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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圖文互證觀點探究牙刷在中國的演變 

周安邦* 

摘 要 

文字與圖像因為具有呈現真實世界的資訊以喚起過去經驗的功能，而同為人類社

會主要的溝通媒介，因此長久以來圖、文一直都被視為人類溝通中重要的工具。本研

究擬採圖文互證之觀點，先就考古文物之實圖，探討牙刷在中國出現的年代。其次以

文獻資料為輔，佐證牙刷於歷代普及之情況。接著以雜字類的蒙學典籍為據，從圖文

互證之觀點呈現明清之後牙刷的形制與演變。最後，以近代小學教科書為範疇，討論

其中圖文所呈現的牙齒保健與口腔衛生教育之實況。 

關鍵詞：圖文互證、雜字、牙刷、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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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牙刷是吾人日常生活的用品之一，關係到當代人的養壽延命與生活品質，然對於

這一關乎健康的用品，目前學術界尚未投入太多的關注，或為醫療史中的一小隅，或

僅被視為考古文物看待。除了考古學上十數篇有關牙刷出土的考證外，較系統梳理的

為趙雙戰〈牙刷溯源〉，1該文主要是對古代牙刷的相關史料和文獻進行整理，並未涉

及出土實物之探討。宋紅女士撰有〈中國人使用牙刷考〉一文，從文獻的角度對中國

古代的漱口、揩齒、齒木、牙藥等各種護牙潔齒方法進行了考證。2潘素娟、張闖輝之

〈植毛牙刷發明小考〉，則由出土文物形制上推論，認為植毛牙刷是中唐時期佛教信眾

受齒木潔齒的啟發，經過不斷探索發明的。3在考古文物上研究較深的為伍秋鵬之〈中

國古代牙刷形制演變考〉，4該文結合料近代牙刷的考古出土資料，由形制上論及牙刷

的發展、起源、演變等範疇，然並未涉及歷代文獻之內容。由上述之研究中可見到文

物與文獻殊途的情況，出土文物雖可窺見形制上的特色，文獻記錄亦為牙刷使用與普

及的論據，又明代之後的蒙書甚至清代的教科書中亦保存不少牙刷的相關圖文，若能

將三者結合，運用圖文互證之方式，定能為牙刷在中國的演變刻劃出更清楚的脈絡。

基於前賢啟發，乃促使筆者為文之動力。 

文字與圖像因為具有呈現真實世界的資訊以喚起過去經驗的功能，而同為人類社

會主要的溝通媒介，因此長久以來圖、文一直都被視為人類溝通中重要的工具，甚至

成為明確的歷史記錄。圖文互證之現象由來已久，直到了明代才大為盛行，這與印刷

技術、經濟結構、社會價值有著必然之關聯。然由於科舉制度的影響，菁英階層重文

輕圖的理念，一直主導著圖書出版的形式，就官修的典籍考察，圖文互證的情況真少

如鳳毛麟角。此點，宋人鄭樵著《通志略》，其中卷 72的《圖譜略》之「索象」則專

門討論了「圖」、「書」並置的重要性，並對時人輕視圖譜之情況提出了批評： 

 

                                                     
1 趙雙戰，〈牙刷溯源〉，《中華醫史雜誌》2006(3)，頁 186-189。 
2 宋紅，〈中國人使用牙刷考〉，收錄於《周紹怠先生紀念文集》(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6

年)，又見於《口腔護理工業》第 21卷第 3冊(2011 年 6月)，頁 43-48。 
3 潘素娟、張闖輝，〈植毛牙刷發明小考〉，《絲綢之路》2015年第 18 期，頁 21-24。 
4 伍秋鵬〈中國古代牙刷形制演變考〉，《中華醫史雜誌》第 42卷第 3 期(2012年 5月)，頁 131-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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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書不見圖，聞其聲不見其形；見圖不見書，見其人不聞其語。圖，至約也；

書，至博也。即圖而求易，即書而求難。古之學者為學有要，置圖於左，置書

於右；索象於圖，索理於書。故人亦易為學，學亦易為功，舉而措之，如執左

契。後之學者，離圖即書，尚辭務說，故人亦難為學，學亦難為功。5 

古書左圖右史，但古人輯錄書目，重書而廢圖，鄭樵在《通志•圖譜略》中力陳

前人重文輕圖之弊，並附以詳細圖譜目錄以說明圖譜之功。“索象于圖，索理於書”

之說法，點出了一個具有閱讀意義的基本道理，即文字乃是對“理”的抽象化表達，

圖像則是對“文”的具象化描述。看圖可以幫助讀者識文，而識文則能夠幫助讀者明

理；它們共同指向於 “讀書明理”之終極目的。由此，在圖→文→理的閱讀過程中，

就形成了一種理解上的迴圈路徑。然圖像文獻一直就不是文獻研究的重要命題，而圖

像在紀實的功能上卻又比文字強，若能再配合上文字的解說，便能夠精準而有效的將

實際活動的概況描繪下來，尤其是在庶民日常活動的紀錄上。圖像一直是社會上用來

傳遞庶民理念或者是文化訊息的主要媒體。對於切合日用的通俗讀物而言，圖文互證

的樣態則最適合被廣大的閱眾所接受，尤其在以圖像為主的傳統蒙書中。因此，以出

土文物（圖）、文獻資料（文）與圖文互證之蒙書配合，對於考述一庶民生日常用品之

實際情況，當有極明確的說服性與實證價值。 

早在 3000 年前中國的殷商時代就已有牙齒的相關記載，甲骨文的象形字中可清

楚的看到「齒」字寫成 等形態，另把齲字寫成 ，表示齒字上面有一個小蟲，

說明了齲齒是由蟲蛀所造成的，直至今日民問仍把齲齒叫蟲牙。《禮記‧內則》曾提到

「年少稱白齒，成年稱和齒。」可見得當時已認識到人生有兩副牙齒，即乳牙和恆牙。

同時《禮記》上還可見到「雞初鳴，咸盥漱」的敘述，漱口一般使用的即為鹽，在當

時還有酒、醋、茶及溫水等其他口腔清潔的材料。稍晚的晉‧葛洪《抱朴子‧雜應》

篇則有「能養以華池，浸以醴液，清晨建齒三百過者，永不動搖。」的看法，這說明

了漱口除了具備健齒之功能外，還能養生。然而漱口卻常難徹底潔齒，故古人還多以

牙疾為患，因此造就了潔牙工具的需求。 

牙刷的使用，是口腔醫學上的重要發明。早在牙刷問世之前，東漢安世高於西元

148-170年間翻譯的《佛說溫室洗浴眾僧經》中，就已提到了僧人以楊枝潔牙的記錄，

                                                     
5 宋‧鄭樵，《通志》(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 1月)，志 8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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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中佛祖對耆婆提到了「澡浴之法，當用七物，除去七病，得七福報」之說，其中

「七物」之第六物即為「楊枝」，並詳細的敘述其具有「除垢穢」、「口齒香好，方白齊

平，所說教令，莫不肅用」之功能，能使人清新的口氣，整潔的容貌，可以使「見者

悚息」、「為人所敬」、「見者歡喜，莫不恭敬、莫不敬歎」，從而在說法時產生「所說教

令，莫不肅用」之成效。以楊枝潔牙已是口腔醫學之一大進步，唐代王濤著的《外治

秘要》裡，就已出現用柳枝進行揩齒的記載。李時珍《本草綱目》卷三五〈柳〉條下

亦云：「楊枝硬而揚起，故謂之楊；柳枝弱而垂流，故謂之柳，蓋一類二種也。……則

楊可稱柳，柳亦可稱楊，故今南人仍並稱楊柳。」接著引語高僧義淨著《南海寄歸內

法傳》卷一所述，指出楊枝的正確叫法應該是「齒木」。齒木者，梵云「憚哆家瑟詫」，

而「憚哆」即為梵文之齒。由上述的文獻可見出，以楊枝潔牙與佛教傳入有密切之關

聯，然究竟中國何時才開始出現牙刷？又何時民間才開始普遍以牙刷為潔牙之工具？

這都是學術界極值得探討的議題，甚至還可於研究中發現早期口腔衛生教育在民間的

傳遞管道。本研究擬由圖文互證之觀點，藉由考古文物（圖）、文獻資料（文）、雜字

之童蒙典籍與近代教科書（圖文互證）為範疇，對牙刷在中國的演變之主題做詳實之

考究。 

二、出土文物之牙刷 

牙刷，是現代人日常生活中再平凡不過的日常用具，然而這項看似簡單的用具，

卻有著漫長的演變過程。西方人認為，牙刷是威廉‧阿迪斯（William Addis）於 1770

年在倫敦的紐蓋特監獄服刑期間，以鑽了小孔的骨頭裝上硬豬鬃製成。6據出土文物證

明，在 1985年挖掘的成都指揮街唐宋遺址中，發現了 2個唐代灰坑所出土的 4件骨刷，

其中 2把完整，2把為殘件，已證實為骨製牙刷，7現藏於成都中醫藥大學中醫藥傳統

文化博物館，下圖即為其中之一。 

 

 

                                                     
6 「Toothbrush•William Addis 1780」，見 http://madeupinbritain.uk/Toothbrush，2016年 4月 15日

檢索。 
7 見成都市博物館、四川大學博物館〈成都指揮街唐宋遺址發掘報告〉，《南方民族考古》第 2輯(成

都：四川科學技術出版社，1989)，頁 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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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成都指揮街遺址出土唐代牙刷8 

此外，在 1997 年發掘的廣州南越宮苑遺址中，由一口五代後漢時期的水井裡，

亦發現了 2把骨刷。9其後，西北大學文博學院考古系於 2002年發掘的西安唐長安城

太平坊遺址時，亦於一灰坑中發現一件骨刷，刷頭與刷柄雖已殘損，然於形制上可見

出雙排毛孔的刷頭，刷柄則為扁圓錐體。10以上三處出土文物，皆可證明，在中國唐

代時期牙刷已成為生活日用的潔牙工具，特別是廣州南越宮苑遺址所發現牙刷的位址

就在水井裡，可就此推論當時於井旁刷牙漱口的的概況，或因汲水潔牙不慎遺落，或

因刷頭毀損隨手棄置，卻為唐代使用牙刷留下了明確的歷史紀錄。 

下圖【圖 2‧唐代牙刷】為伍秋鵬〈中國古代牙刷形制演變考〉一文中統整的唐

代牙刷圖示，由形制上考察，此時期的牙刷形制上較為一致。刷頭略大，至柄端漸收

漸薄，柄端為圓弧形或尖狀，柄部則為扁平條形，厚度與刷頭處相同或略厚，有的還

淺刻上同心圓點圖案作為裝飾。刷頭部分則多為圓方形，少數為圓形，其寬度一般在

0.9至 1.1公分間。刷頭長 2.5至 3公分間。牙刷的長度，平均在 13至 18公分左右。

刷毛植孔均採對穿鑽法，正面孔大，刷背孔略小。其次在刷毛植孔的形制上，分別有

2排 8孔(每排 4孔)、2排 12孔(每排 6孔)、2排 13孔(每排 6孔，刷頭後端中間位置

鑽 1孔)幾種。此外，還有一種特殊排列的形制，刷頭扁平，刷柄呈束腰狀，柄的中部

為圓柄狀，柄中下部截面呈三角狀，刷孔的鑽法也是對穿式，正面孔大，刷背孔略小，

刷孔的排列為 3排 16孔（兩側每排 5孔，中間一排 6孔）。 

 

 

 

 

                                                     
8 見和中浚、吳鴻洲，《中華醫學文物圖集》(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年)，頁 129。 
9 見南越王宮博物館籌建處、廣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南越宮苑遺址 1995、1997 年考古發掘報告：

下冊》(北京：文物出版社，2008年)，頁 445。 
10 見西北大學文博學院考古系〈西安唐長安城太平坊隋唐時期遺跡的清理〉，《考古》2005 年第 9

期，頁 3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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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唐代牙刷11 

不僅於漢人的文物中可見牙刷，在時代稍晚的遼代文物中亦可見到其歷史的蹤

跡。1954年在內蒙古熱河省赤峰大營子村遼駙馬衛國王墓中，挖掘出了 2件「骨刷柄」，

推溯其時代應為遼‧應慶九年(959)，已距今一千多年前。經中國著名口腔醫學家周大

成先生考證，認為這兩件文物應是古代的植毛牙刷。12這一觀點後來獲得了醫史研究

界的普遍認同。這兩件文物現存於北京故宮博物院，兩把植毛牙刷的刷柄，其柄長約

19公分，植毛部的長度約 2.5公分，刷毛植孔計有 8個，以兩排每排 4個孔的方式排

列，孔部上下相通，形制與近代牙刷相似。 

圖 3 遼代的牙刷 

除此之外，今日可見出土的遼代牙刷，還有四處。圖 3 中，1 為內蒙巴林左旗白

音罕山遼韓氏家族墓出土，132 為內蒙古巴林右旗恩格爾遼墓出土，143為吉林雙遼縣

                                                     
11 伍秋鵬，〈中國古代牙刷形制演變考〉，《中華醫史雜誌》第 42 卷第 3期(2012年 5月)，頁 132。 
12 周大成，《中國口腔醫學史考》(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91 年)，頁 90-92。 
13 見塔拉、馬鳳磊、張亞強、王青煜〈白音罕山遼代韓氏家族墓地發掘報告〉，《內蒙古文物考古》

