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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黃帝內經》中「心為君主之官」的論述是以中醫學理論體系為指導，從整體觀念辨明

臟腑間相互關係的一種學說，對中醫學辨證論治有重要的指導意義。但基於中醫理論基礎的「心」

作為「君主」有一定的局限性，導致中醫學對「腦」缺乏獨立完整的認識。本文以中醫理論為基

礎，辨證分析古代樸素唯物主義思想，從「心」與「腦」的生理、病理及臟腑之間的相互關係着

手，研究二者發揮其功能特點的物質基礎，以「此心非彼心」立論，提出「腦為君主之官，為五

臟六腑之大主」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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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問‧靈蘭秘典論》記載：「心者，君主之官也，神明出焉。」《靈樞‧邪客》云：「心者，

五臟六腑之大主也，精神之所舍也。」此論是建立在中醫學整體觀念之上來說明「心」的功能及

其在人身的重要性，即「心」是五臟六腑的主導。關於此論歷代醫家皆有認可，張景岳對此注解：

「臟腑百骸，惟所是命，聰明智能，莫不由之」；王冰有「任治於物，故為君主之官」之言。徐

靈胎在《醫學源流論》云：「心為一身之主，臟腑百骸，皆聽命於心。」 

隨着對樸素唯物主義思想及生理學的深入了解，有醫家對此觀點提出不同的看法。明代醫

家趙獻可在《醫貫‧內經十二官論》中提出異議：「玩內經注文。即以心為主。愚謂人身別有一

主非心也。謂之君主之官。當與十二官平等。不得獨尊心之官為主。若以心之官為主。則下文主

不明則十二官危。當云十一官矣。」明確指出人身「別有一主」，而「心」應與余「十一官」平

等。又說：「或問心既非主。而君主又是一身之要。然則主果何物耶。何形耶。何處安頓耶。余

曰悉乎問也。若有物可指。有形可見。人皆得而知之矣。惟其無形與無物也。」 

筆者同意趙獻可的部份觀點，由於當時醫學發展的局限，趙獻可並未對「君主」做詳細的

描述，後世醫家亦對此問模棱兩可。隨着現代醫學不斷發展，可以推知「心」作為「君主之官，

五臟六腑之大主」的論述稍欠妥當，筆者認為《內經》有關此論中的「心」並不是指代心臟，而

是另有所指。故搜集分析國內外相關文獻，提出「此心非彼心」的論點，進而得出「腦為君主之

官，為五臟六腑之大主」之說。 

 



1 「君主」之釋義 

在《現代漢語字典》中「君」解釋為封建時代的帝王、諸侯等。許慎在《說文解字》[1]中注：

「君，尊也，從尹，發號，故從口。」「尹」表示治事；「口」表示發號施令。即代表「君」是

國家的統治者，通過發號施令來治理政事。「主」為權力或財物的所有者，舊時臣子對君王的稱

謂。《康熙字典》[2]中注解：「音塵，君也。」故「君主」一詞指國家元首，是一國根本所在。 

在中醫學中「君主」應理解為人身之根本，總帥五臟六腑、形體官竅、氣血津液、四肢百

骸等，從而使人身一體得以各安所位，協調發展。因此，在中醫學理論體系下可稱之為「君主之

官」的應是臟腑之根本，氣血之根源，人身之大主，能主宰人體一切生命活動的臟器。 

 

2 心與腦之位置論述 

「心者，君主之官」指「心」具有統觀大居、高於一切的含義。《正常人體解剖學》[3]對心

的位置有詳細介紹：心位於胸腔縱膈內，外面圍着心包，約2/3居於身體正中矢狀面左側，1/3在

其右側。上方與出入心的大血管相連，下方為膈。兩側借縱隔胸膜、胸膜腔與肺相鄰。後方平對

等5~8胸椎，前方平對胸骨體和第2~6肋軟骨。對腦的位置描述則是腦位於顱腔內。 

《難經‧三十二難》中提到：「心肺獨居膈上」。《十四經發揮》云：「在心下橫膜之上，

豎膜之下，與橫膜相黏，而黃脂漫裹者，心也。」《醫學入門》：「有血肉之心，形如未開蓮花，

居肺下肝上也」。顯然，心並不是居於人體最高位。《醫宗金鑒‧正骨心法要旨》說：「顛者，

頭頂也。」又：「一名天靈蓋，位居至高，內涵腦髓，如蓋，以統全體者也。」指出頭居於人身

最高位，其內之腦，可統領全身活動。《備急千金要方》亦有：「頭者，身之元首，人神之所法，

氣口精明，三百六十五絡，皆上歸於頭。」也說明頭才是人身的首領，人身之經絡都歸於頭。 

因此，從心與腦的位置而言，腦位於頭顱內，居於人身之巔頂；而心位於胸中，腦之下。

就「君主」之涵義探究，當是居人身最高的腦更符合「君主」之稱。 

 

