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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黃帝內經》與《難經》被尊為醫家聖經，自古即然。《黃帝內經》說三焦與膀胱

有“厚薄、緩急、直結之別”；而《難經》兩度強調“三焦有名而無形”。在北宋以前，

醫家並無異議，多尊奉三焦“無形說”，有些醫家（如張仲景）雖未表態，但也沒反對。

直到南宋以後才開啟三焦“有形”或“無形”之千年大辯論。 

關於古代之三焦爭論，論文選取從漢代到清代 45 位著名醫家，有 26 位醫家（57.7

％）支持“無形說”，有 11 位醫家（24.4％）支持“有形說”，有 2 位醫家主張三焦“無

形兼有形”（包括：虞摶之“腔子說”、張志聰之“內無形而外有形說”），有 1 位醫

家有其他看法（羅美之“胃部上下之匡廓說”），有 5 位醫家並未表態。古代醫家爭論之

焦點在於三焦之“有形”或“無形”。從圖表分析中可看出兩個重要的趨勢： 

（1）在北宋以前，醫家幾乎全面支持三焦“無形說”，沒有反對者。 

（2）在清代，尤其在清中葉以後，支持三焦“有形說”的醫家占上風。 

關於近代之三焦爭論，論文選取 1957 年到 2005 年論文 60 篇。從統計中，我們可以

發現近代醫家對三焦的看法相當分歧，60 篇論文有 35 種看法，真可形容為“南轅北

轍”。從趨勢上也可以看出：近代醫家很少贊成三焦“無形說”，幾乎全面支持三焦“有

形說”，並且對於三焦形質的看法差異極大。近代醫家爭論之焦點與古代醫家非常不同，

他們所關心的是三焦與現代醫學中何種解剖或生理名詞相對應。 

從《黃帝內經》、《難經》、《中藏經》中發現，三焦必須符合“四大要件”：（1）“有

形”與“無形”兼顧、（2）水道、（3）氣道、（4）聯繫五臟六腑。 

中醫所說的“三焦”相當於西方醫學的“胸腹膜腔”。胸膜腔（上焦）與腹膜腔（中

焦、下焦）兩者相通。 

（1）“有形”與“無形”兼顧。三焦空腔內即《難經》所謂“無形”的部份，三焦

空腔外膜即《黃帝內經》所謂“厚薄、緩急、直結”的部份。 

（2）水道。三焦空腔內流行氣化態之津液，與氣相偕而行，所以屬“無形”。 

（3）氣道。三焦空腔內通行三氣。氣隨呼而升，隨吸而降。 

（4）聯繫五臟六腑。三焦空腔位於五臟六腑之間，其內通行氣與津液（氣化態）。

三焦之氣液可經由玄府與五臟六腑相通，三焦空腔即藉此調節臟腑之功能。三焦空腔不

僅可聯繫五臟六腑，也是臟腑聯繫四肢的必經之要道。 

為何在北宋以前，醫家多尊奉三焦“無形說”；而南宋以後，才有三焦“有形”或

“無形”之千年大辯論？這關係到後代醫家漸漸對醫經不能理解，醫道的傳承有所失

誤。現代醫家全盤否定古代大醫家之共識，而主張《黃帝內經》非黃帝、岐伯所傳，這

實已造成醫道傳承的最大傷害，無怪乎許多現代醫家會對三焦作出五花八門、千奇百怪

的詮釋，這也顯示醫道已慢慢失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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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oth the Yellow Emperor’s Internal Classic and the Difficult 

Classic have been regarded as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TCM）

bibles since ancient times. The Yellow Emperor’s Internal Classic 

stated that the sanjiao had similar structural features in thickness 

and elasticity as the urinary bladder，while the Difficult Classic twice 

emphasized that the sanjiao was only with name but without form. 

Before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most TCM scholars abided by the 

sanjiao without-form theory. Some TCM scholars such as Zhang 

Zhongjing did not expressed themselves in this issue，but had no 

objection to it. After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there had been a 

long-lasting big debate about whether the sanjiao was without form 

or not for nearly a thousand years. 

As far as the ancient sanjiao debate is concerned，45 famous 

ancient TCM scholars have been selected in the dissertation. It is 

estimated that 26 TCM scholars （57.7％） favored the sanjiao 

without-form theory but 11 TCM scholars （24.4％） did not. Two 

scholars advocated that there should be both a tangible component 

and an intangible component in the sanjiao structure. One scholar 

had other opinion，and 5 did not make their remarks. The focus of the 

debate during that period is whether the sanjiao is intangible or n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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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ording to the table in the chapter 1，there are two trends 

analytically： 

（1）Before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almost all TCM scholars 

supported the sanjiao without-form theory and there was no 

objection. 

（2）During Qing Dynasty，most TCM scholars were against the 

sanjiao without-form theory. 

As far as the modern sanjiao debate is concerned，60 papers from 

1957 to 2005 have been selected in the dissertation. It is found that 

there are diverse points of view among modern TCM scholars. There 

are 35 kinds of opinions in 60 papers. The trends show that modern 

TCM scholars no more agree on the sanjiao without-form theory. In 

other words，they are in favor of the sanjiao with-form theory with 

one accord. The focus of the modern debate is very different from the 

ancient one. What they are interested in is which anatomical or 

physiological terms in modern medicine are related to or equal to the 

TCM sanjiao. 

Based on TCM bibles，the sanjiao must have 4 critical 

components：（1）a combination of both with-form and without-form、

（2）a water channel、（3）a qi channel、（4）a close connection to 

internal organs. 

The TCM sanjiao is equivalent to pleural and peritoneal cavities 

in western medicine. Both cavities are connected anatomically and 

physiologically 

（1）The sanjiao cavity is a combination of both with-form and 

without-form. The sanjiao cavity is what the Difficult Classic means 

for the intangible part，while the membrane of the cavity is what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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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ellow Emperor’s Internal Classic means for the tangible part,which 

has thickness and elasticity.  

（2）The sanjiao cavity is a water channel. Evaporated water， 

which is intangible flows in the sanjiao cavity along with qi.  

（3）The sanjiao cavity is a qi channel. Qi，which is also intangible  

circulates in the sanjiao cavity. Qi goes up during expiration，and 

goes down during inspiration. 

（4）The sanjiao cavity is closely connected to the internal organs. 

Qi and evaporated water flow freely through very minute pores 

between the sanjiao cavity and internal organs. The sanjiao cavity is 

also the major pathway between internal organs and extremities. 

Why did most TCM scholars before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believe in the sanjiao without-form theory？ Why did the big debate 

about whether the sanjiao is intangible or not develop after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This phenomenon is duo to the fact that 

TCM scholars of later generations cannot understand the real 

meaning of TCM bibles. This results in a gigantic gap between 

ancient scholars and modern ones. Modern TCM scholars totally 

reject the common belief of ancient great TCM scholars ，and 

advocate that the Yellow Emperor’s Internal Classic should not be 

written by the Yellow Emperor and Qi Bo. This has done tremendous 

damage to the root of TCM. No wonder why many modern TCM 

scholars make very odd and astonishing explanations in the sanjiao 

issue. This also reflects the fact that the root of TCM is getting 

rotten gradu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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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三焦之文獻與研究”論文分為上篇與下篇。上篇節錄古今醫家論述三焦之重要文

獻；下篇則是筆者個人對三焦之研究結果與心得。 

上篇：“三焦之文獻”分為九章，按朝代順序編排歷代重要之三焦文獻。古今之三

焦文獻數量相當龐大，如果未經挑選而完全羅列，將造成論文大而無當。三焦理論部分

將首列《黃帝內經》、《難經》，及其後 45 位古代著名醫家或方書之三焦論述。漢代 2 位，

晉南北朝隋唐 8 位，兩宋 4 位，金元時期 7 位，明代 10 位，清代 16 位。近現代發表之

三焦論文 60 篇。三焦病證部分則去蕪存菁，僅選取《諸病源候論》、《備集千金要方》與

《聖濟總錄》。文獻論述將稍做整理編排，以期能一目了然。重要醫論置其首，末要枝節

殿其後。重要論述將以黑體標示于文中，並以原文置於篇首，以便於檢閱。 

下篇：“三焦之研究”也分為九章。前兩章討論三焦之爭論。第一章：古代之三焦

爭論，爭論的焦點為三焦之“有形”或“無形”？第二章：近代之三焦爭論，爭論的焦

點為三焦與何種現代醫學之解剖或生理名詞相對應？第三章與第四章作為本論文之理論

基礎。第三章：中醫之本源，看似與三焦理論無關，但實為三焦爭論之根源，將作為解

釋三焦爭論原因之重要依據；第四章：“有形”與“無形”將由古代之《道德經》與《黃

帝內經》論述到現代愛因斯坦(Albert Einstein)之相對論，然後討論“有形”與“無

形”之間轉化之氣化論。第五、六、七章將為本論文探討三焦理論之重心。第五章：三

焦之實質將以《黃帝內經》、《難經》與《中藏經》之經旨為準則，決定三焦必備之“四

大要件”，再以“四大要件”推論出符合現代醫學之三焦對應結構，其後並探討“部位

三焦”之由來；第六章：三焦與氣之運行論述三焦與原氣、營氣、衛氣、宗氣、心包、

膽之關係；第七章：三焦與水液代謝論述三焦與肺、脾、腎、大小腸之關係。第八章：

三焦之病證及其治療將之前討論之三焦理論應用于三焦病證之治療。第九章：從三焦之

爭論看中醫之發展將作為本論文之總結，從三焦之爭論中看出中醫發展之脈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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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篇：三焦之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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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黃帝內經》之三焦文獻 
 

 

（一）主要論述三焦之篇章 

（1）三焦之功能 

《素問‧靈蘭秘典論第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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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靈樞‧本輸第二》 

腎合膀胱，膀胱者，津液之府也。少陽屬腎，腎上連肺，故將兩臟。三焦者，

中瀆之腑也，水道出焉，屬膀胱，是孤之腑也。 

 

（2）三焦之所出與分部 

《靈樞‧營衛生會第十八》 

黃帝曰：願聞營衛之所行，皆何道從來 ？ 

岐伯答曰：營出於中焦，衛出於下焦。 

黃帝曰：願聞三焦之所出。 

岐伯答曰：上焦出於胃上口，並咽以上，貫膈，而布胸中，走腋，循太陰之分 

而行，還至陽明，上至舌，下足陽明，常與營俱，行于陽二十五度，行于陰亦二十

五度，一周也，故五十度而復大會于手太陰矣。 

黃帝曰：人有熱，飲食下胃，其氣未定，汗則出，或出於面，或出於背，或出 

於身半，其不循衛氣之道而出何也？ 

岐伯曰：此外傷於風，內開腠理，毛蒸理泄，衛氣走之，故不得循其道，此氣 

慓悍滑疾，見開而出，故不得從其道，故命曰漏泄。 

黃帝曰：願聞中焦之所出。 

岐伯答曰：中焦亦並胃中，出上焦之後，此所受氣者，泌糟粕，蒸津液，化其 

精微，上注於肺脈，乃化而為血，以奉生身，莫貴於此，故獨得行於經隧，命曰營

氣。 

黃帝曰：夫血之與氣，異名同類，何謂也？ 

岐伯答曰：營衛者，精氣也；血者，神氣也。故血之與氣異名同類焉。故奪血 

者無汗，奪汗者無血。故人生有兩死，而無兩生。 

黃帝曰：願聞下焦之所出。 

岐伯答曰：下焦者，別回腸，注於膀胱而滲入焉。故水榖者，常並居於胃中， 

成糟粕，而俱下於大腸，而成下焦。滲而俱下，濟泌別汁，循下焦而滲入膀胱焉。 

黃帝曰：人飲酒，酒亦入胃，榖未熟而小便獨先下何也？ 

岐伯答曰：酒者，熟榖之液也。其氣悍以清，故後榖而入，先榖而液出焉。 

黃帝曰：善。余聞上焦如霧，中焦如漚，下焦如瀆，此之謂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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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三焦之病證 

（i）三焦病 

《靈樞‧邪氣臟腑病形第四》 

三焦病者，腹氣滿，小腹尤堅，不得小便，窘急；溢則水留即為脹，候在足太

陽之外大絡。大絡在太陽、少陽之間，亦見於脈，取委陽。 

 

《靈樞‧四時氣第十九》 

小腹痛腫，不得小便，邪在三焦，約取之太陽大絡，視其絡脈與厥陰小絡。結

而血者，腫上及胃脘，取三裏。 

 

《靈樞‧本輸第二》 

三焦者，足少陽太陽之所將，太陽之別也，上踝五寸，別入貫月端腸，出於委陽，

並太陽之正，入絡膀胱，約下焦。實則閉癃，虛則遺溺；遺溺則補之，閉癃則瀉之。 

 

（ii）三焦脹 

《靈樞‧脹論第三十五》 

膀胱脹者,少腹滿而氣癃。 

三焦脹者，氣滿於皮膚中，輕輕然而不堅。 

 

《靈樞‧五癃津液別第三十六》 

黃帝問于岐伯曰：水榖入於口，輸於腸胃，其液別為五。天寒衣薄則為溺與氣，

天熱衣厚則為汗，悲哀氣並則為泣，中熱胃緩則為唾，邪氣內逆，則氣為之閉塞而

不行，不行則為水脹。餘知其然也，不知其何由生，願聞其道。 

岐伯曰：水榖皆入於口，其味有五，各注其海，津液各走其道。故三焦出氣，

以溫肌肉，充皮膚，為其津。其流而不行者為液。天暑衣厚則腠理開，故汗出；寒

留分肉之間，聚沫則為痛。天寒則腠理閉，氣濕不行，水留於膀胱，則為溺與氣。

陰陽氣道不通，四海閉塞，三焦不瀉，津液不化，水穀並行腸胃之中，別於回腸，

留于下焦，不得滲膀胱，則下焦脹，水溢則為水脹，此津液五別之逆順也。                                                                    

（4）三焦之聯繫 

《靈樞‧本臟第四十七》 

黃帝曰：願聞六腑之應。 

岐伯答曰：肺合大腸，大腸者，皮其應。心合小腸，小腸者，脈其應。肝合膽， 

膽者，筋其應。脾合胃，胃者，肉其應。腎合三焦、膀胱，三焦、膀胱者，腠理毫 

毛其應。 

 

《素問‧血氣形志篇第二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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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太陽與少陰為表裏，少陽與心主為表裏，陽明與太陰為表裏，是為手之陰陽

也。 

（5）三焦形態 

《靈樞‧本臟第四十七》 

腎應骨，密理厚皮者，三焦膀胱厚；粗理薄皮者，三焦膀胱薄；疏腠理者，三

焦膀胱緩；皮急而無毫毛者，三焦膀胱急；毫毛美而粗者，三焦膀胱直；稀毫毛者，

三焦膀胱結。 

 

《靈樞‧論勇第五十》 

勇士者，目深以固，長沖直揚，三焦理橫，其心端直，其肝大以堅，其膽滿以

傍，怒則氣盛而胸張，肝舉而膽橫，眥裂而目揚，毛起而面蒼，此勇士之由然者也。

怯士者，目大而不減，陰陽相失，其焦理縱。 

 

（6）三焦經《靈樞‧經脈第十》 

三焦手少陽之脈，起於小指次指之端，上出兩指之間，循手錶腕，出臂外兩骨

之間，上貫肘，循臑外上肩，而交出足少陽之後，入缺盆，布膻中，散絡心包，下

膈，遍屬三焦。其支者，從膻中上出缺盆，上項系耳後，直上出耳上角，以屈下頰

至出頁。其支者，從耳後入耳中，出走耳前，過客主人前，交頰至目銳眥。是動則病：

耳聾、渾渾火享火享，嗌腫、喉痹。是主氣所生病者：汗出，目銳眥痛，頰痛，耳後、

肩臑、肘臂外皆痛，小指次指不用。為此諸病，盛則瀉之，虛則補之，熱則疾之，

寒則留之，陷下則灸之，不盛不虛以經取之。盛者，人迎大一倍於寸口；虛者，人

迎反小於寸口也。 

 

《靈樞‧本輸第二》 

三焦者，上合手少陽；出於關沖，關沖者，手小指次指之端也，為井金；溜於

液門，液門，小指次指之間也，為滎；注於中渚，中渚，本節之後陷者中也，為腧；

過於陽池，陽池，在腕上陷者之中也，為原；行于支溝，支溝，上腕三寸，兩骨之

間陷者中也，為經；入於天井，天井，在肘外大骨之上陷者中也，為合，屈肘乃得

之。三焦下腧，在於足大趾之前，少陽之後，出於膕中外廉，名曰委陽，是太陽絡

也，手少陽經也。三焦者，足少陽太陽之所將，太陽之別也，上踝五寸，別入貫月端

腸，出於委陽，並太陽之正，入絡膀胱，約下焦。實則閉癃，虛則遺溺；遺溺則補

之，閉癃則瀉之。 

 

《靈樞‧經別第十一》 

手少陽之正，指天，別於巔，入缺盆，下走三焦，散於胸中也。手心主之正，

別下淵液三寸，入胸中，別屬三焦，出循喉嚨，出耳後，合少陽完骨之下，此為五

合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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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樞‧經水第十二》 

手少陽外合于漯水，內屬於三焦. 

 

（二）次要論述三焦之篇章 

《素問‧金匱真言論篇第四》 

言人身之臟腑中陰陽，則臟者為陰，腑者為陽。肝、心、脾、肺、腎五臟皆為

陰，膽、胃、大腸、小腸、膀胱、三焦六腑皆為陽。 

 

《素問‧六節藏象論篇第九》 

脾、胃、大腸、小腸、三焦、膀胱者，倉廩之本，營之居也，名曰器，能化糟

粕，轉味而入出者也，其華在唇四白，其充在肌，其味甘，其色黃，此至陰之類，

通於土氣。凡十一臟，取決於膽也。 

 

《素問‧五臟別論篇第十一》 

夫胃、大腸、小腸、三焦、膀胱，此五者，天氣之所生也，其氣象天，故瀉而

不藏，此受五臟濁氣，名曰傳化之府，此不能久留輸瀉者也。 

 

《素問‧宣明五氣篇第二十三》  

五氣所病：心為噫，肺為咳，肝為語，脾為吞，腎為欠為嚏，胃為氣逆為噦為

恐，大腸小腸為泄，下焦溢為水，膀胱不利為癃，不約為遺溺，膽為怒，是謂五病。 

 

《素問‧欬論篇第三十八》 

腎欬不已，則膀胱受之。膀胱欬狀，欬而遺溺。久欬不已，則三焦受之。三焦

欬狀，欬而腹滿，不欲食飲。此皆聚於胃，關於肺，使人多涕唾，而面浮腫，氣逆

也。 

 

《素問‧舉痛論篇第三十九》 

帝曰：願聞人之五臟卒痛，何氣使然？岐伯對曰：經脈流行不止，環周不休，

寒氣入經而稽遲，泣而不行，客於脈外則血少，客於脈中則氣不通，故卒然而痛。 

岐伯曰：寒氣客於脈外則脈寒，脈寒則縮蜷，縮蜷則脈絀急，絀急則外引小絡，

故卒然而痛，得炅則痛立止，因重中於寒，則痛久矣。寒氣客於經脈之中，與炅氣

相薄則脈滿，滿則痛而不可按也，寒氣稽留，炅氣從上，則脈充大而血氣亂，故痛

甚不可按也。寒氣客於腸胃之間，膜原之下，血不得散，小絡急引故痛，按之則血

氣散，故按之痛止。寒氣客于俠脊之脈，則深按之不能及，故按之無益也。„„寒

氣客于小腸膜原之間，絡血之中，血泣不得注於大經，血氣稽留不得行，故宿昔而

成積矣。 

帝曰：善。餘知百病生於氣也。怒則氣上，喜則氣緩，悲則氣消，恐則氣下，

寒則氣收，炅則氣泄，驚則氣亂，勞則氣耗，思則氣結，九氣不同，何病之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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岐伯曰：怒則氣逆，甚則嘔血及飧泄，故氣上矣。喜則氣和志達，榮衛通利，

故氣緩矣。悲則心系急，肺布葉舉，而上焦不通，榮衛不散，熱氣在中，故氣消矣。

恐則精卻，卻則上焦閉，閉則氣還，還則下焦脹，故氣不行矣。寒則腠理閉，氣不

行，故氣收矣。炅則腠理開，榮衛通，汗大泄，故氣泄。驚則心無所倚，神無所歸，

慮無所定，故氣亂矣。勞則喘息汗出，外內皆越，故氣耗矣。思則心有所存，神有

所歸，正氣留而不行，故氣結矣。 

 

《素問‧調經論篇第六十二》 

帝曰：經言陽虛則外寒，陰虛則內熱，陽盛則外熱，陰盛則內寒，余已聞之矣，

不知其所由然也。 

岐伯曰：陽受氣于上焦，以溫皮膚分肉之間，今寒氣在外，則上焦不通，上焦

不通，則寒氣獨留於外，故寒栗。 

帝曰：陰虛生內熱奈何？ 

岐伯曰：有所勞倦，形氣衰少，谷氣不盛，上焦不行，下脘不通。胃氣熱，熱

氣熏胸中，故內熱。 

帝曰：陽盛生外熱奈何？ 

岐伯曰：上焦不通利，則皮膚緻密，腠理閉塞，玄府不通，衛氣不得泄越，故

外熱。 

帝曰：陰盛生內寒奈何？ 

岐伯曰：厥氣上逆，寒氣積於胸中而不瀉，不瀉則溫氣去，寒獨留，則血凝泣，

凝則脈不通，其脈盛大以澀，故中寒。 

 

《素問‧刺法論篇第七十二》 

三焦者，決瀆之官，水道出焉，刺三焦之源。膀胱者，州都之官，精液藏焉，

氣化則能出矣，刺膀胱之源。 

 

《素問‧至真要大論篇第七十四》 

帝曰：六氣相勝奈何？ 

岐伯曰：厥陰之勝，耳鳴頭眩，憒憒欲吐，胃膈如寒，大風數舉，倮蟲不滋，

胠脅氣並，化而為熱，小便黃赤，胃脘當心而痛，上支兩脅，腸鳴飧泄，少腹痛，

注下赤白，甚則嘔吐，膈咽不通。 

少陰之勝，心下熱善饑，臍下反動，氣游三焦，炎暑至，木乃津，草乃萎，嘔

逆躁煩，腹滿痛溏泄，傳為赤沃。 

太陰之勝，火氣內鬱，瘡瘍於中，流散於外，病在胠脅，甚則心痛熱格，頭痛

喉痹項強，獨勝則濕氣內鬱，寒迫下焦，痛留頂，互引眉間，胃滿，雨數至，燥化

乃見，少腹滿，腰月隹重強，內不便，善注泄，足下溫，頭重，足脛胕腫，飲發於中，

胕腫於上。 

少陽之勝，熱客於胃，煩心心痛，目赤欲嘔，嘔酸善饑，耳痛溺赤，善驚譫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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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熱消爍，草萎水涸，介蟲乃屈，少腹痛，下沃赤白。 

陽明之勝，清發于中，左胠脅痛，溏泄，內為嗌塞，外發頹疝，大涼肅殺，華

英改容，毛蟲乃殃，胸中不便，嗌塞而咳。 

太陽之勝，凝凓且至，非時水冰，羽乃後化，痔瘧發，寒厥入胃，則內生心痛，

陰中乃瘍，隱曲不利，互引陰股，筋肉拘苛，血脈凝泣，絡滿色變，或為血泄，皮

膚痞腫，腹滿食減，熱反上行，頭項囟頂腦戶中痛，目如脫，寒入下焦，傳為濡瀉。 

太陰在泉，客勝則足痿下重，便溲不時，濕客下焦，發而濡瀉，及為腫隱曲之

疾；主勝則寒氣逆滿，食飲不下，甚則為疝。 

 

《靈樞‧營氣第十六》 

黃帝曰：營氣之道，內穀為寶。谷入於胃，乃傳之肺，流溢於中，布散於外。 

精專者，行於經隧，常營無已，終而複始，是謂天地之紀。故氣從太陰出，注手陽 

明。上行注足陽明，下行至跗上，注大趾間，與太陰合。上行抵髀，從髀注心中。

循手少陰出腋，下臂注小指，合手太陽。上行乘腋，出出頁內，注目內眥，上巔下

項，合足太陽。循脊下尻下行，注小趾之端，循足心，注足少陰。上行注腎，從腎

注心，外散於胸中。循心主脈，出腋下臂，出兩筋之間，入掌中，出中指之端，還

注小指次指之端，合手少陽。上行至膻中，散于三焦，從三焦注膽，出脅，注足少

陽。下行至跗上，複從跗注大趾間，合足厥陰。上行至肝，從肝上注肺。上循喉嚨，

入頏顙之竅，究於畜門。其支別者，上額循巔，下項中，循脊入骶，是督脈也。絡

陰器，上過毛中，入臍中，上循腹裏，入缺盆，下注肺中，複出太陰。此營氣之所

行也，逆順之常也。  

 

《靈樞‧師傳第二十九》 

黃帝曰：善。願聞六腑之候。 

岐伯曰：六腑者，胃為之海。廣骸、大頸、張胸，五穀乃容。鼻隧以長，以候

大腸。唇厚人中長，以候小腸。目下果大，其膽乃橫。鼻孔在外，膀胱漏泄。鼻柱

中央起，三焦乃約。此所以候六腑者也。上下三等，臟安且良矣。 

 

《靈樞‧決氣第三十》 

黃帝曰：余聞人有精、氣、津、液、血、脈，餘意以為一氣耳，今乃辨為六名，

餘不知其所以然。 

岐伯曰：兩神相搏，合而成形，常先身生，是謂精。 

何謂氣？ 

岐伯曰：上焦開發，宣五穀味，熏膚，澤身，充毛，若霧露之溉，是謂氣。 

何謂津？ 

岐伯曰：腠理發洩，汗出溱溱，是謂津。 

何謂液？ 

岐伯曰：谷入氣滿，淖澤注於骨，骨屬屈伸，泄澤，補益腦髓，皮膚潤澤，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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謂液。 

何謂血？ 

岐伯曰：中焦受氣取汁，變化而赤，是謂血。 

何謂脈？ 

岐伯曰：壅遏營氣，令無所避，是謂脈。 

 

《靈樞‧平人絕穀第三十二》 

黃帝曰：願聞人之不食，七日而死，何也？ 

伯高曰：臣請言其故。胃大一尺五寸，徑五寸，長二尺六寸，橫屈受水穀三鬥

五升，其中之穀長留二鬥，水一鬥五升而滿。上焦洩氣，出其精微，慓悍滑疾；下

焦下溉諸腸。 

小腸大二寸半，徑八分分之少半，長三丈二尺，受穀二鬥四升，水六升三合合

之大半。 

回腸大四寸，徑一寸寸之少半，長二丈一尺，受穀一鬥，水七升半。 

廣腸大八寸，徑二寸寸之大半，長二尺八寸，受穀九升三合八分合之一。 

腸胃之長，凡五丈八尺四寸，受水穀九鬥二升一合合之大半，此腸胃所受水穀

之數也。 

 

《靈樞‧五味第五十六》 

黃帝曰：願聞穀氣有五味，其入五藏，分別奈何？ 

伯高曰：胃者，五臟六腑之海也。水谷皆入於胃，五臟六腑皆稟氣於胃。 

五味各走其所喜。穀味酸，先走肝；穀味苦，先走心；谷味甘，先走脾；谷味辛，

先走肺；穀味鹹，先走腎。 

穀氣津液已行，滎衛大通，乃化糟粕，以次傳下。 

黃帝曰：滎衛之行奈何？ 

伯高曰：谷始入於胃，其精微者，先出於胃之兩焦，以溉五藏，別出兩行，滎

衛之道。其大氣之搏而不行者，積于胸中，命曰氣海，出於肺，循喉咽，故呼則出，

吸則入。 

 

《靈樞‧五味論第六十三》 

黃帝問于少俞曰：五味入於口也，各有所走，各有所病。酸走筋，多食之令人

癃；鹹走血，多食之令人渴；辛走氣，多食之令人洞心；苦走骨，多食之令人變嘔；

甘走肉，多食之令人悗心。餘知其然也, 不知其何由？願聞其故。 

少俞答曰：酸入於胃，其氣澀以收，上之兩焦，弗能出入也。不出，即留於胃

中，胃中和溫，則下注膀胱，膀胱之胞薄以懦，得酸則縮綣，約而不通，水道不行，

故癃。陰者，積筋之所終也，故酸入而走筋矣。 

黃帝曰：鹹走血，多食之令人渴。何也？ 

少俞曰：咸入於胃，其氣上走中焦，注於脈，則血氣走之。血與鹹相得則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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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則胃中汁注之，注之則胃中竭，竭則咽路焦，故舌本幹而善渴。血脈者，中焦之

道也。故鹹入而走血矣. 

