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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痲瘋病恐慌背景的探討 
 
 
在上一章的論述中可以看到明清時代南方醫家多强調「癩(癘)」病及「麻風

(痲瘋)」病是最可怕的疾病，且極力地宣揚四處環境中可能存在致病的危險因
子，尤其是十六世紀以後，沈之問的《解圍元藪》、清朝所編《醫宗金鑑》以及

蕭曉亭的《瘋門全書》等醫書中都强調此疾具有可怕的「傳染」性；這些醫書的

記載顯示出此疾對醫家應已造成極大的壓力，且醫家對傳染的擴大似乎憂心忡

忡。而在明代中葉以後，部分地區對痲瘋病傳染的恐懼甚至超過具有高傳染率的

瘟疫。此外，明清文獻中不少將痲瘋病患視為縱慾者及邪惡之人，反映社會對痲

瘋病患極端厭惡及充滿偏見。為何明清閩粵等地會出現如此激烈行為排斥痲瘋病

人？這將是本章所要探討的主題。而明清時代以閩、粵、贛等地區的文獻中有關

痲瘋病傳染的極端恐慌及厭惡的記載最多，可見得這些地區對痲瘋病問題較為關

注。本章試根據這些地區的文獻資料觀察明清社會對痲瘋病的集體恐慌及厭惡的

背景；此外，也試圖透過文獻記載來瞭解這些地區之所以被視為多痲瘋地區的原

因。 
 
 

第一節  城鄉經濟發展與瘟疫威脅下的傳染恐慌 
 
 

    目前掌握文獻顯示，福建是較早受關注的癩(癘)疾、麻風(痲瘋)病等的流傳
地區，早在南宋末年周密的《癸辛雜識》已留下閩中多癩女的傳聞記載。1又據

目前所能掌握的資料顯示，福建可能是明清社會中較早關注此疾流傳問題的地

區。早在十五、六世紀之交，當地某些縣份可能已有痲瘋專門收容機構的設置，

如據嘉靖《龍溪縣志》載，該縣共有三所養濟院，據萬曆《漳州府志》載，這三

所皆為弘治前期(十五世紀末)知府汪鳳所建，又據康熙以後方志的記載，其中一
所又名「癩子營」，是專門收容癩子的機構，因而弘治年間汪鳯所建的三所養濟，

其中之一極可能是收容痲瘋的機構；2而十六世紀以後，福建不少縣份紛紛設立

                                                 
1南宋‧周密，《癸辛雜識後集》，頁 26b-27a。 
2嘉靖《龍溪縣志》(收入《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台北：新文豐出版社，據嘉靖十四年刊本印 
 行，1985)，卷 2〈公署〉，頁 14a；萬曆《漳州府志》(萬曆元年刊本，台北：國家圖書館善本 
 書庫藏微捲)，卷 6，頁 40a；康熙《福建通志》(收入《北京圖書館珍本叢刊》﹝北京：書目文 
 獻出版社，1988﹞史部第 34-35冊，據康熙年間刊本影印)，卷 58〈卹政〉，頁 10a；乾隆《福 
 建通志》(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史部第 285-288冊，據乾隆二年刊本影印)，卷 13〈戶 
 役‧卹政附〉，頁 42a；乾隆《龍溪縣志》(台北：成文出版社，據乾隆廿七年修，光緒五年補刊 
 本，1967)，卷 9〈卹政〉，頁 3a；同治《福建通志》(台北：華文出版社，據同治十年重刊同治 
 七年刊本，1968)，卷 52〈明蠲賑〉，頁 20b-21a；光緒《漳州府志》(台南：台南文獻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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痲瘋收容機構 (參見〈附錄二〉)；因而十五世紀末以後，福建各地可能已出現
對痲瘋的恐慌。此外，又根據明末沈德符(1578-1642)在《萬曆野獲編》中記載： 

  (成化年間)雲南有富翁病癩，其子頗孝。(錢)能召其子曰：「汝父癩傳於軍
士，不便，且又老矣！今將沈於滇池。」其子大恐，出厚貲乃免。3 

由此可見，雲南地區在成化年間可能也出現痲瘋恐慌現象。明代中葉以前，瘋癩

的恐慌似乎只出現在家人間，而明中葉以後(十五世紀末)福建及雲南等地區為何
出現癩病的社會集體恐慌？ 
據嘉靖《惠安縣志》載，明初設於縣治之南錦田驛北的收養鰥寡廢疾者的存

恤院，成化末年間(1482-1487)知縣張桓遷至樓山(留山)之南，只收容「不入(？)
疾者」，至於鰥寡孤獨者則「給之月食，居住任其便」。4張桓所建惠安縣的存恤

院所收容的是「不入(？)疾者」，目前並無法確知「不入(？)」的意義；5但從該

院原設於縣城內的驛站附近而遷於城外的樓山之南，可見其遷徙的用意之一是遠

離城市，且由當時雖無另一收容機構可以容身，6但鰥寡孤獨者並不收容於院中，

這些現象反映「不入(？)疾」可能是令城市居民及鰥寡孤獨者不願為伍、同居的
疾病，這種疾病很可能是傳染病。又據乾隆《福建通志》載，明代福建長樂縣的

養濟院原位在縣治龍津坊，但隆慶年間(1567-1572)知縣蔣以忠因雜民居中恐疾傳
染而移置於城東北，7說明當地養濟院的遷徙是因對傳染病的恐慌。以上兩個例

子都反映明代中葉以後福建部份地區已出現傳染病的恐慌，而統治階層不得不採

取加強隔離的措施。而這些隔離措施究竟要防止何種疾病的傳染？ 
當時社會所認知的傳染病除了瘟疫外，還有其他惡疾如癆瘵、痲瘋惡疾等。

根據萬曆《雷州府志》記載： 
  (雷州府治海康縣)養濟院，舊在西城外壙坡上，孤老并痲瘋甚污穢，今徙 
  孤老于白沙坡，徙痲瘋于蔡黎村居住，士民快之。8 

以上記載反映萬曆末年雷州府的養濟院所以遷徙並不完全只是因為怕痲瘋，還有

怕孤老的污穢，而這除了因孤老的身體骯髒令人厭惡及恐懼外，或許還與癆瘵有

關，因老人抵抗力較弱，易得癆瘵等傳染病；由此可見城市居民對養濟院的恐懼

不完全是因痲瘋病，可能還有其他傳染病。因而癆瘵、痲瘋等惡疾患者原本與鰥

寡孤獨者同收容於院中，而成化末年惠安縣等地可能出現鰥寡孤獨不願與「不入

(？)疾者」同居或城市居民恐懼傳染的現象，反映人們對痲瘋及癆瘵等傳染病可
                                                                                                                                            
 據光緒四年刊本影印，1965)，卷 6〈規制下〉，頁 27a。汪鳳任漳州知府始於弘治四年(1491)， 
 而其任期為六、七年；參見萬曆《漳州府志》，卷 4，頁 15a-15b。 
3明．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台北：偉文圖書岀版社，1976年)，補遺卷 1，「內監」條，頁 818；
錢能是成化年間受寵的宦官。 

4嘉靖《惠安縣志》(台北：新文豐出版社，據嘉靖九年刊本印行，1985年)，卷 8〈公宇〉，頁 6a-6b； 
 張桓任惠安縣令始自成化十八年，其任期為六年。 
5「不入疾者」可能是指染患人不願與之為伍之疾者。 
6根據萬曆《泉州府志》記載：直到萬曆廿七年間知縣劉一陽才建另一院於南郭外；引自萬曆《泉 
 州府志》(台北：學生書局，據萬曆四十年刻本影印，1987)，卷 5，「養濟院」條，頁 21b。 
7乾隆《福建通志》，卷 13〈戶役‧卹政附〉，頁 37a。 
8萬曆《雷州府志》(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據萬曆四十二年刊本影印，1990)，卷 8〈建置〉，「公 
 署」條，頁 17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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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已出現相當程度的恐慌。這種傳染恐慌或許與當時繁榮的商業帶動城市人口劇

增及城鄉往來頻繁而助長傳染病的擴大流行有關。 
    William H. McNeill 在《瘟疫與人》指出傳染病的發展除了與於病原本身的
條件有關外，9還取決於族群中易感染人口數目多寡、居住型態(群居或散居)以及
會影響交換傳染機會的社會文化因素等。如病原在大量人類群集在一起時才容易

找到新的宿主而存活下來，因而人口較多的都市爆發傳染病流行的機會似乎較人

口稀少的郊區大；但若城市附近的郊區也具有足够的易染人口時，傳染病便如野

火般由城市向外蔓延。由於農村的人們並無城市人們對疾病的免疫力且可能長期

營養不良而較無抵抗力，因而對來自城市的傳染病似乎是毫無招架之力，因而傳

染病會快速地橫掃附每一個村落中的每一家庭；直到這些農村中的易染病者殆盡

時，病原無法找到新宿主，傳染病便戞然而止。但傳染爆發的起源地城市中心還

存在相當數量的易染人口足以使病原存活下來，以等待對病原缺乏免疫力的易染

人口再度聚集在城市附近，以醞釀下一次的疫病大流行。10以上 William H. 
McNeill 所述的疫病流行演變的模式或許可以用於理解明代中葉以後福建等地對
傳染病恐慌的背景。 
    秦漢到唐初，人們對城市(城郭)的認知主要是官府所在地，其性質是政治城
市，城市與農村維持明顯的(統治及生產)的社會分工，並透過政府管制的「市」
制將工商業吸收至城裡，進行商品流通；但在唐代中葉以後，因隨著遠程商業的

發展及以農村為主之各種生產力的發展而逐漸崩潰，城市與農村之間形成不同以

往的社會分工關係。首先是「市」制的破壞，城市內外可以自由進行工商活動，

而工商業者也定居於城郭內，並形成經濟城市領域，且城市的向原本的郊區擴

大；這種商業城市打破了昔日城市與農村間的社會分工，不僅農村商品提供城市

的消費，而城市也成了遠程商品的集散地，農村與城市不再是單向的經濟分工。

其次，隨著商業城市的發達，以及農村經濟如剩餘農工產品的商品化及農村內部

的社會分工的發展，村市等商業活動日盛，農村商品及遠程商品的交換場所──

市鎮逐漸興起；在廣大的農村社會中，藉由散布於鄉村的市集、中介市場及市鎮，

而形成一個關係密切的經濟網。此外，隨著以上發展，城市人口也出現極大的變

動，就數量而言，城市人口遽增，如斯波義信以汀州為例，指出南宋時期，農村

人口增長停滯，而城市人口則由百分之六的人口比率增至百分二十八，且其中有

為數眾多的流動人口，這說明有眾多流動人口已脫離農業生產，居住在城市或市

鎮。而在城市人口的階層也產生極大的變化，除了原有的官僚及軍人外，還有富

豪、貿易商、金融業者等資產階級，以及占城市人口半數以上的小工商業者及臨

時僱工等階層。11 
    唐宋之際以後，商業的發達、市鎮的興起等帶動城鄉間往來日益頻繁及城市

                                                 
 9如感染一個新宿主所需要的病菌多寡、從一個宿主傳給另一個所需的時間等傳染模式。William  
  H. McNeill，《瘟疫與人：傳染病對人類歷史的衝擊》，頁 69。 
10參見William H. McNeill，《瘟疫與人：傳染病對人類歷史的衝擊》，頁 68-70，頁 76。 
11斯波義信，莊景輝譯，《宋代商業研究史》(台北：稻禾出版社，1997)，第四章〈宋代城市和市 
 場的發展〉，頁 313-3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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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人口的增加等，或許有助於傳染病的擴張。因城市流動人口的增加以及人數

眾多的下階層助長城市傳染病爆發的機會，而農村社會中的村市經濟及城鄉往來

頻繁則增加交換傳染的機會，城市的病原傳至不具免疫力的農村，而引發傳染的

擴大，並打破原來的傳染病的地區性及週期性。前文曾提及范行準指出北宋中葉

以後因瘟疫的擴大流傳使得南北醫家對原有的「傷寒」的六氣之說開始產生質疑

而逐漸擺脫其窠臼，至明末吳有性時則提出疫病非由六氣的變化所致，而是由邪

自口鼻而入的雜氣所引致的，雜氣具有以下特色：「無形可求，無象可見，況無

聲復無臭，何能得睹、得聞？⋯⋯其來無時，其著無方⋯⋯不可以年歲、四時為

拘；或發於城市，或發於村落，他處截然無有。」12宋金時期以後，強調傳染病

因子無法感覺、無法預知及不受時間及區域的限制的新認知，或許與唐宋以來商

業及城市變動存在密切的關聯，因人與人間接觸較以前更頻繁，傳染病的發展較

過去更變化多端。因而北宋中葉以後瘟疫的擴大及傳染病的新認知或許與唐宋以

來商業的發達及市鎮的興起間存在某種密切的關聯。或許唐宋之際以來的變動也

是促成南宋陳言掌握大風癩是因傳染所致以及沈之問與吳有性強調環境中隨時

隨地存在痲瘋致病因子的原因。 
    唐宋之際以來的經濟及城市發展，直到明清時依然發達，尤其明代中葉以
後，隨著人口的增加、農業走向商品化經營、全國市場的形成、西方人東來貿易，

東南沿海地區因商品經濟的發達而工商市鎮日益興起，這些市鎮的經濟活動主要

透過市鎮中包買商、牙行、手工業者與附近農戶，形成連鎖性的生產及消費關係，

並促進了全國經濟聯繫及商品經濟的發展。13但這些大量興起的市鎮也帶動城市

流動人口的增加及城鄉間、鄉村間的往來更頻繁，再加上此時人口的密度已逐漸

升高，這些發展相當有利於傳染病的擴大。這或許是明中葉以後瘟疫肆虐的重要

原因之一；而這是否也可能導致原已在家族間流傳的痲瘋、癆瘵等惡疾的擴大蔓

延？14道光年間江西袁世熙曾指出： 
      乾隆、嘉慶間，是疾吾省罕見，今則村落中十里五里，處處有之。天地殺 
      厲之氣，愈積愈盛。15 
袁世熙所描述的現象可能來自主觀的感受，但是否有可能因商業活動帶動的人際

間的接觸，將痲瘋病菌傳至原本無病情且村民又具易感染痲瘋基因的農村，而擴

大病情？賴尚和醫師在《中國癩病史》中指出：袁世熙所描述的痲瘋擴大現象可

能是痲瘋傳入處女地帶的表現，因當它傳入未曾發生的地區，其傳染性與急性染

                                                 
12明‧吳有性，《瘟疫論》(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子部第 85冊)，卷下，「雜氣論」條， 
 頁 1a-2b。 
13陳學文，《中國封建晚期的商品經濟》(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頁 175-182；杜正勝主 
 編，《中國文化史》(台北：三民書局，1996)，頁 207-210。     
14William H. McNeill在《瘟疫與人》中指出在人口密集的城市中肺結核易於擴大傳染，因病人的 
 的病菌可以在近距離傳給他人(William H. McNeill，《瘟疫與人》，頁 205)，而前文提及南宋汀州 
 地區已有 28%人口居住在城鎮，而明代中葉或許更多，是否可能引發擴大傳染。雖然痲瘋病患 
 傳染率不高，但易感染體質者其感染機會大。 
15清‧蕭曉亭，《瘋門全書》，頁 7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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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一樣強烈，外國有許多類似例子。16雖然如此，但筆者目前掌握的文獻雖能顯

示恐慌的擴大，並無法證明確有擴大傳染的現象。 
    明代中葉以後，福建地區隨著農業商品化及手工業(紡織、製茶、瓷、鐵、
糖以及領先全國的造船業、造紙印刷業等)的發達，各地農村市場蓬勃發展，在
水陸交通要道、人口密集及農工產品滙集地等形成了墟、集、市、鎮，而建構了

農村市場的網絡。在弘治初年，農村市集的數量仍不多，如弘初二年時全省共有

一百八十六個墟市，但弘治以後則大幅成長，至清代時代已增至七百多個。雖然

並非各地平衡地發展，但有些地區則有顯著地增加，如弘治二年順昌縣有四個墟

市，嘉靖年間已增至八個，清代時則增至九個；又如弘治二年建寧縣由一個市，

嘉靖年間增至九個，清代已有十二個。在農村經濟的繁榮為城市經濟提供基礎，

沿海城市也快速發展。17明代中葉以後，福建城鄉商品經濟高度發展下，是否可

能帶動痲瘋等傳染惡疾的擴大？雖然這個問題需要更多的證據才能證實，但在明

代中葉以後，農村市場網絡形成及城市經濟繁榮發展的同時，福建地區對痲瘋等

傳染惡疾的恐慌也與日俱增，說明二者應存在某種密切的關聯性。但城鄉經濟的

發展所帶來的無論是人際間接觸頻繁導致傳染擴大，或者是城鎮市集的人群熙攘

令人感受到傳染的威脅，二者均可能強化恐慌心理。 
    雖然無法確知痲瘋等傳染惡疾是否有實際上的擴大，但明代福建地區對痲瘋
等惡疾的恐慌或許與瘟疫肆虐之間存在某種關聯。如明代閩西山區的延平、建

寧、邵武三府是多疫地區，18且這些地區似乎也相當重視傳染病隔離的措施。如

建寧府部分的屬縣早在嘉靖廿年以前已有兩所養濟院，19其中一所極可能是痲瘋

等惡疾的收容機構；又如邵武府如建寧縣等只要家中有染患痲瘋者，則似乎無人

肯與往來；20而延平府中雖然只有三縣(南屏、沙縣、將樂等縣)設置收容痲瘋、
惡疾的隔離機構，21但未設置隔離機構的順昌縣也有相當制度化的隔離措施，即

痲瘋者住在小舟上，且於每月朔、望後一日才被允許入街乞食。22以上的記載或

許反映出福建部份地區對痲瘋等惡疾的隔離措施或許與當地長期瘟疫流行有密

切關聯。因而成化末年惠安縣只收「不入疾者」的存恤院以及十五、十六世紀之

交福建某些縣份痲瘋等惡疾收容機構的設置極可能是傳染病恐慌下城市的隔離

措施。即使痲瘋並無擴大蔓延，在傳染病的威脅下的地區，人際往來頻繁的城鎮

                                                 
16頼尚和，《中國癩病史》，頁 58；痲瘋傳入處女地帶時其傳染性強的例子如十九世紀末年夏威 
 夷地區的痲瘋病流傳情形。 
17參見唐文基編，《福建古代經濟史》(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4)，第四編第一至三章。。 
18參見邱仲麟，〈明代疫癘─兼及官民的肆應〉，頁 8。 
19如建安縣(府城)、建陽縣、甌寧縣等在嘉靖廿年以前已有兩所養濟院；參見嘉靖《建寧府志》(台 
 北：新文豐出版社，據嘉靖廿年刊本影印，1985)，卷 8〈公署〉，頁 6b、8b、13a。 
20根據民國《建寧縣志》記載，在太平天國之役時，張尚淇因保衛鄉里而廢寢忘食，復為風寒 
暑濕所侵，而得癱瘓疾，仇視淇者，就誣陷他為痲瘋患者，因而導致淇的三個弟弟喪失論婚的

機會，淇因此而自殺；參見民國《建寧縣志》 (台北：成文出版社，據民國八年刊本影印，1968)，
卷 15〈孝友〉，頁 9a。 

21乾隆《延平府志》，卷 11〈恤政〉，頁 38a-b。 
22道光《順昌縣志》，卷 2〈恤政〉，頁 37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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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只要出現少數的外形可怕的病患就可能引發相當程度的恐慌。 
十五世紀末期福建等地可能已出現痲瘋病的集體恐慌，十六世紀以後，醫家

如沈之問等除了強調家人間的相傳外，對家人以外的傳疰「閒人」觀念似乎日益

加強，且繪聲繪影地指出環境中充斥病人的毒蟲及邪毒，皆會傳疰於他人；而明

末吳有性更將痲瘋病與瘟疫同歸為溫病，認為二者皆由無法感覺且無法預知的雜

氣所引致；23由此可見，十六世紀以後醫家不僅將痲瘋病視為傳染病，而且是具

有高度傳染性的疾病；這與明代中葉以前家人間相傳的痲瘋概念不同。而明代中

葉以後，痲瘋病具有可怕傳染性的認知，除了痲瘋傳染可能在某些地區出現傳染

的擴大或者來自傳染病的恐慌反應外，另一種可能則是梅毒傳入中國所導致的結

果。 
 
 

