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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素問‧陰陽應象大論》曰：「味歸形，形歸氣…精化為氣，氣傷於味」主要言及藥食之氣在人體內的運

化以及轉換，為後世臨床用藥提供基本理論依據。本文將對歸、食、精字詞含義厘清，並帶入以分析氣味精形

氣的轉化原則，以不同的角度來詮釋經文。 

 

[關鍵詞] 藥食；味；精；氣化 
《素問‧陰陽應象大論》曰：「味歸形，形歸氣…精化為氣，氣傷於味」，其為內經的經典條文之一，由於

其用詞精簡，筆者初讀時尤如霧裏看花，不得其意，進而尋求古時各家高見，但各家各有見解，故在此綜合諸

家觀點以闡述本文。 

 

1 原文概述 
《素問‧陰陽應象大論》曰：「水為陰，火為陽…精化為氣，氣傷於味。」現今《內經選讀》教材對此條文

的解釋為：水潤下而寒，故為陰，火炎上而熱，故為陽；藥物飲食之氣，因其無形而升散，故為陽。藥物飲食

之味，因其有質而沉降，故屬陰；藥食飲食五味有滋養人之形體作用，而形體又依賴於真氣的充養。藥物飲食

之氣有化生人體陰精的作用，而人體的陰精又依賴氣化功能產生。而人體陰精、形體依賴藥食氣味來滋養。精

歸化，故化生精。形歸氣，故氣生形。五味太過則易傷形，四氣太過則易傷精。陰精化生人體的元氣，人體元

氣由於藥物飲食之味太過而耗傷。[1]下文將對某些字詞厘清定義並以不同的角度來看該段文句。 

 

2 字詞解析 
2.1 歸為「主管，承受」 

《類經‧陰陽類》曰：「歸，依投也，五味生精血以成形，故味歸於形。形之存亡，由氣之聚散，故形歸氣」
[2]，意指「歸」有滋養、充養、化生的意思。然《說文》曰：「歸，女嫁也」，其義可引申為「主管、承受」。

「歸」在經文的意思應當理解為「主管、承受」，飲食進入器官，而器官僅有受納的功能，並無直接吸收轉化

成自身能量的功能。以胃來比喻形，《中醫基礎理論》所說「胃主受納，腐熟水谷」[3]而無吸收功能。《靈樞‧

營衛生會篇》曰「人受氣於谷，谷生於胃，以傳於肺，五臟六腑，皆以受氣。」所以「歸」解釋為主管、承受

最合文意。 

2.2 食為「消化」 

《類經‧陰陽類》曰：「食，如子食母乳之義。氣歸精，故精食氣。味歸形，故形食味」，[2]意指「歸」與

「食」含義相同，互為補充說明，且「食」「通」「飼」，有滋養的含義。而《康熙字典》在食字記載「《管

子‧君臣篇》明君在上，便嬖不能食其意。又消也。」食在此處有「消」的含意。故將經文中「食」的含義理解

為「消化」，如同胃有消化的功能，但不具有能夠直接用消化食物滋養自身的功能，如同上文所說的，必需上

達於肺，佈散水谷精微於五臟六腑才可滋養人體，「歸」意為「主管、承受」，「食」為「消化」，二者不能

混為一談，必需分開理解。如果「食」、「歸」皆以滋養為含義的話，意指藥食之氣可以直接滋養陰精，藥食

之味可直接滋養形體，但論及「形不足者，溫之以氣；精不足者，補之以味」則不得解釋其機理。 



2.3 精為「精、血、津、液」 

《類經‧陰陽類》曰：「精者，坎水也，天一生水，為五行之最先。」[2]大多數醫家都與景岳持相同觀點，

認為此處的精意指腎精，也是我們《中醫基礎理論》所說的狹義之精。如將經文中的「精」理解為狹義之精，

「氣傷精」用白話文解釋就是藥食之氣會傷及腎精，雖說藥食之氣日久也可傷及腎精，但這個過程絕非短時間

可達成的，不如將此處的「精」定義為廣義之精，其包括精、血、津、液等物質。《溫熱論》曰：「求陰不在

血，而在津與汗」[4]，在溫病實熱證治療上常清熱以存津，而過食辛辣致過汗亦屬於氣傷精的一種精況。故將

「精」理解為包括精、血、津、液等在內的廣義之精較為合理。清楚了「歸」、「食」、「精」的字義，則將

其帶入下面圖文，其義方可知曉。若不清楚其字義，則臟腑責任，飲食傳化更無從解釋。 

 

