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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本論文主要探討耆婆習醫的歷程及醫療活動中，當時的醫學狀況，並討

論耆婆的醫療對象及其療效，從中反映耆婆在社會中所扮演醫療角色。

耆婆的醫療活動中，主要以外科手術（解剖）、藥物為主為病患診治，

其中也顯示耆婆已有「身體觀」的認知，並反映當時藥物學的發達，意

即探討耆婆的醫療特色，並顯示病患對疾病的心態，及當時的疾病文

化。 佛陀時代的僧團，當僧眾生病，仍須求助僧團以外的醫生來診治。

這顯示出佛陀對於「世間藥物」的態度是肯定的，但對於某些藥物還是

有些規範。另一方面，佛陀非常重視病僧的身心狀況，並積極透過修行

或藥物醫治身心的疾病。這也釐清了一般人對於佛教是「消極」、「厭



世」的觀念。 耆婆對佛教的影響，也就是耆婆的醫療活動中對佛教的戒

律、教團和醫學這三方面來討論，以顯示醫療所反映的社會、文化的現

象。  

摘要

(英)  

論文

目次 

目 錄 第一章 緒論 ......................................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

的 .......................... 1 第二節 研究文獻回顧 ............................ 2 第三節 研究

方法與途徑 .......................... 5 第二章 佛教醫學的源流 ............................ 8 第

一節 印度傳統醫學的發展 ....................... 8 第二節 佛教醫學的考

察 .......................... 17 第三章 耆婆習醫的歷程及其醫療事例 ............... 39 第

一節 耆婆習醫的歷程 .......................... 40 第二節 耆婆的醫療事

例 .......................... 45 第四章 耆婆的醫療方法 ........................... 89 第一節 醫

學式療法 .............................. 89 第二節 信仰式療法 ............................. 103 第

五章 耆婆對佛教的影響 ........................ 107 第一節 佛教戒律方

面 ........................... 107 第二節 教團發展方面 ........................... 114 第三節 

佛教醫學方面 ........................... 115 第六章 結論 ................................... 119 參

考書目 ........................................ 124 附錄 ............................................ 139 附