第二節  梅毒傳入與痲瘋傳染認知的強化 

 
 
    明清文獻記載中，癩(癘)疾、麻風(痲瘋)病等的流傳地區，除了福建外，廣
東地區是另一個重要地區。明代中葉以後，不論是外地人或當地人的記載都顯示

在當時人的印象中廣東省多痲瘋，而且將廣東視為痲瘋病情極嚴重的地區；此一

發展，一方面反映當地人對廣東痲瘋問題的關注，另一方面則反映外地人對廣東

地區多痲瘋的印象。但為何當地人及外地人一致認為廣東是痲瘋問題最嚴重的地

區？除了是因廣東地區氣候潮濕適於痲瘋病菌繁殖外，這或許與明代中期以後來

自海外的梅毒自廣東傳入中國有關。 
    嘉靖年間，沈之問在《解圍元藪》中曾指出「癘」在南北的不同的名稱： 

江北燕冀呼「癘」為「皰瘡」，南人擬其名而曰「楊梅瘡」，又曰「廣東瘡」。
24 

沈之問指出「癘」在南北有不同的稱呼：「皰瘡」、「楊梅瘡」及「廣東瘡」。雖然，

沈之問指「癘」為「皰瘡」、「楊梅瘡」及「廣東瘡」，而在正德年間薛已(1487-1559)、
及與沈之問同時的吳勉學及萬曆年間李時珍也都留下了有關「楊梅瘡」、「廣東瘡」

的記載，但未以「癘」為「楊梅瘡」及「廣東瘡」，且吳勉學及李時珍(1518-1593)
都指出這是古代所無，而是弘治、正德年間源自廣東的新疾病。 
    據正德年間薛己在《薛氏醫案》中記載： 
      一婦人喉間作痛，旬餘突腫如赤楊梅狀⋯⋯余以為時行楊梅瘡也。 
      楊梅瘡乃天行濕毒有傳染而患者，有稟賦而患者。 
      一小兒，因母曾患此症，生下即有。25 
                                                 
23參見明‧吳有性，《溫疫論》，卷下，「雜氣論」條，頁 1a-4a。 
24明‧沈之問，《解圍元藪》，卷 1，頁 3a。 
25明‧薛己，《薛氏醫案》，卷 48〈婦人良方〉，「瘡瘍門」，頁 6b；卷 5〈保嬰粹要〉，「楊梅瘡」 
 條，頁 29a；卷 65〈保嬰撮要〉，「楊梅瘡」條，頁 2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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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見正德年間醫家已掌握到廣為流行的楊梅瘡是一種傳染疾病，且已知它是會遺

傳後代的疾病。而嘉靖年間吳勉學在《續醫說》中則說： 
弘治末年，民間患惡瘡，自廣東人始。吳人不識，呼為廣瘡，又以其形似，

謂之楊梅瘡。若病人血虛者，服輕粉重劑，致生結毒，鼻爛足穿，遂成痼

疾，終身不愈。26 
由以上記載可知吳勉學以源於廣東的「楊梅瘡」、「廣東瘡」是一種新的疾病；此

外，「鼻爛足穿，遂成痼疾，終身不愈」的描述也反映此疾的可怕症狀及難以治

癒，應已造成醫家相當恐慌。而李時珍在《本草綱目》(1588)中也記載： 
近時弘治、正德間，因楊梅瘡盛行，⋯⋯毒留筋骨，潰爛終身。 
近有好淫之人多病楊梅毒瘡。 
楊梅瘡古方不載，亦無病者。近時起于嶺表，傳及四方。蓋嶺表風土卑炎，

嵐瘴薰蒸，飲啖辛熱，男女淫猥，濕熱之邪，積蓄既深，發為毒瘡，遂致

互相傳染，自南而北，遍及海宇，然皆淫邪之人病之。27 

李時珍指出「楊梅瘡」是古代所無，但在弘治、正德年間盛行，此疾是由嶺南地 
區傳至各地，至於其成因則是自然環境濕熱及「男女淫猥」而相傳染，李時珍等

已有此疾是一種性病的認知。被認為源自廣東且可經由性行為傳染且會遺傳後代

的「楊梅瘡」、「廣東瘡」，一般學者多認為應是指「霉瘡」，即今人所謂的「梅毒」。 
一般學者認為明末陳司成所著《霉瘡秘錄》(1632)是中國首部梅毒專書，28據

作者在〈自敍〉中指出，因至友染患霉瘡而求救於他，且見患其毒者「終為廢疾」，

因憫其病痛而著此書。以下是該書對「霉瘡」的描述：「霉瘡」俗稱「楊梅瘡」，

古書未有記載，始於午會之末，起自嶺南地區，而蔓延全國；此疾可經由交媾而

精氣相傳的性病，「甚則傳染妻孥，喪身絶育」，此外它還會透過各種方式而相傳；

且其毒酷烈匪常，侵襲五臟，其主要病徵：始生下疳、骨痛、耳內及陰囊等處生

瘡如爛柿、眉髮脫落、目盲耳閉、砂仁瘡、四肢發塊痛楚、蛀爛腿膁、生瘡如鼓

釘(廣痘)、肌膚生如花的紅紫癬並褪為白癜、棉花瘡、楊梅瘡、鼻樑漸蝕等。29學

者梁其姿根據陳司成的描述，推論古書未載而始於廣東的「霉瘡」的症狀的確與

大風癘病極相似，30而且它與南宋以來傳聞中會過人的「癩」疾相同，都可以透

過性行為傳給他人。因而沈之問在《解圍元藪》中提及南方將「癘」稱為「楊梅

瘡」、「廣東瘡」，顯示南方社會可能存在一種認知，即不知從廣東傳入的「霉瘡」

是一種新的疾病，而誤以為是「癘」病。而沈之問在《解圍元藪》中有關「風」、

「癘」比較的記載也顯示他應是將「霉瘡」視為「癘」症，他說： 

                                                 
26明‧吳勉學，《續醫說》(收入《中國醫學大成》﹝長沙：岳麓書社，1994年﹞三編第 12冊)， 
卷 10，「萆薢」條，頁 7b。 

27明‧李時珍，《本草綱目》(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子部第 78-80冊)，卷 18下，「土茯苓」 
條的集解，頁 5a、5b、6a。 

28范行準在《中國醫學史略》中指出正德年間名醫韓  著《楊梅瘡論治方》是第一部梅毒專書；
參見范行準，《中國醫學史略》，頁 249。 

29明‧陳司成，《霉瘡秘錄》(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微捲)，〈自敍〉，頁 1a-1b；〈總說〉，
頁 4a-5b。 

30梁其姿，〈中國麻風病概念演變的歷史〉，頁 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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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古分為風癘二名，內駐曰風，所感深；外著曰癘，所感淺。風甚於癘，

而癘輕於風。形氣本源，則一類也。又曰風入臟腑，久注脈絡，數年之後，

發於肌表，由漸而變癘，一傷人即發瘡穢，至見敗形。故風疾發遲死速，

癘病發速而死遲，大害皆然。 
風本屬陽，癘本屬陰。故癘瘡於下部先見，易治；在頭面起者，必凶。 
風癩一症，輕重之別耳，其害則一也。癩愈，形猶可復；風愈，元氣難全。

癩死者少，風死者多。31 
以上沈之問雖指出「癘」、「風」乃「形氣本源」，但也將二者分為輕、重兩種類

型，32其對人體的傷害因「外著」、「內駐」而有淺、深之不同，其潛伏期也有遲、

速之分，其發病部位也因「陰」、「陽」證之分而有下、上之別，其致死也分速、

遲及少、多之別，其治癒也會有「形猶可復」、「元氣難全」之不同。論者認為沈

之問將「癘」、「風」分為輕重兩種類型，其中一種可能如同現代醫學將痲瘋病分

為結節型與癩瘤型，33而另一種可能則是把「霉瘡」歸為「癘」之類。34而後者

的說法或許可以從沈之問在《解圍元藪》中對「癩」症的描述中得到印証，如： 

       (木癩)此症初起如蟲癬之狀，其色赤白不一，或連錢高低不定，俗稱棉
花瘡。久則連片腐爛腥穢，眉睫落，面目痒，愈而又作，或去或來，無

時定息，三年始成大害。 
       (金癩)此症初發如楊梅之狀，上無蓋殼，內泛碎突出，紫赤色、爛花凸

起，儼若楊梅，由毒入肺經，不久眉睫毻落，三年鼻柱崩倒，眼翻唇斷，

此乃天付之咎，陰空神祟之禍，定有遺毒，久治方可回天意，不比他種

可以速愈。 
 (水癩)此症⋯⋯或生陰莖疳蝕，或陰囊兩傍發起腫塊，長絆腿腰，形似
橫痃，寒熱交作，脹痛難舉，上下漸大，如潰，即變成瘡，遍身腐爛，

一年眉髮落，病劇難治。 

(雨癩)此症乃水癩愈後，餘毒在腎，以致生蟲，其毒泛注周身，生五色
斑點乖癩，眉鬚落，陰莖痿爛，或陰破損，或陰莖蛀幹，皮肉流膿，漸

漸爛去。輕則為下疳魚腮等瘡，久則唇鼻耳皆爛，毀腐腥臭，與廣症同。
35 

從以上癩症的描述可以看出若干癩症的病徵實際上應是梅毒的徵狀的特色，如：

木癩的棉花瘡症狀、36金癩初發時的楊梅症狀、37而水癩出現的「橫痃」症狀；38

                                                 
31明‧沈之問，《解圍元藪》，卷 1，頁 3a；卷 2，頁 4b，頁 19a-19b。 
32這種認知直到清代仍有，如屈大均在《廣東新語》中記載：「瘋為大癩」(引自清．屈大均，《廣
東新語》，卷 7〈人語〉，「瘋人」條，頁 245)。 

33參見梁其姿，〈中國麻風病概念演變的歷史〉，頁 421。 
34參見梁其姿，〈中國麻風病概念演變的歷史〉，頁 421-422。梁其姿認為沈之問將霉瘡歸為「癘」
之類，而將「風癘」分為輕重兩種，而且指出這種情形也見於歐洲中古後期，當時歐洲社會對

梅毒的起源的諸種說法中，其中之一即視它為痲瘋的新種類。 
35明‧沈之問，《解圍元藪》，卷 2，頁 20a-20b，頁 21b，頁 22b-23a。 
36(1)梅毒在下疳症狀出現後一、二週會出現楊梅瘡的皮膚病變，而在皮膚皺褶間如肛周、外陰、 
    腋及腹股溝等處可發生扁平濕疣。初為紫紅色丘疹，由於潮濕摩擦而形成濕丘疹，以後擴大 
    融合成基底寬廣、扁平、表面有密集細粒，蓋著灰白色膜的斑塊，出現在患梅毒後一年左右。 



                                                          第二章 痲瘋恐慌背景的探討 

                                           61

至於雨癩的症狀與「廣症」同，應已清楚地說明它與梅毒的相似度極高。從以上

沈之問有關癩症的記載可以反映他應是將「梅毒」的某些症狀歸為「癩病」。而

論者又指出明清之際，隨著來自嶺南地區的「霉瘡(梅毒)」的流傳及擴大，中國
醫家對風癘病形成一種不同以往的認知，而人們也視此疾為一種「性病」，而且

可能造成明清社會對痲瘋病的更加恐懼及厭惡。39將梅毒歸為「癩病」的認知似

乎直到清末，甚至廿世紀仍存在，如根據張渠在乾隆初年刊行的《粵東聞見錄》

中記載： 
      大麻瘋⋯⋯有乾濕二種，濕者通身潰爛，臭氣逼人；乾者初起，人不及知， 
      婦女則倍加紅潤光彩。40 
以上將麻瘋分為二種，而其中的「乾」者是人無法辨識的，因痲瘋病發後必有皮

膚病變，若未出現皮膚病變者應非痲瘋；而梅毒的症狀有時是難以辨認的，因此

或許「乾」者所指的就是梅毒。又根據清代中葉醫家陳修園在《金匱要略淺註》

中，註解可經由房慾傳染的「浸淫瘡」說：「俗名為棉花瘡、楊梅瘡，惡癘之類

也。」41由此可見，清代中葉醫家仍有將楊梅瘡歸為惡癘。據張徽言在道光三十

年刊行的《南越游記》載，鴉片戰爭戰爭期間(1841)調防廣東的湖南軍隊因行徑
凶悍，遭粵民報復，以瘋女色誘，於是全身潰爛，死者過半；42由於湖南軍隊駐

防廣州時間相當短即發病，因而他們所感染的可能是梅毒，而非痲瘋病。又根據

同治十二年間《申報》四月廿日刊載的〈痲瘋病相傳之患〉的報導中記載： 
粵東多痲瘋大疾，⋯⋯犯此者有二種，一則肌膚如故，顏色不改，而惟 

      暗處有之，此等最易陷人，不知者往往為其所誤。43 
由於痲瘋病發後必有外形的皮膚病變，因此所謂「顏色不改，而惟暗處有之」的

病症可能是梅毒，而非痲瘋；這則記載反映當時應有不少人將梅毒視為痲瘋病。

清末英國醫師康德黎根據相信自己是因性行為而感染痲瘋的中國男病人的說

辭，而論定痲瘋會經由性行為傳染，但他曾質疑這些病人是得了梅毒，因據病人

的描述，症狀出現於性交後兩至四個月之間，與二期梅毒症狀出現時間近似，但

因病患未出現梅毒症狀而放棄這種假設。44康德黎的懷疑應非空穴來風，這些病

                                                                                                                                            
    有 10%者因毛囊受梅毒浸潤而出現程度不等的脫髮現象，可自癒。參見中國大百科全書編 
    輯委員會，《中國大百科書‧中國傳統醫學》，「梅毒」條，頁 276a。 
  (2)且棉花瘡為楊梅瘡、霉瘡的別稱。 
37下疳的瘡形也是四周堅硬凸起，形如缸口，中央凹陷成窩。參見中國大百科全書編輯委員會，

《中國大百科書‧中國傳統醫學》，「梅毒」條，頁 276a。 
38參見中國大百科全書編輯委員會，《中國大百科書‧中國傳統醫學》，「梅毒」條，頁 276a。 
39參見梁其姿，〈中國麻風病概念演變的歷史〉，頁 422-423；陳勝崑，《中國疾病史》，第七章〈梅 
毒的起源及傳來中國的經過〉，頁 76-77。 

40清‧張渠，《粵東聞見錄》(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1990)，卷上，「瘋人」條，頁 64。 
41清‧陳修園，《金匱要略淺註》(收入《陳修園醫學叢書五十種》﹝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78﹞ 
  )，卷 8〈瘡癰腸癰浸淫〉，「浸淫瘡」條，頁 12a。 
42清．張徽言，《南越游記》，卷 2，「癘瘍傳染」條，頁 178。 
43〈痲瘋病相傳之患〉，《申報》，第 2頁。 
44Cantile,Report on the Conditions under Which Leprosy Occurs in China,Indo-China,Malay,the  
 Archipelago,and Oceania,Compiled Chiefly during 1894,pp.16-18.轉引自李尚仁，〈十九世紀後期英 
 國醫學界對中國痲瘋病情的調查研究〉，頁 4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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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應有不少人是得了梅毒，而不是痲瘋，因有些梅毒症狀是不明顯的。因此或許

可以推測明中葉以至清末中國社會醫家或大眾將梅毒視為痲瘋病的情形應不在

少數。 
而「霉瘡(梅毒)」的流傳及擴大的發展，學者一般認為這是中外貿易活動所

帶動的，如劉達臨在《中國古代性文化》中指出「霉瘡(梅毒)」在明孝宗弘治時
(1488-1505)發生，至明武宗正德年間(1506-1521)蔓延發展，這可能和中外通商來
往也有一定關係。45而陳勝崑則指出弘治末年已流行於中國，而此時葡萄牙商人

尚未到達廣東( 於 1515 年才來到廣東 )，因而梅毒可能是由在南洋一帶經商的
華僑傳入的。46而當時與南洋一帶經商者又以廣東、福建等沿海地區最多，或許

梅毒主要是由這兩個地區的港口傳入中國的。 
    至於從外國傳入的梅毒究竟對當時中國社會造成何種的衝擊，或許西方學者
的研究有助於進一步理解這個問題。事實上，梅毒在傳入中國之前，已對歐洲造

成極大的衝擊與的恐慌。根據英國學者 Frederick Cartwright在〈梅毒之謎〉中指
出，當時醫者多認為有一種新疾病──梅毒，在 1490年代開始發展，並迅速傳
遍歐洲。有關這種新疾病的起源推測有二：其一是 1493年起源於哥倫布從西印
度帶回的印第安人傳入的；另一種推測是來自非洲雅司病，這可能是十五世紀中

葉以後隨著非洲奴隸傳入歐洲。47雖無法確知其起源，但可以確定的是：此疾最

初登陸歐洲時，其傳染性相當可怕，遠超過現在。據說在十六世紀初約有 1/3的
巴黎市民感染此疾；又據荷蘭學者伊拉斯莫斯在 1519年記載，當時未染上此疾
的貴族都被視為趕不上流行；1529年英國的的托馬斯‧莫爾爵士在《煉獄中的
靈魂祈求》中提及修道院醫院中這種新疾病的病患日增情形，他說： 
      三十年前那裡五人染上法國痘症，現在是人人染疾。 
上述記載顯示當時的患者應是可怕地增加。48為何當時歐洲新疾病梅毒傳染的 
性如此強烈？Frederick Cartwright在〈梅毒之謎〉中指出這可能和以下三個原因
有關：(1) 可能與它是一種新的疾病，人們可能毫無免疫力。(2) 可能與此疾的
傳染途徑有關，梅毒雖被視為一種性病，可經由性行為傳染，但也有可經由其他

的非性行為的接觸方式傳染，如接吻、共用飲水、酒器等的皮膚傷口的接觸傳染，

而且這或許是其擴大傳染的主要原因。(3) 並不是所有梅毒症狀都會出現明顯的
皮膚病變，如第一期的「下疳」以及第二期的「皮疹」都可能被誤診為小毛病，

且不治療也很快就消失；且第三期的梅毒，其神經、動脈的損壞又和早期的症狀

看似無關。因而許多患者或許一直未意識到已染上梅毒，而終身也不治療，人們

                                                 
45參見劉達臨，《中國古代性文化》，頁 785。 
46參見陳勝崑，《中國疾病史》，第七章〈梅毒的起源及傳來中國的經過〉，頁 76-77。而范行準在
《中國醫學史略》中指稱傳入年代為弘治十五年(1502)，但並未提及這是根據何種文獻記載；參 
 見范行準，《中國醫學史略》，頁 249。 
47Frederick Cartwright & Michael Biddiss，陳仲丹、周曉政譯，《疾病改變歷史》(濟南：山東畫報
出版社，譯自‘Disease & History’[English：Sutton Publish ,1972]，2004)，第三章〈梅毒之謎〉，
頁 50-55。 

48參見 Frederick Cartwright，《疾病改變歷史》，第三章〈梅毒之謎〉，頁 55；英人稱此疾為「法 
 國痘」或「大痘」，就如同中國稱梅毒為「廣東瘡」。 



                                                          第二章 痲瘋恐慌背景的探討 

                                           63

也不知他具有傳染性，這也可能使疾病擴大的原因。49以上三者可能是造成梅毒

在歐洲導致可怕傳染蔓延的原因，而明代中葉以後梅毒傳入中國後，這些因素也

可能造成梅毒在中國迅速擴大。 
當梅毒傳入中國時，正是中國情色之風越來越盛的時期，如《金瓶梅》的故

事情節所描繪的就是當時社會上有錢有勢、耽於享樂的新興商人階層縱情聲色、

追逐淫樂的現象。50明代中葉以後，娼妓業也越來越繁盛，如明萬曆年間謝肇淛

在《五雜俎》中記載當時娼妓之盛況： 
  今時娼妓滿布天下，其大都會之地，動以千百計。其他偏州僻邑，往往有 
  之。⋯⋯家居而賣姦者，謂之土妓，俗謂之「私窠子」，蓋不勝數矣。51 

