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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醫理論形成與古代人類的宇宙觀息息相關，其為中醫的藏象學說和天人合一等理論和外揣方法論的重
要依據，亦是「象」在經絡的學說和臨床應用的依據，本篇論文論述的應「象」有二，一為藏象學說和外揣方
法論等中國古人獨特法象思維的道理，二為全息針灸學說中認為整體中任何一個獨立部分，都縮影着整體的資
訊，在基於應「象」思維和整體論概念下指導臨床用針，並得到臨床治療效果的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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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歷史淵源： 

中國古代文明是天文學發端最早的古代文明之一，文明的起源與天文學的起源大致處於同一時期。[1]古代天
文學在農耕文明發達的社會有着重要的意義，古人持續不斷的天象觀察太陽運動以決定四方和晝夜的變化週期，
且利用北斗和赤道帶星官所具有的固定的行移週期的特點，建立起了最早的時間系統。而為了把天人之間的聯
繫合一，建立恒星與觀察者之間的有效聯繫，古人學會立表測影。《周髀算經》精准地記載了先民利用原始的
天文臺儀器圭表來確定方向、四季、二十四節氣和回歸長度的方法。在早期文明社會，古人觀象時把時間和空
間與萬事萬物按其屬性歸類統一，且由此產出了樸素的數術、宗教，乃至哲學思想，[1]因此中醫理論形成的背
後亦與古代人類的宇宙觀息息相關。[2] 

1.1 藏象學說 
中醫的藏象學說亦在古人觀「象」文明的影響下自覺應用，其表明人體五藏應四時，各有其象。「藏象」

二字，首見於《素問‧六節藏象論》，「藏」是指五藏，「象」是指五藏應四時所表現在外的生理與病理之功能
反映，正常的為「平」，病理的為「太過與不及」。[3]藏象說明人的臟腑與天地四時相合，各有相應的特點，
例如：古人通過二分點對應東、西方向作為四方觀念的形成的基礎。東方是日出的方向，且日前方向在原始曆
法中還曾充當一日開始的重要標誌，使古人把時間之始與方位之始加以聯繫，從而以東方作為四方的起點，亦
以十天干配合四方五位，其以天干之首配合東方。[2]《周易‧說卦》：「萬物出乎震，震，東方也。」鄭玄在解
釋古代生成數體系時這樣闡述：「……天三生木於東……地八成木於東於天三並……」，而在《內經》合於天
道的五藏六府系統下，肝者，為陽，「陰」中之少陽，通於春氣，其為罷極的主持者，魂的居所，其華在爪，
其藏筋膜之氣，以生氣血，主味酸，其色蒼，因而古人一方面經過解剖的直接察看方法認識臟腑的形狀和功能，
另一方面運用「取象比類」思維以整體觀念的方法認識臟腑的生命活動的規律，故《素問》曰：「天地陰陽者，
不以數推，以象謂之」，又曰：「五藏之象，可以類推」。[4] 

1.2 天人合一 
《素問‧六節藏象論》提出：草生五色，五色之變，不可勝視；草生五味，五味之美，不可勝極。嗜欲不同，

各有所通，故天食人以五氣，地食人以五味。」在「天人合一」的哲學思想下，《內經》認為人和自然界的萬
事萬物是一個整體，人應該順乎自然規律來生活，達到一種「平」的狀態，因此「宇宙大人身，人身小宇宙」
宇宙中所有的事物和現象都和人體息息相關。另外，中醫的整體論概念認為：人是一個有機的整體，每個臟腑
相互之間的生理和病理功能都會影響人的整體生命表現，生命是陰陽二氣在人體內互相制衡，相生相克，達到
平衡，若二氣失衡，病理狀態隨之出現。如此，古人透過對自然界的細心觀察，認為對人類影響最大的莫過於
天象和地形，《素問》曰：「天地合氣，命之曰人」。[5]《易經》中指出不僅人體為宇宙的縮影，人體每個相



