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穿鄉越境： 

清代檔案所見賣藥人的活動與行銷手法 
 
 

吳靜芳 

 

 

摘  要 

 

在清代，隨著朝廷對地方醫療的重視降低，各州縣的地方醫學和惠民藥

局也逐漸衰敗，導致基層社會醫療資源的不足，又加上私人醫者在出診和開

藥方等醫療過程中的索費不貲，也讓一般小民在延醫治療的選擇上有所卻

步。於是，當民眾遭遇病痛時，販售簡便廉速之成藥的賣藥人，往往成為他

們求助的對象。清代賣藥人的活躍，反映在雍正至道光朝一連串官方搜捕賣

藥人的檔案記錄。本文將利用官方檔案、醫書和民間抄本，首先描述幾件重

大搜捕賣藥人的案例，以瞭解官方對賣藥人的看法；其次，分析賣藥人的背

景、賣藥動機以及所持藥品的性質； 後，討論賣藥人販賣藥品時的宣傳手

法和道具，希冀藉此對於這群穿鄉越境、遊走四方的賣藥人之活動與形象有

更完整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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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生老病死是人生必經的歷程，尤其是「病」的發生，經常是突如其來，

令人措手不及，當下能否及時獲得醫療救助，往往是挽救生命的關鍵。在傳

統中國，早自秦漢時期即設置醫官制度，進行管理醫事行政與培養醫者等業

務，其後歷經隋、唐兩代擴大編制，至宋元明清逐漸完備，成為提供皇室與

官員醫療服務的主力。1 至於地方醫療的發展，直到宋元時期才受到主政者

的重視，出現由官方設置的地方醫學與惠民藥局，為基層社會注入醫療資

源。2另一方面，民間醫者的隊伍也日益擴大，多來自由儒轉醫的文士，他們

當中學有專精者，便能進入官醫體系，為朝廷所用。3 朝廷設置地方醫學與

惠民藥局的立意雖美，卻難以長久維持。在明代，如梁其姿提到由於明廷的

消極態度，導致惠民藥局沒落，無法發揮救濟貧病的功能。4 又據邱仲麟指

出，明景泰朝以後開放捐納，不識醫術者透過捐納也能取得地方醫官職，造

成地方醫學素質漸次低落。5 到了清代更是每況愈下，從明清地方志記載可

見，省、府級醫學尚能維持，但是州、縣級醫學多已經破敗，甚至原址被變

賣為商業用途，而醫士員額也常有空缺。6 

相對於明清官方的消極作為，地方鄉紳則是自發性地籌辦鄉里的慈善救

濟事業與組織，包括設藥局施藥或安排醫者輪班看診，為缺乏醫療資源的鄉

                                                        
1  有關傳統中國各朝醫事制度的演變，參見聶莉芳、魏子孝(1994)：《中國中藥史》，臺北：文

津出版社。 
2  有關元代的地方醫學之形成以及其促使士人習醫、從醫的影響，參見陳元朋(1997)：《兩宋

的「尚醫士人」與「儒醫」─兼論其在金元的流變》，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委員會，頁

167-177。邱仲麟(2004)，〈明代世醫與府州縣醫學〉，《漢學研究》，22(2)，頁 331-333。 
3  關於宋代以來，原本志於科舉的文士投身醫療事業的思想轉向、醫藥知識的養成以及醫者

與士人之間的交往，參見陳元朋，《兩宋的「尚醫士人」與「儒醫」─兼論其在金元的流變》。 
4  梁其姿(2011)，《面對疾病─傳統中國社會的醫療觀念與組織》，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頁 143-145。 
5  邱仲麟，〈明代世醫與府州縣醫學〉，頁 327-352。 
6  吳靜芳(2016)，〈舉手起瘡痍─中國傳統醫書所見破傷風療法的變化〉，《故宮學術季刊》，

33(3)，頁 106-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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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發揮彌補的作用。7 更重要的是，明代中期以降出版文化事業的復甦，不

僅促進大眾文藝的活耀，同時也推動知識傳播的普及。在醫學知識方面，如

王崇峻舉出《多能鄙事》等四種明代日用類書，整理其中收錄的藥方，認為

日用類書收錄民間秘方，由於所載藥材隨處易得，因此這類書籍的出版，促

使識字者採取自行尋藥服用的行為。8 又如梁其姿提到出版市場的興盛，市

面上出現醫學入門書或刊載簡易醫療知識的日用類書，提供有意從醫的初學

者容易入手的管道。9 如此一來，應該是有助於擴大民間醫者的人數，使基

層社會民眾有更多機會獲得醫療幫助。不過，邱仲麟提醒：「醫學知識的普

及化，也引起醫療市場的混亂」。10 也就是說，醫療市場充斥素質良莠不齊

的醫者，增添病家擇醫的困難。此外，延醫診視的費用對病家而言也是不小

的負擔，即如邱仲麟提到醫者出診的費用如開箱錢、醫金等，以及後續治療

須花費的藥錢，實非一般人家能負擔。11 可知醫者人數的成長並不一定代表

醫療資源的平均共享，由於「負擔能力的兩極化」，而拉大貧富家庭之間得

到醫療品質優劣的差距。 

醫療資源的不均與昂貴，首先衝擊的是鄉居或偏遠地區民眾面對病痛的

態度。筆者曾經利用清代題本所載鬥毆因風身死案的紀錄，討論影響破傷風

患者獲得治療的因素，以及民間流傳破傷風療法的種類。在筆者搜集的 300

餘筆案例中，大致上有一半比例是家屬、親友為破傷風患者尋醫求治，另一

半的比例是家屬、親友自行尋藥為破傷風患者敷治，尤其是鄉村地帶普遍缺

乏醫師，當地民眾多向賣藥人或走方醫買藥治療患者。12 這些遊走四方的賣

                                                        
7  梁其姿(2011)，《面對疾病─傳統中國社會的醫療觀念與組織》，頁 165-172。 
8  王崇峻(2006)，〈明清時期民間的用藥情況與醫療觀念初探〉，《花蓮教育大學學報》，22，頁

19-38。 
9  梁其姿，《面對疾病─傳統中國社會的醫療觀念與組織》，頁 30-47。 
10  邱仲麟(2008)，〈醫生與病人─明代的醫病關係與醫療風習〉，收入李建民編，《從醫療看中

國史》，臺北：聯經，頁 260。 
11  邱仲麟(2015)，〈醫資與藥錢─明代的看診文化與民眾的治病負擔〉，收入生命醫療史研究室

主編，《中國史新論：醫療史分冊》，臺北：聯經，頁 345-366。 
12  吳靜芳(2017)，〈清代前期(1723-1820)民間傷口處理與破傷風治療─以鬥毆因風身死案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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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人或走方醫，他們有的或許能為人診視，但是他們當中的大多數僅是持有

幾樣成藥，便穿鄉越境以賣藥營生。 

雖然賣藥人或走方醫等醫療從業者的出身來源紛雜，擁有的醫藥知識程

度不一，但卻是鄉居民眾遇病痛時經常求助的對象，如祝平一指出走方醫提

供簡便廉速的成藥，或採取常規外的多元療法，並且願意走入窮鄉僻壤，使

他們成為基層社會不可或缺的醫療資源。13 然而，醫療市場也存在激烈的競

爭，這些醫療從業者若想順利推銷藥品，就有賴特殊的宣傳手法甚至誇大藥

效，使民眾願意花錢購買藥品或接受治療。這些四處游走的醫療從業者在民

間有多種名稱，包括過路醫生、走方醫或賣藥人，由於清廷並未立法規範醫

療從業者的分級，因此他們之間的分界往往是模糊難辨。雖然無法判斷這類

人物具備的醫藥知識程度高低，但是可以知道既然他們是以販藥作為生計來

源，於是也必須講究行頭以引起民眾注意，如涂豐恩提到走方醫賣藥常搭配

一連串的廣告詞，並且持有效果詭異的成藥或禁方，不過，這樣的形象來源

其實可能是主流醫者所塑造，用來告誡病人與病家勿輕信這類人物。14 

由於有不少明清醫書與醫案保留至今，學界對於當時醫療從業者的認

識，首先是以具有傳世家學或師承名醫的醫者為多，再來才是其他醫療相關

人員如走方醫等。目前學界對走方醫的認識，主要來自清代醫者趙學敏《串

雅》，書中將「走方」解釋為「負笈行醫，周遊四方」之意，並且詳述走方

醫所持工具種類、藥方特性與用藥慣例。15 然而，趙學敏編輯目的在於「矯

奇而俾歸于雅」，為使「後之習是術，不致為庸俗所詆忌」，對收集到的資料

                                   
心的分析〉，《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48，頁 17-19。  

13  祝平一(2010)，〈藥醫不死病，佛度有緣人：明、清的醫療市場、醫學知識與醫病關係〉，《中

研院近史所集刊》，68，頁 9-12。另外，吳小明也利用《串雅》所載趙學敏的序文以及當中

收錄的藥方，指出走方醫的行醫特質，如重視辯證、速效與外治。參見吳小明〈從《串雅》

看浙江民間走方醫的治病特點〉，《浙江中醫藥大學學報》，36(1)，頁 9-10。 
14  涂豐恩(2012)，《救命─明清中國的醫生與病人》，臺北：三民書局，頁 66-70。 
15  [清]趙學敏(1995)，《串雅》，收入《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據上海圖書館藏

清抄本，1003，〈緒論〉，頁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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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以刪訂，「存其可濟於世」的部分，16因此該書是以成藥方和急救措施為主

要內容，卻難以完全反映這類行醫賣藥人士的手法。為了補充這方面的不

足，在本文中筆者將利用德國柏林國立圖書館普魯士文化遺產基金會 (the 

Staatsbibliothek Preußischer Kulturbesitz)收藏 16 至 20 世紀初關於醫療的中國

民間抄本，其中特別關注這些抄本所載賣藥宣傳手法以及藥方內容如眼科點

藥，藉此勾勒這類醫療從業者的賣藥活動與醫藥知識來源。 

賣藥人以販藥行醫維生，為求生計必須經常離鄉背井、遊走四方，乃至

行蹤飄忽不明，卻也使得他們容易成為官方警戒取締的對象。在清代，統治

者對於民間秘密宗教是持嚴禁的態度，使得部分秘密宗教成員以行醫賣藥作

為掩護身份同時招攬徒眾的傳教手段。17 在檔案中，可見到官方往往將賣藥

人的活動與秘密宗教的傳教等同聯想，將他們視為危及社會秩序和現有政權

的異議分子，反映在從雍正到道光朝期間分別出現大小程度不等的官方搜捕

賣藥人行動，並且留有關於賣藥人的詳細口供，包括出身籍貫、途經路程與

藥物種類等。 

在這些檔案紀錄中，官方直接以「賣藥人」指稱這群亦商亦醫的人物。

劉錚雲在研究中將賣藥人歸類為商販，利用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藏宮中檔奏摺

與軍機處奏摺錄副，分析賣藥人的行商範圍與路線。18 此外，王靜在討論走

方醫分布的地域特色時，也簡短地引用了一條關於江西賣藥人的軍機處奏摺

錄副，藉此提到江西建昌人出外賣藥的傳統。19 在此基礎上，筆者又蒐集來

自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和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藏題本、奏摺與錄副，發現當中