而隨著娼妓業的興盛，梅毒的散播也勢必日益擴大，其造成的恐慌應是不言而喻

的。而明代高濂在《遵生八牋》中提及各種房中禁忌，其中之一即是「勿帶瘡毒

疾病未瘥入房」，52這個禁忌可能是梅毒蔓延恐慌下的反應。又如明崇禎年間陳

司成(浙江海寧人)在《霉瘡秘錄》中記載： 
   往余弱冠，與友人某某者同試虎林。彼狎邪青樓，而余畏不敢從，以余為

迂也。北歸未幾，友卧病，心知有所中（霉瘡）也，不敢彰其言，私倩余

商確(榷)。53 
從陳司成的記載可以看到明末社會雖娼妓興盛，但他因有所「畏」而不敢上妓院，

至於他所畏懼者除了是社會的禮教規範外，很可能是霉瘡的傳染；而其友人就是

因狎妓而染上霉瘡，在染病後，他不敢張揚，只能偷偷地求救於陳司成，這也反

映霉瘡是令人相當恐懼且見不得人的疾病。陳司成在書中也指出當時情色之風助

長此疾的傳染不已，他說： 
      邇來世薄人多□，沈匿花柳者眾，忽於避忌，一犯有毒之妓，淫火交熾， 
      真元弱者，毒氣乘虛而襲，初不知覺，或傳於妻妾，或傳於姣童。54 
他也提到霉瘡流傳的恐怖景象： 
   黴(霉)瘡一症，往往處治無法，遂令膏梁子弟，形損骨枯，口鼻俱廢，甚

則傳染妻孥，喪身絶育，深可憐惜！55 
以上記載指出不少富家子弟因此疾而受苦，且禍及妻子，說明霉瘡對當時中國家

庭及社會的衝擊。 
    此外，梅毒也可以經由「性行為」以外的各種方式而傳染，如前文提及正德
年間薛己在《薛氏醫案》中已提出楊梅瘡與胎傳有關，且在醫案中載有母患此症

而胎傳小兒的案例，而在另一醫案中則記載：   
      一小兒週歲傳染此症，誤薰銀硃之藥，昏憒不乳，遍身無皮。56 

                                                 
49參見 Frederick Cartwright，《疾病改變歷史》，第三章〈梅毒之謎〉，頁 55-56。 
50參見劉達臨，《中國古代性文化》，頁 792-800。 
51明．謝肇淛，《五雜俎》(台北市：新興書局，據萬曆卅六年刻本影印，1971)，頁 29b-30a。  
52明．高濂，《遵生八牋》(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子部第 177冊)，卷 10，頁 4a。 
53明．陳司成，《霉瘡秘錄》，〈自敍〉，頁 1a。 
54明．陳司成，《霉瘡秘錄》，〈或問〉，頁 8a。 
55明．陳司成，《霉瘡秘錄》，〈總說〉，頁 4a。 
56明‧薛己，《薛氏醫案》，卷 65〈保嬰撮要十〉，頁 2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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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薛己還記載了若干小兒染疾的案例，57而這些小兒案例，除了可能是胎傳

外，還有可能是其他接觸傳染的結果。根據汪機在嘉靖元年(1522)刊行的《石山
醫案》中記載楊梅瘡的病因如下： 
      何以能相染也？予曰：「其人內則素有濕熱，外則表虛湊疎，或與同厠而

為穢氣所蒸，或與共床而為瘡汁所漬，邪氣乘虛而入，故亦染此瘡。58 
由此可見汪機等醫家已掌握到共床及不潔厠所的皮膚接觸會導致梅楊瘡傳染。而

陳司成在《霉瘡秘錄》也說： 
      是証也，不獨交媾相傳，稟薄之人或入市登圊，或與患者接談，偶中毒氣， 
      不拘老幼，或即病；或不即病，而慘痛週身；或不作痛，而傳於內室；或          
      內室無恙，而移患於子女甥孫者。59 
此外，據范行準在《中國醫學史略》中指出明末社會不少人因服食「紫荷車」(胎
衣)之風而感染梅毒。60據陳司成對霉瘡為禍情形的描述則是「蔓延通國，流禍甚

廣」，他在書中列舉的醫案中可以看到染疾者如青樓、貴介、縉紳、縣尉、參軍、

庠生、太學、富室、賈人、農人、梨園、小兒、內室、室女等，可見即使不近妓

女的男女老幼之人也染疾，如室女案例是其侍婢所傳的。61以上記載都反映霉瘡

（梅毒）傳入中國後，的確透過各種方式在部份地區迅速擴大傳染，並造成相當

大的恐慌。而且由「入市登圊」或許可以推知，明代中葉以後商業及城鎮的發展

或許也是助長梅毒迅速流傳。 
而明代中葉傳入中國的梅毒為什麼會被中國社會及醫家被歸為癘病？據

Frederick Cartwright指出，梅毒曾被稱為「模仿秀」(the great mimic)，因其病症
易與其他疾病混淆，尤其是疹子等皮膚病變，其明顯的皮膚病變有時可能會與真

正的痲瘋病混淆；即使一位現代醫生，若不經由醫學檢驗專家的幫助，作驗血或

細菌的分析，僅靠初步的觀察也無法診斷梅毒這種難以捉摸的疾病。62因此，可

以推測當時的醫家雖然知道有一種新疾病的流傳，但未必能準確地診斷，而可能

常常會誤診。陳司成在《霉瘡秘錄》中對霉瘡的描述似乎也說明它是難以辨認的： 
      或問，此證有謂楊梅瘡，有謂棉花瘡，有謂砂仁瘡，名狀不一者何也？ 
      余曰：毒之相感者，一氣也；臟之見證者，各異也。⋯⋯如霉瘡有赤紫癮， 
      如瘋，如疹，如砂仁，如棉花，如鼓釘，如爛杮，如楊梅，或結毒破爛孔 
      竅，名狀不一；大約似楊梅者多半，故曰楊梅瘡，皆以形名，所以不一也。 
      63 
從陳司成對霉瘡病狀複雜多端的描述可以看出此疾應不易辨識，與 Frederick 
Cartwright指西方曾將梅毒稱為「模仿秀」的說法是相當吻合的；而且也透露出

                                                 
57明‧薛己，《薛氏醫案》，卷 65〈保嬰撮要十〉，頁 23a-23b。 
58明．汪機，《石山醫案》(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子部第 71冊)，卷中，「楊梅瘡」條，頁
23a。 

59明．陳司成，《霉瘡秘錄》，〈總說〉，頁 5b。 
60范行準，《中國醫學史略》，頁 249。 
61明．陳司成，《霉瘡秘錄》，〈總說〉，頁 4a；〈治驗〉，17a-27a。 
62參見 Frederick Cartwright，《疾病改變歷史》，第三章〈梅毒之謎〉，頁 48、52、53。 
63明．陳司成，《霉瘡秘錄》，〈或問〉，頁 7b-8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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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醫家的觀察已掌握到其病症在某方面與不易辨識的痲瘋病相似，如赤紫癮的

症狀可能很像「瘋」的症狀，因而將霉瘡與「瘋」混淆的情形可能不在少數。總

而言之，梅毒傳入中國後，沈之問等醫家及社會大眾將梅毒某些症狀視為痲瘋，

且隨著梅毒不斷擴大蔓延，社會上逐漸感受到風癩病具有強烈的傳染性，而對此

疾表現出前所未有的恐慌。因而梅毒的傳入極可能是中國南方地區出現風癩、痲

瘋病恐慌的另一個重要背景。 
    而據文獻記載，梅毒傳入中國後，沿海各地如閩粵浙等地區似乎深刻感受到
瘋癩病的威脅，傳染恐慌也日益強烈。這種傳染恐慌在十六世紀的以後的文獻記

載中屢見不鮮，如福建地區設置痲瘋收容機構的記載在十六世紀以後不斷出現，

固然與上一節提及的傳染病恐慌有關，但當時會設置痲瘋機構應是社會已感受到

傳染的擴大，而這種感受極可能是來自梅毒傳入所引發的傳染恐慌。又如嘉靖年

間沈之問在《解圍元藪》中指出南方人因相信癘疾的擴大傳染是閩廣室女「過癘」

的結果，而將它稱為「廣東瘡」： 
南人擬其(癘)名而曰楊梅瘡，又曰廣東瘡。蓋閩廣間有室女過癘，即生蟯
蟲，發為惡瘡，穢毒極盛，其氣易於傳染殺人，因此滋蔓於世，相感而生。
64 

在這則記載中，沈之問強調南方人將「癘疾」說成「廣東瘡」，這是相信其擴大

傳染主因－－閩廣地區室女透過「性行為」將病傳給他人後，其產生毒氣的殺傷

力及傳染性相當大，導致此疾散播各地。而嘉靖年間沈之問所載南方人的認知或

許可以更進一步說明由閩粵地區沿海口岸傳入的梅毒應被視為「癘」疾。又根據

目前可以掌握到的文獻顯示，廣東地區痲瘋病恐慌應是在十六世紀以後，如有關

過癩及痲瘋病院設置的相關記載始於嘉靖年間，因而當地對痲瘋病的恐慌也極可

能是梅毒傳入後造成的結果。又根據浙江景寧縣方志的記載，明末清初之際，當

地也出現痲瘋傳染的恐慌，而這也可能是梅毒傳入的結果。65雖然無法直接證明

以上各種推論，但以上列舉的事例清楚地反映痲瘋恐慌的確在梅毒傳入後更加擴

大、強烈了，而這也說明痲瘋病恐慌的擴大與梅毒傳入可能有相當密切的關聯。 
由於海外傳入的「霉瘡(梅毒)」可能源始於沿海的廣東、福建，且在當地流

行擴散，並傳往中國各地，學者梁其姿推測此一發展可能是導致明清醫家及社會

對痲瘋病地域性觀察出現偏差的主因之一。66的確，在梅毒傳入中國後，廣東、

福建可能是最早出現梅毒擴散現象的地區，因而不論當地人或外地人都視當地為

痲瘋病傳染最嚴重地區，且隨著梅毒由當地傳至各地，社會逐漸出現以閩廣地區

為痲瘋病的傳染源頭的說法；而這些認知可能是造成明代中葉以後中國社會漸漸

出現以痲瘋病是閩粵地區(尤其是廣東)特有疾病說法的主因；在此認知下，有人

                                                 
64明‧沈之問，《解圍元藪》，卷 1，頁 3a。 
65
據同治《景寧縣志》記載，建於明成化十九年以後至清雍正十三年以前的收容孤貧的養濟院因 

 內多痲瘋之人，孤貧不敢同住，遂為痲瘋院。參見《同治景寧縣志》(同治十一年刊本，中央研 

 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微捲)，卷 2〈公署〉，「養濟院」條，頁 17a。 
66參見梁其姿，〈中國麻風病概念演變的歷史〉，頁 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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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認為痲瘋病是其他各地少有，且誤以為其他各地痲瘋病是由閩廣傳入的，如

沈之問有關「過癩」的記載則反映當時南方社會甚至認為癘病的擴大傳染是閩廣

地區室女「過癘」散播的結果。因而梅毒傳入後痲瘋傳染擴大的認知，一方面引

發閩廣地方社會對痲瘋問題的關注；另一方面也導致當地痲瘋傳染及過癩的傳聞

層出不窮；而這些現象則更加強社會上對閩廣地區及癩病、痲瘋病關聯的諸多誤

解。 
梅毒的傳入除了造成社會上對閩廣地區的偏見外，社會對風癩、痲瘋的傳染

認知也逐漸強化。明代前期有關瘋癩在親人相傳的現象是以「傳尸」或模糊的「血

脈相傳」的說法去理解，並未看到胎傳痲瘋的記載；但由於梅毒是一種會經胎盤

傳染子女的疾病，因而明代中葉以後，醫家更加強調染癩父母會透過精血相傳而

遺傳子女，如沈之問指出父母患惡疾後生子女則必傳於子女： 
人稟父母精血而成形，⋯⋯若父母素患惡疾，必精血有毒，交感於胚胎傳

至於兒女。⋯⋯故若其未染惡疾之時，所生兒女，必無傳疰；若既生惡疾

之後所生兒女，定難免之。67 
而清乾嘉年間的蕭曉亭對於當時有人認為痲瘋病不會傳予子女相當不以為然，但

對於子女中未必人人發病，他則提出以下看法： 
      父精母血，交媾成形，而所生男女，或染或否，何也？病在內者無不傳，

病在外者間有不傳，未病而先生子，能禁忌者不傳。至云瘋病無及子女者，

則非也。68 
蕭曉亭指痲瘋病可能因某些因素而未傳子女，但他對不會遺傳子女的說法相當不

認同，這反映他堅信此疾應是一種遺傳疾病。而道光年間慵納居士在《咫聞錄》

中則稱痲瘋病會禍遺子孫： 
      染此症(痲瘋)貽害無窮，人襲其氣發之，發之而生子孫，均是痲瘋。69 
清末吳研人在《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也指出痲瘋病是可怕的遺傳病，他說： 
      這個病非但傳染，並且傳種的，要到了第三代纔看不出來，然而骨子裡還 
      是存著病根。70 
以上的記載都反映明清以來社會更加相信癩病、痲瘋病是一種遺傳疾病。然而這

種說法似乎有待商榷，因現代醫學的痲瘋病雖有家人相傳的現象，但這可能是因

家族基因對痲瘋桿菌的反應相似及與家人間接觸頻繁的結果，且根據研究發現，

如果痲瘋病人生產後立即將其子女隔離，則子女罹患痲瘋病的機會相當少。71而

                                                 
67明‧沈之問，《解圍元藪》，卷 1，頁 6b-7a。 
68清‧蕭曉亭，《瘋門全書》，頁 777b。 
69清．慵納居士，《咫聞錄》，卷 8，「痲瘋」條，頁 8a。 
70清．吳研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第 60回〈談官況令尹棄官，亂著書遺名被駡〉，頁 69。 
71有關痲瘋病是否為遺傳疾病，在過去發現痲瘋病聚集在某些家庭中，因此被認為是一種遺傳性

疾病。根據種族差異、家庭聚集的現象，家譜、雙胞胎的研究，都顯示遺傳對痲瘋病的影響。

但這些研究都有干擾因素，如痲瘋病的家族聚集是因同居接觸感染或是家族遺傳或是環境因素

所致？根據研究發現接觸感染的危險性較大。且根據老鼠研究顯示，不同的基因決定對痲瘋病

桿菌的感染反應及續發的反應。因而家族間的痲瘋相傳應是因家人基因對痲瘋病桿菌的反應相

似及接觸頻繁所致。至於痲瘋病的母親是否會把病傳染給新生兒？根據研究，癩瘤型的母親所



                                                          第二章 痲瘋恐慌背景的探討 

                                           67

痲瘋病被視為遺傳疾病的認知必然在社會上造成更大的恐慌，因而在福建等地出

現痲瘋病患的家人無人肯與婚配而絕嗣的情形，72而明清痲瘋院中病患的子女也

因此註定一生被隔離。73 
此外，可以經由性行為傳染的梅毒傳入中國後，也強化了社會上對瘋癩與

「性」之間關聯的認知，而在梅毒傳入後，痲瘋病被視為性病的諸多認知中，「過

癩」之說的強化似乎是最令人不安的，且引發人們對瘋癩病更大的恐懼及極端的

厭惡，74甚至導致廣東地區相當嚴重的社會治安問題。 
 

 

第三節  過癩恐慌的擴大 

 
 
所謂「過癩」是中國民間流傳的一種痲瘋病療法，即染患痲瘋病者透過性行

為可將身上的病毒傳給他人，以減輕其病情，甚至得以完全治癒。這種透過「性

行為」治病的傳聞，就目前掌握的文獻來看，最早記載見於南宋的閩中地區，而

大盛於明清時代的閩粵地區，尤其是廣東地區，其「過癩」傳聞層出不窮，甚至

已到了駭人聽聞的地步。 
 

一、南宋閩中「過癩」之說 
 
南宋末年，周密(吳興人)在寓居杭州時所著《癸辛雜識》(1279)中已留下閩

中地區「過癩」傳聞的記載，如下： 
閩中有所謂「過癩」者，蓋女子多有此疾，凡覺面色如桃花，即此證之發

見也。或男子不知，而誤與合，即男染其疾，而女瘥。土人既皆知其說，

                                                                                                                                            
生的新生兒體內有痲瘋特異抗體，而且母奶中帶有痲瘋分枝桿菌；以上研究是否表示胎盤及母

奶具有傳染痲瘋病的潛在危險呢？但根據研究發現，如果痲瘋病人生產後立即將其子女隔離，

則其子女得痲瘋病的機會相當少。參見蔡寶鳳、周碧瑟，〈痳瘋病的文獻回顧〉，頁 333a-334b。 
72清‧侯敬庵、鄭鳳山，《瘋門辨症》，頁 806。 
73清末海關醫官黃寬曾到過兩個痲瘋收容機構，其中不少人看起來有如健康人，似乎並未染疾 
 (Wang ,“Dr. F. Wang’s Memorandum on Leprosy(Canton),”p14.)；而英國醫師康德黎曾在廣州附近 
 的一個痲瘋機構的研究痲瘋病是否會遺傳子女，結果發現有些小孩很健康、完全没有染病，有 
 的卻已出現痲瘋病的初期症狀，即使罹疾的小孩，他也難以斷定是因母乳傳染或先天遺傳的 
 (Cantile, Report on the Conditions under Which Leprosy Occurs in China, Indo-China, Malay,the  
 Archipelago ,and Oceania,Compiled Chiefly during 1894,pp.11，14-15，on pp.11，15.)；以上內容 
 均轉引自李尚仁，〈十九世紀後期英國醫學界對中國痲瘋病情的調查研究〉，頁 462，475。由黃 
 寬及康德黎的報告反映痲瘋村中的小孩有些仍是未染病的，他們可能終生不會染病，也可能會 
 因待在痲瘋村中而染病，但無論何種結果，他們一生都要待在痲瘋村中。 
74梁其姿推測明清社會對痲瘋病的恐懼及厭惡或許與將性病梅毒視為痲瘋病有關，參見梁其姿，

〈中國麻風病概念演變的歷史〉，頁 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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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多方詭作，以誤往來之客。杭人有嵇供申者，因往莆田，道中遇女子獨

行，頗有姿色，問所自來，乃言為父母所逐，無所歸，因同至邸中。至夜，

甫與交際，而其家聲言捕姦，遂急竄而免。及歸，遂苦此疾，至於墜耳、

塌鼻、斷手足而殂。75 
此一記載或許來自杭州地區的傳聞，但反映當時人們已有癩病是會透過「性接觸」

相傳的認知；也說明相傳杭人嵇供申在閩中染病，這是落入「面色如桃花」的癩

女所設下的「過癩」陷阱。這則記載中的主要內容包括：「面色如桃花」的癩女

將病過給落入桃色陷阱的男人，尤其不知情的外地人更容易落入「過癩」陷阱，

而這些情節後來都成為明清「過癩」記載的內容。但周密的「過癩」記載中為何

會認定閩女把「癩」病過給男子？要解讀此一資料，或許可以藉由痲瘋病本身的

特色以及中國社會對此疾的認知作更深入的觀察。 
 

(一)無法確知病源下的聯想 

 
據現代醫學的觀察，痲瘋病雖是一種傳染病，但由於其潛伏期相當長(平均

二至六年)，而痲瘋桿菌具有相當穩定性，可在體外生存數天(甚至可以存活二十
多年)，人們不易察覺到其傳染的過程；因而據現代醫學報告，有些病人表示並
未接觸過痲瘋病人就得了痲瘋病。76在傳統社會對瘋癩病也有類似的記載，如據

道光末年刊行的《咫聞錄》中稱：「廣西伊籐縣有一富翁痲瘋頓起，不知從何染

來。」77這則記載說明在傳統社會人們對染病的經過實難以掌握。1873年(同治
十二年)以前，西方的醫生也無法掌握其傳染經過，因而多主張痲瘋病不是傳染
病；而 1873年韓生(Armauer Hansen)發現痲瘋桿菌後，當時許多醫生對傳染病的
說法仍抱持存疑態度。如清末山東煙台醫官W. A. Henderson表示在中國曾看過
許多痲瘋病患，但他無法斷定此疾是否具有傳染性，因他無法「找到任何一個病

例的傳染源頭」。78以上古今痲瘋相關文獻都說明痲瘋病的傳染過程是很難掌握

的；因此，杭人嵇供申進入多癩的閩中地區後，染疾的過程應是無法確知的。因

而其致病原因的認知極可能是一種聯想。 
 

(二)「萬惡淫為首」思想下不道德「性」的焦慮 

 
                                                 
