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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代邊陲醫簡所見「支滿」試析
沈明得 *
摘

要

漢代邊陲遺址出土不少病書，或者因病死亡的報告爰書，都記載了
邊境戍卒疾病的文字紀錄，常見有傷寒、頭痛、心腹疾病，還有發病時
的症候，以及用藥結果。其中有一則病症的紀錄，因為簡牘釋文的關係，
有時被釋作「支滿」，有時則釋為「丈滿」。儘管只是一字之差，解釋的
意思也相近不遠，但如不先釐清原文，對於引起這個病症的原因，也就
無法繼續追索。
本文先針對各家說法進行整理，特別留意書寫者在書寫時，是否特
意保留文字原有的特徵，進而論述原簡文字應該是「支滿」
，而不是「丈
滿」
。第二，透過出土簡牘與傳世醫學文獻的記載，認為「支滿」為古代
醫學文獻常用字彙，解釋上應該是有異物橫隔其中，表現有經絡實症的
現象。同時推論心腹支滿與胸脅支滿的病症，恐怕都是因為邊陲士兵長
期處於氣候溫差變化極大的環境中，若是飲食或飲水無度，或者是邪氣
入侵造成經絡實症，經常會伴隨心悶、腹部撐脹的現象，如果不及時治
療，將有生命之憂。
關鍵字：醫簡、支滿、丈滿、漢代、居延、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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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現象。
邊陲醫療檔案所載病名、症候的文字已經趨於一致，只是偶讀居延出土漢代

一、前言

醫療簡文時，仍可發現一句有關病症的文字，因簡文釋讀的關係，出現了「心腹
支滿」或「心腹丈滿」的見解。
「丈」與「支」字，在書寫時確實有些形似，已有
基於對匈奴戰爭與維護邊境治安的考量，西漢中葉在額濟納河流域一帶，由
學者從文字書寫方式、字形結構等方法論證，雖能獲致初步成果，但若未能與傳
居延城障開始，逐漸發展出邊郡障塞亭隧組織。漢代西北邊陲地區，
「地熱多沙冬
1
世典籍校刊，仍影響該釋文的信度與效度。出土簡牘與文獻對勘，應非僅止於文
大寒」的氣候條件，
在此生活屯墾本極為艱苦，於此戍邊士卒平日常規工作既已

字校對的內考證。近人研讀經史典籍文獻，大抵依憑印刷刊行的版本，在此之前，
繁重，物資補給與食物資源有限，加上傷痛疾病本就在所難免，如何讓遠師在外
主要還是使用傳抄的紙本或更早的簡牘、帛書。一旦書寫者率爾操觚、筆畫簡省，
的部隊確保其戰鬥力。早在鼂錯建議移民實邊時，就倡議「為置巫醫，以救疾病」
2
或書寫時因字體相近而混用，後人辨識疏漏亦是難免，任何環節一旦有疏失，那
的配套措施，
不難推測在邊境建立障隧時，當也逐步建立醫療制度。

文獻典籍的詞義佐證，或是版本校讎、對刊，恐也難能呈現原始風貌。
居延地區出土漢代簡牘文書，其中有不少紀錄屯邊戍卒疾病與醫療的檔案。
因此，本文嘗試整理前賢學人的釋文與釋讀意見，並確認書寫者在書寫該字
儘管這些簡冊大多已經散亂，不著年月的殘簡，雖無法窺見邊郡醫療制度的全貌，
時，是否有意區分「丈」與「支」字的差異。再者，利用傳世文獻典籍為旁證，
根據有限的斷簡殘篇，仍可推知邊郡都尉府、候官應該都配置若干醫療人員，並
加上醫經醫理的佐證，希望能對漢代「心服支滿」簡的原意，作進一步的釐清與
以候官作為最底層的醫療中心；可見有府醫、官醫、醫卒或醫長等職。即便是最
推測。
底層的亭隧，還備有若干藥物，供戍卒就近取用治療。如飲藥數回仍不見起色，
還可至候官接受診療，同時輔以巡迴醫療訪視措施，邊境醫療系統尚稱完備。儘
管學者對於當時的醫療資源、治療技術、發病率與治癒率等問題，仍有不同的看

二、醫簡「丈」、「支」形似字

法，但也都承認漢代邊郡障隧已經有了相當完善的醫療後盾。 3
居延出土漢代醫簡中，字詞連綴「丈滿」或「支滿」者，表列釋文如下表：
1

2
3

謝桂華、李均明、朱國炤合校，《居延漢簡釋文合校》（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502.15A
簡，頁601。以下引用時簡稱《合校》。502.15簡是兩面書寫，正面簡文底下與背面都有文
字，但因原簡殘裂，簡文已無法辨識。該簡在 A35大灣出土（即漢代張掖郡肩水都尉府所
在），此處出土許多不同種類的文書，在該簡編號相近處有不少「郵書刺」，根據簡文與郵
書刺，疑該簡內容為當地戍卒家書殘本。
漢‧班固，《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97，點校本）卷四十九〈鼂錯傳〉，頁2288。
有關居延邊塞的醫療制度研究，舉其犖犖大者，如：馬明達，〈漢代居延邊塞的醫藥制度―
―讀居延漢簡札記〉，《甘肅師大學報》4（1980），頁76-82；初師賓，〈漢邊塞守御器備考
略〉
，收入甘肅省文物工作隊、甘肅省博物館編，
《漢簡研究文集》
（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
1984）十一「雜用類」，頁213-214；薛英群，《居延漢簡通論》（蘭州：甘肅教育出版社，
1991）第三十二節〈醫藥與醫療制度〉，頁506-518；張壽仁，《醫簡論集》（臺北：藍臺出
版社，2000）〈居延漢簡‧官醫〉，頁74-77；裘錫圭，〈居延漢簡中所見疾病名稱和醫藥情
況〉，《中華醫藥文化》6（2008），頁16-19；李振宏，《居延漢簡與漢代社會》
（北京：中華
書局，2003），頁93-111。高元武，〈從出土居延漢簡看漢代邊戍吏卒醫療保障制度〉，《廣
東第二師範學院學報》31：6（2011.12）
，頁82-87。各家從出土漢簡羅列疑似為醫療人員的
職稱，但仍無法判定這些醫療人員的配置與運作。初師賓認為官醫僅限於都尉府，但多 數
學者認為「官醫」屬於候官轄區內，主持醫務工作的人員。唯官醫是否為其職稱，馬明達
認為從字面上來看，似乎是與「私醫」相對的稱謂，不像是職稱；另出土漢印有「醫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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戍卒的身體狀況直接影響亭隧防務工作，因此有律文規定，一旦戍卒發生疾
病，除由醫務人員看診施藥外，作為醫療最基層的候官，還要如實統計病員人數，
上報「病卒名籍」至都尉府。 4 醫官也需將診療的內容，寫成「病診爰書」；因病
而亡故者則需定期上報「病死爰書」與「病死名籍」
。病卒名籍與病診爰書，通常
會包含戍卒所在的亭隧名稱、姓名、病症、治療方法與結果。另一種則是由吏員
因病上呈的「病書」，言明上報時間、患病情形與視事情況。 5 這些簿籍的內容，
主要還是經過醫療人員看診後，所進行的書面報告。倘若針對病名、症候、藥物
的名詞來詳加比對，不難發現西漢前期所出現醫療文獻，如長沙馬王堆出土的《五
十二病方》，張家山漢墓出土的《脈書》，經常會有同一病症不同稱呼，同一症狀
描述的文字不盡相同，或者是藥物出現同藥異名的現象。但在居延、武威所出現
的醫療檔案記載中，可以發現病名、病症、與藥物的稱呼已經趨於一致。如「傷
寒」
、
「頭痛寒熱」
、
「疾心腹」
、
「四節不舉」
，在居延簡中有關病症描述、文字敘述
不僅大致相同，也與東漢晚期的《傷寒論》相近。這不僅說明西漢中晚期的醫學
更趨於統一，6而官方指派前來的醫療人員，應該是經過相近的專業訓練，故而在
看病施藥後所記錄的病名、病症與藥物，採用的專用術語語彙，才會出現一致性

