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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提要： 【一】 正本清源：從字源、辭源的釋題，到文本之成書。 

論題所涉辭彙之推敲，在確定字源脈絡中意義的底蘊。「《黃帝內經》

氣論」一題，純在字源、辭源上便透顯出上承古人「終極關懷」之關

切，下繫陰陽五行氣論的釋物體系。從其作為一部醫書而言，所側重的

天人向度，及欲建構的實用體系，亦在釋題中管窺一二。文本的成書及

相關問題的著墨，旨在確定《黃帝內經》成書的時代，及其所涉內容的

範圍、歷代對該書的態度及吾人對文本的意見。 經此二個側的面推敲，

期以最精確的思想進路、歷史定位及對文本最適合的態度來進入主題之

論述。 【二】 從氣論思想的淵源與發展，到《黃帝內經》氣論的內



涵。 「氣」從「雲氣」、「煙氣」的原始義蘊，在經傳的討論中被視為

造成萬物的「本始材樸」，用來解釋天地間萬物的構成與運化。陰陽、

五行以「質料義」、「動力義」、「形式義」和「規則義」進入氣論思

想的核心，迄戰國、兩漢而為「黃老學」釋物秩序之主軸。《黃帝內

經》成書於兩漢，其釋物之脈絡及關切論題之敷衍亦無不在這個宇宙圖

式中進行。因此，本文擬以「氣」、「陰陽」、「五行」三個概念切入

文本，試圖以此為綱紀勾勒《黃帝內經》氣論思想之梗概。 【三】 從

氣論思想之發用，到天、人模型建構的側重。 《黃帝內經》所因循者，

在黃老學總成周秦以來釋物體系，建構其天、人模型，做為養生、治療

等控制理論之依據；此是《黃帝內經》最為獨到之處。其運用了當時最

先進的科學理論（即氣－陰陽－五行釋物的靜態秩序，及其中蘊含物物

相互間的動態規律），以醫者關切為本位，總結之前關於天文、曆法、

農業、醫學、養生、物候、氣象……等學科來為醫學服務，完成了臟象

學說、五臟六腑、二十七經絡、五運六氣學說……來形構其天、人模

型。故文本特闢專章詳加討論，以求此《黃帝內經》獨到之成就得以呈

顯。 【四】 「氣論」的另一組次級範疇 。 精、氣、神在《黃帝內經》

諸論中，被用來指稱宇宙總體運化中不同歷程，不同側面之樣態或描

述。其概念的運用觸及所有的課題；特別是養生理論的建構，對當時及

後世的養生家如道家的煉養提供理論的基礎。養生家論煉養講精、氣、

神，傳統以來醫家之辨症亦觀來人的精、氣、神。故作為醫家、養生家

理論源頭的《黃帝內經》所使用之精、氣、神概念的意涵及其相關，乃

為研究《黃帝內經》氣論者所必需旁通的課題。故本文擬以氣－陰陽－

五行為釋物主軸解剖《黃帝內經》的氣論，復試圖以「精、氣、神」的

整體的﹝whole﹞ 、有機的（organic） 結構從氣論的另一側面來還其本

來面貌。  

摘要

(英)  

論文

目次 

目次：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導言 一、研究動機 二、研究方法與資料 第

二節 釋題與論要 二、論文提要 第三節 有關《黃帝內經》的幾個問題 

一、《黃帝內經》的書名 二、《黃帝內經》與《素問》、《靈樞》 

三、《黃帝內經》成書年代的問題 第四節 從巫術到醫學 第二章 《黃帝

內經》氣論的思想淵源 第一節 氣 第二節 陰陽 第三節 五行 第四節 地域

文化、黃老學與氣論 第三章 《黃帝內經》氣論的思想內涵 第一節 氣─

物 第二節 氣─位─變 第三節 氣的綱紀 一、陰陽定位與圜道 二、五行

分類與運化 第四章 《黃帝內經》氣論的發用 第一節 大宇宙的律動──

五運六氣 第二節 小宇宙的運化──五臟六腑與二十七經絡 第五章 精、

氣、神的關係 第一節 論氣的實質 第二節 精氣與氣 一、「精」概念的意

涵 二、精氣說 三、《黃帝內經》的先天精與後天精 第三節 精氣與神 

一、「神」概念的意涵 二、精氣與神 第四節 精、氣、神的關係 一?

