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章 玄天上帝信仰與道家哲理之意涵 

 

第一節 玄武信仰意涵與道家哲理 

 

「玄武」一名，除見於《禮記．曲禮》和《周禮．輈人》1之外

，最早見於《楚辭》中的《遠游》和《九懷》2。據《楚辭》王逸注

，辭中的「玄武」指的是「太陰神」和「天龜水神」。這反映了漢代

人對於「玄武」的基本理解。關於「玄武」的得名由來，後人則大抵

有兩說：一是《文選．思玄賦》李善注所說的「龜與蛇交曰玄武」；

一是《楚辭．遠游》洪興祖補注所說的「玄武謂龜蛇，位在北方故曰

玄，身有鱗甲故曰武」。但玄武為什麼具有龜蛇合體的形態？為什麼

會蘊含太陰神、北方神、水神等涵義？又為什麼名為‚玄武‛？這些

問題其實很複雑首先談談「玄牝」和「玄冥」。 

 

「玄牝」一詞出於《老子》，其第六章云：「谷神不死，是謂玄牝

。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 

這句話裡的「谷神」，通常釋為「虛空不測的變化」；這句話裡的「玄

                                                 
1
 《禮記．曲禮上》：‚行，前朱鳥而後玄武，左青龍而右白虎。‛《周禮．冬官．輈人》：‚龜

蛇四斿，以象營室也。‛鄭玄注：‚龜蛇為旐，縣鄙之所建。營室，玄武宿，與東璧連體而四星。‛ 
2
 《楚辭．遠游》：‚時晻曀其曭莽兮，召玄武而奔属。‛《楚辭．九懷．思忠》：‚玄武步兮水

母，與吾期兮南榮。‛ 



牝」，則被釋為「微妙的母性」、「天地的根源」。3也就是說，按通常

的理解，「玄牝」是偏正結構之詞，「玄」意為幽黑，引申為杳遠。但

在古代文獻中，我們卻看到了許多不同於上述理解的用法： 

「玄牝」用為並列結構詞，代表「陰陽」，即道家所謂「玄門牝戶」

。 

 

例如《太上洞玄靈寶天尊說救妙經注解》說：「生門死戶乃玄門

牝戶之別號，或曰天門地戶，或曰乾坤門戶。」《修真十書〃指玄篇

》卷三說：「谷神所以不死者，由玄牝也。玄者，陽也，天也；牝者

，陰也，地也。」 

 

道家其實有三種理解：其一，以「玄」指鼻，以「牝」指口，其

說見《河上公注》，云「天為玄，于人為鼻；地為牝，于人為口」。4其

二，以「玄」指腎左傳于肝的升氣，以「牝」指腎右傳于膀胱的 

降液。至於第三種理解，則以「玄」、「牝」分指男根、女陰或男女之

精氣5： 

 

                                                 
3陳鼓應：《老子注釋及評介》，中華書局 1984年版。 
4宋吳仁杰：《兩漢刊誤補遺》卷十‚胎息‛條引。 
5下引道教典籍，分別見《道藏》第 6 冊、第 4冊、第 2冊，文物出版社 1987年影涵芬樓印白云

觀藏本。 



《谷神賦》：「玄真初啟牝門開，性合中宮，專養孩氣。」 

 

《悟真篇注疏》卷三第四十節：「玄，陽也；牝，陰也。《易》曰

‘天玄而地黃’，‘坤利牝馬之貞’。借玄喻陽，借牝喻陰。而曰‘

門’著，萬物由此門而生死，玄牝由此門而出入。」 

 

《玉清胎元內養真經》：「元始上帝告太上曰：精虛則炎上，氣虛

則下走，陰陽各行于水火金木，不成于夫婦。……我嘗授汝元妙道，

以外玄牝合內玄牝，……谷神不死，合我真宗。」 

 

中國道教講究長生久視，從古代的玄武信仰中吸取了很多思想因

素。「玄牝」一詞的上述用法，應當是保留了它的古老涵義的。因此

，我們可以借助道家的理解，去解釋古代玄武信仰中的問題，例如「

玄冥」的涵義問題、龜蛇合體的思想基礎問題。 

 

「玄冥」一詞出現於古籍中的時間，大致與「玄武」同時。在《

左傳》、《禮記》、《楚辭》等周秦典籍中，它主要用以指水神、冬神和

北方太陰之神6。《莊子．秋水》中則有「且彼方跐黃泉而登大皇……

                                                 
6
 《左傳．昭公元年》：‚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為玄冥師。‛杜預注：‚金天氏，帝少皞裔

