日〕丹波康賴撰，趙文山等注釋《醫心方》卷二〈人神

所在法第八〉，頁 113-115。按：丹波康賴（912-995）模仿《外臺祕要方》的體例，廣採

醫籍、去蕪存菁，編纂醫學總集《醫心方》。 
104   〔朝鮮〕許浚編著，郭靄春等校注《東醫寶鑒》（北京：中國中醫藥出版社，1995），頁 976-977。 
105   〔清〕鄭玉壇《彤園醫書（外科）》，收入《湖湘名醫典籍精華‧外科卷 針灸卷 五官科卷》

（長沙：湖南科學技術出版社，2000 年），頁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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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黃帝蝦蟇經》 

 

月生 蝦蟇生 人氣在 不可灸判傷之。使人  

一日 頭喙 足少陰至足心 陰氣不長、血氣竭盡、泄利。 

女子絕產、生門塞 

同神 

二日 左肩 足內踝後足少

陰 

氣共。男子陰痿。女子腸結不了 同神（一云：人氣在股裏）

三日 右肩 股裏 遺溺。女子陰生血痺、癈絕。 

男子陰痿。 

同神（一云：人氣在足踝後）

四日 左脇 腰中輸 喉痺、卒不知人、內亂、疝、閇

癃。背腎輸、皆不可灸判。 

又不可合陰陽。發癰疽。 

同神（一云：人氣在腎中）

五日 右脇 承 漿 、 又 懸

顱、又舌本 

喉痺、卒不知人、內亂、五臓不

安。令人暴溫病、疝、死 

同神 

六日 後左股 足大陰大指、

白  節上、太

衝脈 

足寒暴不仁。寒熱頭項痛。三

日、六日。不可合陰陽。發癰疽。

不同神。彼右小指少陽。 

七日 後右股 足內踝上、與

足厥陰交 

厥逆、上氣、霍亂、轉筋。 

甚則致死 

同神（一云：人氣在口中）

八日 尻、 

身形盡具 

魚際、股內廉 生寒痺、骨瘡、內亂、五臓不安 不同神。彼在手腕中（一

云：人氣在腰目中） 

月生 兔生 人氣在 不可灸判傷之  

九日 頭 陽明、足趺交

脈 

足趺不仁、骨痺。此太陰陽明、

胃管大腸輸。皆不可灸判傷之。

使人泄注。 

禁三日、九日。不可合陰陽。 

不同神。彼在尻尾（一云：

人氣在尻上） 

十日 左肩 足陽明、 

趺上五寸腰目 

上氣、留胃管、水穀不化、轉為

大脹、逆氣 

同神（一云：人氣在肩中）

十一日 右肩 口齒鼻柱 齒癰疽。胸塞、氣不通 同神（一云：兔生右股） 

十二日 左脇 人迎、髪際 頭生惡瘡、發癰疽、喉痺 同神 

十三日 右脇 頭。遂當兩乳

間 

發癰疽、乳螻、發心疝、賁鬲、

胃管傷中 

不同神。彼在齒中（一云：

人氣在股本） 

十四日 左股 陽陵泉、又胃

管、又手陽明 

生厥逆、膝脛腫痛、不得屈伸 同神。（一云：人氣在人迎）

十五日 右股尻、 

身形盡具 

巨虚，上、下

廉 

足脛痺、不仁。大小腸不化水

穀。又不可合陰陽。女子中風

病。大禁非小 

 

不同神。彼在胃管、右手陽

明（一云：人氣在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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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毀 蝦蟇省 人氣在 不可灸判傷之。使人  

十六日 頭 足太陽、 

目眥、風府 

風盲病。 、無所見。 

令人病水 

不同神。彼在胸中 

（一云：人氣在胸中） 

十七日 左肩 脊膂 腰脊、病節傴 不同神。彼在氣街（一云：

蝦蟇省左股。人氣在胸大

街）。 

十八日 右肩 腎募、 

下至髀股 

病脹痔、溏、 、泄痢不止。 

其即生馬、尤疽瘻 

同神。（一云：蝦蟇省右股。

人氣在右脇裏） 

十九日 左脇 委陽 人大委肉燋枯。生氣、兩脚攣

急、不可屈伸 

不同神。彼在足趺（一云：

蝦蟇省後左股。人氣在四肢

股委陽） 

二十日 右脇 外踝後、京骨 發筋痿足、牧足甚、即率捶、 

氣聾 

不同神。彼在內踝。 

二十一日 左股 足少陽、目外

眥、及耳後 

目下赤及耳、風痺 同神。（一云：蝦蟇省左脇。

人氣在足小指次指不灸） 

廿二日 右股 缺盆、腋下 逆、上氣。面浮腫、腋及手

足寒熱。男子發背、女子發乳 

不同神。在外踝（一云：蝦

蟇省右脇。人氣在足外踝

上） 

二十三日 尻、 

身形盡 

髀厭中 髀脚不仁、疼痛、行歩難 不同神。彼在肝（一云：蝦

蟇身成。人氣在脚） 

月毀 兔省 人氣在 不可灸判傷之。使人  

二十四日 頭 脚外踝、陷者

中 

脚不仁、骨筋急、霍乱、上不逆、

轉筋 

不同神。彼在兩脇（一云：

兔省左股。人氣在腰脇） 

二十五日 左肩 大 陰 、 至 絕

骨、又太陵 

內亂五臓、煩満、熱厥。 

男子氣竭、女子陰私病 

不同神。彼在手足陽明（一

云：兔省左股。人氣在完骨）

二十六日 右肩 足 厥 陰 、 大

敦、叢毛 

氣疝、急。女子寒入乳。 

月水通、絕孕 

不同神。彼在胸中（一云：

兔省左脇。人氣在胸中）。

二十七日 左脇 內踝上、交太

陰 

頽腸、痔。女子月水不通。 

內亂五臓、煩滿 

同神（一云：兔省右脇。人

氣在鬲中） 

二十八日 右脇 脚內廉 委  頽。陰陽道不亥、腰背。 不同神（一云：兔省左股。

人氣在陰中） 

二十九日 左股 鼠僕、環陰氣

街 

血疝、下痢清血，不可止 不同神。彼在膝中 

（一云：人氣在內榮） 

三十日 右股、 

身形都盡 

陰陽氣促。 

關元、至陰孔 

陰陽絕生、暴疝、陰委不起、精

自出、溺有余瀝、頽、氣上下衝

心腸、五臓百病。多有暴死。 

不可陰陽、禁大 

不同神。彼在兩足 

（一云：人氣在踝上） 

表五、《黃帝蝦蟇經》【蝦蟇圖隨月生毀日月蝕避灸判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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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備急千金要方》 

表六、《備急千金要方》【日辰忌】 

 

（三）《外臺祕要方》 

表七、《外臺祕要方》【日忌法】 

時 一日 二日 三日 四日 五日 六日 

禁 足大趾 外踝 股內 腰 口舌咽懸雍 足小趾 

《外臺》云︰手小指

時 七日 八日 九日 十日 十一日 十二日 

禁 內踝 足腕 尻 背腰 鼻柱 

《千金翼》云︰及眉

髮際 

時 十三日 十四日 十五日 十六日 十七日 十八日 

禁 牙齒 胃脘 遍身 胸乳 氣沖 

《千金翼》 云︰及脇

腹內 

時 十九日 卄日 卄一日 卄二日 卄三日 卄四日 

禁 足趺 膝下 手小指 伏兔 肝俞 手陽明兩脇 

時 卄五日 卄六日 卄七日 卄八日 卄九日 三十日 

禁 足陽明 手足 膝 陰 膝脛顳 關元下至足心 

《外臺》云︰足趺上

時 一日 二日 三日 四日 五日 六日 

禁 足大趾 外踝 股內及腳 腰髀 口 齒 、 舌 根 、

咽、懸雍及足趾 

手小指、少陽 

及臍下 

時 七日 八日 九日 十日 十一日 十二日 

禁 內踝 足腕 

（一云在腳） 

尻及龜尾、 

手陽明 

腰眼及足拇指 鼻柱及眉 面髮際 

時 十三日 十四日 十五日 十六日 十七日 十八日 

禁 牙齒 胃脘、咽喉管、

足陽明 

遍身 胸乳 氣沖及脇 腹內 

時 十九日 卄日 卄一日 卄二日 卄三日 卄四日 

禁 足趺、足

下及項 

膝以下 

（一云踝及膊） 

唇、舌、 

足小指 

伏兔、外踝 

（一云胸臆中）

肝俞、足趺、兩

腋 

手陽明、兩脇 

及小腸 

時 卄五日 卄六日 卄七日 卄八日 卄九日 三十日 

禁 足陽明、

心腹（一

云膝足） 

手足、胸 膝、內踝 

（一云肩膊、

膈下及兩足並

陰囊中） 

陰中及耳頰 膝頭、顳  

、兩手足 

足趺上及頰、膝頭

（ 又 云 關 元 下 至

足心，又云遍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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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黃帝明堂灸經》 

 

 

 

 

 

 

 

 

 

 

 

 

表八、《黃帝明堂灸經》【人神所在】 

（五）《太平聖惠方》 

 

 

 

 

 

 

 

 

 

 

 

 

表九、《太平聖惠方》【日神忌】 

到了唐代，「人氣」和「人神」的禁忌已經逐漸整合為一套「人神」所在的

灸刺禁忌。如《黃帝蝦蟇經》云：「月生九日，蝦蟇生頭。人氣在陽明、足趺交

脈，不可灸判傷之……。不同神。彼在尻尾（一云：人氣在尻上）。」106月生九

日的時候「人氣」在陽明、足趺交脈，「人神」則是在尻尾的部分。《備急千金要

方》、《黃帝明堂灸經》、雍熙三年丙戌歲具注曆日（P.3403）皆言在「尻」。《外

                                                       
106  《黃帝蝦蟇經‧蝦蟇圖隨月生毀日月蝕避灸判法第一》，收入《東洋醫學善本叢書》，頁 23。

（古籍原頁六上）。 

時 一日 二日 三日 四日 五日 六日 

禁 大指 外踝 股內 腰間 口舌 兩手 

時 七日 八日 九日 十日 十一日 十二日 

禁 內踝 足腕 尻 腰背 鼻柱 髮際 

時 十三日 十四日 十五日 十六日 十七日 十八日 

禁 牙齒 胃管 遍身 胸 氣衝 股內 

時 十九日 卄日 卄一日 卄二日 卄三日 卄四日 

禁 足 內踝 手小指 外踝 肝及足 手陽明 

時 卄五日 卄六日 卄七日 卄八日 卄九日 三十日 

禁 足陽明 手足 膝 陰 膝脛 足趺 

時 一日 二日 三日 四日 五日 六日 

禁 大指 外踝 股內 腰間 口舌 兩手 

時 七日 八日 九日 十日 十一日 十二日 

禁 內踝 足腕 尻 腰背 鼻柱 髮際 

時 十三日 十四日 十五日 十六日 十七日 十八日 

禁 牙齒 胃管 遍身 胸 氣衝 股內 

時 十九日 卄日 卄一日 卄二日 卄三日 卄四日 

禁 足 內踝 手小指 外踝 肝俞 手陽明 

時 卄五日 卄六日 卄七日 卄八日 卄九日 三十日 

禁 足陽明 胸 膝 陰 膝脛 足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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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祕要方》則是說「人神」在「尻及龜尾、手陽明」，大唐同光四年具曆（P.3247）

和《新集備急灸經》（P.2675）稱其在「尻尾」。《外臺祕要方》的記載較其他醫

書繁複，顯然因為「人氣」與「人神」混雜不分所致。 

再舉一例來說，十三日的「人神」所在，《黃帝蝦蟇經》云：「月生十三日，

蝦蟇生右脇。人氣在頭。遂當兩乳間，不可灸判傷之……。不同神。彼在齒中（一

云：人氣在股本）。」107這裡的人氣在股本，即與《范汪方》所言一致：「人氣在

股本。」108彼在齒中，也就是「人神」在齒中；如同《華佗方》所云：「十三日

神在齒。」109後世醫書以及敦煌具注曆皆言十三日的「人神」在牙齒，亦可證明

「人神」禁忌內容已經確立。 

 

二、六十日人神 

    關於六十日人神的記述，目前僅見於《黃帝蝦蟇經》以及《醫心方》所引的

《蝦蟇經》之中。110《黃帝蝦蟇經》稱之為「六甲日神遊舍」，《醫心方》所引的

《蝦蟇經》則稱之為「甲日神游舍避灸刺法」。《黃帝蝦蟇經》之〈六甲日神遊舍

避灸判法第三〉云：「凡灸鍼之，謹避六十日節。靈符所舍，犯之致死。」111由

此可理解靈符的概念與「人神」相仿，皆是周行依時、不可犯之、犯之致死的針

灸避忌。換言之，靈符等同於「神」；「靈符所舍」與「人神所舍」的意義相同。

六甲日，即是六十甲子日；起於甲子日、終於癸亥日。 

六十甲子日的第一天甲子日，靈符所舍之處為「頭上正中」。乙丑、丙寅、

丁卯、戊辰、己巳，序次為 2 到 6，靈符從「頭上左太陽」、「頭上左角」、「左

                                                       
107  《黃帝蝦蟇經‧蝦蟇圖隨月生毀日月蝕避灸判法第一》，收入《東洋醫學善本叢書》，頁 27

（古籍原頁八上）。 
108  〔日〕丹波康賴撰，趙文山等注釋《醫心方》卷二〈人神所在法第八〉，頁 114。 
109  〔日〕丹波康賴撰，趙文山等注釋《醫心方》卷二〈人神所在法第八〉，頁 115-116。 
110  《黃帝蝦蟇經‧六甲日神遊舍避灸判法第三》，收入《東洋醫學善本叢書》，第二十八冊，頁

51-54。（古籍原頁二十上-二十一下）。〔日〕丹波康賴撰，趙文山等注釋《醫心方》卷二〈人

神所在法第八〉，頁 116。 
111  《黃帝蝦蟇經‧六甲日神遊舍避灸判法第三》，收入《東洋醫學善本叢書》，第二十八冊，頁

51。（古籍原頁二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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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左曲頰」到「左頰」。庚午、辛未、壬申、癸酉，序次為 7 到 10，靈

符從「左肩」、「左肩下三寸」、「左肘下三寸」到「左手合谷」。從序次 11

甲戌日開始，靈符自「頭上右太陽」循行，序次 12 到 15 的乙亥、丙子、丁丑、

戊寅，分別循行「頭上右角」、「右耳」、「右曲頰」、「右頰」。序次 16 到

20，己卯、庚辰、辛巳、壬午、癸未，分別從「右肩」、「右肩下三寸」、「右

肘下三寸」、「右肘下五寸」、「右手合谷」。甲子旬和甲戌旬這二十日，靈符

從頭部正中到雙手合谷，正好完成局部並且左右對稱的循行。其中，循行人身左

側時，靈符並未舍於「左肘下五寸」。這個現象應該和甲子起於頭部正中有關，

為了左右側能夠相對應，因而捨去「左肘下五寸」。 

甲申旬當中，甲申在「右乳」、乙酉在「右肘裡」……癸巳在「右足心」，

序次 21 至 30，正好從右乳經過肋骨、足髀、膝、足指， 後到達足心。甲午旬

與甲申旬完全對稱，序次 31 至 40，循行人身左側的「左乳」直至左足心。甲辰

旬這十日較為特殊，接續序次 40 癸卯日的靈符所舍處「左足心」，一開始向上

循行。甲辰日在「左踝上踵」，丁未日在「左股陰中」，己酉日則到了右側「右

股陰中」，隨著序次遞增而向下循行。其所舍之處，亦與左側相應。由於序次

45 戊申日在「陰中」，與序次 1 甲子日在「頭上正中」的情形相同，都是單獨

居中、沒有左右對稱的狀況。因此，為了符合序次 48 辛亥日在「右腨腸」，左

側則未有對應的循行點。 後的甲寅旬，循行在身體中央的位置。甲寅日在「膺

中三脈」，乙卯日在「直兩乳間」、丙辰日在「心鳩尾下」。丁巳、戊 

午、己未這三日，分別為胃管以及左、右胃管。庚申日、辛酉日是左、右氣

街；壬戌日、癸亥日則是左股陰中太陰以及右股陰中太陰。至此，六十甲子日循

行完畢。 

事實上，六十日人神是其有規律的。首先是先上後下。上部是先左後右，下

部是先右後左，先內後外，下部的外則是先左後右。上為陽下為陰，左為陽右為

陰，外為陽內為陰，這是上古的時空觀。面南而立，上為天，下為地，左為東，

右為西觀念的衍生。六十日人神的上部是頭正中，頭左、左手、頭右、右手，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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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份手與頭的聯繫是手陽經的循行部位。又因為頭是諸陽之會， 手是陽經之陽。

下部亦可以類推，下部從右足內部開始，是陰中之陰。足陰經是經絡中的陰中之

陰。下部以足陰經為主，足陰經循行的部位走胸腹與足。 

中國傳統文化強調對稱、平衡的特色在「六十日人神」的循行規律中展露無

遺。由於甲子日、戊申日的人神所在處為頭頂正中以及陰中，正好居於人體的中

軸線上。為了達到對稱的效果，權將位於上半身的「左肘下五寸」省略，位於下

半身的「左腨腸」也省略。如圖一所示，左手及左足皆有省略的區塊。筆者認為

這可能代表著《黃帝內經素問》天不足西北，地不滿東南，而人左手足不如右强

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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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六甲日神遊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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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三、六甲日神遊舍圖【《黃

帝蝦蟇經》臨模影寫舊鈔本】 

 
 
 
 
 
 

 

 

圖二、六甲日神遊舍圖【《黃帝蝦蟇經》衛生彙編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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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四季人神與逐年人神 

一、四季人神 

    正如肖昌云所云：「四季人神禁忌指春夏秋冬四季，人神應人體四個部位，

在對應的季節這些部位禁止針灸。」112《黃帝蝦蟇經》稱為「四時禁處」。《千金

翼方》、《備急千金要方》和《外臺祕要方》則是未使用專稱來指涉四季人神。 

事實上，四季人神源自於《黃帝內經靈樞》當中的「天忌日」。《黃帝內經靈

樞》卷二十三〈九鍼論第七十八〉，岐伯曰： 

請言身形之應九野也，左足應立春，其日戊寅己丑。左脇應春分，其日乙

卯。左手應立夏，其日戊辰己已。膺喉首頭應夏至，其日丙午。右手應立

秋，其日戊申己未。右脇應秋分，其日辛酉。右足應立冬，其日戊戌己亥。

腰夙下竅應冬至，其日王子。六府陷下三藏應中州，其大禁，大禁太一所

在之日及諸戊己。凡此九者，善候八正所在之處，所主左右上下身體有癰

腫者，欲治之，無以其所直之日潰治之，是謂天忌日也。113 

本著天人相應的概念，從上古時期發展出的宇宙觀即可知悉，古人將天體劃分為

九等分，亦即「九野」。所謂的「天有九野，地有九州，土有九山，山有九塞，

澤有九藪，風有八等，水有六川。」114《呂氏春秋》總共分為中央鈞天、東方蒼

天、東北變天、北方玄天、西北幽天、西方顥天、西南朱天、南方炎天、東南陽

天；並且以身形對應九野。理由在於萬物形之所存，其實乃假五行以運用，徵其

本始則從三氣以生成。氣是三，三乘以三等於九。115亦即「人生有形，不離陰陽，

                                                       
112   肖昌云〈針灸人神禁忌學說研究〉，北京中醫藥大學碩士論文，2007 年，頁 47。 
113  《黃帝內經靈樞》卷二十三〈九鍼論第七十八〉，收入錢超塵主編《中華經典醫書》冊一，

頁 365-366。 
114   〔秦〕呂不韋《呂氏春秋》卷十三〈有始覽第一‧有始〉（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66 年），

頁一上-一下。「何謂九野？中央曰鈞天，其星角、亢、氐。東方曰蒼天，其星房、心、尾。

東北曰變天，其星箕、斗、牽牛。北方曰玄天，其星婺女、虛、危、營室。西北曰幽天，

其星東壁、奎、婁。西方曰顥天，其星胃、昴、畢。西南曰朱天，其星觜嶲、參、東井。

南方曰炎天，其星輿鬼、柳、七星。東南曰陽天，其星張、翼、軫。」 
115   《黃帝內經素問》卷三〈六節藏象論第九〉，收入錢超塵主編《中華經典醫書》冊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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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地合氣，別為九野，分為四時」的寓意。116三乘以三還有另一層意思，指三部 

九候。117 

 

 

 
 
 
 
 
 
 
 
 
 
 
 

圖四、四季人神九宮八風圖 

依此醫學理論，《黃帝蝦蟇經》在「四時禁處」的條目中，說明：「春不治左

脇，夏不治臍，秋不治右脇，冬不治腰。」118《千金翼方》、《備急千金要方》和

                                                                                                                                                           

365-366。「帝曰：『余已聞天度矣，願聞氣數何以合之。』岐伯曰：『天以六六為節，地以

九九制會，天有十日，日六竟而周甲，甲六復而終歲，三百六十日法也。夫自古通天者，

生之本，本於陰陽。其氣九州九竅，皆通乎天氣。故其生五，其氣三，三而成天，三而成

地，三而成人，三而三之，合則為九，九分為九野，九野為九藏，故形藏四，神藏五，合

為九藏以應之也。』」另參「岐伯曰：『天地之至數，始於一，終於九焉。一者天，二者地，

三者人，因而三之，三三者九，以應九野。故人有三部，部有三候，以決死生，以處百病，

以調虛實，而除邪疾。』」《黃帝內經素問》卷六〈三部九候論第二十〉，收入錢超塵主編

《中華經典醫書》冊一，頁 65。 
116   《黃帝內經素問》卷八〈寶命全形論第二十五〉，收入《中華經典醫書》冊一，頁 78。 
117   《黃帝內經素問》卷六〈三部九候論第二十〉：「岐伯曰：『有下部，有中部，有上部，部各

有三候，三候者，有天有地有人也，必指而導之，乃以為真。……三部者，各有天，各有

地，各有人。三而成天，三而成地，三而成人，三而三之，合則為九，九分為九野，九野

為九藏。』」《黃帝內經素問》卷六〈三部九候論第二十〉，收入《中華經典醫書》冊一，

頁 65-66。 
118   《黃帝蝦蟇經‧四時禁處絕離日及六甲旬中不治病日法第六》，收入《東洋醫學善本叢書》，

第二十八冊，頁 58。（古籍原頁二十三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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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臺祕要方》皆不脫此說法。119同為孫思邈的著作，《備急千金要方》和《千

金翼方》對於四季人神的說法相同。《備急千金要方》卷二十九〈針灸上‧太醫

針灸宜忌第七〉云：「春左脇，秋右脇，夏在臍，冬在腰。皆凶。」120左脇、右

脇、臍、腰，都在人身中間的區段，可理解成左右上下或東西南北等四方。醫家

對於四時禁處的理解，是本著人身小天地的天人相應宇宙觀。 

除此之外，合稱為「分至啟閉」，或稱為八節的四立與二分二至也需要避忌。

《醫心方》所引的《華佗法》亦有此忌。121《備急千金要方》卷二十九〈針灸上‧

太醫針灸宜忌第七〉云：「立春、春分，脾。立夏、夏至，肺。立秋、秋分，肝。

立冬、冬至，心。四季十八日，腎。」122立春、立夏、立秋、立冬，乃是「四立」。

春分、秋分、夏至、冬至，則是「二分二至」。「二分二至」象徵了天體的橫軸線

以及縱軸線。123《黃帝內經靈樞》以太一行九宮來表述「天忌日」，《黃帝蝦蟇經》

稱之為「四時禁處」，《備急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未曾替其設置名目。何以

認為上述內容屬於「四季人神」？答案即在《外臺祕要方》之中。《外臺秘要方》

卷三十九〈明堂灸法七門‧孔穴主對法〉云： 

又法：立春、春分，脾。立夏、夏至，肺。立秋、秋分，肝。立冬、冬至，

心。四季十八日，腎。又春左脇，秋右脇，夏在臍，冬在腰。以上人神並

                                                       
119   〔唐〕孫思邈《備急千金要方》卷二十九〈針灸上‧太醫針灸宜忌第七〉：「又春左脅，秋

右脅，夏在臍，冬在腰，皆兇。」，收入《孫思邈醫學全書》，頁 536。〔唐〕王燾《外臺

秘要方》卷三十九〈明堂灸法七門‧孔穴主對法〉：「春左脅，秋右脅，夏在臍，冬在腰。

以上人神並不宜灸之，傷神殺人。」收入曹洪欣主編；鄭金生，柳長華副主編《海外回歸

中醫古籍善本集粹》冊十一，頁 3041。 
120   〔唐〕孫思邈《備急千金要方》卷二十九〈針灸上‧太醫針灸宜忌第七〉，收入《孫思邈醫

學全書》，頁 536。另參〔唐〕孫思邈《千金翼方》卷二十八〈針灸下‧針灸宜忌第十〉：

「凡春左脅，秋右脅，夏臍，冬腰。以上人神皆不宜針灸。」，收入《孫思邈醫學全書》，

頁 924。 
121   〔日〕丹波康賴撰，趙文山等注釋《醫心方》卷二〈人神所在法第八〉，頁 110。「立春、

春分，立夏、夏至，立秋、秋分，立冬、冬至。右日，忌不可針灸治病也。」 
122   〔唐〕孫思邈《備急千金要方》卷二十九〈針灸上‧太醫針灸宜忌第七〉，收入《孫思邈醫

學全書》，頁 535。另參〔唐〕孫思邈《千金翼方》卷二十八〈針灸下‧針灸宜忌第十〉：

「立春、春分，脾，立夏、夏至，肺，立秋、秋分，肝，立冬、冬至，心，四季十八日，

腎。」，收入《孫思邈醫學全書》，頁 924。 
123        按：黃道與天赤道有兩個交點：春分點和秋分點。在北半球看來，春分點是升交點，秋分

點是降交點。夏至點是黃道上的 北點，冬至點是黃道上 南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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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宜灸之，傷神殺人。124 

在立春、春分這兩個節氣的時候，要避免灸療脾。在立夏、夏至這兩個節氣，則

是要避免灸療肺。到了立秋、秋分的時候，不可治肝。立冬、冬至不可治心。所

謂的四季十八日，指的是四季之末的各十八日。由於四時配四方，春、夏、秋、

冬四季分別配屬東、南、西、北等方位以及五行屬性之木、火、金、水。如此一

來，中央以及土便無法歸入系統當中。古人為此，將四季之末的各十八日集結於

一起，稱其曰四季或曰長夏。春三月之正月、二月、三月，共有九十天，三月的

後十八天不屬於春天，而是歸屬「四季」或曰「長夏」，亦即中央土。此外，

夏三月之四、五、六月，六月的 後十八天；秋三月之七、八、九月，九月的

後十八天；冬三月之十月、十一月、十二月，十二月，十二月的 後十八天等，

都歸入於中央土的範疇。 

    各扣去十八天之後，春、夏、秋、冬各有七十二日。五行屬性為土的「四季」

或曰「長夏」也獲取三月、六月、九月、十二月的各十八天，亦為七十二日。五

行各有七十二日，合三百六十日，正符合周天之數。這是中國傳統醫學的基本概

念，在《黃帝內經素問》當中即可得見。《黃帝內經素問》卷八〈太陰陽明論第

二十九〉有云： 

脾者土也，治中央，常以四時長四藏，各十八日寄治，不得獨主於時也。

脾藏者，常著胃土之精也，土者，生萬物而法天地，故上下至頭足，不得

主時也。125 

脾不歸屬於四季當中的任何一季。因其屬土，治理中央，脾藏本著胃土之精，土

的作用在於生長萬物而取法天地。所以要分劃四季當中個各十八日來寄治脾，用

四時來生長肝、心、肺、腎等四藏。脾不可以獨領一個時節來治療。 

    除了「春不治左脇，夏不治臍，秋不治右脇，冬不治腰。」126這種關於四季

                                                       
124   〔唐〕王燾《外臺秘要方》卷三十九〈明堂灸法七門‧孔穴主對法〉，收入曹洪欣主編；鄭

金生，柳長華副主編《海外回歸中醫古籍善本集粹》冊十一，頁 3040-3041。 
125   《黃帝內經素問》卷八〈太陰陽明論第二十九〉，收入《中華經典醫書》冊一，頁 87。 
126   《黃帝蝦蟇經‧四時禁處絕離日及六甲旬中不治病日法第六》，收入《東洋醫學善本叢書》，