圖 ............................................ 152  

參考

文獻 

參 考 書 目 一、經論典籍：（按《大正新修大藏經》冊數順序排列） 東

晉?瞿曇僧伽提婆譯，《增一阿含經》﹝高楠順次郎、渡邊海旭編，《大

正新修大藏經》第 2 卷，no.125﹞，東京：大正一切經刊行會，1924-

1934。 失譯，《大方便佛報恩經》﹝高楠順次郎、渡邊海旭編，《大正

新修大藏經》第 3 卷，no.156﹞，東京：大正一切經刊行會，1924-

1934。 後漢．康孟詳譯，《佛說興起行經》﹝高楠順次郎、渡邊海旭

編，《大正新修大藏經》第 4 卷，no.197﹞，東京：大正一切經刊行

會，1924-1934。 吳?支謙譯，《撰集百緣經》，﹝高楠順次郎、渡邊海

旭編，《大正新修大藏經》第 4 卷，no.200﹞，東京：大正一切經刊行

會，1924-1934。 西晉?竺法護譯，《大寶積經》，﹝高楠順次郎、渡邊

海旭編，《大正新修大藏經》第 11 卷，no.310﹞，東京：大正一切經刊

行會，1924-1934。 梁?婆羅譯，《佛說大乘十法經》，﹝高楠順次郎、

渡邊海旭編，《大正新修大藏經》第 11 卷，no.314﹞，東京：大正一切

經刊行會，1924-1934。 宋?施護譯，《佛說大方廣善巧方便經》，﹝高

楠順次郎、渡邊海旭編，《大正新修大藏經》第 12 卷，no.346﹞，東

京：大正一切經刊行會，1924-1934。 北涼?曇無讖譯，《大般涅槃

經》，﹝高楠順次郎、渡邊海旭編，《大正新修大藏經》第 12 卷，

no.374﹞，東京：大正一切經刊行會，1924-1934。 姚秦?竺佛念譯，《菩

薩從兜術天降神母胎說廣普經》，﹝高楠順次郎、渡邊海旭編，《大正

新修大藏經》第 12 卷，no.384﹞，東京：大正一切經刊行會，1924-

1934。 後漢．安世高譯，《佛說 女祇域因緣經》﹝高楠順次郎、渡邊海

旭編，《大正新修大藏經》第 14 卷，no.553﹞，東京：大正一切經刊行

會，1924-1934。 後漢．安世高譯，《佛說 女耆婆經》﹝高楠順次郎、

渡邊海旭編，《大正新修大藏經》第 14 卷，no.554﹞，東京：大正一切

經刊行會，1924-1934。 提云般若譯，《佛說大乘造像功德經》﹝高楠順



次郎、渡邊海旭編，《大正新修大藏經》第 16 卷，no.694﹞，東京：大

正一切經刊行會，1924-1934。 東晉?竺難提譯晉言法喜，《請觀世音菩

薩消伏毒害陀羅尼咒經》﹝高楠順次郎、渡邊海旭編，《大正新修大藏

經》第 20 卷，no.1043﹞，東京：大正一切經刊行會，1924-1934。 清?工

布查布述，《佛說造像量度經解》﹝高楠順次郎、渡邊海旭編，《大正

新修大藏經》第 21 卷，no.1419﹞，東京：大正一切經刊行會，1924-

1934。 宋?佛陀什共竺道生等譯，《彌沙塞部和醯五分律》﹝高楠順次

郎、渡邊海旭編，《大正新修大藏經》第 22 卷，no.1421﹞，東京：大正

一切經刊行會，1924-1934。 東晉?佛陀跋陀羅共法顯譯，《摩訶僧祇

律》﹝高楠順次郎、渡邊海旭編，《大正新修大藏經》第 22 卷，

no.1425﹞，東京：大正一切經刊行會，1924-1934。 姚秦．佛陀耶舍共竺

佛念等譯，《四分律》﹝高楠順次郎、渡邊海旭編，《大正新修大藏

經》第 22 卷，no.1435﹞，東京：大正一切經刊行會，1924-1934。 後

秦．弗若多羅共羅什譯，《十誦律》﹝高楠順次郎、渡邊海旭編，《大

正新修大藏經》第 23 卷，no.1435﹞，東京：大正一切經刊行會，1924-

1934。 失譯，《薩婆多毘尼毘婆沙》﹝高楠順次郎、渡邊海旭編，《大

正新修大藏經》第 23 卷，no.1440﹞，東京：大正一切經刊行會，1924-

1934。 唐?義淨譯，《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出家事》﹝高楠順次郎、

渡邊海旭編，《大正新修大藏經》第 23 卷，no.1444﹞，東京：大正一切

經刊行會，1924-1934。 唐?義淨譯，《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破僧事》