精、氣、神的整體結構 二?精、氣、神問題的開展 結論 一、氣論為體，

因循為用 二、以人體為本位的理論訴求 三、陰陽五行釋物的座標意義 

四、氣的整體觀 五、展望與再反省 參考書目  

參考 一、《黃帝內經》注本與研究專書 晉?皇甫謐 《鍼久甲乙經》，影印文



文獻 淵閣《欽定四庫全書》第 733 冊，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 唐?

王冰注， 明?高保衡，林億等新校正，清?錢守山校戡《黃帝內經素問》

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94。 明?吳崑 《內經素問吳注》，山東中醫

學院、中醫文獻研究至校點，濟南：山東科學技術出版社，1994 年。 

明?馬蒔 《黃帝內經素問靈樞注證發微》，線裝本。 明?張介賓 《張氏

類經?張氏類經圖翼》，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76 年。 任應秋、劉

長林編 《《內經》研究論叢》，湖北：湖北人民出版社，1982。 劉長

林 《內經的哲學和中醫學的方法》，北京：科學出版社，1985。 楊維

傑 《黃帝內經素問譯解》、《黃帝內經靈樞譯解》台北，志遠書局，

1994 南京中醫學院中醫系 《黃帝內經素問譯釋》、《黃帝內經靈樞譯

釋》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1996。 徐振村 《內經五運六氣學》，上海

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1996。 傅維康等 《黃帝內經》巴蜀書社。1996。 

龍伯堅 《黃帝內經概要》，上海科技出版社，1997。 程士德主編 《內

經》，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97。 二、古代典籍 周?左丘明 《國

語》，台北：宏業書局，1980。 漢?鄭玄注 唐?賈公彥疏，《周禮注

疏》，《十三經注疏》，台北：藝文印書館，1989。 漢?鄭玄注 ，唐?孔

穎達等正義，《禮記正義》，《十三經注疏》，台北，藝文印書館，

1989。 漢?司馬遷 撰，日?瀧川資言考證，《史記會注考證》，台北：天

工書局，1989。 漢?河上公 《老子道德經河上公章句》，北京，中華書

局，1997。 魏?王弼、 晉?韓康伯注、唐?孔穎達等正義，《周易正

義》，《十三經注疏》，台北：藝文印書館，1989。 晉?杜預注 、唐?孔

穎達等正義，《春秋左傳正義》，《十三經注疏》，台北，藝文印書

館，1989。 宋?朱熹， 《四書集注》，台北，世界書局，1952。 宋?朱

熹 《周易本義》，台北：華正書局，1983。 明?憨山大師 《老子道德經

憨山解?莊子內篇憨山註》，台北，琉璃經房，1985。 清?張之洞 著，陳

居淵編《書目答問二種》，香港，三聯書店，1998。 清?周孔四 著，余

茂基注釋，《周氏經絡大全注釋》，上海學科技術出版社，1999。 李漁

叔注譯 《墨子今註今釋》，台灣商務，1974。 陳鼓應 《老子今註今

譯》，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3。 馬繼興 《馬王堆古醫書考

釋》，湖南科學技術出版社，1992。 王靜芝 《詩經通釋》，台北，輔

仁大學文學院，1995。 高明 《帛書老子校注》，北京，中華書局，

1996。 王守謙等譯 注《春秋左傳》上中下三冊，台北，台灣古籍出版

社，1996。 林松等譯注 《四書》，台北，台灣古籍出版社，1996。 馬

敘倫 《老子校詁》，收於《四部要籍注疏叢刊》《老子》，北京，中華

書局，1998。 臧克和著 《尚書文字校詁》，上海教育出版社，1999。 

