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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本文擬從五個部分，探索兩漢氣化宇宙論的哲學內涵；並藉以為氣論釋

物、兩漢氣化宇宙論的思想，探究一個形而上學的合理定位。 (一)氣概

念的原始形構與意涵 此部分之論述，主在考察「氣」字的原始形構，從

其形構的推敲中探討「氣」的原始意蘊，與殷以前是否有作為名詞使用

的「氣」概念的問題。及其後被廣泛使用於物象內蘊的表達，諸如「六

氣」、「天地之氣」、「陰陽兩氣」、「四時之氣」、「五行之氣」等

深化的資料與歷程。 (二)氣概念的豐富與氣論的發展 比諸甲骨文時代，

時人對「氣」的掌握，已用來解釋物象之底蘊，天地間萬物之實質；而



較原始的「氣息」、「煙氣」、「蒸氣」等意涵更富理性抽象之精神。

在形式上，氣論引入陰陽、五行、精氣思想等論述模式。在內涵上，氣

概念在「天人之際」的發揮亦呈現豐碩的成果。如在「天」方面，《左

傳》、《國語》用「氣」來鋪陳宇宙萬物的存在與其實然之秩序，將其

對「氣」的認知引申入對「殊多」的詮釋；道家如老、莊等則反其道的

嘗試將萬殊帶回「一氣」的思考；「一氣」的涵義除了在說明構成萬物

的基本質素相同之外，亦在說明物質世界為一連續統一的整體。此是將

「氣」從物象的意義轉而向形而上的層面作思考。在「人」方面，又粗

分為治生與治國。治生方面，典籍中對身體的認知亦以「氣」的某種樣

態來掌握，因而有「氣息」、「血氣」等概念的提出；對於人的相關探

討並不止於身體健康狀況之解釋，更在過渡到一個以血氣為本，甚而超

越之的精神、道德層次。 此諸方面的論題經先哲的努力，經戰國至秦漢

之際已具初步的共識與成果，即所謂的「黃老學」。《史記?太史公自

序?論六家要旨》中所云之「以虛無為本，以因循為用」的那個道家，

其實指的就是這個學問。「虛無為本」指此學風的形上思想乃以《老

子》書中自然無為之「道」作為其學之最高範疇與「本根」的觀念，

「因循為用」乃謂其學善於因襲此「道」之本根，以之為事物運化、發

展之客觀法則。 作為正式進入兩漢氣化宇宙論探討之前的背景認知，筆

者在第二章的部分探討上述所言及之諸課題，在第一節的部份探討氣概

念的原始形構與意涵，第二節的部分談及氣論哲學所涵蓋之範域與各範

域間的轉化，第三節探討氣論哲學釋物理論中的三種形式要素，第四節

則試予辨析先秦哲學中所開展出形而上學的幾個向度裡，氣論哲學所扮

演的角色與其所開展之理域。第五節則從地域文化的影響因素與黃老學

的形成、發展，紹述氣論哲學成熟歷程的文化背景。 (三)秦漢之際氣論

哲學的發展 秦漢以降的學術主軸落在「治國」和「治身(生)」的兩大問

題上。其時論著鮮少能脫此二者，即便「宇宙論中心」的思想基調大行

其道、思想家每每圍繞著天道思想、陰陽五行、天人關係等論題之探

索，其意也在藉此論域探討之成果以證成其「治國」和「治身(生)」之

主張。職此之故，學生於第三章探討應此二大學術主軸所運生之中國思

想史上的兩大「治國」與「治身」之寶典，也即《呂氏春秋》與《黃帝

內經》。按《呂氏春秋》係呂不韋集門客所作，為先秦時期最後一部理

論著作，亦是對先秦文化的一次重要總結；由其書所展現之企圖心、包

容心與理想性，使歷代學者多以是書為呂不韋?秦王所設之治國藍圖。

《黃帝內經》應係其時醫學團體在官方的助力下集成當時所有醫學派別

之作。是書所講述之「五運六氣」的大宇宙系統，與經絡、臟象等觀念

所形構之的人體小宇宙系統，素為傳統中醫學理論之根本。本文擬在此

章緊扣其氣化宇宙的詮釋脈絡紹述其學。 (四)兩漢─氣化宇宙論之完成

與其世界觀 「黃老學」的兩個學術特點在漢代，幾乎已發展成為一種

「推天道以明人事」的論理共識。其中的「天道」自是對秦漢以前形而

上之諸範疇之繼承，「人事」則上一章所言新時代的兩大學術主軸之探

論，而聯繫此天人之際的核心觀點，則是其時的「氣化的宇宙論」之論

理基調與共識。本文在接連的三章裡，以漢儒的儒學本位主義發展之經

學體系，及黃老學退出政壇後所持續發展之治國養生哲學；以學流為綱

紀、理念史的撰作為方法，探究其中的氣化宇宙論思想與重要學術成



果，以期對兩漢時期的氣化宇宙論有一個通盤的掌握。在漢儒部分，本

文擬從《春秋繁露》、《易緯?乾鑿度》到《白虎通義》，釐辨官方的

氣化宇宙論思想與由此證成之綱常名教之理論進展；復從《太玄》與

《論衡》觀其對官方氣論思想及世界觀之反思。在道家部分，擬從《淮

南子》、《道德指歸》、《老子河上公章句》探論其「道」論、治國與

治生理論中的氣化宇宙思想。在道教的經典部分，將處理《太平經》與

《老子想爾注》，及有「萬古丹經之王」之稱的《周易參同契》，來探

論早期道教思想中對氣化宇宙論思想之運用。 (五)結論─氣化宇宙思想

的整體通觀與現代意義 在循序探論兩漢氣化宇宙論思想之後，本文擬在

通論其思想之前，借先秦氣論的形上學成果探討一個比較客觀、公正的

「方法學」觀點，來作為我們認知氣化宇宙思想在中國哲學中的定位；

從此觀點評述兩漢氣化宇宙論釋物之成果，及其對中國人養生、治國方

面的影響。在結論的第二部分，整體通觀兩漢氣化宇宙論中的釋物理

論，並依先前我們探討中國形而上學的三個向度，評述兩漢哲學天道思

想的形上學高度。在結論的最後，從此氣化宇宙論所開出之價值哲學觀

點，談其現代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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