41 
 

的「人神」禁忌，《黃帝蝦蟇經》還有另一種與四季有關的灸刺禁忌。《黃帝蝦蟇

經》之〈五藏出屬氣主王日避灸判無治病第五〉又云： 

五藏屬五神日 

春肝王，甲乙日，無治肝募輸、及足厥陰。 

夏心王，丙丁日，無治心募輸、及心主手少陰。 

四季脾王，戊己日，無治脾募輸、及足太陰。 

秋肺王，庚辛日，無治肺募輸、及手太陰。 

冬腎王，壬癸日，無治腎募輸、及足少陰。127 

這段內容的醫學術數概念非常明顯。所謂的王就是「旺」，旺盛之意。《淮南子》

卷三〈天文訓〉云：「甲乙寅卯，木也；丙丁巳午，火也；戊己四季，土也；庚

辛申酉，金也；壬癸亥子，水也。」128春天屬木、肝旺，所以不能治肝募輸以及

足厥陰肝經循行的部位；其禁忌時日在配屬於春天的甲乙日。夏天屬火、心旺，

所以不能治心募輸以及手少陰心經循行的部位；其禁忌時日在配屬於夏天的丙丁

日。從春、夏、秋、冬分出的四季屬土、脾旺，所以不能治脾募輸以及足太陰脾

經循行的部位；其禁忌時日在配屬於四季（長夏）的戊己日。秋天屬金、肺旺，

所以不能治肺肝募輸以及手太陰肺經循行的部位；其禁忌時日在配屬於秋天的庚

辛日。冬天屬水、腎旺，所以不能治腎募輸以及足少陰腎經循行的部位；其禁忌

時日在配屬於冬天的壬癸日。四季分屬五藏，因此五神所屬的臟腑和經絡輸穴當

避而不可灸刺。129凡是五藏四時氣主日，五藏所屬的部位及其外連之處、開竅之

                                                                                                                                                           

第二十八冊，頁 58。（古籍原頁二十三下）。 
127   《黃帝蝦蟇經‧五藏出屬氣主王日避灸判無治病第五》，收入《東洋醫學善本叢書》，第二

十八冊，頁 56。（古籍原頁二二下）。 
128   〔漢〕劉安著，高誘注《淮南子》（臺北：藝文印書館 1974 年），頁 93-941。類似說法亦

見於〔唐〕張果《果老星宗》：「東方；甲乙寅卯木。南方；丙丁巳午火。中央；戊己辰戌

丑未土。西方；庚辛申酉金。北方；壬癸亥子水。」 
129  《黃帝蝦蟇經‧五藏出屬氣主王日避灸判無治病第五》，收入《東洋醫學善本叢書》，第二十

八冊，頁 55-56。（古籍原頁二二上-二二下）。「肝為青龍、神在丁卯。心為朱雀、神在庚

午。脾為勾陣、神在中央，戊巳。肺為白虎、神在癸酉。腎為玄武、神在甲子。右五神所

屬、當避勿判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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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皆不可以灸刺療之。130 

    同樣是四季的禁忌，《黃帝蝦蟇經》又提到「四時五藏氣足處主無灸判之」

的說法，《黃帝蝦蟇經》之〈五藏出屬氣主王日避灸判無治病第五〉云： 

五藏王日 

立春後七十二日、木王土死。不治脾募輸。三年畢水病。 

立夏後七十二日、火王金死。不治肺募輸。三年畢病、  瘧。 

立秋後七十二日、金王木死。不治肝募輸。三年畢病、吐逆。 

立冬後七十二日、水王火死。不治心募輸。三年畢病、歐咳。 

四季土用日七十二日、土王水死。不治腎募輸。三年畢病、伏心痛。
131 

王就是「旺」，旺盛之意，死即為「亡」，表示衰亡。此為五行休王，或稱五行囚

王，是中醫五行學說的一個重要部分。五行休王學說的意涵：生、長、化、收、

藏這個具有節律性的變化周期，由一切生物體內五行精氣的盛衰消長來決定，而

五行精氣的盛衰消長則是由時間來制約的。五行休王源自於五臟應四時，人體生

理活動的五行休王與四季的變化是一致的，亦即臟器活動的節律與其相應的四時

五行節令都是同步的。132春屬木，立春後七十二日；脾屬土，木旺剋土，如不及

時救土（俞募穴治臟腑病），土死無法制約水，三年內必有腎系疾病。夏屬火，

立夏後七十二日；肺屬金，火旺而剋金，如不及時救金，金死無法制約木，三年

內必有肝系疾病。餘下依此類推。四季土取自春夏秋冬各十八日而成七十二日。

土旺而剋水；腎屬水，如不及時救水，水死無法制約火，三年內必有心系疾病。 

                                                       
130  《黃帝蝦蟇經‧五藏出屬氣主王日避灸判無治病第五》，收入《東洋醫學善本叢書》，第二十

八冊，頁 56-57。（古籍原頁二二下-二三上）。「五藏四時氣主日：春甲子七十二日，青氣

内藏於肝，外連於筋。禁在目，春無灸判，足少陽厥陰。夏丙子七十二日，赤氣内藏於心，

外連於血。禁在舌，夏無灸判，手太陽少陰也。長夏六月戊子七十二日，黄氣内藏於脾，

外連於肌膚。禁在唇，無灸判、足陽明太陰也。秋庚子七十二日，白氣内藏於肺，外連於

皮。禁在鼻，無灸判、手陽明太陰也。冬壬子七十二日，黒氣内藏於腎，外連於骨。禁在

耳，無灸判、足太陽少陰也。」   
131  《黃帝蝦蟇經‧五藏出屬氣主王日避灸判無治病第五》，收入《東洋醫學善本叢書》，第二十

八冊，頁 57-58。（古籍原頁二三上-二三下）。按：五行相治的概念，在《淮南子》亦有類

似的記載。參見：〔漢〕劉安著，高誘注《淮南子》卷三〈天文訓〉，頁 80-81。〔漢〕劉安

著，高誘注《淮南子》卷四〈墬形訓〉，頁 113-114。 
132   王玉川著；張年順整理《運氣探秘》（北京：華夏出版社，1993 年），頁 75-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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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逐年人神 

逐年人神禁忌，意指以年為單位循行於人體各部位的人神禁忌。《黃帝蝦蟇

經》稱之為「年神舍九部」133，十二品神依次循行人身上的神宮部、大敦部、巨

部、頸部、下承部、天部、闕庭部、脛部、地部等九部。這十二品神所在的部位

禁止針灸。《醫心方》所引的《蝦蟇經》稱之為「年神」，記載亦同。134《黃帝蝦

蟇經》云：「夫神上法天而下行不已，終而復始，故必慎之。神所在，不可灸判

（刺）。當其年，神傷之，致死也。」135《備急千金要方》稱為「行年人神所在

法」，這些九部行神每一歲移一部，周而復始，當人神循行至該部則不可在該部

針灸。136 

 

（一）《黃帝蝦蟇經》 

表十、《黃帝蝦蟇經》【年神舍九部法】 

 

 

 

                                                       
133  《黃帝蝦蟇經‧年神舍九部第二》，收入《東洋醫學善本叢書》，第二十八冊，頁 33-38。（古

籍原頁十七上-十九下）。 
134  〔日〕丹波康賴撰，趙文山等注釋《醫心方》卷二〈人神所在法第八〉，頁 112-113。 
135  《黃帝蝦蟇經‧年神舍九部第二》，收入《東洋醫學善本叢書》，第二十八冊，頁 33。（古籍

原頁十七上）。 
136  〔唐〕孫思邈《備急千金要方》卷二十九〈針灸上‧太醫針灸宜忌第七〉，收入《孫思邈醫

學全書》，頁 534。「上九部行神，歲移一部，周而復始，不可針灸。」 

生年 一 十 十九 廿八 卅七 四十六 五十五 六十四 七十三 八十二 九十一 百 神宮部

年 二 十一 廿 廿九 卅八 四十七 五十六 六十五 七十四 八十三 九十二 百一 大敦部

年 三 十二 廿一 卅 卅九 四十八 五十七 六十六 七十五 八十四 九十三 百二 巨部 

年 四 十三 廿二 卅一 四十 四十九 五十八 六十七 七十六 八十五 九十四 百三 頸部 

年 五 十四 廿三 卅二 四十一 五十 五十九 六十八 七十七 八十六 九十五 百四 下承部

年 六 十五 廿四 卅三 四十二 五十一 六十 六十九 七十八 八十七 九十六 百五 天部 

年 七 十六 廿五 卅四 四十三 五十二 六十一 七十 七十九 八十八 九十七 百六 闕庭部

年 八 十七 廿六 卅五 四十四 五十三 六十二 七十一 八十 八十九 九十八 百七 脛部 

年 九 十八 廿七 卅六 四十五 五十四 六十三 七十二 八十一 九十 九十九 百八 地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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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備急千金要方》、《黃帝明堂灸經》、《外臺祕要方》 

臍 一 十 十九 二十八 三十七 四十六 五十五 六十四 七十三 八十二

心 二 十一 二十 二十九 三十八 四十七 五十六 六十五 七十四 八十三

肘 三 十二 二十一 三十 三十九 四十八 五十七 六十六 七十五 八十四

咽 四 十三 二十二 三十一 四十 四十九 五十八 六十七 七十六 八十五

口 五 十四 二十三 三十二 四十一 五十 五十九 六十八 七十七 八十六

頭 六 十五 二十四 三十三 四十二 五十一 六十 六十九 七十八 八十七

脊 七 十六 二十五 三十四 四十三 五十二 六十一 七十 七十九 八十八

膝 八 十七 二十六 三十五 四十四 五十三 六十二 七十一 八十 八十九

足 九 十八 二十七 三十六 四十五 五十四 六十三 七十二 八十一 九十 

表十一、《備急千金要方》、《黃帝明堂灸經》、《外臺祕要方》【推行年人神法】 

除此之外，《備急千金要方》還有「推十二部人神所在法」的記載；「上十二

部人神所在，并不可針灸損傷，慎之。」137《千金翼方》所載的「行年人神所在

法」與《備急千金要方》「推十二部人神所在法」的內容相合；然而未有九年一

循環的逐年人神記載。138 

 

（三）《備急千金要方》 

心辰 一 十三 二十五 三十七 四十九 六十一 七十三 八十五

喉卯 二 十四 二十六 三十八 五十 六十二 七十四 八十六

頭寅 三 十五 二十七 三十九 五十一 六十三 七十五 八十七

眉丑 四 十六 二十八 四十 五十二 六十四 七十六 八十八

背子 五 十七 二十九 四十一 五十三 六十五 七十七 八十九

腰亥 六 十八 三十 四十二 五十四 六十六 七十八 九十 

腹戌 七 十九 三十一 四十三 五十五 六十七 七十九 九十一

項酉 八 二十 三十二 四十四 五十六 六十八 八十 九十二

足申 九 二十一 三十三 四十五 五十七 六十九 八十一 九十三

膝未 十 二十二 三十四 四十六 五十八 七十 八十二 九十四

陰午 十一 二十三 三十五 四十七 五十九 七十一 八十三 九十五

股巳 十二 二十四 三十六 四十八 六十 七十二 八十四 九十六

表十二、《備急千金要方》【推十二部人神所在法】 

 

                                                       
137  〔唐〕孫思邈《備急千金要方》卷二十九〈針灸上‧太醫針灸宜忌第七〉，收入《孫思邈醫

學全書》，頁 535。 
138  〔唐〕孫思邈《千金翼方》卷二十八〈針灸下‧針灸宜忌第十〉，收入《孫思邈醫學全書》，

頁 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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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千金翼方》 

年一歲 十三 二十五 三十七 四十九 六十一 七十三 八十五 神在心辰

年二歲 十四 二十六 三十八 五十 六十二 七十四 八十六 神在喉卯

年三歲 十五 二十七 三十九 五十一 六十三 七十五 八十七 神在頭寅

年四歲 十六 二十八 四十 五十二 六十四 七十六 八十八 神在肩丑

年五歲 十七 二十九 四十一 五十三 六十五 七十七 八十九 神在背子

年六歲 十八 三十 四十二 五十四 六十六 七十八 九十 神在腰亥

年七歲 十九 三十一 四十三 五十五 六十七 七十九 九十一 神在腹戌

年八歲 二十 三十二 四十四 五十六 六十八 八十 九十二 神在頭酉

年九歲 二十一 三十三 四十五 五十七 六十九 八十一 九十三 神在足申

年十歲 二十二 三十四 四十六 五十八 七十 八十二 九十四 神在膝未

年十一歲 二十三 三十五 四十七 五十九 七十一 八十三 九十五 神在陰午

年十二歲 二十四 三十六 四十八 六十 七十二 八十四 九十六 神在股巳

表十三、《千金翼方》【行年人神所在法】 

（五）《外臺祕要方》、《黃帝明堂灸經》 

一歲 十三 二十五 三十七 四十九 六十一 七十三 八十五 人神在心

二歲 十四 二十六 三十八 五十 六十二 七十四 八十六 人神在喉

三歲 十五 二十七 三十九 五十一 六十三 七十五 八十七 人神在頭

四歲 十六 二十八 四十 五十二 六十四 七十六 八十八 人神在肩

五歲 十七 二十九 四十一 五十三 六十五 七十七 八十九 人神在背

六歲 十八 三十 四十二 五十四 六十六 七十八 九十 人神在腰

七歲 十九 三十一 四十三 五十五 六十七 七十九 九十一 人神在腹

八歲 二十 三十二 四十四 五十六 六十八 八十 九十二 人神在項

九歲 二十一 三十三 四十五 五十七 六十九 八十一 九十三 人神在足

十歲 二十二 三十四 四十六 五十八 七十 八十二 九十四 人神在膝

十一歲 二十三 三十五 四十七 五十九 七十一 八十三 九十五 人神在陰

十二歲 二十四 三十六 四十八 六十 七十二 八十四 九十六 人神在股

表十四、《外臺祕要方》、《黃帝明堂灸經》【十二部人神】 

 

《備急千金要方》書中的兩種逐年人神禁忌，幾乎完全沒有改易、延續至王

燾的《外臺祕要方》當中。唯有十二部人神當中的第四部有所出入，《外臺祕要

方》的十二部人神中的第四部是「肩」而不是「眉」。139 

 

                                                       
139  〔唐〕王燾《外臺秘要方》卷三十九〈明堂灸法七門‧孔穴主對法〉，收入曹洪欣主編；鄭

金生，柳長華副主編《海外回歸中醫古籍善本集粹》冊十一，頁 3034-3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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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新集備急灸經》P.2675 

表十五、《新集備急灸經》【十二部人神】 

《黃帝明堂灸經》有「九部傍通人神」亦有「十二部年人神」等兩種逐年人

神記載；尚有以逐年尻神為禁忌的「胡侍郎奏過尻神指訣」。140《銅人針灸經》

亦有這三種關於逐年的人神禁忌：「推尻神起例」、「推十二部人神」、「推九部人

神」。141所謂的「尻神」禁忌，依照《黃帝明堂灸經》所言：「尻神者，神農之所

制也。凡人年命巡行九宮，值此尻神所在，不可針灸。犯者，必主喪命或生癰疽。

尚憂致命，宜急速醫治。」142由此可知，尻神與人神的概念雷同，但本質上屬於

不同的禁忌。 

正如孫思邈《千金翼方》論曰︰「凡欲針灸，必先診脈，知醫須看病者行年、

本命、禍害、絕命、生氣所在，又須看破除開日，人神取天醫，若事急卒暴不得

已者，則不拘此也。」143欲避尻神，必須先知道病患的行年、本命。逐年人神，

                                                       
140  〔唐〕撰人不詳《黃帝明堂灸經》，頁六上-七下。 
141  〔宋〕《銅人針灸經》卷七，收入《四庫全書鍼灸古書》冊六，頁 121-126（古籍原頁三下-

六上）。推尻神起例：「一歲起坤，二歲震，逐年順飛九宮，周而復始。行年到處，則主敗

體，切忌針灸，如誤犯之，必致喪命，或發癰疽。宜速治之。」推十二部人神：「一歲起心，

二歲喉，逐歲依次，順行一部，終而復始。行年所值者，切忌針灸。」推九部人神：「一歲

起臍，二歲心，逐歲順行，周而復始。行所值處，忌針灸。（所錄見明堂經》）」。 
142  〔唐〕撰人不詳《黃帝明堂灸經》，頁九上。 
143  〔唐〕孫思邈《千金翼方》卷二十八〈針灸下‧針灸宜忌第十〉，收入《孫思邈醫學全書》，

頁 923。 

年一歲 十三 二十五 三十七 四十九 六十一 七十三 八十五 人神在心 

年二歲 十四 二十六 三十八 五十 六十二 七十四 八十六 人神在喉 

年三歲 十五 二十七 三十九 五十一 六十三 七十五 八十七 人神在頸 

年四歲 十六 二十八 四十 五十二 六十四 七十六 八十八 人神在肩 

年五歲 十七 二十九 四十一 五十三 六十五 七十七 八十九 人神在背 

年六歲 十八 三十 四十二 五十四 六十六 七十八 九十 人神在腰 

年七歲 十九 三十一 四十三 五十五 六十七 七十九 九十一 人神在腹 

年八歲 二十 三十二 四十四 五十六 六十八 八十 九十二 人神在頭 

年九歲 二十一 三十三 四十五 五十七 六十九 八十一 九十三 人神在足 

年十歲 二十二 三十四 四十六 五十八 七十 八十二 九十四 人神在膝 

年十一歲 二十三 三十五 四十七 五十九 七十一 八十三 九十五 人神在陰 

年十二歲 二十四 三十六 四十八 六十 七十二 八十四 九十六 人神在胸在股



47 
 

則是依照病患的實際年歲加以迴避。孫思邈《備急千金要方》卷二十九〈針灸上‧

太醫針灸宜忌第七〉又云：「欲行針灸，先知行年宜忌，及人神所在，不與禁忌

相應即可。」144此處的「尻神」禁忌即是屬於行年宜忌的運用範疇，與「人神」

同為針灸所需要注意的禁忌概念。日本醫家丹波元胤（1789-1827）亦認為「人

神」和「尻神」分屬兩種不同的針灸禁忌。145因此，「尻神」不在本文的探討範

圍之內。 

簡言之，逐年人神有分成九年制和十二年制。《黃帝蝦蟇經》的逐年人神屬

於九年一循環，但是跟其他醫書所記載的九年制逐年人神的禁忌部位有所不同。

《備急千金要方》、《黃帝明堂灸經》和《外臺祕要方》都有九年制的逐年人神，

各家醫書所記載的循行部位都依照「臍、心、肘、咽、口、頭、脊、膝、足」的

次序。其中，《千金翼方》無此條目。十二年制的逐年人神，《備急千金要方》、《千

金翼方》、《黃帝明堂灸經》、《外臺祕要方》等醫書皆有收錄。 

 

第三節、十干人神與十二支人神 

一、十干人神 

十干人神，顧名思義是以十天干為時間標記的人神禁忌。《黃帝蝦蟇經》並

無此記載，而《醫心方》所引的《蝦蟇經》卻記有此種禁忌內容。146《備急千金

要方》將十干人神與十二支人神放在同一個主題「十干十二支人神忌日」來談。

147《千金翼方》稱為「十日人神所在」。148《外臺祕要方》亦在「十日人神所在

                                                       
144  〔唐〕孫思邈《備急千金要方》卷二十九，收入《孫思邈醫學全書》卷二十九〈針灸上‧太

醫針灸宜忌第七〉，頁 533-534。 
145  〔日〕丹波元胤《中國醫籍考》卷二十一〈明堂經脈（一）〉，（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83

年），頁 236。「〔神農皇帝真傳針灸圖〕一卷 存。按是書每圖隨病候而設焉。附以人神及

尻神，逐歲所在，雷火針法，藥方數道，蓋其依托，成於明人之手者也。」 
146  〔日〕丹波康賴撰，趙文山等注釋《醫心方》卷二〈人神所在法第八〉，頁 111。「凡甲不治

頭，乙不治眉一云頸頭，丙日不治心一云肩，丁日不治胸，戊不治脇，己日不治腹，庚不治腎俞一

云腰膝，辛不治肺俞一云□膝，壬不治手一云脛，癸不治足。」 
147  〔唐〕孫思邈《備急千金要方》卷二十九〈針灸上‧太醫針灸宜忌第七〉，收入《孫思邈醫

學全書》，頁 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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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的條例中記錄十干人神禁忌。149然而，《備急千金要方》和《外臺祕要方》

各有兩種「十干人神」的說法。一種是將人神所在分成十日來避忌；另一種是以

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等五組日子，標記人神循行的部位。為了行文方

便，權將前者稱為「十日人神」，後者稱為「十干人神」。《黃帝明堂灸經》並無

十干人神的記載。此外，《銅人針灸經》有兩種記載，一為「十干日不治病」。150

另一種，則是「十干日不針灸」。151由此可見「十干人神」的多樣化，因其具有

多種系統，並非是流傳、抄錄的過程中產生誤差所致。 

 

（一）十日人神 

十日人神表示甲、乙、丙、丁……等十干日分別的人神禁忌。所在位置改成

由上至下，甲日頭部、乙日項部，丙日再到肩臂。戊日和己日的禁忌部位，亦含

有術數的寓意；戊日人神在腹、己日人神在背。中央戊己土，戊日和己日在五行

的屬性上屬土，其位在中央；因此，腹、背正合中央土的術數概念。庚日、辛日、

壬日以及癸日，又是依照上下順序，逐漸移行至足部。甲日在頭，癸日在足，亦

與天人相應的宇宙觀相合。《備急千金要方》卷二十九〈針灸上‧太醫針灸宜忌

第七〉云： 

甲日頭，乙日項，丙日肩臂，丁日胸脇，戊日腹，己日背，庚日膝，辛日

腳，壬日腎，癸日足。152 

相較於其他人神禁忌，十干人神的「術數性」顯得強烈許多。參照《說文解字》

看，甲日人神在頭的概念，見於《說文解字》卷十五〈甲部‧甲〉：「東方之孟，

                                                                                                                                                           
148  〔唐〕孫思邈《千金翼方》卷二十八〈針灸下‧針灸宜忌第十〉，收入《孫思邈醫學全書》，

頁 925。 
149  〔唐〕王燾《外臺秘要方》卷三十九〈明堂灸法七門‧孔穴主對法〉，收入曹洪欣主編；鄭

金生，柳長華副主編《海外回歸中醫古籍善本集粹》冊十一，頁 3038。 
150  〔北宋〕《銅人針灸經》卷七，收入《四庫全書鍼灸古書》冊六，頁 118。（古籍原頁一下）。 
151  〔北宋〕《銅人針灸經》卷七，收入《四庫全書鍼灸古書》冊六，頁 118-119。（古籍原頁一

下-二上）。「甲日頭，乙日耳，丙日肩，丁日背，戊己日腹脾，庚日肺腰，辛日膝，壬日腎

經，癸日手足。」 
152  〔唐〕孫思邈《備急千金要方》卷二十九〈針灸上‧太醫針灸宜忌第七〉，收入《孫思邈醫

學全書》，頁 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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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气萌動，从木戴孚甲之象。一曰人頭宐為甲，甲象人頭。」153甲字本身就是人

頭的表象。乙日人神在項，可對應《說文解字》卷十五〈乙部‧乙〉來看：「象

春艸木冤曲而出，陰气尚彊，其出乙乙也。與丨同意。乙承甲，象人頸。」154乙

字是接續甲字而來，象徵人的頸部。頸部，亦即醫書所記載的項部。 

丙日人神在肩臂，亦可參酌《說文解字》卷十五〈丙部‧丙〉：「位南方，萬

物成，炳然。陰气初起，陽气將虧。从一入冂。一者，陽也。丙承乙，象人肩。」

155丙字承接乙字，象徵人的肩膀。肩膀與肩臂的意思相同，都指涉肩頭和臂膀的

區域。丁日人神在胸脇的概念，見於《說文解字》卷十五〈丁部‧丁〉：「夏時萬

物皆丁實。象形。丁承丙，象人心。」156心的位置居於胸脇之中，兩者的區別在

於，前者使用臟腑「心」來說明部位，後者以人身區塊來表示。事實上，丁日不

治心與不治胸脇的意義是一致的，《銅人針灸經》之「十干日不治病」即云：「丁

不治心」。157 

關於戊日的敘述，必須將《說文解字》當中的「戊」字和「己」字放在一起

看。《說文解字》卷十五〈戊部‧戊〉：「中宮也。象六甲五龍相拘絞也。戊承丁，

象人脇。」158《說文解字》卷十五〈己部‧己〉：「中宮也。象萬物辟藏詘形也。

己承戊，象人腹。」159各家醫書都記載著戊日人神在腹、己日人神在背。然而依

照《說文解字》的講法，「戊」字位於中宮，象徵人的脇部，「己」字也是位於中

宮，象徵人的腹部。術數配伍的合理性，應該是造成醫書與字書記載不相合的原

由。中央戊己土，戊日和己日都是位居中央的，如果一個在腹部，另一個將無所

安置。所以會出現兩種情況，第一種是將戊日、己日的人神所在同樣居於腹部，

                                                       
153   〔漢〕許慎著，〔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卷十五〈甲部‧甲〉（臺北：萬卷樓，2002 年）， 

頁 747。 
154   〔漢〕許慎著，〔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卷十五〈乙部‧乙〉，頁 747。 
155   〔漢〕許慎著，〔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卷十五〈丙部‧丙〉，頁 747。 
156   〔漢〕許慎著，〔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丁部‧丁〉，頁 747。 
157   〔北宋〕《銅人針灸經》卷七，收入《四庫全書鍼灸古書》冊六，頁 118。（古籍原頁一下）。 
158   〔漢〕許慎著，〔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卷十五〈戊部‧戊〉，頁 748。 
159   〔漢〕許慎著，〔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卷十五〈己部‧己〉，頁 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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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銅人針灸經》之「十干日不治病」云：「戊己不治腹」。160第二種則是將戊日

對應腹部，己日對應背部，以符合位居人身中宮的意涵，如《備急千金要方》、《千

金翼方》和《外臺秘要方》都是屬於這一類。 

    《備急千金要方》、《千金翼方》說「庚日在膝」、「辛日在腳」，《外臺秘要方》

則是說「庚日在膝及髀腰」、「辛日在脾及心肺」；亦可對應《說文解字》來看。《說

文解字》卷十五〈庚部‧庚〉：「位西方，象秋時萬物庚庚有實也。庚承己，象人

𪗇。」161𪗇，其實就是臍的本字，不妨用腰部的概念來理解。庚日的禁忌部位，

可說是膝或膝及髀腰，亦即腹部以下、足部以上的人身區段。「辛日在腳」對應

《說文解字》卷十五〈辛部‧辛〉：「秋時萬物成而孰；金剛，味辛，辛痛即泣出。

从一从䇂。䇂，辠也。辛承庚，象人股。」162股字指的是從胯至膝盖的部分，然

而這個概念和膝字有重疊之處，因而往下挪移至腳。《備急千金要方》記載「辛

日腳」，《千金翼方》則是寫作「辛日在脾」。腳與脾應該是形近訛誤。 

    「壬日在腎」、「癸日在足」也可從《說文解字》來找尋印證。《說文解字》

卷十五〈壬部‧壬〉：「位北方也。陰極陽生，故《易》曰：『龍戰于野。』戰者，

接也。象人褢妊之形。承亥壬以子，生之敘也。與巫同意。壬承辛，象人脛。脛，

任體也。」163脛的位置在踝下膝上，意思等於腳。164關於壬日的禁忌所在，《備

急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言在腎，《外臺秘要方》說法為在腎及手，《銅人針

灸經》則是壬不治脛。照這樣看來，壬不治脛的概念似乎較為合理。《說文解字》

卷十五〈癸部‧癸〉：「冬時，水土平，可揆度也。象水從四方流入地中之形。癸

承壬，象人足。」165癸字承襲壬字，象徵人的足部。各本醫書皆云癸日不治足，

對照《說文解字》更能確認此說。 

同樣為孫思邈的著作，《千金翼方》的記載與《備急千金要方》幾乎完全一

                                                       
160   〔北宋〕《銅人針灸經》卷七，收入《四庫全書鍼灸古書》冊六，頁 118。（古籍原頁一下）。 
161   〔漢〕許慎著，〔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卷十五〈庚部‧庚〉，頁 748。 
162   〔漢〕許慎著，〔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卷十五〈辛部‧辛〉，頁 748。 
163   〔漢〕許慎著，〔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卷十五〈壬部‧壬〉，頁 749。 
164   〔漢〕許慎著，〔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卷五〈肉部‧腳〉：「腳，脛也。」，頁 172。《說

文解字》卷五〈肉部‧脛〉段注：「膝下踝上曰脛。脛之言莖也，如莖之載物。」，頁 172。 
165   〔漢〕許慎著，〔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卷十五〈癸部‧癸〉，頁 7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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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千金翼方》卷二十八〈針灸下‧針灸宜忌第十〉亦云：「甲日在頭，乙日在

項，丙日在肩臂，丁日在胸脇，戊日在腹，己日在背，庚日在膝，辛日在脾，壬

日在腎，癸日在足。」166這兩句的意思是差不多的，意思就是各日的各自禁忌。

十日人神所在，其循行方向似有定軌，大抵而言是從上至下、由天到地的方向。

《外臺秘要方》卷三十九〈明堂灸法七門‧孔穴主對法〉云： 

甲日在頭，乙日在項，丙日在肩臂，丁日在胸脇，戊日在腹及頷頸，己日

在背，庚日在膝及髀腰，辛日在脾及心肺，壬日在腎及手，癸日在足。167 

《外臺秘要方》的記載大致上與《備急千金要方》相似，然而《外臺秘要方》對

戊日、庚日、辛日、壬日、癸日，這五日的記載卻比《備急千金要方》和《千金

翼方》來的豐富。可以確認的是，戊日在腹的說法各家皆然；但是《外臺秘要方》

另增加了頷頸的部分。腹部與頷頸在人身的區域劃分距離頗大，而且頷頸的位置

鄰近於頸，這樣的安排或許和術數概念有關。庚日除了在膝，還增加了髀腰的說

法；辛日在脾，並且多了心肺；壬日不僅在腎，更添加了手。造成《外臺秘要方》

擴大說明十日人神的所在部位，有兩種可能的原因。第一、各個醫家說法紛紜，

為了避免顧此失彼而導致傷生害命，不如一併納進記載。第二、對於十日人神的

禁忌所在，醫家的認知不夠精確，因而擴大禁忌範圍以含括人神的實際循行部

位。 

北宋醫書《銅人針灸經》亦有兩種以十天干為一循環的禁忌項目。「十干日

不治病」以及「十干日不針灸」，都同樣以甲、乙、丙、丁……等十干日作為禁

忌時限；並非以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等五組日子，標記人神循行的部

位。《銅人針灸經》之「十干日不治病」云： 

甲不治頭，乙不治喉，丙不治肩，丁不治心，戊己不治腹，庚不治腰，辛

                                                       
166   〔唐〕孫思邈《千金翼方》卷二十八〈針灸下‧針灸宜忌第十〉，收入《孫思邈醫學全書》，

頁 925。 
167   〔唐〕王燾《外臺秘要方》卷三十九〈明堂灸法七門‧孔穴主對法〉，收入曹洪欣主編；鄭

金生，柳長華副主編《海外回歸中醫古籍善本集粹》冊十一，頁 3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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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治膝，壬不治脛，癸不治足。168 