遠也。玄冥，水官，昧為水官之長。‛ 



始于玄冥，反于大通」一語，據成玄英疏，這裡的「玄冥」意為玄極

杳冥之處。但這些涵義都比較抽象，不會是「玄冥」的初始義。若要

追尋「玄冥」的原始涵義，便必須考察一下殷墟卜辭中的「不玄冥」

一語。 

 

「玄」字之所以如《說文解字》所云，有「黑而有赤色」一義，

原因在於某種能進入的東西呈此種形態。這應當就是道家所理解「玄

」──陽物，亦即男根。至於「冥」字，既然它的甲骨文字形是龜甲

上之加兩橫，那麼，它的早期涵義便應當是兆象。 

 

「不玄冥」的意思是取兆不成功，以致兆象不清晰（不黑）；「

玄冥」則意味著攻龜、取兆皆獲成功。 

 

不過，「冥」字所具有的幽黑、玄遠等涵義，卻是可以肯定下來

的。另外，從上述用例如「冥」、「娩」二字的字形區別看，這些涵義

也可以肯定是同女陰、子宮或生命未出時的狀態等等相聯繫的。同樣

的情況也見於「窈」字。「窈」字像穴中有幼子之形，故其字義大抵

和「冥」相同。如《說文解字》說：「冥，窈也。」「窈，深遠也。」 

《廣雅．釋詁》說：「幽、暗、窈……深也。」 



 

《老子．二十一章》：「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

精。」《莊子．在宥》：「至道之精，窈窈冥冥。」《史記．項羽本紀》

：「窈冥晝晦，逢迎楚軍。」可見「窈」之義既是窈黑深遠，又是杳

微而不可見。以上情況說明：在古人的想象中，幽冥世界也就是生命

在子宮中的那個世界，是無之極而有之始的境界；亦如《老子．二十

章》所說，是「我魄未兆，如嬰兒之未孩」的境界──這正像北方黑

水也是太陽的再生之地一樣。莊子所謂「始于玄冥，反于大通」，老

子所謂「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都反映了這種由生命觀念和陰陽

構精觀念結合而成的窈冥觀念。 

 

根據以上種種，我們還可以進一步推知：在殷人的理解中，攻龜

取兆的過程也就是陰陽構精的過程。構精一旦成功，便是所謂「玄冥

」。「不玄」和「不玄冥」則表示構精不成功。 

 

總之，儘管我們無法對殷代龜卜的儀式過程進行復原，但我們有

理由推斷：「玄冥」一詞來自殷代的龜卜，原義是男女生殖器。此二

字作為動賓詞，乃表示性交，亦表示攻龜取兆。此二字作為並列詞，

乃分指陰陽兩方面的情況，以及攻龜、取兆兩方面的情況。此二字所



具備的「黑赤之色」、「幽遠之貌」的涵義，來源於對男根女陰之形態

的描寫，亦來源於對生死交接狀態的描寫。 

 

耐人尋味的是：在「玄」和「冥」的字義中，有許多值得注意的

共通。資料表明，「玄」及其同族字不僅代表「幽遠」，代表杳微，代

表始原，而且代表天和「懸物」： 

 

《說文解字》：「玄，幽遠也。象幽而入覆之也。黑而有赤色者為

玄。」「茲，黑也，從二玄。」「ㄠ，小也，象子初生之形。」「幽，

微也，從二ㄠ。」「幽，隱也，從山幽，幽亦聲。」 

《老子．十章》王弼注：「玄，物之極也。」《莊子．胠篋》成玄

英疏：「玄，原也，道也。」 

《老子》河上公注：「玄，天也。」7《周禮．考工記．畫繢》：「

天謂之玄。」《釋名．釋天》：「天又謂之玄。玄，懸也，如懸物在上

也。」《易．坤．文言》：「夫玄黃者，天地之雜也。」《太玄．玄告》

：「玄，神之魁也。」 

 

所謂「玄冥」，實際上也就是這兩種觀念的綜合。這一點表明：

                                                 
7見《老子》一章、六章、十五章、五十六章、六十五章。又見《楚辭．招魂》王逸注、《准南子．

原道》高誘注。 



早在殷商時代，包含陰陽構精、生死轉化等因素的玄武觀念，其思想

基礎已經形成。 

 

總之，「玄冥」之所以會被古人視為孟冬之神、北方之神、太陰

之神和水之神，其緣故在於古人認為孟冬是陰極陽生之時，北方是死

生交接之地，太陰是生命孕育之所，而水則是萬物的本原、是男女精

氣化合的象徵。《管子．水地》說：「人，水也，男女精氣合而水流形

。」「地者，萬物之本原，諸生之根菀也；水者，地之血氣筋脈之流

通者也。」這段話，可資說明「玄冥」之為水神、地神、生命之神的

來由。 

 

