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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古今文獻為依據，對《黃帝內經》中情志養生的起源、具體表現以及現代心身醫學的

啟示等方面進行了探析，分析認為《黃帝內經》首次將情志養生與五行理論聯繫起來；「臟腑受

損、氣機失暢、陰陽耗損」是情志養生的致病機理；「正靜，平正、守一、情志相勝」是具體的

情志養生方法；「聯繫西方醫學理論進行豐富發展、具備健康的社會觀、結合其他養生方法」是

心身醫學為情志養生帶來的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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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生，又稱攝生、道生、養性、養慎、攝衛，中醫養生學是中醫關於人體生命養護的理論、

原則、經驗和方法的知識體系[1]。養生上可追溯到人類鑽木取火，構木為巢的上古時期。《黃帝

內經》（以下簡稱《內經》）成書於西漢末年，在《周易》的學術思想影響下，總結了先秦諸子

百家豐富的養生醫學實踐，為中醫養生學的發展奠定了理論基礎。《內經》中明確提出了調和陰

陽、濡養臟腑、疏通氣血、形神兼養、順應自然，治未病等原則，以及調情志、慎起居、適寒溫、

和五味、節房事、導引按蹺、針灸等養生方法[2]。其中許多方法對於現代社會養生保健仍然具有

一定的指導作用。本文着重介紹情志養生，通過論述其起源、在《內經》中的體現、情志致病機

理、情志養生的方法、以及與西方心身醫學的聯繫，為情志養生的現代化發展提供清晰的研究脈

絡，使之更好的服務當下社會的養生需求。 

 

1 情志養生的起源及在《內經》中的體現 

《內經》成書於西漢末年，在此之前，人類對於自身情感的認識已有相關的記載。《禮記‧

禮運》：「何謂人情？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弗學而能。」將人類情志劃分為七種；曰：「欲

惡者，心之大端也」，又按照喜惡分之；《淮南子‧原道訓》：「物至而神應，知之動也，知與

物接，而好憎生焉。」；《左傳‧昭公二十五年》太叔答趙簡子問禮，曰：「民有好、惡、喜、

怒、哀、樂，生於六氣，是故審則宜類，以制六志」[3]。成書於戰國至秦漢時期的《管子‧內業》

是最早論述心理衛生的專篇，「凡心之刑，自充自盈，自生自成，其所以失之，必以憂樂喜怒欲

利。能去憂樂喜怒欲利，心乃反濟。」其認為人心中充滿了精氣，精氣是構成人體生命的基本要

素，而憂樂喜怒欲利是使得精氣失去的原因，如果能夠去除憂樂喜怒欲利，便可以使人體恢復到

精氣充盈的狀態[4]。同時《管子‧內業》提出了控制情志的方法，「止怒莫若詩，去憂莫若樂，

節樂莫若詩，守禮莫若敬，守敬莫若靜。內靜外敬，能反其性，性將大定。」認為學習詩



樂禮敬可使人體情志安定，從而達到精氣充盈的狀態，開創性提出了情志養生的方法 [5]。

《內經》則是在先人的基礎上，描繪了怒、喜、憂、思、悲、恐、驚等情志，並且通過對人類生

活以及疾病現象的總結，將情志與五行模式聯繫起來，如《素問‧陰陽印象大論》提出了「天有

四時五行，以生長收藏，以生寒暑燥濕風。人有五藏，化五氣，以生喜怒悲憂恐」，並以此建立

了一系列基礎的醫學理論。 

 

2 《內經》中對於情志致病的機理 

2.1 臟腑受損 

谷峰[3]認為喜怒是《內經》中對於情志的基本概括，即《靈樞‧本神》提出的「喜怒不節則

傷臟」指的是情志不和對臟腑的損害。而《素問‧陰陽印象大論》中提出「怒傷肝」、「喜傷心」、

「思傷脾」、「憂傷肺」和「恐傷腎」則是臟腑損失的具體表現。在五臟之中，心往往與情志聯

繫在一起，《素問‧靈蘭秘典論》曰：「故主明則下安，以此養生則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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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樞‧口問》曰：「悲哀憂愁則心動，心動則

五臟六腑皆搖」心主神明，各種情志活動皆由心發，各種情志不調也會影響到心的正常生理功能，

從而影響其他臟腑[6]。 

 