2002 年第 2期，頁 1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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遼墓出土，154為河北尚義縣遼代石棺墓出土。16在出土文物外，難能可貴的還可於民

間市集中見到遼代牙刷的實物。肖興義於〈遼代植毛骨質牙刷與古代植毛牙刷考證〉

一文中提到，其於 2008年 8月 31日第二屆中國赤峰民間古玩藝術品展示交流地攤上，

曾見到一千多年前遼代植毛骨質牙刷的實物。該物件為骨質製品，長 21公分，頭部寬

1公分，頭部長 3.5公分，頭、桿連接處呈圓滑狀並過度到桿部。頭部計有兩排 6個圓

孔，孔肩不連通，但底部互通，並與頭部頂端的小圓孔貫通。因年代久遠，孔內可見

到毛髮碳化的痕跡，整件器物包漿明顯，中間桿部有裂痕，尖部有少許骨皮質腐化現

象。17與現存於北京故宮 1954年內蒙古熱河省赤峰大營子村遼駙馬衛國王墓中出土的

「骨刷柄」相較，該物件的刷毛植孔為 2排 14孔，此件則為 2排 12孔，以製作的工

藝技術而言，孔越少者應為年代越久遠，故可推知其年代應不晚於遼‧應慶九年(959)。 

 

 

 

圖 4 遼代骨質植毛牙刷18 

 

 

圖 5 遼代骨質植毛牙刷19 

在形制上，遼國發現的牙刷，一般刷頭較窄且扁平，寬度平均在 0.7 至 1公分左

右，柄部較唐代刷細圓而長，柄桿斂收，多為圓柄。整體而言，此類牙刷的長度較唐

                                                                                                                                                
14 見內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巴林右旗敖包恩格爾遼墓〉，內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內蒙古考古文

集》第 1集(北京：中國大百科出版社，1994 年)，頁 537-541。 
15 王建，〈吉林雙遼縣發現兩座遼墓〉，《考古》1983 年第 8 期，頁 753-754。 
16 見河北省張家口地區文物保護管理所賀勇〈河北尚義囫圇村發現遼代石棺墓〉，《文物春秋》1990

年第 4期，頁 21-25。 
17 見肖興義，〈遼代植毛骨質牙刷與古代植毛牙刷考證〉，《文物鑑定與鑑賞》2010 年第 5 期、總

第 3期(安徽：合肥，《文物鑑定與鑑賞》雜誌社，2010年 5月 26 日 )，頁 32-33。 
18 取自肖興義，〈遼代植毛骨質牙刷與古代植毛牙刷考證〉，《文物鑑定與鑑賞》2010 年第 5 期，

頁 33。 
19 同註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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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為長，通長在 15至 25公分間。刷頭多為 2排孔，亦有如圖三 1中個別的 3排孔。

至於刷毛植孔的形制，有 2 排 8 孔(每排 4 孔)、2 排 9 孔(每排 4 孔、刷頭後端中間 1

孔)、2排 12孔(每排 6孔)、2排 14孔(每排 7孔)、2排 14孔(每排 6孔、兩端中間各 1

孔)、2排 16孔(每排 8孔)、2排 16孔(每排 7孔、兩端中間各 l孔)、2排 18孔(每排 9

孔)、2排 20孔(每排 10孔)、2排 22孔(每排 11孔)、2排 24孔(每排 12孔)、3排錯列

25孔等等。雖刷毛植孔與頭部頂端的小圓孔貫通，但背面尚未出現淺槽，這又明顯的

與宋明之後的牙刷有所不同。 

牙刷真正的為民間大量使用，還是宋明之後的事，這從文獻資料的記錄中就可得

到印證。在唐‧孫思邈撰《備急千金要方‧七竅病方‧齒病第六》中已可見到以鹽湯

揩齒之法，其云：「毎旦以一撚鹽內口中，以溫水含，揩齒及叩齒百遍，為之不絶。不

過五日，口齒即牢密。凡人齒齗不能食果菜者，皆由齒根露也。為此鹽湯揩齒叩齒法，

無不愈也。」20由文中「一撚鹽內口中」可推知，當時的潔牙應是以手指將鹽拈入口

中戳磨，而這種方式到了宋代都還有人沿用。蘇軾的《東坡志林》中就曾記錄了以松

脂和白茯苓末的揩齒方法，其云：「松脂以真定者為良，細布袋盛，漬水一日，沸湯煮。

浮水面者以新竹笊籬掠取，投新水中久煮。不出者皆棄不用。入生白茯苓末，不制。

但削去皮，搗羅細末耳，拌勻。每日早取三錢，已著口中, 用少熟水攪漱，仍以指如

常法熱揩齒畢，更啜少熟水咽之，仍以漱吐如常法。能牢牙、駐顏，烏髭也。」21由

「以指如常法熱揩齒」可知，其潔牙的方式還是以手指戳磨揩齒。然而入宋之後卻已

出現民間販賣與使用牙刷的情況，如吳自牧《夢粱錄‧卷一三‧鋪席》中就有「刷牙

鋪」的記錄，又該書卷一三〈諸色雜貨〉中在描述店鋪出售的各類物件中即有「刷牙

子」一項。周守中《養生類纂》卷六「早起」中，亦提到「早起不可用刷牙子，恐根

厚兼牙疏易搖，久之患牙痛。」由販賣的商品與早起日用器具中可見出，宋代之後民

間已開始普遍的使用牙刷了。牙刷的普遍使用，並非來自於宗教或政府的推廣，主要

還是因牙藥普遍的使用與製作技術的精進有關，牙藥普遍使用的詳細的情況留待下節

再加以說明，此處接續出土文物的脈絡，再討論宋代牙刷製作技術的精進情況。 

                                                     
20 唐‧孫思邈，《備急千金要方》(北京：華夏出版社，2008年 7 月)，頁 137。 
21 宋‧蘇軾，《東坡志林》，收錄於《叢書集成新編》第 86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 年版)，

頁 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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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宋代牙刷 

【圖 6】中，左為河南洛陽邙山宋墓出土文物，22右為安徽舒城縣三裡村宋墓出

土之牙刷。23除了秉持著遼代的細長形制外，亦發展出適合人體工學之握柄形態，其

刷毛植孔也明顯的增多。 

 

圖 7 明代牙刷24 

【圖 7】為伍秋鵬〈中國古代牙刷形制演變考〉中所收錄的明代牙刷圖示，依照

刷頭與柄部處理的差異，可以概分為 2種形制。第一類為刷頭扁平、寬度較窄的形制，

柄部漸收或微束，刷柄則呈圓柄或扁平片狀，而圓柄的末端製成圓角方形或漸收成尖

狀。扁平片狀柄刷，從腰部向後逐漸增寬，末端呈三角尖狀。另一類刷頭較寬，刷柄

與刷頭連處明顯束收，柄為圓柄略扁，與宋代的牙刷參照，可見出其承繼發展之軌跡。

有的柄部淺刻 2組或 3組弦紋作為裝飾（每組弦紋 3道），有的柄部雕刻成絞絲紋，有

的柄部末端鑽直徑約 0.2 公分的小孔，孔的作用在於穿繩後便於懸掛或攜帶，在刷柄

的形制上又較宋代更為精緻且符合日用功能。至此之後，於牙刷柄末端穿孔的設計，

在清代、民國時大量流行，直至上一世紀 50、60年代都仍被沿用。在刷毛植孔的形制

演變上，其排列方式計有：2 排錯列 38 孔(每排 19 孔)，背面刻 2 道淺凹槽；3 排 58

孔（兩側每排 19孔、中間一排 20孔），孔為暗穿，背面無凹槽，刷頭一端有 3個出線

孔；3排錯列 42孔(每排 14孔)，背面刻 3道淺凹槽。特別是在 2排錯列 38孔及 3排

                                                     
22 見洛陽市第二文物工作隊，〈洛陽邙山宋壁畫墓〉，《文物》1992年第 2期，頁 19-20。 
23 見舒城縣文物管理所，〈安徽舒城縣三裡村宋墓的清理〉，《考古》2005 年第 1期，頁 45-51。 
24 取自伍秋鵬，〈中國古代牙刷形制演變考〉，《中華醫史雜誌》第42卷第3期(2012年5月)，頁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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錯列 42孔兩種形制上，其刷頭的背面都刻有 2或 3道淺凹槽，可推知其刷毛的配置作

法應為背面刻淺槽的明穿法，這種制法不但可使刷毛更為穩固耐用，且可容納更多的

排孔之安置，發揮更佳的潔牙功效。 

圖 8 清代牙刷25 

由於時近現代，因此清代之後出土文物的情況漸次減少，更多的是具有歷史的近

代收藏文物。在清代牙刷的考古發掘資料中，僅在內蒙古科左後旗衙門營子卓王及其

福晉墓中出土 4件，概略分為 3種形制，分別為 1、刷頭扁平，柄的寬度與刷頭相當，

柄呈片狀；2、刷頭扁平，柄部束收，柄為圓柄；3、刷頭扁平，刷柄上圓下扁，末端

較薄。上圖為第 1 種形制，特別是刷毛植孔上，共有 3 排 58 孔(兩側每排 19 孔、中

間一排 20孔)，柄末端成圓角狀，刷毛的配置也承繼著明代背面刻淺槽的明穿法製作。

牙刷發展至此，無論在使用的人體工學上、製作的技術上及潔牙功效上都已臻於完美

的情況，除了材質之改變外，直至近現代已無太大的更動。 

綜觀牙刷歷代出土的文物，刷頭的長寬與牙刷的全長出現了朝向小巧精緻發展的

特點。唐代骨刷的刷頭寬一般在 0.9至 1.1公分間、刷頭長 2.5至 3公分，牙刷的長度，

平均在 13至 18公分左右。遼代骨刷的刷頭寬一般在 0.8至 12公分間、刷頭除一件疑

非為牙刷物件長 7公分外(7公分的長度時不適合置入口腔活動)，其餘平均長 2.4至 4.2

公分，牙刷的長度平均在 13 至 25 公分。宋至明時期，骨刷的刷頭寬一般在 0.7 至 1

公分間，刷頭長 1.8至 4.2公分，牙刷的長度平均在 12.5至 23.4公分間。從唐代發展

至明代，牙刷的大小形制，沒有太大的改變，除個別刷柄較長外，刷頭的寬度和長度

是趨於小巧精緻化發展。以刷毛植孔的製作工藝技術而言，孔越少年代應越久遠，且

於明代之後還出現了背面刻淺槽的明穿製法，使植毛孔的數目倍增，能容納更多、更

穩固的刷毛，對潔牙能產生更大的助益。以握柄形態而言，越接近當代越精緻，且逐

漸朝向符合人體工學製作。 

                                                     
25 見于寶東、武稚琴，〈科左後旗衙門營子出土的清代文物〉，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內蒙古文物

考古文集》第 1輯(北京：中國大百科出版社，1994年)，頁 692-6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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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文獻資料之牙刷 

由出土文物的考察上可知，牙刷應是唐代才出現的日用生活用具，在此之前，潔

牙的器具則是以手指或楊枝為之。在敦煌壁畫中有一幅《勞度叉鬥聖圖》，26該圖是

配合著「勞度叉鬥聖變」而畫，圖中左半部舍利弗穩坐於蓮花之上，身後立著威武整

齊的天龍八部、四大天王，在左半部的正下方則出現了一和尚以漱口瓶和手指清理牙

垢的情景，再配合《禮記》「雞初鳴，咸盥漱」之記載，說明了手指和鹽是早期最方便

的潔牙工具與配方。 

圖 9 「勞度叉鬥聖圖」中的潔牙和尚 

然而以手指潔牙畢竟可能產生衛生與感染問題，自從佛教引進楊枝揩齒的方式

後，便普遍為民間傳用。唐代義淨法師《南海寄歸內法傳‧卷第一‧八朝嚼齒木》中

曾提到：「每日旦朝，須齧齒木，揩齒刮舌，務令如法，盥漱清淨，方行敬禮。……其

齒木者，長十二指，短不減八指，大如小指。一頭緩須熟嚼良久，淨刷牙關。」這裏

所說的「齒木」其實即為楊柳枝條，長度在 8至 12指間。在潔牙時將前頭咬成絲狀再

用以刷牙，用後還要將木枝劈開，彎成弧狀，再用它來刮舌。唐代醫學家王濤著的《外

治秘要》裡，就有用楊柳枝進行揩齒的記載，其云： 

又升麻揩齒方。升麻（半兩）白芷、蒿本、細辛、沉香（各三分）寒水石（六

分研）上六味搗篩為散，每朝楊柳枝咬頭軟，點取藥揩齒，香而光潔，一方云，

用石膏貝齒各三分，麝香一分。尤妙。27 

                                                     
26 該圖出現在敦煌石窟第一九六窟西壁。 
27 唐•王燾撰、高文鑄校注，《外台秘要方》卷第二十二〈疳蟲食齒方一十首〉 (北京：華夏出版

社，1997年)，頁 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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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朝楊柳枝咬頭軟」一句，明確的說明了以楊柳枝進行揩齒的方式，文中提到

