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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fore we start ...

噓、呵、呼、呬、吹、嘻



氣？








如果你是第一次來到地球的外星人，

你會如何研究「人類」？






Observation

Correlations

Modeling

Clinical feedbacks

Refiﾞnement



時間、空間、現象



能量的傳輸

物質的變化



溫度、速度、時間、壓力



陰陽、表裡、虛實、寒熱












看得到的器官

五臟：肝、心、脾、肺、腎、(心包）
六腑：膽、胃、小腸、大腸、膀胱、三焦

奇桓之腑：腦、髓、骨、脈、膽、女子包



看不到的能量傳遞



腑、表、陽	 臟、裡、陰	 

中醫人體模型基礎

少陰、君火、
二陰、樞	 

太陰、濕土、三陰、開	 

心
手 

肺
手 

心包
手 

腎
足 

肝
足 

脾
足 

陽明、燥金、二陽、合	 

太陽、寒水、
三陽、開	 

小腸
手 

大腸
手 

三焦
手 

膽
足 

胃
足 

膀胱
足 

少陽、相火、一陽、樞	 厥陰、風木、一陰、合	 



二十四節氣



五運六氣

（一）厥陰風木	 

（二）少陰君火	 

（三）少陽相火	 

（四）太陰濕土	 

（五）陽明燥金	 

（六）太陽寒水	 



六經模型

天氣

地氣

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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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陽三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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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的循環
食物 + 水

胃

食物

小腸

食物渣

大腸

食物殘渣

大便

三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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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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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行



五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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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行



十二經絡



十二時辰



《四聖心源》
•  卷二	 六氣解	 厥陰風木 	 	 	 
•  風者，厥陰木氣之所化也，在天為風，在地為木，在人為肝。足厥陰以風
木主令，手厥陰心主以相火而化氣於風木，緣木實生火，風木方盛，子氣
初胎，而火令未旺也。 	 	 

•  冬水閉藏，一得春風鼓動，陽從地起，生意乃萌。然土氣不升，固賴木氣
以升之，而木氣不達，實賴土氣以達焉。蓋厥陰肝木，生於腎水而長於脾
土，水土溫和，則肝木發榮，木靜而風恬，水寒土濕，不能生長木氣，則
木鬱而風生。 	 	 

•  木以發達為性，己土濕陷，抑遏乙木發達之氣，生意不遂，故鬱怒而克脾
土，風動而生疏洩。凡腹痛下利，亡汗失血之証，皆風木之疏洩也。肝藏
血而華色，主筋而榮爪，風動則血耗而色枯，爪脆而筋急。凡	 黑唇青，
爪斷筋縮之証，皆風木之枯燥也。及其傳化乘除，千變不窮，故風木者，
五臟之賊，百病之長。凡病之起，無不因於木氣之鬱，以肝木主生，而人
之生氣不足者，十常八九，木氣抑鬱而不生，是以病也。 	 	 

•  木為水火之中氣，病則土木鬱迫，水火不交，外燥而內濕，下寒而上熱。
手厥陰，火也，木氣暢遂，則厥陰心主從令而化風，木氣抑鬱，則厥陰心
主自現其本氣。是以厥陰之病，下之則寒濕俱盛，上之則風熱兼作，其氣
然也。 	 	 



《四聖心源》
•  卷二	 六氣解	 少陽相火 	 	 	 
•  暑者，少陽相火之所化也，在天為暑，在地為火，在人為三焦。手少陽以相火
主令，足少陽膽以甲木而化氣於相火，緣火生於木，相火既旺，母氣傳子，而
木令已衰也。	 	 

•  三焦之火，隨太陽膀胱之經下行，以溫水藏，出	 中，貫	 腸，而入外踝。君火升
於足而降於手，相火升於手而降於足，少陽之火降，水得此火，而後通調，故
三焦獨主水道。《素問?靈蘭秘典》︰三焦者，決瀆之官，水道出焉。膀胱者，
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氣化則能出矣。蓋水性閉蟄而火性疏洩，閉蟄則善藏，
疏洩則善出。《靈樞?本輸》︰三焦者，入絡膀胱，約下焦，實則閉癃，虛則遺
溺。相火下蟄，水臟溫暖而水腑清利，則出不至於遺溺，藏不至於閉癃，而水
道調矣。水之所以善藏者，三焦之火秘於腎臟也，此火一洩，陷於膀胱，實則
下熱而閉癃，虛則下寒而遺溺耳。 	 	 