4

5

6

一職，疑邊境障塞也有醫長一職。儘管邊塞有一套尚稱完善的醫療機構與制度，但裘錫圭
認為從戍卒生病者之多就可以看出，當時邊塞的醫藥衛生條件大概甚差。薛英群、高元武
從階級與身份的角度切入，認為當時即便能提供良好的醫療制度與技術，但底層的戍卒經
常沒有受到良好的治療，往往飲藥數劑仍不見改善，進而造成大量的死亡。然而，李振宏
統計戍卒的發病與治癒率，分析發病率僅有4.28﹪，治癒率更高達77.65﹪，認為吏卒的疾
病得到很好的治療。
如《合校》58.26簡載：
「病年月日，署所病偷不偷，報名籍候官，如律令」
，頁79。案：
「偷」
假為「癒」字，該簡出土於A8破城子，即甲渠候官遺址所出土，可知至少是由都尉府發下，
要求以候官作為病員名籍資料整合的單位。
參見李天虹，
《居延漢簡簿籍分類研究》
（北京：科學出版社，2003）
，頁12-14。李均明，
《秦
漢簡牘文書分類輯解》（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頁56-57、385-386。病名籍所載病患
都是士卒，故李均明疑吏員是否單獨設立病名籍。李天虹則是認為邊塞對於患病的吏卒採
取不同的管理方式，病卒集中編制名冊，吏員則要單獨報寫病書，故病書僅適用於吏員。
陳彥良則是認為吏員不僅有生病、復原的病書，或許還按年度做成專冊存檔備察，參見〈漢
代邊防吏卒疾病試析――以居延漢簡所見疑似壞血病及諸症狀為中心〉，《東吳歷史學報》
24（2010.12），頁19-20。陳彥良所引皆為破城子遺址出土木楬，或許推測吏員病名籍的檔
案資料，應該存放在候官所在，並定期上報至都尉府。另兩書未收錄「病診爰書」
，據EPT59：
80簡文載：
「●右病診爰書」
。這是一枚標題簡，在同探方出土數枚有關醫療或病症的簡文，
或疑為病診爰書的一部份，參見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肅省博物館、文化部古文獻研
究室、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居延新簡》（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頁364。
高大倫，〈居延漢簡中所見疾病和疾病文書考述〉，《簡牘學報》15（1993.12），頁7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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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現象。
邊陲醫療檔案所載病名、症候的文字已經趨於一致，只是偶讀居延出土漢代
醫療簡文時，仍可發現一句有關病症的文字，因簡文釋讀的關係，出現了「心腹
支滿」或「心腹丈滿」的見解。
「丈」與「支」字，在書寫時確實有些形似，已有
學者從文字書寫方式、字形結構等方法論證，雖能獲致初步成果，但若未能與傳
世典籍校刊，仍影響該釋文的信度與效度。出土簡牘與文獻對勘，應非僅止於文
字校對的內考證。近人研讀經史典籍文獻，大抵依憑印刷刊行的版本，在此之前，
主要還是使用傳抄的紙本或更早的簡牘、帛書。一旦書寫者率爾操觚、筆畫簡省，
或書寫時因字體相近而混用，後人辨識疏漏亦是難免，任何環節一旦有疏失，那
文獻典籍的詞義佐證，或是版本校讎、對刊，恐也難能呈現原始風貌。
因此，本文嘗試整理前賢學人的釋文與釋讀意見，並確認書寫者在書寫該字
時，是否有意區分「丈」與「支」字的差異。再者，利用傳世文獻典籍為旁證，
加上醫經醫理的佐證，希望能對漢代「心服支滿」簡的原意，作進一步的釐清與
推測。

二、醫簡「丈」、「支」形似字
居延出土漢代醫簡中，字詞連綴「丈滿」或「支滿」者，表列釋文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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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居延出土醫簡有關「丈」、「支」對照表 7
編號

甲
勞榦 甲
乙
釋文 編
編

《合校》釋文
第廿四隧卒高自當以四月七日病頭恿四節不舉

鉼庭隧

卒周良四月三日病苦〼
4.4A 第二隧卒江譚以四月六日病苦心服丈滿
第卅一隊卒王章以四月一日病苦傷寒

支 丈 支
第一隧卒孟慶以

四月五日病苦傷寒
242.21 〼心腹丈〼
293.5

田卒平干國襄垣石安里李彊年卅七
心腹丈滿死右農前丞報□

□ 支 從
本始五年二月丁未疾

支

支

《合校》一律釋作「丈滿」
，勞榦則皆釋為「支滿」
，至於《甲編》
、
《甲乙編》
的釋文，則有前後不一的現象。另外，在1972至1974年間，於漢代甲渠候官與第
四隧遺址中，出土一萬九千餘枚簡牘，其中在破城子房屋遺址出土編號 EPF22：
80簡，釋文為：

7

有關「支滿」或「丈滿」的醫簡，目前僅見於居延、肩水地區出土醫簡中，故以該區為討
論範圍。至於簡牘編號與版本方面，由於《合校》出刊時間較晚，同時也參考數種釋文版
本，故本表採以《合校》釋文為主，其後表列各種版本釋文，以明其差異，分別有：
《合校》
簡4.4A，頁5；《合校》242.21簡，頁404。《合校》293.5簡，頁490；勞榦，《居延漢簡‧圖
版之部》
（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92）錄4.4A簡在第379葉；勞榦，《居延漢
簡‧釋文之部》
（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86）釋「心服支滿」，頁125（以下
簡稱《圖版》、《釋文》）。《圖版》242.21簡在第539葉，《釋文》作「心便□」，頁174。《圖
版》293.5簡在第3葉，《釋文》作「心腹支滿」，頁1。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居延漢
簡甲編》
（北京：中華書局，1957）4.4A簡改編號為19A簡，圖版玖，釋文作「此服丈滿」，
頁3。293.5簡改1573簡，圖版壹壹捌，釋文「心腹支滿」
，頁65-66。
（以下簡稱《甲編》）中
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居延漢簡甲乙編》（北京：中華書局，1980）簡4.4A釋文作
「此服支滿」
，頁2。242.21簡釋文作「心腹從」
，頁173。293.5簡釋文作「心腹支滿」
，頁209。
（以下簡稱《甲乙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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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武三年三月丁亥朔己丑城北燧長黨敢言之
迺二月壬午病加兩脾雍種匈脅丈滿不耐食 8
在肩水金關遺址中也出現一枚相似的簡，73EJT23：395A簡釋文為：
孫常叩頭言 〼
宋巨卿坐前毋恙頃久不望見舍中起居得毋有它先日數累左右毋它它欲伏前
面相見加 〼
巨卿時力過府君行事毋它欲往會病心腹丈滿甚□□注以故至今請少□ 〼
……疾之比得左右願叩頭因白官移記諸部令移 〼
……□言君 〼 9
這兩枚也是類似病症的醫簡記載，當也一併列入討論。以下先簡述前賢學者對前
引簡牘釋文的立論與觀點，並略做評介與討論。

(一)「心服丈滿」說
陳直認為《甲編》19A簡（即4.4A）的「此腹支滿」的釋文，可與《甲編》
37簡簡文「比腹四節不舉」互證，主張19A簡應改釋為「比腹支滿」
，並謂「比腹」
為「毗腹」的省文，作腹懣解。 10于豪亮主張釋為「此腹支滿」，係因文獻與石刻
出現的漢隸「此」字，與前引兩簡的此字相同。再者，
《甲編》37簡是一枚殘斷的
病書，簡文寫著「此腹四節不幸」
，大意與《甲編》19A簡相似，原來就是釋作「此
8