黃帝曰：辛走氣，多食之令人洞心，何也？ 

少俞曰：辛入於胃，其氣走于上焦；上焦者，受氣而營諸陽者也。薑韭之氣熏

之，營衛之氣，不時受之，久留心下，故洞心。辛與氣俱行，故辛入而與汗俱

出。黃帝曰：苦走骨，多食之令人變嘔，何也？ 

少俞曰：苦入於胃，五穀之氣皆不能勝苦。苦入下脘，三焦之道皆閉而不通， 

故變嘔。齒者，骨之所終也。故苦入而走骨，故入而複出，知其走骨也。 

黃帝曰：甘走肉，多食之令人悗心，何也？ 

少俞曰：甘入於胃，其氣弱小，不能上至於上焦，而與谷留於胃中者，令人柔

潤者也。胃柔則緩，緩則蟲動，蟲動則令人悗心。其氣外通於肉，故甘走肉。 

 

《靈樞‧大惑論第八十》 

黃帝曰：其非常經也，卒然多臥者，何氣使然？ 

岐伯曰：邪氣留于上焦，上焦閉而不通，已食若飲湯，衛氣留久于陰而不行，

故卒然多臥焉。 

《靈樞‧癰疽第八十一》 

黃帝曰：余聞腸胃受谷，上焦出氣，以溫分肉，而養骨節，通腠理。中焦出氣

如露，上注溪穀，而滲孫脈，津液和調，變化而赤為血。血和則孫脈先滿溢，乃注

於絡脈，皆盈，乃注於經脈。陰陽已張，因息乃行，行有經紀，周有道理，與天合

同，不得休止。 

 

《靈樞‧衛氣篇第五十二》 

五臟者，所以藏精神魂魄者也。六腑者，所以受水榖而行化物者也，其氣內幹

五臟而外絡支節。其浮氣之不循經者為衛氣，其精氣之行於經者為營氣。陰陽相隨，

外內相貫，如環之無端，亭亭淳淳乎。 

 

《邪客第七十一》 

黃帝問于伯高曰：夫邪氣之客人也，或令人目不瞑不臥出者，何氣使然？ 

伯高曰：五穀入於胃也，其糟粕、津液、宗氣分為三隧。故宗氣積於胸中，出

於喉嚨，以貫心脈，而行呼吸焉。營氣者，泌其津液，注之於脈，化以為血，以滎

四末，內注五臟六腑，以應刻數焉。衛氣者，出其悍氣之慓疾，而先行於四末、分

肉、皮膚之間而不休者也，晝日行于陽，夜行于陰，常從足少陰之分間，行於五臟

六腑。今厥氣客於五臟六腑，則衛氣獨衛其外，行于陽，不得入于陰。行于陽，則

陽氣盛，陽氣盛，則陽蹻滿，不得入于陰，陰虛，故目不瞑。 

 

 

“焦”字用於《內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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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問‧上古天真論篇第一》 

五七，陽明脈衰，面始焦，發始墮。六七，三陽脈衰於上，面皆焦，發始白。 

《素問‧四氣調神大論篇第二》 

逆秋氣，則太陰不收，肺氣焦滿。 

《素問‧金匱真言論篇第四》 

南方赤色，入通於心，開竅于耳，藏精於心，故病在五臟，其味苦，其類火，

其畜羊，其穀黍，其應四時，上為熒惑星，是以知病之在脈也，其音征，其數七，

其臭焦。 

《素問‧診要經終論篇第十六》 

太陰終者，腹脹閉不得息，善噫善嘔，嘔則逆，逆則面赤，不逆則上下不通，

不通則面黑皮毛焦而終矣。 

《素問‧舉痛論篇第三十九》 

熱氣留於小腸，腸中痛，癉熱焦渴則堅幹不得出，故痛而閉不通矣。 

《素問‧風論篇第四十二》 

心風之狀，多汗惡風，焦絕善怒嚇，赤色，病甚則言不可快，診在口，其色赤。 

《素問‧痿論篇第四十四》 

故肺熱葉焦，則皮毛虛弱急薄著，則生痿躄也。 

《素問‧氣交變大論篇第六十九》 

複則炎暑流火，濕性燥，柔脆草木焦槁，下體再生，華實齊化，病寒熱瘡瘍 胗 

癰痤，上應熒惑、太白，其谷白堅。 

《素問‧本病論篇第七十三》 

太陰不遷正，即雲雨失令，萬物枯焦，當生不發。„„民病寒熱鼽嚏，皮毛折，

爪甲枯焦，甚則喘嗽息高，悲傷不樂。 

 

參考文獻 

 

王洪圖主編.中醫藥學高級叢書《內經》.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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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黃帝八十一難經》之三焦論述 

 

 

（一）主要論述三焦之篇章 

（1）形態：三焦與心主相表裏，俱有名而無形。 

《二十五難》曰：有十二經，五臟六腑十一耳，其一經者，何等經也？ 

然：一經者，手少陰與心主別脈也，心主與三焦為表裏，俱有名而無 

形，故言經有十二也。 

 

（2）功能：三焦，是原氣之別使，主持諸氣，為外府。 

《三十八難》曰：臟唯有五，腑獨有六者，何也？ 

然：所以腑有六者，謂三焦也。有原氣之別焉，主持諸氣，有名而無 

形，其經屬手少陽。此外府也，故言腑有六焉。 

 

（3）分部（何稟、何生？何始、何終？） 

《三十一難》曰：三焦者，何稟、何生？何始、何終？其治常在何許？可曉以不？ 

然：三焦者，水谷之道路，氣之所終始也。 

上焦者，在心下，下膈、在胃上口，主內而不出。其治在膻中，

玉堂下一寸六分，直兩乳間陷者是。 

中焦者，在胃中脘，不上不下，主腐熟水穀。其治在臍傍。 

下焦者，當膀胱上口，主分別清濁，主出而不內，以傳道也。其

治在臍下一寸。 

故名曰三焦，其腑在氣街。 

 

（4）腎間動氣 

《八難》曰：寸口脈平而死者，何謂也？ 

然：諸十二經脈者，皆系于生氣之原。所謂生氣之原者，謂十二經之

根本也，謂腎間動氣也。此五臟六腑之本，十二經脈之根，呼吸之門，三

焦之原，一名守邪之神。故氣者，人之根本也，根絕則莖葉枯矣。寸口脈

平而死者，生氣獨絕於內也。 

 

《六十六難》曰：“經言、肺之原，出於太淵；心之原，出於大陵；肝之原，出於

太 

沖；脾之原，出於太白；腎之原，出於太溪；少陰之原，出於兌骨；膽之 

原，出於丘墟；胃之原，出於沖陽；三焦之原，出於陽池；膀胱之原，出 

於京骨；大腸之原，出於合穀；小腸之原，出於腕骨。十二經皆以俞為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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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何也？ 

然：五臟俞者，三焦之所行，氣之所留止也。 

三焦所行之俞為原者，何也？ 

然：臍下腎間動氣者，人之生命也，十二經之根本也，故名曰原。三 

焦者，原氣之別使也，主通行三氣，經歷於五臟六腑。原者，三焦之尊號 

也，故所止輒為原。五臟六腑之有病者，皆取其原也。 

 

（5）命門 

《三十六難》曰：臟各有一耳，腎獨有兩者，何也？ 

然：腎兩者，非皆腎也。其左者為腎，右者為命門。命門者，諸神精 

之所舍，原氣之所系也，故男子以藏精，女子以系胞。故知腎有一也。 

 

《三十九難》曰：經言腑有五，臟有六者，何也？ 

然：六腑者，正有五腑也。然五臟亦有六臟者，謂腎有兩臟也。其左 

為腎，右為命門。命門者，諸精神之所舍也，男子以藏精，女子以系胞， 

其氣與腎通。故言臟有六也。 

腑有五者，何也？ 

然：五臟各一腑，三焦亦是一腑，然不屬於五臟，故言腑有五焉。 

 

（二）次要論述三焦之篇章 

（1）榮衛之行。 

《三十難》曰：榮氣之行，常與衛氣相隨不？ 

然：經言人受氣于谷，谷入於胃，乃傳與五臟六腑，五臟六腑皆受於氣。 

其清者為榮，濁者為衛，榮行脈中，衛行脈外，營周不息，五十而複大會。 

陰陽相貫，如環之無端，故知榮衛相隨也。 

 

（2）經脈者，其始從中焦。 

《二十三難》曰：手足三陰三陽，脈之度數，可曉以不？ 

然：手三陽之脈，從手至頭，長五尺，五六合三丈。手三陰之脈，從 

手至胸中，長三尺五寸，三六一丈八尺，五六三尺，合二丈一尺。足三陽 

之脈，從足至頭，長八尺，六八四丈八尺。足三陰之脈，從足至胸，長六 

尺五寸，六六三丈六尺，五六三尺，合三丈九尺。人兩足蹺脈，從足至目， 

長七尺五寸，二七一丈四尺，二五一尺，合一丈五尺。督脈、任脈各長四 

尺五寸，二四八尺，二五一尺，合九尺。凡脈長一十六丈二尺，此所謂十 

二經脈長短之數也。經脈十二，絡脈十五，何始何窮也？ 

然：經脈者，行血氣，通陰陽，以榮於身者也。其始從中焦，注手太 

陰、陽明；陽明注足陽明、太陰；太陰注手少陰、太陽；太陽注足太陽、 

少陰；少陰注手心主、少陽；少陽注足少陽、厥陰；厥陰複還注手太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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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絡十五，皆因其原，如環無端，轉相灌溉，朝於寸口、人迎，以處百病， 

而決死生也。 

經云：明知終始，陰陽定矣。何謂也？ 

然：終始者，脈之紀也。寸口、人迎，陰陽之氣，通於朝使，如環無 

端，故曰始也。終者，三陰三陽之脈絕，絕則死。死各有形，故曰終也。 

 

（3）膀胱者，下焦之所治也。 

《三十五難》曰：五臟各有所，腑皆相近，而心肺獨去大腸，小腸遠者，何也？ 

然：經言心榮肺衛，通行陽氣，故居在上；大腸小腸傳陰氣而下，故 

居在下。所以相去而遠也。 

又諸腑者，皆陽也，清淨之處。今大腸、小腸、胃與膀胱，皆受不淨，

其意何也？  

然：諸腑者，謂是，非也。經言：小腸者，受盛之腑也；大腸者，傳 

瀉行道之腑也；膽者，清淨之腑也；胃者，水穀之腑也；膀胱者，津液之 

腑也。一腑猶無兩名，故知非也。小腸者，心之腑；大腸者，肺之腑；膽 

者，肝之腑；胃者，脾之腑；膀胱者，腎之腑。小腸謂赤腸，大腸謂白腸， 

膽者謂青腸，胃者謂黃腸，膀胱者謂黑腸，下焦之所治也。 

 

（4）氣會三焦 

《四十五難》曰：經言八會者，何也？ 

然：腑會太倉，臟會季脅，筋會陽陵泉，髓會絕骨，血會膈俞，骨會

大杼，脈會太淵，氣會三焦，外一筋直兩乳內也。熱病在內者，取其

會之氣穴也。 

 

（5）三焦行于諸陽，故置一俞名曰原。 

《六十二難》曰：臟井滎有五，腑獨有六者，何謂也？ 

然：腑者陽也，三焦行于諸陽，故置一俞名曰原。腑有六者，亦與三

焦共一氣也。 

 

參考文獻： 

 

遲華基等.《難經》臨床學習參考.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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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漢代之三焦文獻 

 

第一節 《中藏經》之三焦文獻 

 

（一）主要論述三焦之篇章： 

（1）三焦之形態、功能、病證。 

卷中 論三焦虛實寒熱生死逆順脈證之法第三十二 

三焦者，人之三元之氣也。號曰中清之腑，總領五臟六腑、榮衛經絡、內外左右上

下之氣也。三焦通，則內外左右上下皆通也。其於周身灌體，和內調外，榮左養右，導

上宣下，莫大於此者也。又名玉海，水道。上則曰三管，中則名霍亂，下則曰走哺；名

雖三而歸一，有其名而無形者也，亦號曰孤獨之腑。而衛出於上，榮出於中；上者絡脈

之系也，中者經脈之系也，下者水道之系也，亦又屬膀胱之宗始。主通陰陽，調虛實呼

吸。 

有病，則苦腹脹氣滿，小腹堅，溺而不得，便而窘迫也。溢則作水，留則為脹。足

太陽是其經也。 

又上焦實熱，則額汗出，而身無汗，能食而氣不利，舌幹、口焦、咽閉之類，腹脹，

時時脅肋痛也。寒則不入食，吐酸水，胸背引痛，嗌幹，津不納也。實則食已還出，膨

膨然不樂。虛則不能制下，遺便溺而頭面腫也。 

中焦實熱，則上下不通，腹脹而喘咳，下氣不上，上氣不下，關格而不通也。寒則

下痢不止，食飲不消而中滿也。虛則腸鳴鼓脹也。 

下焦實熱，則小便不通，而大便難、苦重痛也。虛寒，則大小便泄下而不止。 

三焦之氣和，則內外和，逆則內外逆。故云：三焦者，人之三元之氣也，宜修養矣。 

 

（2）上焦主心肺之病；實則上絕於心，氣不行也；虛則引起氣之於肺也。 

卷中 論膀胱虛實寒熱生死逆順脈證之法第三十一 

膀胱者，津液之腑，與腎為表裏，號曰水曹掾，又名玉海，足太陽是其經也。總通

於五腑，所以五腑有疾，即應膀胱；膀胱有疾，即應胞囊也。 

傷熱，則小便不利。熱入膀胱，則其氣急，而苦小便黃澀也。膀胱寒，則小便數而

清也。 

又石水發，則其根在膀胱，四肢瘦小，其腹脹大者是也。 

又膀胱咳久不已，則傳入三焦，腸滿而不欲飲食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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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上焦主心肺之病，人有熱則食不入胃；寒則精神不守，泄利不止，語聲不出也。

實則上絕於心，氣不行也；虛則引起氣之於肺也。其三焦之氣和，則五臟六腑皆和，逆

則皆逆。 

 

（二）次要論述三焦之篇章： 

（1）三焦壅塞 

卷中 論水腫脈證生死候第四十三 

人中百病，難療者莫過於水也。水者，腎之制也。腎者，人之本也。腎氣壯，則水

還於海。腎氣虛，則水散于皮。又三焦壅塞，榮衛閉格，血氣不從，虛實交變，水隨氣

流，故為水病。 

 

（2）三焦痞澀 

卷中 論諸淋及小便不利第四十四 

諸淋與小便不利者，皆由五臟不通，六腑不和，三焦痞澀，榮衛耗失，冒熱飲酒，

過醉入房，竭散精神，勞傷氣血，或因女色興而敗精不出，或因迷寵不已而真髓多輸，

或驚惶不次，或思慮未寧，或饑飽過時，或賓士才定，或隱忍大小便，或發洩久興，或

寒入膀胱，或暑中胞囊。傷茲不慎，致起斯疾。狀候變異，名亦不同，則有冷、熱、氣、

勞、膏砂、虛、實之八種耳。 

 

（3）三焦痞 

卷中 論骨痹第三十八 

骨痹者，乃嗜欲不節，傷於腎也。腎氣內消，則不能關禁；不能關禁，則中上俱亂；

中上俱亂，則三焦之氣痞而不通；三焦痞，則飲食不糟粕；飲食不糟粕，則精氣日衰；

精氣日衰，則邪氣妄入；邪氣妄入，則上沖心舌；上沖心舌，則為不語：中犯脾胃，則

為不充；下流腰膝，則為不遂；傍攻四肢，則為不仁。寒在中則脈遲，熱在中則脈數，

風在中則脈浮，濕在中則脈濡，虛在中則脈滑，其證不一。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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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傷寒雜病論》之三焦文獻 

 

（一）主要論述三焦之篇章： 

（1）三焦不歸其部：上焦不歸其部，中焦不歸其部，下焦不歸其部。 

《傷寒論‧平脈法》 

三焦不歸其部：上焦不歸者，噫而醡吞。中焦不歸者，不能消榖引食。下焦不歸者， 

則遺溲。 

 

（2）三焦竭部：上焦竭，中焦竭，下焦竭。 

《金匱要略‧五臟風寒積聚病脈並治第十一》 

問曰：三焦竭部，上焦竭善噫，何謂也？ 

師曰：上焦受中焦氣，未和，不能消穀，故能噫耳。下焦竭，即遺溺失便，其氣不 

和，不能自禁制，不須治，久則愈。 

 

（3）熱在上焦、熱在中焦、熱在下焦。 

《金匱要略‧五臟風寒積聚病脈並治第十一》 

師曰：熱在上焦者，因咳為肺痿；熱在中焦者，則為堅；熱在下焦者，則尿血，亦

令淋秘不通。大腸有寒者，多鶩溏；有熱者，便腸垢小腸有寒者，其人下重便血；有熱

者，必痔。 

 

（4）病在中焦，病在上焦，病在下焦 

《金匱要略‧臟腑經絡先後病脈證第一》 

師曰：吸而微數，其病在中焦；實也，當下之即愈；虛者，不治。在上焦者，其吸 

促；在下焦者，其吸遠；此皆難治。呼吸動搖振振者，不治。 

 

（5）審察表裏，三焦別焉。 

《傷寒論‧平脈法》 

師曰：子之所問，道之根源。脈有三部，尺寸及關。榮衛流行，不失衡銓。腎沉心

洪，肺浮肝弦。此自經常，不失銖分。出入升降，漏刻周旋，水下百刻，一周迴圈。當

複寸口，虛實見焉。變化相乘，陰陽相干。風則浮虛，寒則牢堅。沉潛水蓄，支飲急弦。

動則為痛，數則熱煩。設有不應，知變所緣。三部不同，病各異端。太過可怪，不及亦

然。邪不空見，終必有奸。審察表裏，三焦別焉。知其所舍，消息診看。料度腑臟，獨

見若神。為子條記，傳與賢人。 

 

 

（6）腠：三焦會通元真之處；理者，是皮膚、臟腑之文理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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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匱要略‧臟腑經絡先後病脈證第一》 

若人能養慎，不令邪風乾忤經絡。適中經絡，未流傳臟腑，即醫治之。四肢才覺重 

滯，即導引、吐納、針灸、膏摩，勿令九竅閉塞。更能勿犯王法、禽獸災傷，房室勿令

竭乏，服食節其冷、熱、苦、酸、辛、甘，不遺形體有衰，病則無由入其腠理。腠者，

是三焦會通元真之處，為血氣所注；理者，是皮膚、臟腑之文理也。 

 

（二）次要論述三焦之篇章： 

（1）病機 

（i）三焦無所仰 

《傷寒論‧平脈法》 

寸口脈微而澀，微者衛氣不行，濇者榮氣不逮。榮衛不能相將，三焦無所仰，身體 

痹不仁。榮氣不足，則煩疼、口難言，衛氣虛者，則惡寒、數欠。 

 

（ii）三焦無所禦 

《金匱要略‧中風曆節病脈並治第五》 

味酸則傷筋，筋傷則緩，名曰泄。鹹則傷骨，骨傷則痿，名曰枯。枯泄相摶，名曰 

斷泄。榮氣不通，衛不獨行，榮衛俱微，三焦無所禦，四屬斷絕，身體羸瘦，獨足腫大， 

黃汗出，脛冷。假令發熱，便為曆節也。病歷節，不可屈伸、疼痛，烏頭湯主之。 

 

（iii）上焦得通，津液得下，胃氣因和。 

《傷寒論‧辨陽明病脈並治》 

陽明病，脅下硬滿，不大便而嘔，舌上白苔者，可與小柴胡湯。上焦得通，津液得 

下，胃氣因和，身濈然汗出而解。 

 

（2）病證 

（i）上焦病證 

《金匱要略‧肺痿肺癰咳嗽上氣病脈並治第七》 

問曰：熱在上焦者，因咳為肺痿。肺痿之病，從何得之？ 

師曰：或從汗出、或從嘔吐、或從消渴，小便利數，或從便難，又被快藥下利，重 

亡津液，故得之。 

 

《金匱要略‧胸痹心痛短氣病脈並治第九》 

師曰：夫脈當取太過不及。陽微陰弦，即胸痹而痛。所以然者，責其極虛也。今陽 

虛知在上焦，所以胸痹心痛者，以其陰弦故也。 

 

《金匱要略‧水氣病脈並治第十四》 

脈浮而洪，浮則為風，洪則為氣。風氣相摶，風強則為隱疹，身體為癢，癢為泄風， 

久為痂癩；氣強則為水，難以俯仰。風氣相擊，身體洪腫，汗出乃愈。惡風則虛，此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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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水；不惡風者，小便通利，上焦有寒，其口多涎，此為黃汗。 

 

《傷寒論‧辨陽明病脈並治》 

食榖欲嘔，屬陽明也，吳茱萸湯主之。得湯反劇者，屬上焦也。 

 

《傷寒論‧辨太陽病脈並治下》、《金匱要略‧婦人雜病脈證並治第二十二》 

婦人傷寒，發熱，經水適來，晝日明瞭，暮則譫語，如見鬼狀者，此為熱入血室。 

無犯胃氣，及上二焦，必自愈。 

 

（ii）下焦病證 

《金匱要略‧五臟風寒積聚病脈並治第十一》 

腎著之病，其人身體重，腰中冷，如坐水中，形如水狀，反不渴，小便自利，飲食 

如故，病屬下焦。身勞汗出，衣裏冷濕，久久得之，腰以下冷痛，腹重如帶五千錢，幹

姜苓朮湯主之。 

 

《傷寒論‧辨太陽病脈證並治中》 

太陽病，六七日表證仍在，脈微而沉，反不結胸；其人發狂者，以熱在下焦，少腹

當硬滿，小便自利者，下血乃愈。所以然者，以太陽隨經，瘀熱在裏故也。抵當湯主之。 

 

《傷寒論‧辨太陽病脈並治下》 

傷寒服湯藥，下利不止，心下痞硬，服瀉心湯已，複以他藥下之；利不止；醫以理 

中與之，利益甚，理中者，理中焦，此利在下焦，赤石脂禹餘糧湯主之。複不止者，當

利其小便。 

 

《傷寒論‧辨少陰病脈並治》 

少陰病，欲吐不吐，心煩但欲寐，五六日自利而渴者，屬少陰也，虛故引水自救。 

若小便色白者，少陰病形悉具。小便白者，以下焦虛有寒，不能制水，故令色白也。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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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兩晉南北朝隋唐之三焦論述 

 

第一節 王叔和《脈經》之三焦論述 

 

 

（一）主要論述三焦之篇章 

（1）左腎合膀胱，右腎合三焦。 

卷二‧平人迎神門氣口前後脈第二 

腎膀胱俱虛：右手尺中神門以後脈陰陽俱虛者，足少陰與太陽經俱虛也。病苦心痛， 

若下重不自收，篡反出，時時苦洞泄，寒中泄，腎心俱痛。一說云：腎有左右，而膀胱

無二。今用當以左腎合膀胱，右腎合三焦。 

 

（2）五臟、五腑合於上、中、下三焦；左屬腎，右為子戶，名曰三焦。 

卷一‧兩手六脈所主五臟六腑陰陽逆順第七 

心部，在左手關前寸口是也，即手少陰經也，與手太陽為表裏，以小腸合為府，合

于上焦，名曰神庭，在龜尾下五分。（新校正雲：“龜”一作“鳩”。） 

肝部，在左手關上是也，足厥陰經也，與足少陽為表裏，以膽合為府，合於中焦，

名曰胞門（新校正雲：“胞門”一作“少陽”。）在大倉左右三寸。 

腎部，在左手關後尺中是也，足少陰經也，與足太陽為表裏，以膀胱合為府，合于

下焦，在關元左。 

肺部，在右手關前寸口是也，手太陰經也，與手陽明為表裏，以大腸合為府，合于

上焦，名呼吸之府，在雲門。 

脾部，在右手關上是也，足太陰經也，與足陽明為表裏，以胃合為府，合於中焦， 

脾胃之間，名曰章門，在季脅前一寸半。 

腎部，在右手關後尺中是也，足少陰經也。與足太陽為表裏，以膀胱合為府，合于

下焦，在關元右。左屬腎，右為子戶，名曰三焦。 

 

（3）三焦脈診部位：寸主射上焦，關主射中焦，尺主射下焦。 

卷一‧分別三關境界脈候所主第三 

寸主射上焦，出頭及皮毛竟手；關主射中焦，腹及腰；尺主射下焦，少腹至足。 

 

（4）脈象與三焦病證 

卷一‧遲疾短長雜脈法第十三 

脈沉而緊，上焦有熱，下寒，得冷即便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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脈沉而細，下焦有寒，小便數，時苦絞痛，下利重。 

 

卷二‧平三關病候並治宜第三 

寸口脈遲，上焦有寒，心痛，咽酸、吐酸水。宜服附子湯、生薑湯、茱萸圓、調和

飲食以暖之。 

關脈濇，血氣逆冷。脈澀為血虛，以中焦有微熱。宜服幹地黃湯、內補散，針足太

沖上，補之。 

關脈伏，中焦有水氣，溏泄。宜服水銀圓，針關元，利小便，溏泄便止。 

尺脈芤，下焦虛，小便去血。宜服竹皮生地黃湯，灸丹田、關元，亦針補之。 

尺脈遲，下焦有寒。宜服桂枝圓，針氣海、關元，補之。 

 

卷三‧肺大腸部第四 

遲在上，傷毛采；數在下，傷下焦。中焦有惡則見，有善則匿。（新校正云：謂人秋則陽

氣遲，陰氣數。遲當在下，數當在上，隨節變，故言傷毛采也。人之皮毛，肺氣所行。下焦在臍下，陰之所治也，其

脈應遲，今反數，故言傷下焦。中焦，脾也，其平善之時脈常自不見，衰乃見耳。故云有惡則見也。） 

 

卷四‧辨三部九候脈證第一 

關上脈濇而堅，大而實，按之不減有力，為中焦實，有伏結在脾，肺氣塞，實熱在

胃中。 

尺脈浮者，客陽在下焦。 

 

卷六‧脾足太陰經病證第五 

寸口脈緩而遲，緩則為陽，衛氣長；（“衛”，楊本作“其”。）遲則為陰，榮氣促。榮衛

俱和，剛柔相得，三焦相承，其氣必強。 

 

卷十‧手檢圖二十一部 

寸口遲，上焦有寒。關上遲，胃有寒。尺中遲，下焦有寒，背痛。 

 

（二）次要論述三焦之篇章 

（1）錄自《內經》之篇章 

卷六‧三焦手少陽經病證第十一 

三焦病者，腹脹氣滿，小腹尤堅，不得小便，窘急，溢則為水，留則為脹。候在足

太陽之外大絡，在太陽、少陽之間，赤見於脈。（“赤”，周本作“亦”。）取委陽。 

少腹病腫，不得小便，邪在三焦約。取太陽大絡，視其絡脈與厥陰小絡結而血者， 

腫上及胃管，取三裏。 

三焦脹者，氣滿於皮膚，殼殼然而不堅，不疼。 

手少陽之脈，起於小指次指之端，上出兩指之間，循手錶腕，出臂外兩骨之間，上 

貫肘，循臑外，上肩，而交出足少陽之後，入缺盆，布膻中，散絡心包，下膈，遍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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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其支者，從膻中上出缺盆，上項，挾耳後，直上出耳上角，以屈下額，至出頁。其

支者，從耳後，入耳中，出走耳前，過客主人前，交頰，至目兌眥。是動則病：耳聾、

渾渾火享火享，嗌腫、喉痹。是主氣所生病者：汗出，目銳眥痛，頰腫，（“腫”，《靈樞》

作“痛”）耳後、肩、臑、肘、臂外皆痛，小指次指不用。盛者，則人迎大一倍於寸口；（“一”，

《千今》作“再”）虛者，則人迎反小於寸口也。 

 

卷六‧心手少陰經病證第三 

手心主之脈，起於胸中，出屬心包，下膈，曆絡三焦。其支者，循胸，出脅，下腋

三寸，上抵腋，下循臑內，行太陰、少陰之間，入肘中，下臂，行兩筋之間，入掌中，

循中指出其端。其支者，別掌中，循小指次指出其端。 

 

卷六‧肺手太陰經病證第七 

手太陰之脈，起於中焦，下絡大腸，還循胃口，上膈，屬肺，從肺系橫出腋下，下

循臑內，行少陰、心主之前，下肘中，後循臂內上骨下廉，入寸口，上魚，循魚際，出

大指之端。其支者，從腕後直出次指內廉，出其端。 

 

（2）錄自《難經》之篇章 

卷四‧辨三部九候脈證第一 

上部有脈，下部無脈，其人當吐，不吐者，死。上部無脈，下部有脈，雖困無所苦。

所以然者，譬如人之有尺，樹之有根，雖枝葉枯槁，根本將自生，木有根本，即自有氣，

故知不死也。 

寸口脈平而死者，何也？然：諸十二經脈者，皆系于生氣之原。所謂生氣之原者，

非謂十二經之根本也，（“非”《難經》無）謂腎間動氣也。此五臟六腑之本，十二經之根，

呼吸之門，三焦之原，一名守邪之神也。故氣者，人根本也，根絕則莖枯矣。寸口脈平

而死者，生氣獨絕於內也。（新校正云：腎間動氣，謂左為腎，右為命門。命門者，精神之所舍，原氣之系

也。一名守邪之神，以命門之神固守，邪氣不得妄入，入即死矣。此腎氣先絕於內，其人便死。其脈不復，反得動病

也。） 

 

（3）錄自《傷寒雜病論》之篇章 

卷五‧張仲景論脈第一 

師曰：子之所問，道之根源。脈有三部，尺寸及關。榮衛流行，不失衡銓。腎沉心

洪，肺浮肝弦。此自經常，不失銖分。出入升降，漏刻周旋，水下二刻，脈一周身。旋

複寸口，虛實見焉。變化相乘，陰陽相干。風則浮虛，寒則緊弦。沉潛水蓄，支飲急弦。

動弦為痛，數洪熱煩。設有不應，知變所緣。三部不同，病各異端。太過可怪，不及亦

然。邪不空見，終必有奸。審察表裏，三焦別分。知邪所舍，消息診看。料度腑臟，獨

見若神。為子條記，傳與賢人。 

 

卷六‧腎足少陰經病證第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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腎著之為病，從腰以下冷，腰重如帶五千錢。腎著之病，其人身體重，腰中冷如冰

狀，（新校正云：“腰中冷如冰狀，一作如水洗狀”。一作“如坐水中，形如水狀”。）反不渴，小便自利，

食飲如故，是其證也，病屬下焦。從身勞汗出，衣裏冷濕故，久久得之。 

 

卷六‧三焦手少陽經病證第十一 

熱在上焦，因咳為肺痿。熱在中焦，因腹堅。（“腹”， 楊本無。）熱在下焦，因溺血。 

 

卷七‧病可下證第七 

太陽病六、七日，表證續在，其脈微沉，反不結胸，其人發狂，此熱在下焦，少腹

當堅而滿，小便自利者，下血乃愈。所以然者，以太陽隨經，瘀熱在裏故也。屬抵當湯。 

 

卷七‧病發汗吐下以後證第八 

傷寒，服湯藥，而下利不止，心下痞堅，服瀉心湯已。後以他藥下之，利不止，醫

以理中與之，利益甚。理中，理中焦，此利在下焦，屬赤石脂禹餘糧湯。若不止者，當

利其小便。 

 

卷七‧病可水證第十五 

寸口脈洪而大，數而滑。洪大則榮氣長，滑數則胃氣實，榮長則陽盛，怫鬱不得出

身，胃實則堅難，大便則乾燥，三焦閉塞，津液不通，醫發其汗，陽盛不周，複重下之，

胃燥熱畜，大便遂擯，小便不利。榮衛相搏，心煩發熱，兩眼如火，鼻乾面赤，舌燥齒

黃焦，故大渴。過經成壞病，針藥所不能治，與水灌枯槁，陽氣微散，身寒溫衣覆，汗

出表裏通，然其病即除。形脈多不同，此愈非法治，但醫所當慎，妄犯傷榮衛。 

 

卷八‧平陽毒陰毒百合狐惑脈證第三 

病人或從呼吸，上蝕其咽，或從下焦，蝕其肛陰。蝕上為惑，蝕下為狐。狐惑病者，

豬苓散主之。 

 

卷八‧平中風曆節脈證第五 

味酸則傷筋，筋傷則緩，名曰泄。鹹則傷骨，骨傷則痿，名曰枯。枯泄相搏，名曰 

斷泄。榮氣不通，衛不獨行，榮衛俱微，三焦無所禦，四屬斷絕，身體羸瘦，獨足腫大，

黃汗出，脛冷。假令發熱，便為曆節也。病歷節，疼痛不可屈伸，烏頭湯主之。 

 

卷八‧平消渴小便利淋脈證第七 

師曰：熱在下焦則溺血，（新校正云：“在”，一作“結”。）亦令人淋閉不通。淋之為病，

小便如粟狀，少腹弦急，痛引臍中。 

 

卷八‧平水氣黃汗氣分脈證第八 

黃汗，其脈沉遲，身體發熱，胸滿，四肢、頭面腫，久不愈，必致癰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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脈浮而洪，浮則為風，洪則為氣，風氣相搏，風強則為癮疹，身體為癢，癢為泄風，

久為痂癩。氣強則為水，難以俯仰。風氣相擊，身體洪腫，汗出乃愈。惡風則虛，此為

風水；不惡風者，小便通利，上焦有寒，其口多涎，此為黃汗。 

 

卷八‧平胸痹心痛短氣賁豚脈證第十 

師曰：夫脈當取太過與不及，陽微陰弦，則胸痹而痛。所以然者，責其極虛也。今

陽虛知在上焦，所以胸痹心痛者，以其脈陰弦故也。 

 

卷八‧平驚悸衄吐下血胸滿瘀血脈證第十三 

寸口脈緊，趺陽脈浮，（“浮”，周本作“虛”。）胃氣則虛。 

寸口脈緊，寒之實也。寒在上焦，胸中必滿而噫。胃氣虛者，趺陽脈浮，少陽脈緊，

心下必悸。何以言之？寒水相摶，二氣相爭，是以悸。 

 

卷八‧平肺痿肺癰咳逆上氣淡飲脈證第十五 

問曰：熱在上焦者，因咳為肺痿。肺痿之病，從何得之？ 

師曰：或從汗出，或從嘔吐，或從消渴，小便利數，或從便難，數被快藥下利，重

亡津液，故得之。 

寸口脈不出，而反發汗，陽脈早索，陰脈不濇，三焦踟躕，入而不出。陰脈不澀，

身體反冷，其內反煩，多唾，（“唾”， 周本作“吐”。）唇燥，小便反難，此為肺痿，傷於

津液。便如爛瓜，亦如豚腦，但坐發汗故也。 

病人一臂不隨，時複轉移在一臂，其脈沉細，非風也。必有飲在上焦，其脈虛者為

微勞，榮衛氣不周故也，久久自差。（新校正云：一云：“冬自差”。） 

 