在以上敘述中，我們還注意到，「玄冥」和「玄武」的象徵義是

基本一致的。因此可以說，古人的玄冥觀念就是玄武──龜蛇合體形

象的思想基礎。 

 

上古神話中的龜與蛇是有很多共同性格的。（一）它們都是冥神

：龜是幽冥世界的神使，蛇是眾帝之台的守護神。（二）它們都是北

方之神：龜被看作居於北方的神靈，蛇被看作北山之神。而蛇與「雨

自北」、「虹自北飲于河」等觀念的聯繫，則使它亦具北方神的性格。



（三）它們都是水神：共同活動在「水土之中」，都被看作「雨師妾

」的標志。（四）它們都是生命之神：龜代表不死和再生的生命力，

蛇則代表化合和繁衍的生命力。在中國神話中，我們常常接觸到這樣

一個現象：性格相同的神靈往往在傳說中彼此複合。這樣一來，當人

們需要塑造一個統一的冥神、水神、北方神或生命之神的時候，他們

就不免要把龜的神性與蛇的神性加以綜合，使之成為同一神祇的兩種

化身；當人們要把通過龜卜和交蛇形象而體現的陰陽構精觀念加以神

化的時候，他們遂亦塑造出龜蛇合體的神靈。這種神靈，可以稱作「

複合神」。 

 

神話人物禺彊，便是複合神的一個典型。各種關於禺彊的描寫，

都從不同角度暗示了它的性格兩重性。例如《山海經》把禺彊稱為北

方神和北海神，並描寫他的形象為「人面鳥身，珥兩青蛇，踐兩赤蛇

」。在這裡，禺彊便象徵了蛇和鳥的複合。又如《大荒經》說：「北極

之神名禺彊，靈龜為之使也」，「北海之神名曰禺彊，靈龜為之使」8。

這也在蛇神禺彊身上，明確地增加了龜神的性格。 

 

此外，《列子．湯問》曾把禺彊描寫為「使巨鰲十五」舉首而戴

                                                 
8
 《列子．湯問》張湛注、《莊子．大宗師》陸德明釋文引《大荒經》佚文。 



山的人物；《莊子．秋水》稱北海之神名「若」，《周禮．春官．龜人

》則說「北龜曰若属」。這樣一來，在禺彊身上便體現了蛇神同龜神

的合一。因此，倘若我們按上文的意見，把「玄冥」看作並列結構之

詞，那麼，《海外北經》郭璞注所謂「禺彊字玄冥」云云，便意味著

禺彊是「玄」、「冥」結合之神，亦即蛇、龜結合之神。禺彊的這種神

性顯然是要表達陰陽化合的主題：蛇首、鳥身是和男性生殖器形態相

似的，因此，同龜或冥發生關係的「玄」──無論是玄鳥還是玄蛇─

─都是雄性的象徵。《說文解字》說：「龜，舊也，外骨內肉者也。從

它（蛇），龜頭與它（蛇）頭同。天地之性，廣肩無雄，龜鼈之類，

以它（蛇）為雄。」這裡說的就是以蛇為雄、以龜為雌的觀念。可以

想見，「龜蛇交曰玄武」的觀念，正是在這一基礎上建立起來的。 

 

總之，關於「禺彊字玄冥，水神也」的說法，表明在古人塑造禺

彊這個北海神形象的時候，已經產生了以龜蛇合體來代表陰陽構精的

觀念。禺彊是一個較早出現的龜蛇合體之神。 

 

龜蛇合體信仰的另一種神話表現是「雨師妾」神話。在《海外東

經》中，關於雨師妾的形象有兩種說法：一說「兩手各操一蛇」，一

說「各操一龜」。這種異文並不是出自偶然的。《白孔六帖》卷一引《



風俗通》說過「玄冥為雨師」，《搜神記》卷四亦說「雨師……一曰玄

冥」，可見雨師也是玄冥。或者說，雨師具有陰陽構精的神性，玄冥

具有龜蛇交合的神性，它們的本質是一樣的。儘管雨師妾的神話凝結

了多種文化要素──例如反映龜日神話的「居十日北」，反映虹霓化

合而成雨之觀念的「左耳有青蛇，右耳有赤蛇」──但就手操龜、蛇

的形象看，我們卻可以判斷它是玄冥神的再現。也就是說，由於龜蛇

二物均是玄冥的化身，故雨師妾手中所操之物，在典籍中有為龜、為

蛇兩種記載；由於「玄冥」一名包含龜蛇交合的涵義，所以有「玄冥

為雨師」一說。 

 