《銅人針灸經》寫「乙不治喉」，唐代醫書則全是「乙日不治項」。雖然用語不同，

但都在脖子的範圍。嚴格來說，《銅人針灸經》「乙日不治喉」的說法似乎更為精

確。《銅人針灸經》寫「丁不治心」，唐代醫書則全是「丁日在胸脇」。如前例一

般，心亦屬於胸脇的範圍；不治心又比不治胸脇來得更聚焦。關於戊日、己日的

記載更為特殊，唐代醫書所述，戊日在腹或腹及頷頸、己日在背。《銅人針灸經》

則是以中央戊己土的概念，將戊日、己日的人神所在皆定為腹。 

    對照《備急千金要方》來看，庚日、辛日、壬日分別是膝、腳、腎；《千金

翼方》庚日、辛日、壬日分別是膝、脾、腎；《外臺秘要方》的記載為庚日在膝

及髀腰，辛日在脾及心肺，壬日在腎及手；《銅人針灸經》庚日、辛日、壬日則

為腰、膝、脛。與上述三本唐代醫書相比，《銅人針灸經》在這三日的人神記載

上更符合人體從上至下的循行部位。 

《銅人針灸經》又有另一種十干人神的記載，稱為「十干日不針灸」。169至

於同時存有「十干日不治病」以及「十干日不針灸」的原因，可能是在抄寫的過

程中，為了將兩種版本的十干日人神禁忌都記錄下來，並且有所區別而分以不同

的條目說明。 

 

（二）十干人神 

十干人神以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等五組日子，標記人神循行的部

位。《備急千金要方》卷二十九〈針灸上‧太醫針灸宜忌第七〉又云︰ 

甲乙日忌寅時頭，丙丁日忌辰時耳，戊己日忌午時髮，庚辛日忌申時（闕

文），壬癸日忌酉時足。170 

                                                       
168   〔北宋〕《銅人針灸經》卷七，收入《四庫全書鍼灸古書》冊六，頁 118。（古籍原頁一下）。 
169   〔北宋〕《銅人針灸經》卷七，收入《四庫全書鍼灸古書》冊六，頁 118-119。（古籍原頁一

下-二上）。《銅人針灸經》之「十干日不針灸」云：「甲日頭，乙日耳，丙日肩，丁日背，

戊己日腹脾，庚日肺腰，辛日膝，壬日腎經，癸日手足。」 
170   〔唐〕孫思邈《備急千金要方》卷二十九〈針灸上‧太醫針灸宜忌第七〉，收入《孫思邈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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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備急千金要方》相同，《外臺秘要方》亦有這種十日人神禁忌。《外臺秘要方》

卷三十九〈明堂灸法七門‧孔穴主對法〉又法：「甲乙日，忌寅時，不灸頭。丙

丁日，忌辰時，不灸耳。戊己日，忌午時，不灸髮鬢（一云不灸膝臏）。壬癸日，

忌酉時，不灸足。」171筆者認為此處的「一云不灸膝臏」應指庚辛日的禁忌所在。

《外臺秘要方》原書並未抄寫庚辛日的條目，極有可能是所抄寫的祖本有些缺漏，

導致誤判為戊己日有兩種禁忌部位的說法。再者，《備急千金要方》僅寫到庚辛

日忌申時，禁忌部位已缺。因此，不妨暫將膝臏視為庚辛日的人神所在處。 

雖然《備急千金要方》和《外臺秘要方》都無法確切說明庚辛日的人神所在，

然而敦煌卷子卻提供我們另一種線索。（編號 P.2675）《新集備急灸經》記云：「甲

乙日在頭，丙丁日在眉，戊己日腹，□□日在心，壬癸日在足。」172依照文脈來

判斷，缺字應為「庚辛」二字。因此，可以藉由《新集備急灸經》的說法，將庚

辛日的人神禁忌部位定為心。 

 

 

 

 

 

 

 

 

 

 

 

 

 

 

 

圖五、十干人神 

                                                                                                                                                           
學全書》，頁 535。 

171   〔唐〕王燾《外臺秘要方》卷三十九〈明堂灸法七門‧孔穴主對法〉，收入曹洪欣主編；鄭

金生，柳長華副主編《海外回歸中醫古籍善本集粹》冊十一，頁 3039。 
172   參見：陳增岳《敦煌古醫籍校證》，頁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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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將十日人神與十干人神以圖表的方式呈現。不難發現，甲日禁頭、癸日禁

足循行規律從上至下、自頂至足，此即天人相應的一種表現。 

 

二、十二支人神 

十二支人神，是以十二地支為時間標記的人神禁忌。《黃帝蝦蟇經》沒有十

二支人神循行的記載。《備急千金要方》將十干人神與十二支人神放在同一個主

題「十干十二支人神忌日」來談。173《千金翼方》稱為「十二日人神所在」。174《外

臺祕要方》則稱之為「十二支人神所在」。175《黃帝明堂灸經》並無十干人神的

記載。《銅人針灸經》亦有此禁忌條目，稱為「推十二支人神」。176 

《備急千金要方》引《外臺秘要方》的說法，當中與《外臺秘要方》自身的

記載有五處小差異。《備急千金要方》卷二十九〈針灸上‧太醫針灸宜忌第七〉： 

子日目，丑日耳，寅日口（《外臺》云︰胸面），卯日鼻（《外臺》云︰在

脾），辰日腰，巳日手（《外臺》云︰頭口），午日心，未日足（《外臺》云︰

兩足心），申日頭（《外臺》云︰在肩），酉日背（《外臺》云︰脛），戌日

項（《外臺》云︰咽喉），亥日頂（《外臺》云︰臂脛）。177 

第一、丑日《外臺》在耳及腰，《千金方》所引《外臺》僅在耳。 

第二、寅日《外臺》在胸，《千金方》所引《外臺》卻在胸面。  

第三、午日《外臺》在心腹，《千金方》所引《外臺》只在心。 

第四、申日《外臺》在二肩額，《千金方》所引《外臺》在肩。 

                                                       
173   〔唐〕孫思邈《備急千金要方》卷二十九〈針灸上‧太醫針灸宜忌第七〉，收入《孫思邈醫

學全書》，頁 535。 
174   〔唐〕孫思邈《千金翼方》卷二十八〈針灸下‧針灸宜忌第十〉，收入《孫思邈醫學全書》，

頁 925。 
175   〔唐〕王燾《外臺秘要方》卷三十九〈明堂灸法七門‧孔穴主對法〉，收入曹洪欣主編；鄭

金生，柳長華副主編《海外回歸中醫古籍善本集粹》冊十一，頁 3038。 
176   〔北宋〕《銅人針灸經》卷七，收入《四庫全書鍼灸古書》冊六，頁 131。（古籍原頁八上）。

「子日在目，丑日在脾（一云耳），寅日在胸，卯日在脾（一云在胸），辰日在（闕文），巳

日  在手），午日在心，未日在手（一云頭），申日在頭（一云背），酉日在背，戌日在面（一

云頸），亥日在（闕文）云（闕文）。」 
177  〔唐〕孫思邈《備急千金要方》卷二十九〈針灸上‧太醫針灸宜忌第七〉，收入《孫思邈醫

學全書》，頁 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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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亥日《外臺》在臂頸，《千金方》所引《外臺》在臂脛。應是抄寫之

誤。 

《千金翼方》復舉其他醫家的說法，卻未點明另種說法來自於哪本醫書。經

由比對文章脈絡不難得知，其中一種乃是《外臺秘要方》的講法。十二日人神之

中，有八個日子《千金翼方》尚且列了其他說法。《千金翼方》卷二十八〈針灸

下‧針灸宜忌第十〉云： 

子日在目，丑日在耳，寅日在胸（一云面及口），卯日在鼻（一云在脾），

辰日在腰，巳日在手（一云在頭口），午日在心腹，未日在足（一云兩足

心），申日在頭（一云在肩額，又云在腰），酉日在背（一云在脛），戌日

在頸（一云在咽喉），亥日在項（一云在臂頸，又云兩膝）。178 

    第一、《千金翼方》寅日在胸、《外臺》亦在胸，《千金方》所引《外臺》在

胸面。一云面及口，可能見於其他醫書。 

    第二、《千金翼方》卯日在鼻，一云在脾與《外臺》的講法一致。 

    第三、《千金翼方》巳日在手，一云在頭口與《外臺》記載相同。 

    第四、《千金翼方》未日在足，一云兩足心與《外臺》記載相同。 

    第五、《千金翼方》申日在頭，一云在肩額或許延抄自《外臺》。然而，又云

在腰，此說可能見於其他醫書。 

    第六、《千金翼方》酉日在背，一云在脛與《外臺》的講法一致。 

    第七、《千金翼方》戌日在頸，一云在咽喉與《外臺》記載相同。 

    第八、《千金翼方》亥日在項，一云在臂頸與《外臺》記載相同。然而，又

云兩膝，此說可能見於其他醫書。 

《外臺秘要方》除了引孫氏之言，又有他家之說。十二日人神之中，有九個

日子的人神禁忌部位有所出入。《外臺秘要方》卷三十九〈明堂灸法七門‧孔穴

主對法〉云： 

                                                       
178  〔唐〕孫思邈《千金翼方》卷二十八〈針灸下‧針灸宜忌第十〉，收入《孫思邈醫學全書》，

頁 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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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日在目（孫氏云在肩口），丑日在耳及腰，寅日在胸（孫又云在口），卯

日在脾（孫氏云在鼻），辰日在腰，巳日在頭口（孫氏云在手），午日在心

腹，未日在兩足心（孫氏云在足），申日在二肩額（一云在頭、腰），酉日

在脛（孫氏云在背），戌日在咽喉（孫氏云在頭，一作項），亥日在臂頸（又

云在兩膝，孫氏云在項）。179 

    第一、《外臺》子日在目，引孫氏云在肩口。事實上，孫氏兩本醫書皆記載

子日在目。 

    第二、《外臺》寅日在胸，引孫氏云在口。此處的孫氏應指《備急千金要方》，

因為《千金翼方》對於寅日的記載同於《外臺》。 

    第三、《外臺》卯日在脾，孫氏云在鼻。此說正確，孫氏醫書皆云在鼻。 

    第四、《外臺》巳日在頭口，孫氏云在手。此說正確，孫氏醫書皆云在手。 

    第五、《外臺》未日在兩足心，孫氏云在足。此說正確，孫氏醫書皆云在足。 

    第六、《外臺》申日在二肩額，一云在頭、腰。孫氏醫書皆云在頭。然而，

如前所述《千金翼方》又云在腰的說法，此來源可能見於其他醫書。 

    第七、《外臺》酉日在脛，孫氏云在背。此說正確，孫氏醫書皆云在背。 

    第八、《外臺》戌日在咽喉，孫氏云在頭，一作項。《備急千金要方》的確寫

在項。《千金翼方》則是在頸。戌日在頭的說法，可能見於其他醫書。 

    第九、《外臺》亥日在臂頸，又云在兩膝，孫氏云在項。《千金翼方》的確寫

在項。《備急千金要方》則寫在頂。亥日在兩膝的說法，可能見於其

他醫書。 

 

 

 

 

 

 
                                                       
179  〔唐〕王燾《外臺秘要方》卷三十九〈明堂灸法七門‧孔穴主對法〉，收入曹洪欣主編；鄭

金生，柳長華副主編《海外回歸中醫古籍善本集粹》冊十一，頁 3038-3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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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六、十二支人神 

    依照此表來看，十二支人神並未如同其他時制的人神一般，有著從頭到腳、

由上至下的循行規律。各家醫書所著錄的禁忌部位小同大異，只有辰日在腰的說

法，各家皆然。其中需要特別注意的是，各家醫書之戌日、亥日的記載差異甚多。 

 

 

書     日 子日 丑日 寅日 卯日 辰日 巳日 午日 未日 申日 酉日 戌日 亥日

備急千金 目 耳 口 鼻 腰 手 心 足 頭 背 項 頂 

千金翼方 目 耳 胸 鼻 腰 手 心腹 足 頭 背 頸 項 

外臺秘要 目 耳及腰 胸 脾 腰 頭口 心腹 兩足心 二肩額 脛 咽喉 臂頸

備急引臺 目 耳 胸面 脾 腰 頭口 心 兩足心 肩 脛 咽喉 臂脛

翼方引他 目 耳 面及口 脾 腰 頭口 心腹 兩足心 肩額 脛 咽喉 臂頸

腰 兩膝

臺引孫/他 肩口 耳及腰 口 鼻 腰 手 心腹 足 頭 背 頭 兩膝

腰 項 項 

P.2675 目 耳 胸 鼻 腰 手 心 足 頭 背 頸 項臂

 

表十六、十二支人神互參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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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十二時與十二祇人神 

一、十二時人神 

十二時人神，意指在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等

十二時，有「人神」循行於各部位。《黃帝蝦蟇經》雖有十二時人神，但並非以

此十二時辰為標記，而是以其他時制的形式來呈現。《備急千金要方》稱之為「十

二時忌」。180《千金翼方》用「十二時人神所在」來指涉。181《外臺秘要方》亦

稱為「十二時人神所在法」。182《黃帝明堂灸經》則寫作「十二時忌不宜灸」。183

《銅人針灸經》稱為「推十二時人神」。184 

中國古代的時制有十二時制、十六時制。185根據宋鎮豪的研究，陳夢家先生

整理《漢書》梳理出：晨時、旦明、日出、蚤食、日食時、日中、餔時、下餔、

昏、夜過半、雞鳴等十一個時稱。《黃帝內經素問》當中，則存有西漢分段紀時

制的內容：大晨、平旦、日出、早食、晏食、日中、日昳、下餔、日入、黃昏、

晏餔、人定、合夜、夜半、夜半後、雞鳴等十六時制。陳夢家先生又整理出居延

漢簡的紀時材料，共得：晨時、平旦、日出、蚤食、食時、東中、日中、西中、

餔時、下餔、日入、昏時、夜食、人定、夜少半、夜半、夜大半、雞鳴等十八個

                                                       
180  〔唐〕孫思邈《備急千金要方》卷二十九〈針灸上‧太醫針灸宜忌第七〉，收入《孫思邈醫

學全書》，頁 535。 
181  〔唐〕孫思邈《千金翼方》卷二十八〈針灸下‧針灸宜忌第十〉，收入《孫思邈醫學全書》，

頁 925。 
182  〔唐〕王燾《外臺秘要方》卷三十九〈明堂灸法七門‧孔穴主對法〉，收入曹洪欣主編；鄭

金生，柳長華副主編《海外回歸中醫古籍善本集粹》冊十一，頁 3039。 
183  〔唐〕撰人不詳《黃帝明堂灸經》，頁六上。 
184  〔北宋〕《銅人針灸經》卷七，收入《四庫全書鍼灸古書》冊六，頁 131-132。（古籍原頁八

上-八下）。 
185   十二時辰之制大概起自戰國秦漢之際。目前可見，關於十二辰紀時 早、 詳細的資料為

雲夢秦簡《日書》乙種第 165 簡。十二時辰之制 遲在南北朝時期已廣泛流行，而戰國秦

漢之際仍流行分段紀時之制。西周時代流行分段紀時之制。春秋時代，或謂紀時法是十進

制。殷代晚期，形成了一天分為十六時段，這是分段紀時制的基本格局，但各時段之間尚

未達到等間距。秦漢以來，是中國古代分段紀時之制的鼎盛期，形式為十六時制，紀時精

密，時間恒定，間距均勻，無論內地還是邊陲地區，時稱基本一致，沿用年代也較長。參

見：宋鎮豪〈試論殷代的紀時制度〉，收入《全國商史學術討論會論文集》，殷都學刊增刊，

1985 年，頁 302-336。 



59 
 

時稱。陳夢家先生認為漢代官方有可能實行十八時制。186然而，《黃帝蝦蟇經》

以及其他唐代醫書都是以十二時制的人神來著錄。《黃帝蝦蟇經》之〈擇五神所

舍時避灸判法第四〉云： 

雞鳴舍頭、平旦舍目、日出舍耳、食時舍口、隅中舍肩、日中舍脇、日昳

舍臟、晡時舍小膓、日入舍脛、黃昏舍陰、人定舍傳於人、夜半舍足。右

十二時、神所舍處。慎能禁之。187 

依照《左傳》杜預所注，十二時分爲：夜半、雞鳴、平旦、日出、食時、隅中、

日中、日昳、晡食、日入、黃昏、人定。可將十二時的時間轉譯為：「子時，夜

半」、「丑時，雞鳴」、「寅時，平旦」、「卯時，日出」、「辰時，食時」、「巳時，隅

中」、「午時，日中」、「未時，日昳」、「申時，晡時」、「酉時，日入」、「戌時，黃

昏」、「亥時，人定」。因此，《黃帝蝦蟇經》的內容可換成：丑時舍頭、寅時舍目、

卯時舍耳、辰時舍口、巳時舍肩、午時舍脇、未時舍臟、申時舍小膓、酉時舍脛、

戌時舍陰、亥時舍傳於人、夜半舍足。 

《備急千金要方》卷二十九〈針灸上‧太醫針灸宜忌第七〉云： 

子時踝，丑時頭，寅時目，卯時面耳（《外台》云︰在項），辰時項口（《外

台》云︰在面），巳時肩（《外台》云︰在乳），午時胸脇，未時腹，申時

心，酉時背胛（《外台》云在膝），戌時在腰陰，亥時股。188 

《黃帝蝦蟇經》從雞鳴，亦即丑時開始敘述，依次為：頭、目、耳、口、肩、脇、

臟、小膓、脛、陰、人、足。《備急千金要方》與之不同，從子時起始說明。 

                                                       
186    參見：陳夢家《漢簡年曆表敘》，收入《漢簡綴述》（北京：中華書局，1980 年），頁 239-260。

李均明〈漢簡所見一日十八時、一時十分計時制〉，收入《文史》第 22 輯，1984 年，頁

21-27。曾憲通〈秦漢時制芻議〉，收入《中山大學學報》1992 年第 4 期。又載於《曾憲

通學術文集》（汕頭：汕頭大學出版社，2002 年 7 月）247-248 頁。李解明〈秦漢時期的

一日十六時制〉，收入《簡帛研究》第 2 輯（北京：法律出版社，1996 年），頁 80-88。張

德芳〈懸泉漢簡中若干「時稱」問題的考察〉，收入《出土文獻研究》第六輯（上海：上

海古籍出版社，2004 年），頁 190-208。郝樹聲、張德芳《懸泉漢簡研究》第二章〈紀年

與時稱〉（蘭州：甘肅文化出版社，2009 年）68-105 頁。 
187   《黃帝蝦蟇經‧擇五神所舍時避灸判法第四》，收入《東洋醫學善本叢書》，第二十八冊，

頁 54-55。（古籍原頁二一下-二二上）。 
188   〔唐〕孫思邈《備急千金要方》卷二十九〈針灸上‧太醫針灸宜忌第七〉，收入《孫思邈醫

學全書》，頁 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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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方便對照，本文權將先把子時的禁忌部位挪至亥時之後，以做比對。《備

急千金要方》的十二時忌，依次為：頭、目、面耳、項口、肩、胸脇、腹、心、

背胛、腰陰、股、踝。《千金翼方》卷二十八〈針灸下‧針灸宜忌第十〉則云： 

子時在踝，丑時在頭，寅時在耳（一云在目），卯時在面（一云在耳），辰

時在項（一云在口），巳時在乳（一云在肩），午時在胸脇，未時在腹，申

時在心，酉時在膝（一云在背脾），戌時在腰（一云在陰左右），亥時在股。

189 

《千金翼方》所記之十二時人神所在，依次為：頭、耳、面、項、乳、胸脇、腹、

心、膝、腰、股、踝。寅時之所以會有目或耳的說法，應為形近訛誤。至於卯時

有在面以及在耳的講法也是跟目、耳之謬誤有關。試想古人抄寫之時，原本要寫

寅時在目，不留意便寫成了耳，當時沒有塗改的工具，只好劃掉重寫。有的甚至

沒有將錯字劃掉，直接將正確的字抄錄於後。轉抄醫書的人，只見「卯時在面」

的附近另有耳字，遂以「卯時在面耳」或「卯時在面，一云在耳」的說法來著錄。 

《外臺秘要方》卷三十九〈明堂灸法七門‧孔穴主對法〉云： 

子時在踝，丑時在頭，寅時在耳（孫氏云在目），卯時在面（孫氏云在目），

辰時在項（孫氏云在口），巳時在乳，午時在胸，未時在腹，申時在心，

酉時在膝（孫氏云在背），戌時在腰（孫氏云在陰左右），亥時在股。190 

《外臺秘要方》之十二時人神所在法，依次為：頭、耳、面、項、乳、胸、腹、

心、膝、腰、股、踝。其記載幾乎與《千金翼方》所記之十二時人神所在完全一

致，僅有「午時在胸」和「午時在胸脇」的用字遣詞稍有差異。從中可看出，《外

臺秘要方》在十二時人神所承襲版本應與《千金翼方》相同。此外，《黃帝明堂

灸經》的記載也與這兩書雷同。《黃帝明堂灸經》〈十二時忌不宜灸〉云：「子時

在踝，丑時在頭，寅時在耳，卯時在面，辰時在項，巳時在乳，午時在胸，未時

                                                       
189 〔唐〕孫思邈《千金翼方》卷二十八〈針灸下‧針灸宜忌第十〉，收入《孫思邈醫學全書》，

頁 925。 
190 〔唐〕王燾《外臺秘要方》卷三十九〈明堂灸法七門‧孔穴主對法〉，收入曹洪欣主編；鄭金

生，柳長華副主編《海外回歸中醫古籍善本集粹》冊十一，頁 3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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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腹，申時在心，酉時在背，戌時在腰，亥時在股。」191跟《千金翼方》和《外

臺秘要方》幾乎相同，唯獨酉時的記載有些出入；《黃帝明堂灸經》的說法是「酉

時在背」，而不是在膝。 

十二時人神在敦煌卷子當中，亦有記載。《新集備急灸經》（P.2675）記云：

「子時人神在頭足，丑時踝，寅時在口，卯時在耳，辰時在齒（一云：項），巳

時在乳，午時在胸，未時腹，申時在心，酉時在背，戌時在陰腰，亥時股。」192

與其他醫書相比，《黃帝蝦蟇經》以「神所舍處，慎能禁之」的語句，加以說明

此類禁忌。唐代醫書則並未點明主語為何，亦即未說明在十二時的特定部位究竟

有何物所在。《新集備急灸經》確切使用了「人神」一詞來指涉十二時的禁忌。

這一點，也可以當作判斷「人神」一詞所形成的時間。 

到了北宋，醫書的內容出現明顯的分歧。《銅人針灸經》云：「子時在踝，丑

時在腰，寅時在目，卯時在面，辰時在頭，巳時在手，午時在胸，未時在腹，申

時在心，酉時在背，戌時在項，亥時在股。」193《銅人針灸經》的十二時人神所

在，依次為：腰、目、面、頭、手、胸、腹、心、背、項、股、踝。對於丑時的

記載，其他醫書皆云在頭，此獨在腰。寅時在目，其原因不復贅述。關於巳時的

人神所在，則云在手；這點又與其他醫書完全不同。由此可知，十二時人神的內

容傳抄到後來已經出現落差。 

 

 

 

 

 

 

                                                       
191   〔唐〕撰人不詳《黃帝明堂灸經》，頁六上。 
192   《新集備急灸經》（P.2675），收入黄永武主編《敦煌寶藏》第一百二十三冊，頁 244 
193   〔北宋〕《銅人針灸經》卷七，收入《四庫全書鍼灸古書》冊六，頁 131-132。（古籍原頁

八上-八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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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七、十二時人神 

 

對十二時人神的著錄，《黃帝蝦蟇經》從雞鳴開始，其餘唐宋醫書和敦煌卷

子的記載都肇端於子時。若將所有材料以丑時至子時的順序排列如上表，可發現

其循行方向亦為由天至地、從頭到足。其中《新集備急灸經》（P.2675）或許出

出現子時和丑時的禁忌部位抄寫錯誤的問題。首先以辰時為例，雖然有口、項口、

項、齒以及頭等各式說法，然而都是這些部位都屬於脖子以上的區域，不妨以「項

口」來理解之。再者，巳時的禁忌部位主要有三種；一為肩，一為乳，一為手。

剛好是「項口」往下移動的部位。第三，午時的禁忌部位則是繼續往下方挪移，

到了胸脇。未時屬中央土，人神正好循行到腹部的位置，亦即臟腑所在之處。至

於申時，唯有《黃帝蝦蟇經》寫在小腸，其餘史料皆云在心。根據中醫醫理，心

與小腸相表裡；這點或許和古典脈學的形成有關。本文暫不處理此議題。 

關於戌時的禁忌部位，則是到了人身下焦的部分，在陰、在腰或稱腰陰、陰

腰。北宋醫書《銅人針灸經》寫在戌時項，差異過大；筆者認為這肇因於後世傳

抄錯誤，因此不多討論。關於亥時，《黃帝蝦蟇經》的說法為「亥時在人」，其他

史料則云「在股」。 

時  書 蝦蟇經 備急千金 千金翼方 外臺秘要 明堂灸經 P.2675 銅人針灸

丑時 頭 頭 頭 頭 頭 踝 腰 

寅時 目 目 耳 耳 耳 口 目 

卯時 耳 面耳 面 面 面 耳 面 

辰時 口 項口 項 項 項 齒 頭 

巳時 肩 肩 乳 乳 乳 乳 手 

午時 脇 胸脇 胸脇 胸 胸 胸 胸 

未時 臟 腹 腹 腹 腹 腹 腹 

申時 小膓 心 心 心 心 心 心 

酉時 脛 背胛 膝 膝 背 背 背 

戌時 陰 腰陰 腰 腰 腰 陰腰 項 

亥時 人 股 股 股 股 股 股 

子時 足 踝 踝 踝 踝 頭足 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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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二祇人神 

「十二祇人神」的相關記載見於《黃帝蝦蟇經》、《備急千金要方》、《千金翼

方》、《外臺秘要方》以及《黃帝明堂灸經》當中。《黃帝蝦蟇經》以「十二建禁

處」和「十二建忌時」等兩部分來說明。194《備急千金要方》未替這種使用建除

概念的針灸禁忌命名。195《千金翼方》稱其為「十二時人神所在」。196《外臺秘

要方》則以「十二祇人神所在法」來指涉此禁忌法。197《黃帝明堂灸經》稱之為

「十二部人神」。198為了避免和「十二時人神」有所混淆，故採用《外臺秘要方》

「十二祇人神」的說法，以表區別。 

「十二祇人神」是一種運用建除術作為禁忌的概念。建除術的內容以「建、

除、盈（滿）、平、定、執、破、危、成、收、開、閉」等十二個項目作標記。199

有「十二宮辰」、「十二宮」、「十二直」和「十二神」等講法。早在戰國時期，古

人即發展出建除術。根據高明與張純德的文章所示：「湖北雲夢睡虎地與甘肅天

水放馬灘兩秦墓出土的竹簡《日書》，其中共有五篇體例、結構相似的《建除》。

所謂《建除》，乃是《日書》為了舉行某種活動而選擇吉日的專書：當時人們即

                                                       
194   《黃帝蝦蟇經‧四時禁處絕離日及六甲旬中不治病日法第六》，收入《東洋醫學善本叢書》，

第二十八冊，頁 60。（古籍原頁二十四下）。 
195   〔唐〕孫思邈《備急千金要方》卷二十九〈針灸上‧太醫針灸宜忌第七〉，收入《孫思邈醫

學全書》，頁 535。「建日申時頭（《外臺》云︰足），除日酉時膝（《外臺》云︰股），滿日

戌時腹，平日亥時腰背，定日子時心，執日丑時手，破日寅時口，危日卯時鼻，成日辰時

唇，收日巳時足（《外臺》云︰頭），開日午時耳，閉日未時目。」 
196  〔唐〕孫思邈《千金翼方》卷二十八〈針灸下‧針灸宜忌第十〉，收入《孫思邈醫學全書》，

頁 924。「建日申時頭，除日酉時膝，滿日戌時腹，平日亥時腰背。定日子時心，執日丑時

手，破日寅時口，危日卯時鼻，成日辰時唇，收日巳時足，開日午時耳，閉日未時目。」 
197  〔唐〕王燾《外臺秘要方》卷三十九〈明堂灸法七門‧孔穴主對法〉，收入曹洪欣主編；鄭