有不少記載賣藥人的醫學背景、醫藥知識來源以及藥物的製法等內容，可知

這群穿鄉越境的賣藥人不僅具有商販性質，同時也從事簡單的醫療行為，如

此多少能回應鄉居民眾的醫療需求。在本文中，筆者藉由整理分析題本、奏

                                                        
16  [清]趙學敏，《串雅》，〈自序〉，頁 1-2。 
17  邱麗娟(2011)，《清乾嘉道時期民間秘密宗教醫療傳教活動之研究》，臺北：新文豐，頁 29-33。 
18  劉錚雲(2005)，〈城鄉的過客─檔案所見的清代商販〉，收入李孝悌編，《中國的城市生活》，

臺北：聯經，頁 429-436。 
19  王靜(2013)，〈清代走方醫的醫術傳承及醫療特點〉，《雲南社會科學》，3，頁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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摺與錄副等清代檔案，並且比對醫書與民間抄本的內容，除了有助於建構以

江西為主的官方搜捕賣藥人行動之完整經過，還能將不同時期的案件相互比

較，梳理賣藥人所持藥物成分與宣傳手法。另外，透過中央與地方官員的奏

報，也能了解官方對於賣藥人的看法與因應政策，展現出有別於醫書或文

集、小說的觀察角度，如此將可以對於將醫療資源帶往基層社會的賣藥人之

活動與形象有更完整的認識。 

二、清初官方對於賣藥人的注意 

就筆者目前蒐集的檔案所示，官方對賣藥人的注意始於雍正七年(1729)

正月十九日，湖廣總督邁柱([1670]-1738)奏報湖南辰沅永靖道王柔「拏獲施

藥奸民許英賢一名，並徒弟、挑藥人五名」。據首嫌許英賢供稱來自江西建

昌縣，以張天師之叔張易珍的名號施藥，與同夥七人利用施藥的名義聚集民

眾，其中一人名叫江自得，正在雲南活動等內容。相對於當地官員對此事的

警戒，雍正帝卻硃批回覆「大笑話事也」，批評王柔行事「急快孟浪」，認為

邁柱等人對此案過度緊張。20 之後，湖南巡撫王國棟(？-1735)又奏報許英賢

翻供，聲稱先前供述是「畏刑妄供」，不但沒有張易珍其人，連江自得等人

名字也是編造，其實是許英賢在雲南偶遇同為賣藥行醫且同樣出身自江西建

昌縣的江子德。其後，王國棟派員調查發現南康、九江確實沒有張易珍施藥

佈教之事，於是認為許英賢並無圖謀不軌之意。此時，雍正帝仍不覺此案有

何嚴重可言，甚至指責王國棟「此一件小事訛案，何必屢屢煩瀆」。21 

不過，隨著調查範圍的擴大，雍正帝的態度逐漸改變。雍正七年十二月

六日，署理江西巡撫印務太常寺卿謝旻(？-1751)奏報，許英賢的行徑確實僅

是「出外賣藥，借名哄騙銀錢」，並無不軌意圖。另一方面，經調查發現在

                                                        
20  [清]邁柱，〈奏報拏獲施藥奸民許英賢等摺〉，雍正七年正月十九日，《宮中檔奏摺及軍機處

檔摺件》，國立故宮博物院藏，編號：402010525。 
21  [清]王國棟，〈奏報江西流民許英賢案內現經查明並無張易珍等緣由摺〉，無年月，《宮中檔

奏摺及軍機處檔摺件》，國立故宮博物院藏，編號：402018086。 



穿鄉越境：清代檔案所見賣藥人的活動與行銷手法 

．7．  

江西實有名為江自得亦即江子德的人物正出外賣藥未歸，他在雲南被官兵逮

補後，供稱：「親至龍虎山太清宮，許英賢領見張易珍在山伍，月餘，與易

珍相見四、五次，是張易珍確有其人」。如此一來，終於引起雍正帝的注意，

吩咐「凡此事萬不可便視為子虛」，命令湖南等地官員持續追查。22 

直到隔年三月二十三日，湖南按察使張璨奏報許英賢案的結果，提到許

英賢之所以「假天師名色賣藥行醫」的理由在於「在外行醫，恐無人見信」，

才冒名代天師之叔施藥，藉此哄騙民眾購藥，並沒有假借施藥傳教、吸引徒

眾的意圖。至於離鄉賣藥的原因，據許英賢供述：「江西人多田少，無耕種

恒業，是以習醫者多出外賣藥，原為餬口生涯，並無別情」。 後張璨提到

檢查許英賢等人攜帶行李內也沒有可疑物件，認為許英賢等人並無為匪跡

象，擬將許英賢等人遞回原籍，交由親族嚴加看管。其後，雍正帝也認為許

英賢等人為匪情事並無確證，因此同意張璨的建議而結束此案。23 

在此之後，直到乾隆中期為止，除了正逢各省地方官如火如荼地調查割

辮案期間，僧人、道士等因攜帶或販賣藥物而受到當地官方逮捕調查外，其

他並沒有太醒目的搜捕賣藥人案件。24 直到乾隆末年，又出現一起賣藥人案

件。乾隆五十二年(1787)五月二十八日，直隸總督劉峩(1723-1795)奏報遵化

營汛兵拏獲「面生可疑人十名」，五人是賣藥營生，另五人則是跟隨挑負藥

箱、行李，都是江西建昌縣民人。由於官方處理江西賣藥人案件已有先例可

循，因此劉峩建議除了首犯戴先章需要再調查外，黃啟德等八名賣藥人均遞

回原籍，由江西巡撫命建昌縣知縣查明確無不法情事，就交由當地保甲嚴加

管束，「毋許再行外出」。25 

                                                        
22  [清]謝旻，〈奏報拏獲藥匪徒許英賢摺〉，雍正七年十二月六日，《宮中檔奏摺及軍機處檔摺

件》，國立故宮博物院藏，編號：402006599。 
23  [清]張璨，〈奏報賣藥之許英賢解遞回籍摺〉，雍正八年三月二十三日，《宮中檔奏摺及軍機

處檔摺件》，國立故宮博物院藏，編號：402009243。 
24  乾隆三十三年八、九月，先後有僧人廣興與道人鄔文才因其持有藥物被疑為迷藥而遭逮捕，

參見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1991)，《乾隆朝上諭檔》，北京：檔案出版社，乾隆三十三年八

月十六日，5，頁 455-457、九月二十七日，頁 531-534。 
25  [清]劉峩，〈奏聞遵化州知州拏獲遊方賣藥人黃啟德等咨會江西撫臣照例辦理緣由〉，乾隆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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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以上案件的賣藥人供述內容可知，男性離鄉出外賣藥營生在江西南康

府建昌縣已經是長久以來且習以為常的生計活動，追溯原因可能與當地農耕

條件與交通環境有關。據地方志記載，南康府「土地瘠薄，生物不暢，水源

乾淺，易得枯涸」，又記當地是「負山面水，地磽民困，賦稅訟獄，不當大

郡十一」。26 建昌縣是南康府轄下之一縣，雖然「民俗樸陋貧苦」，但是所幸

南康府轄區位於江西西北邊區，緊鄰湖北、安徽等省，透過水路而成為四方商

旅途經之地，人員與貨物往來聚散，呈現「輪蹄館穀，驛騷不絕」的景象。27 

此外，江西習醫者人數眾多也是重要原因。梁其姿以長江中下游地區為

例，提到當地士紳發起的救濟事業，需要醫者的參與，同時明代中期以來出

版文化的興起，帶動基礎入門書的出版，提供一般人更多接觸醫學的機會，

從而擴大醫者的人數，卻也造成醫療品質的良莠不齊。28在西方醫事制度傳

入前，傳統中國政府對於各類醫藥從業人員的分級並無訂定規範，前述的幾

個案件中，這些賣藥人僅是按照幾帖藥方煉製成藥，就能打著招牌治病。他

們遊走四方，穿鄉越境，藉由賣藥獲得不少收益，正是反映官方醫療資源未

能深入基層社會，而民間確實有醫療需求時，亦商亦醫的賣藥人即能適時滿

足鄉里民眾的需要，也因此即使雍正、乾隆朝官方已經禁制江西賣藥人離鄉

賣藥的行動，但是這些禁令難有實際的作用，乃至嘉慶朝以後又出現幾件江

西賣藥人的案子 

                                   
十二年五月二十八日，《宮中檔奏摺及軍機處檔摺件》，國立故宮博物院藏，編號：

403051064。 
26  [清]于成龍等修，杜果等纂(1989)，《江西通志》，收入《中國方志叢書》，臺北：成文出版社

據清康熙二十二年刊本，華中地方，第 781 號，366(8)，〈風俗〉，頁 61。[清]謝旻等修，陶

成等纂，《江西通志》，據雍正十年刊本，華中地方，第 782 號，379(26)，〈風俗〉，頁 18-19。 
27  [清]李道泰、袁懋芹等纂修，《建昌縣志》，收入《中國方志叢書》，據康熙十四年刊本，華

中地方，第 832 號，627(1)，〈風土〉，頁 59。[清]陳惟清等修，閔芳言等纂，《建昌縣志》，

收入《中國方志叢書》，據同治十年刊本，華中地方，第 833 號，629(1)，〈風俗〉，頁 530。 
28  梁其姿，《面對疾病—傳統中國社會的醫療觀念與組織》，頁 155-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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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嘉慶、道光朝官方搜捕賣藥人的行動 

(一) 地方官員對賣藥人的警戒 
在相對封閉的農村地方，外來者進出多少會引起當地住民的注意而有所

警戒。然而，在人口流動頻繁的城市，存在著多元的職業種類，能容納外來

者就業或生活的機會，因此容易成為外來逃犯或流民隱身之處。為了維護地

方安寧，不分鄉村或城鎮，地方官著眼於保甲制度的落實，作為提防不法之

徒或遊民滋事的方法，因而屢次頒布文檄曉諭當地民眾，如康熙初年閩浙總

督劉兆麒(1629-1708)在「驅逐遊手棍徒」告示中提到保甲是防禦強盜竊賊的

良法，並且警告民眾須提防某些人物，文云： 

 

有一種異籍遊手之徒，潛居會城，往往於市井闤闠之處，耍拳舞棒，

使弄星鎚，又或戲法、走索、集眾說書等項，種種不一。此輩既係流

寓又無恒業，安知不乘人烟輳集之時，謀結黨為非之事。29 

 

文中反映地方官對於外來者看法，除了認為這一批人不事農耕，卻只利用嘩

眾取巧的技藝謀取金錢，更令地方官疑慮的是聚集民眾可能演成無法控制的

動亂。 

其後，雍正初年河南巡撫田文鏡(1662-1732)也頒布許多類似的告示。由

於當時俗稱「老瓜賊」的強盜肆虐北方一帶並且以河南為巢窠，因此田文鏡

苦思對付的策略，其中也包括嚴格執行保甲制度。30 先是在雍正三年(1725)

田文鏡頒布告示，強調落實保甲的重要。31 或許是因為效果不彰，雍正五年

                                                        
29  [清]劉兆麒(1997)，《總制浙閩文檄》，收入官箴書集成編纂委員會編，《官箴書集成》(合肥：

黃山書社，2(5)，頁 69。 
30  有關清廷嚴治老瓜賊的經過，參見常建華(1997)，〈清代治理「老瓜賊」問題初探〉，天津：

《南開學報》，3，頁 59-61。常建華(2009)，〈清朝治理「老瓜賊」問題續探〉，天津：《南開

學報》，5，頁 67-72。 
31  [清]田文鏡(1996)，《撫豫宣化錄》，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臺南：莊嚴文化據南京圖書