3 心與腦之生理功能論述 

3.1 心之生理功能 

心是循環系統的中樞，主要為血液循環提供動力，通過心的泵血功能將血液輸送至全身，

從而維持生命活動的正常。心泵血的過程是通過心的傳導系統完成，可以產生興奮、傳導衝動，

從而維持心的正常節律性搏動[4]。隨着醫學研究的深入，有學者提出心的傳導系統是神經源性傳

導，如董紅生[5]在其研究中指出人體心臟系統除了本身的節律性放電引發心臟搏動之外，同時也

受到自主神經系統的調控，並進一步說明迷走神經可支配竇房結、房室交界區和心房肌。這表明

心臟泵血功能的完成主要由房室的協調搏動產生，傳導系統則指揮這一活動的實現。然而傳導系

統受神經系統的調控，這在很大程度上說明了心臟泵血功能的實現是由神經系統支配的。 

《醫學入門‧臟腑》云：「有血肉之心，形如未開蓮花，居肺下肝上是也；有神明之心，神

者，氣血所化，生之本也。」中醫學講「心主血脈」，《素問‧五臟生成篇》云：「諸血者，皆

屬於心。」《素問‧痿論》：「心主身之血脈。」這是指心氣推動和調節血液在脈管中循行，流



注全身，從而發揮營血的濡養作用，維持臟腑形體官竅及精神意識活動的正常，此處當指「血肉

之心」範疇。另一功能是「心主神志」，《素問‧調經論》云：「心藏神。」這裏的「神」泛指

人的整個生命活動及其外在表現形式。故此指「心」有主導並體現人體臟腑組織的生厘和心理活

動的功能。故營血化生並輸佈全身，對人體生命活動至關重要，營血充盈，則機體得以各司其職，

外在表現的精神意識及思維活動也能正常發揮，即是「神明之心」的功能。 

3.2 腦之生理功能 

《正常人體解剖學》[3]指出神經系統在機體中處於主導地位，調控其它系統的功能活動，使

機體成為一個有機整體。腦作為神經系統的主要部份，對神經系統的其餘部份有主導作用，如腦

之延髓下行續於脊髓，再進一步分出各級神經支配全身；又有與腦相連的12對腦神經更是對人

的視覺、嗅覺、聽覺等有直接的支配。隨着現代生理學的發展，人們對腦的認識不僅僅局限於對

機體功能的支配。19世紀有部份生理學家認識到意識亦是腦的機能[6-9]，至後世醫家不斷完善[10-12]，

通過大量研究證明並闡述了人的意識是大腦皮質的功能[13-17]；20世紀50年代以來，人們對腦的

認識進一步深化，認識到腦對引起情緒和產生動機[18-19]，以及對某些涉及個體間相互關係的行為

反應有一定影響[20-21]。直至今日，人們對腦的研究已取得豐碩成果，腦不僅可以支配人體之運動、

感覺[22]，也對人的精神、意識、情緒、記憶[23]等都有主導作用。 

中醫學認為腦主宰人之生命活動。《本草綱目》提出：「腦為元神之府」，《醫宗金鑒》

云：「腦為元神之府，以統全身者也。」表明腦是生命之中樞，主宰人身生命活動。《武術匯宗》

有：「先天神，元神也。」元神是人在出生之前隨形而化，藏於腦中，為生命主宰。又腦主人之

精神意識活動，《醫林改錯》云：「靈機記性在腦者，因飲食生氣血、長肌肉，精汁之清者，化

而為髓，由脊髓上行入腦，名為腦髓。兩耳通腦，所聽之聲歸腦；兩目系如線長於腦，所見之物

歸腦；鼻通於腦，所聞香臭歸於腦；小兒周歲腦漸生，舌能言一二字。」指出精化成髓，上行入

腦，人的記憶、聽覺、視覺、嗅覺皆在於腦。再者，腦主人之感覺運動，《醫學原始》說：「腦

顱居百體之首，為五官四司所賴，以攝百肢，為運動知覺之德。」即是指出腦統領四肢百骸，為

人身筋節之總帥，號令一身之運動功能。 

歷代醫家有關腦之論述，與現代生理學對腦的功能之表述相合，這也更充分說明了腦對人

體生命活動的主導作用，更何況心之泵血功能亦由神經系統支配。就此而言，中醫學腦與「神明

之心」主神志的功能相近，對人身之精神意識有主導作用。 

 