金生，柳長華副主編《海外回歸中醫古籍善本集粹》冊十一，頁 3039。「建日不治足（一

作頭，禁晡時），除日不治眼（一作膝，禁日入），滿日不治腹（禁黃昏），平日不治背（禁

人定），定日不治心（禁夜半），執日不治手（禁雞鳴），破日不治口（禁平旦），危日不治

鼻（禁日出），成日不治唇（禁食時），收日不治頭（一作足，禁食時），開日不治耳（禁目

中），閉日不治目（禁日昳）。」 
198  〔唐〕撰人不詳《黃帝明堂灸經》，頁五下。「建日在足，禁晡時；除日在眼，禁日入；滿日

在肢，禁黃昏；平日在背，禁人定，定日在心，禁夜半；執日在手，禁雞鳴；破日在口，

禁平旦；危日在鼻，禁日出；成日在唇，禁食時；收日在頭，禁禺中；開日在耳，禁午時；

閉日在目，禁日昳。」 
199   按：建除當中的「滿」，原為「盈」字。為了避漢惠帝劉盈的名諱，而改作「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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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建除》中吉凶禁忌的記載，決定自己的行止。」200五篇《建除》分別為：

第一、睡虎地秦簡《日書》甲種《除》，第二、睡虎地秦簡《日書》乙種《除》，

第三、睡虎地秦簡《日書》甲種《秦除》，第四、放馬灘秦簡《日書》甲種《建

除》，第五、放馬灘秦簡《日書》乙種《建除》。其中，整理者將甘肅天水放馬灘

的《日書》分成甲、乙兩種；兩者內容並無二致。 

所謂「建除」的術數運用，係指利用十二地支作為符號，表徵十二建除，並

且依次輪流和十二地支搭配。正月第一個日子是寅日，稱為「建寅」，正月第二

個日子是卯日，稱為「除卯」。以正月來說，依序為「建寅」、「除卯」、「盈辰」、

「平巳」、「定午」、「執未」、「破申」、「危酉」、「成戌」、「收亥」、「開子」、「閉丑」。

二月第一個日子為「建卯」、第二個日子是「除辰」；三月第一個日子為「建辰」、

第二個日子是「除巳」。以下日子依此規律順推。以放馬灘秦簡《日書》甲種《建

除》為例： 

 

 

 

 

 

 

 

 

 

 

 

 

                                                       
200  高明，張純德〈秦簡日書「建除」與彝文日書「建除」比較研究〉，《江漢考古》第 2 期，1993

年，頁 812-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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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八、放馬灘秦簡《日書》甲種《建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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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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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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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月 

五

月

六

月

七

月

八

月

九

月

十

月

十

一

月

十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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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寅 

建 

卯 

建 

辰 

建

巳 

建

午

建

未

建

申

建

酉

建

戌

建

亥

建

子

建 

丑 

徐

卯 

徐

辰 

徐

巳 

徐

午 

徐

未

徐

申

徐

酉

徐

戌

徐

亥

徐

子

徐

丑

徐 

寅 

盈

辰 

盈

巳 

盈

午 

盈

未 

盈

申

盈

酉

盈

戌

盈

亥

盈

子

盈

丑

盈

寅

盈

卯 

平 

巳 

平

午 

平

未 

平

申 

平

酉

平

戌

平

亥

平

子

平

丑

平

寅

平

卯

平

辰 

定 

午 

定

未 

定

申 

定

酉 

定

戌

定

亥

定

子

定

丑

定

寅

定

卯

定

辰

定

巳 

執

未 

執

申 

執

酉 

執

戌 

執

亥

執

子

執

丑

執

寅

執

卯

執

辰

執

巳

執

午 

彼 

○破 

申 

彼 

○破
酉 

彼 

○破 

戌 

彼 

○破
亥 

彼

○破
子

彼

○破
丑

彼

○破
寅

彼

○破
卯

彼

○破
辰

彼

○破
巳

彼

○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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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十二月建 

以春季的天空為例，在春天朝北方夜空望去可以見到北斗七星。北斗是天樞，

也就是天的樞紐，掌管著七政。天有七紀，斗有七星，第一至第四爲魁，第五至

第七爲杓，加在一起正是七。從斗杓至斗柄，各為：天樞星、天璇星、天璣星、

天權星、玉衡星、開陽星與瑤光星。瑤光星就是「破軍星」，位於斗柄柄頭。根

據《鶡冠子》所述，我們知道斗杓東指就是春天，斗杓南指是夏天，斗杓西指是

秋天，斗杓北指為冬天。到了正月，二十四節氣之「雨水」那天的初昏，斗杓前

端指向寅的方向，稱之為「建寅」。到了二月「春分」那天的初昏，斗杓前端指

卯。三月「穀雨」初昏，斗杓前端指辰。依此類推，隔年正月「雨水」初昏，斗

杓再度指寅。十二個中氣分屬於十二個以地支排列的月份。201《五行大義》引《尚

書緯》云： 

璇、璣、斗、魁四星，玉衡、拘、橫三星，合七。齊四時五威。五威者，

五行也。五威在人爲五命，七星在人爲七端。北斗居天之中，當昆崙之上，

                                                       
201  按：二十四節氣，其中包括十二個中氣和十二個節氣，中氣和節氣相間地排列。「春分、穀

雨、小滿、夏至、大暑、處暑、秋分、霜降、小雪、冬至、大寒和雨水」是中氣，「清明、

立夏、芒種、小暑、立秋、白露、寒露、立冬、大雪、小寒、立春和驚蟄」為節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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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轉所指，隨二十四氣，正十二辰，建十二月。202 

北斗位居天的中央，隨著北斗七星的運轉，二十四節氣、十二辰和十二月建都是

依照斗杓所指而制訂。又云：「州國分野年命，莫不政之，故爲七政。」203此含

意與《黃帝內經》、《呂氏春秋》、《淮南子》等經典的概念一脈相承。天、地、人，

這三才是對應的；因而在天人相應的指導原則下，地理與人身都隨著天體運行而

產生「氣的流動」。 

正月節後 初的寅日是「建」，翌日卯日為「除」，後天辰日是「滿」，巳日

為「平」，午日為「定」，未日是「執」，申日為「破」，酉日是「危」，戌日為「成」，

亥日是「收」，子日為「開」，丑日是「閉」。如此一來，各個月份的寅日都是「建」，

卯日常為「除」；十二支和十二直的內容相同，就失去了設置十二直的意義。因

此，仿效二月「春分」那天的初昏，斗杓指向卯的規律，將二月卯日的十二直定

為「建」。當二月卯日為「建」，辰日就順推一格為「除」，巳日是「滿」，午日為

「平」，其餘照此規律。為了使這套十二建除術安排妥貼，遂定每月節氣當值的

那天為十二直，亦即「月建」；照此規則，十二直在一年之內各輪過一次，隔年

的正月寅日又回到「建」。204 

《淮南子》卷三〈天文訓〉云：「寅為建，卯為除，辰為滿，巳為平，主生。

午為定，未為執，主陷。申為破，主衡。酉為危，主杓。戌為成，主少德。亥為

收，主大德。子為開，主太歲。丑為閉，主太陰。」205顯然可見十二地支與十二

建除互相搭配，「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即是「建、除、（盈）

滿、平、定、執、破、危、成、收、開、閉」。在漢唐時期，「建除」是廣泛流行

於民間的一種術數應用。詩人亦多有以「建除」為題材的作品。南北朝的詩人鮑

                                                       
202    〔隋〕蕭吉《五行大義》卷四〈第十六論七政〉，收入《叢書集成續編》冊二十四，頁 298-299。

（原書頁 73-74）。 
203   〔隋〕蕭吉《五行大義》卷四〈第十六論七政〉，收入《叢書集成續編》冊二十四，頁 299。

（原書頁 74）。 
204    參見：陳遵媯《中國天文學史》第三冊〈第七編 曆書〉（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

年），頁 1665-1667。 
205   〔漢〕劉安著，高誘注《淮南子》卷三〈天文訓〉，頁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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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以戰爭為題材，將十二建除日鎔裁在詩作當中。206《全唐詩》也有收錄唐朝詩

人權德輿的「建除詩」創作。207 

 

（一）十二建禁處 

《黃帝蝦蟇經》云：「建不治足，除不治尻，滿不治腹，平不治背，定不治

心，執不治手，破不治口，危不治鼻，成不治眉，收不治髮，開不治耳，閉不治

目。」208這個部分講的是十二「建」的禁處，也就是禁止針灸治病的地方。建日

不可治足、除日不可治尻……閉日不治目等，在十二建除日的各個禁止醫療部位。

《醫心方》所引的《蝦蟇經》云： 

建日不治兩足禁晡時。除日不治陰孔一本尻，禁日入時。滿日不治腹禁黃昏時。平日不治肩

一本背，禁人定時。定日不治心禁夜半時。犯日不治手禁雞鳴時。破日不治口齒禁平旦時。危日

不治鼻禁日出時。成日不治眉咽喉一本肩，禁食時。收日不治髮禁禺中時。開日不治耳禁夜中時。

閉日不治目禁日昳時。209 

《醫心方》所引的《蝦蟇經》，其內容、形式與唐代醫書較為相近，而與今本《黃

帝蝦蟇經》的記載不甚相同。 

值得注意的是，十二建禁處的部位順序，竟然是從 底下的足部開始，而終

                                                       
206   〔南朝宋〕鮑照〈建除詩〉，收入〔南朝宋〕鮑照撰；葉菊生校訂《鮑參軍詩註》（香港：

中華書局香港分局，1975 年），頁 219-221。（古籍原頁十四上-十五下）「建旗出燉煌，西

討屬國羗。除去徒與騎，戰車羅萬箱。滿山又填谷，投鞍合營牆。平原亙千里，旗鼓轉相

望。定舍後未休，候騎敕前裝。執戈無暫頓，彎弧不解張。破滅西零國，生虜郅支王。危

亂悉平盪，萬里置關梁。成軍入玉門，士女獻壺漿。收功在一時，歷世荷余光。開壤襲朱

紱，左右佩金章。閉帷草太玄，茲事殆愚狂。」 
207  〔唐〕權德輿〈建除詩〉，收入《全唐詩》卷三百二十七〈權德輿八〉，第十冊（北京：中華

書局，1979 年），頁 3667。「建節出王都，雄雄大丈夫。除書加右職，騎吏擁前驅。滿月張

繁弱，含霜耀鹿盧。平明躍騕褭，清夜擊珊瑚。定遠功那比，平津策乃迂。執心思報國，

效節在忘軀。破膽銷丹浦，顰蛾舞綠珠。危冠徒自愛，長轂事應殊。成績封千室，疇勞使

五符。收功輕驃衛，致埋邁黃虞。開濟今如此，英威古不侔。閉關草玄者，無乃誤為儒。」 
208  《黃帝蝦蟇經‧四時禁處絕離日及六甲旬中不治病日法第六》，收入《東洋醫學善本叢書》，

第二十八冊，頁 60。（古籍原頁二十四下）。 
209  〔日〕丹波康賴撰，趙文山等注釋《醫心方》卷二〈人神所在法第八〉，頁 111。按：「犯日」

為抄寫之誤，應當改作「執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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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頂部的眼睛。十二建除日的禁處，彷彿兩兩成對。建日和除日的禁處屬於身體

下部。滿日和平日的禁處則是腹、背，不僅相應而且同屬身體中段。定日和執日

的禁處分別為心和手，不太能劃分明顯的身體區域。執，整理小組均寫作「摯」

（執），王子今認為可理解為捕獲之意。210由於用手「捕獲」，因此不妨想像執日

的禁處在手，有其聯想甚至是實際上的關連。破日和危日的禁處在人臉上的口、

鼻，口、鼻亦屬同一區塊。成日、收日的禁處則是在眉與髮，都是屬於毛髮類。

開日和閉日的禁處在耳、目，耳目的身體疆界的也是劃分在一塊。 

 

（二）十二建忌時 

十二「建」除了有禁處，另外還有忌時。換言之，十二「建」不僅要注意禁

止針灸治病的地方，尚需留心不可治病的時間。對於十二「建」的避忌時間，《黃

帝蝦蟇經》稱之為「十二建忌時」。《黃帝蝦蟇經》之〈四時禁處絕離日及六甲旬

中不治病日法第六〉云：「建禁黃昏，除禁日入，平禁人定，定禁夜半過，執禁

雞鳴，破禁平旦，危禁日出，成禁辰時，收禁日中，開禁日昳，閉禁晡時。」211

十二「建」的時間與空間都有其特殊限定避忌。在十二建除的日子，分別有其特

定不可進行醫療的時辰。依照《淮南子‧天文訓》所述，寅為建，卯為除，辰為

滿，巳為平，午為定，未為執，申為破，酉為危，戌為成，亥為收，子為開，丑

為閉。 

這其中的原理，筆者稱之為「建」日避「破」時。亦即當建日在寅的時候，

申屬破，因此申時要避忌。建日在卯的時候，酉為破，所以酉時要避忌。建日在

滿（盈）的時候避戌時。平日避亥時，收日避巳時。餘下依此類推。然而在道經

                                                       
210   王子今按：下文「摯日，不可以行。以亡，必摯而入公而止。」整理小組釋文作「必摯（執）

而入公而止。」整理小組注釋：「此句意為逃亡者必被捕獲，並且沒收入官。」以「執」釋

「摯」，正與「捕獲」的理解相符合。王子今《睡虎地《日書》甲種疏證》（武漢：湖北教

育出版社，2002 年），頁 51。王子今按：《說文‧手部》：「摯，握持也。」段玉裁注：「『握

持』者，搤持也。」桂馥《說文解字義證》卷三十八「『握持也』者，《釋詁》：「拱，執也，

執即摯。』」王子今《睡虎地《日書》甲種疏證》，頁 65-66。 
211   《黃帝蝦蟇經‧四時禁處絕離日及六甲旬中不治病日法第六》，收入《東洋醫學善本叢書》，

第二十八冊，頁 60。（古籍原頁二十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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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松子章曆》當中則是以「推斗擊時」來指稱此用法。《赤松子章曆》卷二〈推

斗擊時〉云： 

建日忌申時，除日忌酉時，滿日忌戌時，平日忌亥時，定日忌子時，執日

忌丑時，破日忌寅時，成日忌辰時，收日忌巳時，開日忌午時，閉日忌未

時，危日忌卯時。右已上日斗擊下時，不可上章治病。212 

筆者對《赤松子章曆》的時代判定採用周豔萍的說法，根據周豔萍在《《赤松子

章曆》擇日避忌研究》所整理的內容所示，《赤松子章曆》的時代可能在南北朝

到唐代。213《赤松子章曆》記載著早期天師道上章的擇日方式以及一些道教術法。

舉《千金翼方》所記載的針灸禁忌為例： 

建日申時頭，除日酉時膝，滿日戌時腹，平日亥時腰背。定日子時心，執

日丑時手，破日寅時口，危日卯時鼻，成日辰時唇，收日巳時足，開日午

時耳，閉日未時目。214 

可以發現，「十二祇人神」的忌時也是運用建除術的概念。從「圖七、十二月建」

可看出建與破正好是對角線的位置。215 

《備急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外臺秘要方》以及《黃帝明堂灸經》等書

對於建除術的運用較為一致，可參照來看。以《備急千金要方》為主，對照另外

兩本醫書，發現「建、除、滿、平、定、執、破、危、成、收、開、閉」等十二

建除日分別對應「申、酉、戌、亥、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簡言

之，建日禁申時，其他日子按次類推。 

                                                       
212  《赤松子章曆》卷二〈推斗擊時〉，收入《正統道藏》第十八冊（臺北：新文豐，1985 年），

頁 231。 
213  周豔萍《《赤松子章曆》擇日避忌研究》：「《道藏提要》認為這部經典出於南北朝時期；施舟

人先生認為這是一部六朝時期的經典，並且添加了一些後期的內容；據大淵忍爾和石井昌

子所編的《道教典籍目錄》考訂是唐代道士編集而成的，王卡先生亦同意此說；傅飛嵐先

生認為《赤松子章曆》保存了很多漢中教團古科儀的遺跡，但是同時指出文本中也顯示了

受到四世紀上清經和靈寶經神學革新以及佛教的影響，有些甚至還受到唐代特有信仰和實

踐的影響。」周豔萍《《赤松子章曆》擇日避忌研究》（北京大學碩士論文，2007 年），頁 1。 
214  〔唐〕孫思邈《千金翼方》卷二十八〈針灸下‧針灸宜忌第十〉，收入《孫思邈醫學全書》，

頁 924。 
215   按：見本文頁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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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十九、十二祇人神  

 

 

 

 
 
 
 
 
 
 
 
 
 
 
 
 
 
 
 
 

表二十、「建」日避「破」時（推斗擊時） 

《備急千金要方》 《千金翼方》 《外臺祕要方》 《黃帝明堂灸經》

建日申時頭 

（《外臺》云︰足） 

建日申時頭 建日不治足 

（一作頭，禁晡時） 

建日在足，禁晡時

除日酉時膝 

（《外臺》云︰股） 

除日酉時膝 除日不治眼 

（一作膝，禁日入） 

除日在眼，禁日入

滿日戌時腹 滿日戌時腹 滿日不治腹（禁黃昏） 滿日在肢，禁黃昏

  平日亥時腰背 平日亥時腰背 平日不治背（禁人定） 平日在背，禁人定

定日子時心 定日子時心 定日不治心（禁夜半） 定日在心，禁夜半

執日丑時手 執日丑時手 執日不治手（禁雞鳴） 執日在手，禁雞鳴

破日寅時口 破日寅時口 破日不治口（禁平旦） 破日在口，禁平旦

危日卯時鼻 危日卯時鼻 危日不治鼻（禁日出） 危日在鼻，禁日出

成日辰時唇 成日辰時唇 成日不治唇（禁食時） 成日在唇，禁食時

收日巳時足 

（《外臺》云︰頭） 

收日巳時足 收日不治頭 

（一作足，禁食時） 

收日在頭，禁禺中

開日午時耳 開日午時耳 開日不治耳（禁目中） 開日在耳，禁午時

閉日未時目 閉日未時目 閉日不治目（禁日昳） 閉日在目，禁日昳

寅

為

建

卯

為

除 

辰

為

滿 

巳

為

平

午

為

定

未

為

執

申

為

破

酉

為

危

戌

為

成

亥

為

收

子

為

開

丑

為

閉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子 丑 

卯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子 丑 寅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子 丑 寅 卯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子 丑 寅 卯 辰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子 丑 寅 卯 辰 巳 

未 申 酉 戌 亥 子 丑 寅 卯 辰 巳 午 

申 酉 戌 亥 子 丑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酉 戌 亥 子 丑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申 

戌 亥 子 丑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亥 子 丑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子 丑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丑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子 

「建」日    避  「破」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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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小結 

三十天進行一循環的「逐日人神」，其禁忌項目有足大趾、外踝、牙齒等身

體部位，有手陽明、足陽明等經脈之稱，亦有氣沖、伏兔等穴道名詞。關於六十

日人神的記述，目前僅見於《黃帝蝦蟇經》之中。其方向以一旬為單位循行，或

許跟九州、九野等區域劃分有關。四季人神的概念，早在《黃帝內經素問》當中

即可得見，其實就是九宮八風的天人相應部位。逐年人神禁忌似乎是 為古老的

一種人神禁忌。 早在《武威漢代醫簡》之中，已可看見雛形：「人生一歲毋灸

心，十日而死。人生二歲毋灸腹，五日而死。人生三歲毋灸背，廿日而死。人生

四歲，無灸頭，三日而死。人生五歲，無灸足，六日而死。……年已過百歲者不

得灸刺，氣脈壹絕，灸刺者隨針死矣。獨……。」216至於逐年人神的所在點，究

竟從何而來？除了由經驗積累而成的避忌原則，人體的弱點、要害可能也是形成

諸多人神所在的原因之一。217 

十干人神則是所有人神禁忌當中，術數性 強的一種。從《說文解字》即可

看見十干所指涉意涵與十干人神的循行部位密切相關。例如，甲日人神在頭的概

念，見於《說文解字》卷十五〈甲部‧甲〉：「東方之孟，陽气萌動，从木戴孚甲

之象。一曰人頭宐為甲，甲象人頭。」218甲字本身就是人頭的表象。關於十二支

人神，則並未如同其他時制的人神一般，有著從頭到腳、由上至下的循行規律。

正如徐復觀所言：「大約到了戰國時期有人轉而認定數字即是天體自身的表現。

更將自然性格的天體，與傳統的天命及天道的價值觀念，混而唯一。於是再轉而

將數字也誤認為是價值實體的表現，認為由數字即可表現價值，即可通向天道的

價值感應，乃至與之一體。」219術數，則是辨象數、通消息的一種方式。《說文

                                                       
216   甘肅省博物館、武威縣文化館合編《武威漢代醫簡》，頁 4。 
217   按：據傳是達摩祖師所著《正宗少林銅人簿》亦載有血路循行的流穴部位。例如：「子時打

在腰心，三個月，吐血死。」「子時血行在腳底」。參見：培琳編輯部編著《正宗少林銅人

簿》（臺北：培琳出版社，1986 年），頁 40-42。 
218  〔漢〕許慎著，〔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卷十五〈甲部‧甲〉（臺北：萬卷樓，2002 年）， 

頁 747。 
219   徐復觀《兩漢思想史》卷二（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7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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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字》保留了十天干對應自然生發現象的說法。中國傳統醫學亦本此天人感應的

宇宙觀對身體進行理解，灸刺、服藥等醫療禁忌也會隨之產生。 

十二時人神，以《黃帝蝦蟇經》之〈四擇五神所舍時避灸判法第四〉為例： 

雞鳴舍頭、平旦舍目、日出舍耳、食時舍口、隅中舍肩、日中舍脇、日昳

舍臟、晡時舍小膓、日入舍脛、黃昏舍陰、人定舍傳於人、夜半舍足。右

十二時、神所舍處。慎能禁之。220 

《黃帝蝦蟇經》從雞鳴，亦即丑時開始敘述，依次為：頭、目、耳、口、肩、脇、

臟、小膓、脛、陰、人、足。《備急千金要方》等唐代醫書與之不同，皆從子時

起始說明。《備急千金要方》的十二時忌，依次為：頭、目、面耳、項口、肩、

胸脇、腹、心、背胛、腰陰、股、踝。《黃帝蝦蟇經》所指的雞鳴若是丑時，夜

半就是子時。依《黃帝蝦蟇經》所言，子時在足、丑時在頭。對照唐代醫書所言，

子時在踝、丑時在頭。從中可以瞭解古代時制的變化，並且推測此處的子時應該

是夜子時。 

「十二祇人神」是一種運用建除術作為禁忌的概念。從道書《赤松子章曆》

以及鮑照、權德輿等詩人的作品來看，晉唐時期，由曆法所延伸的擇日原則似乎

廣泛地滲透於醫學以及道教等領域，而有著不同面向的發展。詩人以「建除」為

題來創作，更顯出「建除術」以及其他曆日避忌並非是術士或醫家才能知悉的術

數知識。換言之，這套擇日避忌應該是透過曆書之類的冊子流傳於民間，然而其

具體的專業知識僅掌握在少數專家手中。 

 

 

 

 

 

                                                       
220  《黃帝蝦蟇經‧擇五神所舍時避灸判法第四》，收入《東洋醫學善本叢書》，第二十八冊，頁

54-55。（古籍原頁二一下-二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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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自然天象對「人神」的影響 

藉由分析各式「人神」禁忌的內容要義，發現「人神」禁忌的背後涵藏著先

秦時期的天人相應宇宙觀。中國古代的天人相應思想，在《黃帝內經》、《淮南子》、

《春秋繁露》……等經典裡都有展現。例如《黃帝內經靈樞》卷二十〈邪客第七

十一〉，黃帝問伯高：人的肢節如何對應天地呢？伯高答曰： 

天圓地方，人頭圓足方以應之。天有日月，人有兩目；地有九州，人有九

竅；天有風雨，人有喜怒；天有雷電，人有聲音；天有四時，人有四肢；

天有五音，人有五藏；天有六律，人有六府；天有冬夏，人有寒熱；天有

十曰，人有手十指；辰有十二，人有足十指，莖垂以應之，女子不足二節，

以抱人形；天有陰陽，人有夫妻；歲有三百六十五日，人有三百六十節……

此人與天地相應者也。221 

天圓象徵人首，地方代表人足，日月則為人的雙目。四肢、九竅、五臟、六腑等

各種人身部位都與天地相參。種種連結都是為了說明人與天地是相應的概念，天

人相應實為醫家的核心理論之一，許多診療概念都依循此理而來。劉安《淮南子‧

精神訓》也有天人相應的說法： 

故頭之圓也象天，足之方也象地。有四時、五行、九解、三百六十六日，

人亦有四支、五藏、九竅、三百六十六節。天有風雨寒暑，人亦有取與喜

怒。故膽為雲，肺為氣，肝為風，腎為雨，脾為雷，以與天地相參也，而

心為之主。是故耳目者，日月也；血氣者，風雨也。日中有蹲（踆）烏，

而月中有蟾蜍。日月失其行，薄蝕無光；風雨非其時，毀折生災；五星失

其行，州國受殃。222 

天圓地方代表人的頭和足，四肢、五臟……等人身部位皆與天象有關。在人體相

參天地的同時，天象的異變日月薄蝕會對人產生影響，無論是州國或是人身，都

會遭逢禍害或災疫。 

                                                       
221  《黃帝內經靈樞》卷二十〈邪客第七十一〉，收入錢超塵主編《中華經典醫書》冊一，頁 352。 
222  〔漢〕劉安著，高誘注《淮南子》，頁 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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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人氣不和而疣贅生 

天人相應的思想到了唐代依舊存在，醫家本著天人合一的概念，更進一步加

以闡述互相對應的細節。《舊唐書》卷二百一〈列傳第一百四十一‧方伎〉引孫

思邈曰： 

天有四時五行，寒暑迭代，其轉運也，和而為雨，怒而為風，凝而為霜雪，

張而為虹蜺，此天地之常數也。人有四支五藏，一覺一寢，呼吸吐納，精

氣往來，流而為榮衛，彰而為氣色，發而為音聲，此人之常數也。陽用其

形，陰用其精，天人之所同也。及其失也，蒸則生熱，否則生寒，結而為

瘤贅，陷而為癰疽，奔而為喘乏，竭而為焦枯，診發乎面，變動乎形。推

此以及天地亦如之。故五緯盈縮，星辰錯行，日月薄蝕，孛彗飛流，此天

地之危診也。寒暑不時，天地之蒸否也；石立土踴，天地之瘤贅也；山崩

土陷，天地之癰疽也；奔風暴雨，天地之喘乏也；川瀆竭涸，天地之焦枯

也，良醫導之以藥石，救之以針劑，聖人和之以至德，輔之以人事，故形

體有可愈之疾，天地有可消之災。223 

如同荀子〈天論篇〉對天的作用所理解的：「列星隨旋，日月遞炤，四時代御，

陰陽大化，風雨博施。」224四時、五行、寒暑、風雨、霜雪、虹蜺都是都是天地

陰陽變化所致；而人的四肢、五臟、五藏、覺寢、呼吸、吐納、榮衛、氣色、音

聲，皆是人的精氣流轉變化所成。精氣在人體循行以榮衛的形式流轉，天氣的蒸、

否、結、陷，對應在人身則會生熱、生寒、生瘤贅、發癰疽。天氣奔使人喘乏、

天氣竭會使人焦枯。在天人對應的系統裡，如果遇到寒暑不時、石立土踴、山崩

土陷、奔風暴雨、川瀆竭涸等天災，和蒸否、瘤贅、癰疽、喘乏、焦枯等人身症

狀相同，都需要良醫用針灸藥石來施治、聖人以至德來和之。 

《劉涓子鬼遺方》卷四〈黃父癰疽論〉記載九江黃父問岐伯，我已經知道血

                                                       
223   〔晉〕劉昫撰《舊唐書》卷二百一〈列傳第一百四十一‧方伎〉(臺北：藝文印書館，撰年

不詳），頁 5095-5096。 
224   〔清〕王先謙撰；沈嘯寰，王星賢點校《荀子集解》卷十一〈天論篇第十七〉上冊（北京：

中華書局，1981 年），頁 308-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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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平和不平的差別了，但不知道為什麼會發癰疽。癰疽的形成、破敗，影響人的

