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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內經》氣化宇宙論思想，總體來說是兩漢宇宙論思想中的一個側面。一

方面，它具有兩漢宇宙論思想的共同風貌；另一方面，《內經》承襲並發

展了先秦時期的氣化與宇宙生成之相關思想，並結合前人的醫療養生經



驗，建構其具有自身特色的氣化氣化體系。《內經》是一部中醫典籍，其

所關切者乃在人之「寶命全形」，而人生活在自然界中，故又必然涉及自

然界運化與人體生命活動關係的問題。《內經》與同時期受黃老學影響下

成書的《呂氏春秋》、《淮南子》、《春秋繁露》等有所不同，即在於

「因循為用」的目的不同；《呂》書等以治國為主要目的，《內經》則置

重點在「人」，建構了人體臟象、經絡等「小宇宙系統」，藉氣化理論的

推演，而與天地萬物運化的「大宇宙系統」相互聯結。 兩漢時期是中國

宇宙論思想發展史上的重要階段，其氣化宇宙論思想所建構的宇宙圖式，

深植於中國文化的心理結構層面，其影響力歷經兩千年而不殆。《內經》

以氣化宇宙論思想為框架所建構的理論體系，在中國歷史上發生深遠的影

響；其實用面向所展現的價值，更是至今仍受到中西方醫學界的高度重

視。 在傳統西方「主客二分」及「人類中心主義」思維主導下，人類過

分強調改造自然的面向，肆意宰制自然、消耗自然資源。同時，科技進步

所塑造的高度物質文明，非但未給人類帶來幸福美麗的前景，在眼前已觸

發了愈益嚴重的生態浩劫。近數十年以來，西方人士開始反思現代文明及

其背後的哲學價值思維，以尋求解決人類所面臨的生存危機之道；有部分

的西方思想家、科學家甚而轉向古老的東方文明中去尋找靈感與智慧。值

此之際，現代科學的方法論也逐漸注重自然科學、人文科學及技術科學的

整合，整體統一的思維成為科技發展的新趨勢。這種科技發展的新思維與

《內經》的整體觀極為類似，也因而突顯出《內經》氣化宇宙論思想的現

代意義與價值。 《內經》氣化宇宙論所提出的論點，是古人長期生活中

的經驗累積和觀察結果，從而總結出來一套律則和推算方法，這是一份珍

貴的智慧遺產，其歷史意義是肯定的。然而，氣化宇宙論畢竟受到歷史背

景的條件限制，早期的人類不可能完全認識到自然全貌，以直觀的經驗結

論也相對無法完全正確，更不能達到現今科學所見之細緻。因此，探討

《內經》氣化宇宙論思想，必須了解到，《內經》的理論體系在漫長歷史

歲月中未被淘汰，而且仍然受到今人之重視，它是事實；而該思想素樸本

質所導致的不足，亦是事實。如何運用現代科學知識、方法，對於《內

經》氣化宇宙論思想作更多的研究，使古人的寶貴遺產與今人的科學文明

相互結合，共同為人類的醫療保健作出貢獻，才是探研《內經》氣化宇宙

論思想的真正價值所在。 值此全球暖化危機日益嚴重的當前，生物全

息、宇宙全息的概念被提出並受到廣泛的重視與討論，再一次應證中國古

人在《內經》中所展現的智慧。企盼藉本論文的研究，更彰顯《內經》氣

化宇宙論思想的現代意義，並藉此再次提醒吾人認識人與大自然和諧共存

的重要，並提昇吾人尊重大自然、愛護大自然的意識。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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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出版社，1974 年。 48.清‧江筆花：《筆花醫鏡》，上海：上海科技出