卷九‧平妊娠胎動血分水分吐下腹痛證第二 

師曰：寸口脈微遲，尺微於寸，寸遲為寒，在上焦，但當吐耳。今尺反虛，複為強

下之，如此發胸滿而痛者，必吐血；少腹痛，腰脊痛者，必下血。 

 

卷九‧平帶下絕產無子亡血居經證第四 

問曰：有一婦人年五十所，病但苦背痛，時時腹中痛，少食多厭，喜月真脹。其脈

陽微，關尺小緊，形脈不相應，願知所說？ 

師曰：當問病者飲食何如。假令病者言，我不欲飲食，聞穀氣臭者，病為在上焦。

假令病者言，我少多為欲食，不食亦可，病為在中焦。假令病者言，我自飲食如故，病

為在下焦，為病屬帶下，當以帶下治之。  

 

參考文獻 

 

晉‧王叔和.脈經.北京：人民軍醫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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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節 《黃帝三部針灸甲乙經》之三焦文獻 

 

卷一 精神五臟論第一 

《素問》曰：怒則氣逆，甚則嘔血，及食而氣逆，故氣上。喜則氣和志達，營衛通

利，故氣緩。悲則心系急，肺布葉舉，兩焦不通，營衛不散，熱氣在中，故氣消。恐則

神卻，卻則上焦閉，閉則氣還，還則下焦脹，故氣不行。熱則腠理開，營衛通，汗大泄，

驚則心無所倚，神無所歸，慮無所定，故氣亂。勞則喘且汗出，內外皆越，故氣耗。思

則心有所傷，神有所止，氣流而不行，故氣結。（以上言九氣，其義小異大同。） 

 

卷一 五臟六腑陰陽表裏第三 

少陰屬腎，上連肺，故將兩臟。三焦者，中瀆之腑，水道出焉，屬膀胱，是孤之腑。

此六腑之所合者也。 

《素問》曰：夫腦、髓、骨、脈、膽、女子胞，此六者，地氣之所生也。皆藏于陰，

象於地，故藏而不瀉，名曰奇恒之府。胃、大腸、小腸、三焦、膀胱，此五者，天氣之

所生也。其氣象天，故瀉而不藏，此受五臟濁氣，名曰傳化之府。 

鼻柱中央起，三焦乃約。 

 

卷一 五臟大小六腑應候第五 

腎合三焦膀胱，三焦膀胱者，腠理毫毛其應也。《九卷》又曰：腎合骨。《素問》曰：

腎之合骨也，其榮發也，其主脾也。其義相同。 

腎應骨。密理濃皮者三焦膀胱濃，粗理薄皮者三焦膀胱薄，腠理疏者三焦膀胱緩，

皮急而無毫毛者三焦膀胱急，毫毛美而粗者三焦膀胱直，稀毫毛者三焦膀胱結。 

曰：薄濃美惡皆有其形，願聞其所病。曰：各視其外應以知其五內，則知所病矣。 

 

卷一 十二經水第七 

手少陽外合于漯水，內屬於三焦。 

 

卷一 營氣第十 

營氣之道，內穀為寶。谷入於胃，氣傳之肺，流溢於中，布散於外。精專者行於經

隧，常營無已，終而複始，是謂天地之紀。故氣從太陰出，循臂內上廉。注手陽明上行

至面。注足陽明下行至跗上，注大指間。與太陰合，上行抵脾，從脾注心中。循手少陰

出腋下臂，注小指之端。合手太陽上行乘腋，出出頁（一作項）內，注目內眥，上巔下

項，合足太陽，循脊下尻下行，注小指之端。循足心，注足少陰，上行注腎，從腎注心，

外散於胸中。循心主脈出腋下臂，入（一作出）兩筋之間，入掌中，出手中指之端，還

注小指次指之端。合手少陽上行注膻中，散于三焦，從三焦注膽出脅。注足少陽下行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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跗上，複從跗注大指間。合足厥陰上行至肝，從肝上注鬲上，循喉嚨入頏顙之竅，究於

畜門（一作關）。其支別者，上額循顛下項中，循脊入骶（音氐），是督脈也。絡陰器，

上過毛中，入臍中，上循腹裏，入缺盆，下注肺中，複出太陰。此營氣之行，逆順之常

也。 

 

卷一 營衛三焦第十一 

黃帝問曰：人焉受氣，陰陽焉會，何氣為營，何氣為衛，營安從生，衛安從會，老

壯不同氣，陰陽異位，願聞其會？岐伯對曰：人受氣于谷，谷入於胃，氣傳於肺，五臟

六腑皆以受氣。其清者為營，濁者為衛，營行脈中，衛行脈外，營周不休，五十而複大

會。陰陽相貫，如環無端，衛氣行于陰二十五度，行于陽亦二十五度，分為晝夜。故至

陽而起，至陰而止。故日中而陽隴（一作襲，下同）為重陽，夜半而陰隴為重陰。故太陰主

內，太陽主外，各行二十衰，日入陽盡而陰受氣。夜半而大會，萬民皆臥，名曰合陰。

平旦陰盡而陽受氣。如是無已，與天地同紀。 

曰：老人不夜瞑，少壯不夜寤者，何氣使然？曰：壯者之氣血盛，其肌肉滑，氣道

利，營衛之行不失其常，故晝精而夜瞑。老者之氣血減，其肌肉枯，氣道澀，五臟之氣

相搏，營氣衰少而衛氣內伐，故晝不精而夜不得瞑。 

曰：願聞營衛之所行，何道從始？曰：營出於中焦，衛出於下焦。上焦出於胃口，

並咽以上貫膈而布胸中，走腋，循手太陰之分而行，還注手陽明，上至舌，下注足陽明，

常與營俱行於陰陽各二十五度為一周，故日夜五十周而復始，大會于手太陰。 

曰：人有熱飲食下胃，其氣未定，則汗出於面，或出於背，或出於身半，其不循衛

氣之道而出何也？曰：此外傷於風，內開腠理，毛蒸理泄，衛氣走之，固不得循其道，

此氣悍滑疾見開而出，故不得從其道，名曰漏泄。 

中焦亦並於胃口，出上焦之後，此所以受氣，泌糟粕，蒸津液，化其精微，上注於

肺，乃化而為血，以奉生身，莫貴於此，故獨得行於經隧，命曰營氣。 

曰：血之與氣，異名同類何也？曰：營衛者精氣也，血者神氣也，故血之與氣，異

名同類也。故奪血者無汗，奪汗者無血，故人有兩死而無兩生也。 

下焦者，別於回腸，注於膀胱而滲入焉。故水谷者，常並居於胃中，成糟粕而俱下

於大腸，而為下焦，滲而俱下，滲泄別汁，循下焦而滲入膀胱也。 

曰：人飲酒，酒亦入胃，米未熟而小便獨先下者何也？曰：酒者熟穀之液也，其氣

悍以滑（一作清），故後穀而入，先穀而液出也。故曰上焦如霧，中焦如漚，下焦如瀆，此

之謂也。 

 

卷一 陰陽清濁精氣津液血脈第十二 

曰：人有精氣津液血脈，何謂也？曰：兩神相搏，合而成形，常先身生是謂精。上

焦開發，宣五穀味，熏膚充身澤毛，若霧露之溉，是謂氣，腠理發洩，汗出腠理（一作溱

溱）是謂津。谷入氣滿，淖澤注於骨，骨屬屈伸，出泄，補益腦髓，皮膚潤澤，是謂液。

中焦受汁，變化而赤，是謂血。擁遏營氣，令無所避，是謂脈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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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一 津液五別第十三 

黃帝問曰：水谷入於口，輸於腸胃，其液別為五。天寒衣薄則為溺與氣，天暑衣厚

則為汗，悲哀氣並則為泣，中熱胃緩則為唾，邪氣內逆，則氣為之閉塞而不行，不行則

為水脹，不知其何由生？岐伯對曰：水谷皆入於口，其味有五，分注其海，津液各走其

道。故上焦（一作三焦）出氣以溫肌肉充皮膚者為津，其留而不行者為液。天暑衣濃，則腠

理開，故汗出。寒留於分肉之間，聚沫則為痛。天寒則腠理閉，氣澀不行，水下流於膀

胱，則為溺與氣。 

陰陽氣道不通，四海閉塞，三焦不瀉，津液不化，水谷並於腸胃之中，別於回腸，

留于下焦，不得滲於膀胱，則下焦脹，水溢則為水脹。此津液五別之順逆也。 

 

卷二 十二經脈絡脈支別第一（上） 

心主手厥陰之脈，起於胸中，出屬心包絡，下鬲，曆絡三焦。其支者，循胸出脅下

腋三寸，上抵腋下，循 內行太陰、少陰之間，入肘中，下循臂行兩筋之間，循中指出其

端。其支者，別掌中，循小指次指出其端。是動則病手心熱，臂肘攣急，腋腫，甚則胸

脅支滿，心中 大動，面赤目黃，喜笑不休。是主脈（一作心包絡）所生病者，煩心心痛，

掌中熱。為此諸病。盛者則寸口大一倍於人迎，虛者則寸口反小於人迎也。 

三焦手少陽之脈，起於小指次指之端，上出兩指之間，循手錶腕出臂外兩骨之間，

上貫肘，循 外上肩，而交出足少陽之後，入缺盆，布膻中，散絡心包，下鬲，遍屬三焦。

其支者，從膻中，上出缺盆，上項俠耳後，直上出耳上角，以屈下額（一作頰），至出頁。

其支者，從耳後入耳中，出走耳前，過客主人前，交頰，至目銳眥。是動則病耳聾，渾

渾 ，嗌腫喉痹。是主氣所生病者，汗出，目銳 痛，頰耳後肩肘臂外皆痛，小指次指不

為用。為此諸病。盛者則人迎大一倍於寸口，虛者則人迎反小於寸口也。 

 

卷二 十二經脈絡脈支別第一（下） 

手少陽之正，指天，別於巔，入於缺盆，下走三焦，散於胸中。 

手心主之正，別下淵腋三寸，入胸中，別屬三焦，上循喉嚨，出耳後，合少陽完骨 

之下，此為五合。 

 

卷二 骨度腸度腸胃所受第七 

上焦洩氣，出其精微，慓悍滑疾。下焦下溉，泄諸小腸。 

 

卷三 諸穴 腹自鳩尾循任脈下行至會陰凡十五穴第十九 

石門，三焦募也，一名利機，一名精露，一名丹田，一名命門，在臍下二寸，任脈

氣所發，刺入五分，留十呼，灸三壯，女子禁不可刺，灸中央，不幸使人絕子。（氣府論注

云：刺入六分，留七呼，灸五壯） 

 

卷三 諸穴 手少陽及臂凡二十四穴第二十八 

三焦上合手少陽，出於關沖。關沖者，金也。在手小指次指之端，去爪甲角如韭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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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少陽脈之所出也，為井。刺入一分，留三呼，灸三壯。 

 

卷三 諸穴 足太陽及股並陽蹺六穴凡三十四穴第三十五 

委陽，三焦下輔俞也，在足太陽之前，少陽之後，出於 中外廉兩筋間，承扶下六寸，  

此足太陽之別絡也，刺入七分，留五呼，灸三壯，屈身而取之。 

 

卷四 病形脈診第二（下） 

曰：五臟六腑之氣，滎俞所入為合，今何道從入，入安從道？曰：此陽脈之別入於

內，屬於腑者也。 

曰：滎俞與合，各有名乎？曰：滎俞治外經，合治內腑。 

曰：治內腑奈何？曰：取之於合。 

曰：合各有名乎？曰：胃合入於三裏，大腸合入於巨虛上廉，小腸合入於巨虛下廉，

三焦合入于委陽，膀胱合入於委中央，膽合入于陽陵泉（按大腸合于曲池，小腸合於小海，三焦合

於天井，今此不同者，古之別法也。又詳巨虛上廉乃足陽明與小腸相合之穴也。與胃合三裏，膀胱合委中，膽合陽陵

泉，以脈之所入為合不同。三焦合委陽。委陽者，乃三焦下輔輸也，亦未見有為合之說）。 

 

卷六 五臟六腑虛實大論第三 

曰：風雨之傷人奈何？曰：風雨之傷人也，先客於皮膚，傳入于孫脈，孫脈滿則傳

入於絡脈，絡脈滿乃注於大經脈，血氣與邪氣並客於分腠之間，其脈堅大，故曰實。實

者外堅充滿不可按，按之則痛。曰：寒濕之傷人奈何？曰：寒濕之中人也，皮膚收（《素

問》作不收），肌肉堅緊，營血澀，衛氣去，故曰虛。虛者攝辟，氣不足，血澀，按之則氣

足以溫之，故快然而不痛。 

曰：陰之生實奈何？曰：喜怒不節，則陰氣上逆，上逆則下虛，下虛則陽氣走之，

故曰實。曰：陰之生虛奈何？曰：喜則氣下，悲則氣消，消則脈空虛，因寒飲食，寒氣

動臟（一作重滿），則血泣氣去，故曰虛。 

曰：陽虛則外寒，陰虛則內熱，陽盛則外熱，陰盛則內寒，不知所由然？曰：陽受

氣于上焦，以溫皮膚分肉之間。今寒氣在外，則上焦不通，不通則寒獨留於外，故寒栗。

有所勞倦，形氣衰少，谷氣不盛，上焦不行，下焦（《素問》作下脘）不通，胃氣熱，熏

胸中，故內熱。上焦不通利，皮膚緻密，腠理閉塞（《素問》下有玄府二字）不通，衛氣不得泄

越，故外熱。厥氣上逆，寒氣積於胸中而不瀉，不瀉則溫氣去，寒獨留，則血凝泣，凝

則腠理不通，其脈盛大以澀，故中寒。 

 

卷六 五味所宜五臟生病大論第九 

黃帝問曰：穀氣有五味，其入臟分別奈何？岐伯對曰：胃者，五臟六腑之海，皆入

於胃，五臟六腑皆稟於胃，五味各走其所喜。故穀味酸，先走肝。《九卷》又曰：酸入胃，

其氣澀（一作澀以收），不能出入。不出則留於胃中，胃中和溫，則下注於膀胱之胞，膀胱

之胞薄以軟，得酸則縮綣，約而不能，水道不行，故癃。陰者，積筋之所終聚也，故酸

入胃而走於筋。《素問》曰：酸走筋，筋病無多食酸。其義相順。又曰：肝欲辛，多食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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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肉胝而唇揭。謂木勝土也。（木辛與《九卷》義錯。《素問》肝欲辛作欲酸。） 

苦先走心。《九卷》又曰：苦入胃，五穀之氣皆不能勝苦。苦入下脘。下脘者，三焦

之路，皆閉而不通，故氣變嘔也。齒者，骨之所終也。故苦入胃而走骨，入而複出，必

黧疏，是知其走骨也。水火相既，骨氣通於心也。《素問》曰：苦走骨，骨病無多食苦。

其義相順。又曰：心欲酸，食苦則皮槁而毛拔。謂火勝金也。（火酸與《九卷》義錯） 

甘先走脾。《九卷》又曰：甘入脾，其氣弱少，不能上至上焦，而與谷俱留於胃中。

甘者，令人柔潤也。胃柔則緩，緩則蟲動，蟲動則令人心悶。其氣通于皮，故曰甘走皮。

皮者，肉之餘。蓋皮雖屬肺，與肉連體，故甘潤肌肉並皮也。《素問》曰：甘走肉，肉病

無多食甘。其義相順。又曰：多食甘，則骨痛而發落。謂土勝水也。（與《九卷》不錯。） 

辛先走肺。《九卷》又曰：辛入胃，其氣走于上焦。上焦者，受諸氣而營諸陽者也。

薑韭之氣，熏至營衛，營衛不時受之，久留於心下，故洞（一作煴）心。辛者，與氣俱行，

故辛入胃，則與汗俱出矣。（《千金》云：辛入胃而走氣，與氣俱出，故氣盛）。《素問》曰：辛走氣，

氣病無多食辛。（其義相順）又曰：肺欲苦多食辛則筋急而爪枯。謂金勝木也。（肺欲苦，與《九

卷》義錯） 

鹹先走腎。《九卷》又曰：鹹入胃，其氣上走中焦，注于諸脈。脈者，血之所走也。

血與鹹相得，則血凝，凝則胃中汁注之，注之則則胃中竭，竭則咽路焦，故舌幹而善渴。

血脈者，中焦之道，故鹹入胃而走血矣。腎合三焦，血脈雖屬肝心，而為中焦之道，故

鹹入而走血也。《素問》曰：鹹走血，血病無多食鹹。（其義相順）。又曰：多食鹹，則脈凝

泣而變色，謂水勝火也。（雖俱言血脈，其義不同）。谷氣營衛俱行，津液已行，營衛大通，乃

化糟粕，以次傳下。 

曰：營衛俱行奈何？曰：谷始入於胃，其精微者，先出於胃之兩焦，以溉五臟，別 

出兩焦，行于營衛之道。其大氣之搏而不行者，積于胸中，名曰氣海，出於肺，循於喉 

嚨，故呼則出，吸則入。天地之精氣，其大數常出三而入一，故穀不入，半日則氣衰，

一日則氣少矣。 

 

卷八 五臟六腑脹第三 

三焦脹者，氣滿於皮膚中，殼殼然而不堅。 

三焦脹者，石門主之。 

 

卷九 邪在肺五臟六腑受病發咳逆上氣第三 

腎咳不已，則膀胱受之；膀胱咳之狀，咳遺尿（《素問》作溺）。久咳不已，則三焦受之；

三焦咳之狀，咳而腹滿不欲飲食。此皆聚於胃，關於肺，使人多涕唾而面浮腫氣逆。治

臟者治其俞，治腑者治其合，浮腫者治其經。秋傷於濕，冬生咳嗽。 

咳逆不止，三焦有水氣，不能食，維道主之。 

 

卷九 脾胃大腸受病發腹脹滿腸中鳴短氣第七 

頭痛食不下，腸鳴臚脹，欲嘔時泄，三焦俞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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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九 三焦膀胱受病發少腹腫不得小便第九 

少腹腫痛，不得小便，邪在三焦約，取之足太陽大絡，視其結絡脈與厥陰小結絡而

血者，腫上及胃脘，取三裏。 

三焦病者，腹脹氣滿，少腹尤堅，不得小便，窘急，溢則為水，留則為脹，候在足

太陽之外大絡，絡在太陽、少陽之間，亦見於脈，取委陽。 

 

卷九 三焦約內閉發不得大小便第十 

內閉不得溲，刺足少陰，太陽與骶上以長針。氣逆，取其太陰、陽明。厥甚，取少

陰、陽明動者之經。三焦約，大小便不通，水道主之。大便難，中渚及太白主之。大便

難，大鐘主之。 

 

卷十一 寒氣客於經絡之中發癰疽風成發厲浸淫第九（上） 

黃帝問曰：腸胃受谷，上焦出氣，以溫分肉，以養骨節，通腠理。中焦出氣如露，

上注溪谷而滲孫脈，津液和調，變化赤而為血，血和則孫絡先滿，乃注於絡脈，絡脈皆

盈，乃注於經脈。陰陽乃張，因息而行，行有經紀，周有道理，與天合約，不得休止。 

 

卷十二 目不得眠不得視及多臥臥不安不得偃臥肉苛諸息有音及喘第三 

曰：其非常經也，卒然多臥者何也？曰：邪氣留于上焦，上焦閉而不通，已食若飲

湯，衛氣久留于陰而不行，故卒然多臥。曰：治此諸邪奈何？曰：先視其腑臟，誅其小

過，後調其氣，盛者瀉之，虛者補之，必先明知其形氣之苦樂，定乃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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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巢元方《諸病源候論》之三焦論述 

 

 

（一）主要論述三焦之篇章： 

（1）三焦理論與病證 

卷之十五 五臟六腑病諸候‧三焦病候 

三焦者，上焦、中焦、下焦是也。 

上焦之氣，出於胃上口，並咽，以貫鬲，布胸內，走腋，循太陰之分而行，上至舌， 

下足陽明，常與營衛俱行，主內而不出也。 

中焦之氣，亦並於胃口，出上焦之後。此受氣者，泌糟粕，蒸津液，化其精微，上 

注肺脈，乃化為血，主不上不下也。 

下焦之氣，別回腸，注於膀胱而滲入焉。故水榖常並居於胃，成糟粕而俱下於大腸 

也。 

謂此三氣，焦幹水榖，分別清濁，故名三焦。三焦為水榖之道路，氣之所終始也。 

三焦氣盛為有餘，則脹氣滿於皮膚內，輕輕然而不牢，或小便濇，或大便難，是為 

三焦之實也，則宜瀉之。三焦之氣不足，則寒氣客之，病遺尿，或泄利，或胸滿，或食 

不消，是三焦之氣虛也，則宜補之。 

診其寸口脈遲，上焦有寒；尺脈遲，下焦有寒；尺脈浮者，客陽在下焦。 

 

（2）三焦病證 

卷之三 虛勞病諸候上‧虛勞三焦不調候 

三焦者，謂上、中、下也。若上焦有熱，則胸膈痞滿，口苦咽幹；有寒則吞酢而吐

沫。中焦有熱，則身重目黃；有寒則善脹而食不消。下焦有熱，則大便難；有寒則小腹

痛而小便數。三焦之氣，主焦熟水穀，分別清濁，若不調平，則生諸病。 

 

卷之十二 冷熱病諸候‧客熱候 

客熱者，由人腑臟不調，生於虛熱。客于上焦，則胸膈生痰實，口苦舌幹；客於中

焦，則煩心悶滿，不能下食；客于下焦，則大便難，小便赤澀。 

 

（二）次要論述三焦之篇章： 

（1）風病 

卷之二 風病諸候下‧風入腹拘急切痛候 

風入腹拘急切痛者，是體虛受風冷，風冷客于三焦，經於臟腑，寒熱交爭，故心腹

拘急切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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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虛勞病 

卷之三 虛勞病諸候上‧虛勞口乾燥候 

此由勞損血氣，陰陽斷隔，冷熱不通，上焦生熱，令口乾燥也。 

 

卷之四 虛勞病諸候下‧虛勞骨蒸候 

三焦蒸，亦雜病乍寒乍熱。 

 

卷之四 虛勞病諸候下‧虛勞凝唾候 

虛勞則津液減少，腎氣不足故也。腎液為唾，上焦生熱，熱沖咽喉，故唾凝結也。 

 

卷之四 虛勞病諸候下‧虛勞小便利候 

此由下焦虛冷故也。腎主水，與膀胱為表裏；膀胱主藏津液。腎氣衰弱，不能制於

津液，胞內虛冷，水下不禁，故小便利也。 

 

卷之四 虛勞病諸候下‧虛勞膝冷候 

腎弱髓虛，為風冷所搏故也。腎居下焦，主腰腳，其氣榮潤骨髓。今腎虛受風寒，

故令膝冷也。久不已，則腳酸疼屈弱。其湯熨針石，別有正方，補養宣導，今附於後。 

 

（3）消渴病 

卷之五 消渴病諸候‧消渴候 

夫消渴者，渴不止，小便多是也。由少服五石諸丸散，積經年歲，石勢結於腎中，

使人下焦虛熱。及至年衰，血氣減少，不復能制于石。石勢獨盛，則腎為之燥，故引水

而不小便也。其病變多發癰疽，此坐熱氣，留於經絡不引，血氣壅澀，故成癰膿。診其

脈，數大者生，細小浮者死。又沉小者生，實牢大者死。有病口甘者，名為何，何以得

之。此五氣之溢也，名曰脾癉。夫五味入于口，藏於胃，脾為之行其精氣。溢在脾，令

人口甘，此肥美之所發。此人必數食甘美而多肥，肥者令人內熱，甘者令人中滿，故其

氣上溢，轉為消渴。厥陰之病，消渴重，心中疼，饑而不欲食，甚則欲吐蛔。 

 

卷之五 消渴病諸候‧渴利候 

渴利者，隨飲小便故也。由少時服乳石，石熱盛時，房室過度，致令腎氣虛耗，下

焦生熱，熱則腎燥，燥則渴，然腎虛又不得傳制水液，故隨飲小便。以其病變，多發癰

疽。以其內熱，小便利故也，小便利則津液竭，津液竭則經絡澀，經絡澀則榮衛不行，

榮衛不行，則熱氣留滯，故成癰疽膿。 

 

卷之五 消渴病諸候‧渴利後發瘡候 

渴利之病，隨飲小便也。此謂服石藥之人，房室過度，腎氣虛耗故也。下焦生熱，

熱則腎燥，腎燥則渴。然腎虛又不能制水，故小便利。其渴利雖瘥，熱猶未盡，發於皮

膚，皮膚先有風濕，濕熱相搏，所以生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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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之五 消渴病諸候‧強中候 

強中病者，莖長興盛不痿，精液自出是也。由少服五石，五石熱住於腎中，下焦虛

熱，少壯之時，血氣尚豐，能制于五石，及至年衰，血氣減少，腎虛不復能制精液。若

精液竭，則諸病生矣。 

 

（4）解散病 

卷之六 解散病諸候‧解散虛冷小便多候 

將適失度，熱在上焦，下焦虛冷，冷氣乘於胞，故胞冷不能制於小便，則小便多。 

 

（5）傷寒病 

卷之七 傷寒病諸候上‧傷寒口瘡候 

夫傷寒，冬時發其汗，必吐利，口中爛生瘡，以其表裏俱熱，熱不已，毒瓦斯熏上

焦故也 

 

卷之八 傷寒病諸候下‧壞傷寒候 

此謂得病十二日以上，六經俱受病訖，或已發汗吐下，而病證不解，邪熱留於腑臟，

致令病候多變，故曰壞傷寒。本太陽病不解，轉入少陽，脅下牢滿，幹嘔不能食，往來

寒熱，尚未吐下，其脈沉緊，與小柴胡湯；若已吐下發汗溫針，譫語，飲柴胡證罷，此

為壞病。知犯何逆，以法治之。寸口脈洪而大，數而滑，洪大榮氣長，滑數胃氣實，榮

長陽即盛，鬱怫不得出，胃實即牢，大便難即乾燥。三焦閉塞，津液不通，醫發其汗，

陽氣盛不用，複重下之，胃燥熱蓄，大便遂儐，小便不利。榮衛相搏，煩心發熱，兩目

如火，鼻乾面正赤，舌燥齒黃焦，大渴，故過經成壞病。 

 

卷之八 傷寒病諸候下‧傷寒咳嗽候 

此由邪熱客於肺也。上焦有熱，其人必飲水，水停心下，則肺為之浮，肺主於咳，

水氣乘之，故咳嗽。 

 

卷之八 傷寒病諸候下‧傷寒百合病 

百合病者，謂無經絡，百脈一宗，悉致病也。多因傷寒虛勞，大病之後不平復，變

成斯疾也。其狀，意欲食，複不能食，常默默，欲得臥，複不得臥，欲出行，複不能行，

飲食或有美時，或有不用飲時。如強健人，而臥不能行，如有寒，複如無寒，如有熱，

複如無熱，口苦，小便赤黃。百合之病，諸藥不能治，得藥則劇吐利，如有神靈者。身

形如和，其人脈微數，每尿輒頭痛，其病六十日乃愈。若尿頭不痛，淅淅然者，四十日

愈。若尿快然，但眩者，二十日愈。體證或未病而預見，或病四五日而出，或病二十日、

一月微見，其狀，惡寒而嘔者，病在上焦也，二十三日當愈。其狀，腹滿微喘，大便堅，

三四日一大便，時複小溏者，病在中焦也，六十三日當愈。其狀，小便淋瀝難者，病在

下焦也，四十三日當愈。各隨其證，以治之耳。 



 47 

 

（6）熱病 

卷之九 熱病諸候‧熱病煩候 

此由陽勝於陰，熱氣獨盛，痞結於臟，則三焦隔絕，故身熱而煩也。 

卷之九 熱病諸候‧熱病大便不通候 

夫經發汗，汗出多則津液少，津液少則胃幹結，熱在胃，所以大便不通。又有腑臟

自生於熱者，此由三焦痞隔，脾胃不和，蓄熱在內，亦大便不通也。 

 

卷之九 熱病諸候‧熱病口瘡候 

此由脾臟有熱，沖于上焦，故口生瘡也。 

 

（7）時氣病 

卷之九 時氣病諸候‧時氣取吐候 

夫得病四日，毒在胸膈，故宜取吐。有得病二、三日，便心胸煩滿，此為毒瓦斯已

入。或有五、六日以上，毒瓦斯猶在上焦者，其人有痰實故也，所以複宜取吐也。 

 

卷之九 時氣病諸候‧時氣嗽候 

熱邪客於肺，上焦有熱，其人必飲水，水停心下，則上乘於肺，故上氣而嗽也。 

 

卷之九 時氣病諸候‧時氣口瘡候 

發汗下後，表裏俱虛，而毒瓦斯未盡，熏于上焦，故喉口生瘡也。 

 

（8）溫病 

卷之十 溫病諸候‧溫病咽喉痛候 

熱毒在於胸腑，三焦隔絕，邪客于足少陰之絡，下部脈不通，熱氣上攻喉咽，故痛

或生瘡也。 

 

卷之十 溫病諸候‧溫病嗽候 

邪熱客於胸腑，上焦有熱，其人必飲水，水停心下，則上乘於肺，故令嗽。 

 

（9）冷熱病 

卷之十二 冷熱病諸候‧寒熱候 

夫陽虛則外寒，陰虛則內熱。陽盛則外熱，陰盛則內寒。陽者受氣于上焦，以溫皮

膚分肉之間。今寒氣在外，則上焦不通，不通則寒獨留於外，故寒栗也。陰虛內生熱者，

有所勞倦，形氣衰少，谷氣不盛，上焦不行，下脘不通，胃氣熱，熏胸中，故內熱也。

陽盛而外熱者，上焦不通利，皮膚緻密，腠理閉塞不通，衛氣不得泄越，故外熱也。陰

盛而內寒者，厥氣上逆，寒氣積於胸中而不瀉，不瀉則溫氣去，寒獨留，則血凝泣，血

凝泣則脈不通，其脈不通，脈則盛大以澀，故中寒。陰陽之要，陰密陽固，若兩者不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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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春無秋，若冬無夏，因而和之，是謂聖度。故陽強不能密陰氣乃絕。因於露風，乃生

寒熱。凡小骨弱肉者，善病寒熱。骨寒熱，病無所安，汗注不休。齒本槁，取其少陰于

陰股之絡；齒爪槁，死不治。診其脈，沉細數散也。 

 

卷之十二 冷熱病諸候‧冷熱不調候 

夫人榮衛不調，致令陰陽痞塞，陽並於上則上熱，陰並於下則下冷。上焦有熱，或

喉口生瘡，胸膈煩滿；下焦有冷，則腹脹腸鳴，絞痛泄痢。 

 

（10）氣病 

卷之十三 氣病諸候‧遊氣候 

夫五臟不調，則三焦氣滿，滿則氣游於內，不能宣散，故其病但煩滿虛脹。 

 