﹝高楠順次郎、渡邊海旭編，《大正新修大藏經》第 24 卷，no.1450﹞，

東京：大正一切經刊行會，1924-1934。 蕭齊?僧伽跋陀羅譯，《善見律

毘婆沙》﹝高楠順次郎、渡邊海旭編，《大正新修大藏經》第 24 卷，

no.1462﹞，東京：大正一切經刊行會，1924-1934。 失譯，《毘尼母經》

﹝高楠順次郎、渡邊海旭編，《大正新修大藏經》第 24 卷，no.1463﹞，

東京：大正一切經刊行會，1924-1934。 失譯，《分別功德論》﹝高楠順

次郎、渡邊海旭編，《大正新修大藏經》第 25 卷，no.1507﹞，東京：大

正一切經刊行會，1924-1934。 天台智者大師說，《妙法蓮華經文句》

﹝高楠順次郎、渡邊海旭編，《大正新修大藏經》第 34 卷，no.1718﹞，

東京：大正一切經刊行會，1924-1934。 後漢?安世高譯，《佛說溫室洗

浴眾僧經》﹝高楠順次郎、渡邊海旭編，《大正新修大藏經》第 39 卷，

no.1793﹞，東京：大正一切經刊行會，1924-1934。 後漢?安世高譯，

《溫室經義記》﹝高楠順次郎、渡邊海旭編，《大正新修大藏經》第 39

卷，no.1793﹞，東京：大正一切經刊行會，1924-1934。 唐?法藏撰，

《梵網經菩薩戒本疏》﹝高楠順次郎、渡邊海旭編，《大正新修大藏

經》第 40 卷，no.1813﹞，東京：大正一切經刊行會，1924-1934。 唐?法

藏撰，《中天竺舍衛國祇洹寺圖經》﹝高楠順次郎、渡邊海旭編，《大

正新修大藏經》第 45 卷，no.1899﹞，東京：大正一切經刊行會，1924-

1934。 唐?湛然述，《止觀輔行傳弘決》﹝高楠順次郎、渡邊海旭編，

《大正新修大藏經》第 46 卷，no.1912﹞，東京：大正一切經刊行會，

1924-1934。 唐?道綽撰，《安樂集》﹝高楠順次郎、渡邊海旭編，《大

正新修大藏經》第 47 卷，no.1958﹞，東京：大正一切經刊行會，1924-

1934。 梁?寶唱等集，《經律異相》﹝高楠順次郎、渡邊海旭編，《大

正新修大藏經》第 53 卷，no.2121﹞，東京：大正一切經刊行會，1924-



1934。 唐?道世撰，《法苑珠林》﹝高楠順次郎、渡邊海旭編，《大正

新修大藏經》第 53 卷，no.2122﹞，東京：大正一切經刊行會，1924-

1934。 唐?道世撰，《諸經要集》﹝高楠順次郎、渡邊海旭編，《大正

新修大藏經》第 54 卷，no.2123﹞，東京：大正一切經刊行會，1924-

1934。 宋?法雲編，《翻譯名義集》﹝高楠順次郎、渡邊海旭編，《大

正新修大藏經》第 54 卷，no.2131﹞，東京：大正一切經刊行會，1924-

1934。 失譯，《維摩經疏卷第三．第六》﹝高楠順次郎、渡邊海旭編，

《大正新修大藏經》第 84 卷，no.2772﹞，東京：大正一切經刊行會，

1924-1934。 通妙譯，《耆婆迦經》，（元亨寺漢譯南傳大藏經編譯委員

會編，《漢譯南傳大藏經》，卷 10），高雄：元亨寺妙林，1990。 通妙

譯，《彌蘭陀王問經》，（元亨寺漢譯南傳大藏經編譯委員會編，《漢

譯南傳大藏經》，卷 64），高雄：元亨寺妙林，1990。 通妙譯，《清淨

道論》，（元亨寺漢譯南傳大藏經編譯委員會編，《漢譯南傳大藏

經》，卷 68），高雄：元亨寺妙林，1990。 唐?玄奘、辯機原著，季羨

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記校注》（臺北：中華書局，1985）。 唐?義淨

原著，王邦維校注，《南海寄歸內法傳校注》（臺北：中華書局，

1995）。 二、專書與論文（按姓氏筆劃排列）： （一）中文方面（包括

譯本） 川田洋一著 ; 許洋主譯 2002 《佛法與醫學》（臺北：東大圖書公

司）。 川田洋一著 ; 圓明譯 2002 《大醫生小醫院》（宜蘭：中華印經協

會）。 木村泰賢著 ; 釋演培譯， 1954 《大乘佛教思想論》（台北：內明

出版社）。 巴沙姆(A. L. Basham)主編 ; 閔光沛等譯 1997 《印度文化史》