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肅省博物館、文化部古文獻研究室、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
所編，《居延新簡》（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頁483。另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肅
省博物館、文化部古文獻研究室、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居延新簡》（北京：中
華書局，1994），頁213。
9
甘肅簡牘保護研究中心、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肅省博物館、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古
文獻研究室、中國社會科學院簡帛研究中心編，
《肩水金關漢簡（貳）》
（上海：中西書局，
2012）下冊《釋文》，頁83。
10
陳直，
〈《居延漢簡甲編》釋文校訂〉
，收入《居延漢簡研究》
（北京：中華書局，2009）
，頁
643。陳直後來也為文堅持其立論，參見〈居延漢簡綜論‧附錄「雜論二則」〉
，收入《居延
漢簡研究》，頁169。陳直校訂的主要意見，在於主張釋為「比腹」，作「腹懣」解，但對於
「支」字並未多作解釋，是否因為文意與《甲編》37簡相似，將「支」通解為「四節」
、
「肢」，
不得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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腹」
。其三，陳直釋讀「北」字雖可通解為「背」字，但不若「此」字通解為「骴」
或「脊」，也就是背脊的意思為佳。 11無論是「比腹」或「此腹」的意見，都是利
用《甲編》37簡作為旁證，則「支」似可與「四節」相通，假為「肢」字。故于
豪亮進一步認為「此腹支滿」的病症，就是「背、腹、四肢漲偪」的意思。
其後，于豪亮一改原先的意見，改釋「此腹支滿」為「心服丈滿」
。于氏改「支」
為「丈」字，係引《漢書‧律歷志》「丈者張也」，又如《左傳》記載晉侯病入膏
肓，
「將食，張，如廁，陷而卒。」杜預注：
「張，腹滿也」
。復引《素問‧調經論》：
「志有餘則腹脹飧泄。」注：「張為脹起」。因此，改釋「支」為「丈」字，認為
丈為「張」的通假字，張可通解為「脹」；「丈滿」即「脹滿」。 12
援引傳統文獻與醫籍旁證，藉由相近字句或病症通解，為訓詁考信常用方法。
儘管「張」可解為「脹」，但是否亦能通解為「丈」字。查《漢書‧律歷志》，原
文為：
寸者，忖也。尺者，蒦也。丈者，張也。引者，信也。夫度者，別於分，
忖於寸，蒦於尺，張於丈，信於引。引者，信天下也。 職在內官，廷尉掌
之。 13
這段文字旨在解釋度量衡的「度」
，大意是說寸就是忖，可以揣杜、思量，尺就是
蒦，用來規範長度，丈就是丈量，引有伸長，或明信於天下的意思。 14此外，《睡
虎地秦墓竹簡‧法律答問》：「甲盜牛，盜牛時高六尺，繫一歲，復丈，高六尺七

11

于豪亮，
〈《居延漢簡甲編》補釋〉
，
《考古》8（1961)，頁453，收入氏著《于豪亮學術文存》
（北京：中華書局，1985），頁235。案：《甲編》37簡即《合校》5.18與255.22綴合簡，出
土於A33地灣，即漢代肩水候官駐所。簡文繫年為漢宣帝元康二年二月，這是一枚因病不
能視事的病書，簡文有「敢言之候官即日」等字，疑為萬世隧長，甚或是候長因病由隧長
代理其職，而上報候官的病書。該簡在《釋文》與《甲編》都釋作「此腹四節不幸」，于豪
亮所引釋文為《甲乙編》，故釋文見解略有不同。
12
于豪亮，〈居延漢簡釋叢〉，《文史》12（1981.9），頁42。收入氏著《于豪亮學術文存》，頁
170-171。
13
《漢書》卷二十一上〈律歷志上〉，頁966-967。
14
「引者，信也」，顏師古注：「信讀曰伸，言其長」。王先謙則是認為：「信當讀本字，下云
『信天下也』，明信不得讀為伸。」詳參見王先謙，
《漢書補注》
（北京：中華書局，1993，
虛受堂本），頁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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寸」
。15又《左傳‧襄公九年》
：
「巡丈城」
，杜預注：
「長，度也」
。16凡此，皆明「丈」
字為度量、丈量之意，故「丈者張也」，應為張開、伸展來丈量的意思，與「脹」
字的脹起、脹滿意思通解與否，或許還需詳加思量。于氏所引《素問‧調經論篇》
，
旨在講述五臟所生之氣血神志。由於腎藏志，胃為之關，若關門不利，則聚水而
為腹脹飧泄；腎為生氣之原，不足則厥逆而冷。倘若丈通解為「脹」
，丈滿為「脹
滿」，主要還是應該表現在消化系統上的病徵，與「心腹」連用甚是可疑。
謝桂華、李均明比對漢簡中的丈、支兩字，承認二字的字體極為相近，但仍
可參照其他出土簡帛文獻比對，析分其字體差異之處。在比對馬王堆出土帛書《老
子乙本》，以及居延漢簡常見的「丈」字量詞後，主張《甲編》19A簡應釋為「心
服丈滿」
。至於讀解的方法，除前引《漢書‧律歷志》
、
《左傳》的資料外，還援引
如《武威漢代醫簡》載有「張恿」
，
《急就篇》錄有「寒氣泄注腹臚脹」
，錢保壙注：
「脹音帳，一作張」，推知丈可讀作「張」，張又與脹通解。此外，丈與滿的字詞
意思相近，都是指症狀而言，丈滿即為「脹滿」
。在許多文獻中還可以看到相近的
詞彙，如《居延新簡》E.P.F22：80簡有「迺二月壬午病，加兩脾雍種，匈協丈滿，
不耐食」即是。如此更進一步推論，
《素問‧腹中論》有「有病胸脅支滿者」一詞，
疑該「支」字為「丈」字之訛誤，即疑傳世文獻傳鈔有「魯魚亥豕」之嫌。 17 只
是支或丈字的釋文見解，非從文字形體或書法筆順而來，則最是值得待商榷之處。

(二)「心服支滿」說
裘錫圭依據《甲編》19A簡的文字書寫風格，發現「心」字的寫法接近篆文，
故主張釋為「心腹支滿」
。在釋讀方面，認為「支」和「滿」都是病名，在《素問》
一書中更是常見「支滿」用法，如：
「脅支滿」
、
「食而支滿，腹大」
、
「有病胸脅支
滿者」、「腹支滿」、「其病支滿」、「心痛支滿」等等。又如《韓詩外傳》將「支」
與「滿」列入「十二發」
，原文謂「人主之疾十有二發，非有賢醫莫能治也。何謂
十二發？痿、蹶、逆、脹、滿、支、膈、肓、煩、痺、風，此之曰十二發。賢醫
治之何？曰：……無使府庫充實則滿不作，無使群臣縱恣則支不作。」這說明支
15
16

17

34

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編，《睡虎地秦墓竹簡》（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頁95。
晉‧杜預注，唐‧孔穎達疏，《左傳注疏》
（臺北：藝文印書館，1993，阮刻《十三經注疏》
本）卷第三十〈襄公九年〉，頁523。
謝桂華、李均明，〈居延漢簡甲乙編釋文補正舉隅〉，《歷史研究》5（1982），頁150。該文
所引《文物》1987年第1期圖版5第6簡，即《居延新簡》E.P.F22：80。

漢代邊陲醫簡所見「支滿」試析

與滿應該是與症狀有聯繫的兩種病，故《素問》和漢簡才會把支、滿連起來說。
此外，在《素問‧腹中論篇》提到「心腹滿」，〈四時刺逆從論篇〉也有「心腹時
滿」，可能與「心腹支滿」意思相近。 18
裘氏從文字書寫風格、病名、病症考釋，認為釋作「支滿」較佳。其所引《韓
詩外傳》人主之疾的「十二發」
，謂「無令倉廩積腐，則脹不作；無使府庫充實，
則滿不作；無使群臣縱恣，則支不作」。 19這段文字雖以病症勸寓為政之人，主張
透過選拔賢士輔政，方能避免政治缺失的理想，但從這十二發中，自能發現「脹、
滿、支」屬於三種不同的病症。
張壽仁在〈醫簡筆記〉一文中，錄有「胸脇支滿」條，引用古代醫經典籍佐
證，認為「胸脇支滿」為古代醫學文獻常用字詞，故《合校》4.4與293.5簡，皆
應釋作「心腹支滿」
。至於「支滿」的釋讀，則是轉引《金匱要略精義》
：
「支撐脹
滿」
，以及《素問‧大元正紀大論》注：
「支，柱妨也」
，即意支字為專有詞彙，當
作支撐、柱撐來解釋。另外，張氏在補充的按語上加強文字的論證，謂丈與支字
於篆文書寫形似，隸變以後才混淆不清，故《隸辨》說後人「別作丈以別之」
。簡
牘文字「丈」與「支」字還是能夠清晰辨識，主張釋作「支」比較適合。 20
朴順德則是從文字的書寫辨識著手，分析「丈」
、
「支」字體的變化，發現「丈」
字從常隸到章草，雖有不同的書寫形式，但基本結構尚稱一致。但「支」字在漢
18

