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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脈波圖形分析：資料形成問題與時域分析法 

 

3.1  前言 

    在本章中，筆者主要討論的汪叔游脈波實驗的實驗問題。汪叔游藉由其自製

的脈診儀來為中醫脈診奠定其公開性和客觀性的基礎，可說在初步上暫時解決主

體際性的問題（先不論解決得好或壞）。然而，汪叔游的企圖基本上乃是筆者所

說的客觀描述徑路（筆者將在之後敘述），也就是冀望藉由脈診經驗的客觀化，

獲取客觀經驗資料，進一步證實中醫脈診理論以及相關理論。因此，根據汪叔游

的研究來說，中醫脈診理論乃是其實驗所欲測試的理論。不過，原則上，筆者必

須將整個實驗證實過程分割為二：首先，乃是確立中醫脈診二十八脈的分類標準

和檢驗程序；其次，乃是證實病證與二十八脈之間的相關性或是因果關係。 
    第一個步驟，原則上，又可分為兩種方式來加以檢證。第一種方式乃是依照

汪叔游的方式，以脈診儀所記錄的波形為主，中醫師脈診判斷為輔，分析脈波圖

的頻率、波峰的尖陡、波幅的大小等，來加以將二十八脈的特徵一一找出，並嘗

試給予量化的描述。第二種方式乃是如同筆者在第二章所建議一般，借重認知科

學的幫助，以中醫師的指下感覺為主，脈診儀、血壓計、血流計為輔，分析中醫

師知覺分疇與判斷，並進一步確立其知覺判斷所依靠的主要知覺特徵，確立其訓

練的標準化程序。 
   上述兩個方式並非截然對立，原則上可以相輔相成。不過，兩者仍是有其主

要的差異。根據筆者的看法，若是真的堅持客觀描述的方式，後者會比前者更貼

近傳統脈診，即是說，後者比較接近傳統脈診的診斷和分析方法。因為，主要分

析的對象和資料乃是中醫師的脈診判斷，而不是儀器所記錄的客觀資料。因此，

透過後者，我們可以進一步確定中醫師是否有能力區分二十八種脈象的差異。若

是中醫師們缺乏缺分二十八種脈象的能力，我們可以從根本上質疑脈診的經驗有

效性。然而，在前者中，主要分析的對象乃是儀器所記錄的資料。若是實驗未能

獲得有效的結果時，可以將失誤歸咎於脈診儀的設計、分析方法或是脈波的訊息

量不足等等。因此，無法直接回饋給中醫脈診理論。這類問題，筆者稱之為「資

料形成問題」，主要乃是關心由科學觀察和控制實驗所得到客觀經驗資料的形成

過程和其可靠性，筆者將會在之後討論到相關的問題。 
    第一個步驟的成立並不會直接讓中醫脈診理論成為有效的或是科學的。除了

上述筆者所提出的理由之外，脈診判斷與病證之間並非具有因果關係或是有直接

的聯繫。在第二章中，我們舉 chicken sexing 為例，觀察小雞的生殖器部位與小

雞的性別有直接的因果關係，如果 chicken sexers 能夠找出其性徵的話。另外，

小雞的性別可以在稍後成長之後，獲得進一步的確證。簡單地說，chicken sexing
是具有相當強的公開性和客觀性的經驗檢證。即使是未經訓練的初學者，只要具

有一定的社會知識和知覺能力，都能夠在日後檢證小雞的性別。不過，脈診經驗

則遠非如此。脈診手法雖然如同早年的 chicken sexing 一般，是難以表達實際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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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過程的知覺學習，然而不同於 chicken sexing，脈診的經驗檢證程序未能滿足

於客觀性和公開性的要求。首先，鑑於人體本身的恢復能力，我們很難藉由後果

來判斷脈診判斷的有效性。其次，病者常有兼脈的出現，增加判斷的困難和預測

的模糊性。再者，缺乏客觀的資料累積，無法確認其判斷和預測。 
    因此，在確立二十八脈後，我們必須進一步觀察病證和二十八脈的因果關

係，方能真正算是充分證實中醫脈診理論的經驗有效性。而不是證立第一個步驟

之後，就能充分地證實中醫脈診理論。所以，筆者方將整個實驗過程切割為兩大

步驟。 
 
3.2 客觀描述與理論建構徑路 

    現代中醫的科學研究可以主要從客觀描述和理論轉型兩個方向加以分類。前

者認為，中醫理論本質上完好無缺，僅是缺乏客觀的經驗資料、控制實驗以及現

代科技的幫助，故未能獲得如同現代科學一般的快速發展和成就。若是中醫理論

能夠克服上述的經驗資料和科技問題，博大精深的中醫理論就能夠獲得充分的證

實。這類的觀點在現代中醫研究中，實在不乏有人主張，無論是有意識地或是無

意識地。譬如說，本章討論的汪叔游即是其中一例。張維波基本上也是如此主張

的，「傳統中醫依靠醫生的感覺判斷，主觀性很強，無法標準化，在學習、普及

與發展上產生很大的困難。因此，我們的目標之一就是使這些依賴感覺的宏觀物

理表徵客觀化、定量化。許多有識之士早已看到這一點，並進行大量的工作，如

脈象儀、舌診比色卡等，但還遠遠不夠，很多物理指標如皮膚的光澤紋理、皮膚

肌肉的黏彈性、唾液的黏度和骨骼幾何形狀等宏觀物理表徵都未涉及。這些參量

在一個有經驗的老中醫面前可能一望即知，這實際上是人腦的一種高級並行處理

能力，若用儀器實現則難度極大，它需要物理學專家，傳感器和電子學專家、計

算機軟件甚至數學方面專家的共同參與。」1 
 

   
圖表 3-1 客觀描述的檢證流程 

理論建構徑路乃是說明中醫理論即使經過客觀化的程序之後，仍然無法成為

                                                 
1 張維波（1999），p.201～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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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或是經驗有效的理論。因為中醫理論並非科學或是經驗有效的理論。然而，

鑑因於中醫醫療實踐的經驗有效性，我們可以利用現代科學方法加以檢證，並進

一步利用現代生理學、血流動力學、解剖學、神經生理學等，來加以研究中醫醫

療實踐的生理機制，並建構理論來加以解釋。 
    必須注意的是，理論建構徑路實際上並沒有一個確實的測試理論存在，而是

有待建構理論來加以測試。理論建構的目的在於解釋中醫醫療實踐的有效性，而

非解釋中醫理論的有效性，這是必須注意的地方。譬如說，王唯工建構的血液共

振理論乃是由血流動力學而來，欲意解釋傳統中醫脈診與氣的現象。在這意義

下，雖然王唯工的共振理論可說是符合理論建構徑路，但王唯工並未探討傳統中

醫脈診的可靠性，即是，未能確認中醫師是否真能區分二十八種脈象。因此，若

說王唯工的血液共振理論能夠證實中醫脈診理論或是作為其科學理論，則似乎有

點名不符實。關於血液共振理論的討論，筆者主要會在第四章中加以說明，在此

先不多談。 
 

     

圖表 3-2 理論建構的檢證流程  

    筆者在第二章中，已然否定傳統中醫作為一門科學理論，僅對於中醫醫療實

踐的經驗有效性加以保留。因此，筆者認為現代中醫研究不能採取客觀描述的徑

路，否則勢必陷入重重的經驗問題之中。就筆者而言，中醫是必須經過一場革命

性的轉變，而這一轉變，勢必得拋棄舊有的中醫理論以及相關的理論特色。以下，

筆者將藉由現代中醫科學研究，進一步說明客觀描述徑路的問題。最終將說明，

唯有透過理論建構，中醫醫療實踐才有獲得科學說明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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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資料形成問題 

科學觀察在科學活動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無論光靠肉眼或是憑藉著儀器

輔助。就一般而言，科學觀察涵括幾種不同的活動：描述記錄、製造現象、測量

等等。在一般科學哲學裡，科學觀察具有檢證理論或是提供理論數據之功，即是

說，藉由科學觀察活動所得之經驗資料或是現象，用以檢證理論預測或是現象之

產生，進一步確證理論實體之存在與否或是理論之真偽。然而，邏輯實證論者自

身打破了理論與觀察之區分，即是說明科學觀察並不能作為中性的（neutral）經

驗資料或是數據，而總是負載理論（theory-laden）的。因此，科學觀察無能獨立

作為裁決理論真偽或是理論選擇之工作，同時作為客觀經驗資料亦有其問題所

在。科學觀察並非是客觀獨立的活動，而或多或少受限於背景理論、實驗設計以

及儀器操作等等因素。又如 David Gooding 所指出，一般科學哲學研究者，忽略

了科學觀察中，人類認知行動能力（human agency）在實驗操作與理論建構中扮

演的角色，說明科學觀察與理論之間並非是「符應」（correspondence）關係，而

毋寧是概念和數據之間的「聚合」（convergence）關係2。這即是說，如同陳瑞麟

所指出，透過人類認知建構的科學觀察並非直接對應著世界，而是藉由背景理論

來塑造模型，進而與世界互動3。 
科學模型雖然受到了世界的限制，但是，我們亦無法超克人類認知行動能力

去獨立認知世界真相。猶如 Kant 所言，我們無法超越先驗範疇和邏輯認知去認

識物自身（thing-in-itself）。因此，科學觀察，並非如同早期邏輯實證論者以為，

能夠做為中立客觀的裁決者，其所獲得之經驗數據亦無法作為客觀經驗的真實描

述和紀錄。實驗數據在前一個實驗中為被視為支持 X 理論的證據，卻可能在後

一個實驗中成為否定 X 理論的證據。對於實驗者而言，這並非科學活動的異例，

而是科學活動的常態4。 

                                                 
2 Gooding（1990），p.187～188。 
3 陳瑞麟（2003），p.144~145。 
4 根據 Lakatos 本人所舉的例子，Beta 衰變可說是說明決判決性實驗之不確定性的最好例子。Beta
衰變一開始由 Chadwick 在 1914 年觀察到，但當時沒人想到 Beta 衰變乃是能量守恆定律的異例，

故未獲重視。直到 1924 年 Bohr—Kramers—Slater 理論提出時，能量和質量守恆的古典定律被換

成統計式的守恆定律。雖然 Bohr—Kramers—Slater 理論在一開始並不足以解釋 Beta 衰變，而且

立即被「拒斥」（refuted）。 
因為 Beta 衰變是一個中子轉變成一個質子，同時釋放出一個電子。如果我們假設物體總能

量在衰變前後相同，而且衰變後產生物僅有原子核乙與電子兩個粒子，就可以推算出電子應該帶

有固定的能量。可是物理學家仔細地測量了衰變過程所放出電子的能量，發現在實際測量時，

Beta 粒子卻有一連續範圍和最大值。在當時，Beta 衰變被視為判決性的證據，當作是能量守恆

定律的異例。 
後來，Pauli 提出另一假設，當 Beta 粒子衰變時，釋放出來的不是一個電子，而且還是放出

一個質量極小又不帶電的粒子。由於其質量過小，粒子間的交互作用十分地弱，因此難以偵測。

因為這個沒有偵測到的粒子帶走能量，才會使得表面看起來不是個守恆量。 
Fermi 結合了當時新發現的中子(neutron)與 Pauli 所假設的粒子(費米將之稱為微中子，意思