在潔牙的同時還要配合著「牙粉」來使用，即以升麻、白芷、沉香等為藥，碾碎

成散，將楊柳枝頭咬扁，點藥擦洗牙齒，這就是早期牙刷、牙膏的雛形。「升麻揩

齒方」即是一種保養清潔牙齒的「牙粉」，這比起以鹽盥漱進步了許多。除了「升麻揩

齒方」的配方被詳細記錄下來外，該書中還提到了原始以鹽潔牙的方法，其云「每旦

以鹽一撚納口中，以暖水含，和鹽揩齒百遍，可長為之，口齒牢密。」28由「和鹽揩

齒百遍」觀之，在當時以楊柳枝配合牙粉或以手指和鹽揩齒，應同時存在於民間潔牙

的行為中。除此之外，該書也記錄了當時以角蒿、蚯蚓糞、伏龍肝、皂莢、黑羚羊脂、

莨菪子等材料，製成方濟治療疳蟲之情況。 

時至宋代，在王懷隱《太平聖惠方》第三十四卷中，清楚記錄了許多牙藥、牙膏

的配方及使用方法，例如升麻散方、細辛散方、地骨皮散方、雞舌香散方、麝香圓方、

莽草散方、砒霜圓方、濕生蟲元方等等，這些方濟使用時大都為熱含冷吐或有涎即吐，

因為需要達到殺菌、除蟲的關係，常常都有些許毒性或傷害性，不宜直接下肚。29在

牙膏方面，其時用來治療牙症與蟲病的，並非作為潔牙使用，如「治齒斷疳𧏾逆方」

是用來治療齒𧏾宣露，其配方與使用方式為：「蘆薈末半兩。又以少許鹽，同研勻揩齒，

或夜臥時，用少許敷之良。」30「白礬散方」是用來治療齒𧏾斷腫有出血者，其配方

與使用方式為：「白礬灰。杏仁，二十枚湯浸去皮尖研。蚺蛇膽，一前(分)。右細研，

先以布揩齒斷令血出，嗍令血盡。即用散藥，摻於濕紙上，可患處貼之，日三兩以上，

以差為度。」31在上述援引的文字中可見出，揩齒已經不是一種潔牙行為，而成為治

療牙病或疳𧏾時的一種醫療歷程。會出現這樣的轉變，與牙刷在民間大量的使用應有

絕對的關聯。以楊柳枝揩齒的行為，是隨著佛教由印度傳入中國的，這在東漢安世高

翻譯的《佛說溫室洗浴眾僧經》中有明確的記載，然而中國不像印度那樣溫暖潮濕，「齒

木」取材並不方便，為了尋找「齒木」的替代品，趙宋時代開始出現了以馬尾製成的

植毛牙刷，當時稱為「刷牙子」。早在北宋寶元年問（1038-1040）溫革所撰的《瑣碎

錄》中就曾出現「刷牙子」的稱謂，惜原文未見於今本《瑣碎錄》之內容，然於南宋

                                                     
28 同註 27。 
29 宋•王懷隱，《太平聖惠方》第三十四卷(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58年 9月)，頁 988-1022。 
30 同註 29，頁 1001。 
31 同註 29，頁 1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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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周守中的《養生類纂》中卻完整的引用了《瑣碎錄》中的文字，《養生類纂》卷六「早

起」云：「早起不可用刷牙子，恐根厚兼牙疏易搖，久之患牙痛。蓋刷牙子皆是馬尾為

之，極有所損。今時出牙者，盡用馬尾灰，蓋馬尾能腐齒齦。」32這段記載中說明了

於宋代已有馬尾加工製成的牙刷，稱之為「刷牙子」，然因馬尾的質地很硬，不小心就

會刷出滿嘴血來，造成牙根鬆動，對齒齦有極大的傷害。除此之外，在宋‧吳自牧《夢

粱錄‧卷一三‧鋪席》：「獅子巷口徐家紙劄鋪、凌家刷牙鋪、觀復丹室。」33顧名思

義，刷牙鋪所販賣的就是牙刷。又《夢粱錄‧卷一三‧諸色雜貨》描述了店鋪出售的

各類物件時有這一段描述：「又有鐃子、木梳、箆子、刷子、刷牙子、減裝、墨洗、漱

盂子、冠梳、領抹、針線……」34該書為描寫南宋杭州生活的筆記專著，諸色雜貨中

的刷牙鋪，販賣的即是牙刷。吳自牧在書前之自序中提到，該書是在甲戌年時完成的，

即宋度宗咸淳十年（1274），也就是說在西元 1274年時牙刷就已在中國的城市中量販，

成為庶民的日常生活用具之一。及至元代，牙刷已改為質地較軟的馬鬃製作，且成為

日常生活的餽贈物品之一。在元代末年郭鈺（1316-?）所作《郭恒惠牙刷得雪字》一

詩中提到： 

老氣棱棱齒如鐵，曾咀奸腴噴腥血。倦遊十栽舌空存，欲挽銀河漱芳潔。南州

牙刷寄來日，去膩滌煩一金直。短簪削成玳瑁輕．冰絲綴鎖銀駿密。朱唇皓齒

嬌春風。口脂面藥生顏色。瓊漿曉漱凝華池，玉麈晝談灑睛雪。輔車老去長相

依，餘論于君安所惜。但當置我近清流，莫遣孫郎更漱石。35 

由詩中可知，牙刷自南方寄來，價值一金；36柄如短簪，用玳瑁製成；刷毛是白

                                                     
32 宋•周守忠，《養生類纂》，收錄於《續修四庫全書》第 1029冊(編纂委員會，《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2002年)，頁 523。 
33 宋•吳自牧，《夢粱錄》，收錄於孟元老等著《東京夢華錄•都城紀勝•西湖老人繁勝錄•夢粱

錄•武林舊事》(北京：中國商業出版社，1982年)，頁 106。 
34 同上註，頁 111。 
35 元•郭鈺，《靜思集》卷三，《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219 冊(臺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5

年)，卷三頁 10a。 
36 古時常將一兩指稱為一金。元代在政府的強制推行下，以使用紙幣為主。郭鈺為元末明初之人，

若以明初朱元璋在稱帝之前已鑄的「大中通寶」錢來看，據《明史•食貨五•錢鈔》所述，當

時使用的原則是「以四百文為一貫，四十文錢為一兩」，又據《欽定讀文獻通考•錢幣考四》所

載「銀一兩、錢千文、鈔一賣皆折米一石」。明代一石等於現今的 94.4 公斤，以 2016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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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馬鬃（騣，特指馬鬃），由白色絲線鎖固在刷柄上，並被當成禮品來餽贈。雖然當時

的牙刷價值一金，所資不斐，但若將敘述之內容與出土文物相較，在形制上完全符合

並與近代之牙刷相近。就連元代著名關漢卿的戲曲《金線池．第一折》中也提到：「有

幾個打踅客旅輩，丟下些刷牙、掠頭。」37「牙刷」在庶民的戲劇中被不斷的傳唱，

可見得此時這一潔牙用具已頻繁的出現在當時的社會之中。這樣的發展，恰巧又與前

述出土文物的證據相互吻合。由出土文物與文獻資料的參照，可推究出楊枝揩齒與牙

刷潔牙的消長過程，牙刷漸次風行，楊柳枝揩齒逐步消失的過程。 

前述曾談到唐代王濤在《外治秘要》中記錄利用楊柳枝揩齒並與牙藥配合使用的

情況，然真正使用在潔牙上的牙粉或牙膏，倒是收錄於宋末年洪芻編的《香譜》之中，

該書收錄了不少牙膏配方，以下僅舉幾例為證：  

〈唐化度寺牙相法〉：沉香一兩半，白檀香五兩，蘇合香一兩，甲香一兩，龍腦

香半兩，麝香半兩。右件香細剉搗為末，用馬尾篩羅，煉蜜，溲和得所用之。38 

〈雍文徹郎中牙香法〉：沉香、檀香、甲香、馢香各一兩，黃熟香一兩，龍麝各

半兩，右件搗羅為末，煉蜜拌和，勻入新瓷器中，貯之密封埋地中一月，取出

用。39 

〈牙相法〉：沉香、白檀香、乳香、青桂香、降真香。甲香，灰汁煮少時，取出

放冷，用甘水浸一宿取出，令焙乾。龍腦、麝香。已上八味，各半兩,搗羅為末，

煉蜜，拌令勻。右別將龍腦、麝香於淨器中研細入，令勻，用之。40 

〈牙相法〉：黃熟香、馢香、沈香各五兩，檀香、零陵香、藿香、甘松、丁香皮

各三兩，麝香、甲香三兩，用黃泥漿煮一日後，用酒煮一日。硝石、龍腦各三

分，乳香半兩。右件除硝石、龍腦、乳、麝同研細外，將諸香搗，羅為散，先

                                                                                                                                                

粳米一公斤 44.48元台幣計算，約為 4199元。若由洪武四年命中書省、戶部制訂的定百官歲祿

來看，正九品官員年薪為六十石，則每月為五石之薪。一枝牙刷，值當時基層官員一月五分之

一的薪俸，所資不能謂不斐。 
37 王克儉，《關漢卿戲曲選：2》(海口：海南國際新聞出版中心，1997年)，頁 37。 
38 宋•洪芻，《香譜》，《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844 冊(臺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頁

233。 
39 同註 38，頁 234。 
40 同註 38，頁 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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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蘇合香油一茶腳許，更入煉過，蜜二斤，攪和令勻，以瓷合出貯之，埋地中

一月，取出用之。41 

在上述幾種牙相法的製作過程中都出現「煉蜜」的步驟，「煉蜜」主要的目的是

增加黏合以製成藥丸。由於蜂蜜中含有較多的水分和死蜂、蠟質等雜物，故應用前須

加以煉製，其目的是除去雜質，破壞酶類，殺死微生物，降低水分含量，增加粘合力。

傳統的煉製法多採用常壓煉製，即在蜂蜜中加入沸水（或蜂蜜中加水煮沸）使之溶化，

並適當稀釋，再通過篩網以濾除雜質。過濾後的蜜液，置於銅鍋中加熱，並不斷去沫、

攪拌，至需要程度。煉蜜程度除由製丸藥材性質而定外，與藥粉含水量、製丸季節氣

溫變有關係，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一般冬季用稍嫩蜜，夏季用稍老蜜。在過程

中首先需經乾燥、粉碎，把各藥全部重新乾燥過後，入在中藥粉碎機裡一一粉碎，再

過篩篩選，放粗重新再粉碎一次，最後只留下一點乾薑甘草的一些粗纖維。其次再熬

蜜、拌藥粉，以冷鍋下蜜，文火加熱，邊加熱邊不停用鏟翻抄，不使粘鍋。在不停熬

制下，直到蜜汁發黃、起泡，後將藥粉下鍋不停翻炒擠壓。待成麵團狀後，用手擠煉

麵團並將其搓成條狀，然後用手或用刀截成小段，以手搓成圓形藥丸。由上述牙相法

的配方與製作記錄中可知，當時的牙藥已製成丸狀，用來吞服。雖然丸狀牙藥如此盛

行，但在稍晚元代忽思慧的《飲膳正要》一書中卻還提到了以鹽潔牙的習慣，其云：「凡

清旦刷牙不如夜刷牙，齒疾不生；凡清旦鹽刷牙，平日無齒疾。」42值得關注的是，

在《飲膳正要》的文字裡是用「刷牙」來描述潔牙的過程，也就是說在當時已普遍的

使用牙刷來作為潔牙的工具了。此外，由清旦鹽刷牙之描述，吾人可以推知，牙藥應

多使用在治療與保健養生之上，於一般清潔的情況下常人還是多使用鹽來做潔牙的材

料。此點，還可參照明代初朱棣主持編寫的《普濟方》中牙藥的使用情況。《普濟方》

是由明太祖第五子周定王朱棣主持，教授滕碩、長史劉醇等人執筆匯編而成，刊於 1406

年，初刻本已散佚，為中國歷史上最大的方劑書籍，載錄達 61739條方劑，其中的 70

卷之內容皆為當時實用之牙藥，以下僅舉二例加以說明。在《普濟方》卷 70的〈刷牙

藥〉中載錄：「治諸病牙，頻刷着牙縫，黒齒如白玉。玄蔞、榖精草、松子、白茯苓。

右將玄蔞盛藥蓋之，用麻繩縛定，鹽泥固濟二指厚，用炭火燒紅為度。土坑埋冷，取

                                                     
41 同註 38，頁 234-235。 
42 元‧忽思慧撰、劉正書點校，《飲膳正要》(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86年)，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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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去泥，入青鹽少許，研細。早晨刷牙水吐在盞中，用刷牙刷在頭髮上如墨。」又〈刷