3 理論分析 
3.1 氣的含義 

馬蒔[5]認為本段經文的「氣」擁有兩種意義，藥食之氣（藥食之氣味，氣主辛、甘，味主酸、苦、咸）及

人體之氣。而胡天雄[6]認為，「氣」、「化」皆為人體之氣，「氣」為營養，「化」為轉變功能，然而氣化應

當是一詞，分開是為了方便解說，如同陰陽本是一體，言其一體兩面。所以「化生精，氣生形」指藥食氣味在

經過消化吸收後成為人身之氣，而人身之氣又滋養精與形。見「氣味精形」的轉換圖1。 

3.2 藥食氣味太過「必先」傷及人體之氣 

味傷形，味太過最主要是先傷人身之氣，然後才傷形。《素問‧生氣通天論》曰：「陰之所生，本在五味，

陰之五宮，傷在五味，是故味過於酸，肝氣以津，脾氣乃絕。」《素問懸解》又曰：「味厚則氣滯。」[7]皆是

以傷了人身之氣為先，之後再傷形（凡是在人體活體內的運輸轉化過程，人體之氣的氣化必定參與其中）；如

食積便是，一但飲食過量，必先感到氣脹不舒，後才會實質性的損傷胃。 

氣傷精，是過量藥食之氣去刺激人體之精而轉化成人體之氣。以酒為例，內經記載酒的特性以及過度飲酒

後出現的表現，《靈樞‧論勇篇》曰：「酒者，水谷之精，熟谷之液，其氣彪悍。」《素問‧厥論篇》曰：「酒入

於胃，則絡脈滿而經脈虛……胃不和則精氣竭……夫酒氣盛而慓悍，腎氣獨衰陽氣獨勝，故手足為之熱也。」

而方劑的解釋可參照秦臻[8]等對左歸丸、右歸丸的解釋。「精化為氣，氣傷於味」，精可通過氣化轉化為氣，

氣亦可聚成精。人身之氣來源於藥食氣味的補充，而藥食氣味的消化吸收又依賴人身之氣消耗自身能量進行，

當人身之氣不足時，例如，當味過厚而人身之氣大量消耗去消化「味」時，精可化為氣來補充人身之氣的不足；

如果進食過量的藥食之氣，則多餘的藥食之氣會刺激精轉化為人身之氣，導致體內陽氣過多，會出現正如飲酒

過度以後出現的手腳熱的陽熱盛的症狀。見圖2 

 

4 白話新解 
總結上述該段經文，用白話文來述說應當如是：水潤下而寒，故為陰，火炎上而熱，故為陽；藥物飲食之

氣，因其無形而升散，故為陽。藥物飲食之味，因其有質而沉降，故屬陰。人體之形受納藥食之味，人體之精

（廣義之精）去接受外界來的藥食之氣，精、形去消化藥食氣味以形成人體之氣，精、形受納、消化藥食氣味

等功能的正常進行有賴於人身之氣氣化功能的正常，而人體之氣可以化生以及滋養形與精。藥食氣味太過首先

傷及人身之氣，繼而可傷及精、形，而人體之精在人體之氣不足時或藥食之氣太過時可轉化為氣。 

 

5 結語 
本文核心圍繞氣化，然重點有五；其一為字詞解釋，歸為「主管，承受」，食為「消化」二者含意並無相

互重叠，其意義不得相互轉換，若字詞意義不清，下列理論分析皆為無根之木；其二為「氣」有人體之氣及藥

食之氣的含義；其三氣化之「氣」為陰、為體、為養分；「化」為陽、為用、為功能（轉變）；其四為藥食與

人體的關係，藥食之氣刺激廣義之精促進氣化，藥食之味進入人之形體中消化，透過脾的轉運上達於肺而生資



養全身，不論「形」、「精」皆不可以直接以藥食氣味滋養自身，必先化為人體之氣方可滋養人之形體以及廣

義之精；其五，人體之氣的氣化作用貫穿人體內部轉化運作，凡是藥食氣味太過，必先傷及人體之氣，再傷及

精、形。厘清氣味精形轉化理論，對臨床上有着宏觀的指導作用，其範圍涉及處方用藥、對人體生理病理的認

知層次等多方面。酒氣彪悍，可謂氣盛之品，如以傳統氣歸精的概念來理解應當是酒可滋養陰精，即氣養精，

然而《素問‧上古天真論》曰：「以酒為漿……以竭其精，以耗散其真。」酒可滋養陰精這個觀點亦不能解釋「形

不足者，溫之以氣，精不足者，補之以味。」現代研究中，Angela M Wood[9]等的研究報告顯示超出推薦飲酒

量，其壽命縮減半小時。再更近期全球疾病負擔研究（GBD）[10]的大規模研究中，否定上述觀點，並指出酒精

不存在所謂的「安全攝取量」，無論攝入量高低，皆對身體有所損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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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 Wen. Great Theory on Yin-Yang Corresponding to Nature》said: “food can be used to 

strengthen and nourish the body, the body collect then essence of food to nourish qi... Essence/Jing can 

transform to qi, qi can be hurt by food flavor.” The sentence main to describe how foods flavor transport and 

transform in human body for providing the basic theory of clinical medication. In this essay, we are going to 

redefine a few meaning of vocabulary, and bring into whole sentence; using different view to explain the 

sentence. 

 Food; Flavor; Essence; Trans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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