英國著名科學史家李約瑟（Joseph Needham）博士說，「道家對

自然界的推究和洞察完全可與亞里士多德以前的希臘思想相媲美，而

且成為整個中國科學的基礎」9。李約瑟博士所指的「道家」是從廣

義上說的，它包括先秦時期以老子、莊子為代表的道家學派，又包括

漢代以後的道教。 

 

所以，李約瑟博士在對「道家與道家思想」進行分析時指出：「

道家進行了兩千年堅持社會主義立場的活動並且被譴責為永恆的異

端之後，卻仍然把其中所孕育的科學以最充分的意義保留下來10。」

所謂「社會主義」即「合作的集體主義」，道家強調「合和」，這不僅

是對社會而言，而且是對人與自然的關係而言。從深層上看，道家更

注重人與自然的「合和」。這導致了他們對自然的深邃洞察。對此，

李約瑟博士曾給予很高的評價，他指出：「道家哲學雖然含有政治集

體主義，宗教神秘主義以及個人修煉成仙的各種因素，但它卻發展了

科學態度的許多最重要的特點，因而對中國科學史是有著頭等重要性

的。此外，道家又根據他們的原理而行動，由此之故，東亞的化學、

                                                 
9
 【英】李約瑟（Joseph Needham）：《中國科學技術史》（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第 2卷（科學思想史），科學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0年版，第 1 頁。 

 
10同上 



礦物學、植物學、動物學和葯物學都起源於道家。」11 

 

在道家視界中，人的生存境界應當是法自然之「混沌」，以成就

生存之「混沌」。《老子》第十五章說：「敦兮其若朴；曠兮其若谷；

混兮其若濁。」進而深入到思維混沌，即把混沌視為一種思維方式。

《老子》第十章所說的「明白四達，能無知乎」正是此意。混沌作為

一種未經分化的渾然整體，自然不能通過分析、還原的方式來認識，

而只能靠直覺與領悟做整體的把握。道家用這種方式去理解混沌和事

物，便是把混沌當作一種認識和思維方式。 

 

除了上面所說的混沌創世神話之外，道家還繼承了母神創世神話

，而這又與生殖崇拜有著密切關聯。基於類比思維，古人將天地萬物

的創生與母親生子聯繫起來。這種思考方式在《老子》等道家著述中

得到了很好的繼承。正如趙有聲指出的：「老子以‘玄牝’象徵道及

其創生力，稱道為‘萬物之母’，並提出一系列‘食母’、‘守雌’

的方法論，無疑含有原始母神生殖崇拜和母神創世神話的歷史內容。

而他以‘混成’、‘混沌’、‘恍惚’來描繪道的實存狀態和‘道生

萬物’的宇宙生成論，顯然同先民的渾沌創世神話直接相關。」12以

                                                 
11同上書，第 175 頁。 
12趙有聲、劉明華、張立偉：《生死．享樂．自由──道家和道教的關係及人生理想》，國際文化



老子為代表的道家思想傳承了原始母系氏族社會的文化原型，發揚了

陰柔、無為的處事品格，懷有追求和諧、整全的思想傾向。 

 

中國的母性創世神話當推女媧神話。許慎《說文解字》謂：「媧

，古之神聖女，化萬物者也。」《山海經》說：「女媧之腸，化為神，

處于栗廣之野。」郭璞注：「女媧，古神女而帝者，人而蛇身，一日

中七 

十變。」《風俗通義》亦稱，「天地開闢，女媧摶黃土作人」。這種思

想應當是老子「道生萬物」的思想淵源之一。 

 

老子說：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

有，名萬物之母。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此兩者同出

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眾妙之門。（《老子》第一章） 

 

在老子看來，道是「有無相生」的統一體。妙，少女也；始亦「

女之初也」。「有」是一種顯在（徼），而「無」是一種潛在（妙）。「

無」指稱天地化生之始，而「有」指稱萬物孕育之母。「無」顯現為

「有」便是少女演化為生育兒女的母親。《老子》第五十二章對此表

                                                                                                                                            
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1～2頁。 



達說：「天下有始，以為天下母。」因此，道是萬物之「玄」（原初）

，成為化生萬物的玄妙門戶。這裡「眾妙之門」其實就是「玄牝之門

」（女性生殖器）。老子以「母牝」為原型表徵「道」的創生力。《老

子》就常常用「生」這一帶有母神創世神話的語言，來表達「道」的

神聖性和原始性。 

 

天門開合，能為雌乎？（《老子》第十章）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老子》第四十章） 

道生之，德畜之，長之育之，亭之毒之，養之覆之。（《老子》第 

五十一章） 

大道氾兮，其可左右。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功成而不名有，衣 

養萬物而不為主。（《老子》第三十四章） 

 