館藏清雍正五年自刻本，69(3)，「特揭保甲之要法以課吏治事」，頁 5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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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7)田文鏡再度申飭保甲的重要，認為「保甲不嚴，則匪類日聚；匪類日

聚，則地方不寧」，同時強調嚴行保甲的作用不只是「盤詰逃盜，訪拿窩線」，

更要監視「游手好閒之輩」是否有違法行為。值得注意的是，在此被田文鏡

歸類為「遊手好閒」、「外方流棍」、「來歷不明」份子中，除了前述雜耍技藝

之人外，還包括賣藥者都是需要警戒的人物，據告示所載： 

 

編查保甲，非止盤詰逃盜，訪拿窩線而已，具游手好閒之輩，飲酒賭

博之徒，與夫學習拳棒刀棍，三五成群，夜聚曉散，以及外方流棍，

來歷不明，在集耍拳跑解、走狗弄猴、賣藥、說書、看相、算命、打

流星、擺碁勢、變戲法、唱歌詞等類。32 

 

官方這種將賣藥人視作可疑人物的看法一直延續到清末，如孫寶瑄

(1874-1921)指出社會上的無賴之人可分八類，其中一類被稱為「皮」群體，

包括「如販賣藥材行醫，及偽神僊等十八類」，而這八類無賴團體的組成來

源「大抵無業遊民遁而入此，彼中各聯小社會」，因此官方認為只要有這類

人物存在，當地就潛藏著聚眾滋事的危險性。33 

賣藥人之所以成為官方眼中的危險人物，與秘密宗教經常採用醫療布教

的手法有關。長久以來，不分古今中外，醫療作為展示奇蹟的方式，慣為傳

教者利用。在清代，秘密宗教「以醫傳教」的方式並不鮮見，如邱麗娟指出

不僅教首常為教民施治，教民中也存在醫者或賣藥人，在治病過程中說服民

眾入教。34 然而，這是否就表示賣藥人皆可能為官方追緝的「教匪」？田海

(Barend Ter Haar)認為在清代，白蓮教就像是標籤，常作為指稱其他宗教團

體的名稱或詞彙，連帶地被懷疑涉及秘密宗教活動的人也會被貼上標籤：白

蓮教徒。35 清代的賣藥人雖然未被官方視為白蓮教徒，但是幾次搜捕行動的

                                                        
32  [清]田文鏡，《撫豫宣化錄》，(3)，「為再行飭查保甲嚴拿匪類以靖地方事」，頁 151a。 
33  [清]孫寶瑄，《忘山廬日記》，收入《續修四庫全書》，據抄本，580，頁 151。 
34  邱麗娟，《清乾嘉道時期民間秘密宗教醫療傳教活動之研究》，頁 27-50。 
35  [荷]田海(Barend Ter Haar)著，劉平、王蕊譯，(2017)，《中國歷史上的白蓮教》(The White Lo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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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因， 初就與官方視賣藥人為秘密宗教同夥的傾向有關。究竟賣藥人如何

被官方貼上與秘密宗教有關的「標籤」？這就必須先從嘉慶朝朱毛俚案開始

談起。 

(二) 朱毛俚案的懸而未結 

嘉慶、道光年間以江西為重心，出現了幾次官方搜捕賣藥人的行動，若

從檔案來看，其原因應是與嘉慶十九年(1814)下旬的朱毛俚案有關。36 由於

目前較少見探討該事件的相關論著，因此以下筆者先將對事件過程作一概

述，以利本文後續提到其他官方搜捕賣藥人案件的討論。 

嘉慶十九年(1814)九月下旬，兩江總督 (張 )百齡(1748-1816)奏報江西巡

撫阮元(1764-1849)咨稱進賢縣知縣王泉之拿獲形跡可疑人犯邱添澤，並且追

究出以朱毛俚為首的糾眾謀逆事件，陸續拿獲胡秉耀等多名人犯，但是首領

朱毛俚卻趁間脫逃。 37 據阮元審訊的結果，此案起因自胡秉耀購得一本異

書，「內有陣圖及悖逆俚語」，遂向邱添澤等商量，另再尋覓為首起事之人以

圖謀財富。於是，楊易又邀朱毛俚亦即朱萬邦，共謀不法情事，由朱毛俚假

                                   
Teachings In Chinese Religious History)，北京：商務印書館，頁 242-244。[荷]田海(Barend Ter 

Haar)著，趙凌雲等譯，(2017)，《講故事：中國歷史上的巫術與替罪》(Telling Stories: Witchcraft 

And Scapegoating In Chinese History)，上海：中西書局，頁 133。 
36  學者劉錚雲認為此與嘉慶十八年(1813)天理教亂有關，由於教徒起事行動危及紫禁城內，因

此引起嘉慶帝極度憤怒，雖然三個月後基本上亂事已經底定，但是各地搜捕教徒的官方行

動並未停頓，而直隸等省份官員也保持高度戒備。參見劉錚雲，〈城鄉的過客─檔案所見的

清代商販〉，頁 429-430。雖然如此，但筆者從檔案發現官方搜捕江西賣藥人的行動實是始

自嘉慶二十一年(1816)，不僅距離天理教亂已有一段時間，並且這幾次的搜捕行動是以江西

為重點，此與天理教徒林清等人出身河南亦無太多關係。關於嘉慶十八年天理教亂的相關

研究眾多，其中經典之作有：莊吉發(2002)，《真空家鄉─清代民間秘密宗教史研究》，臺北：

文史哲，頁 193-290。[美]韓書瑞(Susan Naquin)著，陳仲丹譯，(2010)，《千年末世之亂—1813

年八卦教起義》(Millenarian Rebellion In China : The Eight Trigrams Uprising of 1813)，南京：

江蘇人民出版社。 
37  [清]百齡，「奏為嘉慶十六年搶築碭山縣城隄工動用錢糧請恩免汪至癮其攤徵以紓民困」，嘉

慶十九年十一月六日，《宮中檔奏摺及軍機處檔摺件》，國立故宮博物院藏，編號：01654，

附件三：報據咨拏糾眾謀逆案朱毛俚緣由片。 



長庚人文社會學報．第十二卷第一期 

．12．  

稱自己是前明皇室之後，並且偽封胡秉耀等人官職，又刻製印章、製作憑票，

四處向人索錢給票。38 

雖然胡秉耀等人本意原是藉前明名號，向人強售憑票以獲取不法利益，

但是他們假稱前明皇室後裔，又使用南明年號，再加上自封官職與私製憑

票，因此被官方視為謀反集團而受到嚴密追緝。據同夥邱添澤供述，朱毛俚

在阮元的初次圍捕行動中，已經逃往福建浦城。39 這引起嘉慶皇帝的警覺，

不僅下令閩浙總督汪志伊(1743-1818)，同時也命令江西鄰近省份長官包括兩

江總督(張)百齡、安徽巡撫胡克家(1757-1816)、浙江巡撫顏檢(？-1833)等共同

嚴緝朱毛俚及其餘黨的下落。然而，在圍捕的過程中，官方遲遲無法捕獲為

首者朱毛俚，尤其江西為「朱毛俚生長滋事之鄉」，當地長官更難推其咎。40 直

到隔年，阮元等江西地方官員奏報仍無法捕獲朱毛俚，僅能向嘉慶帝強調已經

增加搜捕的力度。41 雖然如此，朱毛俚終究未能為官方捕獲，造成朱毛俚下落

的傳聞日益擴大，產生若干附會朱毛俚的案件，不斷地混淆官方的搜查方向。 

這些附會朱毛俚的案件集中在嘉慶二十 (1815)、二十一 (1816)年間發

生，其性質大致可分為兩類：第一類是挾怨報復，藉由投匿名帖進行的誣告；

42 第二類是一般民眾或某些社會邊緣人物遭官兵逮捕後，畏懼刑罰之下捏供

                                                        
38  [清]曹振鏞等奉敕撰(1986)，《清實錄．仁宗睿皇帝實錄》，北京：中華書局，311，嘉慶二十

年十月癸酉，頁 17。 
39  [清]顏檢，「奏報晚禾收成分數（附二：報查辦緝拿逆犯朱毛俚片）」，嘉慶十九年十月十八

日，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宮中檔奏摺及軍機處檔摺件》，編號：016621。 
40  [清]阮元，「奏報楊易一犯曾經臬司親加驗過下身與常人無異緣由（附件：報近日查辦首逆

朱毛俚情形）」，嘉慶十九年十月二十三日，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宮中檔奏摺及軍機處檔摺

件》，編號 016670。[清]花蓮布，「奏為敬陳履勘封禁山場並順閱營伍情形（附件：報督飭

各營查拿逆犯朱毛俚片）」，嘉慶十九年十一月六日，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宮中檔奏摺及軍

機處檔摺件》，編號 016816。 
41  例如阮元提到：「派出員弁，改裝易服，赴各縣鄉村山谷訪查」，甚至前往朱毛俚家鄉餘干

縣，挖出其父母、祖父母的棺木，將這幾具屍體「對眾焚化拋棄，並將墳墓刨成深坑」，以

示「孽根已斷絕」等種種作法。參見[清]阮元，「奏報連日密緝傳佈不法字跡匪徒情形（附

件：奏嚴緝逆犯朱毛俚等情形片）」，嘉慶二十年五月十日，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宮中檔奏

摺及軍機處檔摺件》，編號 018604。 
42  相關案件參見：[清]軍機大臣寄，「寄江西巡撫阮元奏上諭著即嚴切追究豬毛俚下落上緊緝



穿鄉越境：清代檔案所見賣藥人的活動與行銷手法 

．13．  

妄認之詞。43 而令官方沮喪的是，終嘉慶朝之世，始終未能捕獲傳聞中的首

犯朱毛俚。原本朱毛俚案應在懸而未決的情況下漸漸被人遺忘。然而，在道

光中期官方又再度對朱毛俚案展開調查，並且將朱毛俚案導向秘密宗教的性

質。 

事件起因於江西寧都州知州王泉之稟稱，先是在道光七年(1827)接獲信

函，信中指出朱毛俚在安徽活動，並且「勾結山東、河南一帶匪徒滋事」；

之後又於十二年(1832)接到江西新建縣轉進賢、東鄉等縣信函，「稱教頭朱毛

俚在逃，應通飭嚴挐」。再加上道光四年(1824)王泉之曾檢驗路斃無名男屍，

從其身上檢獲「刊有南昌府新建縣王巡查字樣」印票兩張，並且詢問鄉保得

知此無名男子在當地乞食度日，卻是操持福建汀州口音，因此懷疑朱毛俚曾

潛藏福建，此無名男子即為教徒。44 王泉之將以上情報呈至中央，引起道光

帝的注意，下諭命令江西、福建、河南與山東等地方大員展開調查。之後，

相關省份總督與巡撫紛紛回報「實無朱毛俚蹤跡」，並且強烈懷疑王泉之報

告的虛實程度。如兩江總督陶澍(1778-1839)提到道光七年間安徽阜陽縣曾發

                                   
拏編造逆詞匪犯為府縣有規避匿情事立即嚴參治罪」，嘉慶二十年六月十二日，國立故宮博

物院藏，《宮中檔奏摺及軍機處檔摺件》，編號 019160。[清]阮元，「奏為查明饒州府揭獲匿

名字帖指告朱喬山等藏匿朱毛俚係屬扶嫌傾隔現在嚴究辦理緣由覆請睿鑒」，嘉慶二十年六

月二十日，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宮中檔奏摺及軍機處檔摺件》，編號 019008。[清]額特布，