就是「小的中性粒子」)，寫下基本 Beta 衰變過程：中子→質子 + 電子 + 微中子。(精準地講，

這裡的微中子依據後來的分類應該是“反微中子”。)然而，由於 Fermi 的新理論並沒有預測新的

事實，同時微中子也未被直接觀察到，因此仍是有人存疑。譬如說 Bohr 仍是堅持其統計式的能

量守恆定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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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這並非意味著現象或是數據獲取之偶然或是相對性。在執行一定程序

下，我們經常可以獲得相似的現象或是數據。這種確定性，我們先前稱為「程序

確定性」。然而，程序確定性並不代表資料或是現象的客觀性和真實，亦不代表

其數據和現象具有裁決理論的正當性。程序確定性僅言明在執行相似的程序下，

某些現象和數據可以重覆地取得。至於數據、現象與理論之間的關係，則是詮釋

問題，有時也會成為理論推演或是數學推演問題。 
譬如說，對於迴轉磁比率（gyomagnetic ration，g-factor）的測量，Einstein

與 de Haas 在 1915 年的實驗中測為 g=1.02± 0.10；de Haas 在 1916 年重做實驗，

測為 g=1.2。然而，根據其他實驗所指出，迴轉磁比的數值，大約是 g≒2。de Haas
在兩次實驗中，都沒有測量失誤上的問題。但或許是理論和實驗預設，或是未能

排除系統謬誤，使得兩次實驗都顯示與其他實驗不相應的情況5。譬如說，Emil 
Beck 即對於 Einstein 和 de Haas 的實驗做出改進6，測得 g=1.9 (1919 年)。因此，

即使實驗能夠獲得可重覆製造的數據，但並不表示該數據即是真實或是「適當的」

數據。程序確定性僅是實驗的必要條件，而非充分條件。  
因此，若是實驗設計上產生缺失或是誤差過大，譬如樣本數太小或是有偏，

或是其他實驗謬誤等等，雖然重覆實驗程序可以獲得相似的現象或數據，但是我

們無法相信該數據真的代表實際情況，或是理論要測量、製造之數據、現象。諸

如此類的問題，筆者一律稱之為「資料形成問題」（problems of data formation）。

該問題較多關於實驗或是技術上的問題，較少牽涉到理論或是數學推演問題。這

類問題主要關心我們如何獲得理論所需的資料，又如何確認資料本身的經驗合適

性（empirical adequacy）。 

                                                                                                                                            
在 1936 年，Shankland 的光子散射（photon scatting）的實驗，似乎支持了被放棄的

Bohr—Kramers—Slater 理論。Shankland 的實驗立即受到歡迎，Diac 甚至撰文歡迎

Bohr—Kramers—Slater 理論的回歸。根據 Diac 的文章，Beta 衰變也許會成為反對能量守恆定律

的決定性證據，並且取笑假設未知粒子以保護守恆定律的科學家們。 
不過在最後，Pauli和Fermi 的微中子理論勝利了，1956年，美國物理學家F. Reines與C. Cowan

首先偵測到微中子。他們將偵測器放置於核子反應器旁，以便得到極高的微中子通量，以彌補微

中子幾乎不與其他物質交互作用的“缺憾＂，才能捕捉到少數的微中子。當時 Reines 還特地送

發電報給 Pauli，告訴他終於直接看到微中子的好消息。於是，根據 Lakatos 的說法，能量守恆的

研究計畫進步了，而其競爭陣營卻沒有任何的進步。 
以上詳見 Lakatos（1978），p.81~86；Giambattista（2004-下冊），p.644~645；以及 
http://scc.bookzone.com.tw/sccc/article.asp?ser=163 

5 de Haas 在 1923 年重新測量迴轉磁比，結果測量到 g=1.55（三月）與 g=1.11（七月）。一系列

的討論請見 Galison（1987），p.21～74。 
6 “The first and most important was the elimination of the awkward frequency-measuring 
system employed by Einstein and de Haas. Instead of making a few measurements with a 
resonance meter and interpolating between the points by varying and measuring the current 
driving the generator…… 
   Beck’s second innovation was to use a solely moving photographic plate to record the 
excursions of the light beam reflected from the mirror mounted on the test sample…… 

Third, Beck had a much improved determination of the solenoid’s field, and of the moment of 
inertia and magnetization intensity of the cylinder, which entered in the calculation……Finally, 
he measured the saturation magnetization of the cylinder by wrapping around it a coil attached 
to a calibrated galvanometer.” Galison（1987），p.6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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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將焦點轉回中醫脈診之上。在此，科學哲學的爭論將會變得更加劇烈。

原因十分簡單，雖然「科學」本身定義與本質問題依然懸而未解，然而對於哪些

學科或是知識可視為科學則少有異議。物理、化學、生物學等都是目前公認的科

學知識，並且都已取得驚人的成效。然而，對於中醫來說，中醫在現代社會中並

未普遍接受為一種科學知識。這並非僅是文化歧視或偏見等因素，而是中醫理論

本身在理論解釋、經驗基礎、方法論、形上學以及資料形成等等形成莫大的經驗

和概念問題。 
筆者不欲牽涉過廣，在此僅願意涉及資料形成問題。許多中醫研究者都宣稱

中醫具有雄厚的臨床經驗基礎，來說明中醫治療在實踐和概念上的有效性。例

如，劉力紅針對楊振寧批判中醫缺乏實驗這一點，進而提出中醫雖然缺乏西方自

然科學的實驗，但是中醫理論的形成主要得力於理性思考與「內證實驗」。而內

證實驗正是中醫的經驗基礎和實驗。何謂內證實驗呢？「…因為這個內證實驗不

是擺在我們面前的小白鼠，看得見，摸得著，它完全是通過自身修練來實現的一

種能力。一旦具備了這一能力，就可以自在地進行各種有別於在機體之外進行的

各種實驗。」7由劉力紅的話，我們明白內證實驗是經由習取技能所產生的體驗，

即是說，透過訓練而來的技能，所形成的內在體驗。這些個人經驗某些可以公開

化，故可以書寫成文字，但是並無法提供準確的數據、量度以及一定的執行程序。 
就脈診而言，診脈即是一種內證過程的技巧訓練，如同學騎腳踏車一般，雖

然有一套方法，但是並非每個人都適用。在執行上，隨著每個人的平衡感和運動

神經等等也會產生極大的差異。我們知道怎麼做（know how），但是很難將其表

述出來（know what）。類比到脈診，我們的確透過手指觸感掌握了一些不同的脈

象，但是無法對這些脈象做出精確的描述，無法將脈動之強弱、脈搏之遲速、脈

形於指上的不同感覺等等加以量化或是做出精確的區別。只能做出類比或是譬喻

式的說明，無法提供較精準的現象和方法。再加上每個人的診斷方法、感覺以及

臨床經驗之不同，無疑是雪上加霜。因此，內證實驗至少存在著幾個問題和困難：

無法排除主觀的偏見，無法將現象做一較精確的測量或描述，以及受限於個人經

驗和技巧而無法公開化為人所用。 
承上述，因此筆者並不質疑中醫的臨床經驗或其內證實驗的存在，而是質疑

其內證實驗的有效性、準確度，以及臨床經驗的可靠性。簡單地說，即是質疑中

醫資料形成的合理性和有效性。雖然，現代脈診儀的發明，在一定程度上，解決

了內在個人經驗的公開性問題。然而，針對脈診儀的數據，仍然有許多問題。譬

如說，脈診儀所記錄的資訊是否足以代表傳統中醫脈診經驗？又或者我們對於脈

波的分析和界定是否能夠代表中醫二十八脈等等？又脈診儀必須在何種程度或

是以何種方式與傳統脈診保持關係？我們取得的數據又如何與傳統脈象分類相

結合，抑或根本是不同系統的現象呢？又如何知道我們利用脈診儀的確獲得理論

所需的數據和現象呢？以上的問題所造成的困難在於，去除認知行動者中介後，

又嘗試將認知行動者的個人經驗轉化為能由儀器量測的客觀數據。這無疑地需要

                                                 
7 劉力紅（2003），p.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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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理論的改革與儀器操作之輔助。在此，筆者僅先談及儀器操作的部分。由此，