版社，1970 年。 49.清•方以智撰，侯外廬主編：《方以智全集》上海：

古籍出版社，1988 年。 50.清•方以智撰，王雲五主編：《物理小識》，

卷一，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8 年。 51.清‧紀昀編纂：《景印文淵

閣四庫全書》，台北：臺灣商務印書局，1986 年。 三、《黃帝內經》注

本（依朝代先後列序） 1.隋‧楊上善注，蕭延平校正：《黃帝內經太

素》，台南：王家出版社，1995 年。 2.隋‧楊上善注、楊明濟補注：《黃

帝內經太素補注》，漢口：漢口餘生印刷社，1935 年。 3.唐‧王冰注，

宋‧林億、高保衡等校正：《重廣補注黃帝內經素問》，台北：文光圖書

公司，1992 年。 4.唐‧王冰注：《黃帝內經素問附靈樞》，台北：文光圖

書公司，1970 年再版。 宋‧史崧校正并音釋：《靈樞經》，上海：商務

印書館，1936 年。 5.明‧馬蒔注，田代華等點校：《黃帝內經素問注證發

微》，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98 年。 6.明‧馬蒔注，王洪圖、李硯青

點校：《黃帝內經靈樞注證發微》，北京：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2000

年。 7.明‧吳崑注，孫國中、方向紅點校：《黃帝內經素問吳注》，北

京：學苑出版社，2001 年。 8.明‧張介賓：《類經圖翼》，台北：新文豐

出版社，1977 年。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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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明‧張介賓著，郭教禮主編：《類經評

注》，西安：陝西科學技術研究院，1996 年。 11.明‧張介賓：《意釋黃

帝內經運氣》，日本：筑地書館，1973 年。 12.明‧張介賓：《仲景全

書》，宋趙刻本，台北：集文書局，1983 年。 13.明‧李時珍：《本草綱

目》，台南：世一文化事業公司，2000 年。 14.明‧李念莪原輯，張瑞璋

編校：《內經知要》，台北：立得出版社，1994 年。 15.明‧汪機：《續

素問鈔》，收錄《汪石山醫書八種》，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98 年點

校本。 16.清‧張志聰集注：《黃帝內經集注》，杭州：浙江古籍出版

社，2002 年。 17.清‧張志聰集注：《黃帝內經素問集註》，台南：王家

出版社，1996 年。 18.清‧張志聰集注：《黃帝內經靈樞集註》，台北：

牛頓出版社，1990 年。 19.清‧張琦注，王洪圖點校：《素問釋義》（據

道光十年刻本），北京：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1998 年。 20.清‧高世

宗：《黃帝內經素問直解》，上海：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1982 年鉛

印本。 21.清‧陳念祖：《靈樞素問節要淺注》，收錄《陳修園醫書十五

種》，福州：福建科學技術出版社，1984 年校注本。 22.清‧黃元御：

《素靈微蘊》，收入孫洽熙編：《黃元御醫學全書》，北京：中國中醫藥

出版社，1999 年。 23.俞 樾：《讀書餘錄‧素問篇》，收錄裘慶元輯：

《三三醫書‧第二集》，杭州：三三醫社，1924 年。 24.劉衡如：《靈樞

經》（劉衡如校勘本），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64 年。 25.張善忱：

《內經針灸類方語釋》，山東：山東科學技術出版社，1980 年。 26.郭靄

春：《黃帝內經素問校注》，天津：天津科學技術出版社，1981 年。 27.