三、工具書 漢?許慎撰 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台北：黎明文化

事業公司，1986。 清?朱駿聲 《說文通訓定聲》台北，藝文印書館﹝無

出版年份﹞。 項退結編譯 《西洋哲學辭典》台北，國立編譯館，先知

出版社，1976。 方述鑫等編 《甲骨文字典》巴蜀書社，1993。 馬如森 

《殷墟甲骨文引論》吉林，東北師大學出版社，1993。 四、相關研究專

書 丁原明 《黃老學論綱》，山東大學出版社，1997。 方立天 《中國古

代哲學問題發展史》，北京：中華書局 1990。 牟宗三 《中國哲學十九

講》，台北，學生書局，1992。 牟宗三 《心體與性體》三冊，台北，

正中書局，1995。 余英時 《中國思想傳統的現代詮釋》，台北，聯經



出版事業公司，1987。 宋天彬、胡衛國 《道教與中醫》，台北，文津

出版社，1997。 宋天彬、劉元亮主編 《中醫氣功學》，北京：人民衛

生出版社，1996。 李存山 《中國氣論探源與發微》，中國社會科學出

版社，1990。 李伯聰 《扁鵲與扁鵲學派研究》，陜西科技出版社，

1990。 李震 《基本哲學探討》，台北，輔大出版社，1991。 李霖生 

《易經哲學》，台北，唐山，1997。 周先樂 《生理學》，台北，正中

書局，1973。 孟慶雲 《中醫理論淵藪》，四川，重慶出版社，1997。 

邱德文主編 《中醫方法學概論》，貴州科技出版社，1993。 茍亞博著 

《整脊醫學》，台灣，茍氏務本堂醫療教育機構發行，1992。 馬濟人 

《道教與練丹》，台北，文津出版社，1997。 張之傑總編 《人體探

索》，台北，自然科學文化事業公司﹝無出版年份﹞。 張立文 《中國

哲學邏輯結構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 張立文編 中國哲學

範疇精粹叢書《理》、《氣》、《道》，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

1991。 張高維編 《人體解剖學》，台北：健業出版社，1992。 張欽 

《道教煉養心理學引論》，四川：巴蜀社出版社 1999。 陳鼓應 《易傳

與道家思想》，台灣商務印書館，1995。 陳鼓應主編 《道家文化研究

－馬王堆帛書專輯》，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陳福濱 《兩漢儒家思

想及其內在轉化》台北，輔大出版社，1994。 傅佩榮 《儒道天論發

微》，台灣，學生書局，1988。 曾仰如 《宗教哲學》，台灣，商務，

1993。 曾仰如 《形上學》，台灣，商務，1991。 楊力 《周易與中醫

學》，北京，科學技術出版社，1997。 楊儒賓主編 《中國古代思想中

的氣論及身體觀》，台北，巨流圖書公司，1993。 裘錫圭 《文史業稿

－上古思想、民俗與古文字學史》，上海，遠東出版社，1996。 鄔昆如 

《哲學概論》，台北，五南圖書，1992。 廖育群 《岐黃醫道》，台

北，洪範文化事業公司，1993。 蒙文通 《中國哲學思想探原》，台

北，台灣古籍出版社，1997。 鄢良 《人身小天地－中國象數醫學源流?

時間醫學卷》，台北，明文書局，1994。 劉方 《人體解剖學》，人民

衛生出版社，1988。 劉長林 《中國系統思維》，北京，中國社會科學

出版社，1991。 蕭天石 《道家養生學》，台北，自由出版社，1963。 

錢志純 《理則學》，輔大出版社，1992。 錢穆 《黃帝》，台北，東

大，1978。 頤頡剛 《秦漢的方士與儒生》，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鄺芷人 《陰陽五行及其體系》，台北，文津出版社，1992。 Boyce 