「奏報查辦蔣四家匿藏逆犯朱毛俚案」，嘉慶二十一年四月十八日，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宮

中檔奏摺及軍機處檔摺件》，編號 047395。 
43  相關案件參見：[清]阮元，「奏為閩省獲解江西朱毛俚逆案內得受憑票餘犯審明定擬具奏」，

嘉慶二十年三月八日，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宮中檔奏摺及軍機處檔摺件》，編號 01848。[清]

馬慧裕，「奏報盤獲形跡可疑自認朱毛俚案內逸犯並審訊該犯大概供詞及查辦緣由」，嘉慶

二十年八月二十四日，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宮中檔奏摺及軍機處檔摺件》，編號 019669。[清]

張映漢，「奏為應山縣盤獲妄認朱毛俚案內逆犯江得明捏供妄認一案」，嘉慶二十一年四月

二十五日，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宮中檔奏摺及軍機處檔摺件》，編號 04724。[清]衡齡，「奏

覆緝拿逆犯朱毛俚情形」，嘉慶二十一年五月二十二日，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宮中檔奏摺

及軍機處檔摺件》，編號 047680。 
44  [清]周之琦，「覆奏朱毛俚係嘉慶十九年江西省奏辦逆案內通緝要犯仍飭隨時查辦理由(摺

片)」，道光十三年二月十七日，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宮中檔奏摺及軍機處檔摺件》，編號

062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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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王會隴習教一案，當時有朱彥輔假冒朱毛俚一事已被查明，因此認為這件

事的流言可能使王泉之產生誤解。45 又如安徽巡撫鄧廷楨也質疑王泉之未有

實證的指控，恐平添滋擾。46 後，道光皇帝下諭指示陶澍將王泉之調赴省

城嚴加究詰， 後陶澍奏報王泉之是基於「欲圖獲犯，自附於除莠，急公之

義，而不知措詞過激，已鄰迂謬」之過，建議交部察議處。47 

如前述，朱毛俚一案延宕多年未能破案，引起統治者的重視。對於地方

官遲遲未能捕獲朱毛俚，嘉慶帝曾批示重話：「再不就獲，於心安乎？」甚

至指責：「汝等食何國之祿，即自思之。」48 江西等省地方大員極力偵查，

雖然依舊無法尋得朱毛俚的行蹤下落，但是在奏摺中強調委派能幹員弁「改

裝易服」深入地方訪查，並且使當地鄉民曉知窩藏匪徒的嚴重性，因此當地

居民也緊繃神經，乃至他們「有疑及改裝之委員，口音不對、來歷不明，反

加盤詰者。」49 在這樣的氛圍下，一旦有外來人士出入，通常容易受到當地

居民的注意而遭到官兵的盤詰，而嘉慶、道光朝的幾次圍捕江西賣藥人的官

方行動，即是在這樣的時間點下展開。 

(三) 官方擴大對賣藥人的搜捕行動 

朱毛俚案起於嘉慶十九年下旬，直到嘉慶二十年、二十一年，不但未能

捕獲首犯朱毛俚本人，甚至坊間謠言頻出，擾亂官方的查緝行動，特別是與

朱毛俚案有關聯的地域──江西與直隸，前者是朱案起源處，後者是京城所

在，這兩地的官民自然是對外來者格外謹慎注意，而地方官搜捕賣藥人的行

                                                        
45  [清]陶澍，《陶雲汀先生奏疏》，收入《續修四庫全書》，據清道光八年刻本，498(47)，「覆奏

查無朱毛俚踪跡摺子」，頁 4。 
46 「稱福建汀州、建陽等府為朱毛俚潛藏熟徑，又稱(安徽)潁州府為逋逃之處，忽閩忽穎。」

參見 [清]鄧廷楨，「奏為遵旨確查潁州府屬並無朱毛俚蹤跡恭摺覆奏仰祈聖鑒事」，道光十

三年三月十一日，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宮中檔奏摺及軍機處檔摺件》，編號 062665。 
47  [清]陶澍，《陶雲汀先生奏疏》，52，「查訊寧都州王牧稟挐朱逆各情摺子」，頁 27a。 
48  [清]百齡，「奏報查拿江西贛州府匪犯朱毛俚情形」，嘉慶二十一年五月十六日，國立故宮博

物院藏，《宮中檔奏摺及軍機處檔摺件》，編號 047526。 
49  [清]阮元，「奏報連日密緝傳佈不法字跡匪徒情形(附件：奏嚴緝逆犯朱毛俚等情形片)」，嘉

慶二十年五月十日，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宮中檔奏摺及軍機處檔摺件》，編號 018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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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就是在這風聲鶴唳的緊張氣氛下進行。 

早始於嘉慶二十一年五月直隸提督徐錕奏報四月二十九、三十日唐三

營稟報拿獲董建中等十四人，其後又有昌平州報告拿獲周登柳等十一人，皆

是江西建昌縣賣藥人。50 同年六月初八日，徐錕奏報遵化州拿獲江國林等二

十七名賣藥人。51 不到一個月間，直隸一省就逮捕「形跡可疑」賣藥人達五

十二名，因而引起嘉慶帝的注意。不僅如此，同年六月十九日，據直隸總督

那彥成(1764-1833)奏報，五月初六日在正定縣也有兩次官方逮捕行動，一是

拿獲蘇文彬等十四人，另一是拿獲魏秀章等十人，計二十四名賣藥人，也都

是江西建昌縣民。52 

這些遭逮捕的賣藥人的共同點除了皆為江西建昌縣人，還有其它讓官方

起疑的原因，包括：1.雖然彼此未曾約定，但是外出時間多是春去夏返、秋

去冬回的循環。2.目的地都選擇往北方省分，甚至刻意繞過京城，專走僻鄉，

冒險往關外販售藥物。3.人數眾多，形跡可疑。4.賣藥獲利甚微，卻能支持

長途貿易的支出。5.隨身攜帶不明成分的藥物，恐有違法意圖。53 由於此時

正值直隸與江西地方官員追查朱毛俚下落無獲，而命令下屬員弁加強盤查可

疑人物的敏感時刻，因此這群來自江西、四處遊走的賣藥人自然容易被官方

視為朱毛俚的同夥。嘉慶帝也下達仔細審訊的命令，在諭旨中囑咐辦案官員

「當檢察朱毛俚原卷內逸犯」，並且調查這些賣藥人「與逆犯朱毛俚案內有

                                                        
50  [清]徐錕，〈奏為拏獲江西出口賣藥人多名情節可疑請究辦事〉，嘉慶二十一年五月十九日，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文獻編號：04-01-01-0563-023。 
51  [清]徐錕，〈奏報盤獲江西人江國林等在街賣藥形迹可疑解交刑部審訊事〉，[嘉慶二十一年

六月初八日]，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文獻編號：04-01-01-0563-058。 
52  [清]那彥成，〈奏為拏獲江西人蘇文彬等在正定等處賣藥經訊遞解回籍請敕下江西提訊事〉，

嘉慶二十一年六月十九日，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文獻編號：04-01-01-0563-063。 
53  [清]徐錕，〈奏報拏獲江西出口賣藥人董建中等解部究辦事〉，嘉慶二十一年五月十九日，《宮

中檔奏摺及軍機處檔摺件》，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文獻編號：047588。[清]徐錕，〈奏為拏獲

江西出口賣藥人多名情節可疑請究辦事〉，嘉慶二十一年五月十九日，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

藏，文獻編號：04-01-01-0563-023。[清]那彥成，〈奏為拏獲江西人蘇文彬等在正定等處賣

藥經訊遞解回籍請敕下江西提訊事〉，嘉慶二十一年六月十九日，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

文獻編號：04-01-01-0563-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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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干涉」。54 即使後來嘉慶帝認為審問時「亦不必專向朱毛俚一案推求」，但

仍指示官員必須調查是否有別情，認為「或這縣另有為匪不法之徒主使該犯

等，假賣藥為名，分夥遠出探聽消息」的可能性。 

經過刑部、直隸總督與江西巡撫的反覆審訊，以及蒐集當地鄉鄰保甲的

證詞，得以釐清不少案情疑義之處。首先，關於賣藥人外出的時間和行經路

線。由於建昌縣山多田少，多數民家耕種收入不敷家人食用，於是當地男性

每年帶藥外出販賣，春、秋季出發，夏、冬季返鄉，好處是「賺得些利息，

尚可剩回養家；即使生意平常，總度得自己衣食，免於在家坐食」。因為著

眼於賣藥取利，所以「出外時亦無一定去向，在途探聞何處年景豐收，即群

往趨利」55、「無論口內、口外，路上探得何處年歲豐收，就往何處售賣」、「四

川、浙江等省亦皆前去，並非專往北路口外」。56 至於為何專走僻鄉，官員

分析「京城大字號藥舖甚多，伊等攜帶之藥必無人向買」57，認為賣藥人以

為京城內醫藥市場競爭大，恐無利可圖，刻意繞過京城；另一方面，偏僻鄉

村乃至關東及口外的藥舖少，當地民眾對藥物的需求量高，再加上關東及口

外的食用支出較他處便宜。58 如此一傳十，十傳百，賣藥人之間交換資訊，

像是涂本金供述：「聽得北邊口外食用賤，賣藥可以多購錢」，江西建昌賣藥

人紛紛往北方尋覓更好的賣藥商機。 

其次，有關賣藥人外出賣藥的動機與獲利程度。據賣藥人供稱在家鄉販

售膏藥僅賺得錢十六、七文，但是若在關東一帶則可賣到錢三十餘文的價

                                                        
54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嘉慶朝上諭檔》，嘉慶二十一年五月二十九日，21，總頁 243-244。 
55  [清]崇祿，〈奏報審訊江西賣藥人董建中十四名及道士安飛一名情形〉，無年月，國立故宮博

物院藏，《宮中檔奏摺及軍機處檔摺件》，文獻編號：047710。 
56  不具奏人，〈直隸初次拏獲之董建中等保甲族鄰清供〉，無年月，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宮中

檔奏摺及軍機處檔摺件》，文獻編號：047956。 
57  [清]崇祿，〈奏報審訊江西賣藥人董建中十四名及道士安飛一名情形〉，無年月，國立故宮博

物院藏，《宮中檔奏摺及軍機處檔摺件》，文獻編號：047710。 
58  不具奏人，〈奏為遵旨詳訊江西建昌縣賣藥人周登柳等情形事〉，[嘉慶二十一年六月十四

日]，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文獻編號：03-2481-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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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59 賣藥人的具體營利數字，可從周登柳的供述得知，如下所示： 

 

從前每往關東一次，俱積銀四、五十兩回家。(嘉慶)十五、十六年買

賣好，積銀一百二十餘兩。十七年……八月內曾將銀三十餘兩交同縣

大方村賣藥人董連會帶回家去。十八年八月內，又將銀十四兩交大壠

村人戴佐正帶回家去。60 

 

並非只有周登柳一人，其他賣藥人如江崇豹、趙章陽等也都提出類似的供

詞。可知對於江西賣藥人而言，出外賣藥相較於從事其他職業能得到較多的

收入，是營生的 佳選擇，就算是江西官員也不得不承認賣藥已是建昌縣民

人長久以來維持生計的方式，因此在報告中提到： 

 