壽命長短，這種危害生命的時間限期又有迫切與否的差別，你知道究竟要怎麼揣

度嗎？225岐伯曰： 

經脈流行不止，與天同度，與地同紀，故天宿失度，日月薄蝕也。地經失

紀，水道流溢……血氣猶然，則言其故。夫血氣榮衛，周流不休，上應星

宿，下應經數。寒客於經絡之中，則血泣，泣則不通，不通則歸之，不得

復及，故癰腫。與寒氣化為熱，熱勝則肉腐，肉腐則為膿，膿不寫則爛筋，

筋爛則傷骨，骨傷則水髓消，不當骨肉，不寫，筋骨空虛，筋骨肌肉不得

相親，經脈敗漏，薰於五臟，五臟傷故死矣。 226   

人體經脈的流行與天地的軌道一致。天的循行偏離了定軌，會導致日月薄蝕。地

的運行失去了常道，水道會四處泛流，影響草木五穀以及人民安居。血氣的概念

亦然。所謂的血氣榮衛是不斷循環、流行不休，並且符合天地的常軌的。 

人氣不和而疣贅生。癰、疽、疣等瘤贅物的生發，與氣血不通有關。在《舊

唐書》的記載，荊州人俞文俊上疏給則天皇帝：「臣聞天氣不和而寒暑併，人氣

不和而疣贅生，地氣不和而堆阜出。」227人氣不和，會使得身體長出疣之類的多

餘的肉瘤。這是中國傳統宇宙觀的表現。稟持著天、地、人三才互相通應的原則，

因帝王政治行為失當所招致的病災，人的問題會導致地面產生災禍；同樣的道理，

天上的災禍也會造成人身產生病變。228 

                                                       
225 〔南齊〕龔慶宣《劉涓子鬼遺方》卷一，收入《東洋醫學善本叢書》冊二十八，頁 44。（古

籍原頁二一下）。 
226 〔南齊〕龔慶宣《劉涓子鬼遺方》卷一，收入《東洋醫學善本叢書》冊二十八，頁 44-45。（古

籍原頁二一下-二二上）。「余已知血氣之平與不平，未知癰疽之所從生，成敗之時，死生之

期，期有遠近，何以度之可得聞乎？」 
227  〔晉〕劉昫撰《舊唐書》卷一百八十七上〈列傳第一百三十七上‧忠義上‧俞文俊〉，頁 2433。

按：俞文俊將天災變異解釋為因為則天皇帝以女處陽位。反易剛柔的結果。導致地氣隔塞，

而山變為災。因此建議則天皇帝側身修德，以答天譴。避免禍災降臨。 
228  〔漢〕《太平經‧乙部》卷三四〈解承負訣〉云：「多頭疾者，天氣不悅也。多足疾者，地氣

不悅也。多五內疾者，是五行氣戰也。多病四肢者，四時氣不和也。多病聾盲者，三光失

度也。多病寒熱者，陰陽氣忿爭也。多病憒亂者，萬物失所也。多病鬼物者，天地神靈怒

也。多病溫而死者，太陽氣殺也。多病寒死者，太陰氣害也。多病卒死者，刑氣太急也。

多病氣脹或少氣者，八節乖錯也。今天地陰陽，內獨盡失其所，故病害萬物。帝王其治不

和，水旱無常，盜賊數起，反更急其刑罰，或增之重益紛紛，連結不解，民皆上呼天，縣

官治乖亂失節無常，萬物失傷，上感動蒼天，三光勃亂多變，列星亂行；故與至道可以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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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犯傷「人神」容易使人發癰疽、贅疣等疾病。關於癰疽的定義，依

照《黃帝內經》所言「喜怒不測，飲食不節，陰氣不足，陽氣有餘，榮衛不行，

氣血不通，而熱相搏，乃發為癰疽。」229簡單來說，血氣不通加上熱毒太盛，就

會形成癰疽。然而，癰、疽在形成的本質上亦有不同。南齊時人龔慶宣所撰寫的

《劉涓子鬼遺方》藉由黃父和岐伯問答的方式，說明癰、疽的差別。230在《劉涓

子鬼遺方》裡，黃父曰：「夫子言癰疽，何以別之？」岐伯答曰： 

榮衛稽留於經脈之中，久則血澀不行。血澀不行則衛氣從之不通，壅遏不

得行，火不止，熱勝，熱勝則肉腐為膿。然不能陷膚於骨，髓不為焦枯，

五臟不為傷，故為癰。231 

血澀不行，導致衛氣壅遏不通、生大熱，熱過盛則肉腐為膿。這就會形成「癰」。

關於疽，岐伯曰： 

熱氣浮盛，當其筋骨，良肉無餘，故曰疽。疽上皮肉以堅，上如牛領之皮。

癰者薄以澤，此其候也。232 

「疽」上的皮則如同牛領之皮一般堅硬，成因為熱毒熾盛，下陷肌膚，骨髓皆焦

枯，內連五藏，血氣涸竭，在癰的下方形成。 

《黃帝蝦蟇經》當中「蝦蟇圖隨月生毀日月蝕避灸判法」說明月生四日233、

六日234、十一日235、十二日236、十三日237若犯人神所在，則會發癰疽。月生四日、

                                                                                                                                                           
之者也。」另參：林富士〈試論《太平經》的疾病觀念〉，收入《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

所集刊》第 62 本，第 2 分（臺北：中研院史語所，1993 年），頁 225-263。 
229  《黃帝內經經靈樞》卷十七〈玉版第六十〉，收入錢超塵主編《中華經典醫書》冊一，頁 340。 
230  按：據傳在晉末的時候，劉涓子在丹陽郊外遇見「黃父鬼」，並且拾獲「黃父鬼」遺留的一

卷癰疽方以及藥一臼。書中序言提及黃涓子獲書的始末，再者提到黃父向岐伯請益：「癰疽」

何以別？何謂「癰」？何謂「疽」？岐伯一一回答各項問題。因此，下列的條例皆託自岐

伯之口。 
231 〔南齊〕龔慶宣《劉涓子鬼遺方》卷一，收入《東洋醫學善本叢書》冊二十八，頁 7。（古籍

原頁三上）。 
232 〔南齊〕龔慶宣《劉涓子鬼遺方》卷一，收入《東洋醫學善本叢書》冊二十八，頁 7-8。（古

籍原頁一下-二上）。 
233  《黃帝蝦蟇經‧蝦蟇圖隨月生毀日月蝕避灸判法第一》，收入《東洋醫學善本叢書》，頁 18

（古籍原頁三下）。「月生四日。蝦蟇生左脇。人氣在腰中輸、不可灸判。使人喉痺、卒不

知人、內亂、疝、閇。世腎輸、皆不可灸判。又不可合陰陽。發癰疽。同神（一云、人氣

在腎中)。」 
234   《黃帝蝦蟇經‧蝦蟇圖隨月生毀日月蝕避灸判法第一》，收入《東洋醫學善本叢書》，頁 20。

（古籍原頁四下）。「月生六日。蝦蟇生後左股。人氣在足太陰、大指、白 節上、太衝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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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日、十一日、十二日、十三日，犯人神所在則會發癰疽的記載，極有可能與「血

氣」有關。238一旦損傷「人神」將會導致「血氣」混亂、發癰疽。此外，尚有八

種疽病的治療時間需要避「人神所在」。239因此，血氣與人神的密切關係可見一

斑。不妨暫且將「人氣」、「人神」理解成在人體內循行的一種「氣」，若是受到

損傷就會影響血氣的運行。 

 

第二節、 日月薄蝕損「人神」 

天象的變化會影響「人氣」、「人神」，因此只要遇到人氣大亂、陰陽紛爭的

日子，皆不可以針灸服藥，犯之傷人。《武威漢代醫簡》簡 90 甲、90 乙記曰： 

五辰辛不可始久（灸）刺、飲藥，必死。甲寅、乙卯不可久（灸）刺，不

出旬死。五辰不可飲藥，病者日益加深。[90 甲]無□禁晦朔日、甲午，皆

不可始□□□□□□□□，月六日、十六日、十八日、廿二日，皆不可久（灸）

可久刺見血止己□。[90 乙] 240 

在這些禁止針灸、服藥的條例裡，有許多禁忌與日月的狀態有關，如晦朔日、月

六日、十六日、十八日、廿二日。漢代人的這套時日禁忌的思維，在晉唐時期持

續發展，並且加入日月薄蝕、風雨雷電、行年本命等避忌項目。 

                                                                                                                                                           
不可灸判傷之。使人足寒、暴不仁。寒熱頭項痛。三日、六日。不可合陰陽。發癰疽。不

同神。彼右小指少陽。」 
235   《黃帝蝦蟇經‧蝦蟇圖隨月生毀日月蝕避灸判法第一》，收入《東洋醫學善本叢書》，頁 25。

（古籍原頁七上）。「月生十一日。兔生右肩。人氣在口齒鼻柱。不可灸判傷之。使人齒癰

疽。 胸塞、氣不通。同神(一云、兔生右股)。」 
236   《黃帝蝦蟇經‧蝦蟇圖隨月生毀日月蝕避灸判法第一》，收入《東洋醫學善本叢書》，頁 26。

（古籍原頁七下）。「生十二日。兔生左脇。人氣在人迎、髪際。不可灸判傷之。使人頭生

惡瘡、發癰疽、喉痺。同神。」 
237   《黃帝蝦蟇經‧蝦蟇圖隨月生毀日月蝕避灸判法第一》，收入《東洋醫學善本叢書》，頁 27。

（古籍原頁八上）。「月生十三日。兔生右脇。人氣在頭。遂當兩乳間。不可灸判傷之。使

人發癰疽、乳螻、發心疝、賁鬲、胃管傷中。不同神。彼在齒中(一云、人氣在股本)。」 
238   另參：〔日〕丹波康賴撰，趙文山等注釋《醫心方》卷二十八〈房中‧禁忌第廿四〉，頁 1155。

「月生四日不可合陰陽，發癰疽；月生六日不可合陰陽，是故男女俱得病也。月生四日不

可合陰陽，發癰疽。月生九日不可合陰陽，月生十五日不可合陰陽，女子中風病大禁。月

毀卅日不可合陰陽，禁。」 
239   按：將於第五章進行討論。 
240   甘肅省博物館、武威縣文化館合編《武威漢代醫簡》，頁 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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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黃帝蝦蟇經》的開篇繪有日中之三足烏，月中有蝦蟇、兔之生毀圖，可

以看出太陽和月亮的天體的運行與「人神所在」關係密切。《黃帝蝦蟇經》之〈四

時禁處絕離日及六甲旬中不治病日法第六〉有云： 

凡天陰霧、疾風、暴雨、雷鳴、地動、四時月節前後三日、晦朔日、月薄

蝕無光明日、大寒大熱、血忌、反支、五季、五辰、五未、自生年本命日。

人氣大亂、陰陽分爭。如此之日，皆不可犯之，煞人忌之。241 

凡是處於大霧、狂風、暴雨、雷鳴、地震等天候，四時月節前後三日242、月朔日、

月晦日等日子，遇到月薄蝕無光、白天大寒大熱等天象，血忌、反支、五季、五

辰、五未、自己的生年本命日等，在這些人氣大亂、陰陽紛爭的日子，皆不可以

針灸服藥，犯之傷人。 

    同樣的記載亦見引於《醫心方》卷二〈針灸服藥吉凶日第七〉。243《醫心方》

的記載大致上皆與《黃帝蝦蟇經》無差異，唯有「五季」的部分《醫心方》寫作

「天季」。此外，《醫心方》又云：「凡天下大風、大陰、大雨、大雷電霹靂，則

日月無光，人氣大亂，陰陽不通，血氣不行，當是之時不可灸刺傷之。」244遇到

大風、大陰、大雨、大雷電霹靂的時候，會導致日月無光、人氣大亂、陰陽不通

以及血氣不行，無光、大亂、不通、不行都來自於一個原因，就是自然氣候的變

異。古人認為「天氣」會影響「人氣」；風雨雷電遮陽蔽月，使得陰陽二氣不調，

對應到人體即是人氣大亂。因此，在人氣大亂、陰陽紛爭的日子不可針灸， 

此即天人相應的思想表現之一。 

 

 

 

                                                       
241  《黃帝蝦蟇經‧四時禁處絕離日及六甲旬中不治病日法第六》，收入《東洋醫學善本叢書》，

第二十八冊，頁 61-62。（古籍原頁二十五上-二十五下）。 
242   按：四時月節前後三日，筆者的理解為「四立」加上「二分二至」，立春、春分、立夏、夏

至、立秋、秋分、立冬、冬至等八個節氣前後三日。 
243  〔日〕丹波康賴撰，趙文山等注釋《醫心方》卷二〈針灸服藥吉凶日第七〉，頁 110。 
244  〔日〕丹波康賴撰，趙文山等注釋《醫心方》卷二〈針灸服藥吉凶日第七〉，頁 11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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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鬪月毀 

在諸多氣候轉變的自然現象中，日月薄蝕可謂是對人體造成 大影響的情況。

《黃帝蝦蟇經》之「蝦蟇圖隨月生毀日月蝕避灸判法」有云：「日闘者、色赤而

無光、陽氣大亂。右日、不可灸判。傷人陽經。終令人發狂也。」245「日闘」是

日食的一種，太陽看似完全消失、赤色而無光，陽氣大亂。如果在這一天進行灸

法治療，則會使人的陽經受損、導致發狂。依中醫理論而言，與發狂有關的陽經

經脈，主要是足三陽經（足陽明胃經、足少陽膽經、足太陽膀胱經）。246《黃帝

蝦蟇經》之「蝦蟇圖隨月生毀日月蝕避灸判法」又云：「月蝕者，毀赤黄而無光、

陰氣大亂。不可灸判傷之。經絡脈發氣，鬲中滿塞不通。凡右蝦兔神所在處，不

可灸判傷。」247如同在日闘針灸會使人「陽氣大亂」，在月蝕之日針灸則會使人

「陰氣大亂」。假使犯此禁忌，則會損傷經絡、胸膈滿塞不通。月蝕以及其他蝦

蟆、兔子等神所在處，皆不可針灸傷之。 

日月薄蝕與弦望晦朔不僅跟針灸服藥有關，甚至會導致人們得病。在《黃帝

蝦蟇經》的記載中有提到，黄帝問岐伯曰：「男女所以俱得病者何？」248岐伯的

回答是：「以其不推月之盛毀、日之闇明、不知禁而合陰陽。醫又不知避日闘月虫

會、成毀之，禁而灸判治人，是男女俱得病焉。」249為什麼男女皆會得病呢？原

來是人們不懂得在日月盛毀時不可合陰陽的道理；醫家替病人針灸也不知道要避

開「日鬪月毀」的日子，因此男女都會生病。 

 

                                                       
245  《黃帝蝦蟇經‧蝦蟇圖隨月生毀日月蝕避灸判法第一》，收入《東洋醫學善本叢書》，頁 14。

（古籍原頁一下）。 
246   按：首先，依照中醫的經別理論，足三陽經入絡於心與足三陰經相合。在針灸相關書籍中

可見，三陽經足踝部的大部分穴位都跟顛狂證的治療有關。再者，足三陰、手少陰、手厥

陰與陰維都跟心有所連屬。又從內經重陽則狂的理論推論，只要因為熱擾動以上這些經絡，

可能都跟狂證的發病有關。 
247  《黃帝蝦蟇經‧蝦蟇圖隨月生毀日月蝕避灸判法第一》，收入《東洋醫學善本叢書》，頁 45。

（古籍原頁十七上）。 
248  《黃帝蝦蟇經‧擇五神所舍時避灸判法第四》，收入《東洋醫學善本叢書》，第二十八冊，頁

54。（古籍原頁二十一下）。 
249  《黃帝蝦蟇經‧擇五神所舍時避灸判法第四》，收入《東洋醫學善本叢書》，第二十八冊，頁

54。（古籍原頁二十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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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禁合陰陽 

不僅古代醫家認為在日月盛毀時不可合陰陽，東漢儒者董仲舒也以君子的行

為應該體天、合天數來說明房室。250徐復觀談到關於董仲舒天的哲學時，藉由〈循

天之道第七十七〉以〈天地之行第七十八〉的內容，歸結並推測一個想法：「氣

的突出表現為男女性交；故需按陰陽之合以節男女之欲。……大概董氏認為男女

的房事，乃氣的突出表現，與養氣有密切的關係。」251因為男女之法，法陰陽，

必須要依照天時、節候來進行交陰陽，以體天之法。 

月亮的弦望晦朔以及歲時節氣都屬於天時、節候的變化。如同《黃帝蝦蟇經》

在〈蝦蟇圖隨月生毀日月蝕避灸判法第一〉所繪的圖像所表示，「人神」與月亮

的關係密切。在月生一日到三十日之間，出現五個不可以合陰陽的日子，分別為：

月生四日、月生六日、月生九日、月生十五日以及月毀三十日。252「晦」表示農

曆每月的末一天，朔日的前一天。「朔」是農曆每月初一。「弦」是農曆每月初七、

八或二十二、三，月亮半圓，形似弓弦，故名。「望」是月圓，農曆每月十五日

前後。253望與晦正是月生十五日以及月毀三十日，弦、朔的部分則和《黃帝蝦蟇

經》不盡相同。 

孫思邈《備急千金要方》卷二十七〈養性．房中補益第八〉云： 

御女之法：交會者當避丙丁日，及弦望晦朔、大風、大雨、大霧、大寒、

大暑、雷電、霹靂，天地晦冥，日月薄蝕，虹霓地動，若御女者，則損人

神。不吉，損男百倍，令女得病。254 

                                                       
250  〔漢〕董仲舒《春秋繁露‧循天之道第七十七》（臺北：三民書局，2007 年），頁 1220。「天

地之氣，不致盛滿，不交陰陽。是故君子甚愛氣而游於房，以體天也。氣不傷於以盛通，

而傷於不時、天並。不與陰陽俱往來，謂之不時；恣其欲而不顧天數，謂之天並。君子治

身，不敢違天。……以月當新牡之日，而上與天地同節矣。」 
251    徐復觀《兩漢思想史》卷二，頁 410-411。 
252   《黃帝蝦蟇經‧蝦蟇圖隨月生毀日月蝕避灸判法第一》，收入《東洋醫學善本叢書》，第二

十八冊，頁 18。（古籍原頁三下）、頁 20。（古籍原頁四下）、頁 23。（古籍原頁六上）、頁

29。（古籍原頁九上）、頁 44。（古籍原頁十六下） 
253    按：弦、望、朔、晦等相關解釋，參見諸橋轍次《大漢和辭典》卷五（東京：大修館書店，

1957 年），頁 5522-5523，5654，5682，5687，5689。 
254   〔唐〕孫思邈《備急千金要方》卷二十九，收入《孫思邈醫學全書》卷二十七〈養性．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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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養性、房室補益的部分，孫思邈亦清楚說明了此中宜忌。欲行房事者，必須

注意天時以及天候。倘若在「丙丁日，及弦望晦朔、大風、大雨、大霧、大寒、

大暑、雷電、霹靂，天地晦冥，日月薄蝕，虹霓地動」等日子行房，則會損傷「人

神」。255固定的天時有兩種御女避忌，即「丙丁日」以及「弦望晦朔」。「交會者

當避丙丁日」這點可從五行屬性來看；丙屬陽火、丁為陰火。假設以水火既濟來

指涉性行為，那麼火過旺則會招致損傷。「弦望晦朔」則是月亮的盈虧表現。 

    《醫心方》卷二十八〈房中‧禁忌第廿四〉徵引晉唐時期的各種典籍《玉房

秘訣》、《蝦蟇圖經》、《華佗針灸經》、《養生要集》。例如《玉房秘訣》引彭祖的

說法，房中的禁忌當避大寒大熱、大風雨、日月蝕、地動雷電，因為這些是天忌。

又提到「月殺不可以合陰陽，凶」；「建、破、執、定日及血忌日不可合陰陽，損

人。」256以上這些禁止合陰陽的條例主要可分為兩個概念，一種是日月蝕等自然

氣候變異，另一種則是術數概念下的建除日、血忌日。事實上，這段內容代表在

此禁忌條例下合陰陽，會導致損「人神」。《醫心方》所引的《蝦蟇圖經》的禁忌

條例與今存衛生彙編本的《黃帝蝦蟇經》內容相同。257《華佗針灸經》的例子更

為特別，依書名來看是講針灸的書籍，然此條例竟被收在《醫心方》的〈房中‧

禁忌第廿四〉當中。《華佗針灸經》云：「冬至、夏至、歲旦，此三日前三後二皆

不灸刺及房室，禁。」在歲時節氣中，冬至、夏至一直是古人養氣、練功、煉丹

                                                                                                                                                           

中補益第八〉，頁 500-501。〔元〕李鵬飛《三元參贊延壽書》卷一〈慾有所避〉亦有此說：

「孫真人曰：大寒與大熱，且莫貪色慾。書云：凡大風、大雨、大霧、雷電霹靂、日月薄

蝕、虹霓地動、天地昏冥、日月星辰之下、神廟寺觀之中、井灶圊廁之側、墓、柩之傍，

皆所不可。若犯女，則損人神。若此時受胎，非止百倍損於父母，生子不仁、不孝，多疾

損壽〔元〕李鵬飛（1222-？）《三元參贊延壽書》（北京：中國書店，1987 年），頁八下-九

上。參見：陳秀芬〈房中養生與性經濟〉，收入《養生與修身：晚明文人的身體書寫與攝生

技術》（臺北：稻鄉出版社，2009 年），頁 95-96。 
255  〔明〕李一楫《月令採奇》卷一〈春季總敘〉：「逢甲乙日干，忌夫婦容止。」，頁 23。〔明〕

李一楫《月令採奇》卷二〈夏季總敘〉引《千金翼方》曰：「夏三月，遇丙丁日，忌夫婦容

止。」，頁 122。〔明〕李一楫《月令採奇》（臺北：藝文印書館，1970 年）。 
256  〔日〕丹波康賴撰，趙文山等注釋《醫心方》卷二十八〈房中‧禁忌第廿四〉，頁 1154-1155。 
257  〔日〕丹波康賴撰，趙文山等注釋《醫心方》卷二十八〈房中‧禁忌第廿四〉，頁 1155。『黄

帝問岐伯曰：「男女所以俱得病者，何也？」岐伯對曰：「以其不推月之盛毀、日之闇明、

不知禁而合陰陽。醫又不知避日闘月虫會、成毀之，禁而灸判治人，是男女俱得病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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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日子，歲旦亦即元旦、大年初一。這些日子一方面是鍛鍊身體的好時機，

另一方面則是不適合針灸以及合陰陽的時候。《醫心方》引東晉張湛《養生要集》

云： 

房中禁忌：日月晦朔，上下弦望，六丁六丙日，破日，月廿八日，月蝕，

大風甚雨，地動，雷電霹靂，大寒大暑，春秋冬夏節變之日，送迎五日之

中，不行陰陽。本命行年禁之，重者夏至后丙子丁巳。258 

這段話若不仔細觀看，很容易會認為是講述針灸方面的禁忌。基本上，這些內容

無論放在針灸的「人神」禁忌抑或是房室禁忌都很合宜。文中提到的「月廿八日」，

即是「人神在陰」的日子，自然不可合陰陽。 

關於自然氣候變異、特定歲時節氣以及術數方面的行年本命日，都不可以針

灸、合陰陽的概念顯然流行於晉唐時期。元代李鵬飛《三元參贊延壽書》卷一〈慾

有所避〉亦云： 

唐魏證令人勿犯長命及諸神降日。犯淫者，促壽。及《保命訣》所載：朔

日減一紀，望日減十年；晦日減一年。初八上弦、二十三下弦、三元減五

年；二分二至二社，各減四年；庚申甲子本命減二年。……每月二十八日，

人神在陰。259 

魏證即是魏徵，為了避宋仁宗趙禎的名諱，魏徵皆作魏證、貞觀都改成正觀。260

相傳魏徵是個有神力的宰相，玉帝還曾派遣他去斬龍王，可見得魏徵對於天人之

際的現象有著相當程度的理解。在長命以及諸神降日，不可以合陰陽。若是犯淫，

則會縮短壽命。天時方面，朔日減一紀，望日減十年；晦日減一年。初八上弦、

二十三下弦、三元減五年；再次證明月亮的盈虧「弦望晦朔」與「人神」相關，

在該日合陰陽則會犯傷「人神」而縮短壽命。 

《保命訣》和《養生要集》都有特別提到，每月二十八日「人神在陰」不可

                                                       
258  〔日〕丹波康賴撰，趙文山等注釋《醫心方》卷二十八〈房中‧禁忌第廿四〉，頁 1155。 
259  〔元〕李鵬飛《三元參贊延壽書》卷一〈慾有所避〉，頁九上-十上。 
260  按：根據《新編五代史平話》當中，曹元忠跋所言「每於宋諱不能盡避」。書中稱魏徵為「魏

證」、貞觀作「正觀」，其實是避宋仁宗趙禎的名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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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淫。261這個條例從《黃帝蝦蟇經》當中的〈蝦蟇圖隨月生毀日月蝕避灸判法第

一〉便可一窺堂奧：「月毀二十八日，兔省右脇。人氣在脚內廉，不可灸判傷之。

使人委  頽。陰陽道不亥、腰背。不同神（一云：兔省左股。人氣在陰中）。」

262在農曆二十八日，兔子隱去右協。當時的「人氣」在腳內廉，不可以針灸。若

誤傷人神，則使人患委頹、無法合陰陽、腰背疼。另一種說法為，當天兔子隱去

左大腿，「人氣」在陰中。從《黃帝蝦蟇經》、各種唐代醫書、敦煌曆日，甚至宋

                                                       
261  明代的歲時習俗書亦有此說。〔明〕李一楫《月令採奇》卷一〈正月調攝〉亦引《保命訣》

曰：「立春日，戒夫婦容止。至於晦朔弦望，犯者減壽。二十八日，人神在陰，犯者減壽一

紀。甲子、庚申、本命日，俱不宜犯。衛生君子慎之。」〔明〕李一楫《月令採奇》，收入

《歲時習俗資料彙編》第八冊（臺北：藝文印書館，1970 年），頁 56。〔明〕李一楫《月令

採奇》卷一〈二月調攝〉引《攝生方》曰：「此月先雷三日，夫婦宜戒容止。不然生子不備，

多凶。犯者減壽。弦望減一年，晦日減十年，上下弦減五年，庚申、甲子、本命日減兩年，

春分、社日，各減四年。初三萬神會，及二十八人神在陰，犯者百日中惡。」，頁 85。〔明〕

李一楫《月令採奇》卷一〈三月調攝〉曰：「楊公忌日、初九日，牛鬼降。夫婦宜戒容止。

月忌。犯者減壽。朔望日各減十年，上下弦各減五年，甲子、庚申、本命日，減兩年。二

十八日，人神在陰，犯者百日中惡。晦減一年。」，頁 111。〔明〕李一楫《月令採奇》卷二

〈四月調攝〉引《保命訣》曰：「立夏日，夫婦不宜交合。孫真人曰：『初八、十六忌嗜慾，

犯者則壽夭。』且此月不宜入房。避純陽用事之月也。夫婦戒容止，犯者減壽。朔望日，

各減十年。晦日減一年，上下弦各減五年。庚申、甲子、本命，減兩年。初八日，萬神善

化，犯者失瘖。其夜，善惡童子下降，犯者血死。二十八日，人神在陰，切宜戒之。」，頁

141-142。〔明〕李一楫《月令採奇》卷二〈五月調攝〉引《三元參贊》曰：「五月名為惡月。

初五、初六、初七、十五、十六、十七、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此九日。謂之九毒日。

夫婦宜戒容止，犯者不過三年。朔望日，各減十年。晦日減一年，初八日上弦、二十三日

下弦，各減五年。庚申、甲子、本命，各減二年。二十八日，人神在陰，減一紀。夏至減

四年。衛生君子，尚慎旃哉。」，頁 170。〔明〕李一楫《月令採奇》卷二〈六月調攝〉：「月

忌，夫婦戒容止，犯者減壽。朔望減十年，晦日減一年。上下弦各減五年，庚申、甲子、

本命，減二年。初九日，牛鬼初降，犯者百日中惡。二十八日，人神在陰。切宜忌之。」，

頁 191。〔明〕李一楫《月令採奇》卷三〈七月調攝〉引《法天生意》曰：「立秋日，夫婦不

宜交合，與月忌日。犯者減壽。朔望減十年，晦日減一年。上下弦日、中元日，各減五年，

庚申、甲子、本命日，減二年。初三日萬神會，及十四、十六，三官降，犯者一百日中惡。

二十八日，人神在陰。切宜忌之。」，頁 228-229。〔明〕李一楫《月令採奇》卷三〈八月調

攝〉曰：「月忌夫婦容止，犯者減壽。朔望日各減十年，晦日減一年。上下弦，各減五年，

庚申、甲子、本命日，減二年。初三日萬神會，及十四、十六，三官降，犯者一百日應。

二十八日，人神在陰。切不可犯。秋分日、社日，各減四年。」，頁 254-255。按：〈九月調

攝〉未錄相關別寢宜忌。〔明〕李一楫《月令採奇》卷三〈十月調攝〉引《灋天生意》云：

「此月是純陰用事，夫婦宜戒容止，犯者減壽。朔望日減十年，晦一年。上下弦，減五年，

庚申、甲子、本命，減一年。初九牛魁初降，犯者百日中惡。初十夜西天王降，犯者一年

死。二十八，人神在陰。宜忌。」，頁 308-309。〔明〕李一楫《月令採奇》卷三〈十一月調

攝〉引《千金方》云：「冬至後，庚辛日，不可合陰陽，大凶。冬至後五日，夫婦當別寢，

戒容止。犯者減壽。朔望各減十年，晦日減一年。上下弦，減五年，甲子、庚申、本命日，

減三年。冬至減十年。二十八日，減一紀。」，頁 332-333。〔明〕李一楫《月令採奇》卷三

〈十二月調攝〉：「月忌夫婦容止，犯者減壽。冬至後，庚辛日，不可合陰陽，大凶。冬至

後五日，夫婦當別寢，戒容止。犯者減壽。朔望各減十年，晦日減一年。上下弦，減五年，

甲子、庚申、本命日，減三年。冬至減十年。二十八日，減一紀。」，頁 332-333。 
262  《黃帝蝦蟇經‧蝦蟇圖隨月生毀日月蝕避灸判法第一》，收入《東洋醫學善本叢書》，第二十