19
20

裘錫圭，〈漢簡零拾〉，《文史》12（1981.9），頁16-17。前引裘錫圭〈居延漢簡中所見疾病
名稱和醫藥情況〉一文，根據摘要與作者附識文中，皆說明該文早於1980年已經脫稿，僅
因雜誌出刊問題遲遲未能刊行，直到2008年才依據原樣印出。兩文在心腹支滿的意見相同，
只有用語稍加更動，如1980年的舊文認為支、滿是病症，後改為病名。此外，舊文提及《素
問》在「支滿」之外，還有「支鬲」，鬲即《韓詩外傳》之「膈」，即意「支」與「鬲」為
二事，如同「支」與「滿」為二事，頁17。
屈守元箋疏，《韓詩外傳箋疏》（成都：巴蜀書社，1996）卷三，頁252-253。
張壽仁，〈醫簡筆記〉，《簡牘學報》17（1999.12），頁223-224，收入《醫簡論集》，頁80。
後文曾對原文進行修改，於該段文末增加按語。此外，張氏轉引《濟陰綱目》卷二〈經閉
門‧論經閉因肝勞血傷條〉
：
「駱氏曰：
『經云有病胸脇肢滿，妨於食，病至則先聞腥臊臭。
出清液，先唾血，四肢清，目眩，時時前後血，命名曰血枯。』」故謂「胸脇肢滿」為「病
脇支滿」。其實該段引文原出自《素問‧腹中論篇》，駱氏轉引原文有誤，反而繞一大圈注
解。張氏在撰寫該文時，引用于豪亮的意見，認為于氏將「支滿」釋為「丈滿」，意「丈」
為「張」、「脹」，鑿矣！又說《合校》釋為「丈滿」，「謬矣」。究竟釋「丈」為「鑿矣」，還
是「謬矣」？爾後《醫簡論集》收入該文時，又增加按語，認為釋作「支」字差勝。為 確
認張氏的主張，復查張壽仁相關文章，如〈居延新簡中之醫藥簡試釋〉，《簡牘學報》17
（1999.12），頁207、〈居延漢簡中之醫簡試釋〉，《醫簡論集》，頁61、〈敦煌漢簡中之醫簡
試釋〉，《醫簡論集》，頁83，皆釋為「支滿」無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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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字型的演變，從漢簡常隸到草隸中，與「丈」字或有一些混淆。但在演變至章
草時，為避免與「丈」字再混淆，變成具有「支」字結構的章草。 21 朴順德曾將
居延漢簡中的「丈」、「支」疑似字，放入從篆書到隸書的相對位置中，演繹出簡
文字體的變化，如下表所示：
表二：「丈」、「支」字型演變表 22
丈

支
小篆
篆書
漢簡
古隸

八分

常隸

草隸

章草

丈與支字，皆可參見《說文解字》，丈字「十尺也。從又持十」，支字「去竹
之枝也。從手持半竹」
，兩字都是會意字。根據朴順德的研究，從篆體到漢簡字形

21
22

36

朴順德，〈《居延漢簡》疑似字分析（一）〉，《中華簡牘學會通報》1（2002.4），頁63-83。
參見朴順德，
〈居延漢簡「丈」
、
「支」釋文商榷〉
，
《國際簡牘學會會刊》4（2002.5）
，頁189，
本表引自該文表五「丈」、「支」字型演變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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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演變過程中，不難發現「丈」字的篆體「

」
，仍可見「十」與「又」明顯可分

的字型，但慢慢有將「十」之豎劃與「又」之第一筆，延成一劃的趨勢。發展到
隸書時，尤其是從八分到章草，
「十」之豎劃與「又」之第一筆完全變為一劃，成
為今天的「丈」字。
「支」字在篆體「
竹「

」演變中，最重要的關鍵就是上半部的半

」，為避免與「丈」字產生混淆，因此仍保有「

在篆隸演變過程中，雖受「竹」變「艸」
、
「

」個別的形狀。「支」字

」變「十」之影響，亦形成類似「丈」

字之篆書形，以致不少人混淆於此處。故而，依據朴順德字體消長變化之規律，
尋繹漢簡字體演變過程，綜合字型結構、筆畫及各時期之特徵，
《合校》4.4A上半
部之「半竹」與「丈」字無關，故應釋為「支」字。

三、支滿試析
前賢學者由字形、字體書寫辨識，或利用傳統文獻與醫籍常用、通假字詞進
行論證，皆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由於出土簡牘原件拍攝與保存狀況，相較於
以往已經進步許多，或可重新利用這些簡影，透過文字的再辨識，參照醫籍文獻
比對互證，亦可探究原簡應釋之文字，以及病症可能呈現的意義。

（一）字形辨識與慣用語彙
簡牘文書字形繁雜多變，存在篆文、古隸、常隸、古草隸、八分、草隸、章
草等字體，常出現同字殊形、形體相似或相同的異字，再加上通假字，故在辨識
上容易產生訛誤。儘管漢簡字型中，確有力圖避免文字混淆的情形，然字體多變
又未定型，加上書寫者率爾操觚，後人辨識時難免有豕亥魚魯之嫌。儘管如此，
為避免望文申義，筆者認為還是應先從文字的辨識開始。在支與丈字的辨識上，
還是應確認該字在書寫時，書寫者是否有意區別兩字的差異，即書寫時是否特意
保留該字「半竹」與「十」的特徵。如此才能進一步推論，該字詞在當時是否有
其獨特性，或者有專門的用法，方能商榷該字是否能與其他字通假。倘若該字具
有獨立且完整的用詞，再進一步佐證當時醫籍資料，才能瞭解該字詞所指涉的病
症，甚或是推論傳世典籍是否有傳鈔之誤。
先將上述五枚簡牘的「丈」、「支」疑似字，原簡影置於下表，可知除242.21
簡的字跡漫渙不清，稍難辨識外，其餘各字都明顯保有半竹「

」的特徵。意即
37

興大歷史學報

第二十八期

該字在當時書寫時，仍據「從手持半竹」的原則，而非「從又持十」的丈字，相
信原簡釋文為「支」字應無疑義。至於242.21的字跡雖有漫渙不清，仍可據朴順
德的見解，為漢簡草隸，釋為「支」字。 23
表三：醫簡有關「支」字簡影 24
簡號

合4.4A

合242.21

合293.5

EPF22：80

73EJT23:359A

簡影

根據文字的辨識，釋作「支滿」應無問題，同時醫學典籍中也未見有「丈滿」
的詞彙，說明該字詞不僅為專用詞彙，同時書寫者也有意識地區別「支」、「丈」
字的細部差異，從而推論傳世醫經典籍應無傳鈔之誤的可能。另如裘錫圭所列《素
問》醫經典籍中，出現「支滿」的用法甚眾，未見有「丈滿」的用詞。又《韓詩
外傳》將「脹、滿、支」作為不同的病徵，說明「支」字釋讀為「丈」或「張」、
「脹」可能不妥。 25 張顯成羅列先秦兩漢醫學用語，也發現出現不少「支滿」用
詞，未見「丈滿」連綴的用語。 26 徐海榮擴大至後世醫學著作，也認為歷代都是
沿用漢代以來醫典「支滿」之說，推測「支滿」是傳統醫學的固有觀念，係對一
組疾病而非單一疾病的描述。 27由此觀之，「支滿」是古代以來沿用的醫學詞彙，
並且一直沿用至後世，釋作「丈滿」並不妥適。