老子在保留母神原型的基礎上，將其形象升華為抽象的哲學概念

，並以「道法自然」的思維方式融會了母神的形象。通過這種融會，

母神創世的自然性轉化為道家所秉承的人生態度與處事風格，那就是

「守雌」、「致柔」、「好靜」、「不爭」，同時也生發了「貴食母」的復

歸情結。在道家看來，人生既應該像一個吸吮生母甘乳的嬰兒，在對

道的事奉中浸潤於道的創生之泉，也應該像嬰兒伸曲於母親的懷抱一



樣，將個體完全置身於道的庇佑之中13。正是在這個意義上， 

 

老子說： 

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沒身不殆。（《老子》第五十二章） 

我獨異于人，而貴食母。（《老子》第二十章） 

有國之母，可以長久。（《老子》第五十九章） 

 

「食母」是融攝道的創生力以為自身生命活力之源，而為了達到

這個目的，則必須「守母」，即堅持履踐母性原則，具體說來就是「

慈」。《老子》第六十七章將「慈」作為「三寶」之第一寶，並強調說

「的道性，而這種天將救之，以慈衛之」。這是因為“慈”其實體現

了「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道性正是母神創世神話的理性

升華。 

 

然而，正如西蒙娜．德．波伏瓦（Simone de Beauvoir）所說的

：「母親即是混沌（Chaos）……因為混沌既是一切生命所由出之源，

又是一切生命所當歸之處；她乃是無（Nothing）。」14在杜而未看來 

                                                 
13趙有聲、劉明華、張立偉：《生死．享樂．自由──道家和道教的關係及人生理想》，國際文化

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48頁。 
14

 【法】西蒙娜．德．波伏瓦（Beauvoir Simone de）：《第二性》，1974 年英文版，第 166頁。 



，老子之「道」的陰柔是月神宗教的體現15。其實，道家的「道

」論直接源於西周的天道觀，也就是日月星辰周而復始運行的理性認

知和思想概括，它是古代天文智慧的升華。而混沌和母神創世神話應

當是流傳於更為久遠的三皇五帝時期的神話傳說，只不過在「軸心時

代」的中國古代社會逐步擺脫了巫術宗教，超越了神話傳說，從而實

現了「哲學突破」，這種突破是採取了連續而非斷裂的方式進行的。

因此，許多上古的文化基因依然如化石一樣被埋藏於浩瀚的經史子集

中。 

 

第二節 道家天人合一的自然哲學 

 

《黃帝內經》作為黃老學派的醫學典籍，非常明確地表達了它的

濃重的道家哲學思想。它的理論支柱之一，就是道家的自然天道觀與

人類活動的有機和諧統一，由此建立起了它的「天人相應」的體系。

《老子》中云：「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即是說天

、地、人都要以自然為法則。 

 

《黃帝內經》的理論基礎之二，就是道家的陰陽學說。《老子》

                                                 
15杜而未：《老子的月神宗教》，台灣學生書局 1984年版。 

 



四十二章：「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

，沖氣以為和。」《淮南子．天文訓》中也說：「道始于一，一而不生

，故分而為陰陽，陰陽和而萬物生。」這裡的陽氣，當指輕清之氣；

陰氣當指重濁之氣，由此二氣形成了天地。陰氣、陽氣的交合產生了

萬物。道家的宇宙生成論，也就是「氣」化的學說，成為道家哲學的

核心，而《內經》也不例外。 

 

《內經》把陰、陽的矛盾存在，看成是萬事萬物的普遍規律，在

宇宙萬物中普遍存在。《六節藏象大論》中論述天道陰陽時說：「天為

陽，地為陰；日為陽，月為陰。夫自古通天者，生之本，本于陰陽，

其氣九州九竅，皆通乎天氣。」這裡說陰陽之氣貫通天、地、人。《

天元紀大論》中具體論說天、地之陰陽：「寒暑燥濕風火，天之陰陽

也，三陰三陽，上奉之。木火土金水，地之陰陽也，生長化收藏，下

應之。天以陽生陰長，地以陽殺陰藏，天有陰陽，地亦有陰陽。」天

之陰陽為六氣，地之陰陽為五運，天氣降，地氣升，相互為用，萬物

得以化生，而陰陽乃是萬物化生的根本。正如《陰陽應象大論》中強

調指出的那樣：「陰陽者，天地之道也，萬物之綱紀，變化之父母，

生殺之 

本始，神明之府也，治病必求之于本。」《四氣調神篇》中也有：「



陰陽四時者，萬物之終始也，死生之本也。逆之則災害生，從之則苛

疾不起，是謂得道。」由此可知，陰陽是宇宙世界產生、發展、變化

的根本規律之一，也是人類或生或死的根本。無論事物之間的關係如

何紛紜複雜，都可以納入到這個範疇之中。《陰陽離合論》中這樣說

：「陰陽者，數之可十，推之可百；數之可千，推之可萬；萬之大，

不可勝數，然其要一也。」可知陰陽規律無所不指，無所不包。 

 