牙散〉中提到：「烏藥、麝香、膽礬、輕粉。右為細末，臨臥，温漿水潄刷，將藥三兩

遍口内刷潄之，三十日頭白再黒，大有功效。」由文字中可知，這兩個牙藥都是用於

牙病之治療與保健上，在〈刷牙藥〉的製法上還需加入鹽來調配，也就是說鹽之使用

還是普遍流行於庶民的潔牙行為中。此外，無論是「刷牙」、「潄刷」還是「刷潄」之

描述，都說明了當時的潔牙工具為牙刷，此點也可於〈刷牙藥〉中之「用刷牙刷在頭

髮上如墨」可得到印證。此處的「刷牙刷在頭髮上」之「刷牙」，即為前述吳自牧《夢

粱錄》與關漢卿《金線池》中提到的「刷牙」，直到郭鈺詩中提到「南州牙刷寄來日」

時，才開始將牙刷由「刷牙子」轉變為「牙刷」。因此由文獻上的證據表明，在明初之

前牙刷一詞都是以「刷牙」或「刷牙子」稱之，由明初開始民間才將「刷牙」、「刷牙

子」與「牙刷」並行使用，其後「刷牙」、「刷牙子」逐漸消失，最後完全被「牙刷」

所取代。由上述的論述再配合前節出土文物的情況可推知，牙刷的普遍使用，一方面

與牙藥的研發與推廣相關，使牙齒保健之概念逐漸流行於民間；一方面與牙刷製做技

術的精進配合，牙刷更適合於清潔口腔使用又能大量生產。至此，牙刷已完全取代楊

枝或以手揩齒的需求，逐漸成為民間普遍性的日常用品。 

牙刷的使用不僅流行於中國，就連當時漢化極深的朝鮮也受其影響。在明代朝鮮

《朴通事》中曾有一段市民買牙刷場景之記載，其云：  

賣刷子的將來。這帽刷、鞋刷各一個，刷牙兩個，掠頭兩個怎麽賣？這的有甚

麽商量處？  

將二百銅錢來。哥，我與你這一個刷牙、一個掠頭，將去使，休吊了。 

不妨事，我靴靿裡揣將去。李舍哥好生定害你。43 

《朴通事》是朝鮮李朝（西元 1392-1910年）時期流行的一種漢語教科書，其中

的“通事”是翻譯的稱呼，朴通事即姓朴的翻譯。該書分成上、中、下三卷。全書用

對話或一人敘述的方式，介紹中國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涉及宴會、買賣、農業、手

工業、詞訟、宗教、遊藝、景物等多項內容。由文中「刷牙」、「掠頭」可看出，其與

                                                     
43 崔世珍，《老乞大諺解•朴通事諺解》(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78年 6月)，頁 315-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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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漢卿《金線池》中提到的稱謂完全相同，也就是說在明代，牙刷不僅在中國流行，

受漢文化圈影響之朝鮮亦藉著文化傳播之管道，間接著把牙刷的使用帶入該國。 

於本節的討論中可知，楊枝揩齒、牙藥（粉）與牙刷的發展及流行密切相關，牙

藥（粉）可配合楊枝揩齒用，但不一定是以牙刷為之，直到牙刷成為日常生活用品，

大量的取代楊枝揩齒之後，牙藥才與牙刷共同使用於潔牙保健的活動之中。此外，在

民間的潔牙行為中還是習慣使用鹽來作為材料，牙藥一般還是用於治療與保健養生之

上。隨著牙刷的發展及流行，「刷牙」、「刷牙子」之稱謂，於明初之後逐已漸為「牙

刷」所取代。 

四、蒙學典籍之牙刷 

前節提到了朝鮮李朝時期（1392-1910 年）流行的漢語教科書《朴通事》對於牙

刷的記載，在中國的蒙書典籍中提到牙刷的時代其實更早於朝鮮，在元‧程端禮

（1271-1345 年）撰的《程氏家塾讀書分年日程》卷二〈批點經書凡例‧所用點子〉

中，曾有一段關於批點經書時圈點的敘述：「以果齋史先生法，取黑角牙刷柄，一頭作

點，一頭作圏，至妙。凡金、竹、木及白角，並剛燥不受朱，不可用也。造法，先削

成光圓，如所欲點大小，磨平圏子，先以錐子鑽之，而後刮之，如所欲。」44果齋史

先生，即史蒙卿（1247-1306年），字景正，號果齋，為程端禮之師。程端禮這裡提到

圈點之法，乃是承繼於其師而來。由文中之敘述可知，當時牙刷的材質除黑角外，尚

有金、竹、木及白角等，再配合郭鈺《郭恒惠牙刷得雪字》詩中所云價值一金的牙刷

參照可知，雖然其價值頗高，但元代民間確實已使用牙刷了，且正式將其稱之為「牙

刷」而非「刷牙」或「刷牙子」。《朴通事》與《程氏家塾讀書分年日程》兩例，說明

了童蒙典籍中也存在著與牙刷相關卻常為人所略之重要文獻。 

時至明清，出現了一種圖文並置的蒙書，稱之為雜字。據筆者研究，雜字書大略

可分為圖文並置、分類字詞與類聚相關三類。「圖文並置」，綜合了「圖本」與「文本」

兩種內容，在編纂上不分詞類，直接音注，將實際生活中各式具體之名物，配合圖例、

音注，逐字刊載，屬蒙童初學識字與發音入門的雜字書，是蒙書在刻版印刷後盛行後

一種新的編纂方式，概括了隨文附圖與對相兩種型態。「分類字詞」，常附有譯義，具

                                                     
44 元•程端禮撰、姜漢椿校注，《程氏家塾讀書分年日程》(合肥：黃山書社，1992年)，頁 74。 



 

 

 

 

 周安邦 興大人文學報第五十八期 

146 

檢索字詞意義之功能，屬識字後進階學習之詞庫。「類聚相關」，是將生活中片段的情

境，依類聚原則匯聚相關的知識內容，且依相同字數纂輯成篇，形成與現實生活相關

的完整論述之有機文本，有涵蓋性廣泛之各言雜字，亦有依特別性質編纂的專門性雜

字，前者如三言、四言、五言雜字，後者如莊農雜字。雜字的興起來自於庶民的生活

需求，識字為其主要功能，書中所載的多屬生活經常用到的字詞，之所以廣泛流行，

乃在於它便於熟記，不僅可從中學到所用文字和各類知識，還常可在圖文互證的閱讀

中，增加學習的成效。雜字的另一個特色，是常依分類部居的體式編錄知識，將同一

類別字詞收錄在一起，便於檢索，為一種近似百科全書式的識字讀本。綜觀這三類的

雜字蒙書，其實都曾收錄與牙刷相關的資料，且圖文並置，在研究上能產生圖文互證

之成效，以下就以雜字中收錄的牙刷圖文為範疇，作進一步的討論。 

（一）類聚相關 

「類聚相關」，是將生活中片段的情境，依類聚原則匯聚相關的知識內容，且依

相同字數纂輯成篇，形成與現實生活相關的完整論述之有機文本。此類計 17種，分為

4 個系統。主要為各言雜字，除 4 本書上層之欄收錄牙刷之圖繪外，其餘各本皆在文

字敘述中提到了牙刷，並與其他一般生活用品一同呈現。 

A、系統：三言雜字，計 7書，收錄 4圖。 

1、《大字三言雜字》，佚名撰，無年月刻本。45 

2、《繪圖三言雜字》，北京文成堂石印本，無年月。46 

3、《繪圖三言雜字》，閻敏之書，無年月北京老二酉堂石印本。47 

4、《新出改良繪圖大三言雜字》，北平泰山堂書局石印本，無年月。48 

5、《新出改良繪圖大三言雜字》，孫虛生撰，民國二十五年安東誠文信書局石印

本。49  

                                                     
45 收錄於李國慶編，〈雜字類函〉第 3冊(北京：學苑出版社，2009年 6 月)，頁 171。 
46 同註 45，頁 192。 
47 同註 45，頁 208。 
48 同註 45，頁 222。 
49 同註 45，頁 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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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新出改良繪圖大三言雜字》，佚名撰，無年月石印本。50 

7、《新出改良繪圖大三言雜字》，佚名撰，錦章圖書局石印本，無年月。51 

其中第 4、5、6、7 四書，上層之附圖欄收錄有牙刷圖繪外，其餘各本皆在文字

敘述中提到了牙刷，並與其他一般生活用品一同呈現。除第 6項《新出改良繪圖大三

言雜字》該頁為殘文外，各本中雖有幾字的異文，但內容上大體相同，以下僅摘錄佚

名撰無年月刻本之《大字三言雜字》為證： 

……看吉日，無妨碍，兩願意，叫鼓手，合大戲，女親家，忙亂的，買木梳，

與攏子，買頭髮，虮箆子，要牙刷，合抿子，青銅鏡，白銅鎖，…… 

這是一段有關民間聯姻的描述，文中提到了女方忙著準備嫁妝的情景，牙刷就是

其中必備的物品之一，可見得至此時那值一金的牙刷已成為了非常普及且平民化的生

活用品。 

 

表 1 類聚相關收錄之圖文 

 書名 刊印年月 圖 文 

1 新出改良繪圖大

三言雜字 

北平泰山堂書局，

無年月 

 ……看吉日，無妨礙，

兩愿意，叫鼓手，合大

戲，女親家，忙賠的，

買木梳，與攏子，買頭

髮，蟣箆子，要牙刷，

合抿子，青銅鏡，白銅

鎖，…… 

2 新出改良繪圖大

三言雜字 

安東誠文信書局，

民國二十五年，孫

虛生撰 

 ……看吉日，無妨礙，

兩愿意，叫鼓手，合大

戲，女親家，忙賠的，

買木梳，與攏子，買頭

髮，蟣箆子，要牙刷，

合抿子，青銅鏡，白銅

鎖，…… 

                                                     
50 同註 45，頁 254。 
51 同註 45，頁 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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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新出改良繪圖大

三言雜字 

無年月石印本   ……看吉日，無妨……

合大戲，女親……與攏

子，買頭……合抿子，

青銅…… 

4 新出改良繪圖大

三言雜字 

錦章圖書局，無年

月石印本 

 ……看吉日，無妨礙，

兩愿意，叫鼓手，合大

戲，女親家，忙賠的，

買木梳，與攏子，買頭

髮，蟣箆子，要牙刷，

合抿子，青銅鏡，白銅

鎖，…… 

表 1 中收錄的是上述第 4、5、6、7 四書的內容，在圖文的參照下，更可清楚的

呈現當時牙刷的形制與面貌。表中第 2、3項的牙刷圖繪，與考古文物的形制極為相近，

刷頭、刷柄的比例相當，甚至在第 1、3、4項中的刷頭背面都還可以清楚見到刷毛植

孔。至於在刷毛部分，由於是置入口腔潔牙之用，與抿子相較就短的多了。 

B、系統：三言雜字，計 1書 

第二個以類聚相關體式載錄牙刷文字的是，無年月石印本之《新出改良繪圖續三

言》。52此本雖為三言雜字，但與上述系統不同，上層雖亦有附圖欄，卻未見收錄牙刷

之圖繪。以下僅摘錄其與牙刷相關之敘述為證： 

給女兒，製嫁粧，朝衣櫃，皮頂箱，……梳頭匣，四面方，胭脂好，宮粉強，

箆子密，木梳長，牙刷兒，代抿子，裁衣裳，頂針子…… 

這一段文字依然是對民間聯姻的描述，牙刷仍舊為嫁妝所需之物品，並與抿子等

物品並置。 

C、系統：四言雜字，計 3書 

第三個以類聚相關體式載錄牙刷文字的計有 3書，分別為：佚名撰，《總魁雜字》，

民國八年抄本；53佚名撰，《新抄總魁四言雜》，民國二十七年抄本；54佚名撰，《總魁

                                                     
52 同註 45，頁 299。 
53 同註 45，頁 312。 



 

 

 

 

以圖文互證觀點探究牙刷在中國的演變 

 