4 心與腦之病理論述 

4.1 心之病理論述 

就病理而言，心的病變主要指心臟的器質性疾患，導致循環系統的異常，出現心臟本身如

胸痛等症狀，或者包括其它系統的缺血性改變，如導致呼吸困難、下肢水腫、腦血栓等，從而影

響全身功能活動。如《素問‧臟氣法時論》云：「心病者，胸中痛，脅支滿，脅下痛，膺背肩胛

間痛，兩臂內痛。」指出心病可引起胸脅肩背痛。「心」的病變除心臟本身疾患以外，還包括心

理疾患，即精神情志的異常。《諸病源候論‧心病候》：「心氣不足，則胸腹大，脅下與腰背相

引痛，驚悸恍惚，少顏色，舌本強，善憂悲，是為心氣之虛也。」提出心氣虛可導致人之情志言

語出現病態變化；《本草綱目‧臟腑虛實標本用藥式》：「本病，諸熱瞀瘛驚惑，譫妄煩亂，啼



笑，罵詈，怔忡，健忘，自汗，諸痛癢瘡瘍。標病，肌熱，畏寒，戰栗，舌不能言，面赤目黃，

手心煩熱，胸脅滿痛，引腰背肩胛肘臂。」說明心陽過盛可導致機體出現異常亢進狀態。 

4.2 腦之病理論述 

腦之病變主要是神經系統的疾患，包括神經支配區域的軀體運動及感覺障礙，也有精神意

識層面的異常。如腦出血或腦梗塞可導致人的行為及意識障礙，包括失語、癱瘓、嘔吐、視力問

題等。中醫學關於腦病之論斷主要從「腦為髓之海」、「腦為元神之府」來論述。《靈樞‧海論》

云：「髓海不足，則腦轉耳鳴，脛酸眩冒，目無所見，懈怠安臥。」指出「髓海」空虛，可出現

頭暈耳鳴、筋肉無力、視力下降等症狀。《靈樞‧五亂》說：「亂於頭，則為厥逆，頭重眩僕。」

指出頭腦氣血逆亂可導致眩暈撲跌症狀。《素問‧氣厥論篇》：「膽移熱於腦，則辛頞鼻淵。」

亦說明腦病對嗅覺有相應的影響。 

就前腦的功能可知，人之視、聽、嗅覺皆歸於腦，而心氣虛所致之「驚悸恍惚，少顏色，

舌本強，善憂悲」，心火亢盛所致之「諸熱瞀瘛驚惑，譫妄煩亂，啼笑，罵詈，怔忡，健忘」，

皆應歸於「元神」所主。《素問‧刺禁論》中對心、腦亦有形象對比：「刺中心，一日死」、「刺

頭，中腦戶，入腦立死。」更充分說明了腦為人身之命脈。或有言，「心主血脈」功能失常導致

腦出血等疾患又當作何解釋？因「心」主一身血脈運行，營血上輸於腦則腦竅得充，精神得養，

人之思維意識才能正常反應。西醫謂之腦出血，既有「心主血脈」功能不利導致血溢脈外，又有

腦作為「元神之府」職責失司導致生命活動異常。究其根源，還是「元神之府」受外溢之「離經

之血」作亂所致。 

 