•  手之陽清，足之陽濁，清則升而濁則降。手少陽病則不升，足少陽病則不降，
凡上熱之証，皆甲木之不降，於三焦無關也。相火本自下行，其不下行而逆升
者，由於戊土之不降。戊土與辛金，同主降斂，土降而金斂之，相火所以下潛
也。戊土不降，辛金逆行，收氣失政，故相火上炎。 	 	 

•  足少陽雖從三焦化火，而原屬甲木，病則兼現其本氣。相火逆行，則克庚金，
甲木上侵，則賊戊土。手足陽明，其氣本燥，木火雙刑，則燥熱鬱發，故少陽
之病，多傳陽明。然少陽之氣，陰方長而陽方消，其火雖盛，而亦易衰。陰消
陽長則壯，陰長陽消則病，病於相火之衰者，十之八九，內傷驚悸之証，皆相
火之衰也。病於相火之旺者，十之一二而已。傷寒少陽有之。	 



《四聖心源》
•  卷二	 六氣解	 少陰君火 	 	 	 
•  熱者，少陰君火之所化也，在天為熱，在地為火，在人為心。少陰以君火
主令，手少陰心，火也，足少陰腎，水也，水火異氣，而以君火統之，緣
火位於上而生於下。坎中之陽，火之根也，坎陽升則上交離位而化火，火
升於水，是以癸水化氣於丁火。水化而為火，則寒從熱化，故少陰之氣，
水火並統，而獨以君火名也。	 	 

•  君火雖降於手而實升於足，陽盛則手少陰主令於上而癸水亦成溫泉，陰盛
則足少陰司氣於下而丁火遂為寒灰。以丁火雖司氣化，而制勝之權，終在
癸水，所恃者，生土以鎮之。但土雖克水，而百病之，作率由土濕，濕則
不能克水而反被水侮。土能克水者，惟傷寒陽明承氣一証，其餘則寒水侮
土者，十九不止。土潰則火敗，故少陰一病，必寒水泛濫而火土俱負，其
勢然也。至於上熱者，此相火之逆也。火中有液，癸水之根，相火上逆，
災及宮城，心液消亡，是以熱作。凡少陰病熱，乃受累於相火，實非心家
之過。而方其上熱，必有下寒，以水火分離而不交也。見心家之熱，當顧
及腎家之寒。蓋水火本交，彼此相交，則為一氣，不交則離析分崩，逆為
冰炭。究之火不勝水，則上熱不敵下寒之劇，不問可知也。 	 	 

•  血根於心而藏於肝，氣根於腎而藏於肺，心火上熱，則清心家之血，腎水
下寒，則暖腎家之氣。故補肝之血則宜溫，補心之血則宜清，補肺之氣則
宜涼，補腎之氣則宜暖，此定法也。 	 	 	 



《四聖心源》
•  卷二	 六氣解	 太陰濕土 	 	 	 
•  濕者，太陰土氣之所化也，在天為濕，在地為土，在人為脾。太陰以濕土主令，
辛金從土而化濕，陽明以燥金主令，戊土從金而化燥。己土之濕為本氣，戊土
之燥為子氣，故胃家之燥，不敵脾家之濕，病則土燥者少而土濕者多也。	 	 

•  太陰主升，己土升則癸水與乙木皆升。土之所以升者，脾陽之發生也，陽虛則
土濕而不升，己土不升，則水木陷矣。火金在上，水木在下，火金降於戊土，
水木升於己土。戊土不降，則火金上逆，己土不升，則水木下陷，其原總由於
濕盛也。	 	 

•  《子華子》︰陰陽交，則生濕。濕者，水火之中氣，上濕則化火而為熱，下濕
則化水而為寒。然上亦有濕寒，下亦有濕熱。濕旺氣鬱，津液不行，火盛者，
熏蒸而生熱痰，火衰者，泛濫而生寒飲，此濕寒之在上者。濕旺水鬱，膀胱不
利，火衰者，流溢而為白淫，火盛者，梗澀而為赤濁，此濕熱之在下者。	 	 