八冊，頁 42。（古籍原頁十五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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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時期的醫籍、養生書都記載著「二十八日，人神在陰」的概念。可見得「人神」

禁忌除了在醫學的針灸方面特別重要之外，與行房有關的時日禁忌更被房中家所

吸納。 

第三節、 月亮周期應人身血氣 

在中國古典醫論裡，針灸的基本原為「法天則地，合以天光」，必須要候日

月星辰四時八正之氣」，氣定才可以刺之。《黃帝內經素問》卷八〈八正神明論第

二十六〉岐伯曰： 

月始生，則血氣始精，衛氣始行；月郭滿，則血氣實，肌肉堅；月郭空，

則肌肉減，經絡虛，衛氣去，形獨居。是以因天時而調血氣也。是以天寒

無刺，天溫無疑。月生無寫，月滿無補，月郭空無治，是謂得時而調之。

因天之序，盛虛之時，移光定位，正立而待之。故日月生而寫，是謂藏虛；

月滿而補，血氣揚溢，絡有留血，命曰重實；月郭空而治，是謂亂經。陰

陽相錯，真邪不別，沈以留止，外虛內亂，淫邪乃起。263 

針灸的作用是為了調氣血，調氣血必須按照天時而行。月亮的盈虧變化影響著血

氣，因此灸刺的時候要隨月而調整。強調針灸補瀉應與月之盈虛節律相參。月生

之時，血氣始生；此時不能用瀉法，若用瀉法會導致臟虛。月滿之時，血氣充盈；

此時不能用補法，若行補法則血氣揚絡，絡有留血，此為重實。月郭空之時，不

宜用針法，否則會導致氣血逆亂。《黃帝內經靈樞》卷二十三〈歲露論第七十九〉

亦有類似的說法。少師曰：「人與天地相參也，與日月相應也。故月滿則海水西

盛，人血氣積……。至其月郭空，則海水東盛，人氣血虛。」264在天人相應的概

念下，人與天地相參，與日月相應。月滿的時候人體的血氣旺盛，月郭空的時候

人體氣血相對較虛。 

 

                                                       
263   《黃帝內經素問》卷八〈八正神明論第二十六〉，收入錢超塵主編《中華經典醫書》冊一，

頁 80。 
264   《黃帝內經靈樞》卷二十三〈歲露論第七十九〉，收入錢超塵主編《中華經典醫書》冊一，

頁 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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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按月相療疣目 

月亮周期變化與人體生命節律之間有一定的關係，月亮的盈虧不僅影響地球

潮汐的變化，而且對人體的情緒和生理也會產生影響。265血氣會受到月亮周期的

影響而產生變化，例如女子的月水來潮即是此理。月亮的朔、望、弦、晦，暗示

了血氣的旺衰與否，望日血氣 盛，晦日的血氣則是相對 弱。按照古人認為同

類相感、同氣相動的理論，螺、蚌蛤、蝦蟇、女子屬陰類的人事物，都與「眾陰

之宗」的月亮有著相同的節律。266從《黃帝蝦蟇經》描述的「蝦蟇圖隨月生毀日

月蝕避灸判法」來看，月亮的盈虧與「人神」的關係密切。 

事實上，漢代的《五十二病方》已有古人運用月之節律進行醫療的例子。探

查 1976 年於馬王堆出土的漢墓帛書當中含有月的文句，發現「月晦日」這一個

詞彙完全集中出現在疣病的部分。關於疣病的治法，漢代混用大量巫術行為來進

行醫療。《五十二病方》已可見到此種療法的原始型態，以下是五則特定選擇「月

晦日」或「朔日」進行治療或巫術行為的案例。 

（一）《五十二病方‧尤（疣）者》云：「一，以月晦日之丘井有水者，以敝

                                                       
265    參見：王磊，陳進法，王碩碩，吳煥淦，李璟〈子午流注與生物節律的關係〉，《中華中醫

藥雜誌（原中國醫藥學報）》第 26 卷，第 11 期，2011 年，頁 2485-2487。張勝忠〈月相

盈虧對人體的影響〉，《中醫藥信息》第 8 卷，第 6 期，1991 年，頁 5-8。楊振平，傅貞亮

〈《內經》天文醫學思想初探〉，《中華中醫藥雜誌（原中國醫藥學報）》第 8 卷，第 5 期，

1988 年 10 月，頁 6-10，79。童伯瑛，董曉燕，趙建國〈淺談繆刺法與月節律的關係〉，《上

海針灸雜誌〉》第 30 卷，第 4 期，2011 年，頁 266-267。王洪琦〈《內經》「月—人相關」

理論及現代的研究〉，《廣州中醫藥大學學報》第 5 卷，第 1 期，1988 年，頁 57-60。唐衛

華〈月亮盈虧變化與針灸臨床之管窺〉，《針灸臨床雜誌》第 19 卷，第 9 期，2003 年，頁

46-47。孟琳升〈月經周期與月亮圓缺——120 例資料分析〉，《浙江中醫學院學報》第 9

卷，第 2 期，1985 年，頁 8-9，15。陳心智，閻洪臣〈中風死亡與月亮圓缺——附 716 例

中風死亡時間分析〉，《吉林中醫藥》第 6 期，1987 年，頁 1-2。陳心智，閻洪臣〈淺談人

體朔望月節律〉，《中醫藥學報》第 4 期，1987 年，頁 23-25。張慶文，劉敏如，陳維生〈女

體「月虧」、「月滿」血氣狀況的初步研究──附 44 個月經週期血流變資料分析〉，《天津中

醫》第 2 期，1994 年，頁 31-34。 
266   〔漢〕劉安著，高誘注《淮南子》（臺北：藝文印書館 1974 年），頁 110。「蛤蟹珠龜，與

月盛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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帚騷（掃）尤（疣）二七，祝曰：『今日月晦，騷（掃）尤（疣）北。』入帚井

中。」267要在月晦日的時候取山丘上的井水，再用掃帚撥掃患疣之處十四次，並

且祝禱說：「今日月晦，掃疣北。」再把這掃帚丟入井中。 

（二）《五十二病方‧尤（疣）者》云：「一，以月晦日日下餔時，取（塊）

大如雞卵者，男子七，女子二七。先【以】（塊）置室後，令南北【列】，以晦往

之（塊）所，禹步三，道南方始，取（塊）言曰言曰：『今日月晦，靡（磨）尤

（疣）北。』（塊）一靡（磨）□。已靡（磨），置（塊）其處，去勿顧。靡（磨）

大者。」268在月晦日的下午餔時，取跟蛋的大小差不多的石塊、土塊，男子取七

塊、女子取十四塊。把石塊、土塊放在房屋後方，以南北方向排列。從南方起始，

走三步禹步，取石塊說：「今日月晦，掃疣北。」再把石塊拿來磨疣。棄置磨完

疣的石塊，不可再回頭看石塊。疣病就會好了。 

（三）《五十二病方‧尤（疣）者》云：「一，以月晦日之內後，曰：『今日

晦，弱（搦）又（疣）內北。』靡（磨）又（疣）內辟（壁）二七。」269同樣是

在月晦日。說：「今日月晦，掃疣北。」然後在寢室內的牆壁磨十四次。 

（四）《五十二病方‧尤（疣）者》云：「一，以朔日，葵莖靡（磨）又（疣）

二七，言曰：『今日朔，靡（磨）又（疣）以葵戟。』有（又）以殺（樧）本若

道旁（葥）根二七，投澤若淵下。除日已望。」270在朔日用葵的莖部磨疣十四次，

並且說：「今日朔，磨疣以葵戟。」再用樧的根部或葥的根部來磨疣十四次，將

其投在深淵之中。除日、十六日好。 

                                                       
267   馬王堆漢墓帛書整理小組編《五十二病方釋文註釋》，收入《馬王堆漢墓帛書〔肆〕》（北京 : 

文物出版社，1974 年），頁 39。參見：小曾戶洋，長谷部英一，町泉壽郎著；馬王堆出土

文獻譯注叢書編輯委員會編《五十二病方》（東京：東方書店，2007 年），頁 59。馬繼興《馬

王堆古醫書考釋》，頁 419-420。 
268   馬王堆漢墓帛書整理小組編《五十二病方釋文註釋》，收入《馬王堆漢墓帛書〔肆〕》，頁

40。參見：小曾戶洋，長谷部英一，町泉壽郎著；馬王堆出土文獻譯注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五十二病方》，頁 60。馬繼興《馬王堆古醫書考釋》，頁 420-422。 
269  馬王堆漢墓帛書整理小組編《五十二病方釋文註釋》，收入《馬王堆漢墓帛書〔肆〕》，頁 40。 

參見：小曾戶洋，長谷部英一，町泉壽郎著；馬王堆出土文獻譯注叢書編輯委員會編《五

十二病方》，頁 61。馬繼興《馬王堆古醫書考釋》，頁 422。 
270  馬王堆漢墓帛書整理小組編《五十二病方釋文註釋》，收入《馬王堆漢墓帛書〔肆〕》，頁 40。

參見：小曾戶洋，長谷部英一，町泉壽郎著；馬王堆出土文獻譯注叢書編輯委員會編《五

十二病方》，頁 61-62。馬繼興《馬王堆古醫書考釋》，頁 422-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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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十二病方‧尤（疣）者》云：「一，祝尤（疣），以月晦日之室北，

靡（磨）宥（疣），男子七，女子二七，曰：「今日月晦，靡（磨）宥（疣）室北。」

不出一月宥（疣）已。」271祝疣要在月晦日的時候，於寢室的北方。男子磨疣七

下，女子磨疣十四下。祝曰：「今日月晦，磨疣室北。」一個月之內，疣病就會

好了。究竟何謂疣病？隋代《諸病源候論》之〈癭瘤諸病‧八疣目候〉有云：「疣

目者，人手足邊忽生如豆，或如結筋，或五箇，或十箇，相連肌裏，麁強受於肉，

謂之疣目。此亦是風邪搏於肌肉而變生也。」272《諸病源候論》卷五十〈小兒雜

病諸候六〉亦云： 

人有附皮肉生、與肉色無異，如麥豆大，謂之疣子，即疣目也。亦有三數

相聚生者。割破裡狀如筋而強，亦微有血面□□。生此多由風邪客於皮膚，

血氣變化所生。故亦有藥治之差者，亦有法術治之差者，而多生受於手足

也。273 

從而得知，疣即是疣子，亦稱疣目。疣目並非專指長在眼睛周遭的疣。郭穎亦有

此論述：「『疣子』和『疣目』均 早見於《諸病源候論》。唐代《外臺祕要方》

記載了中古醫書《肘後備急方》、《集驗方》治療『疣目』的方式，從這點可以推

測『疣目』一名應在中古前期就已出現。」274 

唐代《外臺祕要方》所記載的疣目療法很多，其中有三則是需要挑選特定日

子來治療疣目。《外臺祕要方》是王燾集結各家醫書而成的作品。依照題名來看，

                                                       
271  馬王堆漢墓帛書整理小組編《五十二病方釋文註釋》，收入《馬王堆漢墓帛書〔肆〕》，頁 40。

參見：小曾戶洋，長谷部英一，町泉壽郎著；馬王堆出土文獻譯注叢書編輯委員會編《五

十二病方》，頁 63-64。馬繼興《馬王堆古醫書考釋》，頁 425。 
272  〔隋〕巢元方《諸病源候論》卷三十一〈癭瘤諸病‧八疣目候〉，收入《東洋醫學善本叢書》

冊六，頁 149。〔隋〕巢元方《諸病源候論》卷三十一〈癭瘤諸病‧八疣目候〉，收入曹洪

欣主編；鄭金生，柳長華副主編《海外回歸中醫古籍善本集粹》冊一，頁 553。 
273   〔隋〕巢元方《諸病源候論》卷五十〈小兒諸病六‧二百十八疣目候〉，收入《東洋醫學善

本叢書》冊六，頁 231。〔隋〕巢元方《諸病源候論》卷三十一〈小兒諸病六‧二百十八疣

目候〉，收入曹洪欣主編；鄭金生，柳長華副主編《海外回歸中醫古籍善本集粹》冊一，

頁 857。 
274   郭穎《《諸病源候論》的詞語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年），頁 114-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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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肘後療疣目方」應是取自東晉葛洪《肘後救卒方》所記載的方子。275「崔氏疣

目方」則是崔知悌所傳的方子。276《外臺祕要方》卷二十九〈疣目方一十九首〉

云： 

肘後療疣目方。月晦日夜，於廁前取故草二七莖，莖研二七過，粉疣目上

訖，咒曰，今日月晦疣驚，或明日朝乃棄，勿反顧之。277 

「肘後療疣目方」說明在月晦日的晚上，於廁所前取野草十四支，研磨野草的莖

部十四次，敷在疣目上。再唸誦咒語：「今日日月晦疣驚，或明日朝乃棄，勿反

顧之。」東晉時期的《范汪方》亦有相似的記載。《醫心方》卷四〈治疣目方第

廿二〉引《范汪方》云：「月晦夜於廁前取故草二七枚，枚二七過，砭目上記祝

曰：今日月晦，疣驚或明，日月朝了，取亡人枕若席，二七拭之愈。」278 

《外臺祕要方》卷二十九〈疣目方一十九首〉云： 

千金去疣目方。取月十五日，月正中時望月。以禿條帚掃疣目上三七遍。

差止。279 

「千金去疣目方」實際上引自《備急千金要方》的記載。《備急千金要方》卷第

二十三〈痔漏‧去疣目方〉云：「每月十五日，月正中時，望月以禿條帚掃三七

遍差。」280《醫心方》卷四〈治疣目方第廿二〉亦有徵引此條治法。281《外臺祕

要方》卷二十九〈疣目方一十九首〉又云： 

                                                       
275    東晉葛洪（281-342）字稚川，號抱朴子，丹陽句容人。《肘後備急方》簡稱《肘後方》，

原名《肘後救卒方》。後來經陶宏景增補，名為《補闕肘後百一方》。到了金朝，楊用道再

次增補，遂成今本《肘後備急方》。 
276    唐代崔知悌（615-685）許州鄢陵人。著有《纂要方》十卷、《骨蒸病灸方》一卷、《產圖》

一卷，均已亡佚。《外臺秘要方》有抄錄中《骨蒸病灸方》與《產圖》的部分內容。另撰

有《崔知悌集》五卷，《法例》二卷。 
277   〔唐〕王燾《外臺秘要方》卷二十八〈中惡、蠱注、猝死、自縊、暍死一十八門‧疣目方

十九首〉，收入曹洪欣主編；鄭金生，柳長華副主編《海外回歸中醫古籍善本集粹》冊十

一，頁 2250。 
278   〔日〕丹波康賴撰，趙文山等注釋《醫心方》，頁 200。 
279   〔唐〕王燾《外臺秘要方》卷二十八〈中惡、蠱注、猝死、自縊、暍死一十八門‧疣目方

十九首〉，收入曹洪欣主編；鄭金生，柳長華副主編《海外回歸中醫古籍善本集粹》冊十

一，頁 2252。 
280   〔唐〕孫思邈《備急千金要方》，亦收入〔日〕丹波康賴撰，趙文山等注釋《醫心方》，頁

200。 
281   〔日〕丹波康賴撰，趙文山等注釋《醫心方》，頁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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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氏疣目方。取月盡日平旦井花水，月生一日煮作湯，灶突北面南自洗，

咒曰，日盡水，月初湯，灶突北，千疣死，百疣亡，凡七度洗及咒，甚良。

282 

「崔氏疣目方」的治法是在月盡日的清晨取井花水。於隔天，也就是月生一日的

時候煮成湯，在廚房外邊面向南方洗眼睛。唸誦咒語：「日盡水，月初湯，灶突

北，千疣死，百疣亡」洗眼睛與唸誦咒語七次，就會好了。《諸病源候論》提到

疣目的成因，大多由「風邪客於皮膚，血氣變化所生」，治療方式則是有用藥以

及法術等兩種。因為血氣變化所生的疣目，其治療方式要挑選某些特定月相，意

味著血氣的問題導致疣目，同時也關係到治則。月晦日與月盡日的意義相同，都

是指農曆每個月的 後一天。從古典醫論的觀點出發，則月晦日的時候的血氣狀

態相對弱於其他月相。 

 

二、推測「人神」為血氣之屬 

前面已經論述「人氣不和而疣贅生」。在不當的時機合陰陽也會損「人神」。

《醫心方》卷二十八〈房內‧至理第一〉引《玄女經》云：「天地之間，動須陰

陽，陽得陰而化，陰得陽而通。一陰一陽，相須而行。故男感堅強，女動辟張，

二氣交精，流液相通。男有八節，女有九宮，用之失度，男發癱疽，女害月經，

百病生長，壽命消亡。」283肉瘤、疣贅、癰疽、月經不調，都是血氣不和導致的

疾病。《黃帝蝦蟇經》也提到男女俱得病的原因是不知在日月盛毀時不可合陰陽；

醫家替病人針灸也不知道要避開「日鬪月毀」的日子，因此男女都會生病。因此，

我們可以推測「人神」其實是一種「氣」的存在，是血氣之屬。 

目前在元明醫書可見治療一些因氣血壅塞而導致的疾病，其治療時間也必須

經過挑選。有趣的是，這些疾病的治療日，並非選擇「月晦日」、「月盡日」等特

                                                       
282   〔唐〕王燾《外臺秘要方》卷二十八〈中惡、蠱注、猝死、自縊、暍死一十八門‧疣目方

十九首〉，收入曹洪欣主編；鄭金生，柳長華副主編《海外回歸中醫古籍善本集粹》冊十

一，頁 2253。 
283  〔日〕丹波康賴撰，趙文山等注釋《醫心方》，頁 1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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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月相的日子，而是「人神不犯之日」、「人神不在日」。元代倪維德《原機啟微

集》云： 

凡治在初，須擇人神不犯之日，大要令病者食飽不飢，先汲冷井水洗眼如

冰，勿使氣血得行，然後以左手持銅筯，按眼睫上，右手翻眼皮令轉，轉

則疣肉已突，換以左手大指按之，弗令得動移，復以右手持小眉刀尖，略

破病處，更以兩手大指甲捻之令出，則所出者，如豆許小黃脂也。恐出而

根不能斷，宜更以眉刀尖斷之。以井水再洗，洗後則無恙。要在手疾為巧。

事畢須投以防風散結湯，數服即愈。284 

一開始治療疣病，必須挑選人神不在的日子，讓患者吃飽、不會肚子餓，取冰冷

的井水洗眼睛，不讓血氣運行。然後用左手拿銅筷，按在眼瞼之上；右手翻眼皮，

要病患轉動眼球。一轉動眼球，那麼疣肉就現出來了，換左手大拇指按住眼瞼、

固定使其不移動；用右手拿小眉刀，用刀尖稍微刺破病疣。再用兩手大拇指的指

甲捻出豆子般大小的一點點黃色油脂。擔心把疣掐擠出來還不能斷絕病根，建議

再用小眉刀的刀尖劃斷。再用井水清洗，洗完就沒事了。重點在於手要靈巧、動

作迅速。事後要讓病人喝防風散結湯，喝幾帖之後就會好了。 

    除了治療疣目以外，灸下部懸癰也有類似概念。「懸癰」是一種癰病，其義

有二：一指長在會陰部位的癰，又名「海底癰」、「騎馬癰」。285另一種是指生長

在上顎部位的癰。下部懸癰多因情志鬱結，三陰虧損，濕熱壅滯而發。此處組織

疏鬆，又容易污染，所以不易癒合而形成瘡漏。286除了「海底癰」、「騎馬癰」之

                                                       
284   〔明〕倪維德《原機啟微集》卷上〈血氣不分混而遂結之病〉，（臺北：新文豐，1987 年），

頁 13-15。 
285   〔清〕吳謙等編《醫宗金鑒》卷六十九〈外科心法要訣‧下部‧懸癰〉，（北京：人民衛生

出版社，1988 年），頁 831。「懸癰毒生會陽穴，初如蓮子漸如桃，三陰虧損濕熱鬱，潰久

成漏為瘡勞。」注：「此證一名騎馬癰，生於篡間，系前陰之後，後陰之前屏翳穴，即會

陰穴，系任、脈經首穴也。初生如蓮子，微癢多痛，日久、腫，形如桃李。由三陰虧損，

兼憂思氣結，濕熱壅滯而成。其色紅作膿欲潰，若破後潰深，久則成漏，以致瀝盡氣血，

變為瘡勞。」 
286    中國中醫研究院，廣州中醫學院編《中醫名詞術語選釋》（臺南：大孚書局，2004 年），

頁 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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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還有一個有趣的俗名叫做「偷糞老鼠」。287元代李仲南提到一種治療下部長

「懸癰」的方法。選擇「人神不在日」的早上，空腹喝下以「井華水」288調「百

藥煎」末的湯藥。289稍微好轉之後，改用「秋葫蘆」切片放在瘡上。隔著苦瓜灸

二七壯之後，病就會好了。《永類鈐方》卷七〈懸癰〉云： 

灸懸癰︰擇人神不在日早，空心先用井華水調百藥煎末一椀，服之。微利，

卻須得秋葫蘆，亦名苦不老，生在架上而苦者，切皮片置瘡上，灸二七壯。

蕭端式患連年，一灸收效。290 

明代李時珍《本草綱目》亦有徵引自《永類鈐方》的這則治療方法。291值得注意

的是，不同於其他醫學典籍註明「人神所在」的時間及地點，並且警告醫家若誤

傷人神將有各式各樣的後果，甚至造成死亡。元代和明代的醫學典籍《永類鈐方》、

《本草綱目》都特別指出治療身體下部懸癰的時候，要選擇「人神不在日」，而

漢唐時期的醫書似乎沒有看到這樣的概念。 

                                                       
287   〔漢〕華佗元化著；〔唐〕孫思邈編集；彭靜山點校《華佗神醫秘傳》卷五〈華佗外科神方‧

華佗懸癰神方〉（瀋陽：遼寧科學技術出版社，1982 年），頁 139。「懸癰一名騎馬癰，俗

名偷糞老鼠。多因嗜色忍精而發。」 
288    按：井華水又稱井花水，意指清晨第一次自井中取出的水。參見：漢典網 http://www.zdic.net/

「井花水」條目：清晨初汲的水。〔北魏〕賈思勰 《齊民要術‧法酒》：「秔米法酒：糯米

大佳。三月三日，取井花水三鬥三升，絹簁麴末三鬥三升，秔米三鬥三升。」石聲漢注：

「早從井裡第一次汲出來的水。」〔宋〕蘇軾 《贈常州報恩長老》詩之一：「碧玉盌盛紅

馬瑙，井花水養石菖蒲。」〔明〕李時珍 《本草綱目‧水二‧井泉水》﹝集解﹞引汪穎曰：

「井水新汲，療病利人。平旦第一汲，為井華水，其功極廣，又與諸水不同。」魯迅 《故

事新編‧鑄劍》：「你父親用井華水慢慢地滴下去，那劍嘶嘶地吼著，慢慢轉成青色了。」

亦省作「井華」、「井花 」。〔唐〕杜甫 《大雲寺贊公房》詩之四：「童兒汲井華，慣捷瓶

上手。」〔清〕趙翼 《兩臂風痹復發》詩：「辟寒須用煖湯浴，復汲井華煮滿斛。」〔宋〕

楊萬里 《六月十三日立秋》詩之一：「旋汲井花澆睡眼，灑將荷葉看跳珠。」 
289    按：百藥煎是中藥物。褐色味苦的液體，作收斂劑用。又名仙藥。〔明〕李時珍 《本草綱

目‧蟲一‧五倍子附百藥煎》：「百藥煎，功與五倍子不異，但經釀造，其體輕虛，其性浮

收，且味帶餘甘。治上焦心肺、咳嗽、痰飲、熱渴諸病，含噙尤為相宜。」「秋壺盧」就

是「苦壺盧」，現在稱為苦瓜，在《國語》的記載為苦匏，亦名苦壺盧。列在本經下品的

「苦瓠」條目。 
290   〔元〕李仲南《永類鈐方》，收入曹洪欣主編；鄭金生，柳長華副主編《海外回歸中醫古籍

善本集粹》冊二十一（北京：中醫古籍出版社，2005 年），頁 546。 
291   〔明〕李時珍《本草綱目》卷二十八〈菜部菜之三 蓏菜類一十一種‧苦瓠〉，《本草綱目》

冊七（臺北：新文豐，1987 年），頁 16-20。「下部懸癰︰擇人神不在日，空心用井華水調

百藥煎末一碗服之。微利後，卻用秋壺盧（一名苦不老，生在架上而苦者）切片置瘡上，

灸二七壯。肅端式病此連年，一灸遂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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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小結 

在天人相應的指導原則下，天、地、人三才互相通應，並且以天的運行為

主。人體的生物節律與自然節律關係密切，「天氣」會影響「人氣」，「人氣不和

而疣贅生」，癰、疽、疣等瘤贅物都是由於人體氣血不通所致。此外，日月薄蝕

等天象變化、陰陽紛爭的日子會造成人氣大亂，所以不可以針灸也不可以合陰陽。

在一切自然天象中，中國古典醫論特別認為人身血氣變化相應月亮的周期節律。

舉例來說，無論是使用咒術、針灸抑或藥方，治療疣目要擇月晦日、月盡日、人

神不犯之日，灸下部懸癰要挑人神不在日的早上，原因即在於血氣的變化。灸刺

的補瀉方法，要依天地日月節律而行。《黃帝內經素問》又云：「寫必用方，方者，

以氣方盛也，以月方滿也……。血氣者，人之神，不可不謹養。」292榮衛血氣就

是「人之神」，必須要謹慎養護。血氣不通容易造成癰疽疣贅等疾病，然而這些

疾病也要依照氣血循行的規律而施治。因此，筆者推測「人神」為血氣之屬。 

 

 

 

 

 

 

 

                                                       
292  《黃帝內經素問》卷八〈八正神明論第二十六〉，收入錢超塵主編《中華經典醫書》冊一，

頁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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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人神」的應用層面 

本章要探討的主題是「人神」的應用層面，並且分成兩個小節來討論。犯傷

人神容易使人發癰疽，除此之外刺癰疽也需避「人神」。漢唐時期除了循行規律

的「人神所在」禁刺禁灸部位，尚有八種癰疽所發的位置，需要特別注意。根據

岐伯所言，不同年歲時有「人神」在這些位置之上，不可以刺癰疽。當「人神」

循行在這八種癰疽所發處的時候，不可刺疽見血，若犯此忌則會導致死亡。筆者

亦嘗試找尋出這八種疽病避「人神」的年歲規律。 

 

第一節、 刺癰疽需避「人神」 

一、疽病所發避「人神」 

    漢唐時期除了循行規律的「人神所在」禁刺禁灸部位，尚有八種癰疽所發的

位置，需要特別注意。根據岐伯所言，不同年歲時有「人神」在這些位置之上，

不可以刺癰疽。當「人神」循行在這八種癰疽所發處的時候，不可刺疽見血，若

犯此忌則會導致死亡。目前已知在晉唐時期，共有三本醫書記載著這些特殊的「人

神」禁忌。時代 早的醫書首推南齊時人龔慶宣所撰寫的《劉涓子鬼遺方》293，

其次是隋代巢元方《諸病源候論》，而後是唐代孫思邈《千金翼方》。 

「某疽發於某處，不治則數日死矣」這種敘述癰疽所發的狀況， 早在《黃

帝內經靈樞》當中的〈癰疽第八十一〉已有先例。例如：「發於頸，名曰夭疽。

其癰大以赤黑，不急治，則熱氣下入淵腋，前傷任脈，內熏肝肺。熏肝肺，十餘

日而死矣。」294《黃帝內經靈樞》儼然具有「某疽發於某處，不治則數日死矣」

的敘述體例，同樣的筆法也多見於南齊時人龔慶宣所撰寫的《劉涓子鬼遺方》。

                                                       
293   按：據傳在晉末的時候，劉涓子在丹陽郊外遇見「黃父鬼」，並且拾獲「黃父鬼」遺留的一

卷癰疽方以及藥一臼。書中序言提及黃涓子獲書的始末，再者提到黃父向岐伯請益：「癰

疽」何以別？何謂「癰」？何謂「疽」？岐伯一一回答各項問題。因此，下列的條例皆託

自岐伯之口。 
294   《黃帝內經靈樞》卷二十四〈癰疽第二十四〉，收入錢超塵主編《中華經典醫書》冊一，頁

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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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劉涓子鬼遺方》一書所記載的疽病總共有二十六種。295在這二十六種疽病的

描述中，每一項都有說明病發而未治癒的「死亡限期」，比方說：「龍疽發背，起

胃俞，若腎俞，二十日不寫，死。九日可刺；不刺，其上赤下黑，若青膿黑，死，

發血膿者，不死。」296在「龍疽」的範例中，可以得知二十日若不瀉掉龍疽的膿

血，則會導致死亡。值得注意的是，唯有八種疽病與「人神」禁忌有關，而且隋

代《諸病源候論》以及唐代《千金翼方》都與《劉涓子鬼遺方》所記載的八種疽

病，有著一脈相承的內容。 

 