 



《內經》全面地論述了天地自然與人的整體關係，《素問．寶命

全形論》中說：「夫人生于地，懸命于天，天地合氣，命之曰人。人

能應四時者，天地為之父母。」「人以天地之氣生，四時之法成。」

這裡告訴我們，人類是天地陰陽之氣交合的產物，因此人類要依照自

然規律的變化而生存，人的生命是受天道制約的。《靈樞．邪客》中

說：「天有日月，人有兩目。地有九州，人有九竅。天有風雨，人有

喜怒。天有雷電，人有音聲。天有四時，人有四肢。天有五音，人有

五臟。天有六律，人有六腑。”“地有十二經水，人有十二經脈。」

「歲有三百六十五日，人有三百六十節。」《陰陽別論》中也有「四

經應四時。十二從應十二月，十二月應十二脈。」《針解篇》中說：「

夫一天二地三人四時五音六律七星八風九野，身形亦應之。」《天元

紀大論》中也寫道：「故在天為氣，在地成形，形氣相感，而化生萬

物矣。」天、地、人三者密不可分，天地之氣互相感應，生出了萬事

萬物，人類也在其中。在這裡，《黃帝內經》把人體結構和自然之天

地的結構，進行了相應的類比，這就充分表達了作者「天人相應」的

自然觀。當然其中不乏牽強和臆斷之處，但是它的「天人合一」的自

然哲學，無疑有其可取的一面。 

 

在正常的條件下，人體的陰、陽是保持平衡狀態的。《調經論》



中這樣說：「夫陰與陽，皆有俞會。陽注于陰，陽滿之外，陰陽勻平

，以充其形，九候若一，命曰平人。」這裡指出，人身氣血必須調和

，陰陽平衡，才能精神健康，不致生病。五臟六腑的經絡就是氣血周

流的道路。不管內因抑或外因所致陰陽氣血失去調和，都能造成發病

。陰陽的互相依存和協調關係，是人體保持自身穩定、適應外界的根

本條件。而陰陽一旦失去了平衡，就會產生疾病。 

 

人類的生存不僅受到太陽運行而形成四季的影響，而且與月相的

盈縮變化也有一定的關係。《歲露論》中還說：「人與天地相參也，與

日月相應也，故月滿則海水西盛，人血氣積，肌肉充，皮膚緻，毛髮

堅，腠理郄，煙垢著。當是之時，雖遇賊風，其入淺不深。至其月郭

空，則海水東盛，人氣血虛，其衛氣去，形獨居，肌肉減，皮膚縱，

腠理開，毛髮殘，膲理薄，煙垢落。當是之時，遇賊風則其入深，其

病人也卒暴。」由此可知滿月與月虛之時，人體的氣血、肌肉、皮膚

、毛髮、腠理會出現兩種不同的反映，《內經》為人類的防病、治病

，提供了「月相」的根據。 

 



那麼，怎樣才能使人體保持陰陽平衡，而與自然界保持和諧統一

呢？《生氣通天論》中說：「陰者，藏精而起極也；陽者，衛外而為

固也。」就是說，陰代表著物質的儲藏，是陽氣能量的來源；陽代表

著機能活動，起著衛外而固守陰精的作用。《陰陽應象大論》中也說

：「陰在內，陽之守也；陽在外，陰之使也。」這裡說，陰、陽互相

為根，相互為用，通過陰、陽的合作，相互補充來達到調節的目的，

陰陽調和至關緊要：「是以聖人陳陰陽，筋脈和同，骨髓堅固，氣血

皆從。如是，則內外調和，邪不能害，耳目聰明，氣立如故。」（《

陰陽應象大論》）。「陰平陽秘，精神乃治，陰陽離決，精氣乃絕。」

這裡明確指出，陰陽各司其職，陰氣平順，陽氣固守，兩者互相調節

，就能維持動態的平衡，筋脈、血氣自然通暢，邪氣不生，保持正常

的生命活動。 

因此，《四氣調神篇》中提出：「夫四時陰陽者，萬物之根本也。

所以聖人春夏養陽，秋冬養陰，以從真根。故與萬物沈浮於生長之門

，逆其根，則伐其本，壞其真矣。」這就清楚地告訴我們，春夏秋冬

的四季交替，是自然萬物生息的根本。「養陽」、「養陰」，必須隨之而

動，把握了這個根本，才能與自然大道一起浮沈。而違背了陰陽規律

，就會危害到人的本性和健康。《四氣調神大論》中還進一步說明自

然環境和人類相背逆時對身體陰陽平衡的影響：「逆春氣，則少陽不



生，肝氣內變；逆夏氣，則太陽不長，心氣內洞；逆秋氣，則在陰不

收，肺氣焦滿；逆冬氣，則少陰不藏，腎氣獨沈。」可知違逆四時之

氣，就會道致陰陽失衡，而產生疾病。所以，《黃帝內經》中所倡導

的黃老學派的「養生之道」的核心，就是「法于陰陽」（《上古天真論

》），遵循自然法則行事，「從陰陽則生，逆之則死；從之則治，逆之

則亂。」（《四氣調神篇》）這就是保持陰陽平衡和諧的關鍵。 

 