•  便黃者，土色之下傳，便赤者，木氣之下陷。緣相火在水，一線陽根，溫升而
化乙木。	 	 

•  木中溫氣，生火之母，升則上達而化火，陷則下鬱而生熱。木氣不達，侵逼土
位，以其鬱熱傳於己土，己土受之，於是浸淫於膀胱。五行之性，病則傳其所
勝，其勢然也。 	 	 

•  陰易盛而陽易衰，故濕氣恆長而燥氣恆消。陰盛則病，陽絕則死，理之至淺，
未嘗難知。後世庸愚，補陰助濕，瀉火伐陽，病家無不夭枉於滋潤，此古今之
大禍也。	 	 



《四聖心源》
•  卷二	 六氣解	 陽明燥金 	 	 	 
•  燥者，陽明金氣之所化也，在天為燥，在地為金，在人為大腸。陽明以燥金主
令，胃土從令而化燥，太陰以濕土主令，肺金從令而化濕。胃土之燥，子氣而
非本氣，子氣不敵本氣之旺，故陰盛之家，胃土恆濕。肺金之濕，母氣而非本
氣，母氣不敵本氣之旺，故陽盛之家，肺金恆燥。	 	 

•  太陰性濕，陽明性燥，燥濕調停，在乎中氣，旺則辛金化氣於濕土而肺不傷燥，
戊土化氣於燥金而胃不傷濕。中氣衰則陰陽不交而燥濕偏見，濕勝其燥，則飲
少而食減，溺澀而便滑，燥勝其濕，則疾飢而善渴，水利而便堅。 	 	 

•  陰易進而陽易退，濕勝者常多，燥勝者常少，辛金化濕者，十之八九，戊土化
燥者，百不二三。陽明雖燥，病則太陰每勝而陽明每負，土燥而水虧者，傷寒
陽明承氣証外，絕無而僅有，是以仲景垂法，以少陰負趺陽者為順。緣火勝則
土燥，水勝則土濕，燥則克水，濕則反為水侮。水負則生，土負則死，故少陰
宜負而趺陽宜勝。以土能勝水，則中氣不敗，未有中氣不敗而人死者。 	 	 

•  燥為寒熱之中氣，上燥則化火而為熱，下燥則化水而為寒。反胃噎膈之家，便
若羊矢，其胃則濕而腸則燥。 	 	 

•  濕為陰邪，陰性親下，故根起於脾土而標見於膝踝，燥為陽邪，陽性親上，故
根起於大腸而標見於肘腕。所謂陰邪居下，陽邪居上一定之位也。 	 	 

•  然上之燥，亦因於下之濕。中風之家，血枯筋縮，其膝踝是濕，而肘腕未嘗非
燥使己土不濕，則木榮血暢，骨弱筋柔，風自何來﹗醫家識燥濕之消長，則仲
景堂奧可階而升矣。 	 	 



《四聖心源》
•  卷二	 六氣解	 太陽寒水 	 	 	 
•  寒者，太陽水氣之所化也，在天為寒，在地為水，在人為膀胱，太陽以
寒水主令，足太陽膀胱，水也，手太陽小腸，火也，火水異氣而以寒水
統之，緣水位於下而生於上。離中之陰，水之根也，離陰降而下交坎位
而化水，水降於火，是以丙火化氣於壬水。火化而為水，則熱從寒化，
故太陽之氣，水火並統，而獨以寒水名也。 	 	 

•  水性本寒，少陽三焦之火，隨太陽而下行，水得此火，應當不寒。不知
水之不寒者，癸水而非壬水也。蓋水以蟄藏為性，火秘於內，水斂於外，
是謂平人。木火主里，曰內而生長之，故里氣常溫，金水主表，自外而
收藏之，故表氣常清。血生於木火，故血溫而內發，氣化於金水，故氣
清而外斂。人之經脈，厥陰在裏，春氣之內生也，次則少陰，夏氣之內
長也，次則陽明，秋氣之外收也，太陽在表，冬氣之外藏也。陽藏則外
清而內溫，陽洩則內寒用外熱。外易寒水而為熱火，內易溫泉而為寒冰，
外愈熱而內愈寒，生氣絕根，是以死也。	 	 

•  癸水溫而壬水寒則治，癸水寒而壬水熱則病。癸水病則必寒，壬水病則
多熱。以丁火化於癸水，故少陰之臟，最易病寒，壬水化於丙火，故太
陽之腑，最易病熱。是以病寒者，獨責癸水而不責壬水，病熱者，獨責
壬水而不責癸水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