卷之十三 氣病諸候‧上氣候 

夫百病皆生於氣，故怒則氣上，喜則氣緩，悲則氣消，恐則氣下，寒則氣收聚，熱

則腠理開而氣泄，憂則氣亂，勞則氣耗，思則氣結，九氣不同。怒則氣逆，甚則嘔血，

及食而氣逆上也。喜則氣和，榮衛行通利，故氣緩焉。悲則心系急，肺布葉舉，使上焦

不通，榮衛不散，熱氣在內，故氣消也。恐則精卻，精卻則上焦閉，閉則氣還，還則下

焦脹，故氣不行。寒則經絡凝澀，故氣收聚也。熱則腠理開，榮衛通，故汗大泄也。憂

則心無所寄，神無所歸，慮無所定，故氣亂矣。勞則喘且汗，外內皆越，故氣耗矣。思

則身心有所止，氣留不行，故氣結矣。診寸口脈伏，胸中逆氣，是諸氣上沖朐中。故上

氣、面 腫、膊息，其脈浮大，不治。上氣，脈躁而喘者，屬肺；肺脹欲作風水，發汗愈。

脈洪則為氣。其脈虛寧伏匿者生，牢強者死。喘息低仰，其脈滑，手足溫者，生也；澀

而四末寒者，死也。上氣脈數者死，謂其形損故也。 

 

卷之十三 氣病諸候‧九氣候 

九氣者，謂怒、喜、悲、恐、寒、熱、憂、勞、思。因此九事而傷動於氣，一曰怒

則氣逆，甚則嘔血及食而氣逆也；二曰喜則其氣緩，榮衛通利，故氣緩；三曰悲則氣消，

悲則使心系急，肺布葉舉，使上焦不通，熱氣在內，故氣消也；四曰恐則氣下，恐則精

卻，精卻則上焦閉，閉則氣還，氣還則下焦脹，故氣不行；五曰寒則氣收聚，寒使經絡

凝澀，使氣不宣散故也；六曰熱則腠理開，腠理開則榮衛通，汗大泄；七曰憂則氣亂，

氣亂則心無所寄，神無所歸，慮無所定，故氣亂；八曰勞則氣耗，氣耗則喘且汗，外內

皆越，故氣耗也；九曰思則氣結，氣結則心有所止，故氣留而不行。眾方說此九氣，互

有不同，但氣上之由有九，故名為九氣類也。 

 

（11）咳嗽病 

卷之十四 咳嗽病諸候‧咳嗽候 

久咳不已，則三焦受之。三焦咳之狀，咳而腹滿，不欲食飲。此皆聚於胃，關於肺，

使人多涕唾而面浮腫，氣逆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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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之十四 咳嗽病諸候‧久咳嗽候 

肺感於寒，微者即成咳嗽，久咳嗽，是連滯歲月，經久不瘥者也。凡五臟俱有咳嗽，

不已，則各傳其腑。諸久嗽不已，三焦受之，其狀，咳而腹滿，不欲食飲。寒氣聚於胃

而關於肺，使人多涕唾而變面浮腫，氣逆故也。 

 

（12）淋病 

卷之十四 淋病諸候‧熱淋候 

熱淋者，三焦有熱，氣搏於腎，流入于胞而成淋也。其狀：小便赤澀。亦有宿病淋，

今得熱而發者，其熱甚則變尿血。亦有小便後如似小豆羹汁狀者，蓄作有時也。 

 

卷之十四 淋病諸候‧寒淋候 

寒淋者，其病狀，先寒戰，然後尿是也。由腎氣虛弱，下焦受於冷氣，入胞與正氣

交爭，寒氣勝則戰寒而成淋，正氣勝則戰寒解，故得小便也。 

 

（13）小便病 

卷之十四 小便病諸候‧小便不禁候 

小便不禁者，腎氣虛，下焦受冷也。腎主水，其氣下通于陰。腎虛下焦冷，不能溫

制其水液，故小便不禁也。尺脈實，小腹牢痛，小便不禁。尺中虛，小便不禁。腎病小

便不禁，脈當沉滑，而反浮大，其色當黑反黃，此土之克水，為逆，不治。 

 

（14）大便病 

卷之十四 大便病諸候‧大便難候 

大便難者，由五臟不調，陰陽偏有虛實，謂三焦不和，則冷熱並結故也。胃為水穀

之海，水穀之精，化為榮衛，其糟粕行之於大腸以出也。五臟三焦既不調和，冷熱壅澀，

結在腸胃之間。其腸胃本實，而又為冷熱之氣所並，結聚不宣，故令大便難也。又云：

邪在腎，亦令大便難。所以爾者，腎臟受邪，虛而不能制小便，則小便利，津液枯燥，

腸胃乾澀，故大便難。又，渴利之家，大便也難，所以爾者，為津液枯竭，致令腸胃乾

燥。診其左手寸口人迎以前脈，手少陰經也。脈沉為陰，陰實者，病苦閉，大便不利，

腹滿四肢重，身熱苦胃脹。右手關上脈陰實者，脾實也，苦腸中伏伏如牢狀，大便難。

脈緊而滑跗陽脈微弦，法當腹滿，不滿者，必大便難而腳痛，此虛寒從上向下也。其湯

熨針石，  

 

卷之十四 大便病諸候‧大便不通候 

大便不通者，由三焦五臟不和，冷熱之氣不調，熱氣偏入腸胃，津液竭燥，故令糟

粕痞結，壅塞不通也。 

 

卷之十四 大便病諸候‧關格大小便不通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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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格者，大小便不通也。大便不通，謂之內關；小便不通，謂之外格；二便俱不通，

為關格也。由陰陽氣不和，榮衛不通故也。陰氣大盛，陽氣不得榮之，曰內關。陽氣大

盛，陰氣不得榮之，曰外格。陰陽俱盛，不得相榮，曰關格。關格則陰陽氣痞結，腹內

脹滿，氣不行於大小腸，故關格而大小便不通也。又風邪在三焦，三焦約者，則小腸痛

內閉，大小便不通。日不得前後，而手足寒者，為三陰俱逆，三日死也。診其脈來浮牢

且滑直者，不得大小便也。 

 

（15）痰飲病 

卷之二十 痰飲病諸候‧諸飲候 

諸飲者，皆由榮衛氣痞澀，三焦不調，而因飲水多，停積而成痰飲。其為病也，或

兩脅脹滿，或心胸煩悶，或眼暗口幹，或嘔逆短氣，諸候非一，故雲諸飲。 

 

卷之二十 痰飲病諸候‧熱痰候 

熱痰者，謂飲水漿結積所生也。言陰陽痞隔，上焦生熱，熱氣與痰水相搏，聚而不

散，故令身體虛熱，逆害飲食，頭面吸吸而熱，故云熱痰也。 

 

（16）癖病 

卷之二十 癖病諸候‧癖候 

夫五臟調和，則榮衛氣理，榮衛氣理，則津液通流，雖複多飲水漿，不能為病。若

攝養乖方，則三焦痞隔。三焦痞隔，則腸胃不能宣行，因飲水漿過多，便令停滯不散，

更遇寒氣，積聚而成癖。癖者，謂僻側在於兩脅之間，有時而痛是也。 

 

（17）痞噎病 

卷之二十 痞噎病諸候‧噎候 

夫陰陽不和，則三焦隔絕，三焦隔絕，則津液不利，故令氣塞不調理也，是以成噎。

此由憂恚所致，憂恚則氣結，氣結則不宣流，使噎。噎者，噎塞不通也。 

 

卷之二十 痞噎病諸候‧五噎候 

夫五噎，謂一曰氣噎，二曰憂噎，三曰食噎，四曰勞噎，五曰思噎。雖有五名，皆

由陰陽不和，三焦隔絕，津液不行，憂恚嗔怒所生，謂之五噎。噎者，噎塞不通也。 

 

卷之二十 痞噎病諸候‧腹內結強候 

此由榮衛虛弱，三焦不調，則令虛冷在內，蓄積而不散也。又飲食氣與冷氣相搏，

結強而成塊，有上有下，或沉或浮，亦有根亦無根，或左或右也，故謂之腹內結強。久

而不瘥，積於年歲，轉轉長大，乃變成 瘕病也。 

 

（18）嘔噦病 

卷之二十一 嘔噦病諸候（凡六論） 五、噫醋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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噫醋者，由上焦有停痰，脾胃有宿冷，故不能消谷，穀不消則脹滿而氣逆，所以好

噫而吞酸，氣息醋臭。 

 

（19）水腫病 

卷之二十一 水腫病諸候‧水腫候 

腎者主水，脾胃俱主土，土性克水。脾與胃合，相為表裏。胃為水穀之海，今胃虛

不能傳化水氣，使水氣滲溢經絡，浸漬腑髒。脾得水濕之氣，加之則病，脾病則不能制

水，故水氣獨歸於腎。三焦不瀉，經脈閉塞，故水氣溢於皮膚而令腫也。其狀：目裏上

微腫，如新臥起之狀，頸脈動，時咳，股間冷，以手按腫處，隨手而起，如物裏水之狀，

口苦舌幹，不得正偃，偃則咳清水；不得臥，臥則驚，驚則咳甚；小便黃澀是也。水病

有五不可治：第一唇黑傷肝，第二缺盆平傷心，第三臍出傷脾，第四足下平滿傷腎，第

五背平傷肺。凡此五傷，必不可治。脈沉者水也。脈洪大者可治，微細者死。 

 

卷之二十一 水腫病諸候‧十水候 

十水者，青水、赤水、黃水、白水、黑水、懸水、風水、石水、暴水、氣水也。青

水者，先從面目，腫遍一身，其根在肝。赤水者，先從心腫，其根在心。黃水者，先從

腹腫，其根在脾。白水者，先從腳腫，上氣而咳，其根在肺。黑水者，先從腳趺腫，其

根在腎。懸水者，先從面腫至足，其根在膽。風水者，先從四肢起，腹滿大，身盡腫，

其根在胃。石水者，先從四肢，小腹腫獨大，其根在膀胱。暴水者，先腹滿，其根在小

腸。氣水者，乍盛乍虛，乍來乍去，其根在大腸。皆由榮衛痞澀，三焦不調，腑臟虛弱

所生。雖名證不同，並令身體虛腫，喘息上氣，小便黃澀也。 

 

卷之二十一 水腫病諸候‧大腹水腫候 

夫水腫病者，皆由榮衛痞澀，腎脾虛弱所為。而大腹水腫者，或因大病之後，或積

虛勞損，或新熱食竟，入于水，自漬及浴，令水氣不散，流溢腸外，三焦閉塞，小便不

通，水氣結聚於內，乃腹大而腫。故四肢小，陰下濕，手足逆冷，腰痛，上氣，咳嗽，

煩疼，故雲大 

 

（20）霍亂病 

卷之二十二 霍亂病諸候‧霍亂候 

霍亂者，由人溫涼不調，陰陽清濁二氣，有相干亂之時，其亂在於腸胃之間者，因

遇飲食而變發，則心腹絞痛。其有先心痛者，則先吐；先腹痛者，則先利；心腹並痛者，

則吐利俱發。挾風而實者，身發熱，頭痛體疼而複吐利；虛者，但吐利，心腹刺痛而已。

亦有飲酒、食肉、腥膾、生冷過度，因居處不節，或露臥濕地，或當風取涼，而風冷之

氣歸於三焦，傳於脾胃，脾胃得冷則不磨，不磨則水穀不消化，亦令清濁二氣相干，脾

胃虛弱，便則吐利，水穀不消，則心腹脹滿，皆成霍亂。 

霍亂有三名：一名胃反，言其胃氣虛逆，反吐飲食也；二名霍亂，言其病揮霍之間，

便致撩亂也；三名走哺，言其哺食變逆者也。診其脈來代者，霍亂；又脈代而絕者，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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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亂也。霍亂，脈大可治，微細不可治。霍亂吐下，脈微遲，氣息劣，口不欲言者，不

可治。  

 

卷之二十二 霍亂病諸候‧霍亂煩渴候 

冷熱不調，飲食不節，使人陰陽清濁之氣相干，而變亂於腸胃之間，則成霍亂。霍

亂而煩渴者，由大吐逆，上焦虛，氣不調理，氣乘於心則煩悶；大痢則津液竭，津液竭

則臟燥，臟燥則渴。煩渴不止則引飲，引飲則痢亦不止也。 

 

卷之二十二 霍亂病諸候‧霍亂心煩候 

冷熱不調，飲食不節，使人陰陽清濁之氣相干，而變亂於腸胃之間，則成霍亂。霍

亂而心煩者，由大吐大痢，腑臟氣暴極。夫吐者，胃氣逆也；痢者，腸虛也。若大吐大

痢，虛逆則甚，三焦不理，五臟未和，冷搏於氣，逆上乘心，故心煩。亦有未經吐利心

煩者，是冷氣入于腸胃，水谷得冷則不消，蘊瘀不宣，氣亦逆上，故亦心煩。 

 

卷之二十二 霍亂病諸候‧霍亂幹嘔候 

冷熱不調，飲食不節，使人陰陽清濁之氣相干，而變亂於腸胃之間，則成霍亂。霍

亂幹嘔者，由吐下之後，脾胃虛極，三焦不理，氣痞結於心下，氣時逆上，故幹嘔。幹

嘔者，謂欲嘔而無所出也。若更遇冷，冷折於胃氣，胃氣不通，則變成噦。 

 

卷之二十二 霍亂病諸候‧霍亂心腹築悸候 

冷熱不調，飲食不節，使人陰陽清濁之氣相干，而變亂於腸胃之間，則成霍亂。霍

亂而心腹築悸者，由吐下之後，三焦五臟不和，而水氣上乘於心故也。腎主水，其氣通

于陰，吐下三焦五臟不和，故腎氣亦虛，不能制水，水不下宣，與氣俱上乘心。其狀起

齊下，上從腹至心，氣築築然而悸動不定也。 

 

（21）血病 

卷之二十七 血病諸候‧吐血候 

夫吐血者，皆由大虛損及飲酒、勞損所致也。但肺者，五臟上蓋也，心肝又俱主於

血。上焦有邪，則傷諸臟，臟傷血下入於胃，胃得血則悶滿氣逆，氣逆故吐血也。但吐

血有三種：一曰內衄，二曰肺疽，三曰傷胃。內衄者，出血如鼻衄，但不從鼻孔出，是

近心肺間津出，還流入胃內。或如豆汁，或如衄血，凝停胃裏，因即滿悶便吐，或去數

升乃至一鬥是也。肺疽者，言飲酒之後，毒滿便吐，吐以後有一合二合，或半升一升是

也。傷胃者，是飲食大飽之後，胃內冷，不能消化，則便煩悶，強嘔吐之，所食之物與

氣共上沖蹙，因傷損胃口，便吐血，色鮮正赤是也。凡吐血之後，體恒忄奄忄奄然，心裏

煩躁，悶亂紛紛，顛倒不安。寸口脈微而弱，血氣俱虛，則吐血。關上脈微而芤，亦吐

血。脈細沉者生，喘咳上氣，脈數浮大者死。久不瘥，面色黃黑，無複血氣，時寒時熱，

難治也。《養生方》云：思慮傷心，心傷則吐衄，發則發焦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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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之二十七 血病諸候‧大便下血候 

此由五臟傷損所為。臟氣既傷，則風邪易入，熱氣在內，亦大便下血，鮮而腹痛。

冷氣在內，亦大便血下，其色如小豆汁，出時疼而不甚痛。前便後下血者，血來遠；前

下血後便者，血來近。遠近者，言病在上焦、下焦也。令人面無血色，時寒時熱。脈浮

弱，按之絕者，下血。 

 

（22）耳病 

卷之二十九 耳病諸候‧耳鳴候 

腎氣通於耳，足少陰，腎之經，宗脈之所聚。勞動經血，而血氣不足，宗脈虛，風

邪乘虛隨脈入耳，與氣相擊，故為耳鳴。診其右三手脈，寸口名曰氣以前脈，浮則為陽，

手陽明大腸脈也；沉則為陰，手太陰肺肺也。陰陽俱虛者，皮為血氣虛損，宗脈不足，

病苦耳鳴嘈嘈，眼時妄見光，此是肺與大腸俱虛也。右手尺中神門以後脈，浮為陽，足

太陽膀胱脈也。虛者，膀胱虛也。腎與膀胱合，病苦耳鳴，忽然不聞，時惡風。膀胱虛

則三焦實也。膀胱為津液之府，若三焦實，則克消津液，克消津液，故膀胱虛也。耳鳴

不止，則變成聾。 

 

卷之二十九 耳病諸候‧耳疼痛候 

凡患耳中策策痛者，皆是風入於腎之經也。不治，流入腎，則卒然變脊強背直成痙

也。若因痛而腫，生癰癤，膿潰邪氣歇，則不成痙。所以然者，足少陰為腎之經，宗脈

之所聚，其氣通於耳。上焦有風邪，入於頭腦，流至耳內，與氣相擊，故耳中痛。耳為

腎候，其氣相通，腎候腰脊，主骨髓，故邪流入腎，脊強背直。 

 

參考文獻 

 

丁光迪主編.諸病源候論教注.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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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楊玄操之三焦論述 

 

《黃帝八十一難經注》錄自王九思之《難經集注》 

 

（1）三焦有位而無形，心主有名而無臟。 

二十五難曰：有十二經，五臟六腑十一耳。其一經者，何等經也？然：一經者、手少陰

與心主別脈也。心主與三焦為表裏。俱有名而無形。故言經有十二也。 

手少陰。真心脈也。手心主。心包絡脈也。二脈俱是心脈。而少陰與小腸合。心主與三焦脈合。三焦

有位而無形。心主有名而無臟。故二經為表裏也。五臟六腑各一脈為十一脈。心有兩脈。合成十二經焉。

據此而言。六腑亦止五腑耳。 

 

（2）天有三元之氣，所以生成萬物。人法天地，所以亦有三元之氣，以養人身形。三焦

皆有其位，而無正臟也。 

三十一難曰：三焦者。何稟何生。何始何終。其治常在何許。可曉以不。然。三焦者。

水谷之道路。氣之所終始也。 

焦、元也。天有三元之氣。所以生成萬物。人法天地。所以亦有三元之氣。以養人身形。三焦皆有其

位。而無正臟也。 

上焦者。在心下下膈。在胃上口。主內而不出。其治在膻中玉堂下一寸六分。直兩乳間

陷者是。 

自膈以上。名曰上焦。主出陽氣。溫於皮膚分肉之間。若霧露之溉焉。胃上口穴在鳩尾下二寸五分也。 

中焦者。在胃中脘。不上不下。主腐熟水穀。其治在齊旁。 

自齊以上。名曰中焦。變化水穀之味。生血以榮五臟六腑。及於身體。中脘穴在鳩尾下四寸也。 

下焦者。（按史記正義引。此下有在臍下三字。）當膀胱上口。主分別清濁。主出而不內

以傳導也。其治在齊下一寸。 

楊曰。自齊以下。名曰下焦。齊下一寸。陰交穴也。主通利溲便以時下而傳。故曰出而不內也。 

其腑在氣街。一本曰沖。 

楊曰。氣街者、氣之道路也。三焦既是行氣之主。故云腑在氣街。街、衢也。衢者、四達之道焉。一

本曰沖。此非扁鵲之語。蓋呂氏再錄之言。別本有此言。於義不可用也。 

 

（3）脈經曰：左手尺中為腎脈，右手尺中為神門脈。 

三十六難曰：臟各有一耳。腎獨有兩者。何也。然。腎兩者。非皆腎也。其左者為腎。

右者為命門。命門者諸神精之所舍。原氣之所系也。故男子以藏精。女子以系胞。故知

腎有一也。 

腎雖有兩而非一腎。故脈經曰。左手尺中為腎脈。右手尺中為神門脈。此其義也。腎者、人生之根本。

神門者、元氣之宗始。故雲精神之所舍也。神門亦命門也。 

 

三十八難曰：臟唯有五腑獨有六者。何也。然。所以腑有六者。謂三焦也。有原氣之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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焉。主持諸氣有名而無形。其經屬手少陽。此外腑也。故言腑有六焉。 

三焦無內腑。惟有經脈名手少陽。故曰。外腑也。 

 

（4）手心主非臟，三焦非腑也。 

三十九難曰：經言腑有五。臟有六者。何也。然。六腑者。正有五腑也。然五臟亦有六

臟者。謂腎有兩臟也。其左為腎。右為命門。命門者。謂精神之所舍也。男子以藏精。

女子以系胞。其氣與腎通。故言臟有六也。腑有五者。何也。然。五臟各一腑。三焦亦

是一腑。然不屬於五臟。故言腑有五焉。 

五臟六腑皆五。有五六之數。或俱五。或俱六。或一五。或一六。並應天地之數也。若以正臟腑言之。

則臟腑俱有五也。臟五以應地之五嶽。腑五以應天之五星。若以俱六言之、則臟六以應六律。腑六以應幹

數。若以臟五腑六言之。則臟五以應五行。腑六以法六氣。若以腑五臟六言之。則臟六以法六陰。腑五以

法五常。所以臟腑俱五者。手心主非臟。三焦非腑也。臟腑俱六者。合手心主及三焦也。其餘例可知也。 

 

（5）六腑有六俞，亦以應六合于天道也。五臟法地，地卑，故三焦之氣經過而已。 

六十二難曰：臟井滎有五。腑獨有六者。何謂也。然。腑者陽也。三焦行于諸陽。故置

一俞名曰原。腑有六者。亦與三焦共一氣也。 

五臟之脈。皆以所出為井。所流為滎。所注為俞。所行為經。所入為合。是謂五俞。以應金木水火土

也。六腑亦並以所出為井。所流為滎。所注為俞。所過為原。所行為經。所入為合。其俞亦應五行。惟原

獨不應五行。原者、元也。元氣者、三焦之氣也。其氣尊大。故不應五行。所以六腑有六俞。亦以應六合

于天道也。然五臟亦有原。則以第三穴為原。所以不別立穴者。五臟法地。地卑。故三焦之氣經過而已。

所以無別穴。六腑既是陽。三焦亦是陽。故云共一氣也。 

 

（6）齊下腎間動氣者，丹田也。丹田者，人之根本也，精神之所藏，五氣之根元。 

六十六難曰：十二經皆以俞為原者。何也。然。五臟俞者。三焦之所行。氣之所留止也。

三焦所行之俞為原者。何也。然臍下腎間動氣者。人之生命也。十二經之根本也。故名

曰原。三焦者、原氣之別使也。主通行三氣。經歷於五臟六腑。原者、三焦之尊號也。

故所止輒為原。五臟六腑之有病者。取其原也。 

齊下腎間動氣者。丹田也。丹田者、人之根本也。精神之所藏。五氣之根元。太子之腑也。男子以藏

精女子主月水。以生養子息。合和陰陽之門戶也。在齊下三寸。方圓四寸。附著脊脈兩腎之根。其中央黃。

左青。右白。上赤。下黑。三寸法三才。四寸法四時。五色法五行。兩腎之間。名曰大海。一名溺水。中

有神龜。呼吸元氣流行。則為風雨。通氣四肢。無所不至也。腎者、分為日月之精。虛無之氣。人之根本

也。齊者、人之命也。分為一名太中極。一名太涃。一名昆侖。一名持樞。一名五城。五城有真人。即五

帝也。五城之外有八使者。即八卦神也。八使者。並太一為九卿。八卦之外有十二樓。樓有十二子也。並

三焦神為二十七大夫。又並四肢神為八十一元士。齊中央名太一君之侯王。王天大將軍。特進侯。主人身

中萬二千神也。郊在頭上腦戶中。廟在項後頂上。社在脾左端。稷在大腸窮。風伯在八門。八門在齊旁。

雨師在小腸窮。四瀆雲氣在昆侖。弱水在胞中。所以備言此者。欲明腎為人生之本焉。故知丹田者。性命

之本也。道士思神。比邱坐禪。皆行心氣於臍下者。良為此也。故云原者。三焦之尊號也。三焦合氣於腎

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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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楊上善《黃帝內經太素》之三焦論述 

 

《黃帝內經太素》 

 

卷第八‧經脈之一 

心主手厥陰心包之脈，（心神為五臟六腑之主，故曰心主。厥陰之脈，行至於足，名足厥陰；行至於手，

名手厥陰。以陰氣交盡，故曰厥陰。心外有脂，包裹其心，名曰心包。脈起胸中，入此包中，名手厥陰。故心有兩經

也；心中起者，名手少陰；屬於心包，名手厥陰。有脈別行，無別臟形，三焦有氣有脈，亦無別形，故手厥陰與手少

陽以為表裏也。平按︰心包下《靈樞》有絡字。《甲乙經》無心包二字。）起於胸中，出屬心包，下鬲，曆

絡三焦。（自有經歷而不絡著，手厥陰既是心臟之腑，三焦腑合，故屬心包，經歷三焦，仍絡著也。三焦雖複無形，

有氣故得絡也。） 

三焦手少陽之脈，（上焦在心下，下膈在胃上口，主內而不出，其理在膻中。中焦在胃中口，不上不下，

主腐熟水穀，其理在臍旁。下焦在臍下，當膀胱上口，主分別清濁，主出而不內，其理在臍下一寸。上焦之氣如雲霧

在天，中焦之氣如漚雨在空，下焦之氣如溝瀆流地也。手少陽脈是三焦經隧，通行三焦之血氣，故曰三焦手少陽脈也。）

起於小指次指之端，上出兩指之間，循手錶出臂外兩骨之間，上貫肘，循臑外上肩，而

交出足少陽之後，入缺盆，（上肩交足少陽，行出足少陽之後，方入缺盆也。平按︰手錶下《靈樞》、《甲乙

經》均有腕字。）布膻中，散絡心包，下鬲，遍屬三焦；（遍，甫見反。散佈膻中也。有本布作交者，檢

非也。三焦是氣，血脈是形，而言屬者，謂脈氣相入也。平按︰《靈樞》絡作落，遍作循。） 

 

卷第六‧臟腑之一 臟腑應候 

腎應骨，密理濃皮者三焦膀胱濃，粗理薄皮者三焦膀胱薄。腠理疏者三焦膀胱緩，

急皮而無毫毛者三焦膀胱急。毫毛美而粗者三焦膀胱直，希毫毛者三焦膀胱結。（腎以應骨，

骨應三焦膀胱，三焦膀胱氣發腠理，故以腠理候三焦膀胱也。三焦之氣如霧漚溝瀆，與膀胱水腑是同，故合為一腑也。

腠理豪毛在皮，故亦以皮之毫毛為候也。平按︰腠理疏《靈樞》作疏腠理。急皮二字《靈樞》、《甲乙》均作皮急，希

均作稀。）黃帝曰︰薄濃美惡皆有形，願聞其所病。（已聞六腑美惡之形，然未知美惡生病何如。平按︰

薄濃《靈樞》作濃薄。形上《甲乙》有其字。）岐伯曰：各視其所外應，以知其五內，則知其所病

矣。（各視外候，則知所生病矣。平按︰各字《靈樞》無。所外應，所字《靈樞》、《甲乙》無。）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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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孫思邈之三焦論述 

 

《備急千金要方》 

（一）主要論述三焦之篇章： 

（1）三焦理論與病證 

卷二十膀胱腑方‧三焦脈論第四 

論曰：夫三焦者，一名三關也。上焦名三管反射，中焦名霍亂，下焦名走哺。合而

為一，有名無形，主五臟六腑，往還神道，周身貫體，可聞不可見。和利精氣，決通水

道，息氣腸胃之間，不可不知也。三焦名中清之腑，別號玉海、水道。出屬膀胱合者，

雖合而不同。上中下三焦同號為孤腑。而榮出中焦，衛出上焦。榮者，絡脈之氣道也；

衛者，經脈之氣道也。其三焦形相厚薄大小，並同膀胱之形云。 

三焦病者，腹脹氣滿，小腹尤堅，不得小便，窘急。溢則為水，留則為脹。候在足

太陽之外大絡，在太陽少陽之間，亦見於脈，取委陽。 

小腹腫痛，不得小便，邪在三焦約，取太陽大絡，視其結脈與厥陰小絡結而血者，

腫上及胃脘，取三裏。 

三焦脹者，氣滿於皮膚，殼殼而不堅疼。 

久咳不已，傳之三焦，咳而腹滿，不欲飲食也。 

手少陽之脈，起於小指次指之端，上出兩指之間，循手錶腕，出臂外兩骨之間，上

貫肘，循外上肩，而交出足少陽之後，入缺盆，交膻中，散絡心包，下膈，遍屬三焦。

其支者，從膻中上出缺盆，上項，挾耳後直上，也耳上角，以屈下額至出頁。其支者，從

耳後入耳中，出走耳前，過客主人前，交頰，至目銳眥。是動則病，耳聾、嗌腫、喉痹。

是主氣所生病者，汗出，目銳眥痛，頰腫，耳後、肩臑、肘臂外皆痛，小指次指不用。

為此諸病，盛則瀉之，虛則補之，熱則疾之，寒則留之，陷下則灸之，不盛不虛以經取

之。盛者，人迎大再倍於寸口；虛者，人迎反小於寸口也。 

 

（2）左腎合膀胱，右腎合三焦。 

卷二十膀胱腑方‧膀胱腑脈論第一 

論曰：膀胱者，主腎也，耳中是其候也。腎合氣於膀胱。膀胱者，津液之府也，號

水曹掾，名玉海，重九兩二銖，左回迭積，上下縱，廣九寸，受津液九升九合，兩邊等，

應二十四氣。鼻空在外，膀胱漏泄。 

黃帝曰：夫五臟各一名一形，腎乃獨兩何也？岐伯對曰：膀胱為腑有二處，腎亦二

形，應腑有二處。臟名一，腑名二，故五臟六腑也。一說腎有左右，而膀胱無二。今用

當以左腎合膀胱，右腎合三焦。 

 

（3）上焦病證與治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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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二十膀胱腑方‧三焦虛實第五 

論曰：夫上焦如霧（霧者，霏霏起上也），其氣起於胃上脘，並咽以上，貫膈，布胸中，

走腋，循足太陰之分而行，還注于手陽明，上至舌，下注足陽明，常與營衛俱行于陽二

十五度，行于陰亦二十五度，為一周，日夜五十周身，周而復始，大會于手太陰也。主

手少陽心肺之病，內而不出。人有熱，則飲食下胃，其氣未定，汗則出，或出於面，或

出於背，身中皆熱，不循衛氣之道而出者何也？此外傷於風，內開腠理，毛蒸理泄，衛

氣走之，固不得循其道，此氣剽悍滑疾，見開而出，故不得從其道，名曰漏氣。其病則

肘攣痛，食先吐而後下，其氣不續，膈間厭悶，所以飲食先吐而後下也。寒則精神不守，

泄下便痢，語聲不出；若實則上絕於心；若虛則引氣於肺也。 

 

澤瀉湯 

治上焦飲食下胃，胃氣未定，汗出面背，身中皆熱，名曰漏氣，通脈瀉熱。 

澤瀉 半夏 柴胡 生薑（各三兩） 地骨皮（五兩） 石膏（八兩） 竹葉（五合） 蓴心（一升） 

茯苓 人參（各二兩） 甘草 桂心（各一兩） 

上十二味，口父咀，以水二鬥，煮取六升，分五服。 

 

麥門冬理中湯 

治上焦熱，腹滿，而不欲飲食，或食先吐而後下，肘攣痛。 

麥門冬 生蘆根 竹茹 廩米（各一升） 生薑（四兩） 白術（五兩） 蓴心（五合） 甘草 茯 

苓（各二兩） 橘皮 人參 葳蕤（各三兩） 

上十二味口父咀，以水一鬥五升，煮取三升，分三服。 

 

胸中膈氣，聚痛好吐，灸厥陰俞，穴在第四椎兩邊各相去一寸五分，灸隨年壯。 

 

黃芪理中湯 

治上焦虛寒，短氣不續，語聲不出。 

黃芪 桂心（各二兩） 丹參 杏仁（各四兩） 桔梗 幹薑 五味子 茯苓 甘草 芎藭（各三兩） 

上十味口父咀，以水九升，煮取三升，分為三服。 

 