（二）支滿病症試析
23
24

25
26
27

38

朴順德，〈居延漢簡「丈」、「支」釋文商榷〉，頁191。
圖版採用勞榦，《居延漢簡‧圖版之部》，4.4A簡在第379葉，242.21簡在第539葉，293.5簡
在第3葉。EPF22：80簡取自初師賓主編，
《中國簡牘集成》
（蘭州：敦煌文藝出版社，2001）
第二冊「圖版選」卷下，頁140。73EJT23：359A簡取自《肩水金關漢簡（貳）》中冊〈紅
外線圖版〉，頁165。
裘錫圭，〈漢簡零拾〉，頁16-17。
張顯成，《先秦兩漢醫學用語匯釋》（成都：巴蜀書社，2002），頁88。
徐海榮，〈居延漢簡「支滿」、「丈滿」辨〉，《中國史研究》4（2005），頁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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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釋為「支滿」較為正確，然由於「支」有「支撐」、「支柱」的意涵，廣
義的來看似乎有與「脹滿」詞彙相近，是否能通解，則需要由醫學典籍相關記載
考釋，方可窺知一二。
1.支滿試析
張顯成在《先秦兩漢醫學用語匯釋》一書中，曾羅列有關「支」字相關的病
症。如《靈樞‧衛氣失常》、《素問‧繆刺論》、《素問‧五藏生成篇》等，有「支
脅」、「支鬲胠脅」的記載，指的是胸肋間如有物支撐的病症。另見《素問‧六元
正紀大論》有「支痛」，即兩肋疼痛，如有物支撐其中的病症；《靈樞‧經脈》有
「支膈」，意胸膈間有如物支撐的病症。 28支解釋為「如有物支撐」，或與「脹滿」
的意思小有差異，只是今日常將撐、脹二字通用，意思總又感覺十分相近。
「支」字出現於古代醫經典籍或文獻記錄方面，如扁鵲經過虢國時，聽聞虢
國太子剛剛過世，認為太子並未身亡，僅是「尸蹶」而已，並以陰陽來分析其病
理，謂：「夫以陽入陰支蘭藏者生，以陰入陽支蘭藏者死」。張守節注引《素問》
云：「支者順節，蘭者橫節，陰支蘭膽藏也。」 29《素問》這段以陰陽順逆之理來
解釋病理的原文早已逸失，故只能將「支」與「蘭」解釋為人體經絡的順節、橫
節，為一個截然相反、相互對立的概念。王利器在注釋該段文字時，認為：
「支，
支柱，或謂脈節之順者。蘭，欄杆，蘭，通『闌』
，或謂脈節之橫者。支蘭，都是
指遮攔、阻隔的意思。」 30 如是，則為陰氣侵入陽分，進而阻隔藏氣，才會產生
尸厥的現象，與《韓詩外傳》所謂「無使群臣縱恣，則支不作」的意思相近。故
「支」字解釋為「支撐」，不若解釋為「支柱」、「支妨」，或是如物阻隔其中，較
不容易與「脹」混淆。
除了支滿外，還有「支飲」這一近似的病證詞彙。當津液代謝過程不能正常
輸佈，或是排泄障礙，又或是外感寒濕、飲食勞欲之傷，造成臟腑功能失調，津
液停聚於體內某些部位時，則會積水成飲，飲凝成痰，成為痰證或飲證。
《金匱要
略‧痰飲咳嗽病脈證》記載飲證有四，即痰飲、懸飲、溢飲和支飲。支飲病症，
係因水飲下不走膀胱，上犯胸肺，肺氣上逆所致，會見有「咳逆倚息，短氣不得
28
29
30

張顯成，《先秦兩漢醫學用語匯釋》，頁88。
漢‧司馬遷，《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97，新校本），頁2790-2792。
王利器，《史記注譯》（西安：三秦出版社，1997），頁2217。

39

興大歷史學報

第二十八期

臥」
，外形如同水腫一樣，稱之為支飲。山田業廣引徐彬的講法，認為支是「撐定
不去，如痞狀也」，31唐容川認為是「如木支上發之象」， 32意即氣機阻塞不疏，陰
邪遏抑陽之升發，故填塞臟腑間如腫滿之狀。
綜合來講，支字解釋為「如物支撐」
，在文詞解釋上容易通解為脹滿。不若解
釋為「支柱」、「支妨」，意思應為「如柱遮蔽、阻隔其中」，即以氣機橫逆疏通不
及來解釋病理。如《諸病源候論》卷之十三〈氣病諸候〉的第十九的「胸脅支滿
候」：
肺之積氣，在於右脅；肝之積氣，在於左脅。二臟虛實不和，氣蓄於內，
故胸脅支滿。
第二十條「上氣胸脅支滿候」：
寒冷在內，與臟腑相搏，積於脅下，冷乘於氣，氣則逆上，衝於胸脅，故
上氣而胸脅支滿。
第二十一條「久寒胸脅支滿候」：
陰氣積於內，久而不已，則生寒，寒氣與臟氣相搏，衝於胸脅，故支滿。
此三候主證均為胸脅支滿，但病機有所不同。
「胸脅支滿候，為肝肺之氣，因虛實
不和而升降失調；上氣胸脅支滿候，為寒冷乘氣，氣逆衝於胸脅；久寒胸脅支滿
候，則屬陰氣久積而生內寒，與臟氣相搏，上衝胸脅」。 33如以陰陽而論，無論是
外感或內傷，當氣機阻塞不疏，陰陽運行受到阻隔而填塞，容易產生滿悶之感的
實症。無論從氣機橫逆，或者是陰陽失衡，當受到阻隔而有滿悶之感，這可能就
是支滿經常連用的原因。

31
32
33

40

山田業廣（日）著，黃作陣點校，《金匱要略集注》（北京：學苑出版社，2012），頁139。
清‧唐容川，《金匱要略淺注補正》（太原：山西科學技術出版社，2013），頁105。
丁光迪主編，《諸病源候論校注》（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2000），頁410-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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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心服支滿試析
「心服」解釋為「心腹」
，應該沒有太大的問題。 34孫其斌、蘇建兵認為產生
心腹支滿的症狀，病理為寒邪入裡，損傷脾胃，造成胸脅痞滿，不思飲食。推測
病因係由於邊塞將士戍邊任務繁重，又要隨時應付匈奴邊境的侵擾，難免飢飽無
常，飲食失調，復以當地氣候寒熱不均，致使脾胃受傷後出現的「脹滿不耐食」
的症狀。 35 徐海榮則是根據歷代醫學典籍，認為心服支滿應該類似於現代醫學所
說的胃潰瘍或慢性胃炎。 36 只是幾枚「心腹支滿」的簡文，上下所繫文句大多不
明，僅有一條「病死爰書」說明因此病故外，沒有羅列其餘的症狀，故以腹部支
滿解為腹部脹滿，進而說明胃部疾病，可能需要更多的線索。
胃主受納，脾主運化，寒熱往來造成功能失調，確實會有支滿證候。醫經典
籍記載胃病相關病候時，常見「支滿」等證，如《素問‧刺虐篇》：
胃瘧者，令人且病也，善飢而不能食，食而支滿腹大，刺足陽明太陰橫脈
出血。 37
如寒邪凝滯於胃，氣機鬱滯，常見胃脘疼痛；胃病及脾或脾陽虛證，可見脘腹痞
悶脹痛，卻非支滿的病徵。吳昆認為因胃熱脾虛時，容易感到飢餓感卻不能進食，
一旦進食就會出現支滿腹大的情形。 38 張志聰則是認為胃主受納水穀，胃虐時會
出現病飢不能食的病症，且一旦中焦受邪，運化失去正常的功能，才會出現支滿
腹大的病症。 39 綜而言之，胃熱熾盛，則機能亢進，食物容易消化，所以容易感
到飢餓。倘若熱病傷陰，或胃病日久，津液耗損，致使胃陰不足，就會出現食量
減少、飢餓卻沒有進食的慾望。凡此，
「腹支滿」通解為現代醫學所稱之胃疾，或
34