（北京：商務印書館）。 甘迺斯.齊思克(Kenneth G. Zysk)原著，陳介甫

翻譯 2001 《印度傳統醫學：古印度佛教教團之醫學：苦行與治病》（臺

北：國立中國醫藥研究所）。 禾慧居士 1994 《佛教醫學》（台北：添

翼文化）。 全佛編輯部 2001 《佛教的植物（上）、（下）》（臺北：

全佛出版社）。 巫白慧 2000 《印度哲學：吠陀經探義和奧義書解析》

（北京：東方出版社）。 狄巴克．喬布拉（Chopra & Simon）著；林靜

華譯 2001 《喬布拉健康中心藥草聖典》（臺北：遠流出版）。 岡西為

人編著 1969 《宋以前醫籍考》（台北市：進學書局出版）。 林富士 

2001 《疾病終結者——中國早期的道教醫學》（台北：三民書局）。 秦

關月 1992 《釋迦的醫學》（臺北：常春樹書坊）。 馬伯英 1994 《中國

醫學文化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馬伯英等著， 1993 《中外

醫學文化交流史》（上海：文匯出版社）。 曹仕邦 1994 《中國沙門外

學的研究：漢末至五代》（臺北市：東初出版社）。 陳邦賢 1973 《中

國醫學史》（臺北：商務印書館）。 陳明 2003 《印度梵文醫典《醫理

精華》研究》（北京：中華書局）。 楊惠南 1995 《印度哲學史》（臺

北：東大出版社）。 董看看；李素珠譯注 2001 《佛門醫術秘經》（上

海：學林出版社）。 廖育群 2002 《阿輸吠陀：印度的傳統醫學》（遼

寧：遼寧教育出版社）。 2003 《認識印度的傳統醫學》（臺北：東大出

版社）。 劉欣如編著 1994 《佛教醫學的奧秘》（臺北市：大展出版

社）。 薛克翹 1994 《佛教與中國文化》（北京：中國華僑出版社）。 

1998 《中印文學交流史話》（北京：商務印書館）。 興膳宏, 川合康三

著 1995 《隋書經籍志詳攷》（東京都：汲古書院）。 叢春雨等編著， 

1994 《敦煌中醫藥全書》（北京：中醫古籍出版社）。 釋東初 1985 



《中印佛教交通史》（臺北：東初出版社）。 釋慈誠 2001 《佛教醫

學》（臺北：大千出版社）。 C.G.Cumston 著；賴斗岩等譯 1952 〈印度

醫史和卡爾提阿(Chaldean)及波斯的醫史〉，《中華醫史雜誌》，4 卷 1

期，頁 13-26。 王俊中 2002 〈中古佛教醫學幾點論題芻議─以「四大」

和「病因說」為主〉，《古今論衡》，8，頁 131-143。 史旺成 1992 

〈略論佛教醫學對中醫藥學的影響〉，《五台山研究》，頁 1-4。 李良

松 1997 〈佛教醫藥縱橫談〉，《亞洲醫藥》，頁 97。 2000 〈《大藏

經》經中的醫藥學〉，《天津中醫院學報》，19 卷 1 期，頁 48-49。 李

勤璞 1997 〈《耆婆五臟論》妊娠學說的源流〉，《中華醫史雜誌》，27

卷 3 期，頁 170-175。 1998 〈《耆婆五臟論研究》─印中醫學關係的一

個考察〉，《文史》，45，頁 85-94。 杜正勝 1995 〈作為社會史的醫療

史─並介紹「疾病、醫療與文化」研討小組的成果〉，《新史學》，6，

頁 113-153。 1997 〈醫療、社會與文化─另類醫療史的思考〉，《新史

學》，8，頁 143-171。 汪寶數 2000 〈沐浴的變遷〉，《世界文化》，

6，頁 16-17。 肖雨 2000 〈佛教醫學概要〉，《五台山研究》，1、2、

3、4，頁 17-23；頁 22-25；頁 21-26；頁 18-24。 林子菁 1956 〈印度醫學

對於中國醫學的影響〉，《現代佛學》，6，頁 18-21。 林伯謙 1987 

〈陳寅恪「三國志曹沖華陀與佛教故事」質疑〉，《中華復興月刊》，

26：6，頁 61-73。 1999 〈王梵志出生傳奇再探〉，《東吳中文學報》，

5，頁 179-213。 林許文二?陳師蘭 2002 〈魔幻本生的故事〉，《香光莊

嚴》，70，頁 95。 林富士 1995 〈東漢晚期的疾疫與宗教〉，《中央研

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66:3，頁 695-745。 2000 〈「疾病的歷史」