緣該縣地小人多，生理艱難，若在家顧給人做長工，每年止得工食(銀)

七二錢、四五千文，出外賣藥總可積銀十兩、八兩到家，或遇買賣好

時，所餘尚不止，所以各省都有，建昌人賣藥由來已久。61 

 

江西賣藥人的活動，早在雍正、乾隆朝就已經出現，雖然受到官方不斷禁制，

但是直到嘉慶朝仍可見他們的行蹤，可見官方禁令無法達到嚇阻的作用。 

後，讓官方 警戒的問題是這群賣藥人的「葫蘆裡究竟賣什麼藥」？

官方搜索賣藥人的行李和藥箱，發現除了醫書、藥物外，並未能找出與秘密

宗教有關的物件。如直隸總督徐錕搜查賣藥人董建中的藥箱，起出「膏藥、

眼藥，並有黎峒、蘇合等丸」，並且命令醫士「咀嘗藥味」確認是否為「尋

                                                        
59  不具奏人，〈涂本金供詞單〉，嘉慶二十一年六月二十六日，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宮中檔奏

摺及軍機處檔摺件》，文獻編號：047861。 
60  [清]崇祿，〈奏報審訊江西賣藥人董建中十四名及道士安飛一名情形〉，無年月，國立故宮博

物院藏，《宮中檔奏摺及軍機處檔摺件》，文獻編號：047710。 
61  不具奏人，〈奏為遵旨詳訊江西建昌縣賣藥人周登柳等情形事〉，[嘉慶二十一年六月十四

日]，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文獻編號：03-2481-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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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藥料」。62 其中「膏藥、眼藥」所指的是流傳於建昌縣普遍為當地民眾熟

知的「萬應無憂膏」與「光明眼藥」。據當地保甲供稱：「各膏丸內並無貴藥」，63 

其中萬應無憂膏是用香(蔴)油和黃丹熬製而成，光明眼藥則是用冰片、硼砂、

麝香和蘆甘石配合而成。64 由於「藥料不貴，製造亦易」65，賣藥人不但可

以先行在家調製，並且出外賣藥途中，還能在「賣完之後，即隨地購買藥材，

自行熬煮配合」。66 

隨著調查越深入，官方查獲的賣藥人數目越多，除了董建中等五十二名

之外，發現還有八百零六名賣藥人在直隸活動，「皆係沿習舊俗，四出賣藥

營生之人」。67 江西巡撫阮元在確認這群賣藥人並無涉及秘密宗教的活動，

並且當地民人外出賣藥確實久為其習俗，因此建議將這群賣藥人遞解回鄉，

由保甲收管嚴看，同時發布告示，曉諭當地民眾「嗣後賣藥營生，南省一帶

原不所禁，切勿再來北省近畿地方，免致又遭盤詰」。68 

從上述來看，江西省及其鄰省一帶長久以來的外出賣藥傳統，是在幾個

條件下形成：本地經濟發展條件的限制，促使男性放棄務農另尋生計；膏藥

和眼藥的製作簡便、成本低廉，作為販售的商品，賣藥人在長途貿易過程中

                                                        
62  [清]崇祿，〈奏報審訊江西賣藥人董建中十四名及道士安飛一名情形〉，無年月，國立故宮博

物院藏，《宮中檔奏摺及軍機處檔摺件》，文獻編號：047710。 
63  不具奏人，〈直隸初拏獲之董建中等保甲族鄰清供〉，無年月，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宮中檔

奏摺及軍機處檔摺件》，文獻編號：047956。 
64  [清]德文，〈奏為查明江西人董連芬等在岫岩開設藥舖與刑部訊錄董建中等供詞相符事〉，嘉

慶二十一年六月十九日，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文獻編號：04-01-01-0563-055。 
65  不具奏人，〈直隸初拏獲之董建中等保甲族鄰清供〉，無年月，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宮中檔

奏摺及軍機處檔摺件》，文獻編號：047956。 
66  [清]那彥成，〈奏為拏獲江西建昌縣江國林等七名形迹可疑人犯交刑部辦理事〉，嘉慶二十一

年六月初十日，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文獻編號：03-2481-018。 
67  [清]阮元，〈奏為遵旨收管並嚴諭江西建昌縣賣藥人北省直隸一帶段不准來事〉，嘉慶二十一

年閏六月二十二日，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文獻編號：04-01-01-0563-005。[清]阮元，〈奏

為確查直隸續獲建昌賣藥民人江國林等平素並無為匪不法並該縣實無匪徒主使出外事〉，嘉

慶二十一年六月二十七日，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文獻編號：04-01-01-0563-056。 
68  [清]阮元，〈奏為遵旨收管並嚴諭江西建昌縣賣藥人北省直隸一帶段不准來事〉，嘉慶二十一

年閏六月二十二日，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文獻編號：04-01-01-0563-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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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能隨時補充藥品的存量；賣藥人瞄準的市場是醫療資源缺乏的窮鄉僻壤，

針對當地的醫療需求進行治病賣藥，往往能將手中的藥品賣得不錯的價格。 

四、賣藥人的來歷、藥品與行銷手法 

(一) 亦商亦醫的賣藥人 

前面章節提到的幾則官方搜捕賣藥人案件，多起因自地方官懷疑賣藥人

身懷異術，可能威脅當地治安所致。其實，漂泊不定、擅長幻術乃至騙術的賣

藥人形象，在清代以前已不乏得見於筆記、小說中，如宋代《太平廣記》收錄

幾則賣藥人的故事，其共同特徵為：或道或仙、藥效靈驗以及來去無蹤。69 到

了明清時期，故事中賣藥人的神仙形象逐漸淡去，取而代之的是強調賣藥人

施展幻/騙術遭人揭穿的情節，如紀昀(1724-1805)《閱微草堂筆記》記載兩則

故事：一則是紀昀聽聞一遊僧假借佛像顯靈的騙術來賣藥；另一則是紀昀與

同事陳題橋商討如何處置一名被懷疑施行妖術的賣藥道士， 後是由駐烏魯

木齊將軍溫福(？-1773)建議，應該此人「盤詰搜檢」，若查無犯罪實證，應

該「遞回原籍，使勿惑民」。70 像這樣地方官對於賣藥人的警戒，亦時而見

於地方官頒布的告示，如田文鏡〈弭盜要法〉，文中提醒百姓注意流民偽裝

潛入鄉里，其偽裝方式就包括「借名遊方，打拳賣藥」等，並告誡民眾遇有

此等人「亦應公舉，立為驅逐」。71 

同為醫療市場的競爭者，一般醫者自然也不會對賣藥人抱持友善態度，

他們往往質疑賣藥人的藥品、醫術乃至醫德。如清人潘楫《醫燈續熖》引用

                                                        
69  [宋]李昉(1995)，《太平廣記》，北京：中華書局，(12)，頁 80-82、(27)，頁 180-181、(37)，

頁 236-237、(82)，525(85)，頁 554。 
70  [清]紀昀(1995)，《閱微草堂筆記》，上海：上海古籍，(17)，頁 323-324。相似的故事情節亦

見於[明]謝肇淛，《五雜俎》收入《筆記小說大觀 八編》(臺北：新興書局，1975)，(6-7)，

卷 6，頁 8。[明]馮夢龍(2010)，《古今譚概》，北京：中華書局，〈譎智部第 21．易術〉，頁

257。 
71  [清]戴肇辰(2000)輯，《學仕錄》收入《四庫未收書輯刊》，北京：北京出版社，26(7)，田文

鏡〈弭盜要法〉，頁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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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醫者陳嘉謨《本草蒙荃》提醒民眾向賣藥人買藥的警語，謂：「醫藥貿

易多在市家」、「賣藥者兩眼，用藥者一眼，服藥者無眼」，直指賣藥人其實

明白所持藥材的真偽與否，但是為了取利而不擇手段，例如將「古壙灰云死龍

骨」、「熬廣膠入蕎麥作阿膠」，因此他警告民眾購買藥物時「不可不防」。72 由

此可知，醫者並不否認有些賣藥人是具備一定程度的醫藥知識，只是在利益

導向下惡用了這些知識。不過，身處在競爭激烈的醫療市場中，醫者對於賣

藥人的評價可能多少帶有貶低的傾向，並藉此抬高自己的身價。為了更瞭解

賣藥人的屬性與活動，筆者接下來將採用清代官方搜捕賣藥人的過程中留下

的紀錄，如賣藥人的口供，作為本文分析賣藥人的醫藥知識來源與販賣藥品

的手法之重要材料。73 

從檔案紀錄可知，賣藥人的來歷不只是來自江西，其實各省都有，並且

遊走四方，行蹤不定。他們雖然具備商販性質，但是背景多元，具備的醫藥

知識程度也不一，如來自山東利津縣的劉興隆本名王通，供稱：「本不知醫，

                                                        
72  [清]潘楫，《醫燈續熖》，收入《續修四庫全書》，據清順治潘氏陸地舟刻本，998(20)，頁

20b-21a。陳嘉謨《本草蒙荃》的原文是：「醫藥貿易多在市家，辨認未精，差錯難免。諺云：

『賣藥者兩只眼，用藥者一只眼，服藥者全無眼』，非虛語也。」參見[明]陳嘉謨，《本草蒙

荃》，收入《續修四庫全書》，據明萬曆元年周氏仁壽堂刻本，991，〈總論．貿易辨真假〉，

頁 2b-3a。另外，此句也出現在[清]杜文瀾輯，《古謠諺》，收入《續修四庫全書》，據清咸豐

十一年曼陀羅華閣刻本，1602(38)，〈陳嘉謨引諺〉，頁 3b-4a。 
73  關於討論清代民間醫療行為等議題所用的文獻資料，利用刑科題本、奏摺等檔案有別於醫

書、醫案的不同點，在於官員是以案件相關人士的口供當作證據，作為他們提出觀點或建

議的支持。以搜捕賣藥人的案件來看，官員為了證明被逮捕的人犯確實是從事賣藥行為，

因而提出相關的證據，如人犯攜帶的藥品成份與販藥活動等描述，這些都有助於我們瞭解

清代賣藥人的性質。有關清代題本或審判紀錄的作成、書寫與利用，參見唐澤靖彥(1995)，

〈話すことと書くことのはざまで—清代裁判文書における供述書のテクスト性─〉，《中

国：社会と文化》，10，東京，頁 212-250。Robert E. Hegel (2004), “Imagined Violence：

Representing Homicide in Late Imperial Crime Report and Fiction”, 《中國文哲研究集刊》，25，

臺北，頁 61-89。另外，筆者也曾利用清代刑科題本探討清代民間破傷風療法的變化，在該

文的前言中說明檔案文獻如何有助醫療議題的討論。吳靜芳(2017)，〈清律「原毆傷輕，因

風身死」例的成立與變化〉，《東吳歷史學報》，37，頁 67-75。吳靜芳，〈清代前期(1723-1820)

民間傷口處理與破傷風治療─以鬥毆因風身死案為中心的分析〉，頁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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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通照成方，買備膏藥、麫藥帶著，抄錄藥方」，依靠的是出自開設藥舖的