35

36
37

38
39

于豪亮認為服當讀為腹，參見〈居延漢簡釋叢〉，頁42。另見馬明達，〈漢代居延邊塞的醫
藥制度――讀居延漢簡札記〉，頁76-82。
孫其斌、蘇建兵認為EPT22：80簡釋文為「丈滿」
，並認為這與飲食節度有關所產生的病症，
參見〈《居延新簡》中的醫藥簡〉，《甘肅中醫》15：4（2002.8），頁17-19。
徐海榮，〈居延漢簡「支滿」、「丈滿」辨〉，頁16。
郭藹春注引《千金翼方》，認為沒有「食而」二字，見《黃帝內經素問校注語譯》（天津：
天津科學技術出版社，1999），頁223。
清‧吳昆，孫國中、方向紅點校，
《黃帝內經素問吳注》
（北京：學苑出版社，2001）
，頁165。
清‧張志聰，孫國中、方向紅點校，《黃帝內經素問集注》
（北京：學苑出版社，2011）
，頁
325-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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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相近於慢性胃炎亦無不可。 40
影響脾胃（土）功能，不能排除肝臟（木）生剋所造成的病候。如《太素‧
雜病・血枯》：
黃帝曰：有病胸脅支滿者，妨於食，病至則先聞腥臊臭，出清液，先唾血，
四支清，目眩，時時前後血，病名為何。何以得之。歧伯曰：病名血枯，
此得之少時有所大脫血，若醉以入房中氣竭肝傷，故使月事衰少不來也。41
造成血枯之病，或因少年之時有大脫血，或醉以入房傷精而虛脫氣竭，或肝傷在
女子則月事不來。後者是婦科虛損的疾患，中者是七情內傷所致。前者大脫血造
成血枯，張志聰認為這是因為「血虛脫，則肝氣大傷，有病胸脅支滿者，肝虛而
脹滿也；食氣入胃，散精於肝，肝氣傷故妨於食也」。 42在正常生理情況下，肝的
疏泄功能可以促進脾胃的運化，脾胃的運化功能又有助於肝的疏泄，兩者相互依
賴、協調。倘若肝氣鬱結，疏泄失職，則可見情志鬱悶，善嘆息，或煩躁易怒，
胸脅脹痛。若肝氣橫逆，氣滯於胃，胃氣上逆，則表現為胃脘脹痛；若肝鬱日久，
氣鬱化火，若火氣灼傷肝陰，耗傷胃津，則常有脅肋隱隱作痛，胃脘脹痛，飢不
欲食等。只是胃熱脾虛、肝氣鬱結或橫逆，都不會出現如簡文所指出的「心」疾；
43

至於血枯所出現的胸脅支滿、防於食、四肢清冷等八個證候，主要也是因為失血

造成，也沒有出現心疾的記載。
既然支滿前繫「心腹」
，且為一組常用的字彙。查《靈樞》與《素問》有關心
疾，並出現有「支」字或「支滿」的記載，如《素問‧藏氣法時論篇》：
心病者，胸中痛，脅支滿，脅下痛，膺背肩甲間痛，兩臂內痛，虛則胸腹
大，脅下與腰相引而痛，取其經，少陰太陽，舌下血者。其變病，刺肱中

40
41

42
43

42

林昭庚，
《中西醫病名對照大辭典》
（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2002）
，頁1215-1251、2590。
李克光、鄭孝昌編，《黃帝內經太素校注》（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2003）卷第三十〈雜
病・血枯〉，頁1050-1051。
張志聰，《黃帝內經素問集注》，頁346。
依此病理與心疾相關的疾病，確有胃食道逆流，坊間稱作火燒心、燒心或胃燒心等，主述
病症時常見胸悶、喉嚨有異物感與胸痛。只是在病症描述時，會用「胸痛」、「兩脅疼痛」、
「吐酸」、「泛酸呃逆」、「胸悶脘堵」、「噎膈」等病症，沒有出現支滿的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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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者。
郭藹春注引《針灸甲乙經》
「支」作「稽」
，又引《爾雅‧釋言》
：
「稽，柱也」
，解
釋脅支滿為「脅脹滿，如以柱撐著也」。 44另外一種注解的方式，如吳昆注為「兩
脅支離而滿也」， 45張志聰注謂「少陰之支絡滿，痛於協下也」。 46
吳昆與張志聰的注解方式，係採用經絡循行產生的病候詮釋，認為二經氣實，
故有是痛。手少陰心經之脈出，起於心中，上夾咽，出脅中，循臑內，下肘中，
循臂內後廉。故而邪氣入內為實症，則會出現胸中疼痛、脅部脹滿，腋下痛，膺
背兩膊間痛；若是虛證，表現出胸腹腫大，脅下和腰部牽引作痛。只是在出土帛
書《足臂十一脈灸經》，將手少陰心經稱為「臂少陰温」，記載其病只有「脅痛」
一證。在帛書《陰陽十一脈灸經》
（甲、乙兩種本）
，所記載則稱「臂少陰眽」
，其
所產生的病候與今本《靈樞‧經脈》內容近同，有心痛、渴而欲飲、脅痛等。簡
言之，在手少陰心經有了異常的變動，就容易表現出咽喉乾燥，心口痛，口渴想
要喝水，同時出現前臂部的氣血阻逆麻木、痠痛等症候。至於手太陽小腸經的循
行，則是上手臂，循臑內，出肩解，繞肩胛。帛書《足臂十一脈灸經》稱為「臂
泰陽温」
，載此經脈病候只有「臂外兼痛」一證；
《陰陽十一脈灸經》稱為「肩眽」，
所載「是動則病」及「是肩眽（脈）主治其所產病」。 47
如是以經絡循行辯證，在《黃帝內經》有不少有關心痛、胸脅支滿之病候，
如《太素‧量謬刺》：
黃帝曰：願聞繆刺奈何？取之如何？岐伯曰：邪客於足少陰之絡，令人卒
心痛暴脹，胸脅支滿，毋積者，刺然骨之前出其血，如食頃而已。 48
《靈樞‧經脈》：

44
45
46
47

48

郭藹春編，《黃帝內經素問校注語譯》，頁148。
吳昆，《黃帝內經素問吳注》，頁115-116。
張志聰，《黃帝內經素問集注》，頁221。
馬繼興，
《馬王堆古醫書考釋》
（長沙：湖南科學技術出版社，1992）
，頁210-212、239-241、
271-273。
李克光、鄭孝昌編，《黃帝內經太素校注》，頁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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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主手厥陰心包絡之脈，……是動則病手心熱，臂肘攣急，腋腫，甚則胸
脅支滿，心中憺憺大動，面赤目黃，喜笑不休。是主脈所生病者，煩心心
痛，掌中熱。 49
又《素問‧標本病傳論篇》：
夫病傳者：心病先心痛，一日而欬；三日脅支痛；五日閉塞不通，身痛體
重，三日不已，死。冬夜半，夏日中。肺病喘欬，三日而脅支滿痛，一日
身重體痛，五日而脹，十日不已，死，冬日入，夏日出。
《素問‧氣交變大論篇》：
歲火太過，炎暑流行，金肺受邪。民病瘧，少氣欬喘，血溢血泄注下，嗌
燥耳聾，中熱肩背熱，上應熒惑星。甚則胸中痛，脅支滿脅痛，膺背肩胛
間痛，兩臂內痛，身熱骨痛而為浸淫。……歲火不及，寒乃大行，長政不
用，物榮而下，凝慘而甚，則陽氣不化，乃折榮美，上應辰星，民病胸中
痛，脅支滿，兩脅痛，膺背肩胛間及兩臂內痛，鬱冒朦昧，心痛暴瘖，胸
腹大，脅下與腰背相引而痛，甚則屈不能伸，髖髀如別……
《素問‧至真要大論篇》：
少陰司天，客勝則鼽嚏，頸項強，肩背瞀熱，頭痛少氣，發熱耳聾目暝，
甚則胕腫血溢，瘡瘍欬喘；主勝則心熱煩躁，甚則脅痛支滿。 50
凡此都是邪氣入侵時，經絡循行所出現的心痛或胸痛、脅支滿、脅痛的實症。這
與漢簡所載「心腹支滿」病徵不盡吻合。其一，醫書原文多以心、胸痛，伴隨胸
脅支滿，而非心腹支滿。其二，醫書所載皆為實熱症，手太陽小腸經與手少陰心
49