《內經》有關地域生態與健康的關係的論述，體現了道家學說的

一貫觀點。《淮南子．地形訓》中這樣說：「土地各以其類生，是故山

氣多男，澤氣多女，障氣多暗，風氣多聾，林氣多癱，木氣多傴，岸

下氣多腫，石氣多力，險阻氣多癭，暑氣多夭，寒氣多壽，谷氣多痹

，丘氣多狂，衍氣多仁，陵氣多貪。輕土多利，重土多遲，清水音小

，濁水音大，湍水人輕，遲水人重，中土多聖人，皆象其氣，皆應其

類。是以堅土人剛，弱土人肥，壚土人大，沙土人細，息土人美，耗

土人醜。」這裡對不同的地域，自然環境、土質、水域、季節和氣候 

等條件所產生的「氣」，以及對人類的性別、性格、壽命長短、地方

病、智商、相貌特徵、體質強弱等的影響，作了全面的闡述，其中不

乏真知灼見。它與《黃帝內經》一起，成為中國古代人類地理生態學

的重要史料，為道家的「天人相應」理論，提供了有力的佐證。 



 

五行說試圖以五種物質作為組成世界的基本圖式。「五行」說是

中國原始的科學思想，以五行的生生不息、永無休止，來說明宇宙天

體及自然萬物的變化。 

 

戰國時期的陰陽學家，把陰陽與五行相結合，形成了一個有影響

的學術派別。《漢書．藝文志》中「陰陽家」類記載：「陰陽家者流，

蓋出於羲和之官，敬順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此其所長也 

。」《術數略》中也有「五行」類，「五行者，五常之形氣也。五行之

序亂，五星之變作，皆出於律曆之數而分為一者也。」由此可知，陰

陽五行家是以天文、律曆、星占為主要研究內容的一個學派。到了戰

國中、後期和秦漢之時，其思想和黃老道家逐漸融合，而失去了其學

派的地位和影響。在《呂氏春秋》、黃老帛書、《淮南子》、《黃帝內經

》等道家思想為主體的一些著作中，都滲透了濃厚的五行家思想，並

形成了以五行為中心的宇宙萬物的結構體系。 

 

五行學說的哲學內涵之所以被引進到《黃帝內經》中，其根本不

在於這五種物質本身，而是在於它們的不同屬性及其相生相剋的關係

。依目前所知，關於五行相生相剋的完整記述當數《淮南子》。《天文



訓》中記述五行相生時說：「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

生水。」而五行相剋，則見於《地形訓》：「木勝土，土勝水，水勝火

，火勝金，金勝木。」 

 

有關五行觀最早的記載見於《尚書．洪範》。一般人認為這是戰

國時代陰陽五行家的著作。其中載有：「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

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

，土爰稼檣。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

。」可知五行是對自然界的一些現象和基本物質的分類。這五種物質

並非孤立的存在，而是互相依存和彼此制約的。《尚書大傳》中也說

：「水、火者，百姓之所飲食也；金、木者，百姓之所興作也；土者

，萬物之所資生也，是為人用。」 

 

《周易〃彖傳〃乾卦》：「保合大和，乃利貞。」大和，《周易》

中指陰陽會合、沖和的元氣。《老子指歸》中多有繼承。卷一：「天地

生于太和，太和生于虛冥。」卷二：「神明無為而太和自起，太和無

為而萬物自理。」卷三：「載道德，浮神明，秉太和，驅天地。」 

 

《老子指歸》卷一：「仰則見天之里，俯則見地之里。」里，通



「理」。《周易〃繫辭上》：「仰以觀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繫辭

下》：「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 

 

《老子指歸》卷二：「人主動于邇，則人物應于遠；人物動于此

，則天地應于彼。彼我相應，出入無門，往來無戶。天地之間，虛廓

之中，遼遠廣大，物類相應，不失毫厘者，同體故也」。「陰物穴居，

陽物巢處，火動炎上，水動潤下。」《周易〃文言傳》：「同聲相應，

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睹，本

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 

 