Rensberger 著，涂可欣譯，《一粒細胞見世界》，台北，天下遠見出

版，1998。 Gina Kolata 著 洪蘭譯，《基因複製》，台北，遠流出版社，

1998。 Robert I. Macey 著 彭英毅譯，《人體生理學》，台北：科學圖書

社，1974。 五、學術史、思想史研究專書 任繼愈主編 《中國哲學發展

史－先秦篇》，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任繼愈主編 《中國哲學發

展史－秦漢篇》，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匡調元主編 、朱傳常著

《中醫病理學史》，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1994。 金春峰 《漢代思想

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 徐復觀 《中國人性論

史》，先秦篇，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94。 徐復觀 《中國思想史

論集續編》，台北，時報出版，1985。 徐復觀 《兩漢思想史》，台

北，台灣學生書局，1982。 馬伯英 《中學醫學文化史》，上海人民出

版社，1994。 張岱年 《中國哲學大綱》，台北，藍燈文化，1992。 傅



維康主編 《中國醫學史》，上海，上海中醫學出版社，1990。 勞思光 

《新編中國哲學史（一）》，台北，三民出版社，1991。 勞思光 《新

編中國哲學史（二）》，台北，三民出版社，1991。 馮友蘭 《中國哲

學史新編》，台北，藍燈出版公司，1991。 楊寬 《西周史》，上海人

民出版社，1999。 楊寬 《戰國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 劉青泉 

《科技史與當代科技》，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 謝松齡 《天人象：

陰陽五行學說史導論》，山東文藝出版社，1989。 Fredekick Copleston 著 

傅佩榮譯，《西洋哲學史》（一），台北：黎明文化，1992。 六、期刊

論文 李霖生 《辭與物：《易傳》釋物的秩序》，台大哲學研究所博士

論文，1996.1。 蔡璧名 《身體與自然－以《黃帝內經素問》為中心論古

代思想傳統中的身體觀》，台北，台灣大學文學院，1997.4。 蔡璧名 

《五形系統中的色彩──式論色彩因何存在於系統化五形學說中》，國

立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碩士論文，1992，6。 林哲民 《《黃帝內

經》氣論身體觀之研究》，輔大哲研所碩士論文，1996.6。 馬耘 《《管

子》〈內業〉等四篇研究》，輔大哲研所碩士論文，1998.6。 裘正 

《《黃帝內經》五運六氣的探討》，政治大學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1996.6 李漢三 〈陰陽五行對於兩漢醫學的影響（上）（下）〉，收於

《大陸雜誌》第 30 卷第 1、2 期，1996.1~2。 李增 〈張載「氣」之研

究〉，收於《哲學論集》第十六期，台北：輔大，1992.1。 李霖生 〈從

「天生烝民」到「天地不仁」－論中國古代終極價值的興衰與《老子》

的虛無之道〉，收於《哲學與文化月刊》第二十卷第四、五期，1993.4-

5。 杜正勝 〈形體、精氣與魂魄：中國傳統對「人」認識的形成〉，收

於黃應貴主編《人觀、意義與社會》，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1993。 車離 〈《黃帝內經》和中醫學中的陰陽學說與對立統一規律－

劉長林、胡煥薌同志商榷〉、收於《學習與探索》1979 年第１期，

1997.1。 車離 〈天人關係論與《黃帝內經》〉，收於《中華醫史雜誌》

第 17 卷第 2 期，1987.4。 周國鈞 〈《內經》哲學思想探討〉，收於

《中山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1986 年第 3 期，1986.12。 胡化凱 

〈簡論五行說演變與發展〉，收於《中國文化月刊》，1997,5。 胡化凱 

〈五行說－中國古代的符號體系〉，收於《自然辯證法通訊》第 17 卷

第 3 期（總第 97 期），1995 .7。 胡家聰 〈道黃老學的“天、地、人”

一體觀〉，收於《道家文化研究》第八輯，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張

家焌 〈老子道德經之越觀〉，收於《哲學論集》第十五期，台北：輔

大，1982.7。 梁啟超 〈陰陽五行之來歷〉，收錄於《古史辨》第五冊，

台北藍燈文化公司，1987。 陳欽銘 〈《內經》五行學說科學觀與史之

探討〉，收於《中國易學》，1996.6。 陳福濱 〈陰陽五行與《黃帝內

經》〉，收於《哲學與文化》，1991.10。 傅佩榮 〈儒家人性論如何超

越唯心與唯物的兩極論釋〉，收於《哲學與文化月刊》第二十卷第八

期， 1993.8。 馮友蘭 〈先秦道家哲學主要名詞通釋〉，收於《北京大

學學報》，1959。 鄔昆如 〈六十憶往〉，收於《哲學與文化月刊》，

第二十卷第一期，1993.1。 劉見成 〈《黃帝內經》的形神論思想〉，收

於《中國文化月刊》1998.5 。 劉長林 〈《內經》的五行學說與系統

論〉，收於《社會科學輯五十一》1984 第４期 1980.7。 劉長林 〈論

《黃帝內經》中的“氣”〉，收於《哲學研究》1978.7。 劉長林、胡煥



薌 〈略談《黃帝內經》的陰陽學說與對立統一規律〉，收於社會科學戰

線》1978 第３期，1978.10。 黎建球 〈詩經與書經中的帝與天〉，收於

《哲學論集》第五期，台北：輔大，1975.4。 錢超塵 〈《周易》的哲學

思想與《黃帝內經》〉，收於《中國易學》1996.6。 魏啟鵬 〈馬王堆古

佚書的道家與醫家〉，陳鼓應主編《道家文化研究》第三輯，上海，上

海古籍出版社，1993.8。 羅光 〈二與變－陰陽〉，收於《哲學與文化月

刊》第十八卷第十期，1991.10。 羅光 〈宇宙〉，收於《哲學與文化月

刊》，第十八卷第五期，1991.5。 鐘肇鵬 〈論精氣神〉，收於陳鼓應主

編：《道家文化研究》第九輯，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論文

頁數 
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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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