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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 

本論的目的是為提出一套有別於傳統哲學方法論的「虛擬世界」方法論，

以開放的態度處理未來面對的哲學困境，以補足實證主義的先在限制，及

擴大分析主義的哲學意涵。為實現「虛擬世界」方法論，本論尋找出一種

以「易埸論」為啟發的「訊息系統」，作為「虛擬世界」的發動引擎。並

透過「易埸訊息系統」與「虛擬世界」的關係，本論嘗試解開中國「氣化

宇宙論」，有關「氣」的形上原理；並以此訊息系統觀，藉以為中西文化

匯通與知識整合的基礎工具。 本論共分五章，第一章 緒論：介紹研究動

機、研究目的及研究範圍及方法。第二章虛擬世界方法論與訊息系統之建

構：由現象與本體認識的回歸，檢討知識的形成，再比較中西哲學之方法

論。並試圖從多元文化之會通與整合策略的精神，提出一種新的哲學方法

論轉向，即虛擬世界的整全觀作為基礎；另說明建構虛擬世界整全觀所需

訊息系統其哲學與結構原理。第三章 從「易場論」啟發訊息系統之建構：

分別討論 1.場論與訊息結構、2.易場訊息的陰陽二元原理、3.易場的訊息系

統的基礎建構、4.從五行原則到有機機制系統、5.從河圖解構現象成本質概

念，洛書重構認識現象等之「易埸訊息系統」建構邏輯。第四章 易場訊息

系統之運作原則：其為第三章的延申，共有 1.易場訊息系統中之能構與所

構、2.易場訊息資料結構的生成與重建、3.虛擬中心論與訊息階層目標決

策、4.錯綜複雜的演算法則、5.從易場訊息系統與虛擬世界淺論「氣」的形

上原理等五節。第五章 前瞻與結論：有 1.從易場訊息系統建構虛擬世界之

芻議，與 2.結論兩小節。 從「易場論」啟發訊息系統之建構，目前只是一

種哲學概念，其精確的結構尚待有心者繼續努力，其運用於物、身、心、

靈的模擬尚待開發；而對於中國有關的「精、氣、神、虛」等西方視為玄

秘的現象，本論認為可以試圖以訊息系統詮釋之。  

摘

要

(英) 

This thesis aims to propose a set of methodology of 'virtual world ', which is 

different from traditional philosophical methodology. I try to tackle the future 

philosophical predicament with an open attitude to complement the leak of 

positivism, and expand the doctrine of analytic philosophy. In order to realize the 

methodology of ' virtual world ', this thesis tries to set and use one kind of ' 

information system through the field theory of 'Yi-Jing(The Book of Changes) as the 

engine of starting ' virtual world '. Through the research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virtual world' with 'information system', this thesis tries to decipher China's 

cosmology of Qi ', --the metaphysical principle of ' Qi '; And this view of 

information system may serve as a basic tool to make correspond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s and to integrate the epistemology of the both. This thesis is divided 

into five chapters: Chapter One is about introduction to the motive, purpose，range 

and method of the research. Chapter Two is about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virtual 

world methodology and information system: from the regression of phenomenon and 

noumenon, to the examination of the formation of knowledge, and then to the 



comparison the methodology of Chinese and Western philosophy. And with the 

intention to integrate plural culture, I attempt to put forward a new methodological 

turn , i.e. the whole complete view of virtual world, which is also regarded as the 

foundation. Besides, this thesis is to explain the necessary philosophy of information 

system and structural principle for constructing a whole world view of virtual world. 

Chapter Three is about constructing the information system through the ‘field 

theory of Yi-Jing’. It comprises 5 parts: 1) The field theory and information 

structure, 2). The duality principle of negative and positive of the information of 

field, 3) The foundation of constructing information system of the field of Yi-Jing, 4) 

The process from the five elements to organic mechanism, 5) Constructing entity 

concept from de-construction of the phenomenon by the diagram of ’He-Tu’, and 

reconstruction of known phenomenon by the diagram of ’Luo-Shu’,etc.,that is, 

the logic of constructing of 'the information system of the field theory of Yi-Jing' . 

Chapter Four is about the operation principle of the information system in the field 

of Yi-Jing. As the extention of Chapter Three, it comprises 5 parts:1)The constructer 

and the constructed in the field of the information system of Yi-Jing , 2) The 

information data of production and reconstruction in the field of the information 

system of Yi-Jing , 3) The theory of virtual centre and information stratum's policy 

of goal, 4) The perform algorithms of intricate performs, 5) Building the 'virtual 

world ' as the metaphysical principle of the theory ' Qi ' from the theory of the 

‘information system of the field theory of Yi-Jing’. Chapter Five has 2 parts: the 

prospect and the conclusion. The former is to express my humble opinion about 

constructing the virtual world by way of the information system through the field 

theory of Yi-Jing .The latter is the conclusion. The construction of information 

system through the ‘field theory of Yi-Jing’ remains so far merely a kind of 

philosophical concept , the accurate structure of which awaiting continuous efforts of 

the future. It still awaits more research as to the application of the concept to the 

research of ‘matter, body, mind, anima’. As for the Chinese concept concerning 

'Jing ,Qi, Shen,Xu ' ,which the Westerners regard as esoteric, I think that could also 

be annotated through the information system I bui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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