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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整體觀是中國傳統哲學重要體現，從《周易》的卦象與「三才」來看存在着明顯的整體觀的思想。「形

神合一」與「天人合一」更進一步具體的體現了傳統整體觀的思想。氣為充斥宇宙間的基本物質，是構成萬物

的本源，「氣一元論」認為天、地、人秉受一氣，氣也是人體「神」所產生的物質基礎，「天人合一」與「形

神合一」統一於氣，這種整體觀思想也被稱之為「元整體觀」。「形神合一」與「天人合一」是指導中醫養生、

疾病診斷和治療的重要思想。 

 

[關鍵詞] 形神合一；天人合一；整體觀；元整體觀；中醫哲學 
中國傳統哲學中的整體觀起源很早，《周易》八卦將宇宙萬物歸屬為八種基本事物，進一步用六十四卦代

表天地萬物的運動規律，六十四卦終而復始，循環不已，表現出基本的整體觀思想[1]。《周易》也提出「三才」，

將天地人作為一個整體探討，顯露出「天人合一」的整體觀[2]。古代哲學以氣為宇宙的基本物質，構建出「氣

一元論」的思想，道家的所言之「道」與「氣」的觀念一致，宇宙不離道，也不離氣，萬物皆涵道，萬物皆由

一氣所生[3]，莊子《逍遙游》云：「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萬物統一於道，統一於「一」，

道與「一」化生萬物[4]。中醫學深受「氣一元論」思想的影響，產生出「元整體觀」的思想[5]。基於「元整體」

觀的思想，不僅僅人體之「形」由氣生成，人體之「神」也是由氣所產生，「神」的產生是以氣為物質基礎的，

氣的各種運動產生人體各種的思維、意識、情志等現象，《素問‧陰陽應象大論》：「人有五臟化五氣，以生喜

怒悲憂恐」。後世醫家也有「氣中生神」、「氣能生神」等論述[6]。人類社會是在人的活動和交集的基礎上產

生的，也是氣的運動和氣化的表現。在哲學上，「天人合一」與「形神合一」相通相合，天、人、形、神、包

括人類社會統一於「氣」、「道」、「一」。結合現代醫學來看，這種「一」或「元」的整體觀符合「生物—

心理—社會」的醫學模式，甚至有着更廣、更深的內涵。 

 

1 「形」與「神」的基本內涵 
在哲學上一切有形之物體謂之「形」，此為廣義之「形」[7]。《說文解字》「形，象形也。」在《周易‧系

辭上》：「形乃謂之器」；中醫學之「形」指人體之形及構成人體生命活動的物質基礎[8]。「神」的涵義在哲

學上主要相對於「形」而言，「形」為有形之體，此為靜止的、孤立的形，「形」的運動、變化而產生「神」，

其一為自然界的運動變化的規律，《周易‧系辭上》：「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為乎」，《荀子‧不苟》「形

則神，神則能化矣。」《素問‧天元紀大論》曰「物生謂之化，物極謂之變，陰陽不測謂之神。」其二為人體生

命活動的一切變化和表現，為生命活動的主宰[9]。《靈樞‧本神》曰「生之來謂之精，兩精相搏謂之神」，其中

之「精」為孤立靜止的「神」，兩精相搏即是精的運動和變化，從而「神」能生，這其中包含了人的臟腑機能

表現，精神魂魄，意識思維及情志等[10]。 

 

2 「形」與「神」的關係 
「形神合一」在道家表現為「形神相守」，在儒家表現為「形具神生」，在法家表現為「神以御形」，在

雜家表現為「形以安神」[7]。《黃帝內經》中沒有「形神合一」一詞，其對於「形神合一」的論述見於《素問‧



上古天真論》「上古之人，其知道者，法於陰陽，和於術數，食飲有節，起居有常，不妄作勞，故能形與神俱，

而盡終其天年，度百歲乃去。」中醫學中形與神在生理上相互依賴共存，「形」為「神」產生的物質基礎，「形」

為「神」的依附載體，「神」不能離開其所依附的「形」而獨立存在，即「形為神之宅」。人體的精、氣、血、

津液均為神存在的基礎，先天之精化生生命之「神」，後天水谷之精不斷的補充和滋養，維持神的持續存在和

發展變化[11]。《靈樞‧平人絕谷》曰「神者，水谷之精氣也」，《素問‧八正神明論》曰「血氣者，人之神」。津

血的生成又有賴於氣的生化，《素問‧六節藏象論》曰「氣和而生，津液相成，神乃自生」。雖然「神」是依附

於「形」而存在，以「形」為物質基礎，但是「神」的產生對「形」又起到了主宰和統帥的作用，即「神為形

之主」。張景岳《類經‧針刺類》說「無神則形不可活」，《類經》又說：「神雖由精氣化生，但統馭精氣而為

運用之主者，又在吾心之神。」「形神合一」觀把人看成一個「形與神俱」，內在密切聯繫不可分離的有機的

整體，是中醫整體觀的體現[12]。「形」與「神」的簡單的哲學思辨關係對應於物質與運動的關係，這符合唯物

辨證主義思想的運動觀。 

「形」與「神」在生理上互相互用，相互依存，在病理上又是相互影響，相互損傷。精氣的虛實均能影響

神志，如《靈樞‧本神》曰：「肝氣虛則恐，實則怒……心氣虛則悲，實則笑不休。」有形之實邪也可導致人體

「神」的變化，如《素問‧至真要大論》：「諸躁狂越，皆屬於火……」，臨床上痰飲、瘀血、食積、黃疸等有

形之邪留滯體內不僅傷「形」，也會導致狂躁、譫語、癡呆等「神」的改變[13]，張仲景有言：「實則譫語，虛

則鄭聲」。《素問‧陰陽應象大論》言：「人有五臟化五氣，以生喜怒悲憂恐。」七情分歸五臟所屬，人有七情

如天地有六氣，此為正常的人體之氣，情志太過就會導致病態，損傷本臟，由「神」傷而及「形」。《靈樞‧百

病始生》言「喜怒不節則傷藏。」情志由臟腑所主，情志的適時而發，平和不過也是臟腑和調制化有度的狀態

《素問‧上古天真論》中說：「恬淡虛無，真氣從之；精神內守，病安從來」，講求「恬淡」與「內守」，只有

平和的狀態才心神安寧，神安形養，形與神俱，此為「形神合一」的思想。 

 