75南宋‧周密，《癸辛雜識後集》，頁 26b-27a。 
76〈痳瘋病的文獻回顧〉的作者指出這可能是病人得病後再回憶過去的暴露經驗會有偏差；參見 
 蔡寶鳳、周碧瑟，〈痳瘋病的文獻回顧〉，頁 333b-334a。  
77清．慵納居士，《咫聞錄》，卷 8，「痲瘋」條，頁 8a。 
78W. A. Henderson,“Dr. W. A. Henderson’s Peport on the Health of Chefoo for the year ended 31st  
 December 1887,” ”Medical Report of the Chinese Imperial Ｍaritime Custome No.35(1888),  
 pp.15-16；轉引自李尚仁，〈十九世紀後期英國醫學界對中國痲瘋病情的調查研究〉，頁 456-457。  
 無法確知傳染源是因：據病人的說法，家中及居住村子中都没有人染患此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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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無法確定杭人嵇供申何時何地染疾，但人們認定嵇供申在閩中近女色

而感染癩疾，這可能是人們相信閩中地區多「癩」病，在當地易染病；而且對傳

染經過充滿想像，但「過癩」傳聞中為何會強調性行為的傳染方式？  
李尚仁在〈十九世紀後期英國醫學界對中國痲瘋病情的調查研究〉中指出，

1890 年代以前來華的英國醫生，雖然大多不強調痲瘋病是一種傳染病，且也有
女性較少染病的認知，但他們相當關注痲瘋是否會透過性行為傳染以及透過生育

遺傳給下一代的問題，且特別強調女性可能扮演的傳播角色。李尚仁並指出，這

些現象其實透露出英國在華醫師對痲瘋病的恐懼混雜了對異族間通婚及性行為

的焦慮。79在南宋周密的記載中，閩中被視為多癩地區，這種認知應是某種程度

的客觀觀察結果；但南宋以前有關痲瘋病的文獻記載多以男病患為主，80而周密

的記載中卻強調閩中多癩女，並且強調外地人染上當地流行的癩病是因與閩中癩

女間性行為導致的結果。這種有別於過去的認知，或許與清末在華醫生重視痲瘋

病傳播上女性扮演角色的探討，有共同的內在意義：即人們對與被視為多痲瘋地

區女子間的性行為充滿焦慮，而這種焦慮是來自與女子的親密接觸恐會招致痲瘋

傳染的想像。因而閩中的「過癩」傳聞可能來自與所謂多癩地區女子發生性行為

的恐懼而形成的想像。 
然而上述的想像形成原因之一，或許也與中國社會認定「癩」病和近女色有

密切關聯的認知有關。自隋唐以後，醫書中對「癩」病的成因，多强調是「觸犯

忌害」以致「毛孔既開，冷熱風入五藏」而生蟲致病，而所謂「忌害」其一即是

「行房太過」；因此，在「癩」病的治療上，也多强調「戒房事」、「但離妻妾，

無有不瘥」，並主張治癒後要「慎房事」。81由於醫家的强調，過度的性行為成為

可能致「癩」的病因。又據張嘉鳳在〈「染疫」與「相染」〉中，指出在魏晉以後

已有男女透過性行為而導致「陰陽易」的疾病相染的認知。82而在南宋以後，陳

言等又提出「傳染」的看法；因此，南宋以後人們可能在「癩」病與「性」、「傳

染」三者之間作了相當密切的聯想。 
此外，宋代以後，由於理學思想盛行，社會上强調禁慾及道德，因而嚴防非

夫婦關係的兩性有過多的接觸，「萬惡淫為首」的想法逐漸形成。這種思想也深

刻地影響人們對疾病的認知，如蘇軾曾為文指友人(應是指劉貢父)受風疾之苦而

                                                 
79如漢口醫官 A. G. Reid 就提出警告說：「雖然相對而言女性常免於外在症狀，但她們仍能將『軟 
 弱而易遭感染的體質』遺傳給下一代男性。」引自 A. G. Reid, “Dr. A. G. Reid Report on the Health  
 of Hankow for the year ended 30th September 1871，” p.56.轉引李尚仁，〈十九世紀後期英國醫學 
 界對中國痲瘋病情的調查研究〉，頁 463；參見李尚仁，〈十九世紀後期英國醫學界對中國痲瘋 
 病情的調查研究〉，頁 461-468。 
80參見胡萬川，〈蛇酒與痲瘋女的故事─醫療傳說與相關的小說〉，頁 47。 
81隋‧巢元方，《巢氏諸病源候總論》，卷 2，「諸癩候」條，頁 22b；唐‧孫思邈，《千金翼方》，
卷 21〈萬病〉，頁 251；金‧劉完素，《素問病機氣宜保命集》，卷中，頁 17a。 

82參見張嘉鳳，〈「染疫」與「相染」──以〈諸病源候論〉為中心試論魏晉至隋唐之間醫籍的疾 
 病觀〉，頁 418-419；漢‧張機，《傷寒論註釋》，卷 7，頁 4a-4b；唐‧孫思邈，《備急千金要方》， 
 卷 33，頁 2a；唐代‧王燾，《外臺秘要方》，卷 2，頁 50a；隋‧巢元方，《巢氏諸病源候總論》， 
 卷 8，頁 13b-14b。 



痲瘋病與明清社會 

 70

生命垂危，這是因「酒色之娛而已」。83蘇軾的記載說明北宋已有風疾是因近女

色的認知。而根據 Skinsnes1960 年代在香港痲瘋病診所，發現了廿三個
apra-angst(即自以為染患痲瘋病，但實未染患者)，其中除了一個來自台灣外，其
餘二十二人均來自中國大陸。Skinsnes對這些人所以會產生染病的恐懼所作的研
究發現，其中有十五人在尋求醫療前數月內曾經找過妓女，四人一直患有性病，

一人與其妻子在月經期間性交，另外三人原因不明；換言之，多數人的焦慮來自

「性」的不道德或不潔。84Skinsnes 的研究結果反映部份中國人相信不被接受的
性行為是會招致懲罰性的痲瘋病。而嵇供申的染病傳聞，是否也可能由於認定「不

道德」的性行為會招致天刑病，而在多癩的閩中地區與當地女子發生婚外性行

為，其罪罰則是染上癩病？  
 

(三)民俗與病症誤識下的聯想 

 
至於癩女會設下桃色陷阱將癩病「過」給他人的認知又是如何形成的？這或

許和民俗的認知以及對癩疾症狀的誤識有關。1937年周作人在〈說過癩〉一文
中曾指出，過癩的想法可能來自民間相信法術可醫病的認知，如紙上寫「重傷風

出賣」、「風眼出賣」等，就可以將病賣給他人，而賣者則病癒。85這種民俗療法

想法或許是形成「過癩」之說的主要背景。雖不能確定閩中地區是否真有此習俗，

但可以反映當時杭人對閩中地區可能充滿恐懼、偏見；而這種恐懼、偏見的產生，

或許來自人們前往陌生地區所引發的焦慮。 
唐代中葉以後，原本因自然條件阻隔而孤立於中原文化之外的閩中地區，隨

著北方人口南移以及海外貿易的繁榮，其文化及經濟快速發展，至宋代當地高官

備出、文風鼎盛(閩學領導南宋的學術思想)及商業資本發達，福建已儼然成為華
南地區的經濟及文化先進地區。86無論基於政治、學術或商業等因素，南宋杭州

人前往閩中的機會應不少，如嵇供申前往的莆田(興化軍)即是生產特產品的重要
城市；87然而當時資訊不發達，不少杭人對閩中其實是茫然無知的。由於自古閩

中因地處偏僻，被中原人視為蠻荒地區，甚至到明代社會對當地仍充滿偏見，如

明嘉靖年間沈之問在《解圍元藪》中曾記載：「閩粵之間，造成蛇蠱、符水、魘

瘴之毒最能害人。」88這則記載透露明代中葉人們對閩粵地區仍充滿恐懼及偏

見，相信當地盛行以巫術害人；而南宋社會對閩中地區的傳聞或偏見應也不少。

因而嵇供申的傳聞的產生，除了來自江浙人的文化優越感及傳統地域偏見外，或

許還來自杭人對前往自己茫然無知遠方的恐懼，在有意或無意間，種種有關閩中

                                                 
83宋‧蘇軾，《東坡志林》，卷 7，頁 12a。 
84參見蔡寶鳳、周碧瑟，〈痳瘋病的文獻回顧〉，頁 340b。 
85周作人，《周作人文類編(四)─人與蟲：自然、科教、文明》(長沙：湖南省新華書店，1998)， 
 〈談過癩〉，頁 562。 
86斯波義信，《宋代商業研究史》，頁 428-430。 
87斯波義信，《宋代商業研究史》，頁 315。 
 88明‧沈之問，《解圍元藪》，卷 1，頁 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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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駭人聽聞的傳言就不脛而走。由癩女多陷害「往來之客」的說法，可見外地

人前往閩中時內心其實相當忐忑不安。 

    至於為何會有閩女是「過癩者」的認知？根據周密的記載，女子「面如桃花」
是癩疾的初發，但人們可能又注意到閩女出現這種症狀後，病情並未惡化，甚至

莫名地病癒，並相信這應是因她把病過給不知情的男子。的確，「癩」病是一種

皮膚病變的疾病，其最初病症會在皮肉上出現紅色斑塊或斑疹的皮膚病變，但出

現這種皮膚病變並不表示即是染患癩病，也可能是染患其他的病變。在中國醫學

史上，不少文獻指出非痲瘋病的皮膚病變常被誤識為痲瘋病，如在《北史》中記

載長孫子彥因墜馬受傷而「開肉鋸骨」，晚年因「石發，而舉體生瘡」，其親戚兄

弟以為惡疾；89又如《普濟方》中也記載一農夫因蛇毒全身潰爛，而被誤認為染

患癩病。90因而，清光緒初年福建士人侯敬庵、鄭鳳山二人，就因許多皮膚病變

的症狀類似「麻瘋」被誤診為令人恐慌的「麻瘋」，並造成諸多弊端，而著《瘋

門辨症》一書，明列痲瘋三十六種真假辨症圖式，以供人們辨識。作者在此書中

曾指出三十六種瘋中只有十種是真痲瘋，其餘二十六種是「似瘋而非瘋」；又作

者描述麻瘋病症時曾提及「癬有六種，俱似痲瘋」；此外，作者又提到福建婦人、

閨女、幼童多患一種「桃花癬」，而不辨是非、貪圖利益、不顧人命的俗醫直指

此症「為麻瘋初起」；以上記載都反映痲瘋病相當容易被誤診。91而侯敬庵、鄭

鳳山在《瘋門辨症》中所提及清代婦女及幼童常染患、且常被誤指為麻瘋病最初

症狀的「桃花癬」，是否可能才是真正造成南宋閩女多「面如桃花」認知的原因？
92雖然，就目前的資料並無法証實此一假設；但無論閩女的「面如桃花」是因染

「癩」病或是得了「桃花癬」等其他皮膚病，當時人們似乎已在「面如桃花」與

「癩」病間作了相當緊密的聯想，認為「面如桃花」的病症是會過人的「癩」病，

而閩女也被認定為癩者，且被冠上會將「癩」病「過」給男人的罪名。  
雖然，無法確切地證明上述的諸種揣測；但從周密的「過癩」的記載中，已

看到南宋時杭州人如何將「閩中」、「女人」、「性」與可怕的「癩病」結合在一起，

指稱前往閩中的杭人罹患癩病是閩女設計陷害的結果，而閩女已背負著難以承受

的不道德罪名。因此，周密的「過癩」記載充斥著杭州等地人們對閩中所知各種

現象的聯想以及地域、性別的歧視；而這種聯想及歧視夾雜著對遠方的恐懼、地

域偏見，以及對不道德性行為的焦慮。因而雖然無法確知南宋閩中是否真多癩女

及存在過癩之俗，但周密的記載透露出杭州等地的人對閩中及違反禮教的婚外性

行為充滿恐懼及焦慮感。 
     

二、明清時代過癩的恐慌 
                                                 
89唐．李延壽，《北史》，卷 22〈列傳第十〉，「長孫道生」條，頁 14a。 
90明‧朱橚撰，《普濟方》，卷 306〈諸蟲獸傷門〉，「諸蟲傷附論」條，頁 38b。 
91清‧侯敬庵、鄭鳳山，《瘋門辨症》，頁 809b。 
92由於東南地區氣勢濕熱，居民易生皮膚病，如根據清末英國海關醫師的報告，中國南方各地居 
 民多患皮膚病；參見李尚仁，〈十九世紀後期英國醫學界對中國痲瘋病情的調查研究〉，頁 455， 
 頁 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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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末年周密「過癩」的記載顯示當時已有癩病可經由性行為而「過」給他

人的傳聞；明代中葉以後，此一傳聞強而有力地在兩廣、福建等地廣為流傳，並

造成相當大的恐慌，甚至醫家也深受此說的影響。 
 

(一)過癩恐慌擴大的背景： 

 
為何明代中葉以後，廣東等地「過癩」的傳言如此盛行？論者認為明清時代

的通俗文學及民間傳說中的過癩之說是在梅毒傳入後，大風病被視為一種性病的

結果。93雖然此說未必完全正確，在梅毒傳入之前，因對不道德性行為的焦慮而

形成的過癩之說已流傳；但梅毒傳入後，過癩之說的確更加盛行。因而，明清過

癩之說盛行應是社會對不道德性行為的焦慮及梅毒傳入二者相互激盪的結果。 
 

1梅毒的傳入 

前文曾提及沈之問指出「風癩一症，輕重之別耳」，學者梁其姿推論沈之問

將「癘」、「風」分為輕重兩種類型，可能是把「霉瘡」歸為「癘」之類。若是如

此，是否有一種可能，即人們可能會將妓院流傳的「霉瘡」視為症狀較輕的「癘」，

並誤以為是性行為減輕其毒，因而病情未進一步惡化，且就病理上而言，並非接

觸到病原者必染病，據陳司成說：「有終身為妓、半世作風流客者，竟無此恙。」
94這些因素可能使得「過癩」之說更有說服力。在人們對「癘」與「霉瘡」二者

的認知曖昧不明的情況下，其毒酷烈異常的「霉瘡」，若被視為「癘」，則可能更

加強人們對「風癩」、「大麻風」是一種性病的認知；而且隨著「霉瘡」在妓院中

的蔓延，社會對婚外的性行為必定更充滿焦慮感，對「風癩」、「大麻風」的恐懼

也會隨之加強，而「過癩」的傳聞也會更加繪聲繪影地出現。因而，社會對「過

癩」傳聞更加恐懼、厭惡；但也有人因而相信性行為可以減少體內的毒蟲、毒氣，

並試圖藉性行為把毒「過」給他人，如周信銘在〈從槍決麻瘋病患談到麻瘋問題〉

(1937)一文中指出賣瘋行為的動機是「用非科學的方法想減輕自己病徵的妄
念」，95這說明過癩之說在中國社會的確相當具有說服力，甚至可能有人試圖以

這種方式治病。這些都可能是造成「過癩」恐慌擴大的原因；然而，社會對妓院

的恐懼並不完全來自梅毒的擴散，據康熙年間閔鈜在《蕉窗十則註解》中告誡寄

興青樓者：「或遇屍癆、瘡毒默相傳染，形軀臭爛，性命難存，嗟何及哉！」96可

見當時有人將非性病的的癆瘵也視為可以經由性行為傳染的疾病，而這種看法的

形成，固然來自傳統的縱慾致病及「陰陽易」的認知，或許還來自士人對悖離禮

                                                 
93參見梁其姿，〈中國麻風病概念演變的歷史〉，頁 423。 
94明‧陳司成，《霉瘡秘錄》，〈或問〉，頁 8b。 
95周信銘，〈從槍決麻瘋病談到麻瘋問題〉，頁 7a。 
96清‧閔鈜，《蕉窗十則註解上》，卷上，頁 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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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的縱慾行徑的憂慮。 
 

2禮教失序的焦慮 

    學者多指出明代中葉以後，隨著全國各地商品經濟的繁榮及政治控制的鬆
動，人們的生活及價值出現巨大的轉變，除了許多士人縱情地享受生活外，還對

傳統的禮教提出質疑，挑戰宋明以來的「存天理，滅人欲」的禁欲的束縛，肯定

人欲是人性的自然表現。當時在經濟的繁榮及思想解放的激盪下，庶民文化也呈

現出物慾橫流、情色之風熾盛的風格。娼妓的興盛、《金瓶梅》等色情小說以及

明清流行歌謠都反映明清時代人們對情色的追求，而《牡丹亭》、《紅樓夢》等文

學作品則表達出明清士人解放情欲的呼聲。但明代中葉以後，社會風氣的轉變引

發士人階層的禮教失序的憂慮，而力圖挽救道德危機。97 
    而禮教危機的憂慮之一即是對性充滿焦慮感，視它是萬惡根源，不僅處處謹
防踰禮的行徑，且企圖壓制任何誘發情欲的因子。因而為戒淫行，不僅強調娼妓

的可怕，通俗文學、戲劇中的情色都應禁絕，如明末劉宗周(1578-1645)對戲本多
「男女私媟之事」斥為「深可痛恨」，因： 
      聚父子兄弟，並幃其婦人而觀之，見其淫謔褻穢，備極醜態，恬不知愧。    
      曾不思男女之慾如水浸灌，即日事防閑，猶恐有瀆倫犯義之事，而況乎宣 
      淫以道之。試思此時觀者，其心皆作何狀？不獨少年不檢之人，情意飛蕩， 
      即生平禮義自持者，到此亦不覺津津有動，稍有不自制，便入禽獸之門， 
      可不深戒哉？98 
對所謂的「淫書」，士人也多主張應嚴禁，因他們認為這些小說「將男女穢跡敷

為才子佳人，以淫奔無恥為逸韻，以私情苟合為為風流。」「雲期雨約，摹寫傳

神⋯⋯因而傷風敗俗者有之，犯法滅倫者有之⋯⋯況人好德之心，不能勝其好色

之念，既以挑引於其前，鮮能謹持於其後。」99此外，士人對男女之防更加嚴格，

強調親人間無論翁婦、嫂叔、姐夫及小姨等都應避嫌，而且要求婦女不可抛頭面，

以免男女混雜，100而家訓中也強調子弟應「戒淫行」： 
      戒淫行，以傷風化。凡子孫之輕俊者，必拘以讀書務學或耕種為業，不得 
      縱其遊手好食，窺伺鄉之婦女，群飲伴行，日夜相逐，以長淫風，致眾憤 
      怨累於其身，以辱及其宗。凡有此者，父母責之於家，宗族責之於堂，其 

                                                 
97李孝悌，〈十八世紀中國社會中的情欲與身體──禮教世界外的嘉年華會〉，《中央研究院歷史 
 語言研究所集刊》，72：3(2001.09)，頁 544-545。 
98明‧劉宗周，《人類譜記》(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子部第 23冊)，卷下，頁 15b-17a。 
99引自史搢臣，《願體集》，轉引自清‧陳宏謀，《訓俗遺規》(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 158 
 冊)，卷 4〈願體集〉，頁 13a-13b。 
100如《願體集》中指翁婦、嫂叔、姐夫及小姨之間「皆不避嫌，近於蠻貊」，並主張「避嫌不必 
  相隔太遠也，三步之外，止足背立可也。」並強調「謹飭閨門」，無論服食器用脂粉女工針線 
  之物都應由親人及童僕代之，且批評婦女入寺燒香登舡遊玩等都有違男女之防。轉引自清‧陳 
  宏謀，《教女遺規》(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子部 951冊)，卷下〈願體集〉，頁 16a-17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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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毋恕。101 
以上士人的諸種作為無非要斷絕誘發情色欲望的事物以維護禮法秩序。 
    而對禮教失序的憂慮也表現在醫家對疾病的看法，如明末吳有性在《瘟疫論》
中曾指出許多「陽證」因病患近女色而被誤診為「陰證」： 