149 

雜字》，民國抄本。55由於三個本子都為抄本，故只有文字而未見附圖，以下僅摘錄其

與牙刷相關之敘述為證： 

……搬運離挪，屯堡鎗炮，刷牙括舌，抿子梳箆，櫳子耳挖，貨郎街巷……。56 

此類四言雜字，是將一年四季生活之內容，以四言一句的方式依類匯聚輯錄，概

括了食、衣、住、行、人際交流、農事活動、商業行為等日常範疇。上述摘錄的一段

文字，為賣貨郎沿街叫賣的物品，其中刷牙、括舌、抿子、梳箆、櫳子、耳挖，則為

當時隨擔叫賣的生活物品，牙刷以舊稱之「刷牙」亦出現在物品之中，可見出牙刷已

平民化到街頭巷尾的普及程度。 

D、系統：四言雜字，計 6書 

第四個以類聚相關體式載錄牙刷文字的計有 3 書，分別為：佚名撰，《正訛四言

雜字》，清同治七年完縣義興堂刻本；57佚名撰，《四言雜字》，無年月北平泰山堂書局

石印本；58佚名撰，《四言雜字》，民國十九年馬先生抄本。59義興堂刻本《正訛四言雜

字》與泰山堂書局石印本的《四言雜字》二者為刊本，雖後者上層附有圖繪，但卻無

與牙刷相關之內容，馬先生抄本《四言雜字》，則僅為文字之鈔錄，三者間文字之內部

並無差異。另有屬於北京泰山堂刊印的三個刊本，分別為：佚名撰，《四言雜字》，民

國元年京都泰山堂刻本；60佚名撰，《四言雜字》民國元年北京泰山堂排印本；61佚名

撰，《四言雜字》民國間北京泰山堂排印本，62皆僅錄文字而無附圖，內容亦與上述三

種相同。以下僅摘錄其與牙刷相關之敘述為證： 

……匙箸盤碟，杓子笟籬，鋸鉋鎊鏟，鈴銼鉗錘，刷牙刀鞘，斧柯鐮柄，鐃鈸

                                                                                                                                                
54 同註 45，頁 335。 
55 同註 45，頁 359。 
56 見佚名撰，《新抄總魁四言雜》，收錄於李國慶編，〈雜字類函〉第 3 冊(北京：學苑出版社，2009

年 6月)，頁 335。 
57 同註 45，頁 384。 
58 同註 45，頁 489。 
59 同註 45，頁 523。 
60 同註 45，頁 408。 
61 同註 45，頁 436。 
62 同註 45，頁 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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鐺銚，檉框梭機，天平戥子，盂罐甑盔，……。63 

此類四言雜字，是將天文、地理、人文、器用、農商、飲饌、飲食、學習等人世

內容，以四言一句的方式依類匯聚輯錄。上述摘錄的一段文字，為一般生活日用所需

之物品，牙刷以舊稱之「刷牙」亦出現在物品之中，同上一系統般，可見出其普及於

民生之概況。 

（二）分類字詞 

「分類字詞」，常附有譯義，具檢索字詞意義之功能，屬識字後進階學習之詞庫。

此類計 5種，分為 2個系統。從性質來看，雜字書是應民間日常生活之需而編。從體

例來看，是採用分類立部的編排方式，並對部份字詞進行解釋。例如清‧文萃堂刻本

《重增釋義徽郡世事通考元龍雜字》，分為上下欄。上欄為〈四書五經難字〉，收錄了

《學》、《庸》、《論》、《孟》、《易》、《書》、《詩》、《春秋》、《禮記》等經典中的難字，

並加以音注，後附〈字畫辨疑〉、〈歷代帝王總紀〉等。下欄為雜字，計分天文類、地

理類、時令類、人物類、文武公署類、武職公署類、文武總類、古書類、字法類、文

契類等 71類，並於收錄的詞彙下加以註解。在門類上，這是今日所見雜字書中分類最

多的傳本；在形制上，其編排體例及內容與類書十分近似，推估其始本應為方才脫離

類書之作。然就雜字傳本自身的發展上考察，由清‧文萃堂刻本《重增釋義徽郡世事

通考元龍雜字》之編排體例及內容中，即可見出雜字由類書逐漸脫離的傾向，其後圖

文並置與分類字詞的功能則朝向識字發蒙發展，迥異於類書。 

庶民識字目的除發蒙之外，多是爲了生活或生産的便利，因此雜字書在選材原則

上就具有「生活化」的特點。雜字收錄的內容龐雜，若對其分類字詞區分的門類進行

考察，探究庶民階層在生活日用上實際著重的知識需求，可見出庶民強調生計發展與

生活日用的傾向，在某種意義上可視作一個歷史的見證，更重要的是能反映出與菁英

階層著重的儒家倫常之鄉約、學規或專門對應科舉考試之蒙書截然不同的知識系統。

以下僅就「分類字詞」體式收錄與牙刷相關之兩個系統，做簡要之探討。 

                                                     
63 見佚名撰，《正訛四言雜字》，收錄於李國慶編，〈雜字類函〉第 3 冊(北京：學苑出版社，2009

年 6月)，頁 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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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系統，3書 

第一個以分類字詞體式載錄牙刷文字的計有 3 書，分別為：《五刻徽郡釋義經書

士民便用通考雜字》，明末崇禎刻本；64《重增釋義徽郡世事通考元龍雜字》清文萃堂

刻本；65《新刻增訂釋義經書便用通考雜字》，清徐三省輯，清黃惟賢增訂，清康熙間

仇村黃惟賢刻本。66此三書乃是由同一系統發展而來，在收錄的內容上具有承繼關聯。

前二者全書分為分為上下欄，上欄為〈四書五經難字〉，下欄為分類字詞雜字；《新刻

增訂釋義經書便用通考雜字》，上卷上層為歷代帝王總紀、上附古今人物、天下省屬衙

門，下卷上層為千家詩酒令、書柬活套、京省水陸路程、末附鎮怪靈符，下欄為分類

字詞雜字。依編纂體式考察，其分類字詞是先依類立目，再收錄同範疇之字詞，常於

字詞下附有譯義。在分類上，《五刻徽郡釋義經書士民便用通考雜字》區分為 54類，《重

增釋義徽郡世事通考元龍雜字》分為 71類，《新刻增訂釋義經書便用通考雜字》分為

68類。所收的內容，由天文、地理、時令、人物、文職公署、武職公署、身體、病症、

人事、俗語、婚姻、喪祭，至花、木、竹、草、藥、禽、獸、馬、鱗、蟲、古字、疑

字、易聲、字式、諸國譯名、江湖風暴、治骨鯁神符等等，網羅了生活中的所有知識，

儼然為一部童蒙之百科全書。這一系統的刊本，為雜字發展初期的形式，與類書之纂

輯方式極類似。以下僅摘錄其與牙刷相關之敘述為證： 

……蒿薦，草蓆，棕薦，梳箆，梳刷，抿掠，牙刷，驚閨，喚頭，虎撑……。67 

此系統僅見字詞之收錄，書中未附圖繪。在內容上，三書文字收錄之字詞相同；

在分類上，三者都歸屬於〈雜貨〉類之下。所謂的雜貨，就是生活日用的必需品，牙

刷即被輯錄其中，與胡椒、鐵線、草蓆、花燭、繩索、檀香、硫磺、草紙、煤炭、桐

油等等用品置於一處，可見出當時社會對於牙刷需求之定位，尤其在識字階段就成為

蒙童需要學習的詞彙。 

B、系統，2書 

                                                     
64 收錄於李國慶編，〈雜字類函〉第 1冊(北京：學苑出版社，2009年 6 月)，頁 261。 
65 同註 64，頁 389。 
66 同註 45，頁 93。 
67 同註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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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個以分類字詞體式載錄牙刷文字的計有 2 書，分別為：佚名撰，《繪圖日用

雜字》，北京老二酉堂石印本；68佚名撰，《最新改良繪圖日用雜字》，上海昌文書局石

印本。69此系統不僅有字詞之收錄，書中上層亦附有參照之圖繪。二書下層皆依分類

字詞體式收錄，計區分為蔬菜、魚菜、米粟、果品、餅餌、茶食、肉食、水族等等 38

類，而牙刷則被收在〈妝飾〉類之中，筆者將內容簡要歸納為下表： 

表 2 分類字詞收錄之圖文 

 書名 刊印年月 圖 文 

1 

繪圖日用雜字 北京老二酉堂石印

本  

 ……頭繩，木梳，

箆箕，眉刷，牙

刷，抿子，剔帚，

鏑鑷，…… 

2 

最新改良繪圖日

用雜字 

上海昌文書局石印

本 

 ……頭繩，木梳，

箆箕，眉刷，牙

刷，抿子，剔帚，

鏑鑷，…… 

由二書之名「繪圖日用雜字」可知，該雜字的內容所涵蓋的主要為日用所需的物

品與常識，並具有圖繪可明確參照。跟前一系統不同的是，牙刷並不是置於家用什物

之中，而是歸屬於妝飾所需物品之下，與鳳冠、霞披、包頭、帽兒、串珠、盤圈、珠

花、眉刷、粉碟、胭脂、手鏡、玉搔頭、金步搖等置於一處，為女性日常妝扮之必需

品，可見出庶民階層在知識與生活分類上之另一種看法。此外，在圖繪的形制上，兩

種牙刷又有明顯的區別。北京老二酉堂《繪圖日用雜字》的刷頭為圓形，刷柄與刷頭

連結處明顯束收，刷柄呈圓扁平片狀，而圓柄的末端漸寬，從腰部向後逐漸增寬製成

圓角，整枝刷柄已具人體工學性能，極適合刷握，與出土明代的牙刷形制幾乎相同。

至於上海昌文書局《最新改良繪圖日用雜字》收錄的牙刷圖繪，刷頭則為方形，刷頭

與刷柄間成斜角度以便利潔牙。刷柄則為長扁平條形，厚度與刷頭處相同，這樣的形

制與歷代出土枝牙刷皆不同，與其他雜字中收錄的圖繪亦有相當之差異，為牙刷的另

                                                     
68 收錄於李國慶編，〈雜字類函〉第 2冊(北京：學苑出版社，2009年 6 月)，頁 327。 
69 同註 68，頁 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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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種形制，可視為後代斜角度之刷頭之前趨。 

（三）圖文並置，5種，1系統。 

「圖文並置」是雜字書的一項特色，這一在刻版印刷後盛行的編纂方式，對於傳

統蒙書的發展形成一種創新的典範模式。「圖文並置」，綜合了「圖本」與「文本」兩

種內容，在編纂上不分詞類，直接音注，將實際生活中各式具體之名物，配合圖例、

音注，逐字刊載，屬蒙童初學識字與發音入門的雜字書，是蒙書在刻版印刷後盛行後

一種新的編纂方式，概括了隨文附圖與對相兩種型態。在明末刻本《新刻四言對相》

卷末之《跋》文中提到： 

頃於家君廡中得一小冊，上自天象以至人物器用之末，眉列星陳，名之與物，

圖畫無遺，不特便於繪事，實裨幼學不少，遂摹而刻之，視者幸莫以小冊輕之。70 

《跋》文中「名之與物，圖畫無遺」，說明了對相圖文並置的特色，在傳統蒙書

發展中這是一種新的樣式，始於刻版印刷盛行之後。「圖畫」「繪事」，表明了知識傳播、

歷史紀實與藝術功能。在收錄的內容上，上自天象以至人物器用之末，各種生活名物

皆概括其中。這類的雜字書，不僅脫離了傳統刻本插畫的形式，一字一圖，圖文並置，

收錄的內容豐富，且所錄字完全不重複，常可於圖文外附錄了天文、時令、葷食、人

物等其他雜字分門別類的日用知識。 

就圖文並置的雜字書來說，文字文本構成了「推論性符號」，而圖像文本則構成

了「表像性符號」。推論性符號源於人類的命名需求，但一個簡單的稱謂符號，常無法

這明確的把指稱的事物提示出來。表像性符號則具有穩定性的內涵，可具體的將指涉

的事物明確的標示出來，使讀者在認知上濃縮了時間和空間的距離，正好符合了明人

陳繼儒所謂「古之學者，左有圖，右有書。圖者，書之精神也。」之觀點。71 

在圖文並置系統中載錄有牙刷圖文的計有 5 書，分別為：佚名撰，《新增幼學雜

                                                     
70 見《新刻四言對相》書末之〈跋〉，虎林胡氏文會堂校正，書坊徐龍峰梓行。日本文政四年谷文

二翻刻虎林書房徐龍峰本。(國家圖書館古籍影像檢索系統書號：000000000000000281。原書館

藏地：美國國會圖書館)。 
71 明•陳繼儒，《三才圖會序》，收錄於王圻、王思義編集《三才圖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8 年)，第 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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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清光緒二十三年文成堂刻本；72佚名撰，《改良繪圖幼學雜字》，無年月上海廣益