5 傳統醫學對心與腦的描述 

5.1 心之描述 

《素問‧靈蘭秘典論》云：「心者，君主之官也……凡此十二官者，不得相失也……主不明

則十二官危，使道閉塞而不通，形乃大傷，以此養生則殃，以為天下者，其宗大危。」此論一直

為歷代醫家經典傳誦，直至趙獻可提出異議。其所言即指出「心」不能獨尊為「君主」。其論據

有二：一是「心」應歸於於「十二官」之中，此「十二官」是平等關係；二是若「心」為「主」，

則「主不明則十二官危」此論「當云十一官矣」。 

「心為五臟六腑之大主」是將「心」作為臟腑最高統帥理解，然而《內經》中對其餘臟腑

又有論述：「肺者，藏之長也」；「肝者，罷極之本」；「腎者，主蟄，封藏之本」；「凡十一

臟取決於膽也」。《醫宗必讀》中亦有「先天之本在腎」及「後天之本在脾」的論述。雖然此處

種種論據皆是就臟腑對於人體之功能而言，亦如「心者，生之本」之表述，因此，單純就「心」

作為「生之本」而將之稱謂「五臟六腑之大主」，從而凌駕於其餘「十一臟」之上是不合適的。 

5.2 腦之描述 

又有從臟、腑、奇恆之腑之特點而言，《內經》中將腦歸於奇恆之腑，《素問‧五藏別論》

云：「腦……此六者，地氣之所生也，皆藏於陰而象於地，故藏而不瀉，名曰奇恆之腑。」其在

功能上與五臟「藏精氣而不泄」、「滿而不能實」相近；在形態上則與六腑「傳化物而不藏」、

「實而不能滿」相似。且臟腑之間皆有表裏，「心」與「小腸」相表裏，而腦卻作為奇恆之腑獨

為一體。 



五臟均有「藏精氣而不瀉」的特點，故將心與肝、脾、肺、腎共劃為臟。又根據其生理功

能，按五行學說分為心火、肝木、脾土、肺金、腎水五類。依據五行生克制化規則相互運轉，最

終使生命活動得以協調進行。故可知五臟本應歸屬於一類，按五行之變化各司其職，生生不息。

「心」之君主之位若凌駕於其餘四臟之上，則五行運轉之規則必不成立，更何況腎水之克心火者，

亦當算是臣下犯上了。因此，「心」當與其餘四臟同屬一類，皆歸於五行之內，則五行運轉規則

當可解釋得過。 

 

6 「此心非彼心」，「心」之意 

「心」在人身中的地位在《內經》中得到明確體現，從而使「心為君主之官，為五臟六腑

之大主」成為後世之主流理論。同樣的，中醫學中對「心」的概念自《內經》起沿用至今，此概

念形成多受古代傳統唯物主義思想的影響，並不等同於現代醫學中「心」的概念，而應當屬於一

個廣義的範疇，即應當包含「血肉之心」與「神明之心」。「血肉之心」當歸於現代醫學中心臟

的範疇，「神明之心」則應屬現代醫學中以腦為主的神經系統之範疇。 

有學者將心與腦歸於一類而論，《醫學衷中參西錄》有言：「人之神明，原在心與腦兩處；

神明之功用，原心與腦相輔而成。」及「神明之體藏於腦，神明之用發於心」，從而「心腦息息

相通，其神明自湛然長醒。」提出了心腦相通相用之論，其後醫家不斷完善形成「腦心學說」。

孫朝潤[24]通過從心、腦的功能及生理、病理上分析，指出「腦心」主司神明，是神機之源，一

身之主。目前基於此學說而提出的「腦心同治」理念也在基礎研究及臨床上得到廣泛應用。 

故此處提出「此心非彼心」的論點，「此心」者，當有心、腦一體的「腦心學說」中「腦

心」之意義，而又不僅僅局限於現代醫學中之心與腦的生理、病理概念，應還包含祖國傳統醫學

中在傳統哲學思想體系下形成的整體觀念中的意義，即在中醫理論體系下的「腦心」之意。 

 

7 「腦為君主之官，為五臟六腑之大主」之論 

自古至今，中醫學一直在我國醫藥史上佔據重要地位，《內經》更是作為公認之經典流傳

至今。然至明清時期隨着現代醫學的發展，特別是生理學、解剖學的進步，使得科學家對人體的

研究不僅僅局限於傳統中醫學，而是與現代醫學相結合。「腦為君主之官，為五臟六腑之大主」

之說的提出，正是基於此。就上文之論證，從「君主」之釋義入手，以傳統中醫學及現代醫學之

研究綜合分析，查閱相關醫家言論，終得結論。 

綜上所述，中醫學中，「心」之地位的形成當是從「血肉之心」「主血脈」及「神明之心」

「主神志」而言。「心主血脈」功能正常，則人之精神意識活動得以正常表現；「神明之心」功

能正常，則心臟泵血正常，全身臟器得以濡養而各司其職。然由上文可知心臟泵血功能是由神經

系統支配；「神明」是人一切精神活動的總和[25]，腦主宰人之生命活動，主人之精神意識活動，

故可知「神明之心」又屬腦之部刀功能。又「君主」即當為「從口」而治，即發號施令者，當歸

居於人身之巔頂之腦所有，主宰人身生命活動，對人身臟腑之生理、病理都有指導作用。就此分

析，此「君主之官」當屬腦，「五臟六腑之大主」亦歸腦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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