父親王添佐，曾經留下幾個藥方和一些剩餘成藥，於是得以藉此「出外賣藥，

希圖剩餘餬口」。74 又如湖北黃安縣的鍾宗泰供述，嘉慶二十二年借了監生

梅勝福的資本，與親戚姚盛烈合夥在陝西開設布匹、燒鍋店舖。不久兩人拆

夥，他回到湖北，隔年開始改業賣藥。75 還有，江西建昌賣藥人董建中其族

祖董連芬、周登柳其堂叔周俊琩，都是在關東廣寧縣開設藥舖，而董建中、

周登柳各自也曾終年駐留藥舖，以進行賣藥活動。76 

清代醫家徐大樁主張行醫之人所用之藥必須自備，謂：「北方人稱醫者

為賣藥先生，則醫者之自備藥可知」，認為醫者需要瞭解藥材屬性，才能分

辨市販藥材之真偽，以避免「醫者與藥不相謀，方即不誤，而藥之誤多」的

情況。77 相較之下，賣藥人是以販售成藥為主，大多未提供診視的服務，這

對於以正統自居的醫者而言，賣藥人從事得比較像是商業行為，因此並不要

求賣藥人要有一定程度的醫藥知識，即如徐大樁所言：「賣藥者不知醫，猶

之可也。」78 雖然如此，其實不表示賣藥人只是一群只購置成藥而不懂醫術

的商販，從口供紀錄來看，他們其中仍有學醫出身者，例如江西建昌縣人熊

徵相自述：「曾學醫治眼目，據照藥方配有眼藥」。79 可知即使是具有醫術、

懂得配藥的人，若身處於「疾病急巫而後醫」的氛圍，80 或是「地小人多」

高度競爭的環境，使得醫藥生意「營運艱難」的情況下，選擇出外赴各省沿

                                                        
74  [清]富俊，〈奏聞拏獲賣藥騙錢形跡可疑人犯劉秋開等由〉，嘉慶二十一年閏六月十二日，國

立故宮博物院藏，《宮中檔奏摺及軍機處檔摺件》，文獻編號：048062。 
75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道光朝上諭檔》，道光八年七月初一日，33，總頁 160。 
76  [清]德文，〈奏為查明江西人董連芬等在岫岩開設藥舖與刑部訊錄董建中等供詞相符事〉，嘉

慶二十一年六月十九日，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文獻編號：04-01-01-0563-055。 
77  [清]徐大樁，《醫學源流考》，收入劉洋主編(2015)，《徐靈胎醫學全書》，北京：中國中醫藥

出版社，卷上，〈醫必備藥論〉，頁 136。 
78  [清]徐大樁，《醫學源流考》，卷上，〈醫必備藥論〉，頁 136。 
79  [清]富俊，〈奏聞拏獲賣藥騙錢形跡可疑人犯劉秋開等由〉，嘉慶二十一年閏六月十二日，國

立故宮博物院藏，《宮中檔奏摺及軍機處檔摺件》，文獻編號：048062。 
80  [清]陳惟清等修，閔芳言等纂，《建昌縣志》，(1)，〈風俗〉，總頁 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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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售藥也不失為有效的謀生方式。81 又如湖北黃安賣藥人李朝柱供述「自幼

習醫」，與同行的戴崇林「均係診脈治病」。至於遊走他省搖鼓賣藥的原因，

在於：「本處向來習醫人多，難以糊口，是以分赴各省兼帶搖鼓，俾人知係

賣藥，便於出售」。82 於是這群賣藥人肩挑藥箱，開始遊走四方，成為人們

口中的「過路醫生」。83 

究竟這些亦商亦醫的賣藥人如何推銷藥品？若參考清代醫者趙學敏編

寫《串雅》，僅能得知走方醫的藥方、用藥與道具，而未能了解走方醫的販

藥手法。不過，我們從一些保存至今的傳統中國民間醫療抄本，能獲得這方

面的訊息。如德國柏林國立圖書館普魯士文化遺產基金會收藏大量自 16 至

20 世紀中國民間醫療抄本，其中 881 冊抄本的內容已經由文樹德(Paul U. 

Unschuld)與鄭金生(Zheng Jinsheng)整理分類、摘要解說並且出版於世；84 另

一方面，在德國柏林國立圖書館普魯士文化遺產基金會網站所列資料庫，則

可見到約 300 餘冊抄本的圖像全文。85 當中收有幾部關於鈴醫(走方醫)的抄

本，像是前輩教導後輩的教戰手冊，記載鈴醫的宣傳招術與藥物種類。例如

《鈴醫手冊》載有「賣藥算掛，全憑說話」，提醒從業者賣藥時具備說話技

巧的重要性。86 又有《行醫知要》記有「單(彈)打無命鳥，此藥專治有緣(人)」

                                                        
81  不具奏人，〈江國林供詞單〉，嘉慶二十一年六月二十六日，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宮中檔奏

摺及軍機處檔摺件》，文獻編號：047855。 
82  [清]楊國楨，〈奏為遵旨查明黃安縣人周正歷等並無在豫煽惑習教事〉，道光八年九月十四

日，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文獻編號：04-01-01-0700-051。 
83  [清]阮元，〈奏為確查直隸續獲建昌賣藥民人江國林等平素並無為匪不法並該縣實無匪徒主

使出外事〉，嘉慶二十一年六月二十七日，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文獻編號：

04-01-01-0563-056。 
84  Paul U. Unschuld and Zheng Jinsheng (2012), Chinese Traditional Healing: The Berlin 

Collections of Manuscript Volumes from the 16th through the Early 20th Century, Leiden: Brill 

Press. 
85  德國柏林國立圖書館普魯士文化遺產基金會，網址：http://staatsbibliothek-berlin.de/en/ 
86  Paul U. Unschuld and Zheng Jinsheng (2012), Chinese Traditional Healing: The Berlin 

Collections of Manuscript Volumes from the 16th through the Early 20th Century, Volume Two, 

1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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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治病莫疼錢，疼錢(命)不全」，用來說服民眾掏錢購買成藥，同時為了強

調自己的藥方並非來路不明，也特意誇大藥材來源，如介紹外敷膏藥的成

分，說道： 

 

諸般藥性不同，各人修合如意。有賣的青膏、白玉膏、黑虎膏、百應

膏、紫玉膏。弟這賣藥，你們知道我是甚麼熬的？我要不說，你們不

能知道。……太安州真天麻，善能除風，……；牝其(波斯)國有麒麟

血(竭)，專治瘡癰，……。87 

 

生動地反映走方醫以販藥謀生，編造韻文以吸引買客的情況。還有《成都鈴

醫書》記錄了自我介紹的說法，如「弟胸中無有實學，也不敢擅遊江湖」、「弟

初到貴境，話不說不明，鼓不打不響。說話與知人，送飯與饑人。寶劍賜烈

士，紅粉賜佳人」等，無非刻意宣傳自己的技術與藥品之靈驗，以搏得民眾

的信任。甚至若有民眾問道：「你的羔(按原文)丹丸散或是施送？或是要錢？」

則可回答：「我乃貧民百姓，如何敢言施送二字，……，該當所得謝禮的，

取個謝禮也無害」，表明自己賣藥取財的正當和合理。88 

(二) 賣藥人持有的藥品特性：以光明眼藥為例 

由於延醫治病所費不貲，特別是在窮鄉僻壤，醫療資源更是短缺，那麼

這些地方的百姓若遇到小痛小病，該如何處理？據王靜的研究指出「牙病、

眼病、蟲積」是日常可見的疾病，因為無立即致命的危險，所以患者也不積

極尋醫求診，而這正好成為走方醫的商機所在。89 例如《串雅》提到走方醫

                                                        
87  Paul U. Unschuld and Zheng Jinsheng (2012), Chinese Traditional Healing: The Berlin 

Collections of Manuscript Volumes from the 16th through the Early 20th Century, Volume Two, 

1452. 
88  Paul U. Unschuld and Zheng Jinsheng (2012), Chinese Traditional Healing: The Berlin 

Collections of Manuscript Volumes from the 16th through the Early 20th Century, Volume Three, 

2089-2091. 
89  王靜(2013)，〈清代走方醫的醫術傳承及醫療特點〉，頁 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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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提供的醫療服務：「有四驗，以堅信流俗，一取牙，二點痣，三去翳，四

捉蟲，俱憑藥」。90 其中「去翳」是指眼疾的一種，既然這是走方醫的重要

業務之一，不無反映民間實有治療眼疾的需求。 

不僅是走方醫，賣藥人也能提供治療眼疾的服務。從搜捕賣藥人的案件

記錄可見到這些賣藥人所持藥品之一就是眼藥，而且多是外用點眼藥。此

外，在民間抄本也能見到不少外用點眼藥的記載。那麼，賣藥人所持眼藥有

何特性？以下舉「光明眼藥」為例進行討論。 

清代醫者沈金鰲參考歷代醫書，將眼疾成因分為三大項：一是內障，與

肝、腎功能失常有關，可細分 23 種症狀；二是外障，與足三陽病有關，可

細分 27 種症狀；三是翳膜，主要出於「肝受風熱成病」，造成眼部內外產生

遮蔽視線之物，可細分 14 種症狀。91 又如醫者黃庭鏡在《目經大成》謂：「蓋

目為人身至寶，匪明則無以作哲，古立專科有以也」，說明眼睛的重要以及

眼疾的難治，是以眼科古來即形成一門專科。92 同書也分析導致眼疾的十二

種原因，包括：風、寒、暑、濕、厥鬱、毒、瘧、胎產、疳積、痘疹，還有

「他因」如用眼過度，以及「無因」如飲食不節、嗜慾過度，導致「目不應

病而病」。93 然而，由於眼疾之難治，因此民間也流傳著「眼不醫不瞎」的

俗諺，對此，醫者黃庭鏡加以駁斥，他引用前代醫者如明代傅仁宇的說法進

行論辯，謂：「華陀立眼科，拯後世之昏盲，有是病即有是藥，藥猶未能中

病，焉有不藥而自愈者也？」94 接著提到民間之所以會流行這句俗諺，正反

                                                        
90  [清]趙學敏，《串雅》，〈緒論〉，頁 2a。 
91  [清]沈金鰲(2015)，《雜病原流犀燭》，收入田思勝主編，《沈金鰲醫學全書》，北京：中國中

醫藥出版社，(22)，〈目病源流〉，頁 416-424。 
92  [清]黃庭鏡，《校刊目經大成》，收入《續修四庫全書》，據山東省圖書館藏清嘉慶二十二年

達道堂刻本影印，1018，〈自序〉，頁 1。 
93  [清]黃庭鏡，《校刊目經大成》，(2 上)，〈十二因〉，頁 1-22。 
94  [清]黃庭鏡，《校刊目經大成》，(1 下)，〈眼不醫不瞎辨〉，頁 33a。其原文出自明代醫者傅仁

宇的《傅氏眼科審視瑤函》，文云：「華陀立眼科，憂後世之盲瞽，有是病必有是藥，藥而

猶難即愈，未有不藥而愈者也」。[明]傅仁宇，《傅氏眼科審視瑤函》，收入《續修四庫全書》，

據湖南省圖書館藏明崇禎十七年刻本，1017(1)，〈眼不醫必瞎辨論〉，頁 10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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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民眾吝惜錢財而不願謂其家人、奴僕治療眼疾的實況，黃庭鏡用嚴厲的措

辭，指責這樣的人是不仁、不孝，識見狹隘的獨夫。95 

上述提到醫者黃庭鏡按外感、內傷等因素，把導致眼疾的原因分作十二

類，對應在療法上也有不同的方式，文云： 

 

蓋病分內、外治，有輕、重。內症已成，外象都無，不必點，惟以服

藥為主。假初起輕發，不過微邪，邪退之後，又為餘邪，點固可消，

服藥夾攻亦可。若內病方殷，外症又險，必須標本合理，故點、服俱

行。96 

 