黃連丸 

治上焦冷，下痢，腹內不安，食好注下。 

黃連 烏梅肉（各八兩） 桂心（二兩） 幹薑 附子 阿膠（各四兩） 櫸皮 芎藭 黃柏（各三兩） 

上九味，末之，蜜丸如梧子大，飲下二十丸，加至三十丸。 

 

厚朴湯 

治上焦閉塞，幹嘔，嘔而不出，熱少冷多，好吐白沫清涎，吞酸。 

厚樸 茯苓 芎藭 白術 玄參（各四兩） 生薑（八兩） 吳茱萸（八合） 桔梗 附子 人參 橘 

皮（各三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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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十一味，口父咀，以水二鬥，煮取五升，分為五服。 

 

（4）中焦病證與治方 

卷二十膀胱腑方‧三焦虛實第五 

論曰：中焦如漚（漚者，在胃中如漚也），其氣起於胃中脘，在上焦之後。此受氣者， 

主化水穀之味，秘糟粕，蒸津液，化為精微，上注於肺脈，乃化而為血，奉以生身，莫

貴於此，故獨得行於經隧，名曰營氣。主足陽明，陽明之別號曰豐隆，在外踝上，去踝

八寸，別走太陰，絡諸經之脈，上下絡太倉，主腐熟五穀，不吐不下。實則生熱，熱則

閉塞不通，上下隔絕；虛則生寒，寒則腹痛，洞泄便痢霍亂，主脾胃之病。夫血與氣異

形而同類，衛氣是精，血氣是神，故血與氣異名同類焉。而脫血者無汗，此是神氣；奪

汗者無血，此是精氣。故人有兩死，而無兩生，猶精神之氣隔絕也。若虛則補於胃，實

則瀉於脾，調其中，和其源，萬不遺一也。 

 

大黃瀉熱湯 

治中焦實熱閉塞，上下不通，隔絕關格，不吐不下，腹滿膨膨，喘急，開關格，通

隔絕。 

蜀大黃（切，以水一升浸） 黃芩 澤瀉 升麻 芒硝（各三兩） 羚羊角 梔子（各四兩）生玄參

（八兩） 地黃汁（一升） 

上九味口父咀，以水七升，煮取二升三合，下大黃，更煮兩沸，去滓，下硝，分三服。 

 

藍青丸 

治中焦熱，水穀下痢。 

藍青汁（三升） 黃連（八兩） 黃柏（四兩） 烏梅肉 白術 地榆 地膚子（各二兩） 阿膠（五

兩） 

上八味，末之，以藍青汁和，微火煎，丸如杏仁大，飲服三丸，日二。七月七日合

大良，當並手丸之。 

 

黃連煎 

治中焦寒，洞泄下痢，或因霍亂後，瀉黃白無度，腹中虛痛。  

黃連 酸石榴皮 地榆 阿膠（各四兩） 黃柏 當歸 厚朴 幹薑（各三兩） 

上八味，口父咀，以水九升，煮取三升，去滓，下阿膠，更煎取烊，分三服。  

 

四肢不可舉動，多汗洞痢，灸大橫隨年壯，穴在挾臍兩邊各二寸五分。 

 

（5）下焦病證與治方 

論曰：下焦如瀆（瀆者如溝，水決泄也），其氣起於胃下脘，別回腸，注於膀胱而滲入焉。 

故水谷者常並居於胃中，成糟粕而俱下於大腸。主足太陽，灌滲津液，合膀胱，主出不 

主入，別於清濁，主肝腎之病候也。若實則大小便不通利，氣逆不續，嘔吐不禁，故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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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哺。若虛則大小便不止，津液氣絕。人飲酒入胃，穀未熟而小便獨先下者何？蓋酒者， 

熟穀之液也。其氣悍以滑，故後穀入而先穀出也。所以熱則瀉於肝，寒則補於腎也。 

 

柴胡通塞湯 

治下焦熱，大小便不通。 

柴胡 黃芩 橘皮 澤瀉 羚羊角（各三兩） 生地黃（一升） 香豉（一升，別盛） 梔子（四兩） 

石膏（六兩） 芒硝（二兩） 

上十味，口父咀，以水一鬥，煮取三升，去滓，納芒硝，分三服。 

 

赤石脂湯 

治下焦熱，或下痢膿血，煩悶恍惚。 

赤石脂（八兩） 烏梅（二十枚） 梔子（十四枚） 白術 升麻（各三兩） 廩米（一升）幹薑（二 

兩） 

上七味，口父咀，以水一鬥，煮米取熟，去米下藥，煮取二升半，分為三服。 

 

止嘔人參湯 

治下焦熱，氣逆不續，嘔吐不禁，名走哺。 

人參 葳蕤 黃芩 知母 茯苓（各三兩） 白術 橘皮 生蘆根 梔子仁（各四兩） 石膏（八兩） 

上十味，口父咀，以水九升，煮取三升，去滓，分三服。 

 

香豉湯 

治下焦熱毒痢，魚腦雜痢赤血，臍下少腹絞痛不可忍，欲痢不出。 

香豉 薤白（各一升） 梔子 黃芩 地榆（各四兩） 黃連 黃柏 白術 茜根（各三兩） 

上九味，口父咀，以水九升，煮取三升，分三服。 

 

膀胱三焦津液下，大小腸中寒熱，赤白泄痢，及腰脊痛，小便不利，婦人帶下，灸 

小腸俞五十壯。 

 

黃柏止泄湯 

治下焦虛冷，大小便洞泄不止。 

黃柏 人參 地榆 阿膠（各三兩）黃連（五兩） 茯苓 櫸皮（各四兩） 艾葉（一升） 

上八味，口父咀，以水一鬥，煮取三升，去滓，下膠消盡，分三服。 

 

人參續氣湯 

治下焦虛寒，津液不止，短氣欲絕。 

人參 橘皮 茯苓 烏梅 麥冬 黃芪 幹薑 芎藭（各三兩） 白術 厚樸（各四兩） 桂心（二 

兩） 吳茱萸（三合） 

上十二味，口父咀，以水一鬥二升，煮取三升，分三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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茯苓丸 

治下焦虛寒損，腹中瘀血，令人喜忘，不欲聞人語，胸中噎塞而短氣。 

茯苓 幹地黃 當歸（各八分） 甘草 人參 幹薑（各七分） 杏仁（五十枚） 厚樸（三分） 桂 

心（四分） 黃芪（六分） 芎藭（五分） 

上十一味，末之，蜜丸如梧子，初服二十丸，加至三十丸為度，日二，清白飲湯下 

之。 

 

伏龍肝湯 

治下焦虛寒損，或先見血後便轉，此為近血，或利不利。 

伏龍肝（五合，末） 幹地黃（五兩，一方用黃柏） 阿膠（三兩） 發灰（二合）甘草 幹薑 黃芩  

地榆 牛膝（各三兩，一作牛蒡根） 

上九味，口父咀，以水九升，煮取三升，去滓，下膠煮消，下發灰，分為三服。 

 

續斷止血方 

治下焦虛寒損，或先便轉後見血，此為遠血，或利或不利，好因勞冷而發。 

續斷 當歸 桂心 蒲黃 阿膠（各一兩） 幹薑 幹地黃（各四兩） 甘草（二兩） 

上八味，口父咀，以水九升，煮取三升半，去滓，下膠取烊，下蒲黃，分三服。 

 

當歸湯 

治三焦虛損，或上下發洩，吐唾血，皆從三焦起，或熱損發，或因酒發。 

當歸 幹薑 幹地黃 柏枝皮 小薊 羚羊角 阿膠（各三兩） 芍藥 白術（各四兩） 黃芩 甘 

草（各二兩） 蒲黃（五合） 青竹茹（半升） 伏龍肝（一雞子大） 發灰（一雞子） 

上十五味，口父咀，以水一鬥二升，煮取三升半，去滓，下膠取烊，次下發灰及蒲黃， 

分三服。 

 

灸法 

五臟六腑，心腹滿，腰背疼，飲食吐逆，寒熱往來，小便不利，羸瘦少氣，灸三焦

俞，隨年壯。 

三焦寒熱，灸小腸俞，隨年壯。 

三焦膀胱腎中熱氣，灸水道，隨年壯，穴在挾屈骨相去五寸。屈骨在臍下五寸屈骨

端，水道挾兩邊各二寸半。 

 

（二）次要論述三焦之篇章： 

（1）肺痿 

卷十七肺臟方 肺痿第六 

論曰：寸口脈數，其人病咳，口中反有濁唾涎沫出，何也？師曰：此為肺痿之病。 

何從得之？師曰：病熱在上焦，因咳為肺痿，或從汗出，或從嘔吐，或從消渴小便利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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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從便難，數被駛藥下，重亡津液，故得肺痿。又寸口脈不出而反發汗，陽脈早索陰脈 

不澀，三焦踟躕，入而不出，陰脈不澀，身體反冷，其內反煩，多唾唇燥，小便反難， 

此為肺痿。傷於津液，便如爛瓜下如豚腦，但坐發汗故也。其病欲咳不得咳，咳出幹沫， 

久久小便不利，其脈平弱。肺痿吐涎沫而不咳者，其人不渴必遺溺，小便數。所以然者， 

上虛不能制下故也。此為肺中冷，必眩。師曰：肺痿咳唾，咽燥欲飲者自愈。自張口者 

短氣也。 

 

（2）秘澀 

卷十五脾臟方‧秘澀第六 

淮南五柔丸  治秘澀及虛損不足，飲食不生肌膚，三焦不調，和營衛，利臟腑，補

三焦。 

大黃（一升，蒸三斗米下） 前胡（二兩） 半夏 蓯蓉 芍藥 茯苓 當歸 葶藶 細辛（各一兩） 

上九味，末之，蜜和，合搗萬杵，為丸梧子大，食後服十五丸，稍增之，日再。（《崔 

氏》雲：令人喜飯，消穀益氣。有憂者，加松實半兩，庵閭半兩，服之緩中，不如意便服之，又有黃芩一兩。） 

 

（3）嘔吐噦逆 

卷十六胃腑方 嘔吐噦逆第五  

前胡湯  治嘔吐，四肢痹冷，上氣腹熱，三焦不調。 

前胡 芎藭 甘草 當歸 石膏 人參 桂心 橘皮（各二兩） 芍藥（三兩） 半夏（四兩） 生 

薑（五兩） 大棗（三十枚）  

上十二味口父咀，以水一鬥三升，下黃芩三兩合煮，取三升，分三服。一方不用黃芩。 

 

（4）痰飲 

卷十八大腸腑方‧痰飲第六 

前胡湯  治胸中久寒澼實，隔塞胸痛，氣不通利，三焦冷熱不調，食飲損少無味，

或寒熱身重，臥不欲起。 

前胡（三兩） 黃芩 麥冬 吳萸 大黃 防風（各一兩） 生薑（四兩） 人參 當歸 甘草 半

夏（各二兩）杏仁（四十枚） 

上十二味，口父咀，以水一鬥，煮取三升，去滓，分三服。（《深師方》雲：若脅下滿，加大

棗十二枚。此利水亦佳） 

 

（5）消渴 

卷二十一消渴淋閉方 消渴第一 

論曰：凡積久飲酒，未有不成消渴，然則大寒凝海而酒不凍，明其酒性酷熱物無以

加，脯炙鹽鹹，酒客耽嗜，不離其口，三觴之後。制不由己，飲啖無度，咀嚼鮓醬不擇

酸鹹，積年長夜，酣興不解，遂使三焦猛熱，五臟乾燥，木石猶且焦枯，在人何能不渴。

治之愈否，屬在病者。若能如方節慎，旬月可瘳。不自愛惜，死不旋踵。方書醫藥實多

有效，其如不慎者何？其所慎有三：一飲酒，二房室，三鹹食及面。能慎此者，雖不服



 63 

藥而自可無他。不知此者，縱有金丹亦不可救，深思慎之。 

 

（6）水腫 

卷二十一消渴淋閉方 水腫第四 

問曰：病下利後，渴飲水，小便不利，腹滿因腫者何也？師曰：此法當病水，若小

便自利及汗出者，自當愈（一作盈月當愈。）凡水病之初，先兩目上腫起如老蠶色，挾頸脈

動，股裏冷，脛中滿，按之沒指，已成，猶可治也。此病皆從虛損所致。大病或下利後，

婦人產後，飲水不消，三焦決漏，小便不利，仍相結漸漸生聚，遂流諸經故也。  

 

卷二十一消渴淋閉方 水腫第四  

豬苓散  治虛滿通身腫，利三焦通水道。 

豬苓 葶藶 人參 元參 五味子 防風 澤瀉 桂心 野狼毒 椒目 白術 幹薑 大戟甘草 

（各二兩） 蓯蓉（二兩半） 女曲（三合） 赤小豆（二合）  

上十七味治下篩，酒服方寸匕，日三夜一。老小一匕，以小便利為度。 

 

卷二十一消渴淋閉方 水腫第四  

麝香散  治婦人短氣虛羸，遍身浮腫，皮膚急，人所稀見方。  

麝香（三銖） 雄黃（六銖） 芫花 甘遂（各二分）  

上四味為末，酒服五匕。老少以意增減。亦可為丸如小豆大，強者服七丸。（《短劇》 

無雄黃。深師以蜜丸如大豆，服二丸，日三。治三焦決滿，水在胸外，名曰水病。腹獨大在腹表，用大麝香丸。《華

佗方》、《肘後》有人參二分，為九服）。 

治虛勞浮腫方灸太沖百壯。又灸腎俞。 

 

（7）癰疽 

卷二十二癰腫毒方 癰疽第二  

梔子湯  治表裏俱熱，三焦不實，身體生瘡及發癰癤。大小便不利方。  

梔子仁（二七枚） 芒硝（二兩） 黃芩 甘草 知母（各三兩） 大黃（四兩）  

上六味 咀，以水五升煮減半，下大黃，取一升八合，去滓，納芒硝，分三服。 

 

（8）針灸 

卷三十針灸下 心腹第二 大小便病 

水道 主三焦約，大小便不通。 

 

卷三十針灸下 心腹第二 不能食病 

維道 主三焦有水氣，不能食。 

參考文獻 

唐‧孫思邈.備急千金要方.北京：中醫古籍出版社，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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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節 王燾之三焦論述 

 

《外台秘要》 

 

卷第六 三焦脈病論二首 

《刪繁》論曰：夫三焦者，一名三關也，上焦名三管，反射中焦名霍亂。下焦名走

哺，合而為一，有名無形，主五臟六腑往還神道，周身貫體，可聞不可見，和利精氣，

決通水道，息氣脾胃之間，不可不知也，凡上焦，三管反射者，通三焦，名中清之腑也，

別號玉海、水道，出屬膀胱合者，雖合而不同。上中下三焦同號為孤之腑也，而營出中

焦，衛出上焦。（營者是絡脈之氣道，衛者是經脈之氣道也）上焦如霧，（霧者霏霏起上也）起于胃上管

並咽以上，貫膈布胸中，走腋，循足太陰之分而行還注手陽明，上至舌，下注足陽明，

常以營衛俱行于陽二十五度，行陰亦二十五度為一周，日夜五十周身，周而復始，大會

于手太陰。手少陽也，主心肺之病，內而不出。人有熱則飲食下胃，其氣未定，汗則出，

或出於面，或出於背，或出於身手，皆不循衛氣之道而出，蓋外傷於風內開腠理，毛蒸

理泄，衛氣走之，故不得循其道，此氣剽悍滑疾，見開而出，故不得其道，名曰：漏泄。

其病則肘掌痛，食先吐而後下，氣不續胸膈間厭悶，所以飲食先吐而後下也，寒則精神

不守，泄下便利，語聲不出，若實則上絕於心若虛則引氣於肺。（出第四卷中千金同） 

《千金》論曰：三焦病者腹脹氣滿，少腹尤堅，不得小便窘急，溢則為水，留則為

脹，候在足太陽之外，大絡在太陽少陽之間，亦見於脈，取委陽少腹病腫痛，不得小便，

邪在三焦，約取太陽大絡，視其結脈，與厥陰小絡結而血者。三焦脹者，氣滿在皮膚，

殼殼然而不堅。手少陽之脈是動則病耳聾、嗌腫、喉痹；是主氣所生病者，汗出，目銳

眥痛，頰痛，耳後、肩臑、肘臂外皆痛，小指次指不用為此諸病。寒則留之，熱則疾之，

陷下則灸之，不盛不虛，以經取之。盛者，人迎一倍於寸口；虛者，人迎反小於寸口。（出

第二十卷中） 

 

參考文獻 

 

唐‧王燾.外台秘要.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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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節 王冰之三焦論述 

 

《黃帝內經素問注》 

（1）三焦之形態與功能：三焦者，有名無形，上合於手心主，下合右腎，主謁道諸氣，

名為使者也。 

《素問‧金匱真言論篇第四》 

言人身之臟腑中陰陽，則臟者為陰，腑者為陽。（“臟”謂五神臟；“腑”謂六化腑） 

肝、心、脾、肺、腎五臟皆為陰，膽、胃、大腸、小腸、膀胱、三焦六腑皆為陽。（《靈

樞經》曰：“三焦者，上合於手心主。”又曰：“足三焦者，太陽之別也。”《正理論》曰：“三焦者，有名無形，

上合於手心主，下合右腎，主謁道諸氣，名為使者也。”） 

 

（2）部位三焦：心位處上焦，肺位處上焦，腎位處下焦，肝位處中焦，脾位處中焦。 

《素問‧金匱真言論篇第四》 

故背為陽，陽中之陽，心也；（心為陽臟，位處上焦。……） 

背為陽，陽中之陰，肺也；（肺為陰臟，位處上焦。……） 

腹為陰，陰中之陰，腎也；（腎為陰臟，位處下焦。……） 

腹為陰，陰中之陽，肝也；（肝為陽臟，位處中焦。……） 

腹為陰，陰中之至陰，脾也。（脾為陰臟，位處中焦。……） 

 

（3）三焦者，引導陰陽，開通閉塞。膀胱是孤腑，得氣海之氣施化。 

《素問‧靈蘭秘典論第八》 

三焦者，決瀆之官，水道出焉。（引導陰陽，開通閉塞，故官司決瀆，水道出焉。） 

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氣化則能出矣。（位當孤腑，故謂都官；居下內空，故藏津液。

若得氣海之氣施化，則溲便注泄；氣海之氣不及，則閉隱不通。故曰氣化則能出矣。《靈樞經》曰：“腎上連肺，故

將兩臟。”膀胱是孤腑，則此之謂也。） 

 

（4）脾胃糟粕轉化其味，出於三焦、膀胱 

《素問‧六節藏象論篇第九》 

脾、胃、大腸、小腸、三焦、膀胱者，倉廩之本，營之居也，名曰器，能化糟粕，

轉味而入出者也。（皆可受盛，轉運不息，故為倉廩之本；營起於中焦，中焦為脾胃之位，故云營之居也；然水

榖滋味入於脾胃，脾胃糟粕轉化其味，出於三焦、膀胱，故曰轉味而入出者也。） 

 

（5）下焦病證之病機；下焦為分注之所。 

《素問‧宣明五氣篇第二十三》  

下焦溢為水，（下焦為分注之所，氣窒不瀉，則溢為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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膀胱不利為癃，不約為遺溺，（膀胱為津液之腑，水注由之。然足三焦脈實，約下焦而不通，則不得

小便；足三焦脈虛，不約下焦，則遺溺也。《靈樞經》曰：“足三焦者，太陽之別也，並太陽之正，入絡膀胱，約下

焦，實則閉癃，虛則遺溺。） 

 

（6）三焦欬之病機 

《素問‧欬論篇第三十八》 

久欬不已，則三焦受之。三焦欬狀，欬而腹滿，不欲食飲，此皆聚於胃，關於肺，

使人多涕唾，而面浮腫，氣逆也。（三焦者，非謂手少陽也，正謂上焦、中焦耳。何者？上焦者，出於胃

上口，並咽以上，貫膈，布胸中，走腋。中焦者，亦至於胃口，出上焦之後，此所受氣者，泌糟粕，蒸津液，化其精

微，上注於肺脈，乃化而為血，故言皆聚於胃，關於肺也。兩焦受病，則邪氣熏肺而肺氣滿，故使人多涕唾，而面浮

腫，氣逆也。腹滿不欲食者，胃寒故也。胃脈者，從缺盆下乳內廉，下循腹至氣街；其支者，複從胃下口循腹裏，至

氣街中而合。今胃受邪，故病如是也。何以明其不謂下焦？然下焦者，別於回腸，注於膀胱，故水榖者，常並居於胃

中，盛糟粕而俱下於大腸，泌別汁循下焦而滲入膀胱。尋此行化，乃與胃口懸遠，故不謂此者。） 

 

（7）三焦受情志影響 

《素問‧舉痛論篇第三十九》 

寒氣客於腸胃之間，膜原之下，血不得散，小絡急引故痛，按之則血氣散，故按之

痛止。（“膜”，謂膈間之膜；“原”，謂膈肓之原。血不得散，謂膈膜之中小絡脈內血也。絡滿則急，故牽引而

痛生也，手按之，則寒氣散，小絡緩，故痛止。） 

寒氣客于小腸膜原之間，絡血之中，血泣不得注於大經，血氣稽留不得行，故宿昔 

而成積矣。（言血為寒氣之所凝結，而乃成積。） 

悲則心系急，肺布葉舉，而上焦不通，榮衛不散，熱氣在中，故氣消矣。（“布葉”，

謂布蓋之大葉。） 

恐則精卻，卻則上焦閉，閉則氣還，還則下焦脹，故氣不行矣。（恐則陽精卻上，而不下

流，故卻則上焦閉也。上焦既閉，氣不行流，下焦陰氣亦還回不散，而聚為脹也。然上焦固禁，下焦氣還，各守一處，

故氣不行也。） 

 

參考文獻 

 

唐‧王冰注解，宋‧林億補注.重廣補注黃帝內經素問.北京：學苑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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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兩宋之三焦文獻 

 

第一節 《太平聖惠方》之三焦論述 

 

卷第四十七 三焦總論 

夫三焦者各關也。上焦名三管反射，中焦名霍亂，下焦名走哺。合而為一，有名無

形，生五以知同。 

 

卷第一 辨兩手五臟六腑脈所主法 

肝心出左，脾肺出右，腎與命門俱出尺部。魂魄穀神皆見寸口。左主司官，右主司

府。左大人無與膽神門。右手寸口者，肺與大腸脈之所出也；關上者，脾與胃脈之所出

也；尺中者，命門三焦脈之所皆沉仿此。 

 

 

 

 

 

 

第二節 虞庶之三焦論述 

 

三十一難曰：三焦者，何稟何生？何始何終？其治常在何許？可曉以不？然：三焦者，

水谷之道路，氣之所終始也。 

（虞庶注）天有三元，以統五運；人有三焦，以統五臟也。今依《黃庭經》配八卦、屬

五臟、法三焦，以明人之三焦法象三元也。心肺在上部，心法離卦，肺法兌卦，幹卦主

上焦，幹為天，所以肺行天氣。脾胃在中部，脾胃屬土，統坤卦。艮亦屬土，艮為運氣，

主治中焦。腎肝在下部，腎法坎卦，肝法震卦。巽卦主下焦，主通地氣，行水道。夫如

是，乃知坎離震兌坤以法五臟，幹艮巽乃法三焦，以合八卦變用，乃如下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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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聖濟總錄》之三焦論述 

 

（一）主要論述三焦之篇章： 

（1）三焦理論 

卷第五十四 三焦門 三焦統論 

論曰三焦有名無形，主持諸氣，以象三才之用，故呼吸升降，水穀往來，皆待此以

通達。是以上焦在心下，主內而不出，中焦在胃脘，主腐熟水谷，下焦在臍下，主分別

清濁，出而不內。統而論之，三者之用，又本於中焦。中焦者，胃脘也。天五之沖氣，

陰陽清濁，自此而分，十二經絡所自始。或不得其平，則有寒熱偏勝虛實不同，營衛滯

澀，清濁不分，而生諸病矣。故曰氣會三焦。手少陽脈通於膻中，膻中臣使之官，為氣

之海。審此則知三焦者，沖和之本。 

 

（2）三焦病證 

（i）三焦病 

卷第五十四 三焦門 三焦病 

論曰黃帝針經、謂三焦病者，腹脹氣滿，不得小便窘急，溢則為水，水則為脹，夫

三焦者，決瀆之官，水道出焉，上焦其治在膻中，膻中為氣海，中焦主腐熟水谷，下焦

當膀胱上口，主分別清濁，今三焦俱病，故腹脹氣滿，不得小便，溢而為水脹也，治宜

升降氣道，則腹滿自消，水道自利矣。 

 

治三焦病氣不升降，水道不利，漸成水脹。三和湯方 

大腹皮（炙黃） 紫蘇（莖葉） 沉香（銼） 木瓜（切焙） 羌活（去蘆頭各一兩） 白朮

芎  

上一十一味，粗搗篩，每服三錢匕，水一盞，煎至七分，去滓溫服，不計時候。 

 

治三焦營衛不通，氣滿水脹。檳榔飲方  

檳榔（五枚銼） 木香（一兩） 生薑（切焙） 青橘皮（湯浸去白焙） 芎 （各半兩） 前

胡  

上八味，粗搗篩，每服三錢匕，水一盞，煎至七分，空心溫服，腳腫加牽牛子半兩。面

目浮腫，加郁李仁半兩。 

 

治三焦病，脹滿為水，小便不利。牽牛子丸方  

牽牛子（微炒二兩） 烏臼木根皮（五兩） 木香（三兩） 蜚蠊 大黃（銼炒各二兩）防

己  

上九味，搗羅為末，煉蜜和丸，如綠豆大，日中及雞鳴後，各用溫甘草湯下十丸。稍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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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二十丸，以知為度。 

 

治三焦病久，欲成水，腹脹不消，小水不利。徒都子補氣丸方 

海蛤 牽牛子 赤茯苓（去黑皮） 防己 犀角（鎊） 訶黎勒（去核） 苦葶藶（紙上炒）

半） 生幹地黃（焙細研各一兩）  

上一十七味，搗羅為末，煉蜜和丸，如梧桐子大，空心米飲下十丸，覺壅不快，加至十

五丸，覺通利，即減三五丸，大小便不通，服三十丸。 

 

治三焦不調，小便秘澀，和營衛，利臟腑。淮南五柔丸方  

大黃（銼炒一斤） 前胡（去蘆頭二兩） 赤茯苓（去黑皮） 細辛（去苗葉） 半夏（湯

洗切兩）  

上九味，搗羅為末，煉蜜和搜，再搗千杵。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五丸，食後溫水下。日

三，稍增之。 

 

治陰陽不和，三焦氣滯，胸膈虛痞，腹脅滿脹，小便不利。飲食不消。人參香術散

方  

人參 甘草（炙銼各一兩） 木香（半兩） 白朮（五兩） 五味子（微炒三兩）  

上五味，搗羅為散，每服二錢匕，入薑及鹽各少許，白湯點服，不計時候。 

 

治三焦病脹滿，水道不利，木香枳殼散方  

木香 枳殼（去瓤麩炒） 白芷 蓬術（銼炒） 白朮 甘草（炙銼） 桂（去粗皮各二兩）  

上一十一味，搗羅為散，每服二錢匕，生薑鹽湯點服，不計時候。 

 

治三焦病腹脹氣滿，小便不利。木香丸方  

木香（二兩） 蓽澄茄（四兩） 牽牛子（二十四兩炒香別搗取末一十二兩） 檳榔（四兩

酸粟米飲裹濕紙包灰火中煨令紙焦去飯） 補骨脂（炒香四兩）  

上五味，先搗羅四味為末，入牽牛末令勻，清水和令得所，丸如綠豆大，每服二十丸，

茶湯或熟水下，食後服，如酒食過傷，可服五七丸，小兒一歲，可服一丸，妊婦不可服。 

 

（ii）三焦約 

卷第五十四 三焦門 三焦約 

論曰：《黃帝三部針灸經》曰：少腹腫痛，不得小便，邪在三焦，病名曰三焦約，內

閉，發不得大小便，夫三焦者水谷之道路，氣之所終始也，上焦如霧，中焦如漚，下焦

如瀆。三者流行，營衛致養，則腐熟水穀，分別清濁，以時而下，無複滯留，若營衛不

調，風邪入客，則決瀆之官，約而不通，所以不得大小便也，刺法取足少陰太陽之經，

輔以湯劑，則三焦疏導，清濁判矣。 

 

治調順三焦，平勻氣脈，消痰滯，利胸膈，祛風利大小腸。枳殼丸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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枳殼（去瓤麩炒二兩） 牽牛子（揀擇四兩一半炒一半生搗羅取粉一兩半餘者不用） 陳

橘皮（湯浸去白焙半兩） 檳榔（半兩銼） 木香（一分）  

上五味，搗羅四味為末，與牽牛粉拌勻再羅過。煉蜜和丸，如梧桐子大，每服十五丸至  

二十丸，食後生薑湯下，欲利加丸數。 

 

治三焦約，大小便不通。枳殼散方 

枳殼（湯浸去瓤切作片子焙乾五兩） 濃樸（去粗皮塗生薑汁炙二兩） 滑石（研細一  

兩）桂（去粗皮二兩）  

上四味，搗研拌和。每一兩藥末，更入膩粉半錢和勻，每服一錢匕，用冷米飲調下，腹  

空時服，更量老少虛實加減。 

 

治三焦約，通導大小便。順氣丸方  

木香（二兩） 青橘皮（湯浸去白焙） 人參 赤茯苓（去黑皮） 大戟（用河水煮去  

皮焙各一兩） 郁李仁（半兩） 麻仁（半兩與大戟郁李仁同別搗細入藥內） 甘遂（麩炒

微煙生複于地上候冷出  

上一十味，除別搗三味外，搗羅為末，即入三味拌和、再羅，煉蜜和丸，如豌豆大，每  

服十丸，煎車前子湯下，不拘時候。 

 

治三焦約，少腹腫痛，不得大小便。郁李仁丸方  

郁李仁（湯去皮研） 大黃（銼炒各一兩） 赤茯苓（去黑皮） 澤瀉（銼） 葶藶（隔  

紙上炒各二兩） 大麻仁（一兩半研） 檳榔（三兩銼） 杏仁（去皮尖雙仁麩炒半兩研）  

上八味，搗研了和拌勻，再研極細，煉蜜和丸，梧桐子大，每服空心用甘草湯下三十丸，  

日三，炒鹽酒下亦得。 

 

治三焦氣約，大小便不通。疏風散方  

牽牛子（微炒一兩） 大黃（銼炒一兩） 檳榔（半兩銼） 陳橘皮（湯浸去白焙一兩）  

上四味，搗羅為散，每服二錢匕，生薑蜜水調下，食後良久服。 

 

治三焦約，大小便不通。皂莢散方  

豬牙皂莢（酥炙去皮子） 白蒺藜（各等分）  

上二味，搗羅為末，如大腸不通，用鹽茶調下一錢匕，小便不通，溫酒調一錢匕。 

 

（iii）三焦咳 

卷第五十四 三焦門 三焦咳 

論曰內經謂久咳不已，則三焦受之，三焦咳狀，咳嗽腹滿，不欲食飲，此皆聚於胃，

關於肺，使人多涕唾而面浮氣逆也。蓋三焦之氣，以胃氣為本，水谷之道路，氣之所終

始也，今咳而久者，以寒氣蘊結，關播胃中，故腹滿不食，氣逆上行，涕唾多而面目虛

浮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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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三焦咳，腹滿心胸不利，不思食，幹姜湯方  

乾薑（炮裂） 桂（去粗皮） 款冬花（各半兩） 細辛（去苗葉） 白朮 甘草（炙  

銼） 五味子（炒） 木香（各三分） 附子（炮裂去皮臍一兩）  

上九味，銼如麻豆，每服三錢匕，水一盞，入棗二枚劈破，煎至七分，去滓溫服、日  

三。 

 