但窺其人多畜少艾，或適在妓家，或房事後得病，或病適至行房。醫問及

此，便疑為陰證。殊不知病之將至，雖僧尼、寡婦、室女、童男、曠夫、

閹宦亦皆有之，與房慾何與焉？即使多畜少艾，頻宿娼妓，房事後適病，

病適至行房，此際偶值病邪發膜原，氣擁火欝，未免發熱，到底終是陽證，

與陰證何與焉？102 
由於放縱性欲是當時社會的一大禁忌，平日多「近女色」者若染病，則醫家常不

假思索地視為不守禁慾所致，甚至認為這是一種懲罰；這種看法在中國勸善書中

處處可見，如清代康熙年間閔鈜在《蕉窗十則註解》中勸誡士人應當節制性慾，

否則可能會癆瘵纔身： 
士人讀書作文辛苦，更宜節慾，蓋勞心而不節(淫)慾必火動，火動則腎水
日水秏，水秏而火益熾，則肺金受害，傳變為癆瘵，必至夭亡。103 

這則記載與「陽證所以被誤診為陰證」的情形一樣，視士人染患癆瘵是因不知節

制性慾的結果。此外，善書中不謹告誡人們流連妓院會有染患梅毒及癆瘵的危險

外，光是「思慕」之情都是可怕的淫行，且其下場的可怕也不亞於上妓院，如閔

鈜在《蕉窗十則註解》對「未見，不可思」所作的註解中即強調情欲的可怕： 
      此三句，言人之入於淫行，皆由心地不正⋯⋯故欲戒其事，先戒其心，平 
      日燕居獨處必須收拾一箇乾乾淨淨念頭，時時儆覺，刻刻提撕，天理既存， 
      人欲自遏⋯⋯如其慾火焚燒，精神易竭，遂至其聰明短其思慮，有用之人 
      不數年廢為無用，而且漸成癆瘵而死。蓋不必其常近女色，只此獨居時一 
      念，邪淫已足喪其生而有餘也。104 
而士人在鄉約也不忘提醒「世未有淫慾而身不夭病者」。105而這種禮教失序的憂

慮也表現在對「惡疾之首」痲瘋病的認知，如明代中葉沈艾軒不願為縱情聲色的

富翁治病，以及《瘋門全書》所錄〈五不治〉中列有「不禁房事者，不必治」，

比起元代朱震亨的不能「絕房者」不治的說法，明清痲瘋醫家似乎對放縱性行為

表現出更多焦慮。尤其沈之問在《解圍元藪》中曾提及風癘病患「陽事易舉」，

並主張在不影響病患傳宗接代的情形下，可以採取倒陽的作法以保住其性命，這

充分說明部份士人對性已到深惡痛絕的地步，真想斬草除根、一了百了。明代中

葉以後強調痲瘋病與性的關聯實來自對士人對禮教失序的焦慮及挽救危機的作

法，而梅毒傳入後，則更強化二者間的關聯，痲瘋病是縱慾者罪罰的說法似乎更

                                                 
101民國《番禺縣續志》(台北：成文出版社，據民國二十年刊本影印，1967)，卷 2〈輿地志二‧ 
  風俗〉，「明王存性家訓五戒」條，頁 42b。 
102明‧吳有性，《瘟疫論》，卷下，「論陰證世間罕有」條，頁 19a-19b。 
103清．閔鈜，《蕉窗十則註解》 (收入《叢書集成》續編第 47冊)，卷上，頁 3b。 
104閔鈜，《蕉窗十則註解》，卷上，頁 6a-6b。 
105雍正《揭陽縣志》(北京：中國書店，據雍正九年刻本影印，1992)，卷 4〈風尚〉，「薛侃鄉約 
  諸欵」條，頁 11b。 



                                                          第二章 痲瘋恐慌背景的探討 

                                           75

加強化，而過癩恐慌也隨之擴大。 
 

(二)明清文獻中的過癩記載 

 

1室女過癩 

明清時代，無論是醫書或一般文獻多指「過癩」習俗流行於福建、兩廣地區，

尤其以廣東最為盛行，且不少記載認為癩病的擴大流傳是「室女過癩」的結果。

如嘉靖年間沈之問在《解圍元藪》提及南方社會存在閩粵地區的「室女過癘」的

認知： 
閩廣間，有室女過癘，即生蟯蟲，發為惡瘡，穢毒極盛，其氣易於傳染殺

人，因此滋蔓於世，相感而生。106 
由此可見南方社會似乎將癘病的傳染擴大歸咎於閩廣室女的「過癘」。這種將可

怕的疾病歸因於女人的性行為而引發的認知，歷史早已先例，如蕭璠在〈漢宋間

文獻所見古代中國南方的地理環境與地方病及其影響〉一文中指出古代南方有一

種特有風土病──蜮病，107對於這種可怕的疾病，中原人充滿恐懼，而據《尚書

大傳》中引《洪範五行傳》指出其成因： 
      蜮如鼈，三足，生於南越，南越婦人多淫，故其地多蜮，淫女惑亂之氣所 
      生。108 
又據《搜神記》中也有類似的記載：「先儒以為男女同川而浴，淫女為主，亂氣

所生。」109以上兩則文獻說明古代中原人對南方的疾病其實充滿地域偏見，以南

方的可怕疾病為當地婦女淫蕩所致；了解過去中原人如何看待可怕的南方疾病

後，應不難理解為何明代南方社會(主要是江浙等地區)將癘病擴大歸因於閩廣女
子的「過癩」行為。 
但為什麼明代中葉南方社會強調閩粵「室女」淫行所導致的結果？此說在某

種程度上是來自當時醫學的認知，如乾嘉年間江西人蕭曉亭在《瘋門全書》中指

出：  
精血交媾，夫妻豈有不傳。男傳女者少，女傳男者多，何則？女人因月水

下而能泄其毒，故瘋病者少，或言婦人賣瘋之說，理亦可信。又言地土所

產，室女亦必賣瘋，則終身不患此病，而所賣人則生瘋。若果有此，當於

室女經水初至時，即用藥治之。110 
蕭曉亭指出，痲瘋病人的瘋毒、瘋蟲會透過「(男)精(女)血交媾」而傳染，因而
對世傳婦女賣瘋之說，他認為是合理的；對於為何痲瘋病人男多於女的現象，他

                                                 
106明‧沈之問，《解圍元藪》，卷 1，頁 3a。 
107蕭璠，〈漢宋間文獻所見古代中國南方的地理環境與地方病及其影響〉，頁 261-271。 
108漢‧伏勝撰，鄭玄注，《尚書大傳》(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經部第 68冊)，卷 2 
109晉‧干寶，《搜神記》(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子部第 349冊)，卷 12，頁 8b-9a。 
110清，蕭曉亭，《瘋門全書》，頁 777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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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認為這是因女人可以透過月經出血將體內的瘋毒、瘋蟲排出；至於室女賣瘋，

他雖未必完全相信此說，但認為若此說為真，則應在女子初經時立即以藥助其排

去血中的瘋毒、瘋蟲。蕭曉亭的論述說明室女過癩之說具有某種程度的說服力。 
閩廣「室女過癩」認知的形成，除了來自「地土所產，室女亦必賣瘋」的地

域性歧視外，或許還必須從明清社會的室女情結才能窺出端倪。明清社會室女情

結的表現有二：即室女嗜好及室女貞操的重視。在「室女的嗜好」心理作祟下，

新婚之夜新郎倌最在乎的是新娘子初夜見血，且有不少嫖客願意多付數倍的金

錢，只為買得雛妓第一次破身，且樂此不疲。111而對室女貞操的重視，明清社會

對室女守貞的要求相當嚴格，而失貞的女子則將被男人鄙視，永世不得翻身；112

因而奸淫室女者其罪孽深重，如康熙年間閔鈜在《蕉窗十則註解》中記載淫戒中

尤其要謹慎室女，否則將災禍臨頭： 
  尤宜慎三字言於諸淫戒中，此則尤當謹慎，不可稍忽也。蓋閨中待字之年
正一生名節攸始，是以求婚配者，必擇門方端風化者，首揚貞烈，關係不

小。 
  消陰律云：⋯⋯姦人室女者，得子孫淫佚報。世有忠厚善人而身後不昌，
才士文人而終身潦倒者，其病皆由於此。古人云：淫人者，殺其三世。蓋

不特破一人之節，使其父母、翁姑、丈夫、子女恥懸眉頰之間，痛纏心骨

之內，甚至因羞致死。或夫殺其妻，父縊其女⋯⋯親戚難施面目，良家莫

與聯姻，以俄頃偷歡造彌天大惡，絕嗣之報不亦宜乎！ 
  施愚山曰：「余嘗書誡子弟曰：『淫之作孽甚矣哉！淫寡婦及處子者，罪與
殺人等。』」113 

由此可見明清社會對奸淫室女、毁人貞節者相當痛恨，且相信其報應必定極深

重，甚至禍延子孫。因而明清社會室女情結其實充滿矛盾，室女過癩的傳聞或許

就是這種矛盾心理下的想像。 

    就目前掌握的文獻，閩廣「室女過癘」的相關文獻多出自外地人，而廣東人

的記載僅見於清末廣州人吳研人在《二十年目睹怪現狀》中，藉由小說中的潮州

人怒斥吳昌熾在〈烏蛇已癩〉中所描繪的潮州「室女過癩」的情節： 
      這痲瘋是我們廣東人有的，我何必諱他？但是他(吳昌熾)何以誣衊起我合 
      府人來，不知我們潮州人殺了他合族，還是我們潮州人□了他的祖宗，他 
      造了謠，還要刻起書來，這不要氣死人麼？ 
而他又透過小說中主角說出廣州人的看法： 
      本來著書立說，自己未曾知得清楚的，怎麼好胡說，何況這個關乎閨女       
      名節的呢，我做了潮州人也要恨他！114 
可見廣東人對外地種種繪聲繪影的粵室女過癩之說感到相當憤怒，至於當地是否

                                                 
111參見劉達臨，《中國古代性文化》，頁 746-750。 
112參見劉達臨，《中國古代性文化》，頁 746。 
113清．閔鈜，《蕉窗十則註解》，卷上，頁 8b、頁 2b 、7b。 
114清．吳研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第 60回〈談官況令尹棄官，亂著書名被駡〉，頁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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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流傳此說實在無法確知。115因而要一窺閩廣「室女過癘」的傳聞的究竟也只能

由外地人的的記載來觀察。就目前文獻而言，明代閩粵「室女過癘」之說僅見於

沈之問所載的南方傳聞，而透過這個記載除了可以看到當時南方人對梅毒流傳的

閩粵地區充滿恐懼外，其實還告誡人們在閩廣地區對室女「尤宜慎」，不要招惹

她們，否則將惡疾纏身，萬劫不復。 
清代中葉以後，有關「室女過癘」記載，傳聞都發生於兩廣地區，而且室女

勾引的對象多是外地人，如道光年間慵納居士在《咫聞錄》中稱：「此(瘋)祇可
賣與外江之客」116，又如道光末年吳昌熾在〈烏蛇已癩〉說潮州地區的過癩習俗

是誘惑「外來浮浪子弟」117。這一方面說明出外地人對接觸日益頻繁的兩廣地區

充滿恐懼及偏見，118另一方面則可能是告誡外地人進入兩廣後要謹慎，因當地的

誘惑相當多，因而有「少不入廣」的說法。119而這種焦慮的產生，除了據說當地

「采蘭贈芍」的戀愛風氣盛行外，120由於清代中葉以後，廣州地區成了中國唯一

的對外貿易港口，隨著經濟日益繁榮，當地色情行業也相當興盛，如清金武祥在

《粟香三筆》中對廣州娼妓的描述： 
      凡倡女冶容多樂隱蔽，獨此邦中視同商賈，或連房比屋，如諸生齋舍之制，

或聯舟竝舫，倣水師行營之法。卷髮高尾，白足著屐，燕脂塗頰上，連雙

眉，當門坐笑，任客擇視，家以千計，人以萬數。弦唱撮聲盡發鴂音，遠

遊之人窈窕之性，入於其間若抱狼，斯實男女之一戹乎。121 
這則記載充分描繪出廣州娼妓對遠遊之人的誘惑力，而出入梅毒盛行的廣州妓院

染患梅毒的機率相當高。無論招惹室女或嫖妓，外地人在廣東不合規範的性行為

                                                 
115從明王存性的家訓可以看出士人對禮教秩序的破壞感到相當憂慮，又據清末金武祥載，廣州 
  當地「守宮之驗，明告六親，誇以為榮。」或許反映當地對處女名節相當重視。而明清社會中 
  毁室女名節在諸「淫行」中又是最不可饒恕之罪，因而奸淫室女應也是廣東地區的人士最痛恨 
  的罪行，廣東士人是否有可能以當地盛行的痲瘋天刑的罪罰觀念挽救禮教失序的手段？ 
116清．慵納居士，《咫聞錄》，卷 8，「痲瘋」條，頁 8a。 
117清．吳昌熾，《客窗閒話續集》，卷 3，「烏蛇已癩」條，頁 10b-11a。 
118中國社會上對閩廣地區充滿恐懼及偏見的記載見於許多文獻，如清金武祥在《粟香三筆》中記   
  載：「民言侏禽，貪利好奢，自外中國別為風氣。地性蒸煖，易生疾疫，蚊蠅乘其昏運，蛇鼠 
  充其毒，食瘴、厲風淫，尤多盲女，昔人言之詳矣。島夷雜糅，詭服殊形。刀劍火槍縱橫於路， 
  民無正業，習為盜。白晝攫金露刃，連隊不知其法也。俗取周興嗣千文列字八十分為一章，四 
  分取一，任人射覆；凡出三錢之資，償以十金；國人若狂，夢魘顛倒，號曰：「白鴿票」，斂財 
  之巧術也。意錢擲骰、割肉懸壺、藏釣、擫牌皆供賭輸，愚者傾家，智者疲神，古博徒所未聞 
  也。⋯⋯(廣州)百俗無羞恥，取婦以得女為奇，牀笫之私，守宮之驗，明告六親，誇以為榮。 
  知禮之家，亦復隨俗，亦既覯止，我心則降此，尤可笑歎者也。」引自清．金武祥，《粟香三 
  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子部第 1183冊，據上海辭書出版社圖書館藏清光緒刻本影印)， 
  卷 1，頁 26b-28b。  
119清．慵納居士，《咫聞錄》，卷 8，「痲瘋」條，頁 8a。 
120根據同治十二年三月一日《申報》刊載的〈論大痲瘋惡疾〉中記載：「(痲瘋傳染)要皆少年不 
  謹所致，以地(廣東)多采蘭贈芍之風，所傳『少不入廣』者正指此也。」引自〈論大痲瘋惡 
  疾〉，《申報》(上海)，同治 12年 3月 1日，第 2頁。這種「采蘭贈芍」之風擴大痲瘋傳染的 
  說法應是士人對禮教失序的憂慮表現。此外，據嘉靖《廣東通志稿》載惠州地區「每當月夜， 
  男女聚於野外浩歌。」又載惠州興寧縣：「男女飲酒、混坐無別，醉則歌唱。」或許在廣東某 
  些地區男女相戀機會應不少。引自嘉靖《廣東通志》(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刊》史部第 189-190 
  冊)，卷 18〈風俗〉，頁 5b，頁 6a。 
121清．金武祥，《粟香三筆》，卷 1，頁 27a-27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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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是不容於社會道德，因此當染患可怕的痲瘋(或梅毒)都被視為一種應有的罪
罰。因而「室女過癘」傳聞中，強調廣東室女過癩以外地人為主，實則來自在被

視為多癩地區與女子發生性行為的焦慮所產生的想像。這種想像可能如同周密的

過癩記載一樣，來自於地域偏見、恐懼及對不合社會規範性行為的焦慮。 
    綜合以上諸種推論，明清時代閩廣「室女過癩」之說可能是閩廣地區在梅毒

擴散下，誘導人們將當地多痲瘋與奸淫室女的罪罰之間所作的聯想而形成的傳

聞。而這種傳聞實則顯示對室女貞操相當重視的明清社會在室女嗜好及奸淫室女

的罪罰之間的矛盾、衝突現象，以及對道德淪喪的焦慮感。如吳昌熾在〈烏蛇已

癩〉中描繪曹太守得知其弟遭潮州富家室女過癩之事，其反應是「以乃弟自作孽，

無可奈何。」122顯示士人對遭室女過癩者施以相當的道德譴責，認為這是罪有應

得。因而「室女過癩」的認知和其他的過癩之說一樣，出自於罪罰的觀念，但也

顯示明清士人對社會上恣性妄為的行徑更加深惡痛絕。  
 

2廣東地區的過癩恐慌 

     明清時代，廣東地區被視為「過癩」之風最盛行的地區，而當地人是如何
看待「過癩」的傳聞？目前掌握到的廣東人對「過癩」之說的最早記載，來自清

初廣州(番禺)屈大均，他在《廣東新語》中說： 
高雷間⋯⋯其人民生瘋尤多，至以為祖瘡弗之怪。當壚婦女，皆繫一花繡

囊多貯果物，牽人下馬獻之，無論老少估人，率稱之為同年，與之諧笑。

有為五藍號子者云：垂垂腰下繡囊長，中有檳門花最香，一笑行人齊下騎，

殷勤紫蟹與瓊漿，蓋謂此也。是中瘋疾者十而五六，其瘋初發，未出顏面，

以燭照之，皮內頳紅如茜，是則賣瘋者矣。凡男瘋不能賣於女，女瘋則可

賣於男，一賣而瘋「蟲」即去，女復無疾。自陽春至海康，六七百里板橋

茅店之間，數錢妖冶，皆可怖畏，俗所謂過癩者也。123 
以上內容大都承襲南宋周密對「過癩」傳聞的說法，即女子勾引男子野合後，將

癩病過給男子。而清初的屈大均更指出「陽春至海康，六七百里板橋茅店之間」，

所看到「以燭照之，皮內頳紅如茜」(可能如周密所描述的「面如桃花」)的賣酒
女是尋找機會的「賣瘋女」。早在 1937年周作人對屈大均文辭頗妙的「數錢妖冶」
的記載已提出質疑，他指出在出現紅斑以前是無從得知一個人是否生癩。124而且

根據屈大均的描述，「陽春至海康，六七百里板橋茅店之間」的賣酒女，從其行

徑看來未必是賣瘋女，但可以確定她們應是靠美豔外表及殷勤招徠客人的酒女，

且她們獻殷勤多是為了「賣瘋」反映「陽春至海康，六七百里板橋茅店之間」可

能暗藏春色。而男子在暗藏春色的地區狎妓，可能因而染患易被視為痲瘋病的梅

毒，這或許是社會流傳當地婦女伺機「賣瘋」傳聞的緣由。此外，「女瘋可賣，

                                                 
122清．吳昌熾，《客窗閒話續集》，卷 3，「烏蛇已癩」條，頁 11a。 
123清．屈大均，《廣東新語》，卷 7〈人語〉，「瘋人」條，頁 244-245。 
124周作人，〈談過癩〉，頁 5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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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男瘋不能賣」之說則透露出當地人對「痲瘋病患男多於女」的另一種聯想。因

而這則記載，一方面其實透露具文化優越感的廣州人對高雷偏僻地區的偏見，而

另一方面在某種程度上反映廣東人相信確有過癩之風，尤其相傳在高雷之間的酒

肆是賣瘋女的大本營。 
    此外，據 1870年代廣州的廣東籍海關醫官黃寬的記錄，當地人多相信此說，
而且盛傳：「痲瘋病人的妻子即使没有任何染病的跡象，也能把痲瘋病傳染給和

她發生性行為的男人」。125雖然，黃寬無法找到賣瘋的當事人，但他根據自稱「目

擊者」所提供有關痲瘋病患的染病的經過，來掌握痲瘋病傳染的相關訊息，其中

一例如下：有一米店的雇工，送米到大宅第，在宅內受到絶色女子的誘惑，而一

個半月後，他就痲瘋病發。126受過西方醫學教育的黃寬根據這些廣州人所提供的

訊息而指出當地的確存在「過癩」的行為；雖然他直斥這種過癩的惡毒行為無法

治病，但他相信性行為是傳播此疾的一種方式。127他並指出由於社會對痲瘋女的

恐懼，因而必須外表還未出現症狀的瘋女才能賣瘋，但這些女人的臉色比較蒼

白，且多利用天色未明的清晨或薄暮時勾引男人，因而不謹慎者無法辨識，很容

易落入陷阱。128可見廣州人對「過癩」之風似乎相當恐慌，因賣瘋女是難以辨識

的，且面對瘋女的色誘，有人是難以抗拒的，因而婚外的性行為可能隱藏相當可

怕的危機。 
    此外，清末廣州吳研人在《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中也透過小說中的人物說
出他所知的「過癩」之風： 
      這個病(痲瘋)非但傳染，並且傳種的，要到了第三代纔看不出來，然而骨 
      子裡還是存著病根。這一種人便要設法過人了，男子自然容易設法，那女 
      子卻是掩在野外，勾引行人，不過一兩回就過完了，那上當的男子，可是 
      從此要到麻瘋院去的了。這個名目，叫做「賣瘋」。129 
據吳研人的描述，他似乎也相信廣東地區存在「過癩」之風，且過癩者是無法從