書局石印本；73佚名撰，《改良繪圖幼學雜字》，無年月久敬齋石印本；74佚名撰，《最

新繪圖幼學雜字》，民國八年鑄記書局石印本；75佚名撰，《最新繪圖幼學雜字》，鴻文

書局。76以上五種雜字皆為「對相」，即以一字或一詞一圖的形式，羅列相關識字名物。

以下筆者僅將收錄牙刷之相關圖文內容，簡要歸納為下表： 

表 3 圖文並置(對相)收錄之圖文 

 書名 刊印年月 圖文 

1 新增幼學雜字 文成堂刻本 

 

2 改良繪圖幼學雜字 上海廣益書局石印本 

 

3 改良繪圖幼學雜字 久敬齋石印本 
 

4 最新繪圖幼學雜字 鑄記書局民國八年石印本 
 

5 最新繪圖幼學雜字 鴻文書局石印本 
 

上表收錄牙刷圖文之蒙書，皆為〈對相〉類型。一物一圖的形式對讀者來說，文

為傳播知識之概念，是對「理」的抽象化表達；圖為記錄現狀之概念，是對「事」的

具象化描述。從牙刷的圖示中，讀者可以可明確的得到圖文互證的學習效果。圖像在

紀實的功能上確實比文字強，若能再配合上文字的解說，便能夠精準而有效的將實際

活動的概況描繪下來，尤其是在庶民日常活動的紀錄上，圖像乃論述時必不可少的重

要證據。據此用於牙刷這一物品之解說，就可得到明證。 

首先，在詞彙的描述上五本書就分成三種類型，前二者稱之為「刷牙」，後二者

稱之為「牙刷」，中間有一以「刷」為名之過渡階段。參照於本文「文獻資料」一節之

                                                     
72 收錄於李國慶編，〈雜字類函〉第 2冊(北京：學苑出版社，2009年 6 月)，頁 392。 
73 同註 72，頁 455。 
74 同註 72，頁 491。 
75 收錄於李國慶編，〈雜字類函〉第 3冊(北京：學苑出版社，2009年 6 月)，頁 15。 
76 同註 75，頁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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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述，就古籍文獻中留存有關牙刷描述之資料來看，無論是「刷牙」、「潄刷」還是「刷

潄」之描述，都說明了當時的潔牙工具為牙刷，此點於牙藥的使用上即可得到印證。

而《普濟方》卷 70的〈刷牙藥〉中的「刷牙刷在頭髮上」之「刷牙」，即為吳自牧《夢

粱錄》與關漢卿《金線池》中提到的「刷牙」，直到元末郭鈺詩中提到「南州牙刷寄來

日」時，才開始將牙刷由「刷牙子」轉變為「牙刷」。因此由文獻上的證據表明，在明

初之前牙刷一詞都是以「刷牙」或「刷牙子」稱之，由明初開始民間才將「刷牙」、「刷

牙子」與「牙刷」並行使用，其後「刷牙」、「刷牙子」逐漸消失，最後完全被「牙刷」

所取代。這樣的觀點，證之於《幼學雜字》中之轉變，正好完全符合。在文成堂刻本

《新增幼學雜字》與上海廣益書局石印本《改良繪圖幼學雜字》中稱之為「刷牙」的

情況，這正好也是「對相」這一類典籍較早的版本。到了民國八年鑄記書局刊行的《最

新繪圖幼學雜字》之後，才正式出現「牙刷」之名。以今日之語法考察，「牙刷」是名

詞，「刷牙」則為動詞，然而無論在傳統的中國文獻或雜字中，「刷牙」則一直被視為

名詞使用，由「刷牙」發展到「牙刷」歷程中，則有一以「刷」為名之過渡階段。這

樣的說法，與文獻資料完全吻合。 

其次，由牙刷的形制上考察。在刷柄的長度上，可見出由細長朝向短小發展的趨

勢。刷毛的數量亦呈現越來越多的情況，可推究出其植毛刷孔的數量是由少朝多發展。

刷頭的形狀，由方形逐漸變化為為圓形。至上海廣益書局石印本《改良繪圖幼學雜字》

始，刷柄與刷頭連結處開始產生束收，刷柄逐漸朝圓扁平片狀改變，而圓柄的末端漸

寬，從腰部向後逐漸增寬製成圓角，至鑄記書局民國八年石印本《最新繪圖幼學雜字》

後，整枝刷柄已具人體工學性能，極適合刷握。且由久敬齋石印本《改良繪圖幼學雜

字》之後的三個圖繪，皆可明顯的見到刷頭背面留下植毛孔的痕跡。這樣的發展，與

出土文物完全吻合。 

由於雜字書在選材原則上就具有「生活化」的特點，圖文並置的「對相」類雜字，

又承繼了古籍「左圖右書」之體例，其收錄之內容全來自生活日用，目的即在於即圖

辨物、審圖識字，具有時代意義與實用價值。「讀圖」也是一種閱讀和獲取資訊的途徑，

尤其對於識字不多的庶民與蒙童而言，圖像在閱讀世界中都是不亞於文字的另一套學

習系統。由本節的討論中可知，雜字類的蒙書所收錄的圖、文，不但符合出土文物與

文獻資料中牙刷之發展歷程，在圖文互證中更可明確的呈現各個時代中庶民使用牙刷

的真實情境，為醫學史與文物考證提供了極重要的線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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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圖文探究牙刷發展的延伸議題 

（一）牙刷與抿子之差異 

牙刷，在閩南話中又稱為「齒抿」，依字面上的意義，二者間應有某些特殊的關

聯。在上節的討論中可觀察出一個有趣的現象，即「牙刷」與「抿子」常有同時出現

的情況，此處特別單立一個小節來加以討論。 

「牙刷」與「抿子」，在上述分類字詞體式的雜字裡分別被收錄於〈雜貨〉及〈妝

飾〉類中，屬於〈雜貨〉類的有《新刻增訂釋義經書便用通考雜字》、《五刻徽郡釋義

經書士民便用通考雜字》、《重增釋義徽郡世事通考元龍雜字》，在此處「抿子」被稱為

「抿掠」；屬於〈妝飾〉類的有《最新改良繪圖日用雜字》、《繪圖日用雜字》，此處則

依然稱其為「抿子」。 

類聚相關體式收錄的牙刷與抿子 

在類聚相關體式中，則包含了三言與四言雜字之範疇，而三言雜字部分又可再細

分為兩個類別，以下就簡要歸納如下： 

1、三言雜字 A 

……看吉日，無妨碍，兩願意，叫鼓手，合大戲，女親家，忙亂的，買木梳，

與攏子，買頭髮，虮箆子，要牙刷，合抿子，青銅鏡，白銅鎖，…… 

這個類別包括了 7種雜字，分別為：1、《大字三言雜字》，佚名撰，無年月刻本。

2、《繪圖三言雜字》，北京文成堂石印本，無年月。3、《繪圖三言雜字》，閻敏之書，

無年月北京老二酉堂石印本。4、《新出改良繪圖大三言雜字》，北平泰山堂書局石印本，

無年月。5、《新出改良繪圖大三言雜字》，孫虛生撰，民國二十五年安東誠文信書局石

印本。 6、《新出改良繪圖大三言雜字》，佚名撰，無年月石印本。(殘文)7、《新出改

良繪圖大三言雜字》，佚名撰，錦章圖書局石印本，無年月。其中第 4、5、6、7四書，

上層之附圖欄收錄有牙刷圖繪外，其餘各本皆在文字敘述中提到了牙刷，並與其他一

般生活用品一同呈現。除第 6項《新出改良繪圖大三言雜字》該頁為殘文外，各本中

雖有幾字的異文，但內容上大體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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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三言雜字 B 

給女兒，製嫁粧，朝衣櫃，皮頂箱，……梳頭匣，四面方，胭脂好，宮粉強，

箆子密，木梳長，牙刷兒，代抿子，裁衣裳，頂針子…… 

這個類別僅出現在《新出改良繪圖續三言》無年月石印本中。 

3、四言雜字 

……搬運離挪，屯堡鎗炮，刷牙括舌，抿子梳箆，櫳子耳挖，貨郎街巷…… 

這個類別包括了 3種雜字，分別為：1、《新抄總魁四言雜》，民國二十七年抄本。

2、《總魁雜字》，民國八年抄本。3、《總魁雜字》，民國抄本。 

在類聚相關體式中收錄的牙刷全與抿子前後並列，前兩類屬於三言雜字者皆為描

述女方忙著準備嫁妝的情景，牙刷與抿子同被列為嫁妝必備物品。後面四言雜字，則

為賣貨郎沿街叫賣物品的描述，牙刷與抿子亦同時為叫賣之生活雜物。這樣的結合，

只能見出牙刷與抿子二者，同時為當時庶民階層普及化之用品，在生活中常歸類在一

起，尚無法見出其中之個別差異。 

分類字詞式收錄的牙刷與抿子 

至於分類字詞中，亦有 2種類別同時收錄了牙刷與抿子(抿掠)，簡要歸納如下： 

1、收錄於〈雜貨〉類者 

……蒿薦，草蓆，棕薦，梳箆，梳刷，抿掠，牙刷，驚閨，喚頭，虎撑……。 

此類別包括 3 種雜字，分別為：1、《新刻增訂釋義經書便用通考雜字》，清徐三

省輯，清黃惟賢增訂，清康熙間仇村黃惟賢刻本。2、《五刻徽郡釋義經書士民便用通

考雜字》明末崇禎刻本。3、《重增釋義徽郡世事通考元龍雜字》，清文萃堂刻本。 

2、收錄於〈妝飾〉類者： 

……頭繩，木梳，箆箕，眉刷，牙刷，抿子，剔帚，鏑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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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類別包括 2 種雜字，分別為：1、《最新改良繪圖日用雜字》，上海昌文書局石

印本。2、《繪圖日用雜字》，北京老二酉堂石印本。 

圖文並置中收錄的牙刷與抿子 

圖文並置，則有 4種雜字收錄了牙刷與抿子，分別為：1、《新出改良繪圖大三言

雜字》北平泰山堂書局，無年月(牙刷、抿子)。2、《新出改良繪圖大三言雜字》安東

誠文信書局，民國二十五年，孫虛生撰(牙刷、抿子)。3、《新出改良繪圖大三言雜字》

無年月石印本(牙刷、抿子)。4、《新出改良繪圖大三言雜字》錦章圖書局，無年月(刷、

抿)。此外，在《分類幼稚畫》上冊〈器用類二〉中還可見到牙刷與髮刷的圖繪，可供

參考。此處就一併整理如下表： 

表 4 蒙書圖繪中收錄的牙刷與抿子 

出處 安東誠文信

書局《新出改

良繪圖大三

言雜字》 

北平泰山堂

書局《新出改

良繪圖大三

言雜字》 

無年月石印

本《新出改良

繪圖大三言

雜字》 

錦章圖書局

《新出改良

繪圖大三言

雜字》 

《分類幼稚畫》

上冊〈器用類二〉 

圖繪       

【表 4】中的前四項與【表 1‧類聚相關收錄之圖文】的圖繪相同，第五項牙刷

與髮刷則來自於《分類幼稚畫》上冊〈器用類二〉中，77由【表 4】中的內容可知，牙

刷與抿子在當時即被歸屬為同一類之器物，就連民國 23年編的幼稚教材也將其視為同

一類的物品。 

由上述類聚相關、分類字詞、圖文並置三相的資料內容，可見出牙刷與抿子在明

代到民國初年這麼長的期間，都有著糾葛不清的牽連，在民間的分類中亦常置之於一

處，這一現象主要還是因其形制相似之由。早在明‧方以智《物理小識》卷八〈器用

類〉「剔頭不用刀法」中，就曾提到抿子的功用，其云：「石黃、石灰、黃各一錢，研

                                                     
77 見王人路編繪，《分類幼稚畫》(上冊)(原書由上海：中華書局，1934年 3 月出版)(北京：海豚出

版社，2012年 2月)，頁 2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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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水調塗髮，一時間但用抿子刮之即下。」78此處提到的抿子即為刷子，且為用於