研究芻議〉，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主辦，「疾病的歷史」研討

會。 林煌洲 2002 〈從印度文化探討印度佛教的興衰及其與印度教的關

係（上）、（下）〉，《法鼓山僧伽大學佛學院通訊》，5、6，頁 5-

13；6-14。 金仕起 1995 〈古代醫者的角色─兼論其身分與地位〉，《新

史學》，6，頁 1-47。 洪嘉禾、李兆健 2000 〈佛學與中醫學〉，《中醫

典籍學報》，3，頁 164-173。 柯嘉豪 2001 〈中國寺院中的浴室〉，中

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舉辦「物質文化的歷史研究」國際學術研討

會，頁 1-24。 段晴 1999 〈德國南亞學者彼得?達斯教授在北京大學講

學〉，《南亞研究》，2，頁 95-96。 張慧玲 2000 〈神醫傳說研究－以

故事學為觀點的考察〉，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碩士論文（新竹：清華大

學）。 曹仕邦 1981 〈十律頌中有關醫療的資料〉，《南洋佛教》，

151，頁 10-17。 1987 〈大正藏本緣部下諸經中的醫療與生理資料〉，

《南洋佛教》，224，頁 13-15。 1987 〈中國古代佛教寺院的順俗政

策〉，《中華佛學學報》，1，頁 153-180。 1980 〈四分律中有關醫療的

資料〉，《南洋佛教》，139，頁 11-14。 1982 〈摩訶僧祇律中有關醫療

的資料〉，《南洋佛教》，163，頁 13-18。 梁長齡 1993 〈橡皮筋結紮

術於痔瘡治療上的價值〉，《中華醫誌》，51，頁 123-127。 陳兵 1991 

〈佛教與醫學〉，《法音》，6，頁 22-31。 陳明 1999 〈《醫理精華》

是一部重要的印度梵文醫典〉，《五台山研究》，4，頁 29-35。 1999 

〈印度佛教醫學概況〉，《宗教學研究》，1，頁 36-43。 2000 〈古印度

佛教醫學教育略論〉，《法音》，4，頁 22-31。 2000 〈評《古代印度的

苦行與治療：佛教僧團中的醫藥》〉，《中國學術》，1，262-263 頁。



修改稿《佛教醫學的起源與發展——評〈古代印度的苦行與治療：佛教

僧團中的醫藥〉》，載《中國圖書評論》，1，62-64 頁。 2001 〈《醫理

精華》和印度佛教醫學理論之比較（上）、（下）〉，《法音》，3、

4，頁 28-33；頁 27-30。 2001 〈印度古代醫典中的耆婆方〉，《中華醫

史雜誌》，31 卷 4 期，頁 202-206。 2001 〈敦煌出土的梵文于闐文雙語

醫典《耆婆書》〉，《中國科技史料》，1，頁 77-90。 2003 〈耆婆的形

象演變及其在敦煌吐魯番地區的影響〉，《文津學志》，1，138-164

頁。 陳竺同 1936 〈漢魏南北朝外來的醫術與藥物的考證〉，《暨南學

報》，1 卷 1 號，頁 59-105。 陳英善 2001 〈從「開權顯實」論法華之

妙〉，《中華佛學學報》，14，頁 293-308。 2002 〈天台懺悔與戒定慧

之關係〉，《第四屆中華國際佛學會議》（未刊稿）。 陳重暉 1990 

〈佛法與現代醫學〉，《法音》，270，頁 1-4。 陳家成 1992 〈從佛法

看醫學的本質〉，《第二屆佛學與科學研討會論文集》，頁 81-94。 陳

寅恪 1981 〈三國志曹沖華陀與佛教故事〉，《寒柳堂集》(臺北：里仁

書局)，頁 157-161。 程之範 1953 〈印度古代醫學簡介〉，《中華醫史雜

誌》，5 卷 1 期，頁 31-43。 黃柏源 2000 〈智顗醫學思想之研究——以

《摩訶止觀》「觀病患境」為中心〉，華梵大學東方人文思想碩士論文

（台北縣：華梵大學）。 廖育群 1978 〈阿輸吠陀中的《妙聞之論》—

—印度傳統醫學經典介紹〉，《中國科技史料》，4，頁 368-378。 1997 

〈印度醫學經典《闍羅迦集》中的治療方法〉，《中華醫史雜誌》，27