2.2 氣機不暢 

所謂氣機，便是氣的運動的根本形式，人體臟腑經絡氣血津液的功能活動及相互聯繫，均

有賴於氣機的升降出入。《素問‧舉痛論》：「餘知百病生於氣也。怒則氣上，喜則氣緩，悲則

氣消，恐則氣下，寒則氣收，炅則氣泄，驚則氣亂，勞則氣耗，思則氣結……」，說明了情志對

於氣機升降作用的影響。《素問‧舉痛論》曰：「怒則氣逆，甚則嘔血及飧泄」，暴怒時，氣機

失暢，胃氣上逆，血隨氣逆上行嘔吐而出；氣逆則脾失健運，脾氣未充不足以運化水谷精微，繼

而飧瀉，論述了情志失常對於機體氣血精液功能的影響。 

 

2.3 陰陽耗損 

《素問‧陰陽印象大論》曰：「暴喜傷陽，暴怒傷陰。」何為陰陽？《周易》曰「一陰一陽

謂之道」，《素問‧上古天真論》曰「故陰陽四時者，萬物之終始也，死生之本也，逆之則災害

生，從之則苟疾不起，是謂得道」，在劉明武[7]看來，此兩處「道」皆是萬物之源的涵義，「陰

陽」則是矛盾對立互補的兩點論，是對於世界的認識及解釋。《內經》中「陰陽」是維持人體生

命活動的基本條件，情志的過激可對人體陰陽之氣造成損傷，引發疾病。 

 

3 情志養生的方法 

《管子》中將善心、定心、全心、大心作為最理想的情志心理狀態，以此作為內心修養的標準，

而其修煉方法可以概括為三個要點：正靜、平正、守一[8]，《內經》中情志養生的方法也與此相得

益彰。 

3.1 正靜 



形體端正，心神平靜。《素問‧上古天真論》曰：「內無思想之患，以恬愉為務，以自得為

功，形體不蔽，精神不散，亦可以百數」。如果一個人在外不使身體被事務所勞，在內不讓思想

有過多的思慮，以恬靜快樂為根本，以悠然自得為目的，達到形正心靜的狀態，形體便不易衰老，

精神就不易耗散，年壽可達百數之限。 

 

3.2 平正 

和平中正，平正的對立面，就是「喜怒憂患」。《素問‧上古天真論》曰：「虛邪賊風，避

之有時；恬淡虛無，真氣從之，精神內守，病安從來」，「志閒而少欲，心安而不懼，形勞而不

倦，氣從以順，各從其欲，皆得所願」。情志的產生是以客觀事物和對象是否滿足人的需求為基

礎的，當客觀事物滿足並符合人的需求時，便可以產生積極的情緒體驗，反正則是消極的[9]。減

少慾望使情志安閒、內心安定，生活恬靜平淡，規避邪氣，形體勞作而不使疲倦，真氣順從而調

達，每個人都能隨其所欲而滿足願望，便可以遠離怒憂思恐驚等對人體不利的情志，達到延年益

壽的目的。 

 

3.3 守一 

專心致志，不受萬事萬物干擾。《靈樞‧本神》曰：「志意者，所以御精神、收魂魄、適寒

溫、和喜怒者也。志意和則精神專直，魂魄不散，悔怒不起，五臟不受邪矣」。情志專一，精神

集中，魂魄內收，平和地對待喜怒哀樂，不受萬物所干擾，可使五臟免受外邪侵擾，壽命增長。 

 

3.4 情志相勝法 

情志相勝法是《內經》對疾病現象的總結，在五行相生相克的基礎上開創性提出的情志養

生與治療法則[10]。《素問‧陰陽應象大論》曰：「怒傷肝，悲勝怒」；「喜傷心，恐勝喜」；「思

傷脾，怒勝思」；「憂傷肺，喜勝憂」；「恐傷腎，思勝恐」。過度的思慮可以阻礙脾氣的運化，

導致脾失健運，難以運化水谷精微，而發怒則可以克制思慮之愁，從而化解脾由思困的問題。《呂

氏春秋‧至忠》中文摰三怒齊王而治其鬱證是怒勝思的案例記載，以情勝情法在後世張子和的《儒

門事親》也得到了充分發展與廣泛運用。陳天琪等[11]在《論五音與情志養生》中提出了宮、商、

角、徵、羽五音與情志相勝法相結合，以音樂療法陶冶情志，以情克情，養生長壽。 

 