50

44

郭藹春編，
《黃帝內經靈樞校注語譯》
，頁117。蕭延平謂《太素》
「胸中滿均作胸脅支滿」，
參見李克光、鄭孝昌編，《黃帝內經太素校注》，頁200。
郭藹春編，《黃帝內經素問校注語譯》，頁376、402-405、487。

漢代邊陲醫簡所見「支滿」試析

經互為表裏，在相關的病候上與生理上，不致有心腹支滿的現象。另《素問‧氣
交變大論篇》載歲火不及，應為血脈失調，心血瘀阻，可見心胸憋悶、心前區疼
痛，有時牽引肩背，故可見心痛、脅支滿，亦未見心腹支滿之症。
張壽仁提出的心包經絡受邪說，則是提供了一個思考的方向。由於手厥陰心
包經起始於胸中，出來則屬於心包絡，然後下行穿過膈肌，經歷胸部至腹部而絡
於上、中、下三焦，故而會產生心痛、胸脅脹滿、腋腫，臂和肘部拘攣等病候。
張壽仁認為「心腹之痛，其實皆心包絡胃脘膻中及腹痛，無真心痛」
。51如此一來，
「心腹支滿」的病候，自有可能就是手厥陰心包經受邪氣入侵所造成的實症病候。
前引《靈樞》記載手厥陰心包經是動則病有：心悸、失眠、手心發熱、肘臂拘攀、
腋下腫、胸脅部支撐脹滿、心大動、面赤、目黃、喜笑不休、心煩，主要反應在
胸、心、胃與神志病證為主。
由於心包能「代心受邪」
，具有保衛心臟或反映心臟某些功能的作用，故當邪
氣侵犯時，先由心包承受，以避免或減輕心臟受到損傷。在西北邊陲戍守的士兵，
可能長期處於炎熱的環境中，在高溫中從事勞動工作，或因飲水無度，造成熱邪
偏盛，或陰液虧耗，當邪氣入侵化熱循行於心包經中，將因火熱邪氣引起腹（脅）
部脹滿，心煩悶或假痛的現象，甚至有神智不清等症狀。此外，由於心包經由胸
口到胃，支線循行腋下手心、中指，當心包經運行不順，氣機阻滯時之時，也會
影響到心、胸、胃，故有心腹支滿之症。另外一方面，心包與心同屬火，火生土，
脾胃皆土；胃火宜弱不宜強，當心包受邪氣侵擾，胃火妄動則以焚心剋肺，才會
產生心腹支滿。
3.胸脅支滿試析
除了心腹支滿外，還有EPF22：80簡的「胸脅支滿」
。根據簡牘出土地點與簡
文內容，可將同一探方出土的80至82簡綴合為同一簡冊，侈列簡文如下：
建武三年三月丁亥朔己丑，城北隧長黨敢言之。
迺二月壬午病加兩脾雍種，匈脅丈滿，不耐食（EPF22：80）

51

張壽仁引用《傅青主男科‧心腹痛》郭鍾岳批，參見《醫簡論集》，頁6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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飲，未能視事，敢言之。（EPF22：81）
三月丁亥朔辛卯，城北守候長匡敢言之。謹寫移隧長黨
病書如牒，敢言之。……今言府請令就醫（EPF22：82） 52
三枚簡都是兩行書寫。前三簡筆跡相同，信是同一人所書寫，即城北隧長名黨之
人的病書原文抄本；第三枚簡的尾端寫「今言府請令就醫」
，係以寫移書的方式辦
理。53根據這份簡冊，可以知道城北隧長黨在二月壬午（25日）已經發病，54到了
三月己丑（3日）病情加劇，所以移病書給城北守候長趙匡，告知因病不能視事。
三月辛卯（5日），城北守候長趙匡再將病書移至甲渠候官，其後的「今言府請令
就醫」
，應該是同意了因病不能視事，並將訊息告知都尉府，還請求讓隧長黨接受
進一步的診治。從城北隧長黨的病書中，難以知悉是否曾在部隧中接受診治用藥，
僅知病情持續加重，到了第八天才寫了病書請假。
黨的病候是「脾雍種，匈脅丈滿，不耐食飲」
，其釋文丈字如前所述，亦應更
作「支」字。胸脅支滿常見於古代醫籍，前引《靈樞》、《素問》即有許多胸脅支
滿症狀的描述。只是前引醫書大多是心、胸痛，伴隨胸脅支滿，而隧長黨的病徵
沒有心、胸痛，則是出現「兩脾雍種」
、
「不耐飲食」
，並且還能捱過八天的時日，
應非心疾一類的病症或急症。
「兩脾雍種」的雍種通今體字「臃腫」
。
「脾」字在《居延新簡釋粹》一書中，
解釋為五臟之一的「脾藏」。 55然吾人所知脾臟位在腹部偏左上，即在胃的後方，
橫膈膜下方、偏左上部的臟器，無論是中醫的哲學思維，或是現代解剖學上，都
僅有一個脾臟，
「兩脾」之「脾」為脾臟似乎沒有根據。陳彥良引《說文解字注》，
52

53

54

55

46

《居延新簡》
（文物本）
，頁483。
《居延新簡》
（中華本）
，頁213。釋文依照原簡排列，並加
上標點符號。
李均明，
〈簡牘文書稿本四則〉
，收入李學勤、謝桂華主編，
《簡帛研究》第三輯（南寧：廣
西教育出版社，1998），頁317-318。
城北守候長名為趙匡，城北隧長僅知名為黨，原姓氏不詳，在更始年間到建武年間偶見其
名，僅知其職務、活動年代，其餘情況皆不清，參見李振宏、孫英民，
《居延漢簡人名編年》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頁347-348、356。簡文提及建武三年二月，實為閏
二月，簡文所載的二月壬午日，實為閏二月的25日，見董作賓，《增補二十史朔閏表》（臺
北：藝文印書館印行，1989），頁24。
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薛英群、何雙全、李永良注，《居延新簡釋粹》（蘭州大學出版
社，1988），頁131。

漢代邊陲醫簡所見「支滿」試析

認為「脾」當解為「髀」字，也就是足部兩股之處，並謂「事實上據此可知，簡
文『兩脾雍種』實應為「兩髀雍種」才是，如是罹患的是左右兩邊足股（人體下
《集韻‧薺韻》
肢的上段部位）的腫脹，絕不是脾臟。」56除了《說文解字注》外，
也通解「髀，股也」，或作「脾」，顯然兩脾應通解為兩髀。 57兩髀會有臃腫，《靈
樞‧客邪》有黃帝問岐伯：
「人有八虛，各何以候」
，岐伯認為候以五臟，申論曰：
肺心有邪，其氣流於兩肘；肝有邪，其氣留於兩腋；脾有邪，其氣留於兩
髀；腎有邪，其氣留於兩膕。凡此八虛者，皆機關之室，真氣之所過，血
絡之所遊。
八虛即兩肘、兩腋、兩髀、兩膕，即因這八個部位與五臟氣血相連，如氣血薄弱，
容易造成外邪入侵，邪氣停留則容易造成疼痛、拘攣、不能伸區等情況。如依照
城北隧長黨的病候，或可推論係因邪氣入肝、肺兩臟，造成虛實不合，氣蓄於內，
侵犯中焦，方會有胸及脅肋部支滿。支滿則妨礙肝氣疏泄，造成肝氣鬱結橫逆犯
胃，致使脾胃運化功能下降，食慾不振，故有「不耐飲食」的現象。如未能以疏
肝和胃藥物治療，將可能傷及足太陰脾經循行之處，最後邪氣滯留於兩髀，造成
「兩髀臃腫」。
綜而言之，以辯證八綱析論支滿病證，則是陰邪遏抑陽氣升發，虛實不和而
升降失調，氣機阻塞不疏甚或有逆衝，故有「如柱遮蔽、阻隔其中」的感覺。心
腹支滿可能的病症，由醫經典籍來分析，以手厥陰心包絡所出現的症候較為相近，
推測當時士卒由於環境氣溫變化甚大，或者飲水無度，所造成熱邪偏盛或陰液虧
耗，邪氣入侵化熱循行於心包經所致。心包受邪氣侵擾，容易造成心煩悶或有假
痛、腹部支撐脹滿等證。症狀較輕會出現胃火妄動，類似今日醫學的慢性胃炎等
症。但若未能積極治療，邪氣塞滿於經絡，重症者甚至會造成神智不清，猝死機
會恐怕不低。 58
至於「兩脾雍種，匈脅支滿，不耐食飲」
，徐海榮則是認為「胸脅支滿」病症
56