黃庭鏡又進一步強調眼疾雖然難治，但是若醫者善於診視，懂得「伐標仍審

本，顧本勿忘標」，就不會落入「痴」、「愚」的窘境，而能成為內外兼理的

良醫。97 

一般來說，醫者藉由望聞問切四診，體察患者的眼疾病因，施以外點、

內服俱行的療法，本是一種理想狀態。然而，對於賣藥人來說，可能限於醫

藥知識或醫技的不足，或著眼於快速回收成本、增加營收等目的，如此一來，

點眼藥才是他們營生的好商品。在德國柏林國立圖書館普魯士文化遺產基金

會藏民間抄本中，可見到賣藥行醫人為了吸引觀眾購買眼藥，在宣傳時強調

眼疾帶來日常生活的諸種不便，如晚清抄本《鈴醫手冊》寫道： 

 

眼科之症，比不得別得症候，舉目分毫，望之千里。常言說：「天憑

日月，人憑眼目。天無日月，混沌不分：人無眼目，視物不明。秀才

無眼，不能科舉；種農人無眼，不能種地：綉女無眼，不能秀(按原文)

花；買賣人無眼，不能上市。98 

                                                        
95  [清]黃庭鏡，《校刊目經大成》，(1 下)，〈眼不醫不瞎辨〉，頁 33b。 
96  [清]黃庭鏡，《校刊目經大成》，(1 上)，〈點服之藥用須適宜說〉，頁 41b-42a。 
97  [清]黃庭鏡，《校刊目經大成》，(1 上)，〈點服之藥用須適宜說〉，頁 41b-42a。 
98  Paul U. Unschuld and Zheng Jinsheng (2012), Chinese Traditional Healing: The Ber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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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鈴醫手冊》中關於眼科的部分，只提到幾部眼科專書，如《傅氏眼科》、《銀

海精微》所載眼症的分類，而未記載治療眼疾的藥方，這可能是因為《鈴醫

手冊》的抄寫者並不是為了傳授醫術，而是要教導他的讀者練習賣藥時口語

宣傳技巧，提示他的讀者若能知曉幾部眼科專書，將更能向觀眾證明所言不

虛。 

不過，在光緒七年(1881)的抄本《成都鈴醫書》中，關於眼藥的宣傳，

先是強調眼睛的重要，之後才帶出販賣的藥品名，文中提到： 

 

古人云：「天憑日月，人憑眼目，視萬物，察秋毫，無所不至。天無

日月，沌混不明；人無眼目，寸步難行。日月有時而晦者，風雲雷雨

之所致也；眼之有時失者，四氣七情之所害也，不怕內服眼目散、外

點紫金丹不能見效，只管與弟傳來，即時見效。99 

 

清末《鈴醫諸調》的抄寫者則是宣稱以下文字抄自醫書而來： 

 

兩眼觀看青天，全憑眼目治莊田；為人全指兩眼，百尺高杆射金錢。

若人無兩隻眼，十字街前哭青天。男人無眼難仲(按原文)舉，女人無眼

綉衣難。100 

 

雖然這幾部鈴醫教戰手冊的抄寫者並不在同一處，但是有趣的是這些抄寫者

談到眼睛的重要時，使用的辭彙與例子相當類似，多少反映出這些賣藥時口

語宣傳技巧，藉由輾轉抄寫成冊，打破了地域與時間的侷限，提供以行醫賣

藥維生的人們，可以利用這些內容進行宣傳技巧的訓練。 

                                   
Collections of Manuscript Volumes from the 16th through the Early 20th Century, Volume Two, 

1339. 抄 本 全 文 見 德 國 柏 林 國 立 圖 書 館 普 魯 士 文 化 遺 產 基 金 會

https://staatsbibliothek-berlin.de/ 編號 8253。(2018 年 10 月 7 日檢索) 
99  抄本全文見 https://staatsbibliothek-berlin.de/ 編號 8555。(2018 年 6 月 13 日檢索) 
100  抄本全文見 https://staatsbibliothek-berlin.de/ 編號 8811。(2018 年 6 月 13 日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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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群賣藥行醫人練習說得一口流利的台詞，目的就是要說服觀眾購買藥

品，因此在宣傳過程中藥名的提示是不可少的，如前引《成都鈴醫書》的眼

藥宣傳辭，其文末有「內服眼目散」、「外點紫金丹」等藥名。而在清末抄本

《鈴醫諸調》的〈眼科調〉中，抄寫人則是教導練習者假藉「試驗」之名，

先提供觀眾免費試點眼藥，再說服觀眾買藥。文云： 

 

差之分毫，謬之千里，這就是在家賣門面、出門賣試驗，好藥不試驗，

真假難辨。我今天代 (按原文 )來了点八寶磨雲膏，送給眾位先生

們……。眼不好的，請過來点 (按原文 )上点，試驗試驗，是不要錢的。

若点好了，給我傳個名，多賣一点就有了。101 

 

無論是在前述的幾部鈴醫書，或搜捕賣藥人的官方檔案，其中記載的眼藥是

以外用點藥居多。不過，部分醫者建議須先診斷患者眼疾的病因，再決定施

以內服或外點的藥物，如醫家黃庭鏡認為醫者避免抱持「喜點惡服」或「癖

服毀點」的偏見，唯有標本並重、內外兼顧才是治療眼疾的正道。102 然而，

對於販藥維生的賣藥人來說卻是較難實現的理想，原因可能是礙於賣藥人的

醫藥知識與醫技程度所限，也可能是賣藥人注重的是點眼藥的便於製造與攜

帶，另一方面，民眾也樂於用較少的花費來解決眼部的不適。 

在搜捕賣藥人案件的官方檔案中，可見到這群賣藥人主要販售的是一種

稱為「光明眼藥」的眼藥，是用冰片、硼砂、麝香和蘆甘石等藥材製成，據

明代醫書《攝生眾妙方》記載此方能「點百種眼疾」。103 雖然在清代醫書如

《御纂醫宗金鑒》未見光明眼藥方的記載，但是在民間抄本卻可發現一些用

類似藥材組合的光明眼藥方，例如咸豐年間抄本《醫方雜錄》收有 459 筆藥

方，其中「光明眼藥」方的製法是先將當歸、川芎、赤芍、生地黃、防風等

                                                        
101  抄本全文見 https://staatsbibliothek-berlin.de/ 編號 8811。(2018 年 6 月 13 日檢索) 
102  [清]黃庭鏡，《校刊目經大成》，(1 上)，〈點服之藥用須適宜說〉，頁 41b-42a。 
103  [明]張時徹，《攝生眾妙方》，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據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隆慶三年

馬崇儒刻本，(9)，〈眼目門〉，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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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材以水煎煮，再加入蘆甘石和冰片，浸泡後曬乾研末，使用時加人乳或涼

水點眼即可。104 又如清末《集驗良方》收錄一筆點眼方，內含蘆甘石、麝香、

冰片等點藥常見藥材，文中強調此方「功大，驗過數次，妙極」，並在藥方

之後註明「点(按原文)之立效」105 可見製作點眼藥的藥材中，蘆甘石是不可

或缺的一項，因而醫書稱之為「眼科之要藥」。106 然而，據醫書記載蘆甘石

有其繁複的煉製程序，這對一般的賣藥人來說，能否自行製作蘆甘石則不無

是個疑問，但是從上述兩部抄本來看，書中都提到蘆甘石的製法，而且這兩

部抄本都是提供大量製作藥品的藥房從業者參考之用，可知蘆甘石亦是販售

的藥品之一。如此來看，賣藥人即使不懂得蘆甘石的製法，但是透過藥房還

是能夠取得蘆甘石。107 

就筆者目前搜集的資料所及，光明眼藥方雖然罕見於清代醫書，卻可見

                                                        
104  抄本全文見 https://staatsbibliothek-berlin.de/ 編號 8270。(2018 年 6 月 13 日檢索) 不過，關

於《醫方雜錄》的性質，學者文樹德和鄭金生認為很少有私人抄本會收錄這麼多筆藥方，

推測此部抄本所收藥方的作用，可能是某間藥店用來製造和販賣成藥的範本，反映在抄本

藥方按丸、散、膏、丹來排序，以便於製藥者查找。參見 Paul U. Unschuld、Zheng Jinsheng, 

Chinese Traditional Healing: The Berlin Collections of Manuscript Volumes from the 16th 

through the Early 20th Century, Volume Two, p.1378. 
105  關於《集驗良方》的藥方組成，文樹德等認為應是源自民間經驗的傳承。參見 Paul U. Unschuld 

and Zheng Jinsheng (2012), Chinese Traditional Healing: The Berlin Collections of Manuscript 

Volumes from the 16th through the Early 20th Century, Volume Two, 1369. 抄本全文見

https://staatsbibliothek-berlin.de/ 編號 8267。(2018 年 10 月 12 日檢索) 
106  [明]傅仁宇，《傅氏眼科審視瑤函》，(6)，〈秘製點眼丹藥諸方〉，頁 52a。 
107  如晚清一間藥房「福安堂」的抄本《我製良方》，留有「光明水眼藥」與「光明干(按原文)

眼藥」的療效、藥材乃至劑量等詳細內容，對此，學者文樹德和鄭金生認為抄寫者之所以

記錄如此詳細的資訊，是為了幫助藥房的工作人員在製藥過程中，能保持藥物成份的一致

性。「光明水眼藥」的藥材包括製甘石、冰片、硼砂、射(按原文)香、牛黃、琥珀、珍珠等，

其中爐(蘆)甘石需要另外提煉，由生地、羌活等四十六種藥材煉製而成。抄本全文見

https://staatsbibliothek-berlin.de/ 編號 8263。(2018 年 6 月 13 日檢索)關於此抄本的解說，見

Paul U. Unschuld and Zheng Jinsheng (2012), Chinese Traditional Healing: The Berlin 

Collections of Manuscript Volumes from the 16th through the Early 20th Century, Volume Two, 

1359. 