筆者欲意藉由脈診儀與資料形成問題的關係來探討中醫脈診科學化的可能性以

及困難。不過，限於筆者個人學力，筆者無法針對某些技術性問題做出回應和討

論，僅能淺嚐即止。 
 
3.4 訊息優先性與個人經驗公開化問題 

    脈診儀發展已有二三十年的時間，然而脈診儀實際運用於臨床診斷的結果卻

一直未能推上正軌。除了中醫脈診本身的問題之外，脈診儀作為客觀測量的工具

也是問題所在。林欽裕已然指出，兩岸脈診儀之發展行之有年，但是其基本問題，

即是訊息不足，仍然是共通問題8。羅志聰針對中醫脈診二十八脈進行現代分析，

區分出六種指下感覺：血管內壓力、心率、血管管徑、位移、位移的變化、血管

的順應性（compliance）以及血管的共振和反射等等。然而，現今脈診儀主要是

直接或是間接地量測動脈血管半徑變化，即檢出管壁徑向位移波，進而近似地求

得血管內的壓力值。因此，林欽裕欲意製作出多訊息擷取的感測體來補充訊息。

不過，受限於技術，要在指尖大小完成擷取所有的血流訊息，就目前而言是不大

可能的，僅能透過技術和公式的推演，求得其他血流數值。除了壓力之外，另一

項經常量測的數值為血管內的血流加速度。 
    然而，上述產生的問題即是：如何決定訊息的優先性？除了關係到製作的方

便性和可行性之外，就理論或是實踐上，哪一些訊息為必須之訊息？訊息的優先

性明顯取決於背景理論的要求。就血流動力學（Hemodynamics）而言，研究動

脈的血流主要有兩個概念框架，其一，血流藉由心臟的搏動，將血液打到動脈之

中，藉由動脈的彈性將血液分送到週身，因此主要研究血壓波與其波形來探討血

液前進方程式。 
其二，側重於古典力學與流體力學的研究，研究血流的加速度9。 
必須注意的是，不同的概念框架僅是顯示不同的研究取向，而非視為理論之

競爭。但由此，至少發現血流加速度和血壓波形是血流動力學中十分重要的參數。 
另外，對於血流加速度的擷取，除了考慮到其應用和理論需求，血流計製作

的方便性以及易於探測的性質，也是原因之一。非侵入式血流計已在國外研發多

年，其方程式的建立也有二三十年的時間。因此，血流加速度，雖然在中醫脈診

的指下感覺中並非明顯的感覺，但基於上述原因，經常為製作多訊息感測體時，

所必列的參數之一。 
有趣的是，血壓計製作，比諸血流計來說，相對簡單。這也是為何分析血壓

波為主的理論框架先於古典動力學框架的原因。這說明了，除了考慮到背景理論

的需求之外，也必須同時考慮到儀器製作的諸種問題（可行性、方便性、設計良

好度、操作程序的一致、排除儀器量測的系統誤差等等）。後者相對於前者而言，

看似個偶然因素，但實際上在科學史上有其地位。 

                                                 
8 林欽裕（1998），p.688。. 
9 Milnor, William R.（1982），p.97~98。 



 66

   血管內壓力做為中醫脈診的主要參數除了易於量測之外，中醫二十八脈中，

亦有易於量化的脈型，譬如遲、速、緩、疾、促、結、代等脈，關乎脈動之頻率

與次數，易於量測。另外，沉、浮、滑、澀等，可依據沉中浮三取之外壓差，配

合脈診儀所量測的脈波加以判斷。如此，大致上，藉由血壓、血流加速度以及其

他設置，例如模擬三取施加外壓的小氣囊等等，我們似乎可以藉由脈診儀來把捉

中醫二十八脈的全貌。由上述可知，決定訊息的優先性取決於背景理論的需求和

儀器測量的限制，選擇最能夠代表脈象的參數，做為形成波形的資料，而其他參

數可由方程式或是輔以其他儀器取得。 
然而，訊息優先性存在著客觀描述的問題。在何種意義下，中醫脈象的質性

描述如何轉化為血流動力學的參數？除了依靠中醫師或是典籍的幫助之外，脈診

儀或脈搏計數器亦提供額外的幫助。然而，基本上，為了討論的方便性和正當性，

筆者大致上保持了中醫脈診和血流動力學各自的獨立性，兩者僅相互嘗試使用對

方的術語來解釋他方的術語。因此在這意義上，客觀描述在保持兩個理論獨立的

前提下，又涉及了其間相互翻譯之問題，譬如說中醫脈診的浮脈如何用血流動力

學來解釋和定義？因此，訊息優先性在保持兩個理論獨立的前提下，又會產生不

同選擇的差異。就血流動力學主要趨勢而言，血流波加速度為其主要的研究導

向，在 Womersley 之後，血壓波形和血流波形的研究才逐漸獲得重視。就研究中

醫脈診者而言，血壓數值所形成的波形比較接近脈診的指下感覺。就林欽裕而

言，足夠的訊息量方為重要，因而提出一種血壓波、血流波和管徑位移波之統合

波為脈診分析的基本波。就王唯工的血液共振理論而言，血壓波的諧波分析已然

足夠。如此，訊息優先性的影響，不僅在於其背景理論，也影響脈診儀本身的設

計和分析方法。 
    有趣的是，從客觀描述的觀點來看，暫不涉及理論建構的問題，那麼其中隱

含的一個直覺即是，以中醫脈診理論需求為準，作為訊息選擇上的優先性。如此

選擇血壓波為主要訊息似乎是較合理的選擇，雖然血壓波並不足以反映脈診的全

部現象。然而，根據這個直覺也許會是個錯誤。畢竟在缺乏實驗和已證成理論的

支持下，我們無法確知哪一個選擇方是正確。不過，先前已然說明，傳統脈診乃

是經由認知行動者中介所形成的內在個人經驗。因此，受限於主觀偏見、背景知

識差異、或是個人經驗差異，不僅在公開化過程中產生問題，甚至第一人稱報告

也並不一定能夠真正地描述其所經驗的現象。 
中醫師們相信指下感覺與中醫理論，進而判斷血壓波才是主要訊息。但是，

也許潛藏另一個主導因素才是決定他們對於脈象的判斷。這也許不是靠脈診，而

是其他三診的判斷。「指下難明」，是脈理精微，也是中醫脈診論著最豐富的原因

之一。第一人稱認知行動中介具有相當大的決定性作用，以致於我們很難將奧妙

難解的指下感覺轉化為條理分明的不同量值，亦難以排除主觀偏見遮蔽真正的主

導參數。因此，從客觀描述觀點下，我們所必須避免的是這一直覺的運用，決定

何者為主導參數，僅能透過實驗而加以舉證10。 
                                                 
10 類似的例子，在神經科學中十分地多。例如 Patricia S. Churchland 即提到，”…most of what w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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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上述，因此決定訊息優先性的問題，除了背景理論、儀器製作等等，亦包

括由第一人稱轉化為機械測量上的問題。後者包含的直覺則是一直為研究中醫者

付之闕如，未加仔細討論的地方。由此則引伸了另一個問題，我們在多大的限度

內，必須精準地模仿中醫脈診手法？上述的討論開始令筆者質疑也許過於精確地

模擬中醫脈診手法，反而會造成中醫脈診科學化的問題。譬如，沉中浮三取的實

施、三部九候的量取、寸關尺三部量取、亦或是寸口診脈之優先性等等，都是研

究者必須深思之處。這些是中醫由第一人稱走向第三人稱的一大問題，即是關於

中醫經驗資料轉化為客觀數值的問題，這對於中醫脈診而言更是重要，因為傳統

中醫的程序並不能保障個人獲得經驗的一致。脈診是需要經驗和學習的個人技

能，無法透過一定程序獲得相同的經驗或是現象，或許對同一人可以，但是對於

他人則非如此。這也是內證實驗的一大問題，即是缺乏程序確定性。因此，在經

由上述的討論，我們發現目前中醫研究者的一大困難即是，在缺乏已證成理論之

支持，以及第一人稱轉化為第三人稱之困難，訊息優先性僅能由中醫師依靠現有

理論、個人經驗與直覺所決定。在這意義下，這種選擇並沒有任何的保證，也不

甚合理，唯一能夠裁決的僅是不斷實驗的結果。 
 
3.5 診脈手法與脈診儀設計 

    除了訊息優先性的問題之外，診脈手法亦是脈診儀設計的重點之一。林欽裕

即指出：「如果考量能符合中醫診脈專家的診斷，是否我們要設計一個彈性猶如

手指的感測器來擷取訊號，以驗證中醫所說之脈象？還是設計一個感測器靈敏度

高過人的手指，但能反映身體的狀況，看到人所感覺不到的脈象？再說浮中沉三

個位置如何判斷？寸關尺同時量測與分別量測所得之訊號有沒有不一致？」11根

據上述的思維，部分脈診儀的設計的確考慮到沉中浮三取的手法，例如汪叔游自

製的脈診儀，即利用血壓氣囊帶固定感測器，感測器聯繫到血壓計上而加以不同

之外壓。另外，黎恩彰亦製作出脈診機械手指，除了可較精確地量測寸關尺三部

之外，亦可施加不同的壓力以模擬沉中浮三取。 
現下筆者就汪叔游和黎恩彰的實驗來探討三取之於脈診儀的操作是否具有

意義。下面筆者先行簡述一下，兩人的實驗方法： 
（1） 汪叔游的實驗方法： 

 

                                                                                                                                            
regard as a sensation of taste is actually owed to our sense of smell, however convincingly it 
otherwise appears. The ‘taste’ of barbecued pork ribs is actually mostly the smell of the ribs. 
Taste space is limited to five dimensions: sweet, salty, bitter, sour, and umami (stimulated by 
monosodium glutamate). Smell space, by contrast, runs into may hundreds of dimensions. The 
‘taste’ of a Chardonnay wine is largely the complicated smell of that wine……Hence, the brain is 
not equipped with mechanisms for the effortless and non-inferential detection of the separate 
components of taste and smell.” Churchland（2002），p.121~122。 
11 林欽裕（1998），p.702 



 68

 

圖表 3-3 汪叔游實驗裝置圖。資料來源：汪叔游（1977），p.689。 

 
a. 脈波測量部位：主要是量測橈骨動脈腕端所謂「寸、關、尺」三個不同

部位的脈動波形。在腕關節掌面橈骨動脈搏動處，相當於橈骨莖突水平

者為「關」部，關下為「寸」，關上為「尺」。 

b. 利用脈搏感應器，放置於受檢者的腕端橈骨動脈搏動處之皮膚上。外用

最小型的血壓氣囊縛帶固定之，並分別連接於兩個血壓計之上，加以三

種不同的外壓（20，60，100mmHg）。接受器接觸皮膚處為塑膠薄膜，其

餘為銅制外殼，內中充滿水液，並有一小開口各連接於一段透明等長

（70cm）膠管，在分別連結上壓力轉換器，最後連接至多頻道記錄器上。
12 

（2） 黎恩彰的實驗方法： 

 

 

圖表 3-4 黎恩彰自製脈診機械手指。資料來源：黎恩彰（1990），p.12。 

a. 病患先經西醫診斷，計有氣喘、鼻炎、坐骨神經痛、心絞痛等，共 79

                                                 
12 汪叔游（1977），p.689~6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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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病患。再加上對照組正常人 25 位。 

b. 三個機械手指先同時分別施予浮、中、沉三取壓力（浮浮浮、中中中、

沉沉沉），其後三指再施予不同的外壓，譬如說浮浮中、浮中浮、浮中沉

等等。 

c. 在本研究中將從這些病患選取具有特定症狀之資料，在時域分析上探討

中醫三指和一指脈診的異同所在。另外，我們並使用希伯氏（Hilbert）

轉換訊號處理技術，來得到有趣而具有診斷意義之特徵鑑別圖形13。 

兩個實驗共通問題在於，沉中浮三取壓力值的設定。在傳統脈診中，浮取與

「重按至骨」較易領略，前者輕舉而得，不需另外施加過多壓力；後者重按至骨

有著較明確的標準。然而，中沉兩取力道之施為，則是全依靠診脈者的經驗與病

人本身高矮肥瘦所定。汪叔游對於三取壓力值之設定並未說明其由來，由此可以

質疑其三取壓力設定是否妥當。 
《難經》言：「初持脈，如三菽之重，與皮毛相得者，肺部也；如六菽之重，

與血脈相得者，心部也；如九菽之重，與肌肉相得者，脾部也；如十二菽之重，

與筋平者，肝部也；按之至骨，舉止來疾，腎部也，故曰輕重。」14此段經文不

僅言及三取，更細分為五，配以五臟而診五臟氣血榮枯。菽者，有人以為是小豆，

或以為大豆，但是均非輕易知其輕重，最多視為比喻說法，難以深辨指下輕重。

另外，「與皮毛相得」等語，似乎有個明確的標準，然而實際上依照人體肥瘦以

及醫者個人力度和經驗，亦非精確的量度，仍是有其問題。另外，此五分輕重，

在實施上頗為不易，並且頗為細膩，因此大部分後人均以為三取即可。上述雖然

有其問題，但還是大致上給出三取輕重的模糊標準，不過轉化為脈診儀之設計仍

有所困難。原因如同上述，人的高矮肥瘦不一，機械又不像人類手指一樣會自我

調節。因此，假若粗略地設定標準，則必須同時依據人的體型改變其壓力。但是

要調到多大呢？又是一個問題了。 
    針對其實驗結果而言，汪叔游和黎恩彰分別得到不同的結果。黎恩彰的實驗

中，說明沉浮兩取除了造成波鋒尖鈍的變化和振幅的改變之外，對於波形本身並

沒有多大的影響。這個結果說明沉中浮三取在儀器測量上，並沒有顯著性差異，

即是說至少使用脈診儀時，可以廢棄三取的存在。然而，汪叔游的實驗結果雖然

部分顯示三取波形並無重大變化，但有些脈象必須配合三取方能顯現。舉虛脈為

例，虛脈者，「遲大而軟，按之不足」，其三取的波幅高度均小，施加外壓愈大，

其波幅愈小；反之實脈者，「舉之有餘，按之不乏」，其三取均有力，隨著外壓愈

大，其波幅愈大。伏脈者，「三取均無，重按至骨始得」15。 
 

                                                 
13 黎恩彰（1990），p.48。 
14 黃維三（1994），p.352 
15 汪叔游（1977），p.692～695。其他關於中醫二十八脈的內容，可參看附錄，在此就不多加引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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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 3-5 汪叔游實驗的伏虛實脈波圖形。資料來源：汪叔游（1977），p.692。 