外表辨識的，似乎也道出廣東人對過癩的恐懼。除了廣州外，「過癩」恐慌似乎

也存在於廣東其他地區，如四會縣、海豐縣、欽州等130。 
據光緒《四會縣志》載，當地人們籠罩在「過癩」的恐慌中，人們對這種可

怕的習俗感到極端痛恨： 

                                                 
125F. Wang, ”Dr. F. Wang’s Report on the Health of Conton for the half year ended 30th September 

1871，”,p.71；轉引自李尚仁，〈十九世紀後期英國醫學界對中國痲瘋病情的調查研究〉，頁 464。 
126F. Wang,“Dr. F. Wang’s Memorandum on Leprosy(Conton)，”p46.；轉引自李尚仁，〈十九世紀後
期英國醫學界對中國痲瘋病情的調查研究〉，頁 465。 

127黃寬指出「過癩」能治痲瘋的說法為無稽之談，他並不認為女人可以藉由與男人性交來治癒自   
己的病；但也指出性行為是此疾的傳播方式，否則很難解釋何以許多家境良好且没有任何家人

感染痲瘋者會染上此疾。參見 F. Wang,“Dr. F. Wang’s Memorandum on Leprosy(Conton)，” 
pp.41,46-47；轉引自李尚仁，〈十九世紀後期英國醫學界對中國痲瘋病情的調查研究〉，頁
464-465。 

128F. Wang, ”Dr. F. Wang’s Report on the Health of Conton for the half year ended 30th September 
1871，” ,p.71；轉引自李尚仁，〈十九世紀後期英國醫學界對中國痲瘋病情的調查研究〉，頁 464。 

129清．吳研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第 60回〈談官況令尹棄官，亂著書遺名被駡〉，頁 69。 
130有關海豐縣的恐慌情形參見本文第四章第一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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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瘋人之多，大都因姦淫互相傳染者耳。男則宿娼來者，有之；買瘋得者，

有之；婦則丈夫累及者，有之；瘋人姦汚者，有之。謬說流傳，男婦皆謂

傳毒於人，則已疾可減。於是婦之無恥者，專事賣瘋；男則每於隱僻之地，

狙伺婦女而強姦之。推其致疾之由，但科以姦罪。而止窮其流毒所至，則

雖手刃其人，并盡殺其人之子嗣，猶不若是之慘酷。執法者將引何律以治

之耶？131 
這段記載反映「過癩」的行為已對當地社會造成極大的壓力；此外，也充分說明

粵人痛恨痲瘋病乃是痲瘋病人可能會透過性行為而「賣瘋」。由於「性」是人類

基本的生理需求之一，以這種方式將病傳染給他人，其所引發的若有似無的焦慮

是最令人不安的，這或許是廣東社會對痲瘋病更加恐慌的重要原因之一。雖然，

明清時代相信廣東存在「過癩」之風的人不少，但清末也有人斥「過癩」之說為

荒謬至極，如咸豐年間黃本銓在《小家語》中說： 
俗傳嶺南婦女有過癩之說，謬妄殊甚。夫人莫不好生而惡死，即乞丐庸或

不然，觸之則果病且死，雖蛇蠍不及也，誰敢就之，就之而有法可解，其

法終不可訪求乎？而顧為此不堪之事也。132 
但即使痲瘋病是人人害怕的疾病，有時「性」的誘惑可能大過於「過癩」的恐懼，

因而仍有不少人可能冒著染病的危險而有婚姻外的性行為，這或許是過癩傳聞得

以流傳的原因。 
    此外，黃寬對「過癩」傳染的看法也透露出人們對痲瘋恐慌的另一原因。雖
然黃寬相信性行為是傳播此疾的一種方式；但根據他的觀察，大部份痲瘋病患與

配偶相處多年後，並未傳染給對方。133黃寬對痲瘋病與「性」之間關聯的截然不

同的兩種看法，雖已掌握到與病患長久同居的配偶未必會染患痲瘋病的現象，但

對性行為是否會傳染此疾，他似乎認為這是由道德標準來決定的。學者李尚仁曾

據此指出他「似乎有著反對婚外性行為的道德意味」。134據目前掌握文獻記載可

知中國社會自宋代以後已存在婚外性行為的不道德會招染痲瘋病的看法，黃寬對

廣州地區痲瘋病的觀察結果所得致的結論－－不道德的性行為易招致痲瘋病，在

南宋末年的杭人嵇供申可能已感受到這種焦慮，1960年代的中國人也深受其苦。
而痲瘋病被視為一種不道德「性」行為所引發的罪罰，染患者是要背負著「淫蕩」

的罪名，這或許是令有婚外性行為者感到恐慌的隱藏性原因。此外，從廣東人的

記載顯示，當「過癩」傳聞日益深入人心後，痲瘋病人似乎背負著一種原罪，即

他可能是個邪惡的「過癩」者。 
 

3文人筆下的廣東「過癩」之風 
                                                 
131光緒《四會縣志》，編 7(上)〈列女〉，頁 75a-76b。 
132清．黃本銓，《小家語》(光緒二年刊《申報館叢書正集‧近事雜志類》本)，卷 1，「過癩條」， 
；轉引自占驍勇，〈從軼事到小說──論「麻瘋女」故事的起源與發展〉，頁 74。 

133參見 F. Wang, ”Dr. F. Wang’s Memorandum on Leprosy(Conton)，” pp.41,46-47；轉引自李尚仁，
〈十九世紀後期英國醫學界對中國痲瘋病情的調查研究〉，頁 464-465。 

134參見李尚仁，〈種族、性別與疾病：十九世紀英國醫學論痲瘋病與中國〉，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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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廣東人的記載外，其他地區的文人筆記也留下不少有關廣東地區的「過

癩」記載，這些文獻又可以分成兩類，除了外地人至廣東地區遊歷的見聞記載外，

還有以廣東「過癩」習俗為背景的筆記、小說。 
外地人在廣東遊歷的見聞文獻中，有關「過癩」的記載目前最早來自萬曆年

間至廣東審案的浙江人王臨亨對高雷之間的「過瘋」習俗的描述： 
女子患此(瘋疾)，即謬為私奔與迷失道狀，用以挑男子，一交感後，其疾
頓移之男子矣。俗呼為過瘋。粵之患瘋者，男子什七八，女子什二三，以

此。135 
康熙年間吳震方在《嶺南雜記》中也留下潮州「過癩」記載： 
      潮州大麻瘋極多，官為立麻瘋院⋯⋯院中有井，名鳳皇井，甘冽能愈疾⋯⋯ 
      瘋女飲此水而目倍加紅潤光彩，設有登徒犯之，次日其女宿病已去，翩然 

      出院。而登徒侵染其毒，即代其瘋，不數日眉脫落、手足麻痺、肢節潰爛 

      而死矣。136 

乾隆三年，張渠在《粵東聞見錄》中記載： 
      大麻瘋⋯⋯有乾濕二種，濕者通身潰爛，臭氣逼人；乾者初起，人不及知，

婦女則倍加紅潤光彩。高、雷、廉、瓊之間，凡當壚數錢者，是中十有五

六。設有登徒犯之，其女宿疾即去，而男即代其瘋，俗所謂「過癩」是也。

凡女瘋可賣於男，男瘋則不能。137 
又張徽言在刊行於道光卅年的《南越游記》中也說： 
      瘋女則顏色轉形華潤，外無所見，往往華容靚飾，私出誘人野合。無知惡

少誤犯之，傳染其毒，中於膏肓，不旋踵，四肢奇癢，盡代其瘋，而瘋女

宿疾若失，轉為常人。138 
從萬曆年間王臨亨至清代吳震方等人有關廣東地區過癩記載，應多來自廣東人的

傳聞。因而雖然出自外地人的記載，但不少內容反映的是廣東人(尤其是廣州人)
的看法，如萬曆年間廣東地區已盛傳高雷之間暗藏「過癩」的危機、外表亮麗的

賣瘋女是難以辨識、登徒子稍有不慎則萬劫不復以及潮州人對痲瘋院中瘋女的恐

懼等。 
    清代中葉以後，以廣東「過癩」習俗為背景的筆記、小說層出不窮，如乾隆
四十五年(1780)刊刻的《秋燈叢話》中記載粵東麻瘋女的故事，也提及廣東「過
癩」之俗： 
      粵東某府，女多癩疾，必與男子交，移毒於男，女乃無患，俗謂之「過癩」。

然女每羞為人所識，或亦有畏其毒而避者，多夜要諸野，不從則啖以金。

                                                 
135明．王臨亨，《粵劍篇》，卷 2〈志土風〉，頁 76。 
136引自清．吳震方，《嶺南雜記》(收入《筆記小說大觀》三編第 10冊，台北：新興書局，1978)， 

  卷上，頁 34b-35a。 
137清．張渠撰，《粵東聞見錄》，卷上，「瘋人」條，頁 64。 
138清．張徽言，《南越游記》，卷 2，「癘瘍傳染」條，頁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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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9 
又如道光年間慵納居士在《咫聞錄》中提到兩廣的「過癩」習俗說： 

嘗聞有絕色女子，鈎引少年子弟，一宿之下，其瘋即過，是女之瘋即脫。

少年再覓，不再見是女矣！男即眉落，醫之無益，此祇可賣與外江之客，

不能種于土人也。故諺有「少不入廣」之語。140 
道光末年江蘇海鹽人吳昌熾在〈烏蛇已癩〉一文也相當詳盡地描繪潮州地區的過

癩習俗： 
(潮州府)是邑也，凡幼女皆蘊癩毒，故須有人過癩去，方可配婚。女子年
十五六，無論貧富皆在大門外工作，誘外來浮浪子弟交。住彌月，女之父

母張燈彩設筵席會親友，以明女癩去，可結親矣！時浪子亦與宴。事畢，

富者酌贈醫金送去，多則一年，必發癩死。141 
清劉因之在〈潮州女子〉一文中記載潮州少女過癩之俗： 
      潮州海濱卑溼，人多瘋癩，其症傳染，害不可言。女子尤毒之深，凡十六

歲以上須過癩，賄少年男匄與之交，則毒入莖中，多有死者，而女子得無

恙，否則癩發無生者。142 
光緒初年宣鼎在〈麻瘋女邱麗玉〉中透過女主角說出廣西的室女過癩之俗： 
      此間粵西邊境，代產美娃，悉根奇疾，女子十五，富家即以千金誘遠方人 
      來，過毒盡，始與人家論婚，覓真配，若過期不御，則疾根項發，膚燥髮 
      拳，永無問鼎者。143 
以上外地人的廣東過癩記載，雖內容主要來自廣東人的傳聞，但也有不少來自對

各種觀察現象的主觀想像。如前文提及，外地人強調賣瘋女多陷害外地人，顯示

他們對廣東地區的恐懼；此外，還有許多誇張的情節描述兩廣地區的野蠻、不文

明，尤其是吳昌熾繪聲繪影的描述令人誤以為過癩是當地公開的習俗。事實上，

吳昌熾的誇張內容不少來自對當地各種民俗的主觀想像，如將廣東女子在外工作

的特有民風描述為在外勾引外來浮浪子弟，144而當地對室女貞節相當重視的「守

宮之驗，明告六親，誇以為榮。」145作法也被描繪成「以明女癩去，可結親」的

                                                 
139清．王椷，《秋燈叢話》，卷 11，頁 12b-13a。 
140清．慵納居士，《咫聞錄》，卷 8，「痲瘋」，頁 7b。 
141清．吳昌熾，《客窗閒話續集》，卷 3，「烏蛇已癩」條，頁 10b-11a。 
142清‧劉因之，《讕言鎖記》(收入《叢書集成》﹝臺北市：新文豐，1989﹞續編第 216冊，頁 36a-37a。 
143清．梁紹壬，《兩般秋雨盦隨筆》，卷 4，「麻瘋女」條，頁 11a。 
144
早在宋代的文獻中已出現南方農婦「負販逐市」的記載，如周去非曾描述：「深廣之女，何其 

   多且盛也。⋯⋯城郭虛市，負販逐利，率婦人也。」而嘉靖《廣東通志稿》中記載惠州市井 

   中「細民、婦媼，則有擔負蔬薪出於市者」又據康熙年間吳震方在《嶺南雜記》中載：「惠州 

  水城門外，婦女日日汲江水，而賣大埔石；上豐市婦女挑鹽肩木往來如織；雇夫過山輙以女應。 

  紅顏落此，真在羼提刦中矣。」可見廣東部份地區應是存在異於外地的婦女在外工作習俗。參 
  見斯波義信，《宋代商業研究史》，頁 362；嘉靖《廣東通志》，卷 18〈風俗〉，頁 5a-5b。清． 
  吳震方，《嶺南雜記》，卷上，頁 15a。 
145清．金武祥，《栗香三筆》，卷 1，頁 27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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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示。因而對〈烏蛇已癩〉中誇張的描繪潮州的「過癩」之風，清末廣州吳研人

在《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中以潮州人撕毀《續客窗閒話》一書表達強烈的不滿，

並指出「賣瘋」不可能是公開的，更不可能是明目張膽地在家裡進行，更不可能

張燈宴客、闔府參與。146雖然他相信廣東確有「賣瘋」之俗，但這種行為是「背

著人在外面暗做的，没有彰明較著在自己家裡做的」。147吳研人的憤怒說明「過

癩」文獻其實不少是不可靠的主觀想像或「人云亦云」的傳聞。 
    此外，清代以後的兩廣室女過癩相關文獻其實還透露出士人對禮教秩序的重
視的關懷。由於明清時代兩廣地區「過癩」傳言的盛行，以痲瘋病為題材的文學

作品的寫作風格產生了極大的轉變148。在清代以前，以痲瘋病為題材的文學作品

多記述男性病患的事跡，如唐代李肇的《國史補》中有「療風醞蛇酒」的故事記

載李丹之弟患風疾，傳聞中烏蛇酒可療，誤飲蛇酒而全身「悉化為水，惟毛髮存

焉」149；明末馮夢龍《醒世恆言》的〈陳多壽生死夫妻〉記載江西痲瘋病患陳多

壽的故事。150清代以後，痲瘋病的文學作品則常以廣東為背景，而且故事中的病

患多是女性，151如乾隆末年間王椷在《秋燈叢話》中記載的粵東某姓女事、152道

光年間梁紹壬的〈麻瘋女〉、153道光末年吳昌熾的〈烏蛇已癩〉、154光緒初年宣鼎

的〈痲瘋女邱麗玉〉、155采衡子在《蟲鳴漫錄》中所記載的富家女事156以及清末

劉因之的〈潮州女子〉157。這些作品有的來自傳聞，有的是文人精心編寫的小說，

但都是以情貞性烈的女子及過癩為題材，描繪善良、痴情的女子在愛情、良知與

可怕的痲瘋病之間的抉擇，強烈表現出對愛情、良知的執著，而作者主要透過堅

貞女子無畏於可怕的痲瘋病，以達到教化人心的目的，如梁紹壬在〈麻瘋女〉中

讚美不欲以病軀貽害他人的麻瘋女不僅多情且「造福無量」；而吳昌熾在〈烏蛇

已癩〉中指出曹太守弟染患癩病後得以治癒是因「粵女貞一之操，有以感召之耳。」

而采衡子對《蟲鳴漫錄》中善良的富家女得以食蛇涎而治癒，這是因「此女無害

人利己心，故天特示報。」可見清代的文人筆記、小說中的過癩文獻不少實為士

人藉由眾人耳熟能詳既香豔、又離奇的傳聞習俗來宣揚人倫道德的可貴，以挽救

                                                 
146清．吳研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第 60回〈談官況令尹棄官，亂著書遺名被駡〉，頁 69。 
147清．吳研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第 60回〈談官況令尹棄官，亂著書遺名被駡〉，頁 69。 
148有關痲瘋病文學的演變，參見胡萬川，〈蛇酒與痲瘋女的故事─醫療傳說與相關的小說〉一文；  
  占驍勇，〈從軼事到小說──論「麻瘋女」故事的起源與發展〉一文。 
149唐．李肇，《國史補》，卷上，頁 8b。 
150參見明‧馮夢龍，《醒世恒言》，卷 9〈陳多壽生死夫妻〉一文。 
151有關痲瘋病文學的演變，參見胡萬川，〈蛇酒與痲瘋女的故事─醫療傳說與相關的小說〉，頁 
  47-48。 
152清．王椷，《秋燈叢話》，卷 11，頁 12b-14a。 
153清．梁紹壬，《兩般秋雨盦隨筆》，卷 4，「麻瘋女」條，頁 12a-12b。 
154清．吳昌熾，《客窗閒話續集》，卷 3，「烏蛇已癩」條，頁 10b-11b。 
155清．宣鼎，《夜雨秋燈錄初集》，卷 3，「麻瘋女邱麗玉」條，頁 9b-13b。 
156清‧采衡子，《蟲鳴漫錄》(收入《筆記小說大觀》﹝台北：新興書局，1978﹞一編第 7 冊)， 
  卷 2，頁 22b-23a。 
157
清‧劉因之，《讕言鎖記》，頁 36a-37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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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教秩序的危機。然而，清代以後文學作品中多以廣東的痲瘋女過癩為題材，這

也顯示當時士人普遍存在「粵女賣瘋」的認知；且由於清代以後，有關兩廣地區

「過癩」的記載及相關文學作品的流行，更加強人們對兩廣地區多癩及盛行「瘋

女過癩」習俗的印象。 
 

4廣東人背負過癩的原罪 

而明清之際「霉瘡(楊梅瘡)」在嶺南的蔓延，除了使當地人們對痲瘋病及
「過癩」的習俗更加恐懼和厭惡外，也更加深人們對廣東等地多痲瘋以及盛行「過

癩」習俗的印象。張徽言在道光三十年刊行的《南越游記》中記載，鴉片戰爭期

間(1841)調防廣東的湖南軍隊因行徑凶悍，遭粵民報復，以瘋女色誘，於是全身
潰爛，死者過半；158這個「過癩」傳聞中，湖南軍隊所感染的可能是梅毒，而非

痲瘋病；而類似傳聞將加強外地人對廣東地區「過癩」之俗的印象及恐懼感。尤

其清末社會上有關廣東過癩的可怕傳聞層出不窮，甚至到了駭人聽聞的地步。如

同治十二年間《申報》刊載的三則報導充分反映中國社會對廣東地區過癩之風的

恐懼，如三月一日刊載的〈論大痲瘋惡疾〉中記載： 
      (痲瘋傳染)要皆少年不謹所致，以地多采蘭贈芍之風，所傳少不入廣者正

指此也。近聞西關某乙素不狎遊，忽亦染此厲疾，眾訝之，殊不知其得自

房中也。聞乙妻何氏本適陳某，甫結褵而陳染此疾，氏涕泣求去⋯⋯多方

關說⋯⋯得遂離異。未幾陳下世，氏乃適乙。豈其毒早蘊身，乙暱之，而

竟罹此苦乎？先是乙當議娶時，有知婦根柢者已先慮及，咸勸勿娶，乙聞

氏甚美，概勿聽。不謂娶未三月，夫若婦皆紅雲滿面，而氏尤甚，延醫視

之，皆云不治。婦連數夕欲自經，而乙轉勸慰，真是同病相憐。萬一天年

未盡，恐亦同老於痲瘋院中而已。噫！世固有冶游浪子不知事而悞染其毒

者，今乙明知婦之由來，而挹彼注茲，甘蹈此險，是明以鴆酒解也。天下

多美婦人，茲以居室之大倫，攖此惡瘋之疾苦，雖亦由於貪色，而亦大可

哀也。 
這則記載反映少年及某乙染上瘋疾是因貪戀美色，但作者刊載此文的目的實為： 
      因念滬城風氣洋場所在，近且甚於海南，不惟商舶雲排，抑且妓房星列，

車如流水馬如龍，有轂擎肩摩之盛。月作主人，梅作客，極眼花耳熱之娛，

正恐奢雲艷雨間窟毒甚濃。雖無瘋院之遷，豈乏楊梅之結，知「少不入廣」

之言，亦可云「少不入滬」矣！159 
由此可見其報導內容雖然以廣東的痲瘋惡疾為主題，但這是透過廣東「過癩」傳

聞以告誡社會：繁華上海的色情氾濫將導致性病－－梅毒傳染問題加劇。又如四

月廿日《申報》〈痲瘋病相傳之患〉引述三月廿日《香港近事編錄》中的報導稱： 
粵東多痲瘋大疾，⋯⋯犯此者有二種，一則肌膚如故，顏色不改，而惟 

                                                 
158清．張徽言，《南越游記》，卷 2，「癘瘍傳染」條，頁 178。 
159〈論大痲瘋惡疾〉，《申報》，第 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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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處有之，此等最易陷人，不知者往往為其所誤。顧女瘋可賣而男瘋不可