對獨立的單位亦是天地的縮影，每個縮影的太極間又有陰陽二氣互相制衡，相生相克，達到平衡。 
1.3 外揣方法論 
《靈樞‧外揣》：「五音不彰，五色不明，五藏波蕩，若是則內外相襲，若鼓之應桴，響之應聲，影之似形。」

藏象學說和外揣方法論不可混為一談，藏象學說為五藏應四時，各有其象的一個大系統，而外揣為認識五藏的
生理與疾病的方法論。「外」指從外；其外候和象，「揣」指度量；推測，「內」指藏府經脈之營衛氣血的變
化，因此外揣方法論是指從遠通過人體的五音五色等外在表現和從近通過切脈以推測或度量出人體內在藏府經
脈之營衛氣血的變化，討論用針之道和疾病診斷的治療理論依據。[5] 

總而言之，在古人觀象授時的文明的影響下，中醫的藏象學說和天人合一等理論和外揣方法論亦與之息息
相關，由於古人對於數在使時間、空間、樂律、占卜等各種方式得以精確化和量化後再將相對抽象的數作為時
空表達形式的淵藪，這種從具體到抽象的思辨過程是非常獨特和重要的，因此中醫在認識理法方藥時，除了數
術外，亦要注重「象」的認識。[2] 

 

2 學術特色 
象思維是中醫學重要的思維方式，中醫學的藏象學說和外揣方法論都有應用「象」去論治，對於針灸的「象」，

貫穿腧穴的命名，經絡的理論和臨床治療的應用。 
2.1 腧穴的應「象」 
藥王孫思邈《千金翼方》載：「凡諸孔穴，名不徒設，皆有深意。」[4]古人將人身比作一小天地，故大多

數腧穴，採取自然界事物對人體產生的生理作用與治療功能而命名，因此腧穴命名上運用了中醫法象思維的道
理，有筆者稱之為「穴象」。如豐隆之名是應地氣升發，萬物豐隆及小腿前方之肌肉高大豐滿的「象」。[6]另
外，五腧穴的命名亦是參考水流的傳導流注的象：《靈樞》:「經脈十二，絡脈十五，凡二十七氣以上下，所出
為井，所溜為滎，所注為輸，所行為經，所入為合，二十七氣所行，皆在五腧也。」，[5]《針灸大成》引項氏
曰:「所出為井，井象水之泉。所溜為滎，滎象水之陂。所注為輸，輸象水之窬。所行為經，經象水之流。所入
為合，合象水之歸。皆取水義也。」 

2.2 經絡的應「象」 
在從「象思維」淺淡對中醫針灸理論的再認識[7]一文中提到手陽明大腸經和牙齒的關係，結腸與牙齒「同氣相

求」，同屬陽明，陽明經進入牙齒是由於結腸中的結袋外形與牙齒排列的外形非常相象，且家畜有結腸者有牙
齒，以類比牙齒是結腸（大腸）之外象。[6]在經絡理論中，根據臟腑之間的解剖位置及其形態結構，建立了臟
腑及其相應經脈之間的表裏關係，但在臟腑表裏經絡從屬關係中，心與小腸，肺與大腸沒有解剖學上的直接連
系，根據其形態結構，「取類比象」確定表裏關係。橫膈以上，肺臟位於胸廓內，分為左右兩肺，呈倒U型將心
及心包包裹其中。橫膈之下，大腸也像倒U字型將小腸包繞其中。[7]以類比肺與大腸相表裏，心與小腸相表裏
的配屬關係。故「象思維」與十二經脈（臟腑）表裏關係建立一定關係。  

2.3 臨床治療的應「象」 
在經絡的針刺深度，時間和氣血的判斷上，《靈樞‧經水》通過比喻，把人體經水分別與古代版圖上的清，

渭，海，湖，汝，澠，淮，漯，江，河，濟，漳十二條河流相對應類比，來闡述人體經水的大小、深淺、廣狹、
遠近等各不相同，並以此來確定臨床用針深淺，停留時間長短，以及對氣血多少的判斷。 