由圖 3-5 可知，外壓在 120mmHg 時，伏脈的圓滑波形方才出現，而中沉僅

見一陡高的波鋒。這說明了三取在判別脈型上，有其必要的地位。黎恩彰的實驗

未能如汪叔游一般顯示出三取的影響，除了其儀器設計之缺憾之外，另外一個原

因即是取樣不夠廣泛之故。黎恩彰僅以氣喘病人和正常人之脈作為對比，實難以

測得不同的脈型。況且就中醫脈診而言，喘證脈象數而有力，如此兩取不見波形

的變化應屬正常之事，無法構成反駁三取的證據。故筆者以為，對比於黎恩彰的

實驗，汪叔游的實驗較令人信服。 
然而，可惜的是，汪叔游並未詳細說明取樣過程與分類方法，對於何種疾病

對應何種脈象亦未交代。因此，汪叔游在整個量測過程中，其樣本代表性亦足以

堪慮。另外，汪叔游並未交代如何分出二十八種脈象，亦是其實驗的一大問題。

雖然有其結果，但是無知於量測和分類過程，無法進一步確定其量測實驗的程序

確定性。 
另外，二十八脈基本上乃是個脈象粗略分類，實際上在脈診時，是同時感覺

到不同的脈象，例如平人脈象，長而緩；牢脈本身即包含了實大弦長等脈。是以

兼脈為常態，若摸到單一脈象，反而是病脈。例如真藏脈，《內經‧陰陽別論篇》

言：「凡持真脈之藏脈者，肝至懸絕急，十八日死；心至懸絕，九日死；肺至懸

絕，十二日死；腎至懸絕，七日死；脾至懸絕，四日死。」16因此，也有必要質

疑脈波圖與二十八脈的對應關係。汪叔游以三取、波形與脈跳至數來區分二十八

脈的不同特徵（後已放棄），但是總括而言，許多字詞仍是尚未量化，如用「大」、

                                                 
16 佚名（1992），p.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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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以形容波鋒之高度、尖鈍等等。因此，筆者認為，對於二十八脈脈

波圖的研究無論就經驗上或是概念上仍是存在許多問題。 
    另外就黎恩彰的實驗而言，除了樣本不足的問題之外，黎恩彰的機械手指在

寸關尺三部施以不同壓力所造成波形的變化，亦是足可堪慮。首先，在寸關尺分

別施以不同的壓力在中醫經典中並無所見。況且，改變壓力在三部的排列方式，

造成波形的改變應為意料中之事，猶如撫琴弄弦一般。因此，這是否真的能夠說

明這些脈波圖數據可作為有意義的資料？筆者認為這必須加以考慮。就筆者觀點

來看，其人為造作的成分居多。另外，這只是改變手腕橈骨動脈之外壓所造成的

變化，並不能代表全身氣血之變化。 
再者，黎恩彰企圖利用機械手指來證明三指禪優於一指禪之處。然而，觀其

沉浮二取，並未有波形或是波幅之改變，這或許是因為樣本的關係，不過藉由三

部施以不同壓力說明三指禪的重要性則未見其實。因此，由於黎恩彰實驗的兩個

缺點，使得黎恩彰後來對於資料的分析令人質疑，未免立據不足，不具說服力。

例如，黎恩彰有感於時域分析法之不足，而輔以 Hilbert 轉換分析。然而其病例

的樣本數與控管並非精良，如項背痛者僅兩例，而氣喘病人的 Hilbert 轉換分析，

僅十名中有六者出現相似特徵，再加上 Hilbert 轉換分析依其簡單的資訊是否能

夠有效地分析病徵或是二十八脈關係亦是問題17。因此，黎恩彰的設計雖然有其

用心之處，但是筆者不得不質疑其實驗程序的粗糙。 
    黎恩彰的機械手指其中的一個設計意義在於，為了方便準確量取寸關尺三

部，故做成有如人類手指的感測器。這即牽涉到中醫脈診手法的另一個基本問

題，即是，佈指疏密與三部定位。《難經》言：「從關至尺是尺內，陰之所治也；

從關至魚際是寸口內，陽之所治也。故分寸為尺，分尺為尺寸。故陰得尺內一寸，

陽得寸內九分，尺寸終始一寸九分，故曰尺寸也。」18《脈經‧分別三關境界脈

候所主第三》言：「從魚際至高骨，（其骨自高）卻行一寸，其中名曰寸口，從寸

至尺，名曰尺澤，故曰尺寸，寸後尺前名曰關，陽出陰入，以關為界，陽出三分，

陰入三分，故曰三陰三陽，陽生於尺動於寸，陰生於寸動於尺，寸主射上焦、出

頭及皮毛竟手，關主射中焦、腹及腰，尺主射下焦、少腹至足。」19如此言明寸

關尺之部位。 
然而，人有肥瘦高矮，診者指有粗細長短，如此必因人而異，隨處調配。然

而，無論汪叔游或是黎恩彰皆未仔細說明寸關尺的定位，唯有關部較明顯，其在

橈骨莖突水平處之橈骨動脈，即是「高骨」。關下為寸，關上為尺，但是並未仔

細說明尺寸的實際量測之距離。若是以中醫思維來說，寸關尺三部佈指乃是依據

診者與病人的情況而改變。因此，基本上既然已採納了寸關尺三部，模仿中醫脈

診手法，那麼是否也應當將此考慮進去呢？ 
    不過，或許首先應該詢問的是，寸關尺三部的量測是否真的對於脈診儀來說

                                                 
17 黎恩彰（1990），p.61。 
18 黃維三（1994），p.46。 
19 王叔和（1974），p.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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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具有生理或是診斷的意義。黎恩彰的機械手指實驗顯示出三部波形均相同，唯

有波幅會隨外壓略有提昇。唯當三部施壓不同，其波形方有變化。然而，由於其

實驗問題，故並不處理。汪叔游雖然有紀錄三部的波形，但是僅見其三取的波形，

未見三部波形的討論。由此，筆者推測，可能三部波形的量測並未有顯著的差異。

不過據《難經》所言：「關之前者，陽之動也，脈當見九分而浮……關之後者，

陰之動也，脈當見一寸而沉，又言其相乘，故之寸尺之脈有別。平人者，『九分

而浮』，『一寸而沉』」20由此來看，寸關尺三脈，結合三取，應當具有不同的波

形，然而於黎恩彰對於正常人三部量取脈象，亦無見於「九分而浮」、「一寸而沉」

的現象。雖然並不足以否證《難經》或是汪黎兩人的實驗，但是也投下了一個問

題：在這一寸九分的距離中，三指是否真能感覺不同的脈象，亦或是這些脈象是

由脈診儀所排除而未能加以量測的訊息所致？這並非目前研究所能得知的。另

外，關於三部臟腑分配，各候不同臟腑之氣血，亦有必要加以研究其說是否屬實。

就目前而言，筆者僅能宣稱，由於相關的實驗和資料過少的緣故，並無法加以判

斷。 
 
3.6 脈波時域分析21：汪叔游為例 

    汪叔游致力於中醫脈波圖多年，並自行開發脈診儀。在多年的實驗中，汪叔

游不斷地改變對於脈波圖的分析方法。之所以如此，最主要的原因乃是，汪叔游

一直無法完成疾病類型與脈型的線性回歸分析。這逼使汪叔游不斷改變其背景理

論和分析方法來解釋脈波圖。在本節當中，筆者將介紹並分析汪叔游的脈象詮

釋，並進一步申論客觀描述徑路的問題。 
 
A.中醫二十八脈的初步探究 

    汪叔游在 1977 年的脈波初步研究中，利用中醫二十八脈分類，而分出三種

分類原則： 
1. 由部位加壓所產生的不同波形，進而分出沉、浮兩個主脈，再細分為濡、弱、

                                                 
20 黃維三（1994），p.57。 
21 時域分析法（time domain analysis），乃是分析資料在時域中所形成的波形或是變化，進而找

出其中的規律性。又稱為時間系列分析（time series analysis），“Analysis of data ordered by the 
time the data were collected (usually spaced at equal intervals), called a time series. Common 
examples of a time series are daily temperature measurements, monthly sales, and yearly 
population figures. The goals of time series analysis are to describe the process generating the 
data, and to forecast future values.  

“One particular usage is heartbeat analysis ”.  
http://mathworld.wolfram.com/TimeSeriesAnalysis.html 

“There are two main goals of time series analysis: (a) identifying the nature of the phenomenon 
represented by the sequence of observations, and (b) forecasting (predicting future values of the 
time series variable). Both of these goals require that the pattern of observed time series data is 
identified and more or less formally described. Once the pattern is established, we can interpret 
and integrate it with other data (i.e., use it in our theory of the investigated phenomenon, e.g., 
sesonal commodity prices). Regardless of the depth of our understanding and the validity of our 
interpretation (theory) of the phenomenon, we can extrapolate the identified pattern to predict 
future events.” 
http://www.statsoft.com/textbook/sttimser.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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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牢、虛、實、微、散、芤等十脈； 

2. 從至數之快慢而分別出遲、數兩個主脈，再細分為疾、促、緩、結、代等五

脈； 
3. 從脈波形狀分出滑、澀兩個主脈，再細分為大、長、短、細、洪、動、弦、

緊等八脈。     
然而，自中醫脈診而言，筆者對於這三個標準有其疑慮。在中醫脈診中，由

於脈理難明，故有對舉、相類等法，用來區別不同的脈象。例如說，滑與澀對，

長與短對，遲與數對等等、又微、虛、細相類，數、疾相類，代、結相類等等。

然而，每一脈有其主要特徵和次要特徵，前者用以別類，後者用來細分病理。如

數脈，「一息脈來過五至，有力為實，無力為虛」。前者「一息脈來過五至」，為

數脈的主要特徵、後者「無力有力」，則由脈搏之力度，言氣之虛實。按此，我

們知道中醫脈診有部分特徵易於量化，部分則僅能經由對舉、相類等法而分察。

因此，區分中醫二十八脈時，其主要特徵和次要特徵是必須加以區別的。 
如此，以脈跳之快慢為分類標準，是有其問題存在。數、遲兩脈乃是依照其

脈跳快慢來區分，言在一定時間內，脈跳頻率之多寡。因此，數、遲、緩、疾等

四脈可歸於一類。然而，代、結、促等三脈，雖然亦由脈跳快慢來分類，但是僅

是次要特徵，其主要特徵應該是脈動的週期性。代脈止有定數，結脈止無定數等，

均無關乎脈跳速度，而是關於脈搏的週期性。雖然代脈常動，結脈常緩，亦不可

驟然與數遲緩疾等脈相並合。 
 

 