3 「形神合一」與「天人合一」 
「氣一元論」屬於古代哲學的範疇，中醫學充分吸收「氣一元論」的思想，奠定了中醫以「氣」為物質基

礎的理論[14]。氣的概念源於「雲氣說」，其哲學內涵指存在於宇宙之中的無形而運動不息的極細微物質，是宇

宙萬物共同構成的本原[15]。《道德經》言「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在老子的思想中道與氣的

內涵基本相同[16]。《莊子‧知北游》亦言：「通天下一氣耳」。氣的哲學概念為古人對世界本源的認識提供了一

種思維模式，氣的升、降、聚、散的運動形式和氣化形成氣的各種運動和相互轉化，在氣的運動和轉化的過程

中進一步演化出陰陽、五行等概念，進一步對世界萬物的運動形式加以更深入的闡釋，形成世界萬物之間的整

體的普遍聯繫的思維，天地萬物同氣、同一、同理，《素問‧天元紀大論》：「太虛寥廓，肇基化元，萬物資始」，

天地混沌，萬物一體，強調所有個體與整個自然，包括人類社會處於一種高度的和諧與協調狀態，這樣一套認

為世界同氣、一元的世界觀和方法論也被稱之為「元整體觀」[17]。 

中醫學中的「氣」與傳統哲學所之氣其本質相同，認為人為天地之氣所生成，《素問‧寶命全形論》：「天

地合氣，命之曰人。」人體為天地之氣的一種存在和運動的形式，與天地萬物存在感應，物的生長化收藏，人

的生長壯老已均為「氣化」形式，天地「氣化」生萬物，天地的「氣化」涵蓋了人體的氣化，天地的運動與人

體的運動相對應，天地的「氣化」對人體的「氣化」產生影響[18, 19]。《素問‧寶命全形論》指出「人以天地之氣

生，四時之法成。」《靈樞‧歲露篇》言：「人與天地相參，日月相映也。」《素問‧八正神明論篇》云：「天溫

日明，則人血淖液而衛氣浮；天寒日陰，則人血凝泣而衛氣沉。」《周易》作為傳統哲學的發源，其也存在明

顯的「天人合一」思想[2]，《周易》提出「三才」，天地人基於氣而統一，「氣化」也是調和天地人的樞紐，

其目的在於「三才」合一[20]。 

人是形神合一的「小宇宙」，人體的「小宇宙」包含在天人合一的「大宇宙」之中，人類社會是基於人的

交互運動而產生的，其也離不開氣的物質基礎，在中醫整體觀的思想中人—社會—天地是一體的，人體的



形與神在天地與社會之中，會受到兩者的影響[21]。《素問‧五常政大論》言「委和之紀，其發驚駭；發生之紀，

其病怒。」《素問‧疏五過論》曰：「凡未診病者，必問嘗貴後賤，雖不中邪，病由內生……」 

在疾病預防和養生思想中，《內經》提出「法於陰陽，合於數術」、「形與神俱」，可以概述為「外」與

「內」的思想，求於「外」則順應四時節氣而動、避風雨寒暑邪氣之盛等，強調「天人合一」，與自然相和而

不相悖。求於「內」則精神專直、情志適度、飲食有節等，強調「形神合一」，形與神俱。「內」與「外」此

為兩端，中醫學在追求「內」和諧與「外」和諧的同時真正強調的是「內外和諧」、「內外合一」，這是「執

兩歸一」的思想。在疾病診斷和分析中上，中醫主張形神共診，並結合自然環境和社會因素綜合診斷疾病，《素

問‧五藏別論》指出「凡治病必察其上下，適其脈，觀其志意，與其病也。」在疾病治療上中醫主張綜合生理、

心理、自然環境、社會環境等多種因素，或治形以調神，或調神以完形，或形神併治，《素問‧上古天真論》言

「積精以全神」，《素問‧寶命全形論說「一曰治神，二曰知養身，三曰知毒藥為真……」將「天人合一」與「形

神合一」歸於「一」是中醫的二元歸入一元的「元整體」思想的體現，是指導養生、疾病診斷和治療的重要思

想[5, 17,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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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holistic view is an important embodiment oftraditional Chinese philosoph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exagrams and three talents in the Book of Changes, the2re is an obvious thought of holistic 

view. “The unity of form and spirit”and “the unity of man and nature” further embodied the traditional thought 

of holistic view. Gas is the basic substance that fills the universe and is the source of all things. According to 

the “Qi monism”, nature and human are subject to Qi, and also the human’s spirit. “The unity of man and 

nature”and “the unity of form and spirit”are unified in Qi. This holistic view is also called the “meta-holistic 

view”. “The unity of form and spirit” and “the unity of man and nature” are important houghts guiding the 

health preservation, disease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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