治三焦咳，肺胃虛寒，咳逆嘔吐，腹脅脹滿，不能飲食。胡椒理中丸方  

胡椒 蓽茇 乾薑（炮裂） 款冬花 甘草（炙銼） 陳橘皮（湯浸去白焙） 高良薑 細  

辛（去苗葉各二兩） 白朮（二兩半）  

上九味。搗羅為末，煉蜜丸如梧桐子大，每服十五丸，溫水下日再服，不拘時候。 

 

治三焦咳，腹滿不欲食。半夏湯方  

半夏（湯洗去滑七遍焙二兩半） 乾薑（炮二兩） 麻黃（去根節煮去沫焙） 枳實（去  

瓤麩炒） 前胡（去蘆頭） 澤瀉（銼） 杏仁（去皮尖雙仁炒各一兩半） 細辛（去苗葉

一兩）  

上八味，粗搗篩，每服三錢匕，入竹葉少許，水一盞半，煎至八分，去滓溫服日三。不  

拘時候。 

 

治三焦咳嗽，減食息高，調脾肺養氣。黃耆湯方  

黃耆（銼） 人參 白朮 當歸（切焙各三分） 赤茯苓（去黑皮） 百合糯米 桔梗（銼炒）  

上一十味，粗搗篩，每服三錢匕，水一盞，紫蘇五葉，同煎至七分，去滓食後稍熱服。 

 

治三焦咳，心胸滯悶，四肢不和，人參湯方  

人參（一兩） 杏仁（湯浸去皮尖雙仁麩炒） 幹薑（炮） 麻黃（去根節煮去沫焙乾）  

桂（去粗皮） 甘草（炙銼） 五味子（炒） 紫菀（去苗土） 陳橘皮（湯浸去白焙各三

分）  

上九味，粗搗篩，每服四錢匕，水一盞半，棗二枚劈破，煎至七分，去滓溫服日三。 

 

治三焦咳，腹滿不欲飲食。半夏湯方  

半夏（湯洗去滑七遍焙） 木通（銼各四兩） 前胡（去蘆頭） 白朮 赤茯苓（去黑  

皮） 陳橘皮（湯浸去白焙） 檳榔（銼各一兩半） 桂（去粗皮） 枳殼（去瓤麩炒） 旋

複花（去萼各一兩一分）  

上一十味，粗搗篩，每服三錢匕，水一大盞，生薑三片，煎至八分，去滓溫服，不拘  

時候。 

 

治三焦咳，心胸不利，不思飲食。紫蘇子湯方  

紫蘇（微炒） 陳橘皮（湯浸去白焙各一兩） 甘草（炙半兩） 乾薑（炮） 桔梗（銼  

炒） 杏仁（湯浸去皮尖雙仁炒各三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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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六味，粗搗篩，每服四錢匕，水一盞半，入棗二枚劈破，煎至七分，去滓溫服。日三 

 

治三焦咳，腹滿不欲食，順氣五味子丸方  

五味子（炒） 覆盆子（去蒂） 仙靈脾（各一兩）  

上三味，搗羅為末，煉蜜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二十丸，生薑臘茶下，加至三十丸。空心  

食前服。 

治久咳傳三焦，腹滿不欲飲食。藿香湯方  

藿香（葉） 人參 赤茯苓（去黑皮） 青橘皮（湯浸去白焙） 細辛（去苗葉） 益智子（去  

皮微炒） 縮砂仁 陳橘皮（湯浸去白焙） 甘草（炙各一兩） 木香 白芷（微炒各半兩）  

上一十一味，粗搗篩，每服三錢匕，水一盞，入生薑木瓜各三片，同煎至七分，去滓稍  

熱服，不拘時候。 

 

治久咳傳三焦，腹滿不思飲食。及胃虛有痰。玉液散方  

半夏（湯浸去滑七遍焙一兩） 生薑（去皮切焙） 陳粟米（揀淨各二兩）  

上三味，搗研同羅為散，每服一錢匕，水一盞，煎至六分溫服。 

 

（iv）三焦脹 

卷第五十四 三焦門 三焦脹 

論曰：三焦脹者，經所謂氣滿於皮膚，殼殼然而堅不痛是也，蓋脹有痛痞，以別虛

實。若鼓脹之類，內挾宿食，按之堅痛，是謂邪實，今三焦皮膚殼殼然而堅不痛，特以

氣滿為虛脹而已。治宜升降其氣則愈。 

 

治三焦氣滿。皮膚堅脹。順氣白術橘香湯方  

白朮（四兩） 陳橘皮（去白焙） 赤茯苓（去黑皮） 甘草（炙銼各二兩） 附子（炮  

裂去皮臍一兩） 乾薑（炮半兩）  

上六味，銼如麻豆，每服三錢匕，水一盞，薑二片，棗一枚，同煎至七分，去滓溫服。

如覺感寒，入荊芥煎。凡稍覺三焦不和，並服即效。 

 

治三焦虛脹，心腹滿悶。五香丸方  

沉香（銼） 丁香 白檀香（銼） 香子（炒） 蓽澄茄 青橘皮（去白焙） 胡椒 縮砂（  

去皮） 赤茯苓（去黑皮） 白芷 牛膝（酒浸切焙） 甘草（炮各一兩） 木香（一兩半）  

麝香（研三分） 蓬莪術（炮銼半兩） 枳殼（去瓤麩炒半兩） 葛花（一兩半） 肉豆蔻

（去殼五枚）檳榔（炮三枚銼） 半夏（三兩湯洗七遍入生薑三兩同杵為末作餅焙乾） 人

參（半兩） 桂（去粗皮半兩） 蓽茇（半兩） 赤小豆花（三兩） 葛根（炒二兩）  

上二十五味，搗研為末，拌勻煉蜜和丸，櫻桃大，每服一丸，細嚼，用淡生薑湯下。不  

拘時候。或飲酒多氣悶，即含化一丸。 

 

治三焦氣滿虛脹，及一切臟腑氣疾。檳榔湯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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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檳榔（四兩一半煨一半生用） 肉豆蔻（去殼） 木香（各一兩） 青橘皮（去白焙）  

濃朴（去粗皮生薑汁炙透） 枳殼（去瓤麩炒） 京三棱（煨銼） 桂（去粗皮） 人參 白

茯苓（去黑皮） 陳曲（炒） 麥 （炒） 幹薑（炮） 白朮 訶黎勒（炮去核） 甘草（炙

銼各二兩）  

上一十六味。粗搗篩，每服三錢匕，入生薑一塊拍破，棗二枚去核。同煎至七分。去滓  

溫服，不計時候。 

 

治三焦脹，和養脾骨，除積聚氣。京三棱散方  

京三棱（煨為末十兩） 陳曲（微炒） 大麥 （微炒） 木香 肉豆蔻（去殼） 白  

檳榔（銼）薑汁炙熟各一兩）  

上一十味，搗羅為散拌勻。每服二錢匕，入鹽少許，沸湯點服。不計時候。 

 

治三焦虛脹。丁沉丸方  

丁香 沉香（銼） 木香 香子（炒各一分） 雞舌香（半分） 胡椒（半分） 阿  

魏（少許  

上七味。除阿魏外，搗羅為末，以阿魏末煮糊和丸。如綠豆大，每服五七丸。細嚼。鹽  

湯下，如本藏氣弱，炒 香子酒下，婦人血氣醋湯下。 

 

治三焦脹氣滿。撞氣丸方  

蓽澄茄 木香 幹薑（炮） 桂（去粗皮各半兩） 胡椒（一分） 白豆蔻（去皮半兩）  

蓽茇兩） 阿魏（一  

上一十二味。搗羅為末，煉蜜和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二十丸。米飲下，空心食前服。 

 

治三焦脹滿，消化滯氣。小丁香丸方  

丁香 沉香（銼各一分） 乳香（研一錢半） 香子（半兩炒） 桂（去粗皮半兩） 檳  

榔（豆（十五枚  

上一十味。除研者外，搗羅為末，次入乳香巴豆阿魏令勻，煮白米粥和丸，如綠豆大，  

每服五丸。生薑湯下，如胸膈氣不和。及元髒冷氣，上攻迷悶。加至十丸，溫酒下。常

服熟水亦得，要微動以意加服之。 

 

治三焦虛脹。通氣生薑丸方  

生薑（去粗皮切作片焙） 濃樸（去粗皮生薑汁炙熟各六兩） 半夏（湯洗七遍一兩） 陳  

橘皮（去白焙六兩） 人參 白茯苓（去黑皮） 陳曲（微炒） 大麥 （炒各一兩半）  

上八味，搗羅為細末，用生薑汁煮麵糊和丸。如梧桐子大，曝幹，每服三十丸，空心食  

前米飲下。 

 

治三焦脹，按之堅不痛。勻氣散方  

京三棱（煨熟銼） 蓬莪術（炮銼） 益智子 甘草（炙銼） 木香 桂（去粗皮） 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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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各上九味，搗羅為散。每服二錢匕，溫米飲入鹽少許調下，空心夜臥服，小兒疳脹。

熟水調下半錢。 

 

治脾胃氣弱，不思飲食，嘔逆吞酸，腹內虛鳴，下利脹滿。飲食遲化，氣道痞澀，

升降不勻，水飲停滯，胸下偏痛，寒氣加之。結聚成形。動氣癖結，痼冷陳寒，久而不

去者，常服健脾暖胃，調中進食。消飲勻氣。均氣丸方  

香子（炒） 木香 桂（去粗皮） 桃仁（湯浸去皮尖炒） 京三棱（炮） 青橘皮  

（去白）  

上一十味。同搗羅為末，酒煮麵糊為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五十丸，溫熟水下。不計時  

候。 

 

治陰陽氣不升降，心腹鼓脹，脅肋刺痛，倦怠嗜臥。全不思食。寸金丸方  

雄黃 京三棱（炮銼） 石三棱 雞爪三棱 蓬莪朮（炮） 桂（去粗皮） 木香 沉香（銼）  

四枚） 砂（兩） 大麥 （炒四兩）  

上一十八味。搗研為末，同和勻，以糊餅劑作糊，和丸如梧桐子大，風乾。用油煤、令  

紫色為度。入瓷合收貯，以研麝香一分熏之。每服先嚼棗一枚，下二丸乾咽。不得嚼破，

食後或臨臥服，虛弱人有所傷，皆可服。 

 

治三焦滯氣，陳曲湯方  

陳曲（炒黃） 萊菔子（炒黃等分）  

上二味，粗搗篩，每服三錢匕，水一盞，煎三四沸，去滓入麝香末少許，再煎一沸。溫  

服不拘時。 

 

（v）三焦有水氣 

卷第五十四 三焦門 三焦有水氣 

論曰：三焦有水氣者。氣滯不通，決瀆之官內壅也。蓋水聚於胃，氣能傳化。今氣

不升降，水聚不行，則脾經受濕。故為腹滿浮腫之證，治宜導氣而行之，氣通則水自決

矣。 

 

治三焦積氣，漸成水病。腹脹四肢浮腫。寬胸膈，利小腸。檳榔湯方  

檳榔（生銼） 大腹皮（銼） 白朮 五味子（炒） 枳殼（去瓤麩炒） 黃耆（銼） 防己

木通（銼） 桑根白皮 陳橘皮（湯浸去白焙） 濃樸（去粗皮生薑汁炙） 桂（去粗皮各

一兩） 木  

上一十五味，粗搗篩，每服三錢匕，水一盞，生薑三片，棗二枚劈破，同煎至七分，去  

滓溫服。早晨臨臥服。 

 

治三焦不調。上乘于肺，時發喘咳，身體浮腫，坐臥不安。澤漆湯方  

澤漆 防己 甜葶藶（紙上炒） 郁李仁（湯浸去皮炒各半兩） 百合 陳橘皮（湯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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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白  

上九味，粗搗篩，每服三錢匕，水一盞，棗二枚劈破，同煎至七分，去滓溫服，不拘時 

 

治三焦有水氣，滿悶不能食，消痰氣令能食。茯苓飲方  

赤茯苓（去黑皮） 人參 白朮 生薑（切各三兩） 枳實（去瓤麩炒二兩） 陳橘皮（湯浸  

上六味，銼如麻豆，每服五錢匕，水一盞半，煎至一盞。去滓溫服，不拘時。 

 

治三焦有水氣，胸脅支滿、目眩。茯苓湯方  

赤茯苓（去黑皮四兩） 桂（去粗皮） 白朮 甘草（炙各三兩）  

上四味。粗搗篩，每服五錢匕，水一盞半，煎至一盞，去滓溫服，不拘時。 

 

治三焦不順，心下痞滿，膈間有水，目眩悸動。小半夏加茯苓湯方  

半夏（湯洗去滑焙五兩） 生薑（半斤） 赤茯苓（去黑皮三兩）  

上三味，銼如麻豆，每服五錢匕，水二盞，煎至一盞，去滓溫服，不拘時。 

 

治三焦氣不通。心腹脹、喘促。大小便不利，甘遂散方  

甘遂（生半兩） 牽牛子（半生半炒） 續隨子（去殼研） 大戟（各一兩） 葶藶（紙  

上炒一分）  

上五味。搗羅為散，每服半錢匕，空心濃煎燈心湯調下，利下水為效。未減更一服。 

 

治三焦水氣，甚者四肢虛腫。甘遂散方  

甘遂（半兩） 檳榔（生銼） 木香 牽牛子（半生半炒） 萊菔子（研各一兩）  

上五味，搗羅為散，每服半錢匕，煎紫蘇木瓜湯調下，空心服，利下水為度，量人虛實  

加減。 

 

（vi）三焦俱虛 

卷第五十四 三焦門 三焦俱虛 

論曰：上焦虛則引氣於肺，中焦虛則生寒，腹痛洞泄，便利霍亂，下焦虛、則大小

便不止，津液氣絕，寒則補於腎，然三焦者水谷之道路，氣之所終始也，其處雖異，其

源則一，故有俱虛之病。 

 

治三焦氣虛，心胸痞悶，兩脅脹滿，不思飲食，四肢少力，或多痰涎，咽喉不利，

或上氣喘促，頭目昏眩，心腹疼痛，又治中滿下虛，久服和補脾元。調適寒溫，順四時

之胃氣，大能進飲食。通流津液，止煩渴。育神養氣。谷神散方  

枇杷葉（淨刷去毛塗棗汁炙香熟一兩） 石斛（細銼用酒拌和微炒三分） 薏苡仁（微  

炒一兩） 縮砂蜜（去皮一兩） 丁香（半兩） 杜仲（去粗皮用生薑汁與酒合和塗炙令香

熟三分） 藿香葉（三分） 隨風子（如無揀緊小訶黎勒亦得三分） 沉香（細銼三分） 木

香（三分） 半夏（用湯洗七遍生薑一分切作片子與半夏同搗爛作餅子炙黃一分） 青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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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湯浸去白焙乾半兩）大腹皮（銼微炒三分） 檳榔（細銼半兩） 白朮（二兩） 桑根

白皮（細銼微炒半兩） 陳橘皮（湯浸去白焙三分） 白豆蔻（去皮微炒一兩） 人參（一

兩） 五味子（半兩） 白茯苓（去黑皮一兩） 陳曲（微炒三分） 穀 （微炒半兩） 甘

草（微炙黃一兩）  

上二十四味，搗羅為散，每服三錢匕，以水一盞，入棗三枚劈，生薑三片，同煎至七分。  

去滓溫服，不計時候。 

 

治三焦虛痞，心胸刺痛，安和五藏，化痰利膈，止逆進食。沉香石斛丸方  

沉香（銼） 石斛（去根） 人參 白茯苓（去黑皮各一兩） 菟絲子（酒浸一宿別搗  

末三分）子（三分） 熟幹地黃（焙一兩） 百合（三分） 陳橘皮（湯浸去白焙三分） 枸

杞子（焙三分） 黃耆（微炙銼半兩） 巴戟天（去心半兩） 柏子仁（別研三分） 牛膝

（酒浸切焙一兩）  

上一十七味，搗羅為末，酒煮白麵糊和丸。如梧桐子大，每服十五丸至二十丸，溫水飲  

下，溫酒下亦得，空心食前。 

 

治三焦俱虛，氣道澀滯，散痞滿，進飲食。柏子仁丸方  

柏子仁（別研） 熟幹地黃（焙） 肉蓯蓉（酒浸三日切作片子焙乾） 牛膝（酒浸一複時

切焙） 補骨脂（炒熟） 巴戟天（去心） 香子（炒） 五味子（炒） 木香 遠志（去心

各一兩）  

上一十味。搗羅九味為末，入柏子仁研令勻，酒煮麵糊和丸，如梧桐子大。每服十五丸  

至二十丸。淡生薑湯下，溫酒下亦得。空心食前服。 

 

治三焦俱虛，平補。葫蘆巴湯方  

葫蘆巴 沉香 芎 陳橘皮（湯浸去白焙） 香子（輕炒） 人參 白茯苓（去黑  

皮各半兩） 附子（炮裂去皮臍一兩） 木香 益智（去皮） 桂（去粗皮） 乾薑（炮） 甘

草（炙各一分）  

上一十四味，銼如麻豆，每服三錢匕，以水一盞，入生薑三片，棗二枚劈。同煎至七  

分，去滓空心溫服、日三。 

 

治三焦氣虛，升降不勻，水谷遲化。姜棗丸方  

桂（去粗皮） 附子（炮裂去皮臍） 乾薑（炮） 陳橘皮（湯浸去白焙） 人參 白  

茯苓（去黑皮） 濃樸（去粗皮生薑汁炙各一兩） 陳曲（炒黃二兩）  

上八味，搗羅為末，生薑汁煮棗肉為丸，如梧桐子大。空心食前，以溫酒下二十丸。加  

至三十丸。 

 

治三焦俱虛，上引肺氣、補氣。人參散方  

人參（紫團者） 甘草（炙各二兩） 前胡（去蘆頭） 五味子（炒） 桔梗（炒） 木  

香大腹（銼） 益智（去皮） 白茯苓（去黑皮） 山芋 烏藥 蓬莪術 沉香（銼） 薑黃 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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榔銼白術一兩半） 丁香陳橘皮（湯浸去白焙各三分） 白豆蔻（去皮） 青橘皮（湯浸去

白焙各半兩）  

上二十六味，以京三棱烏藥蓬莪術白術等四味細銼，別用陳曲末，同四味藥。炒令黃色，  

去陳曲，同餘藥為散，每服二錢匕，水一盞，入生薑半分切，同煎至七分，不去滓，食

前溫服。 

 

治三焦俱虛，脾胃氣不和，心腹 痛，不思飲食。沉香丸方  

沉香（一兩） 濃樸（去粗皮生薑汁炙一兩半） 桂（去粗皮一兩） 附子（炮裂去皮  

臍半兩）梗（銼炒一兩） 白朮（銼麩炒一兩） 五味子（微炒三分） 甘草（炙銼半兩）  

上一十一味，銼如麻豆，每服三錢匕，水一盞，入生薑半分切，同煎至七分，去滓稍  

熱食前服。 

 

治三焦俱虛脾胃諸疾。調氣進食。補和湯方  

人參 黃 （銼） 白朮 甘草（炙銼） 幹薑（炮） 白豆蔻（去皮） 蒼朮（米泔  

浸一宿銼  

上八味，粗搗篩，每服三錢匕，生薑三片，水一盞，同煎至七分，去滓稍熱服。 

 

治三焦俱虛，和脾胃，進飲食。姜朴丸方  

濃朴（去粗皮一斤劈作十六片肥生薑一斤椎碎鍋內旋添湯煮薑味淡取出濃樸焙） 乾薑  

（上三味，搗羅為末，用熟棗肉為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二十丸，溫米飲下，食前服。 

 

治三焦俱虛，脾腎二藏冷氣，滑泄不止，飲食不進，致肌體羸瘦，行步少力。附子

散方附子（四兩炮裂去皮臍趨熱切作片子濃薄如錢用生薑半斤取汁以慢火煮附子令汁盡

焙乾） 縮砂仁（慢火炒熟一兩） 肉豆蔻（去殼炮半兩） 蜀椒（去目及閉口者炒出汗半

兩）香子（上五味，搗羅為散，更入乳缽內，再研令細，瓷合內盛貯，無令透氣，每服

三錢匕，用羯羊子肝，去筋膜切作小片子，入藥末在內，入蔥白鹽醋少許，拌和勻，用

竹杖子作串子，於猛火上炙令香熟，乘熱吃，用溫酒一盞半下，如不飲酒，即以粟米飲

下，空心早晚食前，如六十以上，及久患者，即藥至四錢匕，服至三日見效，如無病患

服，補益元藏，和脾胃，進飲食。 

 

（3）上焦病證 

（i）上焦虛寒 

卷第五十四 三焦門 上焦虛寒 

論曰：上焦如霧，其氣起於胃上口，並咽以上貫膈，其氣虛寒，則令人精神不守，

引氣於肺，咳嗽、語聲不出、膈寒之病生焉。 

 

治上焦虛寒，一切氣逆，胸膈噎悶，心腹刺痛，脅肋脹滿，飲食不消，嘔逆欲吐。

及治肺胃傷冷，咳嗽痞滿，或上氣奔急，不得安臥。紫蘇子丸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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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蘇子（揀淨微炒） 陳橘皮（湯浸去白焙各二兩） 高良薑（炮） 桂（去粗皮） 人  

參（各一兩）  

上五味，搗羅為末，煉蜜和丸。彈子大，每服一丸細嚼，溫酒下，米飲亦得，不計時候  

，若食瓜膾生冷，覺有所傷，噫氣生熟，欲成霍亂者，含化一丸，細細咽汁服盡，應時

立愈 

 

治上焦有寒。心胸冷氣攻刺疼痛。七香丸方  

丁香（二分） 桂（去粗皮一分） 青橘皮（湯浸去白焙半兩） 縮砂（去皮半兩） 木  

香（一分） 檳榔（銼三枚） 巴豆（二十粒去皮膜以紙裹壓去油）  

上七味，搗羅為末，醋糊丸如綠豆大，每服十丸至十五丸，生薑湯茶酒任下，不拘時候 

 

治上焦有寒，胸膈滿悶，背膂引疼，心腹膨脹，脅肋刺痛，食飲不下噎塞不通。嘔

吐痰逆。口苦吞酸。羸瘦少力，短氣煩悶，常服順氣寬中，消 癖積聚，散驚憂恚氣。枳

殼湯方  

枳殼（去瓤麩炒一兩） 京三棱（炮銼一兩） 乾薑（炮半兩） 濃樸（去粗皮生薑汁  

炙半兩）（去殼各半兩）蓬莪朮（銼） 檳榔（銼） 桂（去粗皮各二兩） 青橘皮（湯浸

去白焙半兩）  

上一十三味，粗搗篩，每服三錢匕，水一盞半，生薑三片，棗一枚劈，煎至八分。去滓  

熱服，不拘時候。 

 

治上焦虛寒，幹嘔無度。通神湯方  

乾薑（炮去皮五兩） 蜀椒（去目及閉口者炒出汗三兩） 菖蒲 桂（去粗皮） 白朮  

（各二兩） 半夏（湯洗去滑七遍生薑制） 人參 五味子（炒） 甘草（炙各一兩）  

上九味，粗搗篩，每服三錢匕，水一盞，煎至六分，去滓溫服。食後良久，稍增至四錢  

匕，以知為度。 

 

治上焦虛寒，氣不宣通，咳嗽喘急，逆氣虛痞，胸膈噎悶，腹脅滿痛，迫塞短氣，

不能飲食，嘔吐痰水。胡椒理中丸方  

胡椒 蓽茇 乾薑（炮） 款冬花（去梗） 甘草（炙銼） 陳橘皮（湯浸去白焙） 高  

良薑 細辛（去苗葉各四兩） 白朮（五兩）  

上九味，搗羅為末，煉蜜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五七丸，溫湯下，米飲亦得，不拘時候，  

日再。 

 

治上焦閉塞，幹嘔不出，吐涎沫吞酸。濃朴湯方  

濃朴（去粗皮生薑汁炙二兩） 吳茱萸（水洗焙乾炒） 人參 白茯苓（去黑皮） 桔  

梗（炒） 玄參（各一兩半） 芎 白朮（各二兩） 附子（炮裂去皮臍一兩） 陳橘皮  

（湯浸去白焙一兩半）  

上一十味，銼如麻豆，每服三錢匕，生薑一小塊拍碎，水一盞，煎至七分，去滓溫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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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拘時候。 

 

治上焦虛寒氣短，語聲不出。黃 湯方  

黃耆 （銼一兩） 桂（去粗皮） 丹參（各二兩） 枳殼（去瓤麩炒） 乾薑（炮） 五  

味子（炒） 白茯苓（去黑皮各一兩半） 杏仁（湯浸去皮尖雙仁炒一兩） 甘草（炙銼一  

兩半） 芎 （一  

上一十味，粗搗篩，每服三錢匕，水一盞，煎至七分，去滓溫服，不拘時候。 

 

治上焦寒氣短，語聲不出。幹姜丸方  

乾薑（炮） 白朮 附子（炮裂去皮臍） 桂（去粗皮） 五味子（各三分） 甘草（炙  

銼半兩）  

上八味，搗羅為末，煉蜜和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二十丸至三十丸。溫酒下。 

 

（ii）上焦熱結 

卷第五十四 三焦門 上焦熱結 

論曰上焦在心下，其氣起於胃上口，並咽貫膈，有熱則喉舌乾燥，口氣面赤，胸膈

痞滿之病生焉。 

 

治上焦熱結，飲食不下，汗出頭面身體皆熱。泄熱澤瀉湯方  

澤瀉（不蛀者銼） 人參 心（焙乾各一兩） 柴胡（去苗） 半夏（湯洗七遍炒） 赤  

茯苓（去黑皮各一兩半） 甘草（炙銼） 桂（去粗皮各半兩） 石膏（碎四兩） 地骨皮

（二兩三分）  

上一十味，粗搗篩，每服五錢匕，水一盞半，生薑一棗大拍碎，竹葉七片，煎至八分，  

去滓溫服、日三。 

 

治上焦熱結，腹滿不欲食，食則先吐後利，肘脅攣痛。麥門冬湯方  

麥門冬（去心焙二兩） 白朮（二兩半） 赤茯苓（去黑皮） 心（焙乾） 甘草（炙  

銼各一兩） 人參 陳橘皮（去白焙乾） 蘆根（切炒） 葳蕤（各一兩半） 陳粟米（微炒

半兩）  

上一十味，粗搗篩，每服五錢匕，水一盞半，生薑一棗大拍碎，竹茹彈子大，煎至八分，  

去滓溫服、日三。 

 

治上焦熱結，心氣懊 ，振掉譫語。玉螺丸方  

井泉石（研五兩） 丹砂（研三兩） 鐵精（研） 芒硝（研） 黃環（各二兩） 大黃（銼

炒）黃連（去須） 丹參地龍（炒各一兩）  

上九味，搗羅五味為末，與四味研者和勻，煉蜜丸如綠豆大，每服十丸，平旦時及初更  

後，濃煎麥門冬湯下，以知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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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上焦氣勝熱結頭痛。大青湯方  

大青（三兩） 百部根（五兩） 紫菀（去苗土） 茜根 黃芩（去黑心各二兩） 生乾地黃

（焙  

上九味，粗搗篩，每服三錢匕，水一盞，煎至七分，去滓食後溫服，以知為度。 

 

治熱結上焦，晝常多瞑。仙乳丸方  

伏翼（重五兩者一枚連腸胃炙燥） 營實（微炒五兩） 威靈仙（去土三兩） 牽牛子（炒）  

上九味，搗研為末，煉蜜和丸，如綠豆大，每服七丸，食後溫木通湯下，稍增至十五丸，  

小兒每服三丸，以知為度。 

 

治熱結上焦，致風氣上行，痰厥頭痛。水蘇丸方  

水蘇葉（五兩） 皂莢（炙去皮子三兩） 芫花（醋炒焦二兩）  

上三味，搗羅為末，煉蜜和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二十丸，食後溫荊芥湯下，以知為度 

治內熱上逆，目睛如脫。接神散方  

菊花（五兩） 秦艽（去土三兩） 射干 白朮 鉛霜（各二兩） 樸硝（研） 石膏  

（研） 白  

上九味，搗研為散，每服二錢匕，食後溫米飲調下，稍增至三錢匕，以知為度，氣弱者  

減之。 

 

治上焦熱結，脾肺久壅，痰涕喘悶，腦昏背痛，常覺口乾咽澀，飲食無味，時覺煩

躁，鼻塞。消氣丸方。  

皂莢（五挺及不蛀者去皮子水煮五七沸取出酥炙） 防己 人參 射干（不 者） 桑  

根白枚銼）  

上九味，搗羅為末，煮棗肉和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二十丸，食後荊芥湯下，日二。 

 

治上焦熱結，心肺壅滯，面赤心忪，口幹頭昏，化熱氣，順血脈。火府丸方  

生乾地黃（焙四兩） 黃芩（去黑心） 木通（銼各二兩）  

上三味，搗羅為末，煉蜜和丸，如梧桐子大，每服十五丸至二十丸，食後溫米飲下，大  

段熱躁新汲水下，小兒化破服，丸數臨時加減。 

 

治上焦熱結，口燥咽幹，臟腑秘滯，面赤心煩。天門冬丸方  

天門冬（去心焙二兩） 地骨皮 人參 甘草（炙銼） 黃耆 （炙銼） 枸杞子（焙） 甘  

菊花（上一十一味，搗羅為末，煉蜜和丸，如雞子黃大，每服一丸，以水一盞，煎至七

分。和滓食後臨臥溫服。 

 

治上焦熱結攻注，咽頸赤腫，飲食不下，欲成癭氣。松蘿丸方  

松蘿（生半兩） 山豆根（生） 防風（去叉） 海藻（洗去鹹炒） 連翹 木通（銼）  

檳榔（上九味，搗羅為末，煉蜜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三十丸，食後溫酒下，日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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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上焦熱結，頭痛昏眩，胸膈煩悶，涕唾稠粘，痰實噁心，不欲飲食。前胡枳殼湯

方  

前胡（去蘆頭） 人參 赤茯苓（去黑皮各一兩），枳殼（去瓤麩炒） 半夏（湯洗七  

遍去滑焙冬（去心焙三分）  

上一十味，粗搗篩，每服三錢匕，水一盞，生薑二片，同煎至六分，去滓食後溫服。 

 

治膈熱生涎，嘔吐。槐花散方  

槐花（炒黃黑色） 皂莢（去皮燒煙絕） 白礬（敖汁盡） 甘草（炙各等分）  

上四味，搗研為散，每服二錢匕，白湯調下，凡吐多是膈熱，熱即生涎，此藥能化胃膈  

熱涎，特有殊效。 

 

解暴熱，化涎涼膈，清頭目。龍膽丸方  

龍膽 白礬（燒汁枯各四兩） 天南星 半夏（各二兩半水浸切作片用漿水雪水各半同  

煮上四味，搗研為末，麵糊為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三十丸，臘茶清下，食後臨臥服。

麵糊須極稀，如濃漿可也，凡痰壅膈熱，頭目昏重，服之頓清，嶺南瘴毒，才覺昏悶，  

速服便解，咽喉腫痛，口舌生瘡，上壅熱涎諸證，悉可服，小兒尤良。 

 

（4）中焦病證 

（i）中焦虛寒 

卷第五十四 三焦門 中焦虛寒 

論曰中焦如漚者，以其在胃中脘，不上不下，主腐熟水穀，本胃脘之陽，氣溫乃能

腐化水穀之精，灌養周身，若寒客中焦，則胃中冷，胃中冷則飲食不化，腹痛飧泄，霍

亂吐利，治法宜溫補之。 

 