在外象之間的類比中《山海經‧海外西經》云：「刑天與帝爭神。帝斷其首，葬於常羊之野。乃以乳為目，以
臍為口，操干戚以舞。」從這個故事，可以類推出兩乳之間胸骨的位置就是鼻子所在的區域，對此區域進行針刺、
按摩，可用於治療肺和鼻的疾病。[7]肚臍兩側的側腹部對應於頭面部的兩面頰部位，如地倉與天樞上下呼應，可用
於治療消化系統疾病。[7]另外，在董氏奇穴針灸特色療法中，首看掌診，次看面診，按照人體肝、心、脾、肺、
腎五大系統，依據掌診分區的形色異常，將其辨證結果歸類，然後據此選穴施治，例如治療坐骨神經痛的特效穴
有數個，若患者掌上肺區出現氣色反應，即可診為肺虛，而靈骨、大白又有肺經通過，故針此二穴必有顯效；



若掌診腎區形色反應異常，則當取中白、下白（屬腎）二穴。[8] 
外象類比另一個外象中，全息針灸的學說中認為整體中任何一個獨立部分，都縮影着整體的資訊，[8]以縮

影象推全息通應的全景圖，因此全息針灸療法的臨床應用亦是基於應「象」思維，例如位於口唇邊的水金、水
通二穴，正當面部全息倒像的肺和氣管所在處，其全息正像則為下焦之腎臟所在，故以「金」「水」命名，補
氣益腎作用極強，治療久病腎不納氣之哮喘尤有特效。[8]另外耳穴亦是另一種基於應「象」思維的全息療法，
《靈樞》：「耳者，宗脈之所聚也」，耳朵的形象上就像是一個嬰孩，頭在下腳在上的躺在母親的子宮內，耳
垂大概相對應於頭部，而耳朵的上方大概是臀部，耳道口的附近大概相對應的就是腹腔器官，故耳穴是耳廓表
面與人體臟腑經絡、組織器官相互溝通的部位。 

這種外象對應外象的全息療法，目的還是以外象治療內在的病理狀態或瞭解其內在的生理狀態，因此全息
針灸療法是在基於應「象思維」和整體論概念下的特色針灸治療方法。 

 

小結 
  綜上所述，「象思維」是古人根據觀象受時把時間和空間與萬事萬物按其屬性歸類統一，且由此產出了

樸素的數術、宗教，乃至哲學思想，中醫的藏象學說和天人合一等理論和外揣方法論亦受之影響，因此中醫理
論形成的背後亦與古代人類的宇宙觀息息相關，古人獨特的具體到抽象的思辨過程，使中醫在認識理法方藥時，
除了數術外，亦要注重「象」的認識，亦在經絡學說及其外揣方法論有了重要依據，例如以「象」貫穿腧穴的
命名，以「象」論經絡學說和「象」在臨床治療的應用。本篇論述中「象」有二，一為藏象學說的五藏應天地
四時所表現的生理和病理狀態，和外揣方法論如《靈樞》：「視其外應，以知其內臟，則知所病矣」等中國古
人獨特法象思維的道理；二為全息針灸學說中的外象縮影在另一個外象中，其認為整體中任何一個獨立部分，
都縮影着整體的資訊，[8]在基於應「象」思維和整體論概念下指導臨床用針，例如臨床可見的董氏奇穴、耳穴
和頭皮針等特色針灸治療方法都取得顯著的治療效果，因此「象思維」的應用和理論是有着歷史淵源，亦有臨
床效果的驗證，我們應該重視其臨床指導意義和學術突破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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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form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CM) theory is intimately involved in the 
cosmology of ancient human beings, which serves as not only an important basis of viscera state doctrine of 
TCM, the harmony between human being and nature, and the fathoming methodology, but also the basis of 
“insight” in meridian theory and clinical applications. This paper describes two types of “insight”, one is the 
ancient Chinese thought with unique dharma including viscera state doctrine of TCM and the fathoming 
methodology. The other is the theory of holographic acupuncture and moxibustion which assumes that any 
independent part of the whole epitomize holistic information, guiding the clinical application of needles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insight” thinking and holism, thereby achieving clinical therapeutic effects. 

Keywords: insight thinking; TCM; science of acupuncture and moxibustion; basic theory of T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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