圖表 3-4 汪叔游實驗伏脈沉脈圖。汪叔游（1977），p.6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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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 3-6 汪叔游實驗伏脈沉脈圖。汪叔游（1977），p.692。 

就浮、沉兩脈而言，兩者在現象上是十分明顯的對比。在脈波圖中，透過沉

中浮三取的不同外壓，可以清楚見到其脈波受到外壓而改變，進而區分沉浮二

脈。沉浮二脈，脈波圖上所見極明，然而伏牢二脈則過於相似，實難區別。由此，

亦可見到三取在汪叔游的實驗中的確有其重要性。大致上而言，施加外壓不會改

變波形，而是影響波幅的改變。正常情況下，即是當血管充滿彈性時，施加外壓

愈大，其波幅愈高。然而，在當血管阻力大增或是血管彈性欠佳時，施加外壓愈

大，其波幅反倒會縮減。因此，外壓的施加並非是影響波幅的唯一因素，血管彈

性、血管阻力、血流黏滯度等等都會影響波形或是波幅的改變。從波形來說，可

由波幅的高度，波鋒的尖鈍、斜率，主峰的長短等等來區分不同的脈型。大致上，

在其初步研究中，對波形的研究十分地粗淺，不如後續的研究。有大半的原因乃

出在對於中醫二十八脈的分類討論，而延宕對於脈波背後物理或是生理意義的討

論，這一點在後續研究中有著顯著的改進。 
本節的主要問題在於，在二十八脈分類以及脈波圖分析中的一個基本問題：

二十八脈並非個別的物理量，如同質量、力、位移等等，而是一種現象的分類，

如同熱、冷、痛等等。一個脈象其實蘊含了許多物理變量或是性質，有些是用來

分類的主要特徵，有些則是細分病理或是現象。例如滑脈，《脈經》言：「往來前

卻流利展轉，替替然，與數相似。」22其在脈波圖上，脈跳頻率與數脈相近，手

感上則如按流珠，顯示著與數脈的主要差別。濡脈按之無有，而舉之有餘，較輕

極細，顯示濡脈又與細脈，「脈細如線，應指懸然」，相異。 
因此，使用二十八脈分類標示脈波圖時，必定產生困擾。由於對波形的討論

在初步實驗中尚未成形，使得在分類上以波形為主的脈象，產生了認定上的困

難。部分原因歸咎於有些脈象僅有質性形容或是比喻其手感，缺乏明確的標準，

如「輕刀刮竹」、「辟辟如彈石」、「狀如轉索」、「勁如弓弦」、「如循刀刃」等語，

雖然生動，但是在指感上鑑定亦難，何況在脈波圖上，我們如何斷言某某指感屬

於何種波形？另外，部分亦肇因於刻舟求劍，欲從脈波圖中歸結出二十八脈。然

                                                 
22 王叔和（1974），p.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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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這又是個兩難。鑑定二十八脈的目的在於，為了將中醫脈診經驗加以公開化，

並且在臨床診斷上有其客觀標準和記錄，免去太多的訓練過程。然而，二十八脈

並非如此簡單地可在脈波圖上成形或是分類。同時，缺乏二十八脈為根據，又沒

有一個替代理論說明如何從脈波圖上候他臟之氣。一方面，我們需要二十八脈作

為判症的依據；另外一方面，脈波圖似乎無能由二十八脈的方式加以分類。這問

題正是「客觀描述」徑路中，資料形成的主要問題。 
另外，汪叔游在初步研究中，僅僅嘗試找出中醫脈診二十八脈的分類，故未

進一步研究脈波與特定病證的關係。汪叔游僅在實驗討論中，稍微提及一些可能

的相關性，「觀察脈波與某些疾病間之可能關係，除遲、數、疾、促、結、代等

脈與心跳規律性有關外，本實驗室於 550 人次之脈波中，尚發現一些脈形常出現

於某類患者的紀錄圖中，如『動』脈曾出現於肌肉關節痛患者、『緊』脈曾出現

於內臟絞痛者、『滑』脈曾出現於慢性心肺症及慢性支氣管擴張症者、『弦』脈曾

出現於肝膽疾患之脈波中，至於其間之確實關係，有待以後更進一步之研究。」
23 
 
B.脈波分析方法的改變  

在後續研究中，汪叔游使用心電圖為模型，開始針對波形本身作出研究。整

個過程中，汪叔游也不斷改變分析波形的方法，嘗試找出具有生理意義的特徵。

在 1978 年的研究（二）中，汪叔游以波鋒比值來區分脈象，F 為收縮期第一高

峰，第二高峰為 P，重搏彎曲點為 I，進而求出 P/F 與 I/F 的比值。然而，卻未獲

得有意義的實驗結果24。 

 

圖表 3-7 汪叔游脈波圖形分析之一。汪叔游（1978），p.108。 

在 1980 年的研究（三）中，汪叔游放棄先前研究的分類方法，而以圖形類

比法認定脈波中各線段、點、曲線、斜率以及角度在座標軸的變化來分類之。要

                                                 
23 汪叔游（1977）， p.696。 
24 汪叔游在研究（二）的實驗討論中，曾寫了一段有趣的話，「由促、結、代等脈與心電圖不整

脈的比較，發現脈波能繪出心輸出的概況而掌握了有效的心律搏動，此為其優點，但有時脈波圖

形正常，而心電圖及心音圖卻明顯地顯示出心機能不健全，此為極罕見之例，但亦足以表明能夠

同步觀察脈波圖和心電圖則更為理想。又見本實驗中某心臟病患者，在左心室衰竭以前，其心電

圖雖正常，但脈波卻出現高低交替的圖形，此更肯定了脈波圖形的價值性。」[汪叔游（1978），

p.96。]然而，上述這段話存在著一個問題，就是雖然脈波圖可以反映心輸出的概況，這是因為

動脈的血壓波形大致與心輸出的血壓波形相當，這已是血流動力學已知的事實。不過，由於受測

者的姿勢、動脈所處的局部位置、時間或是其他生理因素，使得動脈與心臟的波形會產生些微的

誤差。因此，就此而論，筆者不認為汪叔游的上述這段話能夠直接說明脈波圖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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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在於找出重搏點 D，決定其為複脈、雙脈或單脈，再找出十個重大變化。至此，

雖偶有二十八脈名詞，然而其分析手法已和傳統二十八脈，沒有在初步研究中如

此密切。據此，再分析滑、澀、短、牢、動、緊、弦、散、微、細等脈。就其分

類觀之，可由三大模式下先行標示，再由十個重點變化細分。 
 

 
圖表 3-8 汪叔游脈波圖形分析。汪叔游（1980），p.437。 

不過，研究（三）中也未能確實建立脈波與病證之間的迴歸分析，「……在

圖形的整理過程中，已經看出脈波變化隱藏著疾病的線索，例如舒張期抖顫

（diastolic shudder）之與肝病、水錘脈（water-hammer pulse）之與肺病及

心臟病、重搏脈（dicrotic pulse）之與心律不整及肺部病變、P段變化與藥物

及情緒變化等。惜乎脈象似受生物晝夜韻律（circadian rhythm）之干擾而影響

其穩定性，故疾病診斷之統計暫時不能完成。」25然而，汪叔游所舉的可能性並

不神奇，現代醫學早已說明之。譬如說，以壓力型氣胸（Tension pneumothorax）

為例，在臨床上壓力性氣胸會造成血液回流減少，所以病人會有心悸，低血壓的

症狀。若情況更加惡化，往往會發生休克及酸中毒，甚至死亡26。這是因為血液

                                                 
25 汪叔游（1980），p.435。 
26 http://www.cgmh.org.tw/intr/intr4/c8130/meeting.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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攜帶氧氣供給全身，也帶走二氧化碳，而肺部乃是氧氣和二氧化碳交換的地方。

所以當呼吸系統出現問題時，心臟為了供給足夠的氧氣，僅能努力的作功，以提

供足夠的氧氣。當未加以治療改善時，久而久之，心肺功能會出現問題27。 

                                                 
27 「肺臟是人體重要的器官，肺的功能在於將吸進來的氧氣供應身體所需，同時將體內產生的

二氧化碳排出體外；這氣體的交換，就必須靠心臟將帶有二氧化碳的血液經由肺動脈送到肺

泡，然後將帶有氧氣的血液送回心臟，再送至全身。所以說，心臟有如幫浦，肺動脈有如輸

送管，如此才能在肺臟進行氣體交換。 

      所謂的肺動脈高血壓，就是由於肺動脈壓力過高，因此心臟必須更努力的工作，才能將血

液送出；當肺動脈壓力越來越高，心臟負荷就會越來越沉重，最後造成右心室肥大、衰竭，甚

至死亡。正常人在休息狀態時的肺動脈壓力約在 18-25 毫米汞柱，世界衛生組織(WHO)定義當

肺動脈壓力在休息狀態時高於 25 毫米汞柱或運動時高於 30 毫米汞柱時就是肺動脈高血壓。」 

http://www.sle.org.tw/DOC/%E8%82%BA%E5%8B%95%E8%84%88%E9%AB%98%E8%A1%80%
E5%A3%93.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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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 3-9  汪叔游脈波圖形。汪叔游（1993），p.181。 

 
在之後，汪叔游仍不斷改變其分析方法，譬如說在 1989 年的脾證脈波分析，

除了採用傳統脈波圖的分法，並增加了一次導函數的脈波分析方法，藉此從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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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角度來發現徵證對脈波圖的多重因素影響28。不過，在 1993 年的研究中，汪