治中焦有寒，洞泄不利，或因霍亂後，瀉利無度，腹中虛痛。黃連湯方  

黃連（去須四兩） 黃柏（去粗皮） 當歸（切焙） 濃樸（去粗皮生薑汁炙熟各三兩）  

酸石  

上七味，粗搗篩，每服五錢匕，水一盞半，煎至八分，去滓溫服、日三。 

 

治中焦虛寒洞泄。人參湯方  

人參 當歸（切焙） 甘草（炙銼） 黃芩（去黑心各二兩） 赤茯苓（去黑皮） 乾  

薑（炮）  

上八味，粗搗篩，每服五錢匕，入粟米二錢，水二盞，煎至一盞，去滓溫服。日三。 

 

治中焦虛寒，數年不能食。消食丸方  

小麥 曲（各一升） 乾薑（炮） 烏梅肉（各四兩）  

上四味，搗羅為末，煉蜜丸如梧桐子大，每服十五丸，不拘時，生薑湯下，日再，稍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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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四十丸。 

 

治中焦有寒，胃中逆冷泄利。朴沉湯方  

濃朴（去粗皮生薑汁炙透五兩） 沉香（三兩） 丁香 附子（炮裂去皮臍） 高良薑  

（各二上九味。銼如麻豆，每服三錢匕，水一盞，煎至六分，去滓食前溫服。 

 

治中焦有寒，陰凝胃口，噦噫不止。 醬湯方  

醬（二兩） 高良薑（三分） 蓽澄茄（半兩）  

上三味，粗搗篩，每服三錢匕，水一盞，煎至七分，去滓入苦酒數滴熱呷，以知為度。 

 

治中焦寒，進飲食，益脾元。姜棗丸方  

桂（去粗皮） 附子（炮裂去皮臍） 幹薑（炮） 陳橘皮（去白焙） 人參 白茯苓（去黑

皮）  

上八味，搗羅為末，薑汁煮棗，取肉和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三十丸，空心食前，溫酒  

下。 

治中焦虛寒，瀉痢不止，臍腹疼痛。通聖丸方  

乾薑（炮） 白礬（燒令汁盡） 硫黃（細研各二錢） 桂（去粗皮） 肉豆蔻仁 附  

子（炮裂去皮臍） 吳茱萸（湯洗焙乾炒） 縮砂仁 訶黎勒皮（各一分）  

上九味，搗研為末，同研令勻，煮麵糊和丸，如梧桐子大，每服十五丸，煎醋艾湯下，  

食前服。 

 

治中焦虛冷，目中急痛，耳鳴脛寒。黃 湯方  

黃耆 （一兩） 防風（去叉） 細辛（去苗葉） 桂（去粗皮） 柏子仁（別研） 陳  

橘皮（去白焙）人參（各半兩） 甘草（炙一分） 芎 （半兩） 吳茱萸（湯浸焙乾炒一

錢）  

上一十味，除研者外，粗搗篩拌勻，每服五錢匕，生薑五片，棗二枚劈破，水一盞半，

煎至八分，去滓溫服、食前。 

 

治中焦有寒，痰逆不思飲食。化痰丸方  

半夏（四兩湯洗七遍焙乾） 礬石（燒灰研一兩）  

上二味，搗研為細末，以生薑自然汁煮棗，取肉和丸，如梧桐子大，每服十五丸。生薑  

湯下，不拘時候。 

 

治中焦虛寒，痰積不散。溫白丸方  

丹砂（一兩研如粉一半入藥一半為衣） 白礬（研飛） 半夏（湯洗七遍去滑焙） 生  

薑（各三兩切與半夏同搗作餅炙黃熟為度） 白朮（二兩） 丁香（半兩）  

上六味，除丹砂一半為衣外，搗研為細末，薑汁煮糊和丸，如梧桐子大，丹砂為衣。每  

服二十丸，食後臨臥生薑湯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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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中焦寒痰。半夏丁香丸方  

半夏（二兩水浸七日曝幹） 白礬（燒令汁盡半兩） 丁香（一分）  

上三味，搗研為末，薑汁煮糊和丸，如小豆大，每服五丸至七丸，鹽湯下。 

 

治中焦有寒。紫蘇湯方  

紫蘇（莖葉） 藿香（葉） 赤茯苓（去黑皮） 甘草（炙銼） 人參 桔梗（炒） 葛  

根（各一兩） 丁香枝杖（半兩）  

上八味，粗搗篩，每服三錢匕，水一盞，煎至七分，去滓溫服。 

 

治中寒胃虛，飲食遲化，氣不升降，嘔逆噁心，留飲寒痰，癖結動氣，脅下逆滿。

有時而痛，按之有形，或按有聲，膈脘虛痞，食物多傷，噫氣醋臭，心腹常疼，霍亂吐

逆，煩悶不安。陳曲丸方  

陳曲（炒黃） 木香 濃樸（去粗皮生薑汁炙） 甘草 檳榔 青橘皮（去白） 白朮 枳  

殼（麩炒去瓤） 京三棱（炮各八兩） 乾薑（炮） 桂（去粗皮各一十二兩）  

上一十一味，同搗羅為末，水煮麵糊為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五七丸，溫米飲下。不計  

時候。 

 

（ii）中焦熱結 

卷第五十四 三焦門 中焦熱結 

論曰中焦者在胃中脘，不上不下，主腐熟水穀，其氣和平，能傳糟粕，蒸津液，變

精微，上注於肺，通行營衛，仲景曰、熱在中焦，則為堅，故其氣實，則閉塞不通，上

下隔絕，熱則身重目黃口甘脾癉之證生焉。 

 

治中焦熱結閉塞，上下不通。關隔不吐不利，腹膨脹喘急。瀉熱九味湯方  

大黃（銼炒） 黃芩（去黑心） 澤瀉（銼） 升麻（各一兩） 羚羊角（鎊） 梔子  

仁（各一兩一分） 生乾地黃（焙一兩） 玄參（二兩半） 芒硝（研一兩）  

上九味粗搗篩，每服三錢匕，水一盞，煎至七分，去滓溫服、日三 

 

治中焦熱結，腸胃不通，引飲無度。栝蔞根丸方  

栝蔞根（五兩） 王瓜根（三兩） 鐵粉（研） 苦參 黃連（去須） 樸硝（研） 芒  

硝（研各二兩） 白石英（研） 澤瀉（銼） 龍膽 白英 水萍焙 菇根（各一兩）  

上一十三味，搗羅為末，煉蜜丸如梧桐子大，每服十五丸，早晚食前用溫米飲下。稍增  

至三十丸，以知為度。 

 

治中焦熱結，唇腫口生瘡，咽喉壅塞。舌本強硬，煩躁昏倦。射幹湯方  

射干 升麻 枳殼（去瓤麩炒） 大黃（制炒各一兩） 羚羊角（鎊） 柴胡（去苗） 木  

通（銼） 玄參 甘草（炙各半兩） 龍膽 馬牙硝（各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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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十一味，粗搗篩，每服三錢匕，水一盞，入竹葉二七片，同煎至七分，去滓放溫食  

後服。 

 

治中焦熱結，水穀下痢。藍青丸方  

藍青汁（一升） 黃連（去須二兩） 黃柏（去粗皮） 白朮（銼炒） 地榆（各三分）  

地骨皮（半兩） 阿膠（炙燥一兩一分） 烏梅（去核炒三分）  

上八味，將後七味搗羅為末，用藍青汁煎為膏，丸如梧桐子大，每服十丸至十五丸。空  

腹粥飲下、日三。 

 

治中焦熱結，胃氣鬱伏，身發黃膽。白英丸方  

白英（五兩） 白蘞（三兩） 紫草 芒硝（研） 大黃（銼以上各二兩） 茵陳蒿 葶  

藶子（紙上炒） 濃樸（去粗皮生薑汁炙透） 枳殼（去瓤麩炒各一兩）  

上九味，搗羅為末，煉蜜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二十丸，早晚食前用蜜湯下，以知為度。 

 

治中焦蓄積癉熱，食已如饑。 根散方  

根（銼二兩） 松脂（三分） 槐花（炒半兩）  

上三味，搗羅為散，每服二錢匕，早晚食前、溫糯米飲調下，稍增至三錢匕，以知為度 

 

治中焦結熱，下赤白沃。鼠尾草散方  

鼠尾草（五兩） 槐花（炒三兩） 犀角（鎊） 黃連（去須） 梔子仁（各二兩） 黃芩（去

黑心） 白芍藥 地榆（銼） 甘草（生銼各一兩）  

上九味，搗羅為散，每服二錢匕，早晚食前。用溫酒調下，稍增至三錢匕，以知為度。 

 

治中焦熱痹，善忘不樂。 茹散方  

茹（三兩） 甘草（炙二兩） 硝石（研一兩）  

上三味，搗羅為散，于初更時及雞鳴後，各用溫酒調下一錢匕，稍增至二錢匕，以知為

度。 

 

治中焦熱結，目瞼赤爛。冬除散方  

欒華（五兩） 莎草根（炒去毛三兩） 丹砂（研） 硝石（研） 石決明（各二兩） 石  

膏（碎）  

上九味，搗羅為散，於早晚食前，用沙糖水調下一錢匕，稍增至二錢匕。以知為度。 

 

治中焦熱結，唇焦面赤，或時煩躁，四肢倦。解肌地骨皮湯方  

地骨皮 人參 柴胡（去苗） 梔子（去皮） 甘草（生銼各一兩）  

上五味，粗搗篩，每服三錢匕，水一盞，入竹葉七片，同前至六分，食後去滓溫服。 

 

治中焦熱結，唇口生瘡。五倍子散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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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倍子 羌活（去蘆頭） 防風（去叉等分）  

上三味，並生搗羅為散，每服一錢匕，蜜湯調下，食後服。 

（5）下焦病證 

（i）下焦虛寒 

卷第五十四 三焦門 下焦虛寒 

論曰下焦如瀆，其氣起於胃下脘，別回腸，注於膀胱。主出而不內以傳導也，其氣

虛寒，則津液不固，大小便利不止，少腹痛，不欲聞人語，治宜溫之。 

 

治下焦虛寒，津液不止，氣欲絕。人參續氣湯方  

人參 濃樸（去粗皮薑汁炙） 陳橘皮（去白炒） 白茯苓（去黑皮） 烏梅（去核炒  

幹） 芎洗三遍炒幹各一  

上一十二味，粗搗篩，每服三錢匕，水一盞，煎至七分，去滓溫服，日三，不拘時候。 

 

治下焦虛冷，臍腹疼痛，手足厥逆，脈氣沉短。石鐘乳丸方  

石鐘乳（漿水煮研） 陽起石（酒煮研各一兩） 附子（炮裂去皮臍一兩半） 桂（去  

粗皮）  

上七味，搗研為末，用糯米粥為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三十丸，空心食前，生薑鹽湯下 

 

治下焦虛寒，脾腎不足，腹脅疼痛。內固丸方  

香子（二兩半微炒舶上者） 木香（一兩） 楝實（炒一兩半） 草豆蔻（去皮三分）  

幹薑（炮半兩） 吳茱萸（湯洗微炒） 葫蘆巴（微炒） 補骨脂（微炒各一兩） 甘草（炙

一分）  

上九味，搗為細末，煉蜜和丸，如小彈子大，以丹砂為衣，每服一丸嚼破，以溫酒下，  

鹽湯下亦得，空心食前服。 

 

治下焦虛寒，臍腹 痛，小便滑數，補暖下元。椒紅丸方  

蜀椒（去目及閉口者炒出汗取紅） 附子（炮裂去皮臍各二兩） 乾薑（炮一兩）  

上三味，搗羅為末，用豬腎三對，去脂膜薄切，攤於紙上去血。然後鋪一重腎，著一重  

藥末，以盡為度，卻以三五重濕紙裹，於 火內燒，待香熟取出，去紙爛研，若稍硬，更

點少許煉蜜，丸如梧桐子大，每日空心，以溫酒下二十丸，漸加至三十丸。 

 

治下焦不足，腎虛脾弱，上膈煩熱，下元虛冷，腹內雷鳴，胸膈氣滯，羸瘦無力。

蓽茇丸方  

蓽茇 胡桃仁 乾薑（炮裂銼） 人參 白茯苓（去黑皮） 訶黎勒（煨去核各一兩） 桂（上

七味，搗羅為末，煉蜜和丸，如梧桐子大，每服空心以溫酒下二十丸，漸加至三十丸 

 

治下焦虛冷，腰膝疼痛，肌肉消瘦，漸加無力。 香子丸方  

香子（炒） 桂（去粗皮） 巴戟天（去心） 附子（炮裂去皮臍） 補骨脂（微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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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薑（上六味，搗羅為末，用羊腎二對，切去筋膜，以酒二升，煮令酒盡，爛研和諸藥

末。更搗三二百杵，丸如梧桐子大，每日空心生薑酒下三十丸，晚食前再服。 

 

治下焦虛冷，便利頻並，羸瘦無力，不思飲食。濃朴丸方  

濃朴（去粗皮銼五兩） 附子（生去皮臍） 蜀椒（去目及閉口者取紅各二兩）  

上三味，以漿水六升，青鹽三兩，生薑三兩切，同於銀鍋中，煮令水盡，焙乾搗羅為末，  

以水浸炊餅和丸，如梧桐子大，每日空心溫酒下三十丸。 

 

治下焦虛冷氣，溫脾胃，思飲食。訶黎勒丸方  

訶黎勒皮 蓽茇 桂（去粗皮） 胡椒 附子（炮裂去皮臍） 沉香 木香 人參 草  

豆蔻  

上一十味，搗羅為末，煉蜜和搗三二百杵。丸如梧桐子大，每於食前，以溫酒下二十丸 

 

治下元虛憊，逐積冷，暖脾腎。沉香蓽茇丸方  

沉香 蓽茇 附子（炮裂去皮臍） 肉豆蔻（去殼） 木香 香子（炒） 石斛（去  

根銼）澄加 檳榔（銼  

上一十五味，搗羅為末，煉蜜和搗三五百杵。丸如梧桐子大，每日空心及晚食前。溫  

酒下三十丸。 

 

治下元虛冷氣，溫中強力暖胃。補骨脂丸方  

補骨脂（微炒） 木香 附子（炮裂去皮臍） 檳榔（銼） 肉豆蔻（去殼） 青橘皮  

（湯浸去酥炙令微黃） 硫黃（細研水飛過） 膃肭臍（酒刷炙微黃） 肉蓯蓉（酒浸一宿

刮去皴皮炙幹） 蜀椒（去目及閉口者微炒出汗各一兩）  

上一十四味，除研者外，搗羅為末，入硫黃研令勻，用白羊腎五對，去筋膜細研。入前  

藥末相和拌了，搜白麵裹， 火中燒，令面熟為度，取出藥搗五七百杵，丸如梧桐子大，

每日空心以溫酒下三十丸，漸加至四十丸。 

 

治下元虛憊，小便滑數，虛損不足。韭子丸方  

韭子（二兩酒煮十餘沸炒令幹） 肉蓯蓉（酒浸一宿刮去皴皮炙幹） 濃朴（去粗皮塗  

生薑汁炙令香熟） 龍骨 附子（炮裂去皮臍） 鹿角屑 山茱萸 桂（去粗皮） 車前子 天  

雄（炮上一十二味，搗羅為末，煉蜜和搗二三百杵。丸如梧桐子大，每日空心溫酒下四

十丸。治痼冷在內，飲滯伏留，陰盛陽虛，穀氣衰微，清濁不分，腸胃虛弱，寒濕相乘，

下利頻並，飲食不入，怠惰嗜臥，煩悶不安，常服溫益藏氣，濃養腸胃。溫內丸方  

濃朴（薑汁制一斤） 乾薑（炮） 甘草（炙） 白朮 草豆蔻（去皮） 五味子 訶黎勒皮  

上八味，同搗羅為末，水煮麵糊為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五十丸，不計時候。 

 

（ii）下焦熱結 

卷第五十四 三焦門 下焦熱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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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曰下焦者在臍下，當膀胱上口，主分別清濁，出而不內以傳導也，又下焦如瀆。

司決壅泄，其氣實而有熱，則津液內燥，傳導不利，由是有氣逆、便難、胃脹、嘔噦之

證。 

 

治下焦熱結，大小便不通。柴胡湯方  

柴胡（去苗） 黃芩（去黑心） 陳橘皮（湯浸去白焙） 梔子仁 石膏（碎） 羚羊  

角（鎊）生乾地黃（焙各一兩） 芒硝（半兩）  

上八味，粗搗篩，每服三錢匕，水一盞，煎至七分，去滓溫服，日二夜一。 

 

治下焦熱結，嘔吐不止，心腹滿悶。香豉湯方  

豉（炒） 生乾地黃（焙） 白朮（銼各二兩） 甘草（炙一兩） 石膏（碎三兩） 赤  

茯苓（去  

上六味，粗搗羅，每服四錢匕，水一盞半，竹葉十片，煎至一盞，去滓溫服。日二夜一 

 

治下焦熱結氣逆，嘔吐不禁，名曰走哺。人參湯方  

人參 梔子仁 葳蕤 黃芩（去黑心） 知母（切焙各一兩） 赤茯苓（去黑皮） 白  

朮  

上九味。粗搗篩，每服三錢匕，水一盞，生薑三片，煎至七分，去滓溫服，日二夜一。 

 

治下焦受病，大腸菀熱，伏瘕深固。茵陳蒿丸方  

茵陳蒿（五兩） 茹（三兩） 威靈仙（去土） 太一餘糧（ ） 柴胡（去苗各二  

兩） 黃芩  

上九味，搗羅為末，煉蜜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二十丸，木香湯下，以知為度。 

 

治下焦受熱，大便難，及多瘡瘍。石長生丸方  

石長生（五兩） 升麻（三分） 雞舌香 水銀粉 硝石（別研各二兩） 石膏（碎） 葛  

根（上九味，搗羅為末，煉蜜和丸，如綠豆大，每服十丸，早晚食前溫米飲下，漸加至

二十丸，以知為度。 

 

治下焦腸胃伏熱，婦人胎熱產難。酸漿丸方  

酸漿實（五兩） 莧實（三兩） 馬藺子（炒焦） 大鹽（別研） 榆白皮（銼各二兩）  

柴胡（去苗） 黃芩（去黑心） 栝蔞根（銼） 茹（各一兩）  

上九味，搗羅為末，煉蜜丸如梧桐子大，不計時候，用木香湯吞下二十丸，至三十丸。  

以知為度。 

 

治下焦蘊熱。結成毒痢，血如鵝鴨肝。升麻湯方  

升麻 紫草（去苗） 黃芩（去黑心） 桔梗（炒各三分） 犀角（鎊） 地榆（去苗）  

荷根（上九味，粗搗篩，每服三錢匕，水一盞半，煎至一盞，去滓溫服，日三夜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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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下焦蘊熱痢下膿血，煩痛 悶。赤石脂湯方  

赤石脂 烏梅（炒各一兩） 梔子仁（三分） 白朮（一兩半） 乾薑（炮半兩） 升  

麻（一兩）  

上七味，粗搗篩，每服三錢匕，水一盞半，煎至一盞，去滓不拘時候溫服。 

 

治下焦蘊熱毒，變赤血痢，臍腹 痛不可忍。香豉湯方  

豉（微炒二兩） 梔子仁 黃柏（去粗皮銼） 地榆（銼） 白朮 茜根（銼各一兩）  

上六味，粗搗篩，每服三錢匕，水一盞半，同煎至一盞，去滓溫服，日二夜一。 

 

治下焦熱結。五味子丸方  

五味子（五兩） 天門冬（去心焙三兩） 白芍藥 防己 車前子（各二兩） 檳榔（銼）  

牽牛子 大黃 消石  

上九味，搗研為末，煉蜜和丸，如梧桐子大，每服十五丸，食後木香湯下，稍增至三十  

丸，以知為度。 

參考文獻 

宋‧趙佶編.聖濟總錄.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62. 

 

第四節 陳言之三焦論述 

 

《三因極一病證方論》 

 

卷之八三焦精腑辨正 

古人謂左腎為腎臟，其腑膀胱；右腎為命門，其腑三焦。三焦者，有脂膜如手大，

正與膀胱相對，有二白脈自中出，夾脊而上，貫於腦。所以《經》云：丈夫藏精，女子

系胞。以理推之，三焦當如上說，有形可見為是。扁鵲乃云：三焦有位無形，其意以為

上中二焦，如漚如霧，下焦如瀆，不可遍見，故曰有位無形。而王叔和輩，失其旨意，

俱云無狀空有名，俾後輩承繆不已。且名以名實，無實奚名，果其無形，尚何以藏精系

胞為哉。其所謂三焦者何也? 

上焦在膻中，內應心；中焦在中脘，內應脾；下焦在臍下，即腎間動氣，分佈人身，

有上中下之異。方人湛寂，欲想不興，則精氣散在三焦，榮華百脈；及其想念一起，欲

火熾然，翕撮三焦精氣流溢，並命門輸瀉而去，故號此腑為三焦耳。學人不悟，可為長

太息。 

參考文獻 

 

段光周主編.中華大典‧醫藥衛生典‧醫學分典‧基礎理論總部.成都：巴蜀書社，1999.1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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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金元時期之三焦論述 

 

第一節 劉完素之三焦論述 

 

（1）三焦之形體：今俗妄言無形狀而空有名者，誤也。 

《傷寒直格論方‧卷上‧脈論》 

及夫命門者，右腎也，屬火不屬水，乃手厥陰心包絡之藏。舉世皆言心包絡之藏，

有名而無形，由不明理也。夫三焦乃水穀傳化之道路，自口至胃上口為上焦，下至胃下

二腸處為中焦，下至傳化出處為下焦，通曰三焦。今俗妄言無形狀而空有名者，誤也。

且如人從頭數至足，皆不謂之人，則亦安可言人無形狀耶！全身而言之，固名人也。且

血脈盡皆環貫臟腑，運行周身，如果無命門、三焦之形體，則何得氣血運行之道路耶！ 

 

（2）右腎命門小心，為手厥陰包絡之藏，故與手少陽三焦合為表裏，二經俱是相火。 

《素問玄機原病式‧六氣為病‧火類》 

所以或言腎虛而下部冷者，非謂腎水虛也，所謂腎有兩枚。《經》曰：“七節之傍，

中有小心。”楊上善注《太素》曰：“人之脊骨有二十一節，從下第七節之傍，左者為

腎，右者為命門。命門者，小心也。”《難經》言：“心之原，出於太陵。”然太陵穴

者，屬手厥陰包絡相火，小心之經也。《玄珠》言刺太陵穴曰：“此瀉相火小心之原也。”

然則右腎命門為小心，乃手厥陰相火包絡之藏也。《仙經》曰：“先生右腎則為男，先生

左腎則為女。”謂男為陽火，女為陰火故也。或言女子左腎為命門者，誤也。《難經》止

言：“右腎為命門，男子以藏精，女子以系胞。”豈相反也！然右腎命門小心，為手厥

陰包絡之藏，故與手少陽三焦合為表裏，神脈同出，見手右尺也。二經俱是相火，相行

君命，故曰命門爾。故《仙經》曰：“心為君火，腎為相火。”是言右腎屬火，而不屬

水也。是以右腎火氣虛，則為病寒也。君相雖為二火，論其五行之氣，則一於為熱也。 

 

《圖解素問要旨論‧卷第六‧通明形氣篇第七》 

然十二經脈內應五臟六腑，其數不合者，所謂心包絡亦是一臟，以應手厥陰之經，

是臟亦有六也。今詳近代醫書及世工所論，皆不知心包絡之臟若何形狀及何處所居，咸

云有名無形，只膻中是也。以此為義，是以執本而言，若以窮其至理，則未盡知其善哉。

然雖《經》曰：“膻中者，臣使之官，喜樂出焉。”然末者是謂言其標，而不言其本，

以舉用事之處，故不言臟之所居，乃古聖之奧也。豈不詳經言：“七節之旁，中有小心。”

然人之脊骨，有二十一節，從下第七節之傍，左為腎，右為命門。命門者，便是心包絡

之臟，以應手厥陰之經，與手少陽三焦合主表裏。二經皆是相火，相行君命，故曰命門，

而義昭矣。又，《玄珠》先取化源，於三日迎而取之，刺大陵，曰此是瀉相火小心之源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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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知相火包絡是少心，小心便是右腎命門也。又，《仙經》云：心為君火，腎為相火，是

以言其右腎命門屬火，而不屬水也。或云：既云命門屬相火，何故喜樂出於膻中乎？答

曰：火氣炎上，水性下流，走命門者，位居下部，是火居水之鄉。而火氣不能為用，其

氣上行，至於膻中。膻中者，在胸中兩乳間，為氣之海，是手厥陰，少陽脈之交會之處，

是乍出鬼賊之鄉。得其本位，君相二火相近，得其君命，權勢方施，其氣始發，故曰膻

中者，臣使之官，喜樂出焉。及夫臟為陰而主其裏，在腑為陽而主其表，然一臟一腑，

合主表裏，而為陰陽者，非為夫婦陰陽配合之道，乃兄妹之義，皆同姓矣。 

 

（3）玄府論 

《素問玄機原病式‧六氣為病‧火類》 

目昧不明，目赤腫痛，翳膜眥瘍，皆為熱也；及目瞑，俗謂之眼黑，亦為熱也，然

平白目無所見者，熱氣鬱之甚也。或言目昧為肝腎虛冷者，誤也。是以妄謂肝主於目，

腎主瞳子，故妄言目昧為虛而冷也。然腎水冬陰也，虛則當熱。肝木春陽也，虛則當涼。

腎陰肝陽，豈能同虛而為冷者歟？或通言肝腎之中，陰實陽虛，而無由目昧也。俗妄謂

肝腎之氣衰少，而不能至於目也。不知《經》言熱甚目瞑眼黑也。豈由寒爾？又如仲景

言。“傷寒病，熱極則不識人，”乃目盲也。《正理》曰：“由熱甚怫郁於目，而致之然

也。” 

然皮膚之汗孔者，謂洩氣液之孔竅也，一名氣門，謂洩氣之門也。一名腠理者，謂氣液

出行之腠道紋理也；一名鬼神門者，謂幽冥之門也；一名玄府者，謂玄微府也。然玄府

者，無物不有，人之臟腑、皮毛、肌肉、筋膜、骨髓、爪牙，至於世之萬物，盡皆有之，

乃氣出入升降之道路門戶也。夫氣者，形之主，神之母，三才之本，萬物之元，道之變

也。故元陽子解《清靜經》曰：“大道無形，非氣不足以長養萬物。”由是氣化則物生，

氣變則物易，氣甚即物壯，氣弱即物衰，氣正即物和，氣亂即物病，氣絕即物死。《經》

曰：“出入廢，則神機化滅；升降息，則氣立孤危。故非出入則無以生、長、化、收、

藏。是以升降出入，無器不有。”人之眼、耳、鼻、舌、身、意、神識，能為用者，皆

由升降出入之通利也，有所閉塞者，不能為用也。若目無所見，耳無所聞，鼻不聞臭，

舌不知味，筋痿骨痹，齒腐，毛髮墮落，皮膚不仁，腸不能滲泄者，悉由熱氣怫郁，玄

府閉密而致，氣液、血脈、榮衛、精神。不能升降出入故也。各隨鬱結微甚，而察病之

輕重也。 

故知熱郁于目，無所見也。故目微昏者，至近則轉難辨物，由目之玄府閉小也，隔縑視

物之象也。或視如蠅翼者，玄府有所閉合者也。或目昏而見黑花者，由熱氣甚，而發之

於目，亢則害承乃制，而反出其泣，氣液昧之，以其至近，故雖視而亦見如黑花也，及

沖風泣而目暗者，由熱甚而水化制之也。故《經》言：“厥則目無所見。”夫人厥則陽

氣並于上，陰氣並於下。陽氣並於上，則火燭光也；陰氣並於下，則足寒，足寒則脹也。

夫一水不勝五火，故目眥而盲，是以沖風泣下而不止。夫風之中於目也，陽氣內守於睛，

是火氣燔目，故見風泣下。 

 

所謂聾者，由水衰火實，熱郁於上，而使聽戶玄府壅塞，神氣不得通泄也，其所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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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仙經》言：雙手閉耳如鼓音，是謂“鳴天鼓”也。由脈氣流行，而閉之於耳，氣不

得泄，沖鼓耳中，故聞之也。或有壅滯，則天鼓微聞。天鼓無聞，則聽戶玄府閉絕，而

耳聾無所聞也。故一法含浸針砂酒，以磁石附耳，欲導其氣令通泄也。或問曰：聾既為

熱，或服幹蠍、生薑、附子、醇酒之類辛熱之物，而或愈者，何也？答曰：欲以開發玄

府，而令耳中鬱滯通泄也。故《養生方》言：“藥中其效，則如聞百攢樂音。”由陽氣

開沖耳中也。凡治聾者，適其所宜，若熱證已退，而聾不已者，當以辛熱發之。三兩服

不愈者，則不可久服，恐熱極而成他病爾﹗若聾有熱證相兼者，宜以退風散熱涼藥調之，

熱退結散而愈。然聾甚閉絕，亦為難矣；慎不可攻之過極，反傷正氣，若非其病，不可

服其藥，飲食同法。當所宜者過度，則反傷正氣，病已則止藥，欲求不病無損而已矣。

故《經》云：“大毒治病，十去其六；常毒治病，十去其七；小毒治病，十去其八，無

毒治病，十去其九。穀肉果菜，食養盡之，勿令過度，反傷其正。不盡，行複如法。”

故曰：“必先歲氣，無伐天和。無實實，無虛虛，而遺夭殃；無致邪，無失正，絕人長

命。帝曰：其久病者，有氣從而不康，病去而瘠，奈何？岐伯曰：昭乎哉，聖人之問也﹗

化不可代，時不可違。夫經絡以通，氣血以從，複其不足，與眾齊同，養之和之，靜以

待時，謹守其氣，無使傾移，其形乃彰，生氣乃長，命曰聖王。故《大要》曰：無代化，

無違時，必養必和，待其來複，此之謂也。”  

 

《三消論》 

故余著有《原病式》曰：“皮膚之汗孔者，謂泄汗之孔竅也。一名氣門者，謂洩氣

之門戶也。一名腠理者，謂氣液之隧道紋理也。一名鬼門者，謂幽冥之門也。一名玄府

者，謂玄微之府也。然玄府者，無物不有，人臟腑、皮毛、肌肉、筋膜、骨髓、爪牙，

至於萬物，悉皆有之。乃出入升降道路門戶也。”故《經》曰：“出入廢則神機化滅，

升降息則氣立孤危，故非出入則無以生長壯老已，非升降則無以生長化收髒，是知出入

升降，無器不有。”故知人之眼、耳、鼻、舌、身、意、神、識，能為用者，皆由升降

出入之通利也。有所閉塞，則不能用也。若目無所見，耳無所聞，鼻不聞香，舌不知味，

筋痿骨痹，爪退齒腐，毛髮墮落，皮膚不仁，腸胃不能滲泄者，悉由熱氣怫郁，玄府閉

塞，而致津液、血脈、營衛、清氣不能升降出入故也。各隨鬱結微甚，而為病之大小焉。

病在表，則怫鬱腠理，閉密陽氣，不能散越，故燥而無汁，而氣液不能出矣。 

 

（4）吐 

《素問病機氣宜保命集‧卷中‧吐論第十七》 

論曰：吐有三氣積寒也，皆從三焦論之。上焦在胃口，上通於天氣，主納而不出；

中焦在中脘，上通天氣下通地氣，主腐熟水穀；下焦在臍下，下通地氣，主出而不納。

是故上焦吐者，皆從於氣，氣者天之陽也，其脈浮而洪，其證食已暴吐渴欲飲水，大便

燥結，氣上沖而胸發痛，其治也當降氣和中。中焦吐者，皆從於積，有陰有陽，食與氣

相假為積而痛，其脈浮而匿其證，或先痛而後吐，或先吐而後痛，治法當以毒藥去其積，

檳榔、木香行其氣。下焦吐者，皆從於寒，地道也，其脈沉而遲，其證朝食暮吐，暮食

朝吐，小便清利，大便秘而不通，治法當以毒藥通其閉塞，溫其寒氣，大便漸通，複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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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焦藥和之，不令大便秘結而自愈也。 