《老子指歸》卷七：「是以日中而昃，月滿而缺，四時變化，一

消一息。」《周易〃彖傳〃丰卦》：「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

，與時消息，而況于人乎？《彖傳》揭示了萬事萬物的盈虛、盛衰變

化，乃是自然常理，人類社會也必須遵循這一規律。《指歸》除了引

用《彖傳》的原文以外，還加以闡發：「高山之下，必有深谷；大泉

之流，必有激波。爍金湯石，存于凝冰；裂地之端，陰陽所成。」 

 

《老子》十七章：成功遂事，而百姓謂我自然。「二十二章：誠

全歸之，希言自然。」「二十五章：道法自然。」河上公注：「道性自



然，無所法也。」「五十一章：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命而常自然

。」由此可知，《老子》的「自然」，並沒有上升到宇宙本源和規律的

層次，而僅是本然而然的意思。而在《老子指歸》中，第一次提出「

道德因于自然」，就是說，「道 」也好，「德」也好，都是依循「自然

」的。「自然」成為《老子指歸》的最高範疇。它比「道法自然」、「

道性自然」又向前推進了一步。 

 

具有高尚道德的「上德之君」，「自然」「體道而存」，並無外力強

求，才形成高尚德性。《上德不德篇》：「是故上德之君，體道而存，

神與化倫，德動玄冥。天下王之，莫有見聞。德歸萬物，皆曰自然。

」「上德之君，性受道之纖妙，命得一之精微，性命同于自然，……

。」可知，「上德之君」的性命已與「自然」融為一體。 

 

《老子指歸》中特別強調「自然」規律的巨大威力和不可抗拒。

《至柔篇》：「夫響以無聲不可窮，影以無形不可極，水以淖弱貫金石

、沈萬物，地以柔順成大功、勝草木，舌耳無患，角齒傷折。由此觀

之，柔者弊堅，虛者馳實，非有為之，自然之物也。」這裡是闡發《

老子》「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之義。《老子》僅以「柔」、「

堅」的矛盾對立而立意，而嚴遵則列舉六種自然現象，把「柔者弊堅



，虛者馳實」提到理性的高度來認識，認為這是自然的重要規律。這

種「自然」規律是不能用言辭來描述表達的。「言之所言，異族不通

，不言之言，陰陽化，天地感。且道德無為而天地成，天地不言而四

時行。凡此二者，神明之符，自然之驗也。」「自然」規律也不是用

行政教化所能改變的。《大成若缺篇》：「萬物青青，春生夏長，秋成

冬熟，皆歸于土。非有政教，物自然也。」 

 

「自然」也成為嚴遵修身的原則之一。《名身熟親篇》：「是以知

足之人，體道同德，絕名除利，立我于無身。養物而不自生，與物而

不自存。信順之間，足以存神；室家之業，足以終年。常自然，故不

可殺；處虛無，故不可中。細名輕物，故不可污；欲不欲，故能長榮

。」這裡對《老子》「知足不辱」的觀點進行了發揮，認為如果達到

「常自然」的境界，就能養生終年。 

「治民」也要遵循「自然」的規律。《大成若缺篇》：「無律曆而

陰陽和，無正朔而四時節，無法度而天下賓，無賞罰而名實得，無號

令而民自正，無文章而海內自明，無符璽而天下自信，無度數而萬物

自均，無鐘鼓而民娛樂，無五味而民食甘，無服色而民美好，無畜積

而民多益。夫何故哉？因道任天，不事知故，使民自然也。」要想實

現「民自正」、「民娛樂」、「民食甘」、「民美好」、「民多益」及「天下



自信」的理想，嚴遵認為，必須使民自然。 

 

「治國」也需要遵循「自然」，《善建篇》說：「治之于國，則主

明臣忠，朝不壅賢，士不妒功。邪不蔽正，讒不害兯。和睦順從，上

下無怨，百官樂職，萬事自然。遠人懷慕，天下同風；國富民實，不

伐而疆。宗廟尊顯，社稷永寧。陰陽永和，禍亂不生。萬物豐熟，境

內大寧。鄰家托命，後世蕃昌，道德有餘，與天為常。」這裡「治國

」的內容相當廣泛，可以說寄托了嚴遵以道家「自然」觀治國的美好

理想。「治國」要施行德政，這是「自然」的重要內容。《小國寡民篇

》：「強弱在將，安危在相，得失在主，存亡在道。天無常與，民無常

處，有德者歸之，無德者見背，自然之道也。」「有德」與「無德」

，是民心向背的關鍵。老天爺不會把權力永遠交給一個家族，老百姓

也不可能永遠效忠於一姓之統治。「有德」者才能取得政權，才能得

到民心擁護。這就是「自然之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