穿鄉越境：清代檔案所見賣藥人的活動與行銷手法 

．29．  

於明代日用類書以及清末民間抄本的記載。108 而清末之前光明眼藥在民間傳

播的情況，又可以在搜捕賣藥人案件的官方檔案中找到蛛絲馬跡，反映實際

上光明眼藥是持續地在民間流傳著，其方式不一定是經由文字，更可能是透

過口語方式，達到跨越時空的傳播效果，使得光明眼藥方超出居家日用的範

圍，成為賣藥人穿鄉賣藥的招牌藥品。 

(三) 檔案所見賣藥人的行銷手法 

既然是普遍尋常的藥物如光明眼藥，為了達到銷售的目的，賣藥人採取

了哪些手法？乾隆末年的賣藥人案件中，戴先章因為他在招牌上貼有印花而

受到官兵的懷疑，認為這是代表秘密宗教成員內識別用的印記。實際上，印

花的由來是戴先章與堂兄戴善修「在(湖南)瀏陽縣地方，見蕭子嶺空廟牆上

貼有告示，將印花剪下黏貼藥招，并自用紅筆倣照告示式樣加圈」，目的是

「逢村張掛，希圖有人多買」。109 戴先章的本意原是為自己的藥物加上商標，

卻反而招致嫌疑。 

值得注意的是，賣藥人案件中出現「嗅/看簪治病」的特殊宣傳手法。嘉

慶朝賣藥人熊徵相與王通，相遇於嘉慶二十年十一月並決定一同賣藥，熊徵

相提議：「廣西劉姓世傳藥方出名，兩人俱改劉姓，可以多得錢文」，於是兩

人各自改名為劉徵相與劉興隆，並且「各買馬一匹，白布上提寫『廣西向武

縣人，男病只秀手指，女病只秀簪環』」，一路往遼東地區賣藥治病。可能是

廣告帶來的宣傳效果，兩人先是醫治趙姓民人為癒，又醫治陳姓民人得錢二

                                                        
108  在明代日用類書中，此方名為「九寶丹」，並註明「此神效點眼光明眼藥方」，參見[明]徐會

瀛編，《新鍥燕臺校正天下通行文林聚寶萬卷星羅》，收入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文化

室(2011)編，《明代通俗日用類書集刊》，重慶：西南師範大學，7(20)〈醫學門〉，頁 25。[明]

不著撰者，徐三友校，《新鍥全補天下四民利用便觀五車拔錦》，收入《明代通俗日用類書

集刊》，7(18)〈醫學門〉，頁 25。清代民間抄本則有《各科藥方》、《民間單方》、《藥方抄》，

抄本全文詳見：http://digital.staatsbibliothek-berlin.de/，編號：8334、8633、8779。(2018 年

10 月 12 日檢索) 
109  [清]劉峩，〈奏聞遵化州知州拏獲遊方賣藥人黃啟德等咨會江西撫臣照例辦理緣由〉，乾隆五

十二年五月二十八日，《宮中檔奏摺及軍機處檔摺件》，國立故宮博物院藏，編號：

403051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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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 後，王通獨自醫治婦人的手瘡時遭到官兵逮捕。110 

熊徵相與王通被官兵逮捕的原因，主要是他們宣稱能以「秀簪環」識病

醫治一事。從官員的奏報內容來看，「秀」應是「嗅」之意，這種藉由嗅聞

婦女簪環辨識疾病的行為，有異於醫者望色把脈的診病方式，引起官方懷疑

是否與秘密宗教的醫病傳教有關聯。不過，嗅/看婦女簪環識病醫治的手法不

只為江西賣藥人所知，鄰省湖北賣藥人也使用同樣的手法。道光八年(1828)

六月二十九日，步軍統領耆英奏報陸續拿獲三起湖北黃安賣藥人團體共十六

人，其中周正歷等五名與鍾克奇等十名搖鼓賣藥人，供認在招牌上寫著「嗅

聞婦女簪環辨識病症」的字樣，藉此宣傳賣藥圖利。111 

這群賣藥人長途跋涉自湖北經河南來到京城販賣膏藥、眼藥，本足以令

官方懷疑他們的離鄉動機，更詭異的是這群賣藥人宣稱能嗅聞簪環識病，使

地方官認為他們有「意存煽惑」的企圖。112 而道光帝也懷疑這些賣藥人是否

與四川當局追緝中的青蓮教逃犯同夥，指示湖廣總督嵩孚、湖北巡撫楊健

(1776-1843)與河南巡撫楊國楨 (1782-1849)分別深入地方訪查賣藥人的身分

與販藥活動。113 無論是道光帝還是牽連省分的官員，他們 關心的問題是：

「三起人犯各不相識，而騙人之術不約而同」的巧合，懷疑賣藥人有無涉及

習教為匪的不法情事。114 

事關參與邪教顛覆朝廷的重罪，周正歷等賣藥人堅持供稱並無師傅傳

授。其後，經過軍機章京會同刑部官員反覆審訊，賣藥人金得有才供述： 

 

                                                        
110  [清]富俊，〈奏聞拏獲賣藥騙錢形迹可疑人犯劉秋開等由〉，嘉慶二十一年閏六月十二日，國

立故宮博物院藏，《宮中檔奏摺及軍機處檔摺件》，文獻編號：048062。 
111  [清]耆英，〈奏報拏獲行跡可疑搖鼓賣藥人犯請交部審辦事〉，道光八年六月二十九日，國立

故宮博物院藏，《宮中檔奏摺及軍機處檔摺件》，文獻編號：060513。 
112  [清]耆英，〈奏報拏獲行跡可疑搖鼓賣藥人犯請交部審辦事〉，道光八年六月二十九日，國立

故宮博物院藏，《宮中檔奏摺及軍機處檔摺件》，文獻編號：060513。 
113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道光朝上諭檔》，道光八年七月初一日，33，總頁 159。 
114  [清]嵩孚，〈奏為遵旨查明黃安縣周正歷等均係賣藥並無習教為匪事〉，道光八年七月二十六

日，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文獻編號：04-01-01-0703-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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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縣有已故民人熊朝陽、袁文略等，從前在外行醫，曾捏造看簪治病

謊言，哄人獲利，是以轉相仿效，希圖多賺錢文。115 

 

後的結果是，刑部審擬將 先習得「看簪治病」之術並招攬同夥的金得有、

鍾克奇與袁紹林三人按律杖八十；追隨的周正歷等七人則依例笞四十，並將

以上人等「解交湖北巡撫，分別折責發落，交地方官嚴加管束」；袁志見等

人僅只賣藥而無看簪的賣藥人也都解送回原籍管束等處理作為結案。116 

從前述來看，嘉慶朝江西建昌賣藥人已經採取同樣的宣傳招式，而道光

朝湖北黃安賣藥人又重複同樣的手法，可知「嗅聞(看)婦女簪環辨識病症」

作為一種招攬生意的手段，誇張又帶有神祕色彩，卻在不同省分間的賣藥人

群體中流傳既廣且久，成為一種幫助賣藥人有效地吸引顧客、售藥取利的另

類「知識」，不僅以口傳方式，更藉由行動實踐的過程，在賣藥人之間不斷

地口耳相傳並且相繼仿效。 

五、結語 

明清以降，從地方醫學與惠民藥局的逐漸破敗，反映中央對地方醫療的

消極態度。雖然有士紳自主地發起慈善活動，其中包括提供醫療救助；同時，

隨著出版文化的復甦，擴大醫學入門書的刊行，促使從醫人數的增加，都是

有助於補充地方醫療的不足。然而，由於城鄉差距、貧富不均等因素作用下，

相較於城鎮，鄉村的醫療資源是相對地匱乏，而這部分往往因有賣藥人穿鄉

越境治病賣藥才稍微得到彌補。 

在江西、湖北一帶，當地男性以賣藥作為營生手段已是相沿已久的傳

統，原因在於：一是當地經濟發展受限，山多田少的地理環境下，男性與其

在家坐食，不如出外賣藥還能多得錢文：二是當地家家戶戶都流傳相同的「祖

                                                        
115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道光朝上諭檔》，道光八年八月二十日，33，總頁 225。 
116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道光朝上諭檔》，道光八年八月二十日，33，總頁 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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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藥方」，例如「光明眼藥」不但成本低廉，製作簡便且流傳甚廣，據當地

保甲供述這些藥物製法被輾轉相傳，使得在地人都曉得製造方法，117 再加上

藥材容易取得，從民間抄本紀載來看，某些藥材如蘆甘石在藥房能買藥，有

助於賣藥人於長途販藥過程中隨時補充藥材、當場製作，因此光明眼藥成為

賣藥人營生的 佳藥品。 

然而，賣藥人的一些特質，如行蹤不定、攜帶藥物、集體行動以及誇張

神秘的宣傳手法，容易使他們成為官方追緝秘密宗教逃犯的過程中首先受到

懷疑的對象，如橫跨嘉慶與道光兩朝的朱毛俚事件，由於官員遲遲未能捕獲

首犯朱毛俚，嘉慶帝的斥責也越嚴厲。在這樣的氛圍下，造成直隸、江西等

關聯省份的官民嚴密警戒外來者的出入，於是行蹤飄忽、成群結隊的賣藥人

往往容易成為直隸與江西等省分官員搜捕調查的對象。 

不過，賣藥人在經過官方反覆審訊以及鄰友里甲具保後，大多能脫離習

教為匪的嫌疑， 後他們並沒有成為官方追查秘密宗教逃犯下的替罪羊，主

要原因是官方並不是怪罪賣藥人持有、販賣藥物的行為，也不甚在意他們是

否通曉醫術，而 關注的是賣藥人集體行動的意圖，以及賣藥人的宣傳手

法，如「看簪治病」從何習得？是否為傳教手段？一旦這些問題獲得釐清，

證實賣藥人的動機與手法都是為了增加藥物銷售量所致，與秘密宗教的活動

沒有關係，更重要的是賣藥人持續保持與原鄉社區的聯結，使原鄉鄰里保甲

願意向官方提供這些賣藥人的身份保證，因此官方也沒有繼續為難賣藥人。118 

                                                        
117  不具奏人，〈直隸初拏獲之董建中等保甲族鄰清供〉，無年月，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宮中檔

奏摺及軍機處檔摺件》，文獻編號：047956。 
118  孔復禮（Philip Kuhn）以乾隆朝的割辮案引起的妖術大恐慌為例，指出當社會籠罩在妖術的

恐懼中，民眾首先攻擊的對象就是和尚與道士，原因是他們「缺乏在社區內的聯繫紐帶」，

當他們受到攻擊時，「既得不到親屬的庇蔭，也得不到社區的保護」。孔復禮（Philip Kuhn）

著，陳兼、劉昶譯(2000)，《叫魂：乾隆盛世的妖術大恐慌》，臺北：時英，頁 156、167。

另一方面，反觀本文提到的賣藥人，他們春出冬返的貿易時程循環，讓他們保持與原鄉社

區的聯結，即使外出賣藥，成為他省的外來者而引起官方認為他們與秘密宗教有關的懷疑，

但是由於這群賣藥人 終仍能得到鄉里鄰友親屬的幫助，讓他們 終順利地洗脫來自官方

的嫌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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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遊走四方的賣藥人僅在各處短暫停留，推銷成藥乃至傳播簡易醫藥知

識，不能不說對於民眾生活仍存在影響，像是誘拐案犯人取得的麻藥或迷

藥，與賣藥人不無關係，究竟麻藥或迷藥如何流入一般民眾的生活中，乃至

成為犯案工具？這部分將是筆者未來將進一步探索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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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ossing Borders: The Activities and  
Marketing Methods of Drug Vendors Documented  

in Qing Dynasty Archives 

 

 

Chin-Fang Wu 
 
 

Abstract 
 

As the royal court of the Qing Dynasty lowered its concern for local medicine 

treatment, the resources allocated for local medicine and pharmacies gradually 

diminished, resulting in a lack of basic medical resources. Costs for private doctors and 

pharmaceutics services became excessively expensive, causing in reluctance of the 

public in seeking medical services. As a result, many turned to drug vendors for help, 

who provided medicine that were both cheap and ready-made. The activities of drug 

vendors were reflected in the archive records of drug vendor arrests of the ruling era 

from Yongzheng Emperor to Daoguang Emperor. This study uses government archives, 

medical records and manuscripts of the public, to first provide a descriptive account of 

major drug vendor arrests, to understand the royal court’s attitude towards them. 

Secondly, this study will analyze the background, motive of selling drugs as well as the 

properties behind their medicine. Lastly, it will review the promotional methods and 

tools used by drug vendors, in hopes of attaining a more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the activities and images of these border-crossing, nomadic vendors. 
 
 

Keywords: Qing Dynasty, Medical Treatment, Drug Vendors, Eye Dro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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