王琦等：《素問今釋》，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81 年。 28.梁運通：

《黃帝內經類析》，內蒙古：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86 年。 29.李今庸：

《新編黃帝內經綱目》，上海：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1987 年。 30.張繼

有等編審：《黃帝內經素問吳注評釋》，北京：中醫古籍出版社，1988

年。 31.王洪圖：《黃帝內經素問》，北京：中外文化出版公司春秋出版

社，1988 年。 32.于 鬯：《香草續校書‧內經素問》，收錄陸拯：《近代



中醫珍本集‧醫經分冊》，上海：浙江科學技術出版社，1990 年。 33.沈

祖綿：《讀素問臆斷》，收錄陸拯：《近代中醫珍本集‧醫經分冊》，上

海：浙江科學技術出版社，1990 年。 34.胡 澍：《內經素問校義》，收錄

陸拯：《近代中醫珍本集‧醫經分冊》，上海：浙江科學技術出版社，

1990 年。 35.孫詒讓：《素問王冰注校》，收錄陸拯：《近代中醫珍本

集‧醫經分冊》，上海：浙江科學技術出版社，1990 年。 36.顧觀光：

《素問校勘記》、《靈樞校勘記》，收錄陸拯：《近代中醫珍本集‧醫經

分冊》，上海：浙江科學技術出版社，1990 年。 37.陳太曦、莊宏達編：

《黃帝內經素問新解》，台北：中國醫藥研究所，1995 年。 38.楊維傑編

譯：《黃帝內經太素研究》，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98 年。 39.徐大

椿：《內經詮釋》，《徐靈胎醫學全書》，收錄劉洋：《明清名醫全書大

成》 北京：中國中醫藥，1999 年。 40.陳九如編：《黃帝內經今義》，台

北：正中書局，1999 年。 41.楊維傑：《黃帝內經靈樞譯解》，台北：志

遠書局，1999 年。 42.李玉清等：《滑壽醫學全書》，北京：中國中醫藥

出版社，2006 年。 43.山東中醫學院等：《黃帝內經素問校釋》北京：人

民衛生出版社，1982 年。 44.河北醫學院：《靈樞經校釋》，北京：人民

衛生出版社，1982 年。 45.丹波元堅：《素問紹識》，北京：人民衛生出

版社，1956 年。 46.丹波元簡：《素問識》、《靈樞識》，上海：上海科

學技術出版社，1959 年。 47.小曾戶丈夫：《意釋黃帝內經素問》，日

本：筑地書館，1971 年。 48.小曾戶丈夫：《意釋黃帝內經靈樞》，日

本：筑地書館，1972 年。 49.小寺敏子：《和訓黃帝內經素問》，日本：

東洋醫學研究會，1988 年。 50.小寺敏子：《和訓黃帝內經靈樞》，日

本：東洋醫學研究會，1990 年。 四、《黃帝內經》研究專書(按姓氏筆劃

列序) 1.王琦主編：《黃帝內經專題研究》，山東：山東科學技術出版

社，1985 年。 2.王玉川：《運氣探秘》，北京：華夏出版社，1993 年。 3.

王洪圖：《黃帝內經研究大成》，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97 年。 4.王

洪圖主編：《內經》，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2000 年。 5.王慶憲、梁曉

珍：《醫學聖典－－黃帝內經與中國文化》，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 1998

年。 6.王慶其、周國琪主編：《黃帝內經專題研究》，上海：上海中醫藥

大學出版社，2002 年。 7.方藥中、許家松：《黃帝內經素問‧運氣七篇講

解》，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82 年。 8.余金城：《運氣學說》，台

北：華聯出版社，1986 年。 9.任繼愈：《中醫理論研究資料選集》，北

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57 年。 10.任應秋主編：《內經研究論叢－－從

方法論看內經藏象學說的形成與實質》，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82

年。 11.邢玉瑞：《黃帝內經理論與方法論》，西安：陜西科學技術出版

社，2004 年。 12.林政宏：《黃帝內經一學就通》，台北：智林出版社，

2005。 13.周春才、韓亞洲：《黃帝內經》，台北：先智出版社，2000

年。 14.徐振村：《內經五運六氣學》，上海：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

1996 年。 15.徐芹庭：《細說黃帝內經》，台北：聖環圖書公司，2000

年。 16.莊宏達：《內經新解•陰陽五行人形臟象篇－－內經的解剖心理

學》，台北：志遠書局，2000 年。 17.程士德主編：《內經》，北京：人

民衛生出版社，1997 年。 18.惲樹玉：《群經見智錄》，收錄《中醫珍本

集成》，成都：巴蜀書社，1989 年。 19.楊力：《中醫運氣學》，北京：

北京科學技術出版社，1999 年。 20.傅維康等：《黃帝內經》，四川：巴



蜀書社，1996 年。 21.傅維康、吳鴻洲：《黃帝內經導讀》，四川：巴蜀

書社，1988 年。 22.陶功定：《黃帝內經告訴了我們什麼？》，北京：中

國醫藥科技出版社，2005 年。 23.雷順群：《內經多學科研究》，南京：

江蘇科學技術出版社，1990 年。 24.劉長林：《內經的哲學和中醫學的方

法》，北京：北京科學技術出版社，1985 年。 25.龍伯堅：《黃帝內經概

要》，上海：上海科技出版社，1997 年。 五、相關著作(按姓氏筆劃列序) 