叔游又改變了分析方法，「經過大量的脈波圖之測試後，發現唯有橫軸（X）之時

域值是經得起重複測試的，而縱軸（Y）之振幅值卻大部分不穩定，若嚴格地計

較微小之數值改變則縱軸之振幅僅有小部分於臨床上具有統計意義，此點困擾使

脈波之計量化一直遲遲無法通過現代之統計標準，最近使悟出唯有把縱軸 Y值之

計量改用形態學（morphology）之認定配合橫軸 X值之精確計量之方法下，方始

有所進展。」29在這次研究中，汪叔游比較顯著的主張，即是對於浮沉兩脈，藉

由分析其波形而提出新的定義。在前者中，浮沉二脈主要以施加外壓的方式，來

測定三取振幅的變化。在本研究中汪叔游透過新的分析方法，如此定義浮、沉脈：

「在主峰水鎚脈後跟有相當高度的重搏波即是浮滑脈」，以及「在主峰水鎚脈的

舒張期完全陷落者即是沉石脈」，以重搏波之有無，分辨浮沉脈30。但原則上，

並未進一步確立脈波與病證之間的關係，僅是引用現代的心臟動力學來解釋脈

波，以及重新定義中醫脈診的種種術語。筆者將在下一節加以討論其問題。 
 
C.心臟動力學的引入 

以心電圖為模式來研究脈波圖，雖然提供了許多測定脈波的標準。然而，汪

叔游始終未曾克服其脈波研究的最大難題：疾病分類和脈波之間的相關性。汪叔

游曾經研究患有肺病者的脈波，但是並未得到有力的證據和相關性31。另一方

面，由於脈波圖和心電圖相似程度過高32，脈波圖在預測和診斷心血管疾病有著

較好的表現。然而，這只是再度證實心臟動力學的效力，而非中醫脈診之功。如

此，我們為何需要脈波圖呢？汪叔游雖然在其研究過程中，發現某些疾病與脈波

圖的關聯，如弱脈常見於肺部病變者，像是肺結核還有肺炎33。但是總論觀之，

與心肺系統相關者，其相關性比較顯著，而其他臟腑疾病的診斷，則幾乎沒有相

關性出現。因此，汪叔游的工作始終停留在脈象的分類工作上。 
    自汪叔游改變浮沉二脈的定義來說，浮沉二脈之為對舉乃是自三取中見出。

然而在之後的研究中，汪叔游認為，由於壓力的增加，所改變的應該是整個脈波，

而非是脈波中的一小段，「病例測試中，只有升階振幅之高度與所加外壓具有遞

增的線性改變而無遞減，這乃是因為壓力轉換器對外加壓力之反應非常狹窄，僅

                                                 
28 汪叔游（1987），p.43～46。 
29 汪叔游（1993），p.177～178。 
30 汪叔游（1993），p.182。 
31 汪叔游（1978），p.96。 
32 「由於動脈硬化最初沒有明顯的自覺症狀，所以很難掌握病情，只能通過測膽固醇值、血糖

值來推斷。日本醫學專家新近開發出一種『加速度脈搏測定裝置』，患者只需將食指插入 15 秒即

可得出結果。只靠指尖就可以了解血管年齡，是因為血管數據與心臟有驚人的相似性。距心臟較

近的指尖插入高靈敏度感測器之後，可以傳遞出心臟節拍，並依此判斷血管的堵塞程度，然後與

平時積累的健康人數據庫對照，即可得出患者的血管年齡。這種裝置還可測出指尖、腳尖的脈搏

和血壓，以幫助判斷發生阻塞的動脈的具體部位。如果接受專門檢查，手腳纏上測血壓的綁帶，

頸部、腦部貼上感測器，平臥 5分鐘，這期間從心臟經由頸部乃至指尖腳尖的動脈，都可以用所

測數據對照年齡得出是否硬化的結果。」http://big5.china.com.cn/chinese/health/529057.htm 
33 汪叔游（1978），p.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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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取了線性遞增的一小段。」34這一段話，存在著幾個問題。首先就初步研究中，

我們的確可以看出浮沉二脈的差異。就浮脈而言，升階振幅確實出現「遞減」的

狀況。什麼原因造成前後測量的矛盾呢？除了分析方法之外，應該是外壓設定上

的問題。先前筆者即有批評，汪叔游在三取壓力值的設定上並未交代清楚，而是

直接以 0～20mmHg，40～60mmHg，80～100mmHg 為三取壓力值的範圍。這三

個壓力值，在脈波圖研究（一）、（二）、（三）中，都是通用的。然而，在本次實

驗中，汪叔游卻使用了新的數值，50gm、150gm、200gm 為三取的壓力值。據推

測，應該是脈診儀重新設計後，所採用新的量值，因此產生了誤差。不過由此而

論，對於外壓的設定，實會干擾到波形與波幅的正確性。因此，在這一點上，筆

者認為仍然有考慮的空間。 
其次，汪叔游也提到儀器的侷限性，說明脈診儀對於外加壓力的反應十分狹

窄，這也許是原因之一。另外，就三取而言，以重搏波之高低區分浮沉兩脈的直

接結果，即是對於三取必要性的否定。因此，只需要選定一定的壓力範圍之後，

即可判別浮沉兩脈。因此，其他以三取為標準的脈象，必須重新根據新的波形分

析方法而加以分類。 
汪叔游又自脈波圖上，定義「胃」、「根」、「神」等脈診上重要的現象。汪叔

游以左心室舒張後期的順應力為「根」，左心室收縮中期之張力為「脾之神氣」，

以及主動脈弓之彈力為「胃」。然而，其真確判別，得有解釋。汪叔游主要以心

臟動力學來說明胃、神、根，藉此來說明中醫脈象。雖然大致上可以解釋完全，

卻無法充分說明五臟六腑的關係，最多也僅限於心血管疾病之診斷。 
汪叔游工作的主要困難在於資料的分析和整理上。就病例歸納來說，汪叔游

自稱累積有數千名病例，因此至少在多年對於脈波的分析研究中，應該或多或少

有一定的成果出現。然而，卻一直未有成就。這一點，即是筆者先前所說的問題：

中介理論或是理論聯繫之缺乏。也許，中醫科學化的歷程並不需要中介理論的出

現，因為新理論的出現將會直接汰換掉舊有理論。然而，就汪叔游的研究架構中，

中介理論的存在或是背景理論的改變是必須的。利用心臟動力學來解釋脈象時，

汪叔游並未放棄中醫脈診理論，而是兩者並行而相互參照。這一點，由汪叔游嘗

試利用心臟動力學術語定義脈象的胃根神等性質時，即可見出。但是，在整個詮

釋過程中，我們需要一個中介理論或是兩理論的相互轉化方能一一解釋。譬如

說，我們如何判斷脈象的「有胃有神」是脈波上的哪一線段或哪一點？哪一個脈

象，又應當歸屬於哪一個脈波？ 
缺乏說明整個歸納和分析的過程，我們並不知道汪叔游如何判斷出為何左心

室舒張期的順應力是脈象上有根的表現。汪叔游並未提到任何的中介理論，也沒

有將其背景理論作一轉型，完成整個解釋和分析過程的中介即是：脈波圖、心電

圖、以及脈波分析方法。然而，這些資料和數據又多少真的能夠代表傳統脈診意

義下的脈象呢？筆者認為，與其說中醫脈象得到客觀化的紀錄和生理學上的解

釋，不如說整個詮釋過程是由心臟動力學投射入中醫脈診理論當中，進而建構出

                                                 
34 汪叔游（1993），p.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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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套具有現代心臟動力學解釋的脈象分析。這個過程，既非客觀描述也不是理論

轉型，而是一個投射過程，一個類比推理的過程，也因此注定難以脫離心臟動力

學的陰影。 
就汪叔游文本所解釋，「產生後負荷（afeter-load）之解剖位置應該以小動

脈之收縮為主，設若心搏出時恰當為微小動脈之通常是擴張，而後負荷銳減，在

脈圖上即是主峰 F/P 合而為一，主要是降階光滑地下降，絕無弦鼓之象，設若因

部分小動脈收縮，導致後負荷增加，則在左心室之快速射血期（下峰）後即會出

現弦鼓（P波），屬於中醫之弦脈，蓋不論是動脈樹收縮之後負荷增加或左心室

本身之出口（LVOT）之不暢，皆可引起左心室壁之張力似與中醫肝經的風木有關。」
35 

根據上文，汪叔游先區分後負荷的正常脈象與異常脈象，說明後負荷與弦脈

之間的關係，再推論到中醫肝經的風木之氣。對於弦脈的分析乃是出自於心臟動

力學的知識。因此，形成左心室快速射血期出現弦鼓的原因，乃是後負荷增加或

是左心室出口之不暢，增大左心室壁張力。然而，自左心室擴大到中醫肝經風木

之氣則明顯是個跳躍。雖然脈診儀乃是做為中西醫學雙方的技術中介，但不代表

整個解釋可由此建立。脈診儀並不是個翻譯中介，也不是脈診經驗的客觀記錄工

具，事實上，使用脈診儀本身就隱含理論建構的要素。因此，人體呈現何種現象

或是脈診儀記錄什麼資訊，都必須加以小心使用和定義。因此，脈診儀最多是呈

現手橈骨動脈的血壓波形，是呈現某些血流運行現象的工具。因此，如何解釋、

運用脈波圖或是用之否證，並非是脈診儀所能處理的。 
汪叔游的解釋是種理論投射關係36，他將心臟動力學經由脈診儀投射入中醫

脈診之中。這個方法不能言其為錯！但是必須注意的是，整個過程並不具有足夠

結實的論據。例如從弦脈而言，汪叔游如鑑何別脈波圖上不同的脈象？僅僅依據

二十八脈的分類與經典，是不足以直接劃分二十八脈。另外，汪叔游在幾篇論文

中也始終並未說明如何依據脈波圖劃分二十八脈。汪叔游可以說弦脈與左心室壁

擴張有關，但是記住，由於心臟動力學作為主要的解釋理論，使得整個對於二十

八脈的詮釋侷限於心血管疾病和動力方面。目前為止，由於在血流動力學方面，

尚未出現心臟運作與其他臟腑的對應關係，因此，二十八脈的解釋和功用便大幅

地縮減。因此，理論投射過程的一個基本問題在於，基本上 A 理論大部分並未

提供足夠的空間和潛力來幫助 B 理論的發展。尤其，當 B 理論是類同中醫一般，

是尚未接受現代科學檢證與洗禮的前科學理論。 
這裡必須考慮到一個問題：究竟理論投射過程是可逆或是不可逆？舉血流動

力學為例，許多人都使用電路模型或是電學理論來解釋或是簡化血流運動。這是

因為血流和電流在許多方面都十分相似，譬如血流/電流、血壓/電壓、黏滯度/

                                                 
35 汪叔游（1993）；p.183 
36 必須說明的是，心臟動力學並不做為中醫脈診理論的基礎或是解釋理論，兩者乃是不同典範

的理論。因此，筆者使用「理論投射」，標明兩者之間並非處於化約關係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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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阻等等。因此，經常使用電路模型來模擬血流的實際現象37。然而，許多血流