卷 2 期，頁 114-118。 蓋建民 1999 〈從敦煌遺書看佛教醫學思想及其影

響──兼評李約瑟的佛教科學觀〉，《佛學研究》，頁 4-8。 劉銘恕 

1996 〈扁鵲與印度古代名醫耆婆〉，《鄭州大學學報》，5，頁 100-

101。 蔡景峰 1986 〈唐以前的中印醫學交流〉，《中國科技史料》7 卷

6 期，頁 16-23。 濟群 1991 〈戒律中對病與死的規定〉，《南洋佛

教》，270，頁 1-4。 薛克翹 2000 〈印度佛教與中國古代漢地藥學〉，

《宗教學研究》，49，頁 36-43。 謝慧雅 1999 〈現代人的隱疾──痔

瘡〉，《高醫醫訊》，第 19 卷第 7 期，頁。 釋悟殷 1996 〈佛教的醫療

保健--以《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廣律為主〉，《佛教與社會關懷學

術研討會論文集》，15，頁 115-156。 釋舜融 2003 〈《四分律》犍度篇

中對老、病比丘的關懷初探〉（未刊稿）。 釋聖嚴 1969 〈釋迦世尊的

醫學觀點〉，《南洋佛教》，6，頁 8-11。 釋慧明 2001 〈體察疾病之

源〉，《僧伽醫護會刊》，14，頁 4-5。 2002 〈四諦的醫學觀〉，《僧

伽醫護會刊》，18，頁 9-11。 2002 〈佛教醫學的身體論〉，《僧伽醫護

會刊》，19，頁 6-10。 2002 〈佛教醫學中的解剖學〉，《僧伽醫護會

刊》，20，頁 6-9。 2002 〈北傳佛教的病因論（一）、（二）〉，《僧

伽醫護會刊》，21、22，頁 6-9；6-10。 2002 〈南傳佛教的病因論〉，

《僧伽醫護會刊》，23，頁 6-8。 2002 〈佛教內科學（一）〉，《僧伽

醫護會刊》，24，頁 6-9。 饒樹文 1975 〈佛學與醫學〉，《慧炬》，

130、131，頁 6-12。 1978 〈佛學與醫學〉，《慧炬》，168、169，頁 4-

8。 （二）英文方面： Demieville Paul 1985 「Buddhism and healing : 

Demiéville''s article "Byo" from Hobogirin / translated by Mark Tatz」Lanham, 

Md. :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Kenneth G. Zysk 1998 「Asceticism And 

Healing In Ancient India Medicine In The Buddhist Monastery」 Delhi : Motilal 



Banarsidass Publishers G. Jan Meulenbeld 1999 「A History of Indian Medical 

Literrature」 EGBERT FORSTEN ?GRONINGEN （三）日文方面： 二本柳

賢司 1994 《佛教醫學概要》（京都市：法藏館）。 大日方大乘 1962 

《佛教衛生學》（東京都：三幸出版社）。 1965 《佛教醫學?研究》

（東京都：風間書房）。 丸山博監修 1990 《???伝統醫學入門》（大阪

市：東方出版）。 加納喜光 1987 《中國醫學?誕生》（東京都：東京大

學出版會）。 石田秀實 1992 《中國醫學思想史：??一??醫學》（東京

都：東京大學出版會）。 松本文三郎 1923 《佛教藝術???人物》（東京

市：同文館，1923）。 福永勝美 1990 《佛教醫學事典》（東京：熊山

閣）。 難波?雄，小松??子 (編著) 2000 《佛教醫學?道?探?》（大阪：東

方出版）。  

論文

頁數 
161 

附註 
 

全文

點閱

次數 
 

資料

建置

時間 
 

轉檔

日期  

全文

檔存

取記

錄 

 

異動

記錄 
M admin Y2008.M7.D3 23:17 61.59.161.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