1.丁原植：《郭店竹簡老子釋析與研究》，台北：萬卷樓圖書公司，1998

年。 2.丁原明：《黃老學論綱》，山東：山東大學出版社，1997 年。 3.王

臣瑞：《知識論‧心靈與存有》，台北：臺灣學生書局，2000 年。 4.王叔

岷：《莊子校詮》，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94 年。 5.王卡

點校：《老子道德經河上公章句》，北京：中華書局，1997 年。 6.王更

生：《賈誼》，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9 年。 7.王孺松：《董仲舒天

道觀》，台北：教育文物出版社，1985 年。 8.王 鐵：《漢代學術史》，

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5 年。 9.王甦等：《漢朔閏考》，台北：

嘉新水泥公司文化基金會，1969 年。 10.王存臻、嚴春友：《宇宙統一科

學》，山東：山東人民出版社，1988 年。 11.王 明：《太平經合校》，北

京：中華書局，1997 年。 12.王明：《道家和道教思想研究》，北京：中

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 年三刷。 13.王習加、吳建勛：《統一論》，深

圳：海天出版社，1992 年。 14.方東美：《生生之德》，台北：黎明文化

公司，1987 年四版。 15.方東美：《華嚴宗哲學》，台北：黎明文化公

司，1981 年。 16.方東美：《中國人生哲學概要》，台北：先知出版社，

1976 年。 17.方立天：《中國古代哲學問題發展史》，台北：洪葉文化公

司，1995 年。 18.任繼俞：《中國哲學發展史》(秦漢)，北京：人民出版

社，1985 年。 19.任應秋主編：《內經研究論叢•從方法論看內經藏象學

說的形成與實質》，武 20.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82 年。 21.牟宗三：

《中國哲學十九講》，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83 年。 22.多紀元胤：

《中國醫籍考》，收入《皇漢醫學叢書》第三、四冊，上海：上海中醫學

院出版社，1993 年。 23.朱伯昆：《易學哲學史》(第一卷)，北京：華夏出

版社，1996 年。 24.呂應鐘：《宇宙科學與生命哲學》，台北：天工出版

社，1997 年。 25.呂理政：《天、人、社會－－試論中國傳統的宇宙認知

模型》，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研究所，1990 年。 26.肖 巍：《宇宙的觀

念》，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 年。 27.李澤厚：《中國古代思

想史論》，台北：三民書局，2000 年二版。 28.李伯聰：《扁鵲與扁鵲學

派研究》，陝西：陝西科技出版社，1990 年。 29.李 震：《哲學的宇宙

觀》，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94 年再版。 30.李威熊：《董仲舒與西漢

學術》，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78 年。 31.李增著，傅偉勳、韋政通主

編：《淮南子》，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92 年。 32.李 增：《淮南子哲

學思想研究》，台北：洪葉文化公司，1997 年。 33.李維武：《王充與中

國文化》，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2000 年。 34.李偉泰：《漢初學術及

王充論衡述論稿》，台北：長安出版社，1985 年。 35.李漢三：《先秦兩

漢之陰陽五行學說》，台北：鐘鼎文化出版公司，1967 年。 36.李存山：

《中國氣論探源與發微》，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 年。 37.李

開濟：《禪學與生活》，台北：國立空中大學，2000 年， 38.李玉清等：

《滑壽醫學全書》，北京：中國中醫藥出版社，2006 年。 39.李 零：《長



沙子彈庫戰國楚帛書硏究》，北京：中華書局。（無出版日期） 40.吳 

康：《哲學大綱》，台北：臺灣商務印書局，1992 年。 41.吳 光：《黃老

之學通論》，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2000 年。 42.余嘉錫：《四庫提要

辨證》，北京：中華書局，1980 年。 43.那 薇：《漢代道家的政治思想和

直覺體悟》，濟南：齊魯書社，1992 年。 44.何裕民、張曄：《走出巫術

叢林的中醫》，上海：文匯出版社，1994 年。 45.季鍾樸：《現代中醫生

理學基礎》，北京：學苑出版社，1991 年。 46.孟慶雲：《中醫理論淵

藪》，四川：重慶出版社，1997 年。 47.況世訥：《中醫系統論與系統工

程學》，北京：中國醫藥科技出版社，2002 年。 48.邱德文主編：《中醫

方法學概論》，雲南：貴州科技出版社，1993 年。 49.林麗雪：《抱朴子

內外篇思想析論》，台北：臺灣學生書局，1980 年。 50.林麗雪：《王

充》，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91 年。 51.周桂鈿：《董學探微》，北

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89 年。 52.周桂鈿：《董仲舒評傳》，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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