賣，然雖不可賣而可輕。瘋人之富厚者廣購姬妾，令其傳染他人，則己疾

可以少減。故有作狎邪遊者，妓女受毒，因而及人，挹彼注茲，遂至其禍

無窮。聞前月有一巨富者某姓因事至港，勾留匝月，某故瘋人也，眉目指

爪均無所異，衣冠華煥，風度翩翩，見者但知其為貴家公子，而不知其為

狼疾人也。⋯⋯咸以為此石季倫豪富流也，於是爭妍取憐求得其顧盼以為

榮。一時為其所眷者四五人，皆平康中翹楚也⋯⋯一妓見其每夕不脫襪而

睡，心異之，代為強除之，則穢氣腥聞，不覺欲嘔，持火燭之，則腳底血

斑狼藉，潰成數穴。於是瘋人之名喧著於勾欄，前時與之狎接者輒慙懼交

併，或有潛往羊城醫治者。⋯⋯澳門有西洋人偶於他處傳染風疾，至港地

覓閒花，為消遣計。時有蛋戶某以名著，西洋人以重金啖之，遂與歡合。

去後始知因深夜至街見過者，則微言挑之，有某洋行侍者涎之，久見之歡

甚，遂與纏綿。是婦一夕而閱七人，其毒始清，而所謂某侍者未及數月腮

腫、鼻穿、糜爛遍體，味可畏哉！諺云：少不入廣，其之謂歟？160 
這則報導則是藉廣東富豪在港過癩及廣州蛋戶妓女過癩傳聞告誡嫖客要知所警 
惕： 

遊人聞之，當亦為之寒心。嫖妓之事，港中時所常有，倘不知而誤踵其後，

未有不廢棄終身者。161 
而五月十一日〈麻瘋人來滬過癩〉中則載： 
      今有患癩者八人，皆屬富家子弟，自廣州動身有心過癩。來滬挾帶重資， 

不惜花費。恐此來必從娼家起手，苟被傳染於妓，妓必轉染於客，愈染愈

多，將來必致莫可收拾，急應防之於未萌以絕根株。查此症，固暗染者多，

其實有易防耳。蓋患癩者，近人即聞腥氣，且其耳朵必厚而乾枯黑黯毫無

滋潤之色，二目生水，手背大指旁之命穴無肉，腳底心亦必乾枯或紅或黑。

故若輩宿娼多不肯脫襪者是也，在在情形皆顯而易見，毋論娼妓、嫖客則

須各自留心，無不可以杜其弊也。症乃無藥可治之毒，萬不可稍存大意，

茲松郡薇卿馮君安硯於粵宦，得信近切，急為本館備述如此，因藉以佈報，

亦見此公之菩提心也。162 
這則記載則透過廣州富家子弟來滬過癩的警告，而呼籲上海人「毋論娼妓、嫖客 
則須各自留心」。以上三則報導一方面反映香港及上海地區對廣東地區過癩之風

的恐懼，且已造成相當大的恐慌，廣東人似乎已被視為到處以過癩方式散播痲瘋

的害人精；然而另一方面反映出人們對香港、上海等地色情氾濫導致性病流傳的

焦慮。因而這些報導說明中國社會對過癩的恐慌實際是來自對不當性行為的焦

慮、恐慌。而《申報》的相關報導以廣東的過癩傳聞來提醒社會大眾重視性行為

的安全，說明廣東人早已背負著相當沈重的「過癩」原罪；且經過《申報》之類

                                                 
160〈痲瘋病相傳之患〉，《申報》，第 2頁。 
161〈痲瘋病相傳之患〉，《申報》，第 2頁。 
162〈麻瘋人來滬過癩〉，《申報》，第 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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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眾傳媒的大肆宣揚，廣東人儼然成了到處尋找過癩機會的邪惡之人，社會上

對廣東人的印象必定更加惡劣。 
在明代中葉以後的文獻記載中，廣東人似乎背負著痲瘋者及過癩者的原罪，

甚至清代社會還流傳「少不入廣」的諺語。這種外人對廣東的可怕印象或許是令

廣東人更痛恨痲瘋病的原因。清末吳研人在《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中描述一個

潮州人看到吳昌熾在〈烏蛇已癩〉一文中對潮州的過癩習俗的記載，當場氣憤地

撕毀《續客窗閑話》一書，163小說中潮州人對此一傳說的憤怒的情節，充分表現

出廣東人對背負著痲瘋者及過癩者的原罪的不滿。而光緒年間許起在《珊瑚舌雕

談初筆》中記載，道光年間廣東人林仰山，面對范上舍以清初吳震方在《嶺南雜

記》中的「過癩」記載叩問「過癩之說確否」時，林力言無之，斥為荒誕；但許

起在文中對此事作出以下評論：「林范兩失之，范於官長毫無避忌，而林當婉諷

其不恭，庶幾自慚鄙俗焉」，164許起的看法反映時人根深柢固地認為廣東確有「過

癩」惡俗，因而廣東人似乎難以洗刷這個罪名。而范上舍的「不恭」是否也說明

廣東的過癩傳聞是眾所皆知，且這是社會大眾毫不忌諱的話題。因而林仰山所面

對的尷尬處境可能是廣東人常常會遭遇到的，這應是廣東人痛恨痲瘋的重要原因

之一。 
明代中葉以後，閩廣地區曾同被視為痲瘋、過癩問題最嚴重的地區，但至清

末以後中國社會似乎更強調廣東地區問題的嚴重性，過癩傳聞盛行或許是重要原

因之一。而清代有關廣東地區過癩傳聞的熾盛，除了與當地可能有人相信過癩可

以治病的傳聞及民風或許較開放外，可能還與廣州曾是中國唯一對外通商口岸，

因其繁華商業所帶動的色情、梅毒氾濫有關。然而當上海、香港的商業繁華及色

情氾濫情形「甚於海南」時，過癩傳聞的發生地點不再限於廣東而擴大至上海、

香港等地，因而中國社會對過癩的恐慌並非完全來自地域性的恐懼，而是來自對

性情氾濫的焦慮；但長久以來根深柢固的廣東過癩傳聞就成為社會上對色情、性

病氾濫現象的最主要認知，廣東人也因此成為必須慎防的性病之傳染源頭。165  
    南宋末年以後，中國社會流傳形形色色的「過癩」傳聞其實都透露出對不當
性行為的焦慮，而染患難以治癒的痲瘋病則是應有的罪罰。尤其在明代中葉以

後，因色情氾濫及性病－－梅毒的傳入，這種焦慮感更加強烈，因而「過癩」的

恐慌並非全來自將梅毒視為痲瘋病的結果，或許社會對不合規範的性行為的焦慮

                                                 
163清．吳研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第 60回〈談官況令尹棄官，亂著書遺名被駡〉，頁 67-68。 
164清‧許起，《珊瑚舌雕談初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子部第 1263冊)，卷 1，「過癩」條，頁

10a-10b。 
165李尚仁在〈十九世紀後期英國醫學界對中國痲瘋病情的調查研究〉指出：十九世紀西方殖民經   
  濟活動導致勞動人口流動，而這些勞力人口主要來自亞洲及非洲，而這些地區中部份地區本已 
  有痲瘋病的流行，如中國等地。因而當痲瘋病在殖民地發生時，康德黎等醫師將中國移民視為 
  痲瘋傳染的主要源頭，且康德黎等醫師建議英國對中國移民嚴加檢查，以免痲瘋傳染的擴大。 
  而這種將疾病與他族連結在一起，以貶低其他種族，從而正當化歐洲帝國主義的壓迫與歧視， 
  是殖民主義常見的現象；參見李尚仁，〈十九世紀後期英國醫學界對中國痲瘋病情的調查研   
  究〉，頁 469-478。而清末香港及上海地區人們將過癩與廣東連結在一起，或許也是一種貶低 
  他人，而強調自己優越感的地域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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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譴責下的想像世界才是引發恐慌的真正力量。但在這個想像世界中，痲瘋病人

郤必須背負最沈重的罪名，而廣東人(不論男女，或染疾與否)也成為中國社會中
最可惡的「過癩者」，痲瘋病患及廣東人似乎成為明清社會對縱欲行徑焦慮下的

待罪羔羊。根據 1960年代 Skimsnes在香港的觀察，人們普遍認為痲瘋病患是邪
惡的人，除了因不道德的行為而致病外，而且他們有「賣痲瘋」的嫌疑，而這也

是 lapra-angst對痲瘋病恐懼的重要原因；或許這也更加強化了人們及廣東地區對
痲瘋病的恐懼心理。166 
 

 

第四節  疾病與社會不良互動下衍生的恐慌 
 
 
由於明代中葉以後城鄉經濟的發展、瘟疫肆虐及外來疾病梅毒的傳入，造成

中國部份地區對痲瘋病傳染恐慌的擴大，而導致病患受到社會強烈的排斥，痲瘋

病人的處境相當悽慘，如乾隆元年江西南安知府游紹安在〈詳養濟院增糧添屋記〉

中曾形容痲瘋病人的處境是「既棄於天，又棄於人」，167因患一般疾病者「猶有

親戚保護，或人與同一羣，亦不死」，而痲瘋病人則「天棄之，人棄之」。又如蕭

曉亭在《瘋門全書》中 描述病人的悲慘遭遇： 
夫妻兄弟子女離散，戚友避之，行道叱之。顛連無告至此極矣。168 

而同書袁世熙的序中也指出病患的處境為： 
戚里惡聞，骨肉遠避，痛苦之餘，求死不能，求生不得，甚至有投水懸梁，

自戕其命，而卸冤地下者。則癘瘋之慘酷，比之瘟疫，殆尤甚已。169 

以上悲天憫人的士人對痲瘋病人處境的描述，清楚地指出：在痲瘋恐慌的地區，

一個人被罹患此疾後，可能會失去原有的一切(親情、友情⋯⋯)，而淪為孤苦無
依的境地。痲瘋病人的悲慘處境，相信是任何人都不願遭遇的，這可能更强化人

們對它的恐懼，並導致人們以更可怕的排斥行徑來對待痲瘋病患。 
    對於外形醜陋、又會威脅他人生命的痲瘋病人，人們必定相當厭惡。然而明
清時代，人們對痲瘋病人的厭惡，除了來自對可怕外形的厭惡及傳染的威脅外，

似乎還來自痲瘋病人的道德形象惡劣。被社會抛棄的痲瘋病患，有人被痲瘋病院

收容，有人流落街頭；但他們可能都要靠行乞、偷竊，甚至群聚為盜等，如同治

《南昌府志》中記載明萬曆十九年(1591)，廣東博羅縣有群可怕的痲瘋盜匪，其
行徑相當囂張：「男子擔負至者，輒搶；女子至，輒執而淫之。」170痲瘋群盜姦

                                                 
166蔡寶鳳、周碧瑟，〈痳瘋病的文獻回顧〉，頁 340b。 
167光緒《南安府志補正》，卷 7〈藝文〉，頁 23a-23b。 
168清‧蕭曉亭，《瘋門全書》，頁 776a。 
169清‧蕭曉亭，《瘋門全書》，頁 771。 
170同治《南昌府志》，卷 39〈人物‧名宦〉，頁 43b -44a。 



痲瘋病與明清社會 

 88

淫擄掠的行徑必定引發社會極大的恐懼及厭惡感。而清初屈大均也在《廣東新語》

中指出，痲瘋病人如何利用社會對他們的恐懼而破壞人們的重要生命禮儀： 
瘋人最為人害，家有慶弔，則瘋人相率造其門，叫呼罵詈，大得財物、酒

餚而後去。171 
以上記載反映人們的生活如何受到瘋人的干擾，尤其是重要的禮儀遭到污穢的身

體的破壞，人們的恐慌應是難以言喻的。 
    至於痲瘋院中的病患，部分人可以領取政府的口糧，但有不少人並無口糧，
因而痲瘋病患行乞、行刧的情形層出不窮，如徐珂在《清稗類鈔》中描述廣州城

外痲瘋院病患在外行乞的情形說： 
瘋人猶時出乞食，常游行市中。其人面目多壅腫，眉脫、手足每拳曲。見

者大怖，輒爭與之。其乞錢恆較常丐為易，亦欲其得錢即行耳。172 
可見人們在極端的恐懼下只好趕快給錢以打發痲瘋乞丐，但他們對痲瘋病患必定

更加厭惡。又據康熙《新會縣志》載，當地人因癩子行劫，憤而縱火焚燬貧子院。
173此外，由於痲瘋病的傳染性及統治力的侷限，官方只設置收容機構，但並不派

人管理痲瘋院，而是交由所謂「瘋目」來管理，這種管理方式似乎造成更嚴重的

社會問題，如根據《瘋門辨症》中指出福建的痲瘋病院的痲瘋丐首，常妄指人為

痲瘋，以迫其入院，而入院後的遭遇是：「男者則勒索使費，以為利市。女者則

離其本夫，任其强配。」174瘋目的惡劣行徑必定更加強化人們對痲瘋病的恐慌及

對痲瘋院的厭惡。而康熙年間吳震方在《嶺南雜記》中也描述潮州麻瘋院瘋人利

用人們的恐懼心理，逢人家有吉凶禮儀時，「登門索錢、索食」的惡形惡狀。175以

上閩粵地區痲瘋院中以瘋目為首的集團，其惡形惡狀已對人們的生活造成極大的

困擾，也使得痲瘋病人的形象更加負面。 
此外，由於人們懼怕被傳染，於是無依無靠、身體孱弱的痲瘋病患成為社會

上各種勢力利用以遂其目的工具，如屈大均在《廣東新語》中指出： 
山海多刼質，盜得人，則窒其耳目，灌以蠟膏繫之。遣瘋人往候贖者于野，

贖者至，亦復窒其耳目，束縳以歸。既定要約，先納花紅手帕，次輸金帛。

乃使瘋人導所釋者于野，委之而去，瘋人往往得厚利。或州縣有司催糧，

亦輒使瘋人分行鄉落，其人糧未盡輸，則瘋人相率飲食寢處于其家，日肆

罵詈，以穢毒薰染之，使之亦成惡疾。蓋有司以瘋人為爪牙，盜賊以瘋人

為細作，其為無用而有用如此，瘋人最為人害。176 
上述記載反映無論是綁匪、盜賊，甚至官府都利用痲瘋病患以遂其為惡或統治的

目的；可見明清痲瘋社會問題惡化與政府統治力不足及社會治安不良有密切關

                                                 
171清．屈大均，《廣東新語》，卷 7〈人語〉，「瘋人」條，頁 245。 
172徐珂，《清類稗鈔》第 40冊，〈乞丐類〉，「粵多麻瘋丐」條，頁 8-9。 
173康熙《新會縣志》(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據康熙廿九年刊本影印，1991)，卷 4〈建置〉，頁 

  10b。 
174清‧侯敬庵、鄭鳳山，《瘋門辨症》，頁 810。 
175清．吳震方，《嶺南雜記》，卷上，頁 34b-35a。 
176清．屈大均，《廣東新語》，卷 7〈人語〉，「瘋人」條，頁 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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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痲瘋恐懼固然助長了惡勢力對大眾的威脅，但多扮演幫兇的角色，痲瘋病人

郤因此而背負社會上最邪惡者的罪名。 
    以上有關明代中期以後的文獻記載都反映出痲瘋病人在廣東、福建地區的形
象有日益負面化的情形。傳統上相信痲瘋病人是因不道德的行為而致病的「天刑

觀」，似乎在政府統治力不足及社會治安不良的情形下，因部份病患的惡劣行徑

而更加强化。如明萬曆十九年廣東博羅縣令鄧以誥，面對姦淫擄掠的痲瘋病人，

怒駡他們：「癩木天刑，不悔過，又公然以強姦、強盜犯大辟」，並下令諸人，只

要「遇癩者，任持長槍刀直拒之」。177即使是悲憫痲瘋病人，究心多年，盡力為

病患求治的蕭曉亭也認為「癘疾，諺云正報，又曰現報。原非妄談，若自信罪愆

難逃，果能矢念為善，人力可以回天。即自反無他過惡，亦當力行善事。」可見

痲瘋病是天刑病的觀念相當强烈，而這更加強人們對痲瘋病人在道德上的厭惡。 
明清時代，在痲瘋病恐慌擴大蔓延的地區，由於傳染、天刑觀以及「過癩」

之說，而對痲瘋病人相當恐懼及厭惡。而人們對痲瘋病的恐懼固然是來自生命受

到極大的威脅，但社會對痲瘋病充滿的偏見及過度激烈反應則是造成恐慌的另一

重要原因。如周信銘在〈從槍決麻瘋病患談到麻瘋問題〉(1937)一文中探討民國
廿六年廣州當局為何會屠殺痲瘋病人的原因時，曾指出這是社會人士對痲瘋病充

滿偏見的結果，其記載如下： 
瘋病因之被看做道德的問題而不是病理的問題。瘋人不要醫治，而要受罰

──向著死路去。⋯⋯社會人士都信瘋病是最容易傳染的，祇要一看瘋

人，就會接得瘋毒了。⋯⋯加之以賣瘋的行為，用非科學的方法想減輕自

己病徵的妄念，更足以助長社會對瘋人的一個大反感。178 

而根據 1960年代在香港的研究，Skimsnes歸納出中國人對痲瘋病的看法，都視
痲瘋病是相當邪惡的，如：(1)痲瘋病是一種道德上的罪行所引發的，求神也沒
用。 (2)痲瘋病被視為性病，病人可以「賣瘋」而將病傳給別人，而和相當數量
的健康人進行性行為後，病情會減輕，甚至會痊癒。 (3)病人相當邪惡，會利身
上充斥的病毒去害人。又據 Skimsnes 對二十三個 lapra-angst 的觀察發現，他們
的恐懼除了來自痲瘋病是一種無法治癒的疾病外，多數人的焦慮是來自性的不道

德或不潔，以及相信「過癩」之說，還有人們普遍認為痲瘋病人是邪惡的，因他

們不僅因不道德的罪行而致病，而且有「賣痲瘋」的嫌疑。綜觀這些 lapra-angst
的恐慌，其實主要是來自染患痲瘋病將會名譽掃地，並失去地位的焦慮。社會對

痲瘋病的污名化，使得 1960 年代的香港地區的中國人產生痲瘋恐慌的心理反
應；這應也是明清時代曾造成人們對痲瘋病恐慌，以及出現極端排斥行為的重要

隱形因素。 
    
    雖然明清時代，中國南方因以上諸端而出現痲瘋病的集體恐慌現象，但各地
對痲瘋病的反應則有極大的差異。其中以廣東、福建以及江西等地的記載似乎較

                                                 
177同治《南昌府志》，卷 39〈人物‧名宦〉，頁 44a。 
178周信銘，〈從槍決麻瘋病談到麻瘋問題〉，頁 6b-7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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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其他如雲南、四川等地也似乎出現某種程度的恐慌現象。 
前文曾論及福建地區可能是明清時期較早出現痲瘋恐慌的地區，其相關記 