梳頭之髮刷。此外，在《廣東通志》卷五十二〈物產志〉亦云：「粵市中有香膠、乃

末、高良、薑，同香藥為之，淡黃色，抿髮香而解䐈。」79抿髮，說的是以抿子來梳

理頭髮。以上兩例都說明，當時的抿子主要是用來梳頭之用，這點即可於【表 4】的

圖繪之比較中得到印證，若再參照《分類幼稚畫》中牙刷與髮刷的區別，則差異就更

加清楚。最明顯的就是，牙刷細長，抿子、髮刷扁寬，細長適合置入口腔清潔，扁寬

方便整理頭髮，見圖識物，圖文互證，差異立現。 

抿子，是梳髮的小刷子，亦作「笢子」。《金瓶梅》第二十回曾云：「金蓮在傍把

拿抿子，與李瓶兒抿頭。」《紅樓夢》第四十二回亦提到：「忙開了李紈的妝奩，拿出

抿子來對鏡抿了兩抿，仍舊收拾好了。」在古代抿子為婦女梳頭時用於蘸油或水抹頭

髮的小刷子，民俗學家金受申將“抿子”描述為：「骨把毛刷，用以蘸水抿發，北京

舊式抿子，毛長而軟，外埠所用毛較硬，稱為刷子。」80也有學者認為抿子是「舊時

婦女在洗梳後，給頭髮整形的工具，像牙刷的樣子，形體略小。」81慈禧晚年喜歡吃

高脂肪食物，頭皮油脂多，容易掉髮，於是御醫設計「抿頭方」。從清官檔案記載上看，

慈禧太后經常會傳禦藥房配製抿頭散抿頭（用梳子蘸水反復梳頭）。宮中檔簿記載：「光

緒六年一月初五，老佛爺傳禦藥房配抿頭散兩份。」其中使用的主要藥味有：當歸、

柏葉、荊穗、薄荷、香白芷、零零香、白僵蠶、霍香葉等。(香白芷、荊穗、白僵蠶、

薄荷、霍香葉、牙皂、零陵香、菊花)這些草藥有活血、祛風的作用，並且多數含有揮

發油。抿過的頭髮既蓬鬆又帶有陣陣香氣。由此可知，抿子不僅是女子的梳頭器具，

還常搭配藥方作為頭皮與頭髮保健之用。可見得，抿子與牙刷由於功能用途之差異，

在形制上也有一定區別。 

 

                                                     
78 明•方以智，《物理小識》，收錄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867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1983 年)，頁 922。 
79 清•郝玉麟、魯曾煜編，《廣東通志》第三冊，收錄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史部第 562冊(臺

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頁 4514。 
80 金受申，《談髮髻：北京通》(北京：大眾文藝出版社，1999年)，頁 545。 
81 朱立業，〈談談“一抿子”〉，《紅樓夢學刊》1981 年第 3 期，頁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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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近代教科書中相關之牙齒保健知識 

在甲骨文中就有象形文字齲的記載，約在 3000 年前殷商時代在龜甲或獸骨上，

已有很清楚的甲骨文“齒”字，齒字寫成 等，是一種象形文字，把齲字寫成 ，

表示齒字上面有一個小蟲，認為齲齒是蟲蛀造成的，直至今日民問仍把齲齒叫蟲牙。《禮

記‧內則》記載「年少稱白齒，成年稱和齒。」當時已認識了人生兩付牙齒，即乳牙

和恒牙。也就是說西元前 20世紀左右，我國已對口腔內蟲蛀牙齒有了認識。到了春秋

時期，《禮記》中已載有「雞初鳴，咸盥漱」的觀念，漱口一般使用的即為鹽，其他口

腔清潔材料還有酒、醋、茶及溫水等，這說明了在西元前，口腔的清潔已成為衛生保

健的重要項目之一。此外，《詩經‧衛風‧碩人》中亦提到「齒如瓠犀」的看法，即指

牙齒要如同葫蘆子一樣整齊潔白，可見的在當時對於口腔、牙齒之清潔、健美、疾病、

保健已有相當高的要求。反之，對牙齒參差不齊者則稱之為齟齬，咬合不齊者病之為

齪，排列不正者稱為齜，不平整者為齲，均視之為病態。為了保持口腔衛生和預防牙

齒疾病，除強調漱口等外，以工具徹底潔牙就成了口腔保健的普遍行為。這一點在前

述各節的敘述中已有詳細的討論，隨著西方文明的引進，醫學衛生觀念逐漸被重視，

在中國近代的童蒙教科書中亦開始強化口腔衛生教育，以下僅就此點做相關性的說明。 

在西學東漸下，清末的中國開始了近代化教育的進程，1905年清政府設置學部，

在政府的主導下逐漸的進行新式教科書的編纂。我國自編教科書始於 1897 年由陳懋

治、杜嗣程等人編撰的《蒙學課本》（《新訂蒙學課本》），但整套課本不按學制編制，

也無插圖和教授書輔助。到了 1901年，上海澄衷學堂出版了由清劉樹屏編寫、吳子城

繪圖的《字課圖說》，該書已配有石印技術印製的黑白插圖 762幅，圖畫精細。次年，

無錫三等公學堂的又編定了《蒙學讀本全書》，採用楷書石印，並附有圖畫。民國之後，

商務印書館的《最新教科書》與文明書局的《蒙學讀本全書》，則開始出現彩色圖像的

案例。《最新教科書》是商務印書館成功推出的第一套教科書，在張元濟、高夢旦、蔣

維喬等編纂下，不僅對課文內容反復推敲，還首次在課文中配有雕刻精美的插圖以引

起學生的學習興趣。以《最新初小國文教科書第一冊》為例，全書 60篇課文中就配有

多達 100餘幅的插圖，另附有多幅彩色插圖。圖文並置的設計，是教科書裝幀設計的

重要元素，學生能通過課文與插圖的搭配，輕易的讀懂課文，這即是圖文互證明確的

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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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教科書圖文並置的編排形式，主要有上圖下文（或下圖上文）、上下兩圖、

方格插圖、不規則插圖等多種形式。圖文並置的編排形式在前述之雜字書中就已出現，

是印刷術流行後所產生的新型蒙書體式。在晚清時期的教科書中則將此編輯形式承繼

下來。這種編排形式，對於識字不多的小孩來說，更容易瞭解課本中的內容。例如《字

課圖說》（1901年），最為顯著的就是它的編排形式，字與字之間、字與釋義之間、字

與插圖之間都用方格隔開，一目了然，這是由對相雜字之體式再加以擴充發展而成的。

在文明史與文化史的角度考察，近代教科書除了賦有教育之意義外，其中所收錄的圖

繪亦具備紀實之功能，牙刷之使用與口腔衛生教育就是其中之一環。就筆者收集的近

代教科書中，可見收錄牙刷圖繪的有《商務國語教科書》(中冊)82、《共和國教科書新

國文》(第五冊)83與《分類幼稚畫》(上冊)84三種，前兩者之內容重複，後一者則為學

前幼稚蒙童之用。至於收錄有關牙齒保健與口腔教育者，即有《澄衷蒙學堂字課圖說》

85、《最新官話識字教科書》86及《國民字課圖說》87三種，而《澄衷蒙學堂字課圖說》

還另有日本早稻田大學之藏本。88以下僅將近代教科書中收錄牙刷與口腔衛生之圖文

整理為下表： 

 

 

 

 

                                                     
82 莊俞著、張元濟校訂，《商務國語教科書》(上海：商務印書館 1917 年出版）（西安：陝西大學

出版社，2011年）。 
83 李保田主編，《共和國教科書•初等小學校•新國文》（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3 年）。 
84 王人路編繪，《分類幼稚畫》（上海：中華書局 1934年出版）（北京：海豚出版社，2012 年）。 
85 清•劉樹屏編撰、吳子城繪圖，《澄衷蒙學堂字課圖說》(上海：順成書局光緒辛丑年印行）(北

京：新星出版社，2014年)。 
86 清•壽潛盧編著，《最新官話識字教科書》(上海：會文學社光緒三十二年(1906) 出版)(天津古

籍出版社，2013年)。 
87 上海會文堂書局編輯，《國民字課圖說》（上海：會文堂書局民國四年（1915）發行），收錄於楊

蓮福、陳謙編《民間私藏：近代漢文初學中小學教材資料彙編》第 13 冊（臺北：博揚文化事業

有限公司，2012年）。 
88 清•劉樹屏編撰、吳子城繪圖《澄衷蒙學堂字課圖說》，光緒三十（1904）年澄衷蒙學堂石印本，

日本•早稻田大學藏本，請求記号：ホ 05 01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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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近代教科書收錄牙刷與口腔衛生之圖文 

 書名 刊印、藏本 圖文 

1 

澄衷蒙學堂字課

圖說 

上海順成書局光緒辛丑

(1901)年印行 

 

2 澄衷蒙學堂字課

圖說 

光緒三十(1904)年澄衷

蒙學堂石印本，日本‧

早稻田大學藏本 

 

3 最新官話識字教

科書 

上海會文學社光緒三十

二年(1906) 出版 

 

4 國民字課圖說 上海會文堂書局民國四

年(1915)發行 

 

5 商務國語教科書

(中冊)、共和國教

科書新國文 (第

五冊) 

上海商務印書館1917年

出版 

 

6 分類幼稚畫 (上

冊) 

上海中華書局 1934 年 3

月出版 

 

首先，在【表 5】《澄衷蒙學堂字課圖說》（卷二）中除了明確的繪出牙齒的圖形

外，還著錄了文字說明（早稻田大學版與之相同），筆者將其敘述轉錄於下： 

〈牙〉：音芽，牡齒為牙，牙齒、象牙。牛加切。牙分乳牙實牙兩種，未齔之牙

曰乳牙，共二十枚。齔後復生者約實牙，共三十二枚。年壯始全。實牙又分門

牙、貳牙、齻牙、大牙四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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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齒〉：音 ，牙之短者曰齒，齒牙、敘齒。昌止切。象齒形。ㄩ張口也，口張

齒乃見。一則上下齒間之虛縫也。从止聲。男以八月而生齒，八歲而齔齒。女

以七月而生齒，七歲而齔齒。問其齒即知其年，故引申為年齒之齒。89 

文字中先明確指出乳牙與實牙之別，而其中需經過「齔」這個由乳齒脫換為成人

的牙齒的過程，兒童之乳牙為 20枚，成人之實牙為 32枚，依其功能實牙又有門牙、

貳牙、齻牙、大牙之別。其次由問齒知年的觀念再延伸至乳齒脫落的歷程，概括的說

嬰兒八月生齒，而男女各有七、八歲齔齒的差異，且女早於男。這樣的說法與今日的

醫學認知相符，由齔齒的差異上也可推知男女在兒童時期發育成長的不同。由圖文互

證中不但可了解口腔的基本常識，而且還能提供兒童成長的正確知識。這樣的說法，

在《最新官話識字教科書》第一冊第 15課中又得到進一步的補充，其文云： 

〈齒〉：昌止切。音 ，牙齒的齒。生在上顎的叫做齒，左右都有八箇，門齒兩

個，犬齒一個，臼齒五個，看上圖。 

〈牙〉：牛加切。音芽，牙齒的牙。生在下顎的叫做牙，也左右都有八箇。男人

八月生牙齒，八歲毀。女人七月生牙齒，七歲毀。看下圖。90 

以現代的醫學來說，孩子在出生後六、七個月會陸陸續續長牙，所謂長牙是指頜

骨內的乳牙胚逐漸發育成熟，突破牙床及口腔黏膜而萌出在口腔內的現象，約到兩周

歲時二十顆乳牙便會全部長齊。孩子逐漸成長，頜骨內的恆牙胚也逐漸發育成熟，壓

迫乳牙根，最後使乳牙脫落，而逐漸由恆牙取代行使咀嚼的功能。恆牙中有二十個和

乳牙交替，而十二個臼齒是在乳牙的後方多生出來的，不和乳牙交替。恆牙的開始萌

出年齡平均是六到七歲，由下顎中間門牙開始，依次為側門牙，第一前臼齒、犬齒，

第二前臼齒。在與乳牙開始替換的同時，第一恆臼齒也隨之萌出，這對於建立正常的

咬合關係，具有重要的作用及意義。在《最新官話識字教科書》中將牙與齒做明確的

                                                     
89 清•劉樹屏編撰、吳子城繪圖，《澄衷蒙學堂字課圖說》(卷二)(上海：順成書局光緒辛丑年印行)(北

京：新星出版社，2014年)，頁 76。 
90 見清•壽潛盧編著，《最新官話識字教科書》第一冊第十五課(上海：會文學社光緒三十二年(1906) 

出版)(天津古籍出版社，2013 年)，頁 21。《國民字課圖說》內容與之相同，惟〈牙〉之最末句

作「看上圖」。 

止 糹 

 

糹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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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分，生於上顎的稱齒，生於下顎的稱牙，牙與齒左右各有 8個，與《澄衷蒙學堂字