57
58

陳彥良，〈漢代邊防吏卒疾病試析－－以居延漢簡所見疑似壞血病及諸症狀為中心〉，頁
19-20。
宋‧丁度，《集韻》（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頁342。
「心腹支滿」簡文，上下文句未能多列症狀，如參照《中西醫病名對照大辭典》一書所錄
「心包膜炎（Pericarditis）」，病症與病因疑與筆者推測有若干符節之處，頁1024-1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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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伴有痰多和唾血，與呼吸系統慢性疾病有關。59筆者以為或與肝氣鬱結有關，
才有胸脅支滿腫脹之感。支滿則氣機疏泄不及，損及脾胃功能，食慾下降，邪氣
停留於臟腑，損及足太陰脾經循行處，故於兩髀淤阻臃腫。如以今日的醫學對照
隧長黨的病症，疑似於今日的慢性胃炎、胃十二指腸潰瘍一類的病症。

四、結語
漢代醫簡有關「丈」與「支」的釋文一直存在爭議，借用朴順德以字體、字
型結構解析，釋為「支」字大抵無疑。且「支滿」一詞亦為時人常用病症語詞，
屢見於古代醫籍中。如單就「支」字運用於醫經典籍中考釋，解為「支柱」、「支
妨」，意「如柱阻隔其中」。造成支滿的病因，係因氣機阻塞逆衝，或陰陽運行受
到阻隔，容易產生「如柱遮蔽、阻隔其中」之感，應該是比較接近原意。
居延、肩水地區都可以發現寫有心腹支滿的簡文，無論原來是病書或爰書，
所用字彙幾近一致， 60 不僅說明這是一組醫學專有的病證名稱，且記錄之人也應
該受過相近的專業訓練，故而留下診治病情紀錄時，採用一致的專業語彙。只是
一個病可以有幾種不同的症候，而一個症候可見多種的病。雖知支滿的病機，即
便前繫心腹、胸脅的部位，其後所繫症候資料有限，更不知所用藥物方劑為何，
僅能援引醫經臆測其病因，多少有望文申義之感。
陳彥良依據邊隧吏卒的病書資料，羅列有關胸脅、臂膀、足股部位的腫脹諸
症狀，不僅從身體表徵來比對，同時還透過當地食物供給與飲食條件，推測這些
症狀係因身體缺乏維生素C所引起的壞血病，似乎是一個相有趣的新課題。 61

59
60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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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海榮，〈居延漢簡「支滿」、「丈滿」辨〉，頁16。
하기태․정한솔․신상우（何其泰、鄭韓帥、申相友，釜山大學韓醫學專文大學院應用醫
學部），〈居延漢簡과 傷寒論의 病症비교 연구（居延漢簡與傷寒論的病症比較研究）〉，
《동의생리병리학회지（東醫生理病理學會志）》，25：1（2011），頁23。本文大意得裴英
姬女士協助，括弧內的中文為筆者音譯。該文認為「心腹丈滿」與「心腹支滿」可以互通，
顯然未能注意原字的辨識。
陳彥良，〈漢代邊防吏卒疾病試析――以居延漢簡所見疑似壞血病及諸症狀為中心〉，頁
2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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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脾」當解為「髀」字，也就是足部兩股之處，並謂「事實上據此可知，簡

Study on “Zhi Man＂(支滿) in Medical
Manuscripts
of Frontier
regions of兩髀會有臃腫，
the Han 《靈
也通解「髀，股也」
，或作「脾」
，顯然兩脾應通解為兩髀。
Dynasty ，岐伯認為候以五臟，申論曰：
樞‧客邪》有黃帝問岐伯：
「人有八虛，各何以候」
文『兩脾雍種』實應為「兩髀雍種」才是，如是罹患的是左右兩邊足股（人體下

肢的上段部位）的腫脹，絕不是脾臟。」56除了《說文解字注》外，
《集韻‧薺韻》
57

Ming-Te Shen *
肺心有邪，其氣流於兩肘；肝有邪，其氣留於兩腋；脾有邪，其氣留於兩
髀；腎有邪，其氣留於兩膕。凡此八虛者，皆機關之室，真氣之所過，血
絡之所遊。

Abstract

As tens of thousands wooden slips were excavated in the Juyan region in 1930s
八虛即兩肘、兩腋、兩髀、兩膕，即因這八個部位與五臟氣血相連，如氣血薄弱，
and
1970s. These slips recorded military actions of Juyan frontier fortress during Han
容易造成外邪入侵，邪氣停留則容易造成疼痛、拘攣、不能伸區等情況。如依照
dynasty.
There had many soldiers illness records. On the medical manuscripts slips,
城北隧長黨的病候，或可推論係因邪氣入肝、肺兩臟，造成虛實不合，氣蓄於內，
there are many disease names and symptoms mentioned, which describe “Shang
侵犯中焦，方會有胸及脅肋部支滿。支滿則妨礙肝氣疏泄，造成肝氣鬱結橫逆犯
han＂(傷寒),
headache or disease on their chest and abdomen regions. Due to the
胃，致使脾胃運化功能下降，食慾不振，故有「不耐飲食」的現象。如未能以疏
translation
of wooden slips, one of the records sometime were translated into Zhi
肝和胃藥物治療，將可能傷及足太陰脾經循行之處，最後邪氣滯留於兩髀，造成
man(支滿), and
「兩髀臃腫」
。 sometimes called into Zhang man(丈滿). Although the words are
looked
and translated close, if we are unable to determine the text of the medical
綜而言之，以辯證八綱析論支滿病證，則是陰邪遏抑陽氣升發，虛實不和而
manuscripts,
it would be impossible to know what causes of the illness.
升降失調，氣機阻塞不疏甚或有逆衝，故有「如柱遮蔽、阻隔其中」的感覺。心
First, when consolidate various conclusions to present their views, we pay
腹支滿可能的病症，由醫經典籍來分析，以手厥陰心包絡所出現的症候較為相近，
attention
to retain the character of the writer deliberately fonts. I think it ’s Zhi
推測當時士卒由於環境氣溫變化甚大，或者飲水無度，所造成熱邪偏盛或陰液虧
man(支滿),
not Zhang man(丈滿). Then by comparing these records on wooden slips
耗，邪氣入侵化熱循行於心包經所致。心包受邪氣侵擾，容易造成心煩悶或有假
and traditional medicine literatures, we can find Zhi man(支滿) was a common used
痛、腹部支撐脹滿等證。症狀較輕會出現胃火妄動，類似今日醫學的慢性胃炎等
vocabular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hat means something obstruct on body,
症。但若未能積極治療，邪氣塞滿於經絡，重症者甚至會造成神智不清，猝死機
58
that
induces syndrome(實症)
in meridians(經絡).
會恐怕不低。
至於「兩脾雍種，匈脅支滿，不耐食飲」
，徐海榮則是認為「胸脅支滿」病症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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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anwhile we infer Xin Fu Zhi Man(心腹支滿) and Xiong Xie Zhi Man(胸脅支
滿), were both induced that soldiers were in the extreme temperatures, food and
drinking without control for a long-time or once physical weakness caused by
syndrome in meridians. They usually induce heart stuffy, chest and abdomen swelling.
If not treated quickly might result in death.
Keywords: Medical manuscripts of wooden slips, Zhi Man(支滿), Zhang Man(丈滿) ,
Han Dynasty, Juyan, Dise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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