現象雖然可由電路模型說明或預測，但是我們可以反過來用血流現象來說明電路

系統現象嗎？筆者認為，並不能。這不是誰比誰基本的問題，也不是因為是類比

推理就不能逆推。理論投射乃是一個類比推理的過程，我們是基於兩個理論或是

現象之間的相似性，進而加以類比，來解決或是理解未知的問題或是現象。因此，

必須問的是，該逆推過程對於電學有何幫助？如果血流理論並不能幫助我們預測

或是解釋電流現象，我們無須要求整個投射過程逆推。因此，主要的問題不在於

逆推可行與否，而是是否存在著逆推的必要！  
承上述，如果我們自心臟動力學來解釋弦脈的產生，乃是「左心室壁張力擴

大」的話，這是合理的。但若要反推肝經風木之氣與左心室壁張力相關則有其困

難。因為，在心臟動力學當中，並沒有關於傳統中醫脈診理論的知識；同時，也

沒有關於不同的心跳或是脈搏波形關聯於其他臟腑的理論存在。上述投射過程僅

能說明，中醫弦脈現象產生的微觀生理機制，但並不能驟然以此推論肝經風木之

氣與左心室張力有關；或是認定腎氣與左心室壁舒張後期的彈性相關。換句話

說，我們不能將中醫脈診理論直接化約到心臟動力學之中。我們僅能顯示出其間

的相關性或是可能性。但若是真正地要由心臟動力學直接證實中醫脈診理論，我

們必須完成血流動力學的其他部分，瞭解心臟某些不正常的運作是否與病證、或

是臟腑的血流運行相關，自現象上將兩個理論加以連結。 
如此，筆者認為，整個中醫理論在這意義上，十分難以回饋心臟動力學任何

東西。這是因為，脈波圖和中醫理論難以提供確實的證據或理由作為逆推過程的

支持。要決定「左心室壁張力」與「肝經風木之氣」，單就脈波圖而言，是個龐

大而難以完成工作。在逆推過程中，中醫理論頂多僅能做到脈波的分類，回饋給

予心臟動力學來解釋各種脈象的成因和相關的生理性質、過程。然而，若是僅由

心臟的各種活動異常的成因，進而推論到五臟六腑的功能的話，就現代醫學而

言，始終缺乏明確的理論解釋，效力難有；對於中醫而言，雖有藏象理論，但是

若真要解釋也必須有病理上的分類分析，以便找出脈波與病證的相關性。然而，

這一工作正是汪叔游遲遲未能完成的。 
 
D.汪叔游實驗的問題 

也許，整個問題必須回到基本的面向來看，即是中醫的辯證理論。現今大部

分脈診研究的病例分類，都是依靠西醫的診斷為準。但是，中醫理論對於疾病的

研究和分類乃是辯證理論，即是不以病因為準則，而是以不同的徵候和機能失調

作為疾病分類的準則。因此，一樣都是感冒，但由於個人體質殊異或是病毒的不

同，而產生相異的症狀；但對於西醫而言都是感冒，其治療方法則也是相同。對

                                                 
37 這裡說的投射過程，可與先前的類比推理相比較。我們可以輕易的發現，「電學→血流動力學」

以及「心臟動力學→中醫脈診」，兩者的理論投射程度其實並不相當。基於相似性而言，中醫脈

診和心臟動力學是藉由表面特徵的相似性而加以連結，即是，兩者都關係到血管脈動現象，因此

假設兩者有其相容和相合的部分。然而，電流和血流確有其結構或是關係性的相似性。因此，就

類比推理而言，「電學→血流動力學」的推理嚴謹性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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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中醫而言，雖然都名為風寒，但是依照其症狀，有其不同機能失調，而有不同

的應對。二十八脈亦是如此。脈象除了候五臟六腑之榮枯外，亦與不同病證相結

合。至於某病為某病也須合之於四診，而非脈診獨斷之。因此，也許在病例的分

類上，一開始就走上了岔路，應當以中醫辯證原則來分類，然後依照其症狀一一

書之，再進行診斷。或許可藉由這種方式獲取有意義的經驗資料和相關性分析。 
田莒昌、張恒鴻、陳瑞照、許吟姿等人對於系統性紅斑狼瘡（systemic Lupus 

Erythematosus，簡稱 SLE）陰虛症的研究，即是針對上述的思維研究脈波圖形與

中醫病證之間的關係38。田莒昌等四人先經由現代醫學的診斷方法，將 SLE 患者

挑選出來，再會合三個中醫師，根據 1986 年中國大陸中西醫結合虛證與老年病

研究專業委員會制訂的「中醫虛證辯證參考標準」，來加以診斷病人，分為陰虛

組和非陰虛組39。其診斷標準如下： 
(1)主症：五心煩熱、咽燥口乾、舌紅或少苔無苔、脈細數； 

(2)次症：午後升火、便結而尿短赤、盜汗。 

以上具備主症三項、次症一項，即診斷為陰虛40。 
    不過，上述實驗最大的問題在於，實驗結果容易為分析方法或是脈診儀所決

定。譬如，田莒昌等四人雖然是使用汪氏脈診儀，但是分析脈波的方法，卻非依

照汪叔游的方式，而是取材於不同實驗的說法。譬如說弦脈指標乃是依據費兆馥

的定義。以脈波總面積來分析，也是汪叔游所無。因此，脈波分析方法會主要地

決定最後實驗結果的展現。如此，隨後的問題在於，田莒昌等四人的研究並未顯

示任何相關性，我們可以據此否證中醫脈診理論，或是否證某一類的分析方法無

效嗎？目前為止，筆者尚未見到有人確切由其實驗中導出否證中醫脈診的說法。

因為可以透過對於實驗的調整或是實驗方法的追究，將實驗失敗歸諸於此。由此

筆者認為，中醫現代實驗的確需要某些否證或是判決性實驗（crucial experiment）
的出現。也或許，為了提高實驗的效力，應該自中醫師自身脈診經驗作為實驗對

象，由此研究是否不同中醫師的脈診診斷是否具有某種「主體際性」現象或資料

可言。不過目前為止，這類的實驗寥寥無幾，筆者認為，值得進一步研究之。 
汪叔游工作的另一個問題即是：歸納法問題。為了證實脈波與病證之間的因

果關係，汪叔游在不改變中醫脈診理論的前提下，僅能透過比較特定病患和正常

人的脈波圖形，進一步證實脈波的特定特徵語病證之間的相關性。不過由於缺乏

替代理論的指導，汪叔游僅能消極的尋找脈波的差異，嘗試找出脈波特徵與特定

病證之間的相關性。然而，主要的問題在於，由於資料形成問題，脈診儀記錄的

客觀資料與實驗無法直接測試中醫脈診理論，故一方面缺乏理論的回饋與修正；

另一方面，亦可透過對於儀器的改進或是分析方法的改變來嘗試挽救中醫脈診。

不論屬於何者，中醫脈診理論均無法在實驗中良好地測試。 

                                                 
38 田莒昌、張恒鴻、陳瑞照、許吟姿的研究，並未顯示出脈波圖形與陰虛證之間的相關性。 
39 明顯的，三位中醫師並不是獨立判斷。依據田等四人的文本，當有一位醫師出現不同的診斷