（一）赤疽發額 

《劉涓子鬼遺方》云：「赤疽發額，不寫，十餘日死。其五日，可刺也。其

膿赤多血，死；未有膿，可治。人年二十五、三十一、六十、九十五者，在額，

不可見血，見血者死。」297《諸病源候論》的記載與《劉涓子鬼遺方》的差異在

於人年之後，多增加了百字，而成「百神皆在額」的說明。298《千金翼方》亦無

著錄百字，但同樣載有「神皆在額」的說明。299晉唐時期的醫書記載的赤疽發額，

其人年不可針刺見血的時間分別為：人年二十五、三十一、六十、九十五。關於

赤疽發額而不可刺的年歲，筆者算出規律是加十和加六。300 

                                                       
295    參見：王縉，和中浚〈《劉涓子鬼遺方》的癰疽分類法及其特點〉，《中華中醫藥學刊》第

29 卷，第 7 期，2011 年，頁 1544-1545。 
296   〔南齊〕龔慶宣《劉涓子鬼遺方》卷一，收入《東洋醫學善本叢書》冊二十八，頁 4。（古

籍原頁一下）。 
297   〔南齊〕龔慶宣《劉涓子鬼遺方》卷一，收入《東洋醫學善本叢書》冊二十八（大阪：オ

リエント出版社，1981 年），頁 5。（古籍原頁二上）。〔南北朝〕龔慶宣《劉涓子鬼遺方》

卷一，收入《叢書集成續編》冊四十六（臺北：新文豐，1981 年），頁 323。（原書頁二）。 
298   〔隋〕巢元方《諸病源候論》卷三十二〈癰疽病諸候上‧十五疽候〉，收入《東洋醫學善本

叢書》冊六（大阪：オリエント出版社，1981 年），頁 155。「赤疽發額，不寫，十餘日死。

其五日，可刺也。其膿赤多血，死；未有膿，可治。人年二十五、三十一、六十、九十五，

百，神皆在額，不可見血，見血者死。」〔隋〕巢元方《諸病源候論》卷三十二〈癰疽病

諸候上‧十五疽候〉，收入曹洪欣主編；鄭金生，柳長華副主編《海外回歸中醫古籍善本

集粹》冊一（北京：中醫古籍出版社，2005 年），頁 576。 
299   〔唐〕孫思邈《千金翼方》卷二十三〈瘡癰上‧候人年得疽法第六〉，收入《孫思邈醫學全

書》，頁 859。「赤疽發於額，不寫，十餘日死。可刺也。其膿赤多血，死；未有膿，可治。

人年二十五、三十一、六十、九十五，人神在額，不可見血，見者死。」 
300    見附錄一、赤疽發額：算式，頁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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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杼疽發項，若兩耳下 

《劉涓子鬼遺方》云：「杼疽發項，若兩耳下，不寫，十六日死。其六日，

可刺，其色黑見膿而癰者，死，不可治。人年十九、二十三、三十五、三十九、

五十一、五十五、六十一、八十七、九十九，百神在兩耳下，不可見血，見者死。」

301然而《諸病源候論》卻把「杼疽」的論述放在卷三十三〈癰疽病諸候下‧二十

四杼疽候〉當中。若稍不留意，則會誤以為《諸病源候論》未收錄此種「人神」

禁忌。《諸病源候論》的記載比《劉涓子鬼遺方》多了三歲以及十歲；人神的部

分，卻少了百字。302《千金翼方》的記載亦無百字，幾乎與《劉涓子鬼遺方》完

全一致。303關於杼疽發項，若兩耳下，「人神」在兩耳下而不可刺的年歲，筆者

算出規律是加四和加十二。304 

 

（三）蜂疽發髀背 

這一則是談論關於發在肩、背的癰疽及其「人神」所在。《劉涓子鬼遺方》

云：「蜂疽發髀背，起心腧若連肩骨，二十日不治，死。八日，可刺，其色赤黑，

膿見青者，死，不可治。人年一十八、二十四、三十五、五十六、六十七、七十

二、九十八者，百神在肩，不可見血，見者死。」305《千金翼方》和《諸病源候

                                                       
301   〔南齊〕龔慶宣《劉涓子鬼遺方》卷一，收入《東洋醫學善本叢書》冊二十八，頁 5。（古

籍原頁二上）。〔南北朝〕龔慶宣《劉涓子鬼遺方》卷一，收入《叢書集成續編》冊四十

六，頁 323。（原書頁二-三）。 
302   〔隋〕巢元方《諸病源候論》卷三十三〈癰疽病諸候下‧二十四杼疽候〉，收入《東洋醫學

善本叢書》冊六，頁 157。「杼疽者，發項及兩耳下。不寫，十六日死。其六日，可刺。

其色黑，見膿如癰者，死，不可治。人年三、十、十九、二十三、三十五、三十九、五

十一、五十五、六十一、八十七、九十九，神皆在兩耳下 ，不可見血，見血者死。此是

寒濕之氣，客於肌肉、折受於血氣之所生也。」〔隋〕巢元方《諸病源候論》卷三十三〈癰

疽諸病下‧二十四抒疽候〉，收入曹洪欣主編；鄭金生，柳長華副主編《海外回歸中醫古

籍善本集粹》冊一，頁 585。 
303   〔唐〕孫思邈《千金翼方》卷二十三〈瘡癰上‧候人年得疽法第六〉，收入《孫思邈醫學全

書》，頁 859。「杼疽發項，若兩耳下，不寫，十六日死。其六日，可刺，其色黑見膿而癰

者，死，不可治。人年十九、二十三、三十五、四十九、五十一、五十五、六十一、八

十七、九十九，神在兩耳下，不可見血，見者死。」 
304    見附錄二、杼疽發項，若兩耳下：算式，頁 122。 
305   〔南齊〕龔慶宣《劉涓子鬼遺方》卷一，收入《東洋醫學善本叢書》冊二十八，頁 6。（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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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則有些出入。《諸病源候論》稱之為「鋒疽」而非「蜂疽」，關於人年的禁忌

又增加了六歲，而且改易三十五歲而成四十歲。值得注意的是，不若《劉涓子鬼

遺方》所指涉的「神在肩」，《諸病源候論》既無百字，人神所在的位置亦變更為

「膊」。306《千金翼方》與《劉涓子鬼遺方》皆云「蜂疽」。在年歲禁忌方面，僅

增加了六歲，亦無百字；而且人神所在同樣位於「肩」。307 

《劉涓子鬼遺方》和《千金翼方》都記載著「神在肩」，《諸病源候論》則是

寫「神皆在膊」。膊是指上肢靠近肩膀的部位。《諸病源候論》和《千金翼方》都

有六歲的禁忌年限，而且《諸病源候論》改易三十五歲而作四十歲。關於蜂疽發

髀背，「人神」在肩而不可刺的年歲，筆者算出規律是加十和加六。308 

 

（四）刺疽發起肺俞，若肝俞  

《劉涓子鬼遺方》云：「刺疽發肺腧，不寫，二十日死。其八日，可刺，發

而赤，其上肉如椒子者，死不可治。人年十九、二十五、三十三、三十九、五十

七、六十、七十三、八十一、九十七，百神在背，不可見血，見者死。」309《叢

書集成續編》所收錄的《劉涓子鬼遺方》，則是有二十九歲、無三十三歲。《諸病

                                                                                                                                                           
籍原頁二下）。〔南北朝〕龔慶宣《劉涓子鬼遺方》卷一，收入《叢書集成續編》冊四十六，

頁 323。（原書頁二-三）。 
306  〔隋〕巢元方《諸病源候論》卷三十二〈癰疽病諸候上‧十五疽候〉，收入《東洋醫學善本

叢書》冊六，頁 155。「鋒疽發背，起心俞若膊髃。二十日不寫，死。其八日，可刺也。

其色赤黑，膿見青者，死，不治。人年六、十八、二十四、四十、五十六、六十七、七十

二、九十八，神皆在膊，不可見血，見血必死。」〔隋〕巢元方《諸病源候論》卷三十二

〈癰疽病諸候上‧十五疽候〉，收入曹洪欣主編；鄭金生，柳長華副主編《海外回歸中醫

古籍善本集粹》冊一，頁 577。 
307  〔唐〕孫思邈《千金翼方》卷二十三〈瘡癰上‧候人年得疽法第六〉，收入《孫思邈醫學全

書》，頁 859。「蜂疽發背，起心俞若肩髃，二十日不瀉，死。其八日，可刺也，其色赤黑

膿見者，死不治。人年六歲、十八、二十四、三十五、五十六、六十七、七十二、九十八，

神在肩，不可見血，見者死。」 
308   見附錄三、蜂疽發髀背：算式，頁 123。 
309  〔南齊〕龔慶宣《劉涓子鬼遺方》卷一，收入《東洋醫學善本叢書》冊二十八，頁 6。（古

籍原頁二下）。〔南北朝〕龔慶宣《劉涓子鬼遺方》卷一，收入《叢書集成續編》冊四十六，

頁 323。（原書頁三）。「刺疽發肺腧，不寫，二十日死。其八日，可刺，發而赤，其上肉

如椒子者，死不可治。人年十九、二十五、二十九、三十九、五十七、六十、七十三、八

十一、九十七，百神在背，不可見血，見者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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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候論》當中的說法，則改三十九歲為四十九歲，並且沒有百字出現。310《千金

翼方》的記載倒是與《諸病源候論》相差無幾，唯有六十歲的部分，《千金翼方》

改作六十八歲。311關於刺疽發起肺俞（，若肝俞），「人神」在背而不可刺的年歲，

筆者算出規律皆是加八。312 

 

（五）榮疽發脇，起若兩肘頭 

《劉涓子鬼遺方》云：「榮疽發脇，起若兩肘頭，二十五日不寫，死。九日，

可刺，膿多赤白而可治也。人年一歲、十六、二十六、三十二、四十八、五十八、

六十四、八十、九十六，百神在脇，不可見血，見血即死。」313《諸病源候論》

則不稱之為「榮疽」，而是「俠榮疽」；並且在敘述膿的狀態之前，先講述俠榮疽

是「發赤白間」；人神方面，則未見百字。314《千金翼方》亦稱「俠榮疽」，而且

敘述的內容與《諸病源候論》相當一致。315關於榮疽發脇，起若兩肘頭，「人神」

                                                       
310  〔隋〕巢元方《諸病源候論》卷三十二〈癰疽病諸候上‧十五疽候〉，收入《東洋醫學善本叢

書》冊六，頁 155。「刺疽發起肺俞，若肝俞，不寫，二十日死。其八日，可刺也。發而赤，

其上肉如椒子者，死，不可治。人年十九、二十五、三十三、四十九、五十七、六十、七

十三、八十一、九十七，神皆在背，不可見血，見血者死。」〔隋〕巢元方《諸病源候論》

卷三十二〈癰疽病諸候上‧十五疽候〉，收入曹洪欣主編；鄭金生，柳長華副主編《海外回

歸中醫古籍善本集粹》冊一，頁 577。 
311  〔唐〕孫思邈《千金翼方》卷二十三〈瘡癰上‧候人年得疽法第六〉，收入《孫思邈醫學全

書》，頁 859。「刺疽發肺俞，若肝俞，不寫，二十日死。其八日，可刺，發而赤，其上肉

如椒子者，死不可治。人年十九、二十五、三十三、四十九、五十七、六十八、七十三、

八十一、九十七，神在背， 不可見血，見者死。」 
312   見附錄四、刺疽發起肺俞（，若肝俞）：算式，頁 123。 
313  〔南齊〕龔慶宣《劉涓子鬼遺方》卷一，收入《東洋醫學善本叢書》冊二十八，頁 7。（古

籍原頁三上）。〔南北朝〕龔慶宣《劉涓子鬼遺方》卷一，收入《叢書集成續編》冊四十六，

頁 323。（原書頁三）。 
314  〔隋〕巢元方《諸病源候論》卷三十二〈癰疽病諸候上‧十五疽候〉，收入《東洋醫學善本

叢書》冊六，頁 156。「俠榮疽發脅，起若兩肘頭，二十五日不寫，死。其九日，可刺。發

赤白間，其膿多白而無赤，可治也。人年一、十六、二十六、三十二、四十八、五十八、

六十四、八十、九十六，神皆在脅，不可見血，見血者死。」〔隋〕巢元方《諸病源候論》

卷三十二〈癰疽病諸候上‧十五疽候〉，收入曹洪欣主編；鄭金生，柳長華副主編《海外回

歸中醫古籍善本集粹》冊一，頁 578。 
315  〔唐〕孫思邈《千金翼方》卷二十三〈瘡癰上‧候人年得疽法第六〉，收入《孫思邈醫學全

書》，頁 859。「俠榮疽發脅，起若兩肘頭，二十五日不寫，死。其九日，可刺，發赤白間，

其膿多白而無赤，可治。人年一、十六、二十六、三十二、四十八、五十八、六十四、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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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脇而不可刺的年歲，筆者算出規律是加六和加十。316  

 

（六）勇疽發股 

《劉涓子鬼遺方》云：「勇疽發股，起太陰，若伏兔，二十五日不寫，死。

其十日，可刺，勇疽發膿青黑者死。白者尚可治。不可治，人年十一、十五、二

十、三十一、三十三、四十六、五十九、六十三、七十五、九十一，百神在尻尾，

不可見血，見者死。」317《諸病源候論》則改易三十三歲，而作三十二歲，而且

亦無百字。318弔詭的是《千金翼方》卷第二十三〈瘡癰上‧候人年得疽法第六〉

既不作三十三歲亦不作三十二歲，而是作四十三歲，且亦無百字。319關於勇疽發

股，「人神」在尻尾而不可刺的年歲，筆者算出規律是加四和加十二。320 

 

（七）摽叔疽發背 

    這則的年歲禁忌相當難以判斷，五十七究竟是五、十七抑或是五十七，尚未

有定論；現代的各種點校本多以五十七為是。《劉涓子鬼遺方》云：「摽叔疽發背，

熱同同，耳聾，後六十日腫如聚水，其狀若如此者，可刺之。但出水後及有血出，

即除愈也。不可治，人年五十七、六十五、七十三、八十一、九十七者，百神在

                                                                                                                                                           
十、九十六，神在脅不可見血，見者死。」 

316   見附錄五、（俠）榮疽發脇，起若兩肘頭：算式，頁 124。 
317  〔南齊〕龔慶宣《劉涓子鬼遺方》卷一，收入《東洋醫學善本叢書》冊二十八，頁 8。（古

籍原頁三下）。 
318  〔隋〕巢元方《諸病源候論》卷三十二〈癰疽病諸候上‧十五疽候〉，收入《東洋醫學善本

叢書》冊六，頁 156。「勇疽發股，起太陰，若伏兔，二十五日不寫，死。其十日，可刺。

勇疽發清膿赤黑，死；白者，尚可治。人耳十一、十五、二十、三十一、三十二、四十六、

五十九、六十三、七十五、九十一，神皆在尻尾，不可見血，見血者死。」〔隋〕巢元方《諸

病源候論》卷三十二〈癰疽病諸候上‧十五疽候〉，收入曹洪欣主編；鄭金生，柳長華副主

編《海外回歸中醫古籍善本集粹》冊一，頁 578。按：人耳應為人年，似是抄寫訛誤。 
319  〔唐〕孫思邈《千金翼方》卷二十三〈瘡癰上‧候人年得疽法第六〉，收入《孫思邈醫學全

書》，頁 859。「勇疽發股，起太陰，若伏兔，二十五日不寫，死。其十日，可刺，發青膿赤

黑者死。白者尚可治。年十一、十五、二十、三十一、四十三、四十六、五十九、六十三、

七十五、九十一，神在尻尾，不可見血，見者死。」 
320   見附錄六、勇疽發股：算式，頁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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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不可見血，見者死。」321《諸病源候論》的記載則未寫「標叔疽」所發的部

位，疑似缺漏。其餘記載與《劉涓子鬼遺方》相同。322《千金翼方》與《劉涓子

鬼遺方》、《諸病源候論》的敘述並無二致。323與刺疽所發的部位同樣在背，摽叔

疽發背而不可刺「人神」的年歲規律亦是加八。324  

 

（八）、  疽發足趺  

《劉涓子鬼遺方》云：「  疽發足趺，若足下，三十日不寫，死。其十二日，

可刺。 疽者白膿不太多，其瘡上癢赤黑者，死，不可治。人年十三、二十九、

三十五、六十一、七十三、九十三、百神在足，不可見血，見血者死。」325《諸

病源候論》與《劉涓子鬼遺方》幾乎完全相同，唯獨未見百字。326《千金翼方》

卷第二十三〈瘡癰上‧候人年得疽法第六〉便與《諸病源候論》完全一致，皆無

百字。327關於 疽發足趺，「人神」在足而不可刺的年歲，筆者算出規律是加六

                                                       
321  〔南齊〕龔慶宣《劉涓子鬼遺方》卷一，收入《東洋醫學善本叢書》冊二十八，頁 8。（古

籍原頁三下）。〔南北朝〕龔慶宣《劉涓子鬼遺方》卷一，收入《叢書集成續編》冊四十六，

頁 324。（原書頁四）。 
322  〔隋〕巢元方《諸病源候論》卷三十二〈癰疽病諸候上‧十五疽候〉，收入《東洋醫學善本

叢書》冊六，頁 156。「標叔疽，熱同同，耳聾，後六十日腫如腫水狀，如此可刺之。但

出水後，乃有血，血出即除也。人年五、十七、六十五、七十三、八十一、九十七，神皆

在背，不可見血，見血者死。」〔隋〕巢元方《諸病源候論》卷三十二〈癰疽病諸候上‧

十五疽候〉，收入曹洪欣主編；鄭金生，柳長華副主編《海外回歸中醫古籍善本集粹》冊

一，頁 578-579。 
323  〔唐〕孫思邈《千金翼方》卷二十三〈瘡癰上‧候人年得疽法第六〉，收入《孫思邈醫學全

書》，頁 859。「標叔疽發背，熱同同，耳聾，後六十日腫如水狀，如此可刺之，但出水後

乃有血，血出即除也。年五、十七、六十五、七十三、八十、九十七，神在背，不可見血，

見者死。」 
324    見附錄七、摽叔疽發背：算式，頁 125。 
325   〔南齊〕龔慶宣《劉涓子鬼遺方》卷一，收入《東洋醫學善本叢書》冊二十八，頁 8。（古

籍原頁三下）。〔南北朝〕龔慶宣《劉涓子鬼遺方》卷一，收入《叢書集成續編》冊四十

六，頁 324。（原書頁四）。 
326   〔隋〕巢元方《諸病源候論》卷三十二〈癰疽病諸候上‧十五疽候〉，收入《東洋醫學善本

叢書》冊六，頁 156。「 疽發足趺，若足下，三十日不寫，死。其十二日，可刺。癆疽

發赤白膿而不大多，其上癢，赤黑，死不可治。人年十三、二十九、三十五、六十一、七

十三、九十三，神皆在足，不可見血，見血者死。」〔隋〕巢元方《諸病源候論》卷三十

二〈癰疽病諸候上‧十五疽候〉，收入曹洪欣主編；鄭金生，柳長華副主編《海外回歸中

醫古籍善本集粹》冊一，頁 579。 
327   〔唐〕孫思邈《千金翼方》卷二十三〈瘡癰上‧候人年得疽法第六〉，收入《孫思邈醫學全

書》，頁 859。「 疽發足趺，若足下，三十日不寫，死。其十二日，可刺。發赤白膿而

不大多，其上癢赤黑，死不可治。年十三、二十九、三十五、六十一、七十三、九十三，

神在足，不可見血，見者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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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加十。328三本醫書的禁忌年歲一樣，都是十三、二十九、三十五、六十一、七

十三、九十三，當中都有兩項不符合規律的內容，即三十五和七十三的內容。 

 

二、疽病避「人神」試析 

    《劉涓子鬼遺方》並未特別分出這八種疽病，而是與其他種類的癰疽一併著

錄。《諸病源候論》把「杼疽」的論述放在卷三十三〈癰疽病諸候下‧二十四杼

疽候〉，另外七種疽病則放在卷三十二〈癰疽病諸候上‧十五疽候〉。從這兩種分

類方式來看，這八種疽病尚未自成體系。到了唐代，孫思邈《千金翼方》將這八

種與「人神」所在、年歲禁忌有關的癰疽置於一處，即卷第二十三〈瘡癰上‧候

人年得疽法第六〉；其餘僅著錄「某疽發於某處，不治則數日死矣」的十四種疽

病，則另置於同卷之〈瘡癰上‧相五色疽死生法第七〉。癰疽所發的部位，分別

在額、項、背、肺俞、脇、股、背、足趺。有趣的是。「蜂（鋒）疽」和「摽（標）

叔疽」所發的部位，都是在背部；但是這兩種疽病的編列順序並未放置在一處。

背部的範圍本身就是大於其他部位，顯然很容易成為「人神」所在的禁忌部位。

「蜂（鋒）疽」所發的位置起心腧若連肩骨，可理解為上背。「摽（標）叔疽」

所發的部位，卻無明顯說明在背的哪個區塊。 

    根據醫書以及前人的研究所示，「人神」原本僅就年、月、日、時、四季、

干支等固定的時間而規律游移。如今發現另外一套「人神」循行系統，記載於晉

唐時期的三本醫書《劉涓子鬼遺方》
、
《諸病源候論》和《千金翼方》。我們知道孫

思邈撰完《備急千金要方》之後，因感其內容之不足而續編《千金翼方》。因而

可以推想在秦漢時期，「人氣」、「人神」的概念已然萌芽，體系化的「人神」概

念則是約末確立於魏晉南北朝，《黃帝蝦蟇經》、《劉涓子鬼遺方》和摘錄《黃帝

蝦蟇經》部分內容的《小品方》都是這時期的作品。 

這一系「人神」禁忌的源頭，應可追溯至《黃帝內經》。因其犯傷「人神」

                                                       
328   見附錄八、 疽發足趺：算式，頁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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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原由主要是為了治療各種癰疽，所以在分類上歸至癰疽、疽病的篇章，如：《黃

帝內經靈樞》卷二十四〈癰疽第二十四〉、《諸病源候論》卷三十二〈癰疽病諸候

上‧十五疽候〉、《千金翼方》卷二十三〈瘡癰上‧相五色疽死生法第七〉等。 

筆者找尋出這八種疽病避「人神」的年歲規律，對於〈漢唐醫學之「人神」

禁忌研究〉而言，無疑是一項突破。「人神」在額的年歲規律是加十和加六。「人

神」在兩耳下的年歲規律是加四和加十二。「人神」在肩的年歲規律是加十和加

六。「人神」在背的年歲規律皆是加八。「人神」在脇的年歲規律是加六和加十。

「人神」在尻尾的年歲規律是加四和加十二。「人神」在足的年歲規律是加六和

加十。這套「人神」的循行規律，其數字的背後究竟代表著什麼？關於這一點，

目前仍無法回答。然而，在這套「人神」循行的規律裡，有一個看似巧合卻又像

另有含意的特點：將上述「人神」的年歲規律相加，都是「十六」這個數字，而

且皆由 4、6、8、10、12 所組成。筆者目前仍然無法明白這規律代表古人的何種

思維，僅能推算出循行模式，聊備一說。 

 

第二節、 「人神」取「天醫」 

一、「人神」取「天醫」的意涵 

既然干犯「人神」會導致傷生害命，那麼有沒有辦法可以避免呢？答案是取

「天醫」即可。所謂的「天醫」有三大意涵：第一、掌管針灸、服藥的醫療之神。

第二、指特別適合進行醫療行為的方位。如同禍害、絕命、生氣等方位一般。第

三、指特別適合進行醫療行為的時間。 

早在漢代《太平經‧己部之二》卷八十七〈長存圖符第一百二十八〉即已出

現鼓勵人們積極修煉，以期獲得天醫降臨、去病延年的說法。329《黃帝蝦蟇經》

之〈諸服藥吉日時及灸火木治病時向背咒法第九‧治諸病向背並咒〉有提到治療

                                                       
329  〔漢〕《太平經‧己部之二》卷八十七〈長存圖符第一百二十八〉，收入王明編《太平經合校》

（北京：中華書局，1960 年），頁 330。「守之積久，天醫自下，百病悉除，因得老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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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時的方位以及咒術。「病者向生氣坐。治其人背天醫坐而治之。灸火置扁鵲

上、作艾。人背天醫坐、治其人舉手先呼天醫天師、下手治。」330患者要朝向生

氣方而坐，診療者要背對天醫方而坐，治療前醫者要先舉手呼告天醫天師，方能

開始治病。331呼告的內容其實就是咒術。咒曰：「天師天醫、我守來治百病。我

當鍼灸疾病、不治神明、惡神毒、鬼精毒、風冷毒、飲食毒、百氣萬毒、消滅。

急急如律令。」332在這段敘述中，既有用「天醫」表示患者坐向的方位，亦有呼

請「天醫」的原始巫術咒法。 

在《黃帝蝦蟇經》以及孫思邈的兩部著作皆有著錄「人神」取「天醫」的化

解之法。《黃帝蝦蟇經》之〈推天醫天徳生氣淫第七〉云： 

凡陽月以大吉加月建，功曹下為天醫，傳送下為扁鵲。 

陰月以小吉加月建，功曹下為天醫，傳送下為扁鵲。 

天醫常以神后加今日時，功曹下為天醫，傳送下為天巫，從魁下為天師。

常以神后加太歳，功曹下為天醫，傳送下為地巫。治病向吉。333 

在這段記載中，「天醫」指的是特別適合進行醫療行為的時間。到了唐代，更發

展出各種推天醫法、避病法以及療病法。334 首先，求天醫的方式將陽月和陰月

的分開處理：農曆一月、三月、五月、七月、九月、十一月屬於陽月，二月、四

月、六月、八月、十月、十二月屬於陰月。「大吉」、「功曹」、「傳送」、「神后」、

「從魁」是十二神將的一部份。335十二神將分別對應十二支、配合五行，代表有

                                                       
330  《黃帝蝦蟇經‧諸服藥吉日時及灸火木治病時向背咒法第九》，收入《東洋醫學善本叢書》，

第二十八冊，頁 66。（古籍原頁二七下）。 
331   參見《醫心方》所引的《蝦蟇經》云：「凡病者，向生氣坐。治其人，背天醫坐而治也。火

置扁鵲上，作艾，人背天醫坐也，治其人舉手先呼天師天醫，下手治也。」〔日〕丹波康賴

撰，趙文山等注釋《醫心方》卷二〈人神所在法第八〉，頁 118。 
332  《黃帝蝦蟇經‧諸服藥吉日時及灸火木治病時向背咒法第九》，收入《東洋醫學善本叢書》，

第二十八冊，頁 66-67。（古籍原頁二七下-二八上）。 
333  《黃帝蝦蟇經‧推天醫天徳生氣淫第七》，收入《東洋醫學善本叢書》，第二十八冊，頁 62。

（古籍原頁二五下）。參見〔日〕丹波康賴撰，趙文山等注釋《醫心方》卷二〈人神所在法

第八〉，頁 118。 
334  孫思邈的《備急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即著有求歲天醫法︰「常以傳送加太歲太乙下為

天醫。」推月天醫法︰「陽月以大吉，陰月以小吉，加月建功曹，下為鬼道傳送，下為天

醫。」避病法︰「以小吉加月建癸明下為天醫。」療病法︰「以月將加時天醫加病患年上

療之，瘥。」 
335  〔隋〕蕭吉《五行大義》卷五〈第二十論諸神〉，收入《叢書集成續編》冊二十四，頁。（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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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主事。336根據《五行大義》引《玄女拭經》所言： 

丑，大吉者。萬物至丑，皆萌，得陽生，故大吉也。寅，功曹者。萬物至

寅，其功已見。曹，衆也。衆物功既見於寅也。……未，小吉者。萬物畢

熟成，故爲小吉也。申，傳送者。傳其成物，送與冬藏也。337 

在這段敘述當中，丑是大吉、寅為功曹、未是小吉、申為傳送；分別表示十二神

將的作用。然而，這個結果並非僅是術數配伍而成。事實上，十二神將所主隨著

天象實測而制訂。太史楊惟德在《景祐六壬神定經》〈釋日度第二十五〉說明六

壬式的起用必須以當時實際日躔宿度來推算過宮日期。338與《五行大義》不同，

《景祐六壬神定經》以十二月將來指涉。339「大吉」是十一月將，建子。340「小

吉」是五月將，建午。341「功曹」為十月將，建亥。342「傳送」為四月將，建巳。

                                                                                                                                                           
書頁）。《五行大義》卷五〈第二十論諸神〉引《六壬式經》云：「十二神將，以天一爲主。

甲、戊、庚日，旦治大吉，暮治小吉。乙、巳日，旦治神后，暮治傳送。丙、丁日，旦治

微明，暮治從魁。六辛日，旦治勝先，暮治功曹。壬、癸日，旦治太一，暮治大衝。」 
336  〔隋〕蕭吉《五行大義》卷五〈第二十論諸神〉，收入《叢書集成續編》冊二十四，頁 303。

（原書頁 91-92）。「六壬所使十二神者，神后主子，水神。大吉主丑，土神。功曹主寅，木

神。大衝主卯，木神。天剛主辰，土神。太一主巳，火神。勝先主午，火神。小吉主未，土

神。傳送主申，金神。從魁主酉，金神。河魁主戌，土神。微明主亥，水神。」 
337  〔隋〕蕭吉《五行大義》卷五〈第二十論諸神〉，收入《叢書集成續編》冊二十四，頁 303。

（原書頁 91-92）。 
338  〔宋〕楊維德《景祐六壬神定經》卷二〈釋日度第二十五〉，收入劉永明主編《增補四庫未

收術數類古籍大全》第四集《六壬集成（一）》（揚州：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1997 年），

頁 555-556。（古籍原頁四上-四下）。「臣等謹案：『曆法日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