課圖說》中成人實牙 32枚之說吻合，亦與今日的醫學認知相符，且書中還將口腔與牙

齒的解剖圖繪製呈現，使人一目了然。此外，《商務國語教科書》下冊第 29課〈齒〉，

雖沒有著錄圖繪，但亦有一段近似的描述，僅轉錄於下： 

孩童初生，口內無齒，七八月之後，次第發生，名曰乳齒。至七八歲時，乳齒

漸脫，盡換新齒。新齒生時，乳齒動搖，拔去之，則新齒排列整齊。新齒既生，

喜咬襟袖及指甲，久則成習，不可不戒也。91 

在孩子換牙的時候，乳牙與恆牙混在一起，顯得參差不齊而呈擁擠狀。乳牙的空

隙，對剛萌出的恆牙可能有暫時的不合適，而出現輕度重疊的現象，這個現象常會造

成牙齒的痛癢情況，因此兒童常會透過咬磨其他東西來減緩痛癢。《商務國語教科書》

中的一段文字，又是前述教科書中更白話的說明，其中乳齒搖動拔去使新牙整齊排列

的敘述，及新齒方生時特別叮嚀幼童勿養成隨易亂咬襟袖與指甲之惡習，彷彿讓人有

身歷其境的感受並與換牙的情況相互呼應。另《商務國語教科書》(中冊)第 15課，則

運用圖文並置的方式傳遞了口腔保健之重要性，其收錄的牙刷圖見【表 5】的第五項。

該課題為〈潔淨〉，圖繪中著錄了箆箕、木梳、臉盆、皂莢、鹼、粉匣、牙刷、痰盂、

畚箕、板刷、噴壺、拖把、笤帚等物品，這些物品的歸類方式與雜字書中的分類近似。

其課文之內容則云： 

汪生好潔，髮常梳，身常浴，衣服常洗，室中亦甚潔淨。其友蔡生則否。汪生

告之曰：汙穢不去，則易生病，不可不戒也。92 

 

 

 

                                                     
91 見莊俞著、張元濟校訂，《商務國語教科書》(下冊)第 29 課〈齒〉(上海：商務印書館 1917年出

版)(西安：陝西大學出版社，2011 年)，頁 285。相同的內容亦見於《共和國教科書•初等小學

校•新國文》第五冊第 2課〈齒〉中，見該書之頁 231。  
92 見莊俞著、張元濟校訂，《商務國語教科書》(中冊)第 15 課〈潔淨〉(上海：商務印書館 1917

年出版)(西安：陝西大學出版社，2011年)，頁 126-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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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商務國語教科書》(中冊)第 15課〈潔淨〉 

課文中以汪生與蔡生為例，喻其不保持身體潔淨則將致病，配合著該課著錄的圖

繪來看，「牙刷、痰盂」指稱的即是口腔衛生之清潔而言，此處文字雖未明言，但在圖

繪上對於口腔保健則發揮了意在言外的學習功效。而在李保田編的《共和國教科書‧

初等小學校‧新國文》第二冊第 6課中，則明確的傳遞了刷牙與身體健康之關聯，其

云：「頭宜常沐，身宜常浴，髮宜常梳，牙宜常刷，衣宜常洗。」93除了識字階段，進

入高年級的學習當然有更深入的口腔教育內容，在《中華女子高等小學國文教科書》

第一冊第 19課〈齒〉中，則完整的傳遞了這樣的訊息： 

齒者，所以司咀嚼助消化也，食物入口當用用力咀嚼。整者使之碎，聚者使之

散，凝者使之融，然後徐徐下嚥，及至入胃，消化更不費力。若或不然，齒失

其職，而使胃代其勞，轉輸緩則營養損，停滯久則疾病生，其為害豈淺鮮歟。 

故保齒為養生之要務，晨起必刷，飯後必漱，使之潔淨而堅固。受病尤當速治，

毋使齲缺。俗或無故而鑲金嵌象，藉以為飾，是力使之齲缺也，則亦妄而已矣。
94 

在這段文字中，首先提到了咀嚼食物的正確方法，而食物能提供身體所需的營

養，則全靠牙齒所司之職，並由此引導出口腔保健之重要，進而提出了「晨起必刷，

飯後必漱」的潔牙觀念。文末還糾正了民間因追求流行時尚的「鑲金嵌象」之錯誤看

                                                     
93 見李保田主編，《共和國教科書•初等小學校•新國文》第二冊第 6 課(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

版社，2013年)，頁 67。 
94 見沈頤、范源廉、楊喆編，《中華女子高等小學國文教科書》第一冊第 19 課〈齒〉(上海：中華

書局，1915年) ，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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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以力使無齲缺為保健養生之道。高等小學的教材，雖然在行文上已出現某些文言

化的敘述，但卻完整的保留了當時口腔保健之觀念，這點在現代的小學教材中都難以

看到，可見出在當時對於口腔衛生與疾病預防重視之程度。 

以上所提的都是識字階段的教材，在識字學前的教育中，其實也可找到口腔保健

的相關教材，如《分類幼稚畫》上冊〈器用類二〉中就載錄了諸多日用器物之圖文，95

分別有：毛巾、臉盆、鏡子、肥皂、牙粉、漱口缸、牙刷、篦子、梳子、髮刷、帽刷、

衣刷、鞋刷、木盆、水桶、井、掃帚、畚箕、拖帚、拂塵、雞毛帚、抹布等，其中有

關於刷子的部分就有牙刷、篦子、梳子、髮刷、帽刷、衣刷、鞋刷。 

圖 11 《分類幼稚畫》上冊〈器用類二〉中之牙粉、漱口缸、牙刷、髮刷 

首先，從知識分類與收錄內容的情況來看，將這些器物置於同類的方式，明顯的與雜

字相似。其次，就圖繪的實物考察，又可見出各類物品個別的差異與當時民間流行普

及之概況。最明顯的就是牙刷與髮刷，這剛好有可成為前節牙刷與抿子之差異性上的

說明，牙刷細長，髮刷扁寬，細長適合置入口腔清潔，扁寬方便整理頭髮，見圖識物，

圖文互證，使學前之蒙童可於日常之中隨機活用。此外，在該單元的最後還附有〈獻

給師長們的幾句話〉之說明，其原文為： 

這一冊裏都是關于清潔的用品。如毛巾，臉盆，肥皂，鏡子，是洗臉用的東西。

牙刷，牙粉，漱口盂，是刷牙和漱口用的東西。帽刷刷帽。衣刷刷衣。鞋刷刷

鞋。掃地要用掃帚和畚箕。木盆，水桶和井裏的水是洗濯用的東西。髮刷，梳

子，篦子是清潔頭髮用的東西。拂帚，抹布是揩拭灰塵用的東西。96 

                                                     
95 見王人路編繪，《分類幼稚畫》(上冊)(原書由上海：中華書局，1934年 3 月出版)(北京：海豚出

版社，2012年 2月)，頁 18-31。 
96 同註 95，頁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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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段文字不但是寫給教學之師長參考的，還可以讓家長於回家後對孩童再次複

習說明，例如「牙刷，牙粉，漱口盂，是刷牙和漱口用的東西」，就是讓師長提醒孩童

口腔清潔的知識，這對於學前的牙齒保健能產生相當大的效果。幼稚教育一直被視為

幼兒學習的決定因子，可見得學前的口腔清潔知識對幼兒口腔衛生行為有極大的影

響，且對愈小的幼兒影響愈大。從學齡前的幼兒開始，在口腔衛生習慣上能儘早養成

並紮根，對齲齒的防治是有非常大的助益。 

從本節的討論可知，在近代的兒童教科書中實不乏牙齒保健與口腔衛生的知識，

藉由圖文互置的編輯方式可使閱讀產生圖文互證之功。另在文化史與社會史的角度

上，吾人也可推知牙刷使用與流行之概況，使得教科書中之資料成為研究牙刷發展史

中極重要的文獻來源。 

六、結論 

文字與圖像因為具有呈現真實世界的資訊以喚起過去經驗的功能，而同為人類社

會主要的溝通媒介，因此長久以來圖、文一直都被視為人類溝通中重要的工具。對於

在文盲佔大多數的傳統社會，圖像一直是社會上用來傳遞庶民理念或者文化訊息的主

要媒介，尤其對切合日用的蒙學讀物而言，圖文並置的樣態是最適合被廣大的閱眾所

接受。圖文互證的方式，絕非一夕而成、憑空出現，這種編纂方式在明代之後的雜字

中普遍可見，對於日常活動的刻畫也有真實與詳盡的記載，這也突顯了雜字書對於常

民活動研究與文物考證上的特殊價值。從本文收錄的各種考古文物與雜字典籍的圖繪

中，即明顯的可以看出圖文互證的功能。 

由考古文物可證明，在中國唐代時期牙刷已成為生活日用的潔牙工具。從唐代發

展至明代，牙刷的大小形制，沒有太大的改變，除個別刷柄較長外，刷頭的寬度和長

度是趨於小巧精緻化發展。以刷毛植孔的製作工藝技術而言，孔越少年代應越久遠，

且於明代之後還出現了背面刻淺槽的明穿製法，使植毛孔的數目倍增，能容納更多、

更穩固的刷毛，對潔牙能產生更大的助益。以握柄形態而言，越接近當代越精緻，且

逐漸朝向符合人體工學製作。就潔牙工具的發展考察。早期以楊枝揩齒，牙藥(粉)則

可配合楊枝使用，不一定非得以牙刷為之，直到牙刷成為日常生活用品，大量的取代

楊枝揩齒之後，牙藥才與牙刷共同使用於潔牙保健的活動之中。此外，在民間的潔牙

行為中，普遍還是習慣使用鹽來作為材料，牙藥一般還是用於治療與保健養生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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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文獻資料上考察，牙刷初期稱為刷牙子或刷牙，於宋代開始出現在民間的日常

生活器物之中，在明代才開始普遍流使用。由文獻上的證據表明，在明初之前牙刷一

詞都是以「刷牙」或「刷牙子」稱之，由明初開始民間才將「刷牙」、「刷牙子」與「牙

刷」並行使用。隨著牙刷的發展及流行，「刷牙」、「刷牙子」之稱謂，於明初之後逐已

漸為「牙刷」所取代，甚至藉著文化傳播的管道傳入了朝鮮。由出土文物、文獻資料

與蒙學典籍的參照中，可推究出楊枝揩齒與牙刷潔牙的消長過程，牙刷漸次風行，楊

枝揩齒逐步消失，終於歷史中不再出現楊枝揩齒的活動。 

由於雜字書在選材原則上就具有「生活化」的特點，圖文並置的「對相」類雜字，

又承繼了古籍「左圖右書」之體例，而分類字詞或類具相關之體式亦能反映出庶民階

層日用生活的實際情況，其收錄之內容可產生即圖辨物、審圖識字之效果，極具有時

代意義與實用價值。由明代後之雜字類蒙書的考察中，可見出當時牙刷實際的使用情

況與器物性質，在牙刷稱謂之演變上與文獻資料完全吻合。其次，由牙刷的形制上考

察。在刷柄的長度上，可見出由細長朝向短小發展的趨勢。刷毛的數量亦呈現越來越

多的情況，可推究出其植毛刷孔的數量是由少朝多發展。刷頭的形狀，由方形逐漸變

化為為圓形。至上海廣益書局石印本《改良繪圖幼學雜字》始，刷柄與刷頭連結處開

始產生束收，刷柄逐漸朝圓扁平片狀改變，而圓柄的末端漸寬，從腰部向後逐漸增寬

製成圓角，至鑄記書局民國八年石印本《最新繪圖幼學雜字》後，整枝刷柄已具人體

工學性能，極適合刷握。且由久敬齋石印本《改良繪圖幼學雜字》之後的三個圖繪，

皆可明顯的見到刷頭背面留下植毛孔的痕跡。這樣的發展，與出土文物完全吻合。這

足以證明，雜字類的蒙書所收錄的圖、文，不但符合出土文物與文獻資料中牙刷之發

展歷程，在圖文互證中更可明確的呈現各個時代中庶民使用牙刷的真實情境，為醫學

史與文物考證提供了極重要的線索。 

在近代的兒童教科書中，完整的保留了當時牙齒保健與口腔衛生之觀念，這些觀

念亦與今日的醫學認知相符，且書中還將牙刷與口腔、牙齒之解剖圖繪製呈現，忠實

的反映出當時牙刷之形制與牙齒保健之教育實況。藉由圖文互置的編輯方式可使閱讀

產生圖文互證之功。另在文化史與社會史的角度上，吾人也可由教科書中之資料，推

知牙刷使用與流行之概況，使得教科書中之資料成為研究牙刷發展史中極重要的文獻

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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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volution of Toothbrushes in China: An Investigation 

via Mutual Corroboration of Illustration and Text 

An-pang Chou
*
 

Abstract 

With functions of presenting real world information and evoking past experi-

ences, texts and illustrations have always been regarded as important and major tools 

in human communication. First, the study intends to discover the date toothbrushes 

appeared in China from archaeological relics in the perspective of mutual corrobora-

tion of illustrations and texts. Then, with the aid of literature review, the study tries 

to present the degree of popularity in different periods of time. After that, with data 

collected from primers, the study explores the changes and shapes of toothbrushes 

after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Finally, the study focuses on the practical situa-

tion of dental care and oral health education within the scope of modern primary 

school textbooks. 

Keywords: mutual corroboration of illustration and text, primers, toothbrushes,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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