4 心身醫學對情志養生的啟示 

心身醫學（psychosomatic medicine）是一門以整體的人為對象的交叉邊緣學科，研究在人

類疾病的產生、發展和治療過程中，軀體與心理、社會因素之間的互動關係[12]。1922年Felix 

Deutsh首次提出「psychosomatic medicine」的稱謂，隨着心身醫學領域的研究，臨床治療以

及教學的發展，當今心身醫學已經是美國醫學專業委員會最新認可的、處於精神病學與其他醫學

專業交界地帶的精神病學亞專業，涉及醫學、生物學、心理學、行為學、環境學、社會學等眾多

學科，是當前國際上引人矚目的新學科之一。而《內經》中情志養生達到的「形神一體」、「天

人合一」狀態也包含着廣義的心身醫學思想，在1992年世界心身醫學會上明確指出「世界心身

醫學要向中國中醫學尋找智慧」，「Psychosomatic Medicine in China」一文也肯定了中國傳統



文化對於中國心身醫學發展的促進作用[13]，因此將情志養生與心身醫學相結合有着必要且積極

的作用。 

 

4.1 心身醫學為情志養生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 

以「喜傷心，恐勝喜」為例，相關研究表明，對於恐怖襲擊的恐懼可以使機體心率加快，

血管收縮，血壓增高，炎症反應活躍度以及血液黏稠度增加，而這些都是導致心臟疾病及突然死

亡的病理基礎[14]，另一項研究則表明因胸痛送進急診室的441例病人中大概有25%的病人存在着

驚恐障礙[15]。此兩項研究發現的「恐傷心」與《內經》中的「喜傷心，恐勝喜」的說法存在着

差異，目前國內外在此方面的研究還不多，對於具體的西醫病因病機也沒有明確統一的意見，但

此不失為一種新的研究思路，既可以指導心身醫學進行研究探索，也為情志養生提供了嶄新的發

展方向。 

 

4.2 情志養生需要健康的社會認識 

自上世紀生理—心理—社會醫學模式的提出與建立，醫學已經不僅僅是對疾病的生理

解釋，還包括了解病人、病人所處的環境和幫助治療疾病的醫療保健體系。Kaplan提出心身醫

學領域的精神科醫生需要綜合運用醫學、神經生物學、精神病學、精神藥理學、心理治療的

專業知識、並掌握心理社會資源的工作常識 [15]。養生更是如此，在當今瞬息萬變的複雜社

會背景下，輿論導向並非每時每刻都是積極向上的，這就要求普通市民有着健康的社會認

識，相關的醫務工作者也必須掌握專業的社會認知引導能力，及時的干預有利於防止心身

疾病的產生，達到養生益壽的目的。 

 

4.3 情志養生仍需與其他養生方法相結合 

在WHO（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的一項估計報告中，到2030年時，抑鬱症會成為全

球三大負擔疾病之一[14]，可在多領域表現出嚴重的、持久性的功能損害，有較高的致殘率與致

死率。那麼是否通過正靜、平正、守一的情志養生方法就可以遠離抑鬱症了呢？相關的研究表明，

吸煙、過度飲酒以及活動少均是抑鬱的危險因素[15]。這提示着我們，在現代社會的生活背景下

養生，只進行單純的情志養生方法是不足的，還必須與飲食、運動、社會活動等其他方法相結合。

《內經》中提出的調情志、慎起居、適寒溫、和五味、節房事、導引按蹺、針灸等相互結合養生

的方法，在當今社會還是具有一定的指導意義的。 

 

5 結語 

養生，是貫穿着整個人類發展史的千古不變的話題，而掌握正確的養生知識及方法則最為

關鍵。《內經》中有着較為系統的養生法則，在當今的社會背景下仍然有着積極的指導意義，情

志養生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心身醫學的屈起是值得我們借鑒與思索的，情志養生的學則方

法也應隨着生理—心理—社會醫學的深入研究而進一步發展完善，更好地為人類文明的延續

及繁榮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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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sed on historical and modern literature, study from the origin and 

manifestation of the emotional health preserving in Huangdi’s Internal Classic and the 

inspiration of psychosomatic medicine shows that the psychosomatical health preserving in 

Huangdi’s Internal Classic is related with the five element theory for the first time. The 

pathogenesis are disfunction of zang-fu organs,disorder of qi movement and consumption of 

yin and yang, and the methods are being calm, emotional stability, concentration and treating 

one emotion by the other one, And the inspiration for the emotional health preserving are 

development by being related with psychosomatic medicine, having a correct view of society 

and being combined with other health preserving methods. 

 Huangdi’s Internal Classic; Emotional; Health preserving; Psychosomatic 

medic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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