太陽一日行一度，八十五歲則行不及一度。臣等今依大宋《崇天曆》，起自景祐甲戌歲，二

十四氣、日宿次合、分璧度數，以定月將，故得用式無差，占事有准，禍福符應，時變以

周，悔吝凶吉與神道而合契。』」 
339  〔宋〕楊維德《景祐六壬神定經》卷二〈釋月將第二十三〉，收入劉永明主編《增補四庫未

收術數類古籍大全》第四集《六壬集成（一）》，頁 550-552。 
340  〔宋〕楊維德《景祐六壬神定經》卷二〈釋月將第二十三〉，收入劉永明主編《增補四庫未

收術數類古籍大全》第四集《六壬集成（一）》，頁 552。（古籍原頁二下）。「十一月將大吉：

《金匱經》曰：建子之月，陽氣復始，君得其位，惠化日施，故曰大吉。」 
341  〔宋〕楊維德《景祐六壬神定經》卷二〈釋月將第二十三〉，收入劉永明主編《增補四庫未

收術數類古籍大全》第四集《六壬集成（一）》，頁 551。（古籍原頁二上）。「五月將小吉：《金

匱經》曰：建午之月，萬物小盛，陰氣始生，奉陽之功，故曰小吉。」 
342  〔宋〕楊維德《景祐六壬神定經》卷二〈釋月將第二十三〉，收入劉永明主編《增補四庫未

收術數類古籍大全》第四集《六壬集成（一）》，頁 552。（古籍原頁二下）。「十月將功曹：《金

匱經》曰：建亥之月，萬物大聚，功事成就，計定於功，故曰功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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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3天的自然運轉，應合星宿之所至，神煞之名本此而立。在天上的十二神，動移

無窮；地上的十二辰，則是靜而待之。兩者之間或有相生、或有相剋，一切吉凶

皆本於此，醫家、術家不可不知。344古人根據「月建」、「月將」所乘之神，藉以

判定所臨何煞以及定其吉凶。醫療行為與性命息息相關，因此更加需要注意這個

部分。345 

唐代醫書《外臺秘要方》和《黃帝明堂灸經》皆提及要在選擇有「天醫」在

上取師療病的日子進行治療，才會吉利；其他日子不可灸療以及取師。《外臺秘

要方》有云：「於天醫上取師療病吉，餘不得灸，及取師凶。」346《黃帝明堂灸

經》以「天醫取師療病吉日」來說明此法。《醫心方》所引的《蝦蟇經》云：「凡

病人不瘥，當從天醫治之，不避眾忌，所治之處百鬼不敢當天醫所在，雖有兇神

不能為害也。」347由此可見，延請「天醫」以及推算出「天醫」循行之法，就是

解決「人神」禁忌的方法。 

在漢唐時期的醫書裡，「天醫」不僅意味著特別適合進行醫療行為的時間，

更含有方位的意義。隨著「人神」禁忌包含著逐年、逐月以及逐日的系統，避「人

神」取「天醫」的方式自然也要與之配合。因此，在漢唐時期的醫書當中，《黃

                                                       
343  〔宋〕楊維德《景祐六壬神定經》卷二〈釋月將第二十三〉，收入劉永明主編《增補四庫未

收術數類古籍大全》第四集《六壬集成（一）》，頁 551。（古籍原頁二上）。「四月將傳送：《金

匱經》曰：建巳之月，萬物盛茂，陽氣所傳而通送之，故曰傳送。」 
344  〔宋〕楊維德《景祐六壬神定經》卷二〈釋月將第二十三〉，收入劉永明主編《增補四庫未

收術數類古籍大全》第四集《六壬集成（一）》，頁 553。（古籍原頁三上）。 
345  〔清〕京江鐵甕子《六壬經緯》卷四〈神煞〉，收入劉永明主編《增補四庫未收術數類古籍

大全》第四集《六壬集成（四）》（揚州：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1997 年），頁 2304-2305。

「月建：正月寅、二月卯、三月辰、四月巳、五月午、六月未、七月申、八月酉、九月戌、

十月亥、十一月子、十二月丑。若問事之人干支三傳占時本命等處見者，以干涉當道或事

經一月論。視月建將所乘何神、所臨何煞定其吉凶。」「月將：正月亥、二月戌、三月酉、

四月申、五月未、六月午、七月巳、八月辰、九月卯、十月寅、十一月丑、十二月子。若

問事之人干支三傳占時本命等處見者，以干涉主宰論。視月將將所乘何神、所臨何煞定其

吉凶。」 
346  〔唐〕王燾《外臺秘要方》卷三十九〈明堂灸法七門‧孔穴主對法〉，收入曹洪欣主編；鄭

金生，柳長華副主編《海外回歸中醫古籍善本集粹》冊十一，頁 3037。 
347  〔日〕丹波康賴撰，趙文山等注釋《醫心方》卷二〈人神所在法第八〉，頁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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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蝦蟇經》、《備急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外臺秘要方》在談及「人神」的行

文前後，必然會出現關於「天醫」的內容。目前可見 早的推行年天醫法，出自

《黃帝蝦蟇經》之中。關於「推月天醫法」的內容《黃帝蝦蟇經》348、《備急千

金要方》349、《千金翼方》350《外臺秘要方》351也都有著錄。「推日天醫法」則僅

見於《黃帝蝦蟇經》352和《千金翼方》之中。353 

 

二、「推行年天醫法」試析 

《黃帝蝦蟇經》之〈推天醫天徳生氣淫第七〉云： 

行年在子，天醫在卯。行年在丑，天醫在戌。行年在寅，天醫在巳。行年

在卯，天醫在子。行年在辰，天醫在未。行年在巳，天醫在寅。行年在午，

天醫在酉。行年在未，天醫在辰。行年在申，天醫在亥。行年在酉，天醫

在午。行年在戌，天醫在丑。行年在亥，天醫在中。354 

這裡的天醫指的是天醫方。行年以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

戌、亥等十二支順次而行，對應的天醫方則依序為卯、戌、巳、子、未、寅、酉、

                                                       
348  《黃帝蝦蟇經‧推天醫天德生氣死氣淫第七》，收入《東洋醫學善本叢書》，第二十八冊，頁

62-63。（古籍原頁二十五下-二十六上）。「正月、九月，在丙。二月、四月，在庚。三月、

五月、七月，在壬。六月、十月，在申。十一月、八月，在卯。十二月，在午。又法云：

正、五、九月，在子。二、六、十月，在卯。三、七、十一月，在午。四、八、十二月，

在酉。」 
349  〔唐〕孫思邈《備急千金要方》卷二十九〈針灸上‧太醫針灸宜忌第七〉，收入《孫思邈醫

學全書》，頁 534。「求月天醫法︰陽月以大吉，陰月以小吉，加月建功曹下為鬼道，傳送

下為天醫。」 
350  〔唐〕孫思邈《千金翼方》卷二十八〈針灸下‧針灸宜忌第十〉，收入《孫思邈醫學全書》，

頁 924。「天醫︰卯、寅、丑、子、亥、戌、酉、申、未、午、巳、辰。宜尋醫取藥呼師。

上呼師宜天醫上來療病吉，若刑害上來及針灸大凶」 
351  〔唐〕王燾《外臺秘要方》卷三十九〈明堂灸法七門‧孔穴主對法〉，收入曹洪欣主編；鄭

金生，柳長華副主編《海外回歸中醫古籍善本集粹》冊十一，頁 3034-3036。「天醫：卯寅

丑子亥戌酉申未巳午辰。吉。右於天醫上取師療病吉，餘不得灸，及取師凶。」 
352  《黃帝蝦蟇經‧推天醫天德生氣死氣淫第七》，收入《東洋醫學善本叢書》，第二十八冊，頁

63。（古籍原二十六上）。「推日天醫法：甲、己，在卯。乙、庚，在亥。丙、辛，在酉。丁、

壬，在未。戊、癸，在巳。」 
353  〔唐〕孫思邈《千金翼方》卷二十八〈針灸下‧針灸宜忌第十〉，收入《孫思邈醫學全書》，

頁 924。「日天醫法︰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天醫卯亥丑未巳。」 
354  《黃帝蝦蟇經‧推天醫天德生氣死氣淫第七》，收入《東洋醫學善本叢書》，第二十八冊，頁

63。（古籍原頁二十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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辰、亥、午、丑、中。查驗十二支的結果，發現「天醫在中」應該改正為「天醫

在申」，可能是傳抄的過程中產生錯誤。孫思邈的兩本著作可和《黃帝蝦蟇經》

互相對校。《備急千金要方》之〈推行年天醫法〉云： 

年至︰子、丑、寅、卯、辰、巳、午、未、申、酉、戌、亥  

天醫︰卯、戌、子、未、酉、亥、辰、寅、巳、午、丑、申。355 

年至，亦即人的行年至子、丑、寅、卯……等年。對於對應的天醫方，其講法則

稍微和《黃帝蝦蟇經》有所出入。《黃帝蝦蟇經》的記載中，行年從寅到申的天

醫方，分別為「巳、子、未、寅、酉、辰、亥」；而《備急千金要方》對應的天

醫方則是「子、未、酉、亥、辰、寅、巳」。同樣的講法，亦見於《千金翼方》

之中。356《備急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的「推行年天醫法」記載相同，與《黃

帝蝦蟇經》的記載卻有幾處不同。例如：《黃帝蝦蟇經》認為行年在寅的時候，

天醫在巳；行年在亥的時候，天醫在中。《備急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則云

行年至寅，天醫在子；行年至亥，天醫在申。筆者從「推行年天醫法」的循行規

則來判斷，筆者認為《黃帝蝦蟇經》的內容較為正確，當中僅有一處謬誤，亦即

中是申的誤筆。357孫思邈可能發現「天醫在中」的問題，故更之為申；其餘的「天 

醫」配置亦隨之變動。 

表二十一、推行年天醫法 

                                                       
355  〔唐〕孫思邈《備急千金要方》卷二十九〈針灸上‧太醫針灸宜忌第七〉，收入《孫思邈醫

學全書》，頁 534。 
356  〔唐〕孫思邈《千金翼方》卷二十八〈針灸下‧針灸宜忌第十〉，收入《孫思邈醫學全書》，

頁 924。《千金翼方》云：「又行年天醫法︰人年至，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

酉、戌、亥。天醫，卯、戌、子、未、酉、亥、辰、寅、巳、午、丑、申。推歲天醫法，

常以傳送加大歲太一下為天醫。」 
357  參見：〔日〕丹波康賴撰，趙文山等注釋《醫心方》卷二〈人神所在法第八〉，頁 117-118。 

《黃帝蝦蟇經》 年至︰子 丑 寅 卯 辰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天醫︰卯 戌 巳 子 未 寅 酉 辰 亥 午 丑 中 

《備急千金要方》 年至︰子 丑 寅 卯 辰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天醫︰卯 戌 子 未 酉 亥 辰 寅 巳 午 丑 申 

《千金翼方》 年至︰子 丑 寅 卯 辰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天醫︰卯 戌 子 未 酉 亥 辰 寅 巳 午 丑 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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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行年天醫」的推法，筆者借用唐代敦煌曆日上的九宮圖來說明「推行

年天醫法」的循行規則。358行年依照十二辰的次序，按次為子、丑、寅、卯、 辰、

巳、午、未、申、酉、戌、亥。筆者根據二繩二鉤，先依天道、後照地道的宇宙

觀來嘗試推算出「行年天醫法」。首先，行年在子，天醫便從「子」往左勾；行

年在丑，天醫就從「丑」向右勾。中間一律間隔兩辰。若以此法推行年天醫，則

與《黃帝蝦蟇經》的記載完全相合。《黃帝蝦蟇經》僅需訂正中為申即可。然而，

《備急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的記載便不符合此法。這種推行年天醫的循行

規則是筆者初步推測，若有不夠周延之處，尚待專家斧正。 

 

 

 

 

 

 

 

 

 

圖八、推行年天醫法 

第三節、 小結 

根據本文的研究，犯傷「人神」容易使人發癰疽疣贅，然而某些疽病的治療

時間居然也要特別避「人神」。《劉涓子鬼遺方》、《諸病源候論》和《千金翼方》

書中各記載了許多疽病，其中有八種疽病是需要特別避「人神」而施治。這三本

書對於八種疽病不可灸刺的年歲多有出入，其他版本亦然。我們知道「人神」禁

忌主要應用在針灸方面，並且循行依時、具有規律。筆者算出規律後，可望提供

校讎醫書內容的幫助。關於避免犯傷「人神」的方法，就是取「天醫」。如果不

是非要在「人神」所在的時刻灸刺，可以另推「天醫」。倘若「人神」在時仍要

灸刺，以咒術延請「天醫」下降以護衛之，便能避免傷「人神」。 
                                                       
358   按：敦煌曆日九宮圖的十二辰，乃是承繼漢代的六壬式盤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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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章  結論 

本文可總結成三大結論。第一、人與天地相應的思想是「人神」立論的核心。

第二、犯傷人神容易使人發癰疽，刺癰疽也需避「人神」。第三、周期節律是「人

神」原理的精髓。 

第一、人與天地相應的思想是「人神」立論的核心。筆者認為「人神」禁忌

的產生，源自於漢唐時人承襲著先秦以來的天人感應思想。在天人相應的系統裡，

天體運行有「氣」的流動，而會對人的「氣」產生感動。在年、月、日、時、四

季、十二建除等時間之內，天體有「氣」的運行，人體的各部位亦有「氣」隨之

流動，此之謂「人氣」、「人神」。陰陽不測之謂神359——「天氣」會影響「人氣」，

人們對「血氣」的理解以及出血又深感恐懼。因此，古人以「人神」來代表這個

由「天氣」對應「人氣」乃至於影響「血氣」運行的東西。「天氣」依天時而循

行、周流不已，對應到身上的「人氣」、「人神」概念亦然。360天人相應不單只是

一種概念，在漢唐時人的理解裡，「人氣」的確受到「天氣」的影響，而「人神

所在」更是應合天象。依據天人相應的觀念，「人神」的循行亦是隨著天體變化

而走。因此，在人氣大亂、陰陽紛爭等日子，不可以針灸服藥也不可以合陰陽，

犯之傷人，這甚至是導致人們得病的重大因素。原因亦是天「氣」影響人「氣」。

所以，在日闘之時，進行針灸會使人「陽氣大亂」；在月蝕之日針灸則往往使人

「陰氣大亂」。至於何謂「人神」不在日，其實就是日、月等天體的引力對人體

影響較弱的時候。 

第二、犯傷人神容易使人發癰疽，刺癰疽也需避「人神」。《黃帝蝦蟇經》當

中「蝦蟇圖隨月生毀日月蝕避灸判法」繪有日月薄蝕與弦望晦朔時，蝦蟇與兔的

                                                       
359  〔魏〕王弼，韓康伯注，〔唐〕孔穎達等正義《周易正義》卷七〈繫辭上‧第七〉，收入〔清〕

阮元校勘《十三經注疏》冊一《周易 尚書》（臺北：東昇出版事業公司，不著撰年），頁

149。重刻宋版十三經注疏本。參見：〔宋〕朱熹《周易本義》卷三〈繫辭上傳〉（臺北：

大安，1999 年），頁 238。「極數知來之謂占，通變之謂事，陰陽不測之謂神。」 
360   程莘農主編《中國針灸學》第四章〈氣血津液〉（臺北：淑馨，1989 年），頁 49。「氣，在

古代是人們對自然現象的一種樸素認識，認為氣是構成世界 基本的物質，宇宙間的一切

事物，都是由氣的運動變化所產生的。這一觀點對中醫理論影響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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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毀以及對應到人體的部分，藉以說明「人氣」、「人神」之所在，以及犯傷「人

神」會導致的疾病。有趣的是，人氣不和疣贅生，犯傷「人神」則容易使人發癰

疽。在中國傳統醫學的理論裡，血氣不通加上熱毒太盛，就會形成癰疽。因此，

血氣與人神的密切關係可見一斑。雖然癰、疽、贅疣成因不盡相同，但大體而言

都是肇因於血氣不通。因此，我們更可以試著說明「人神」其實是一種氣的存在。 

第三、周期節律是「人神」原理的精髓。從種類來看，「人神」可概分為：

逐日人神、六十日人神、四季人神、逐年人神、十干人神、十二支人神、十二時

人神與十二祇人神等類型。一般而言，「人神」禁忌有其一定的規律，其時間和

空間的搭配是固定不變的。以逐日人神為例，《黃帝蝦蟇經》所言：「凡右蝦兔神

所在處，不可灸判傷。」361對應到蝦蟇神和兔神所在的地方不能針灸犯之。干犯

人神會傷生害命，導致各種疾病、症狀的產生。事實上，除了依照年、月、日、

時以及四季、干支、建除等循行方式之外漢唐醫學中，「人神」禁忌仍有其他循

行系統。《黃帝內經靈樞》具有「某疽發於某處，不治則數日死矣」的敘述體例，

在晉唐時期的《劉涓子鬼遺方》、《諸病源候論》和《千金翼方》承襲著這種思想，

亦發展出禁止灸刺的「人神」禁忌，而且需要避開的理由也是和「血氣」很有關

係。因為，「人神」在這八種癰疽所發的位置上。若犯此禁忌而刺疽見血，則會

導致死亡。 

「人神」究竟是什麼呢？耙梳史料後可知，「人神」其實是血氣之屬。檢視

《黃帝蝦蟇經》認為男女皆會得病的原因：人們不懂得在日月盛毀時不可合陰陽

的道理；醫家替病人針灸也不知道要避開「日鬪月毀」的日子，因此男女都會生

病。在古人的觀念裡，針灸醫療以及合陰陽乃是氣的突出表現；所以「人神」禁

忌在這兩方面特別被重視。「人神」取「天醫」就是解決「人神」禁忌的方法。

取「天醫」的內涵有二：其一、運用咒術呼告天師、天醫，以擋掉百鬼、兇神等

各式毒煞，避免干犯「人神」。其二、直接推算出相對「人神」而言，更適合針

                                                       
361  《黃帝蝦蟇經‧蝦蟇圖隨月生毀日月蝕避灸判法第一》，收入《東洋醫學善本叢書》，頁 45。

（古籍原頁十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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灸治療的時間，亦為「天醫」。從漢唐時期的醫書來看，「天醫」的出現不僅不晚

於「人神」，甚至在「人氣」演變為「人神」的期間就已出現。 

「人神」概念肇基於漢代，而「人神」禁忌其實是由各家各派不同的理論建

構而成，例如《武威漢代醫簡》中的〈黃帝治病神魂忌〉即可視為此禁忌的原型。

362其名稱的確立以及各式「人神」的禁忌成形皆在唐代，而且內容普遍著錄於敦

煌曆日當中。筆者推想，「人神」顯然不是醫家所獨有的禁忌概念，而是共享於

擇日家的知識體系。然而，不若「行年」、「本命」等概念在術數領域持續發揚；

由於「人神」禁忌應用的層面與身體更為親近，「人神」禁忌因而轉而被醫家吸

收、延伸，進而成為醫家的理論之一。以漢唐醫學發展的脈絡來看，從《黃帝蝦

蟇經》的「人氣」過渡到唐代醫書的「人神」，一方面顯示了指涉名詞的確立、

內容逐漸統一，另一方面代表著「人神」禁忌內容的發展成熟。到了唐代，「人

氣」和「人神」的禁忌已經逐漸整合為一套「人神」所在的灸刺禁忌。 

本文梳理了「人神」禁忌的發展源流，分析各式「人神」禁忌的內容要義，

並且討論了醫家面臨「人神」禁忌的實際取法以及避免誤傷「人神」的方式。「人

神」禁忌又有一套看似不甚規律的循行方式，筆者亦找尋出這八種疽病避「人神」

的年歲規律。可惜目前仍然無法明白這規律代表古人的何種思維，僅能推算出循

行模式，聊備一說。「人神」禁忌在漢唐時期中的原始面貌，已然逐漸明朗。然

而，關於「人神」取「天醫」的實際算法，以及八種疽病避「人神」的規律意涵

尚未討論完善，有待專家學者繼續探究。 

此外，筆者檢視漢唐時期的醫書提到蝦蟇和兔的部分，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

在治療月蝕瘡和癰疽的療法裡，蝦蟇和兔子是重要的藥材。在陶弘景的《養性延

命錄‧雜戒忌禳災祈善篇第三》有云：「凡小兒不用令指月，兩耳後生瘡欲斷，

名月蝕瘡，搗蝦蟆末傅即差，並別餘瘡不生。」363叮嚀小孩子不可以用手指月亮，

否則會生月蝕瘡。將蝦蟇擣爛成末敷在患部上，月蝕瘡就好了。晉唐時期的醫書

                                                       
362   甘肅省博物館、武威縣文化館合編《武威漢代醫簡》，頁 4。 
363  〔梁〕陶弘景《養性延命錄‧雜戒忌禳災祈善篇第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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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多有使用蝦蟇與兔子治療癰疽、陰蝕瘡、月蝕瘡等記載。364此種療法含有濃厚

的巫術概念，天象、血氣和癰疽再度互為因果。 

對前人的研究成果，本文亦有些回應。李磊指出，針灸日時避忌的各種方法

主要盛行於隋唐時期，在後世已很少應用。365肖昌云也說：「明清後，人神禁忌

更是極少有人使用，研究人神禁忌的人也很少，而且部分還是持否定態度。基本

上屬於沒落期。」366筆者發現元明醫書有特別擇「人神不在日」、「人神不犯日」

治療疣目、下部懸癰的說法，然而未見於漢唐醫書裡。此外，有些清代的種痘醫

書，明確指示種苗日需要避「人神」。種痘術大約在晚明的時候始傳入中國，當

西方醫學匯入中國時，傳統醫學的「人神」概念不但沒被捨棄，更被運用在種痘

術當中。如此說來，「人神」 禁忌在明清時期已沒落的看法，值得再商榷。 

                                                       
364   東晉葛洪的《肘後備急方》卷五〈治癰疽妒乳諸毒腫方第三十六〉有云：「附方 《勝金方》

治發，腦發背，及癰疽，熱癤，惡瘡等。臘月兔頭，細銼，入瓶內密封，惟久愈佳。塗帛

上，濃封之，熱痛敷之，如冰頻換，瘥。」《肘後備急方》卷五〈治癬疥漆瘡諸惡瘡方第

三十九〉云：「又方，療大人小兒，卒得月蝕方。於月望夕取兔屎，及納蝦蟆腹中，合燒

為灰末，以敷瘡上，瘥。」《肘後備急方》卷五〈治卒陰腫痛頹卵方第四十二〉亦云：「陰

蝕欲盡者。蝦蟆，兔屎，分等，末，勃瘡上。」大人、小孩若得了月蝕瘡，那麼就在農曆

十五的月望日晚上取兔屎，放進蝦蟇的肚子裡，一起燒為灰末。把這灰末敷在患有月蝕瘡

的部位上，瘡傷就會好了。陰蝕是一種婦人病，亦即陰部潰爛，或許意近於患下部懸癰。

這則條例表示，若陰部潰爛的很嚴重，取等分的蝦蟇、兔屎的粉末敷在瘡上。唐代的孫思

邈也多有使用蝦蟇和兔子來治療相關疾病。《備急千金要方》卷二十二〈癰腫毒方‧瘭疽

第六‧治瘑瘡方〉有一方云：「燒干蝦蟆和豬脂敷之。」治療瘑瘡的方式之一，將蝦蟇燒

乾和豬油來敷在患部即可。此外，《備急千金要方》卷二十二〈癰腫毒方‧瘭疽第六‧治

久癰瘡敗壞成骨疽方〉又云：「末龍骨粉瘡，四面厚二分，以膏著瘡中，日二易之，蟲出

如發，盡愈。膏方如下。大蝦蟆（一枚，自死者）亂髮（一塊，雞子大）豬脂（一斤）  上

納脂中煎之，二物略消盡，下待冷，更納鹽一合攪和，充前用。」龍骨粉是可以治療久患

癰瘡、病情愈發惡化成骨疽的藥方。在患部敷上龍骨粉，厚度大約為四面厚二分，用這膏

方塗在患瘡處，每天換藥兩次。等到蟲出如發後，瘡疽之病就好了。膏方的製造方法，取

一隻自己死亡的大蝦蟇、一團亂髮（量大約如雞子般大）、豬油一斤，把大蝦蟇跟亂髮放

在豬油當中來煎，煎到蝦蟇跟髮逐漸消融殆盡，拿出來等待變涼了，再加一合鹽攪拌均勻，

膏藥就完成了。按：關於這個議題，筆者將另文探究。 
365    李磊〈針灸日時知避忌——試論針灸日時避忌的原則和方法〉《上海中醫藥雜誌》第 6 期，

1995 年，頁 27。 
366    肖昌云〈針灸人神禁忌學說研究〉，北京中醫藥大學碩士論文，2007 年，頁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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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錄 

附錄一、赤疽發額：算式 

額：算式 劉涓子鬼遺方 諸病源候論 千金翼方 

9＋6=15    

15＋10=25 二十五 二十五 二十五 

25+6=31 三十一 三十一 三十一 

31+10=41    

41+6=47    

47+10=57    

57+6=63 六十 六十 六十 

63+10=73    

73+6=79    

79+10=89    

89+6=95 九十五 九十五 九十五 

正確率 75% 75% 75% 

 

附錄二、杼疽發項，若兩耳下：算式 

兩耳下：算式 劉涓子鬼遺方 諸病源候論 千金翼方 

  三  

3＋4=7  十  

7+12=19 十九 十九 十九 

19+4=23 二十三 二十三 二十三 

23+12=35 三十五 三十五 三十五 

35+4=39 三十九 三十九 四十九 

39+12=51 五十一 五十一 五十一 

51+4=55 五十五 五十五 五十五 

55+12=67 六十一 六十一 六十一 

67+4=71    

71+12=83    

83+4=87 八十七 八十七 八十七 

87+12=99 九十九 九十九 九十九 

正確率 88.9% 82% 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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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三、蜂疽發髀背：算式 

肩：算式 劉涓子鬼遺方 諸病源候論 千金翼方 

2＋6=8  六 六 

8＋10=18 一十八 一十八 一十八 

18+6=24 二十四 二十四 二十四 

24+10=34 三十五  三十五 

34+6=40 四十 四十  

40+10=50    

50+6=56 五十六 五十六 五十六 

56+10=66 六十七 六十七 六十七 

66+6=72 七十二 七十二 七十二 

72+10=82    

82+6=88    

88+10=98 九十八 九十八 九十八 

正確率 75% 75% 62.5% 

 

 

 

附錄四、刺疽發起肺俞（，若肝俞） ：算式 

背：算式 劉涓子鬼遺方 諸病源候論 千金翼方 

11+8=19 十九 十九 十九 

19＋8=25 二十五 二十五 二十五 

25+8=33 三十三 三十三 三十三 

33+8=41    

41+8=49 三十九 四十九 四十九 

49+8=57 五十七 五十七 五十七 

57+8=65 六十 六十 六十八 

65+8=73 七十三 七十三 七十三 

73+8=81 八十一 八十一 八十一 

81+8=89    

89+8=97 九十七 九十七 九十七 

正確率 77.8% 88.9% 8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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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五、（俠）榮疽發脇，起若兩肘頭：算式 

脅：算式 劉涓子鬼遺方 諸病源候論 千金翼方 

10＋6=16 一十六 一十六 一十六 

16+10=26 二十六 二十六 二十六 

26+6=32 三十二 三十二 三十二 

32+10=42    

42+6=48 四十八 四十八 四十八 

48+10=58 五十八 五十八 五十八 

58+6=64 六十四 六十四 六十四 

64+10=74    

74+6=80 八十 八十 八十 

80+10=90    

90+6=96 九十六 九十六 九十六 

正確率 100% 100% 100% 

 

 

 

 

附錄六、勇疽發股：算式 

 

尻尾：算式 劉涓子鬼遺方 諸病源候論 千金翼方 

11 十一 十一 十一 

11＋4=15 十五 十五 十五 

15+12=27 二十 二十 二十 

27+4=31 三十三 三十一 三十一 

31+12=43 四十三 三十二 四十三 

43+4=47  四十六 四十六 

47+12=59 五十九 五十九 五十九 

59+4=63 六十三 六十三 六十三 

63+12=75 七十五 七十五 七十五 

75+4=79    

79+12=91 九十一 九十一 九十一 

正確率 77.8% 70%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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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七、摽叔疽發背：算式 

背：算式 劉涓子鬼遺方 諸病源候論 千金翼方 

  五 五 

9+8=17  十七 十七 

17+8=25    

25+8=33    

33+8=41    

41＋8=49    

49+8=57 五十七 (五十七) (五十七) 

57+8=65 六十五 六十五 六十五 

65+8=73 七十三 七十三 七十三 

73+8=81 八十一 八十一 八十 

81+8=89    

89+8=97 九十七 九十七 九十七 

正確率 100% 100% 83% 80% 66.7% 

 

                  

 

附錄八、  疽發足趺：算式 

 
足：算式 劉涓子鬼遺方 諸病源候論 千金翼方

7＋6=13 十三 十三 十三 

13+10=23    

23+6=29 二十九 二十九 二十九 

29+10=39 三十五 三十五 三十五 

39+6=45    

45+10=55    

55+6=61 六十一 六十一 六十一 

61+10=71 七十三 七十三 七十三 

71+6=77    

77+10=87    

87+6=93 九十三 九十三 九十三 

正確率 66.7% 66.7% 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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