載屢見不鮮，如據方志記載，可能早在十五、六世紀之交，某些地區已有痲瘋專

門收容機構的設置。此外，從各種文獻記載反映福建在明清時代對痲瘋病人是相

當排斥的，如：據乾隆《延平府志》載，沙縣收容惡疾的東門養濟院因迫民居中，

民頗以為患，萬曆年間里人訴於縣令袁應文，乃改建於演武廳之旁隙地。179又據

前文提及康熙年間，福寧府城在一群癩者由外遷入後，就陷入極端的痲瘋傳染恐

慌中；直到官府同意驅離這群癩者，才化解這場恐慌的危機。180據民國《建寧縣

志》載，在太平天國之役時，善擊劍且對當地抗匪有功的張尚淇，因保衛鄉里而

廢寢忘食，且為風寒暑濕所侵，而得癱瘓疾，仇視淇者，就誣陷他為痲瘋患者，

因而導致淇的三個弟弟喪失論婚的機會，淇因此而自殺。181又據民國《閩清縣志》

載，原收容無告窮民及廢疾者的養濟院，後為痲風所佔；因養濟院近城郭，又為

往來交通要道，乾隆年間的縣令姚循義恐傳染民眾，曾議遷僻處，但未行；直到

民國初年間在當地士紳黃乃裳等奔走下，向美國傳教士及紳民募捐，購得幽僻山

地，才將痲瘋病院遷離。182 

    以上的記載反映福建地區從明中葉至清末城市居民都擔心城中痲瘋病的傳
染問題，因而要求痲瘋收容機構遷移至城外僻遠地區，且可以看到當地士人為痲

瘋院遷徙問題而辛苦奔走的情形，這些都顯示福建部份地區對痲瘋病的恐慌及對

隔離的重視。此外，福建部份地區人們不僅對外來的病患相當排斥，對本地人，

甚至是原本受當地人尊敬的英雄，似乎只要染患痲瘋病必遭人們的排斥，如嫉恨

者利用社會對痲瘋病的恐慌心理，誣指張尚淇染患痲瘋病，而使善擊劍的英雄如

此輕易地被擊倒，這說明當地對痲瘋病的恐慌情形是相當嚴重的，痲瘋病恐慌似

乎給了人們一種可以輕易陷害他人的權力。因而光緒初年福建士人侯敬庵等《瘋

門辨症》中就指出： 
於閩省風俗，最畏麻瘋之名，若妄指麻瘋之疾，則齊親必至睽違，戚友行

道，避之叱之，非若他疾所可妄指。183 
這則記載說明在福建妄指痲瘋以誣陷他人似乎相當容易，且可以發揮無比的邪惡

力量。而沈錦波為《瘋門辨症》所作的序中也指出： 
不幸成癘，父子異席，夫婦別室，親戚朋友，且掩鼻而過之。184 

明清時代，在福建地區染患痲瘋者將喪失其親友，而成為人人厭惡的對象，且没

有人肯與為伍。當地社會的恐慌主要來自對痲瘋傳染的恐懼，甚至已到了六親不

                                                 
179乾隆《延平府志》(台北：成文出版社，據乾隆卅年修同治十二年刊本影印，1967)，卷 11 
〈恤政〉，頁 38b；民國《沙縣志》，卷 8〈惠政〉，頁 6a。袁應文於萬曆十一年至十六年在沙 

 縣任縣令。 
180乾隆《福寧府志》，卷 44〈外紀〉，頁 17a。 
181民國《建寧縣志》，卷 15〈孝友〉，頁 9a。 
182民國《閩清縣志》(台北：成文出版社，據民國十年鉛印本影印，1968)，卷 5〈惠政志〉，頁 
  3b。 
183清‧侯敬庵、鄭鳳山，《瘋門辨症》，頁 811a。 
184清‧侯敬庵、鄭鳳山，《瘋門辨症》，頁 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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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的地步。 
    至於廣東的恐慌情形似乎也不亞於福建。除了前文提及痲瘋病人利用社會的
恐懼而向人們行乞、勒索、行劫及過癩的行為外，還有以下現象：如據萬曆《雷

州府志》載，原在西城外的養濟院，因痲瘋甚污穢，而將痲瘋遷於蔡黎村。185又

據清朝刑案報告記載，乾隆元年廣東增城縣發生痲瘋病患因妻子不願同寢，而殺

害妻子的刑案；186乾隆五年廣東潮州府豐順縣痲瘋病患因鄉人害怕被傳染遭全鄉

人將他逐出，於山後搭寮居住，後因病患歸家取米，而鄰右指責他不該回家，雙

方衝突而發生命案。187又據光緒《廣州府志》中指出嘉慶年間蕃商將小兒痘漿傳

種方法傳入，因盛夏隆冬來接種的人幾無；因而多選擇窶人子之壯且少者遞種，

以留其漿；但又恐怕其傳染瘋疾，而僱瘋院人屆期驗看。188 又據清末廣州傳教

醫師合信(Benjamin Hobson)說：廣州人「視痲瘋為不潔的疾病、是一種報應」，
且對痲瘋傳染相當恐懼，「病患會被趕出(家門)，没有人願意和他們住在一起或

同桌吃飯。」189此外，據《清稗類鈔》記載：「粵多瘋人⋯⋯人家之買婢妾、雇

乳婦，均須驗明有無麻瘋。」190 
    有關廣東地區痲瘋恐慌的文獻都顯示人們除了傳染的恐懼外，似乎還有一種
莫名的焦慮，只要與他人發生接觸的行為都可能引發恐懼，如種痘及僱婢妾、乳

婦等都要謹防痲瘋病患，可見其恐慌的程度。這或許與當地流傳的梅毒是一種可

以透過各種接觸而傳染的疾病有關，另一方面也反映當地在痲瘋隔離上可能有相

當大的漏洞，並不能有效地將病患隔離，因而必須隨時隨地謹防痲瘋傳染；此外，

當地人相當擔憂痲瘋病患會利用病毒做邪惡的勾當。這些或許與當地治安及秩序

不良，且未能有效地解決痲瘋帶來的社會問題有關。     
    至於江西省也可以看到不少痲瘋病恐慌的事例，如據乾隆時期刑案報告，六
年江西會昌縣的蕭氏身患痲瘋，因鄰右都厭惡她，於是叫他兒子鍾選文在鍾宏亮

所居的河灘造屋另居；但鍾宏亮兄弟恐麻瘋傳染而攔阻，因此在兩方爭執下，終

於發生命案。191又據乾隆七年江西樂平縣某村發生的殺人刑案報告記載，該村有

痲瘋病人四人在村口搭茅篷居住，而過往的痲瘋病患常投宿茅篷，且病患常在村

眾飲水的水塘內洗澡，村民恐遭傳染，要求病患遷往別處住，病患不依，因而起

                                                 
185萬曆《雷州府志》(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據萬曆四十二年年刊本影印，1990)，卷 8〈建置‧ 
  公署〉，頁 17a。 
186中國第一檔案館藏《刑科題本》〈婚姻〉第二全宗廿七卷二號，乾隆元年十二月四日署刑部尚 
書俆本等。 

187《明清檔案》A101-082 ，乾隆六年四月二十四日廣東巡撫王安國。 
188光緒《廣州府志》(台北：成文出版社，據光緒五年補刊本影印，1968)，卷 163〈雜錄〉，頁 

  40a-40b。 
189The Royal College of Physician,Report on Leprosy,pp.xl,76；轉引自李尚仁，〈十九世紀後期英國 
  醫學界對中國痲瘋病情的調查研究〉，頁 455。 
190
徐珂，《清稗類鈔》第 26冊，〈疾病類〉，「麻瘋」條，頁 9-10。其檢驗法：「使其人處暗房中， 

   以硝傾入火爐中，燃之。如面色發青者，無疾；面色如常，則有疾，斷不可留也。」 
191《明清檔案》A107-094，乾隆六年十一月十六日江西巡撫陳宏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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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縱火燒死病患。192以上記載反映江西地區部份農村民眾因痲瘋傳染的恐慌而發

生了相當嚴重的衝突。而樂平縣某村人想以燒死痲瘋病患以避免傳染的刑案，更

真實地反映一個村落中出現四個以上的痲瘋病人是多麼令人恐慌。 
至於雲南地區，由於筆者目前掌握的的文獻記載並不多，但有限的資似乎也

反映當地存在某種程度的恐慌。如據明末沈德符在《萬曆野獲編》載，成化年間，

出鎮雲南的太監錢能利用痲瘋傳染之說，而威脅病癩富翁之子，以厚貲賄賂他；

這則記載顯示痲瘋當地應有某種程度的恐慌。193此外，據乾隆時期雲南的一個刑

案報告記載，戴雲耑因身染痲瘋病，而由堂兄幫理母喪，堂兄因人們厭惡其患痲

瘋，而未允雲耑陪客飲宴，引起雲耑不滿，與堂兄發生爭執而發生命案；這也說

明當地存在痲瘋恐慌問題。194  
至於四川省應也存在類似的現象，如根據雍正十三年四川痲瘋病患賣妻導致

命案的報告中，被官員詰問何以失節改嫁時，林婦為自己改嫁行為的申辯供詞如

下： 
  小婦人嫁趙瑛已是十六、七年，原没有醜行，只因丈夫說癩病不好，兩個 
  兒子没得穿，没得吃，若是癩病傳染起來都没命了。195 

雖然以上婦女的辯詞未必是真實的，但婦人以「癩病傳染」為自己辯護，應可反

映四川地區似乎也存在痲瘋傳染的問題。此外，根據乾隆十一年四川發生的痲瘋

病患被殺的刑案報告中，嫌犯的供詞內容梗概如下：痲瘋病患的妻子與通姦者殺

死丈夫後，以布被包紮屍身，並告訴其弟及女婿：「痲瘋病死的，有毒蟲飛出，

要傳染好人，近處埋不得」，要他們抬去丟下大河；女婿要去買棺木，她說：「要

棺木何用？」而女婿等抬屍的人，因害怕傳染而未解看屍身，連被丟入河裡，故

未發現死者是被殺害的。196以上供詞未必如實，但也多少反映當地存在痲瘋傳染

恐慌的現象。 
     有關明清時代痲瘋病的記載，除了廣東、福建、江西、四川以及雲南外，
其他地區也有相關記錄，如根據文人筆記、清代的刑案記載及地方志中的列女等

的記載，可以發現江蘇、安徽、湖北、廣西、山東等地都有痲瘋病的流傳，且可

能江蘇、安徽、廣西及湖北197等地都存在傳染恐慌問題。然而在面對痲瘋問題時，

各地的反應也有不同，如清末侯敬庵指出：「因於閩省風俗，最畏麻瘋之名，若

妄指麻瘋之疾，則齊親必至睽違，戚友行道，避之叱之。非若他疾所可妄指。」

但根據十九世紀中國海關的醫官萬巴德(Patrick Manson)與穆勒(August Mǜller)在
廈門的報告中指出痲瘋在當地相當普遍，因而當地人「並不覺得痲瘋病患噁心

的，反而和他們自在交住，視他們如常人。」198據此，福建地區對痲瘋病恐懼似

                                                 
192《明清檔案》A114-111，乾隆七年九月四日江西巡撫陳宏謀。。 
193明‧沈德符，《萬曆野獲編》，補遺卷 1，「內監」條，頁 818。 
194《明清檔案》A093-102，乾隆五年四月二十七日雲南巡撫張允隨。。 
195中國第一檔案館藏《刑科題本》〈婚姻〉第二全宗十五卷三號，頁 5102。 
196《明清檔案》，A141-052，乾隆十一年三月十一日四川巡撫紀山。 
197如雍正九年湖北漢陽縣於西門外的棉花山建痲瘋院，這或許可以反映湖北部份地區存在某種程 
  度的痲瘋恐慌；參見民國《湖北通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據宣統三年修民國十年刊本 
  影印，1990)，卷 49〈經政志七‧蠲卹〉，頁 1351a。 
198August Muller and Patrick Manson ,“Drs. Muller Manson’s Report on the Health of Amoy for the  
  half year ended 30th September 1871,” Medical Report of the Chinese Imperial Ｍaritime Cust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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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也存在地域性差異。 
    而對痲瘋病態度的地域性差異，在清末各地海關醫師的報告中相當清楚的呈
現出來。雖然清末有些地區的海關醫官發現當地中國人認為痲瘋病極具傳染性，

而拒絕與痲瘋病患在一起，但大多數地區的海關醫官發現中國人並没有特別排斥

痲瘋病患，也没有刻意避免與他們接觸，如上海醫官 James Henderson報告中指
出：在當地人並不認為痲瘋病具有傳染性；199又如 1875 年漢口醫官 A. G. Reid
在報告中指出：當地人多相信痲瘋傳染應限於家人間，且並没有實施痲瘋隔離，

病患「甚至可以和親戚住在一起、與健康的人口混在一塊兒」；200又據 1887年山
東煙台海關醫官W. A. Henderson的報告記載，他在中國曾看過許多痲瘋病患，
但每當他詢問病人如何染病時，病人的答覆大都是家人及其居住的村子裡的人都

沒有人染疾，201這或許可以反映當地似乎並未完全掌握到痲瘋病的傳染性。以上

清末海關醫官的報告中，有關中國人對痲瘋病的反應的記述，可能存在觀察者的

主觀成見及觀察不周的問題，但似乎在某種程度上也反映出對待痲瘋病患的態度

因地區而異。202除了十九世紀海關醫官的報告外，從乾隆時期的刑案報告，可以

看到廣東及江西對痲瘋病患是相當恐慌、排斥的，但從山東登州萊陽縣的痲瘋病

患的兇案報告中並未留下病患受到特別歧視的記載，當地社會似乎是將他們視為

一般的病人。203以上有關醫官及刑案報告中的記載，似乎反映山東雖然是中國北

方的一個重要痲瘋流行地區，204但當地部份地區似乎並無嚴重的痲瘋恐慌問題。

因而清末吳研人在《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中就指出痲瘋病並非廣東才有，外省

也有，但「外省人不忌，廣東人極忌罷了。」205反映痲瘋恐慌問題並非必然的現

象，而是因地而異。 
 
 

小  結 
 

                                                                                                                                            
  No.2(1872),pp.10-23,on pp.14,23；轉引自李尚仁，〈十九世紀後期英國醫學界對中國痲瘋病情的 
  調查研究〉，頁 456。 
199The Royal College of Physician,Report on Leprosy,p.xliv；轉引自李尚仁，〈十九世紀後期英國醫 
  學界對中國痲瘋病情的調查研究〉，頁 455。 
200A. G. Reid, “Dr. A. G. Reid Report on the Health of Hankow for the half year ended 30th September  
  1875，”Medical Report of the Chinese Imperial Ｍaritime Custome No.10(1876),pp.46-52.參見李尚 
  仁，〈十九世紀後期英國醫學界對中國痲瘋病情的調查研究〉，頁 457。 
201W.A Henderson, “Drs. W.A Henderson’s Report on the Health of Chefoo for the year ended 31st 
  December 1887,” Medical Report of the Chinese Imperial Ｍaritime stome .No.35(1888),pp.15-16； 
  轉引自李尚仁，〈十九世紀後期英國醫學界對中國痲瘋病情的調查研究〉，頁 456。 
202參見自李尚仁，〈十九世紀後期英國醫學界對中國痲瘋病情的調查研究〉，頁 455。 
203報告中多強調痲瘋病患體弱而未論及傳染等問題；參見《明清檔案》070804，乾隆五年二月三         
  刑部尚書尹繼善。 
204而 1951 年在中國防疫專業會議中各省代表的報告指出山東和福建、廣東同列為最嚴重的疫 
  區；轉引自梁其姿，〈中國麻風病概念演變的歷史〉，頁 430。 
205清．吳研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第 60回〈談官況令尹棄官，亂著書遺名被駡〉，頁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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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清社會對痲瘋病的恐慌及厭惡來自人們對它的偏見及誤解，如痲瘋病人的
道德形象惡劣，所以招染此疾是因縱慾過度、不道德的行為，且會以「過癩」等

不道德的行為來散播病毒；此疾具有相當高的傳染性，接觸病人的身體或是環境

中所充斥的病人毒氣都會使人致病，且可透過交媾行為而男女相傳及遺傳子女，

因而此疾是一種相當可怕的傳染病；此疾被視為閩粵特有的風土病，且盛傳當地

流行「過癩」之俗。 
    而上述偏見形成與以下歷史發展有密切關聯：(一)城鄉經濟發展與瘟疫威脅
下的傳染恐慌擴大：明代中葉以後，隨著福建等地區農村市場經濟網絡的形成及

城市商品經濟的繁榮，而城鄉間貿易及人際往來日益頻繁可能帶動了傳染病的擴

大。雖無法確定痲瘋病是否擴大，但可以看到城鄉經濟發展的同時，原本主要在

家人間造成恐慌的痲瘋、癆瘵等傳染惡疾，已隨著社會對傳染病的恐懼而形成社

會集體恐慌，如福建等地紛紛設置「惡疾」的機構以收容傳染病患。(二)梅毒的
傳入：明代中葉梅毒傳入中國後，有人將梅毒某些症狀歸為瘋癩；由於梅毒可以

經由性行為及其他各種接觸方式而傳染，因此梅毒在中國南方地區可怕的蔓延；

而此一發展強化痲瘋傳染的認知，而痲瘋恐慌於是逐漸超過其他傳染惡疾，這或

許是收容惡疾機構後來轉變為痲瘋機構的重要原因。(三)禮教失序下的罪罰想
像：明代中葉以後，醫家及士人更強調痲瘋病與性的關聯，將痲瘋病視為縱慾者

的罪罰，而這實來自對士人對禮教失序的焦慮及挽救危機的作法，而梅毒傳入

後，則更強化二者間的關聯，痲瘋病是縱慾者罪罰的說法似乎更加強化，而過癩

恐慌也隨之擴大。(四)治安不良的焦慮：明清社會對痲瘋病人的厭惡還來自其道
德形象相當惡劣，而這還來自部份病患的惡劣行徑，如行乞、偷竊、勒索詐財，

甚至群聚為盜等，但痲瘋為惡的問題實為根源於社會治安不良問題。痲瘋病恐懼

固然助長了惡勢力對大眾的威脅，但多扮演幫兇的角色，而痲瘋病人郤因此背負

社會上最邪惡者的惡名。(五)由於海外傳入的「霉瘡(梅毒)」源始於廣東、福建
沿海地區，且在當地流行擴散，並傳往各地，這應是導致明清醫家及社會逐漸視

痲瘋病為閩廣(尤其是廣東)地區特有風土病以及有關當地各種繪聲繪影的「過
癩」傳聞層出不窮的原因。 
    明清時代，雖然中國各地區都有程度不一的痲瘋病的流傳，但對於痲瘋病的
恐懼是屬於地區性，而應非是全面性的。綜觀明清時代痲瘋病恐慌現象，固然有

其客觀的背景，如人們對傳染病的恐慌以及外來疾病梅毒傳入等，但社會和疾病

間互動所構造的想像世界，似乎更擴大其發展。明清時代部分地區對痲瘋病的恐

慌，不論其恐慌來自死亡的威脅或是主觀的想像世界，其結果是對病人的污名

化，並導致人們以極端排斥行為對待病人；當病人淪於無所依歸的局面，政府及

社會又未能積極地救濟或有效地安置他們，以致因痲瘋恐慌衍生的各種問題日趨

嚴重，而人們對痲瘋病的恐慌也更加擴大、惡化。因而社會對疾病的認知其實並

不完全來自客觀存在的現象，而有相當多的成份來自社會與疾病互動過程中的集

體想像所賦予它的意義，而這種聯想所呈現的則是人們在特定社會文化條件下對

事物的感受及認知。因而，人們對疾病的認知，誠如 Susan Sontag指出「不是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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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真正的樣子，而是人們對它的想像。」206因此人們對疾病的認識其實隱含的是

社會文化內涵，而人對疾病的恐慌的本質有不少是來自社會加諸其成員的壓力。

因此人對疾病的恐懼，除了來自疾病會侵害生命的客觀因素外，有相當大的成份

來自社會加諸疾病的隱喻，而這些是人們在面對疾病威脅時更難以承受的部份。

Susan Sontag曾提及「任何疾病只要起因不明，治療無效，就容易為某種隱喻所
覆蓋」；207明清時代痲瘋病患曾因閩粵等地區對社會秩序破壞的憂慮及禮教的關

懷，而被想像成不道德、會過癩、會害人的邪惡者。而這種集體想像世界推動了

人們以不合理性的偏見看待病人，並以各種罪名加諸身心俱受折磨的病人，這或

許才是明清時代人們恐懼痲瘋病的真正本質。 
     

                                                 
206Susan Sontag, Illness as Metaphor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1978).轉引自蔣竹山，  

 〈性、蟲與過癩─明清中國有關痲瘋病的社會想像〉，頁 3。 
207Susan Sontag, Illness as Metaphor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1978).轉引自蔣竹山，  

 〈性、蟲與過癩─明清中國有關痲瘋病的社會想像〉，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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