時，會合三人加以討論，取得一致意見，再加以分組。若仍是有異議，則拋棄病例。看似合理，

但其實並沒有完成實驗要求的雙盲標準。因此在分組上，未免有瑕疵。 
40 田莒昌、張恒鴻、陳瑞照、許吟姿（2001），p.146。 



 84

此外，由於實證醫學的興起大約是在 90 年代才正式開始，根據調查，在 90
年代之前，大約只有 10～20％的臨床作業是有臨床實驗根據的41。因此，汪叔游

在先前的研究中，極少執行如同田莒昌等所舉行的控制實驗。大部分的實驗數據

乃是根據日常病例的資料蒐集。換句話說，汪叔游僅是不斷改變資料分析的方法

而已，而其脈波資料的取得則是日常診斷的病歷資料。因此，汪叔游在許多實驗

方法和程序上的問題一直未有充分的說明42，譬如說如何聯繫中醫二十八脈與脈

波圖，如何獲得病例的脈波資料，針對哪一種病例研究之等等。這是汪叔游必須

注意的一點。 
在分析方法上，汪叔游的主要工作在於，完成脈波圖的二十八脈的歸納工

作。假定汪叔游是自己或是由其他中醫師藉由傳統脈診來分類脈象，再由脈診儀

加以記錄其脈波的話，先不論第一人稱經驗判斷準確與否，問題是如何分析這二

十八脈的脈波圖？由此汪叔游最後假道於心電圖的發展徑路，又不斷地改變其分

析方法。但是始終未能達到有意義的結論。問題出在於，汪叔游缺乏一套中醫的

現代替換理論，或者由於汪叔游的實驗並未提出否證性的假設和定理。也因此，

並沒有任何實際的假設在實驗中被建立或是淘汰（雖然汪叔游的確淘汰掉部分分

析方法，但是汪叔游又依據什麼理由拋棄先前的分析分法？）。許多都是心臟動

力學的東西，而缺乏對於中醫脈診理論的肯定或是貢獻。 
嘗試從經驗資料中尋找中醫二十八脈的的分類準則，假定真的存在的話，其

實並非良策。首先，脈象並不是個單獨抽象的某一物理性質，而是一整個現象整

體。脈診儀僅能局部記錄某些物理性質而非其現象整體。同時，人體感覺具有自

我調節的特性，這造成人體感知與機械記錄的重大差異。舉例來說，就照相機而

言，色溫是攝影時必須顧慮到的重要因素之一。為了得到正確的色彩，必須將底

片的曝光度和當時燈光或是自然光的色溫考慮進去，否則會得到過藍或是過黃的

照片。然而，人體的眼睛會進行自我調節，使得色溫的偏差不會形成視覺經驗的

重大變化，譬如說，在陰天時色溫偏高，而在夕陽西下時色溫偏低，但是我們對

於顏色的知覺卻沒有明顯變化。然而，若相機未經色溫校正，我們會得到偏藍或

是偏黃的照片。 
其次，雖然二十八脈中，有些是可定量的性質，但是質性描述卻是更多。如

何認定如洪、浮、滑、澀、細、微、小等脈，不能單靠脈診儀，尚須要有經驗的

中醫師加以判斷。這說明了，在二十八脈分類時，傳統脈診作為分類工作的必要

                                                 
41 實證醫學（evidence-based medicine）是由 Archie Cochrane 在 1970 年代首先提出的概念。據

Cochrane 的估計，只有 10％的臨床作業具有臨床實驗的根據。這一估計，在 1980 年獲得美國國

會科技組的證實，指出只有 10％～20％的臨床作業是有臨床實驗檢證為有效的。因此鼓勵大家

做嚴謹的研究，來確認臨床作業的效益。1992 年 JAMA 刊出專文提倡實證醫學。在 1995 年，實

證醫學的文章才約 100 篇，但在 1998 年已超過 1000 篇。政治方面，由於美國政府的支助，實證

醫學中心和工作小組不斷成立。根據 1996 年的調查，內科住院醫師訓練中，有超過 80％的單位

挪出時間教授實證醫學。根據 1997 年的調查，70％美國醫學院以教授實證醫學的相關課程。以

上請見，郭英調（2000），p.3。 
42 筆者收集汪叔游的五份論文中，唯有一份《中醫脾證之脈徵分析》有比較詳細交代其實驗資

料的取得，並加以統計計算其相關性，其他四份均缺乏統計和交代實驗程序。 



 85

性。 
三者，二十八脈是個簡略的分類，其適用於人類三指之上，卻未必適用於脈

波圖之上，這有其尺度上的困難。 
四者，如果單純以二十八脈分類又有其認定上的困難。因為得病者，實有兼

脈出現，又二十八脈中有些脈象即是兼脈。若是將中醫二十八脈的標準加以取

用，又會如同汪叔游在初步研究中所遭遇的困難一樣，缺乏波形分析的工具，而

且大多數的問題仍如上述。如果，純粹就脈波的各種性質來作為討論，則我們若

是採用了心電圖的模型，則勢必有其侷限性；若是用於二十八脈，其歸屬又會造

成認定上的困難。 
另外，即使真的完成二十八脈的歸納工作，是否得到有意義的資料又會是另

外一回事。因此，在缺乏理論指導、確切的實驗方法以及模型之下，對於中醫脈

波圖的研究實在是個漫長而無止盡的資料分析過程。其原因，大部分出自於始終

缺乏與現代醫學接合的中醫替代理論出現，或是整個解釋和分析過程仍是太過依

賴傳統中醫脈診理論。不過，這也許運氣的問題，也許脈波圖根本不足以做為中

醫現代研究的有效工具，因為其所反映的資料過少，僅是血壓波形成的波形圖，

缺乏其他血流性質的紀錄。也許是分析方式有誤，不應該研究波形，而是應該探

討波的性質與其背後的波動力學，進而寫出方程式，作為日後研究實驗的基礎。

總而言之，汪叔游的研究在概念上和方法上的確有其困難。在實驗操作上也有問

題。但是真正導致其困難的，乃是其實驗始終未嘗開花結果，既沒有新的理論產

生，也沒有新的現象產生，脫離不了心臟動力學和中醫脈診理論。這一方面，也

是他長期研究目的所設下的侷限。 
 
3.7 小結：「客觀描述」路徑的評估 

中醫脈診理論與血流動力學的關係，並非是化約，也並非是理論競爭上的問

題。事實上，兩個理論雖有抵觸，但是絕非相互排斥的理論。然而，當使用血流

動力學來解釋中醫脈象時，我們是處於一種化約關係之中，抑或是投射關係之

中？就筆者而言，雖然科學觀察是理論負載的活動，然而經由縝密的程序和方

法，製造和指認某一類的現象卻並非難事。大部分問題在於，我們如何理解和詮

釋該現象的產生。因此，中醫脈診與血流動力學均可言及或是指涉某一類相似的

現象，但可具有不同的解釋和說明。因此，當使用血流動力學來解釋脈象時，既

非化約也非是種詮釋關係，而是投射關係：使用血流動力學投射入中醫脈診之

中，建造一個子模型，企圖將血流動力學落實於中醫脈診之上。但是中醫脈診，

至少在傳統定義下，無法化約於血流動力學之中，同時血流動力學也無法完全解

釋之。也因此，對於中醫脈診而言，血流動力學是個範圍過於狹隘的學科，缺乏

對於臟腑關係的交代。 
不過在此，整個理論投射是個不能逆推的過程，至少對於中醫脈診與血流動

力學來說是如此。除了上述原因之外，另一方面也是因為許多現代已然建立的醫

學知識與中醫理論之間存在著許多不可跨越的詮釋鴻溝。同時，由於中醫理論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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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血流動力學而言，並非是個夠精確而可落實的理論，這造成了在逆推回程

中，無法確切指定中醫理論中各類現象的血流動力意義。這是否關係到投射過程

本身的問題呢？投射過程，在筆者的使用下，並非是個嚴謹和具證據支持的

（evidence-biased）推論過程，而是較接近想像和類比推理。投射本身並不具備

亦不太需要經驗上的支持，而是企圖利用一個 A 理論投射到 B 理論之中建造出

子模型，由此來解釋和推展 B 理論。簡言之，這並非證成，而是發現與創造的

過程。也因此，筆者並不認為中醫脈診與血流動力學是化約關係，事實上乃是創

造發現的過程。我們借用血流動力學來思考中醫脈診及其現象，而非證實或是化

約之。如上所言，投射逆推最大的問題在於，中醫脈診理論並未有足夠的資源和

本事，使自身落實投射於血流動力學之中。 
既然理論投射無法證實中醫脈診，而僅是創造性思考的話，這至少說明一件

事：若中醫脈診理論遲遲無法與血流動力學相結合，我們就得被迫放棄中醫脈診

理論；否則，中醫理論必須在自身內部進行改造，藉以形成新的知識系統，來接

合現代醫學知識。我們無法利用血流動力學來證實中醫脈診，而是中醫脈診本身

必須具有足夠的力量來接合上血流動力學來證實自身。因此，理論建構是中醫脈

診科學化進程中必不可缺失的環節。這也是為何筆者特意避開中醫經典，而取用

現代中醫脈診實驗作研究的主因。陷落於經典中，只能產生融貫性，但是否能立

足或是落實於經驗界，則是另一個問題。同時，筆者認為，我們不能以詮釋空間

來換取實證空間。這是經濟學上的考量。也許經典真說明了什麼，但是何時我們

知道它說中了或是我們確實驗證了？這是個有趣而無解的問題。 
關於客觀描述的問題，筆者認為，雖然主體際性原則是中醫理論的最大問題

所在，這迫使許多現代中醫研究者嘗試發展出各種儀器來為中醫理論奠定其經驗

實證基礎。但是，過份地強調客觀描述在中醫科學化的地位卻是種謬誤。舉脈診

儀為例，前述林欽裕即曾考慮是否應當製作彈性有如人類手指的脈診機械手指，

以及汪叔游考慮到沉中浮三種不同的施加外壓等問題。筆者質疑，是否過於精確

地模擬中醫脈診手法，反而是中醫科學化的阻礙？我們設計照相機時，會嘗試使

得照片接近人眼的感知，但不會嘗試將照相機設計成人眼，或是依照人眼觀看方

式來設計43。一方面，限於科技的限制，另外一方面也無此必要。這一點思考，

讓筆者認為許多針對中醫診斷所設計的儀器，有許多是過於走火入魔。譬如說，

黎恩彰所設計的機械手指，或是考慮到沉中浮三取等等。現代醫學中，也不是所

有的診斷訊息都有必要進一步整理成數位資料。譬如，耳鼻喉科醫生檢查喉嚨發

炎，牙科醫生檢查蛀牙的情形等等。 
承上述，並非所有主體經驗的現象資料都必須量化，同時也不需要去精確地

                                                 
43 現今機械人工學的研究中，逐漸流行一種人因設計趨勢，即是說，依照人體力學或是生理學

的知識，加以設計機械手臂或是知覺辨識系統等等。但是，研究者基本上亦明白，由於人類和機

械的差異，不用十全十美地模擬生物體，而僅是選擇性地採用某些主要結構和系統，來設計機械

人。譬如 D. Taddeucci 所設計的「整合性指尖」（integrated fingertip），乃是參考人類知覺處理過

程，選擇性地設計一個能夠獲得動力訊號、觸覺訊號以及熱能訊號的指尖感測器。 
http://bdml.stanford.edu/twiki/pub/Haptics/ThermalSensing/Taddeucci.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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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擬傳統中醫的診斷方法。就如同物理學家在研究流體動力學時，並不會考慮水

流的所有現象性質，而是經過理想化和抽象化的過程，形成一個較簡單的理論模

型。否則，一旦考慮到所有的現象性質，沒有任何科學可以被建立。在這意義下，

客觀描述並不能安全地或是完整的拯救中醫理論免於非科學的標籤。在做客觀描

述工作時，基本上是需要部分的理論建構。因為儀器的建造不是無中生有，它蘊

含了我們如何選擇資訊，以及何種資料。譬如說，當汪叔游選擇橈骨動脈作為量

取點時，即是說明中醫理論所說的「脈」乃是現代醫學所說的脈搏。如此，這已

然或多或少對中醫理論作一現代理解，嘗試找出可實驗的成分。在這意義下，也

許汪叔游拋棄傳統二十八脈的分類，直接從脈波和病證之間的關聯下手，也許能

獲得更有意義的研究資料和結論。 
另外，選擇橈骨動脈作為脈波量取點的原因何在？這一點不僅在現代產生困

擾，亦在漢唐之際產生困擾。《難經‧第一難》即問：「一難曰：『十二經皆有動

脈，獨取寸口，以決五臟六腑死生吉凶之法，何謂也？』然：『寸口者，脈之大

會，手太陰之脈動也。人一呼脈行三寸，一吸脈行三寸，呼吸定息，脈行六寸。

人一日一夜，凡一萬三千五百息，脈行五十度，周於身。漏水下百刻，榮衛行陽

二十五度，行陰亦二十五度，為一周也，故五十度復會於手太陰。寸口者，五臟

六腑之所終始，故法取於寸口也。』」44 
《難經》放棄《內經》中的三部九候之法而獨取寸口，乃是寸口脈診的先驅。

然而，為了合理化或是解釋獨取寸口的理由，《難經‧第一難》說明寸口乃是脈

行五十度的終點與起點，乃是榮衛兩氣運行的主要關卡。依照黃維三的看法，寸

口脈診，除了《難經》之前的文獻已有捨棄三部九候，而取寸口、太谿、衝陽的

診法之外，寸口脈動又是方便易取，一來免於當時身體上的禁忌，二來節省時間
45。若是如此，似乎說明，只要能取得動脈在體表跳動之處，都可以取得脈象，

至於是否為寸口並不重要。因為寸口並沒有明確的特殊生理基礎告知我們其獨特

性。上述推論告知我們，為了有效實驗和測試中醫理論，不能僅是墨守中醫傳統

理論，或是盲目地累積中醫理論的經驗資料，以為除了累積經驗資料之外，別無

大事。反之，必須將中醫經典整理一番，從其可能的關聯下手，作出一套暫時性

的假設而測試之，如此才能增加研究的檢證性和否證性。否則盲目地研究和記錄

經驗資料並沒有太多的意義。 
上述的問題我們也在汪叔游的實驗中一目了然。儀器的設計有其背景理論，

我們是根據已證立的科學理論來設計儀器，而非根據主體的經驗來設計（主體經

驗和儀器測量有其轉化的鴻溝）。因此，儀器設計本身，由於背景理論的因素，

已然包括對於中醫脈診的「理論建構」過程。因此我們無法確定脈波儀記錄的資

料是否足以代表中醫脈診的主觀經驗。這造成中醫脈診理論並無法進一步「直接」

落實於實驗當中，僅能「假設性地」認為中醫脈診理論是被測試的理論。這也是

為什麼汪叔游的脈波分析既無法證實也無法否證中醫脈診的原因之一。另一個原

                                                 
44 黃維三（1994），p.350。 
45 黃維三（1994），p.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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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乃是，汪叔游並未進一步測試中醫師們脈診判斷準確性或是一致性，即是未能

完成確認中醫脈診的經驗有效性。因此，也許汪叔游研究落空的主要原因並非是

分析方法或是資料形成問題，而是中醫脈診上根本就是無效的診斷。  
在第四章中，筆者將著重討論血液共振理論及其實驗，藉此進一步說明「理

論建構」的重要性和其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