 

（5）消渴 

《素問病機氣宜保命集‧卷下‧消渴論第二十三》 

論曰：消渴之疾三焦受病也，有上消、中消、腎消。上消者，上焦受病，又謂之膈

消病也，多飲水而少食，大便如常或小便清利，知其燥在上焦也，治宜流濕潤燥。中消

者，胃也，渴而飲食多，小便黃。經曰：熱能消穀。知熱在中，法云宜下之，至不欲飲

食則愈。腎消者，病在下焦，初發為膏淋，下如膏油之狀，至病成而面色黧黑，形瘦而

耳焦，小便濁而有脂，治法宜養血以肅清，分其清濁而自愈也。法曰：燥上而渴，辛甘

潤肺，故可用蜜煎生薑湯，大器頓之，時時呷之。法云：心肺之病，莫厭煩而少飲。《內

經》云：補上治宜以緩，又曰辛以潤之，開腠理致津液通則肺氣下流， 故氣下火降而燥

衰矣，其渴乃止。又經曰：二陽結為消，王注曰：二陽結於胃及大腸俱熱也，腸胃藏熱

則善消水榖，可甘辛降火之劑，黃連末一斤，生地黃自然汁、白蓮花藕自然汁、牛乳汁

各一斤，熬成膏子，劑黃連末為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三十丸，少呷溫水送下，日進十

服。渴病立止。 

 

參考文獻 

 

金元四大家醫學全書.河北：天津科學技術出版社，1996.251 

 

 

 

 

 

第二節 張元素之三焦論述 

 

《醫學啟源》 

 

卷之上 三、五臟六腑，除心包絡十一經脈證法 （八） 

三焦，手少陽，為父氣。三焦者，人之三元〔之〕氣也，號曰中清之腑，總領五臟

六腑，榮衛經絡，內外左右上下之氣也。三焦通，則上下內外左右皆通也。其於灌體周

身，和內調外，榮養左右，宣通上下，莫大於此也。又名玉海水道。上則曰三管，中則

曰霍亂，下則曰走泄，名雖三而歸（其），有其名而〔無〕其形，亦號孤獨之府。而衛〔出〕

于上，榮出於中，上者絡脈之系也，中者經〔脈〕之系也，下者水道之系也，〔亦又〕屬

膀胱之宗始，主通陰陽，〔調虛實〕，呼吸，有病則（善）腹脹氣滿，小〔腹〕堅，〔溺〕

而不得，（大便）窘迫也。溢則作水，留則作脹，手少陽是其經也。又上焦實熱，則額汗

〔出〕而身無汗，能食而氣不利，舌乾、口焦、咽閉之類，腹脹肋脅痛。寒則不入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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吐酸水，胸背引痛，嗌幹，津不納也。實則食已而還出，〔膨膨〕然不樂。虛則不能〔制〕

下，遺溺，頭面腫也。中焦實熱，則下上不通，腹脹而喘，下氣不上，上氣不下，關〔格〕

不利也。寒則下利不止，飲食不消，中滿。虛則腸鳴（膨膨）也。下焦實熱，則小便不

通，大便亦難，苦〔重〕痛也。虛寒則〔大〕小便〔泄〕下不止也。三焦〔之氣〕和則

內外和，〔逆〕則內外逆也。故云三焦者，人之三元〔之〕氣也。此三焦虛〔實〕寒熱，

生死逆順之法也。 

《主治備要》云：是動則病耳聾，渾渾火享火享 ，嗌腫、喉〔痹〕。〔是〕主氣所生病

者，汗出，目〔銳〕眥〔痛〕，頰〔痛〕，耳後肩臑、肘臂外〔皆〕痛，小指次指不用。《脈

訣》云：右尺三焦、命門脈之所出，先以輕手得之，是三焦，屬表；後以重手得之，是

命門，屬裏也。上焦〔熱〕，涼膈散、〔瀉〕心湯；中焦熱，〔調〕胃承氣湯、〔瀉〕脾散；

下焦熱，大承氣〔湯〕、三才封髓丹。氣分熱，柴胡飲子、白虎湯；血分熱，桃仁承氣湯、

清涼飲子；通治其熱之氣，三黃丸、黃連解毒湯是也。 

 

卷之上 三、五臟六腑，除心包絡十一經脈證法 （十二）膀胱經，足太陽，寒，壬水。 

經曰：膀胱者，津液之府也，與腎為表裏，號為水曹〔掾〕，〔又〕名玉海，〔足〕太

陽是其經也。總通〔於〕五腑，所以五腑有疾，則應膀胱；膀胱有疾，〔即應〕胞囊〔也〕。

〔傷熱則〕小便不利，熱入膀胱，則其氣急，而小便黃澀也；膀胱寒則小便數而清（白）

也。又水發則〔其〕根在膀胱，〔四肢瘦小〕，而腹反大〔是〕也。又膀胱咳〔久〕不已，

傳之三焦，滿而不欲飲食也。然〔上〕焦主心肺之病，人有熱，則食不入；寒則神不守，

泄下利不止，語聲不出也。實則上絕於〔心〕氣不行也，虛則引熱氣於肺。其三焦和，

則五臟六腑之氣和，逆則皆逆。膀胱經中有厥氣，〔則〕夢行不快；滿脹，則小便不下，

臍下〔重〕悶，或〔肩痛也〕。絕〔則〕三日死，死在雞鳴也。此膀胱虛實〔寒熱〕生死

逆順脈證之法也。  

 

卷之下 十二、〔用藥備旨〕 （七）去〔臟腑〕之火 

黃連瀉心火，黃芩瀉肺火，白芍藥瀉肝火，知母瀉腎火，木通瀉小腸火，黃芩瀉大  

腸火，石膏瀉胃火。柴胡瀉三焦火，〔須用〕黃芩佐之；柴胡瀉肝火，須用黃連佐之，  

膽經亦然。黃柏瀉膀胱火，又曰龍火，膀胱〔乃〕水之府，〔故曰龍火〕也。以上諸藥，

各瀉各經之火，不惟止能如此，更有治病，合為君臣，處詳其宜而用之，不可執而言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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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李東垣之三焦論述 

 

《醫學發明》 

三焦統論 

三焦有名無形，主持諸氣，以象三才之用。故呼吸升降，水穀往來，皆待此以通達。

是以上焦在心下，主內而不出；中焦在胃脘，主腐熟水穀；下焦在臍下，主分別清濁。

出而不內。統而論之，三者之用，本於中焦。中焦者，胃脘也，稟天五之沖氣，陰陽清

濁，自此而分，十二經絡所自始。或不得其平，則有寒熱偏勝，虛實不同，營衛澀滯，

清濁不分，而生諸病矣，故曰氣會三焦。手少陽脈通於膻中，膻中者，臣使之官。為氣

之海。審此則知三焦者，沖和之本也。 

 

《此事難知集》 

卷上‧問三焦有幾 

包有形, 而天總包地也, 天左行而西氣隨之, 百川並進而東血隨之. 問腰寄於坤如

何是損至,第三若從脾為第二從腎為第四請言脾數: 答曰: 脾雖寄於坤, 實用於己, 從上

肺心, 從下腎肝, 脾中得三數也, 如氣寄于辛, 而用於寅, 包絡三焦寄於醜而用於申也, 

此人之所以肖天地而生, 《易》曰: 幹為首, 坤為腹, 震為足, 巽為股, 坎為耳, 離為

目, 艮為手, 兌為口. 明經絡之數有幾 答曰:, 十二大經之別, 並任督之別, 脾之大絡

脈別名曰大包,是為十五絡, 諸經皆言之,予謂: 胃之大絡, 名曰虛思, 貫膈, 絡出於左

乳下, 其動應晨脈宗氣也, 是知絡有十六也. 問三焦有幾 答曰：手少陽者, 主三焦之氣

也, 《靈樞經》云: 足三焦者, 太陽之別也, 並太陽之證, 入絡膀胱, 約下焦, 是知三

焦有二也. 問藏府有幾: 答曰: 肝心脾肺腎兼包絡,一名命門, 為六藏,, 膽小腸胃大腸

膀胱兼三焦為六府, 計之十二矣, , 故包則為一府矣, 是為十三矣,經曰: 胞移熱於膀胱

則癃溺血,又云胞痹者, 少腹膀胱按之內痛者, 若沃以湯, 注云: 膀胱胞內居之內外二境

圖雲, 膀胱者, 胞之室也, 以是知為十三藏府矣.傷寒之源 冬傷於寒, 春必溫病, 蓋因

房室勞傷, 與辛苦之人, 腠理開泄, 少陰不藏, 腎水涸竭而得之, 無水則春木無以發生。 

 

《脾胃論》 

卷下 脾胃虛則九竅不通論 

真氣，又名元氣，乃先身生之精氣也，非胃氣不能滋之。胃氣者，穀氣也，榮氣也，

運氣也，生氣也，清氣也，衛氣也，陽氣也。又天氣、人氣、地氣，乃三焦之氣。分而

言之則異，其實一也，不當作異名異論而觀之。  

 

卷下 胃虛臟腑經絡皆無所受氣而俱病論 

夫脾胃虛，則濕土之氣溜於臍下，腎與膀胱受邪。膀胱主寒，腎為陰火，二者俱弱，

潤澤之氣不行。大腸者，庚也，燥氣也，主津；小腸者，丙也，熱氣也，主液。此皆屬

胃，胃虛則無所受氣而亦虛，津液不濡，睡覺口燥咽幹，而皮毛不澤也。甲膽，風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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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也，主生化周身之血氣；丙小腸，熱也，主長養周身之陽氣。亦皆稟氣於胃，則能浮

散也，升發也；胃虛則膽及小腸溫熱生長之氣俱不足，伏留於有形血脈之中，為熱病，

為中風，其為病不可勝紀，青、赤、黃、白、黑五腑皆滯。三焦者，乃下焦元氣生髮之

根蒂，為火乘之，是六腑之氣俱衰也。腑者，腑庫之腑，包含五臟及形質之物而藏焉。

且六腑之氣，外無所主，內有所受。感天之風氣而生甲膽，感暑氣而生丙小腸，感濕化

而生戊胃，感燥氣而生庚大腸，感寒氣而生壬膀胱，感天一之氣而生三焦，此實父氣，

無形也。風、寒、暑、濕、燥、火，乃溫、熱、寒、涼之別稱也，行陽二十五度，右遷

而升浮降沉之化也，其虛也，皆由脾胃之弱  

 

卷下 麻黃人參芍藥湯 

人參（益三焦元氣不足而實其表也） 麥門冬（以上各三分） 桂枝（以補表虛） 當

歸身（和血養血，各五分） 麻黃（去其外寒） 炙甘草（補其脾）白芍藥 黃耆 （以上

各一錢） 五味子（二上件口父咀。都作一服，水三盞，煮麻黃一味，令沸，去沫，至二

盞，入餘藥，同煎至一盞，去渣，熱服，臨臥。） 

 

卷下 三黃丸 

治丈夫、婦人三焦積熱。上焦有熱，攻沖眼目赤腫，頭項腫痛，口舌生瘡；中焦有

熱，心膈煩躁，不美飲食；下焦有熱，小便赤澀，大便秘結。五臟俱熱，即生癰、瘡、

痍。及治五般痔疾，肛門腫痛，或下鮮血。 

黃連（去蘆） 黃芩（去蘆） 大黃（以上各一兩）  

上為細末，煉蜜為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三十丸，用熟水吞下；如臟腑壅實，加服 

丸數。小兒積熱，亦宜服之。 

 

《珍珠囊補遺藥性賦》 

卷一 總賦 手足三陽表裏引經主治例 

太陽（足膀胱手小腸）上羌活，下黃柏。少陰（足腎手心）上黃連，下知母。少陽

（足膽手三焦）上柴胡，下青皮。厥陰（足肝手包絡）上青皮，下柴胡。陽明（足胃手

大腸）上升麻白芷，下石膏。 

 

卷一 總賦 諸藥瀉諸經之火邪 

黃連瀉心火。梔子、黃芩瀉肺火。白芍瀉脾火。柴胡、黃連瀉肝膽火。知母瀉腎火。

木通瀉小腸火。黃芩瀉大腸火。柴胡、黃芩瀉三焦火。黃柏瀉膀胱火。 

 

卷二 主治指掌 黃耆 

黃耆，味甘性溫無毒。升也，陽也。其用有四：溫肉分而實腠理；益元氣而補三焦；

內托陰證之瘡瘍；外固表虛之盜汗。 

參考文獻 

金元四大家醫學全書.河北：天津科學技術出版社，1996.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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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朱丹溪之三焦論述 

 

《格致餘論‧相火論》  

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陽動而變，陰靜而合，而生水、火、木、金、土，各

一其性。惟火有二：曰君火，人火也；曰相火，天火也。火內陰而外陽，主乎動者也，

故凡動皆屬火。以名而言，形氣相生，配於五行，故謂之君；以位而言，生於虛無，守

位稟命，因其動而可見，故謂之相。天主生物，故恒於動，人有此生，亦恒於動，其所

以恒於動，皆相火之為也。見於天者，出於龍雷，則木之氣；出於海，則水之氣也。具

于人者，寄於肝腎二部，肝屬木，而腎屬水也。膽者，肝之腑；膀胱者，腎之腑；心胞

絡者，腎之配；三焦以焦言，而下焦司肝腎之分，皆陰而下者也。天非此火不能生物，

人非此火不能有生。天之火雖出於木，而皆本乎地。故雷非伏，龍非蟄，海非附於地，

則不能鳴，不能飛，不能波也。鳴也，飛也，波也，動而為火者也。肝腎之陰，悉具相

火，人而同乎天也。或曰：相火，天人之所同，何東垣以為元氣之賊？又曰：火與元氣

不兩立，一勝則一負。然則，如之何而可以使之無勝負也？曰：周子曰，神發知矣，五

性感物而萬事出，有知之後，五者之性為物所感，不能不動。謂之動者，即《內經》五

火也。相火易起，五性厥陽之火相扇，則妄動矣。火起于妄，變化莫測，無時不有，煎

熬真陰，陰虛則病，陰絕則死。君火之氣，經以暑與濕言之；相火之氣，經以火言之，

蓋表其暴悍酷烈，有甚於君火者也，故曰相火元氣之賊。周子又曰：聖人定之以中正仁

義而主靜。朱子曰：必使道心常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此善處乎火者。人心聽

命乎道心，而又能主之以靜。彼五火之動皆中節，相火惟有裨補造化，以為生生不息之

運用耳，何賊之有？或曰：《內經》相火，注曰少陰、少陽矣，未嘗言及厥陰、太陽，而

吾子言之何耶？曰：足太陽、少陰，東垣嘗言之矣，治以炒柏，取其味辛能瀉水中之火

是也。戴人亦言：膽與三焦尋火治，肝和胞絡都無異。此曆指龍雷之火也。予亦備述天

人之火皆生於動，如上文所雲者，實推展二公之意。或曰：《內經》言火不一，往往於六

氣中見之，言臟腑者未之見也。二公豈它有所據耶？子能為我言之乎？經曰：百病皆生

於風、寒、暑、濕、燥、火之動而為變者。岐伯曆舉病機一十九條，而屬火者五，此非

相火之為病之出於臟腑者乎？考諸《內經》少陽病為螈 ，太陽病時眩僕，少陰病瞀暴喑

郁冒不知人，非諸熱瞀 之屬火乎？少陽病惡寒鼓栗，膽病振寒，少陰病灑淅惡寒振栗，

厥陰病灑淅振寒，非諸禁鼓栗如喪神守之屬火乎？少陽病嘔逆，厥氣上行，膀胱病沖頭

痛，太陽病厥氣上沖胸，小腹控睪引腰脊上沖心，少陰病氣上沖胸，嘔逆，非諸逆沖上

之屬火乎？少陽病譫妄，太陽病譫妄，膀胱病狂顛，非諸躁狂越之屬火乎？少陽病 腫善

驚，少陰病瞀熱以酸， 腫不能久立，非諸病 腫疼酸驚駭之屬火乎？又《原病式》曰：

諸風掉眩屬於肝，火之動也；諸氣 鬱病痿屬於肺，火之升也；諸濕腫滿屬於脾，火之勝

也；諸痛癢瘡瘍屬於心，火之用也。是皆火之為病，出於臟腑者然也，注文未之發耳﹗

以陳無擇之通敏，且以暖熾論君火，日用之火言相火，而又不曾深及，宜乎後之人不無



 97 

聾瞽也，悲夫﹗ 

 

《丹溪心法 卷三 消渴四十六》 

〔附錄〕水包天地，前輩嘗有是說矣。然則中天地而為人，水亦可以包潤五臟乎？

曰：天一生水，腎實主之，膀胱為津液之府，所以宣行腎水，上潤於肺，故識者肺為津

液之臟。自而下，三焦臟腑，皆囿乎天一真水之中。《素問》以水之本在腎、末在肺者，

此也。真水不有所謂渴哉﹗人惟淫欲恣情，酒面無節，酷嗜炙爆糟藏鹹酸酢醢甘肥腥膻

之屬，複以丹砂玉石濟其私，於是炎火上熏，臟腑生熱，燥熾盛津液幹，焦渴飲水漿而

不能自禁。其熱氣騰，心虛受之，心火散漫，不能收斂，胸中煩躁，舌赤唇紅，此渴引

飲常多，小便數而少，病屬上焦，謂之“消渴”；熱蓄於中，脾虛受之，伏陽蒸胃，消

穀善饑，飲食倍常，不生肌肉，此不甚煩，但欲飲冷，小便數而甜，病屬中焦，謂之“消

中”；熱伏於下，腎虛受之，腿膝，骨節酸疼，精走髓空，引水自救，此渴水飲不多，

隨即溺下，小便多而濁，病屬下焦，謂之“消腎”。又若強中消渴，其斃可立待也。治

法總要，當以白朮善養脾，自生津液，兼米煮粥，以膂肉碎細煮服以養腎，則水有所司。

又用淨黃連濕銼，入雄豬肚中，密紮於斗米上蒸爛，添些蒸飲，臼中杵，粘丸如桐子。

服一百，食後米飲下，可以清心止渴。東垣曰：膈消者，以白虎加人參湯治之；中消者，

以調胃承氣湯、三黃丸治之；下消者，以六味地黃丸治之。 

 

《丹溪治法心要》 

消渴之證，乃三焦受病也，東垣有法，分上、中、下治。上消者，肺也，多飲水而

少食，大小便如常，或雲小便清利，其燥在上焦也，治宜流濕潤燥；中消者，胃也，渴

多飲水，而小便赤黃，宜下至不飲而愈；下消者，腎也，小便濁淋如膏之狀，宜養血而

整肅，分其清濁而自愈。大法養肺降火生血為主。消渴泄瀉，先用白術、白芍藥炒為末，

調服後，隙服白蓮藕汁膏。內傷病，退後燥渴不解，此有餘熱在肺家，以人參、黃芩、

甘草少許同煎，加姜汁冷服。或以茶匙挑藥，漸漸服之。虛者，亦可服獨參湯。消渴而

小便頻數，宜生津甘露飲，瓊玉膏亦妙。口幹舌幹，小便赤數，舌上赤裂，地黃飲子。

一孕婦當盛夏渴思水，與四物東加黃芩、陳皮、生甘草、木通數帖愈。白藕汁膏︰黃連

末 生地汁 牛乳汁 白蓮藕汁（各一斤） 上將諸汁，慢火熬膏，入連末和丸，每服二三

十丸，溫水下，日服數次。繅絲湯：天花粉、蘆根汁、淡竹茹、麥門冬、知母、牛乳，

皆消渴之要藥也。 

 

《金匱鉤玄》 

附錄 五、三消之疾燥熱勝陰 

嘗讀劉河間先生三消之論，始言天地六氣五味，以配養人身六味五臟，而究乎萬物

之源；終引《內經》論渴諸證，以辯乎世方熱藥之誤。此比物立象，反復詳明，非深達

陰陽造化之機者，孰能如是邪。請陳其略︰夫經中有言心肺氣厥而渴者，有腎熱而渴者，

有言胃與大腸結熱而渴者，有言脾痹而渴者，有因小腸痹熱而渴者，有因傷飽肥甘而食

渴者，有因醉飽入房而渴者，有因遠行勞倦遇天熱而渴者，有因傷害胃幹而渴者，有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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腎熱而渴者，有因痛風而渴者。雖五臟之部分不同，而病之所遇各異，其為燥熱之疾一

也。三消之熱，本濕寒之陰氣衰，燥熱之陽氣大甚，皆因乎飲食之餌失節，腸胃乾涸，

而氣液不得宣平。或耗亂精神，過違其度；或因大病，陰氣損而血液衰虛，陽氣悍而燥

熱鬱甚；或因久嗜鹹物，恣食炙爆，飲食過度；亦有年少服金石丸散，積久實熱結于下

焦，虛熱血氣不能制，實熱燥甚於腎，故渴而不飲。若飲水多而小便多者，名曰消渴。

若飲食多而不甚渴，小便數而消瘦者，名曰消中。若渴而飲水不絕，腿消瘦，而小便有

脂液者，名曰腎消。此三消者，其燥熱同也。故治疾者，補腎水陰寒之虛，而瀉心火陽

熱之實，除腸胃燥熱之甚，濟一身津液之衰。使道路散而不結，津液生而不枯，氣血利

而不澀，則病日已矣。豈不以滋潤之劑，養陰以制燥，滋水而充液哉。何故？洩漏消渴，

多者不知其書，謂因下部腎水虛，不能制其上焦心火，使上實熱而多煩渴，下虛冷而多

小便。若更服寒藥，則元氣轉虛，而下部腎水轉衰，則上焦心火尤難治也。但以暖藥補

養元氣，若下部腎水得實，而勝退上焦心火，則自然渴止，小便如常，而病癒也。籲﹗

若此未明陰陽虛實之道也。夫腎水屬陰而本寒，虛則為熱。心火屬陽而本熱，虛則為寒。

若腎水陰虛，則心火陽實，是謂陽實陰虛，而上下俱熱矣。以彼人言，但見消渴數溲，

妄言為下部寒爾，豈知腸胃燥熱怫鬱使之然也。且夫寒物屬陰，能養水而瀉心；熱物屬

陽，能養火而耗水。今腎水既不能勝心火，則上下俱熱，奈何以熱養腎水欲令勝心火，

豈不暗哉。彼不謂水氣實者必能制火，虛則不能制火。故陽實陰虛，而熱燥其液，小便

淋而常少。陰實陽虛，不能制水，小便利而常多。此又不知消渴小便多者，蓋燥熱太甚，

而三焦腸胃之腠理怫鬱結滯，緻密壅塞，而水液不能滲泄浸潤於外，以養乎百骸。故腸

胃之外燥熱太甚，雖多飲水入於腸胃之內，終不能浸潤於外，故渴不止而小便多。水液

既不能滲泄浸潤於外，則陰燥竭而無以自養，故久而多變為聾盲瘡瘍痤痱之類而危殆。

其為燥熱傷陰也，明矣。 

 

《丹溪手鏡》 

卷之中 發明五味陰陽寒熱傷寒湯丸藥性（二） 〔利水道分陰陽〕 

澤瀉甘鹹性寒而沉，通小腸遺瀝，逐三焦停水，利小便不通，宣膀胱胞垢。  

 

卷之中 發明五味陰陽寒熱傷寒湯丸藥性（二） 〔滌虛煩止燥渴〕 

石膏辛甘微寒，解肌發汗，徹熱除煩，入少陽主三焦皮膚大熱。入陽明療身熱，目

痛鼻幹。 

 

卷之中 發明五味陰陽寒熱傷寒湯丸藥性（二） 〔斷下利不止〕 

四逆散治泄痢下重，三焦氣滯，故以引用。 

 

參考文獻 

 

金元四大家醫學全書.河北：天津科學技術出版社，1996.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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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王好古之三焦論述 

 

《此事難知》 

（1）三焦有二 

卷上 問三焦有幾 

答曰：手少陽者，主三焦之氣也。《靈樞經》云：足三焦者，太陽之別也，並太陽之

正，入絡膀胱約下焦。是知三焦有二也。 

 

（2）三焦者，水谷之道路也，卻是有形狀。 

（3）手三焦主持上也，足三焦主持下也。上中下三焦，通為一氣，衛於身也，為外護。 

（4）前三焦自外而入，後三焦自內而出。 

（5）上焦如霧者氣也，下焦如瀆者血也，中焦者氣血分之也。 

卷下 問三焦有幾（血海異同） 

手少陽三焦之經，起於小指次指之外側出其端，終於目銳眥。足少陽膽之經，起於

目銳眥，終足大指三毛頭。頭至心為上焦，心至臍為中焦，臍至足為下焦，此又足太陽

之別也。又《靈樞》云：臍下膀胱至足，為足三焦。右手尺脈為命門，包絡同診，此包

絡亦有三焦之稱，為命門之火，遊行於五臟之間，主持於內也。手三焦主持上也，足三

焦主持下也。上中下三焦，通為一氣，衛於身也，為外護。既已頭至心，心至臍，臍至

足為狀也，呼為三焦有名也，以為無狀可呼？經云：三焦者，水谷之道路也。卻是有形

狀，何以然？上焦者主內而不出，中焦者主腐熱水谷，下焦者主出而不納。故經曰：上

焦如霧，中焦如漚，下焦如瀆也。手經者，主持上也；足經者，主持下也；命門者，主

持中也，為衛者，護持外也。三焦元氣為父之氣，散也；包絡相從，母也；並行而不相

離母之元氣也，故俱會於胸中。經雲：膻中之分，父母居之，氣之海也。如天地之尊，

不系五形。清邪中于上焦，名曰潔也，頭痛、項強、腰脊痛。濁邪中于下焦，名曰渾也，

陰氣為栗，便溺妄出。表虛裏急，上焦、下焦與中焦相混。上焦怫鬱，髒氣相熏；中焦

不治，胃氣上沖；榮衛不通，血凝不流。若衛氣前通者，小便赤黃，與熱相搏，因熱作

使，游於經絡，出入臟腑。陰氣相通，陽氣後微，陰無所使，客氣內入，嚏而出之，聲

嗢咽塞，寒厥熱壅，必然下血。陰陽俱厥，脾弱液下，下焦不闔，清便下重，便數而難，

臍腸湫痛，命將難全，此命門之脈診在右手尺也。經曰：五臟不和，五液注下，當闔不

闔，便溺俱脫，生氣絕矣，所以腹臍湫痛也，故曰命將難全。前三焦自外而入，後三焦

自內而出，（如霧）不散而為喘滿，此出而不內也。漚不利而為留飲，留飲不散，久為中

滿，上不能內，下不能出也。瀆不利，而為腫滿，此因上內而下不出也，此三焦之所不

歸也。三焦有臟而無腑，在內則遊行是在血也；在外則固護，是在氣也。上焦如霧者氣

也，下焦如瀆者血也，中焦者氣血分之也。下焦在臍下，膀胱上口，主分別清濁，出而

不內，即傳道也，治在臍下，名曰三焦，其腑在氣沖中。又云：有臟無腑。成氏云：血

室者，血之所居也，榮衛停止之所，經脈流會之處，沖脈是矣。沖者，奇經之一也，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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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腎下，出於氣沖，並足陽明經，夾臍上行至胸中而散，為諸經之會。啟玄子云：沖為

血海，諸經朝會，男子則運而行之，女子則停而止之，皆謂之血室。《內經》曰：任脈通，

沖脈盛。男既運行，女既停止。故運行者，無積而不滿也；停止者，有積而能靜也。不

滿者，陽也，氣也。能滿者，陰也，血也。故滿者，以時而溢，為之信有期也。溢，動

也。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故運行者，陽之象也；停止者，陰之象也。氣血榮衛，男女

皆有，內外諧和，其脈同診。脈者，血之府也，故為氣血之先；室為藏物之舍，亦為府

也。三焦之府在氣沖中，為男女血海之府。經又曰：有臟而無腑，從無形而言之；有臟

有腑，從有形而言之也。清邪濁邪所傷，三焦齊病，亦同兩感。經云：心包絡主之，脈

出胸中，下膈曆絡三焦。此其所以相與相火拼行，與命門之脈同診於右尺中也。 

 

（6）三焦寒熱用藥 

《醫壘元戎》 

三焦熱用藥大例(方在元戎)  

上焦：清神散、連翹防風湯、涼膈散、龍腦飲子、犀角地黃湯。 

中焦：小承氣湯、調胃承氣湯、洗心散、四順清涼飲、桃仁承氣湯。 

下焦：大承氣湯、五芩散、八正散、石葦散、抵當湯丸。 

氣分熱：柴胡飲子、白虎湯。 

血分熱：清涼飲子、桃仁承氣湯。 

通治大熱：三黃丸、黃連解毒湯。 

 

三焦寒用藥大例(方在衛生) 

上焦：桂附丸 刷湯、胡椒理中丸。 

中焦：二氣丸、附子理中丸、一大建中。 

下焦：還少丹、八味丸、大真丹。 

氣分寒：桂枝加附子湯、桂枝加芍藥、人參新加湯。 

血分寒：巴戟丸、神珠丹。 

通治大寒：大巳寒丸、四逆湯。 

以上內有寒熱之大略也若外有寒熱當求別法 

 
參考文獻 

 

段光周主編.中華大典‧醫藥衛生典‧醫學分典‧基礎理論總部.成都：巴蜀書社，1999.1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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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節 袁淳甫之三焦論述 

 

《難經本旨》 

 

所謂三焦者，於膈膜脂膏之內，五臟五腑之隙。 

所謂三焦者，於膈膜脂膏之內，五臟五腑之隙，水穀流化之關，其氣融會於其間，

薰蒸膈膜，發達皮膚分肉，營運四旁，曰上中下，各隨部分所屬而名之，實際引數氣之

別使也。是故雖無其形，倚內外之形而得名；雖無其實，合內外之實而為位者也。 

 

 

 

第七節 滑壽之三焦論述 

 

《難經本義》 

 

（1）三焦外有經，而內無形。 

《三十八難》曰：髒唯有五，腑獨有六者，何也？ 

然：所以腑有六者，謂三焦也。有原氣之別焉，主持諸氣，有名而無形，其經屬手

少陽。此外府也，故言腑有六焉。 

（三焦主持諸氣，為原氣別使者，以原氣賴其導引，潛行默運於一身之中，無或間

斷也。外腑指其經為手少陽而言，蓋三焦外有經，而內無形，故云。） 

 

（2）三焦既無形狀，而所稟所生，則元氣與胃氣而已。 

《三十一難》曰：三焦者，何稟、何生？何始、何終？其治常在何許？可曉以不？ 

然：三焦者，水谷之道路，氣之所終始也。 

上焦者，在心下，下膈、在胃上口，主內而不出。其治在膻中，

玉堂下一寸六分，直兩乳間陷者是。 

中焦者，在胃中脘，不上不下，主腐熟水穀。其治在臍傍。 

下焦者，當膀胱上口，主分別清濁，主出而不內，以傳道也。其

治在臍下一寸。 

故名曰三焦，其腑在氣街。 

（人身之臟腑，有形有狀，有稟有生。如肝稟氣於木，生於水；心稟氣於火，生於

木之類，莫不皆然。唯三焦既無形狀，而所稟所生，則元氣與胃氣而已。故雲水榖之道

路，氣之所終始也。上焦其治在膻中，中焦其治在臍旁天樞穴，下焦其治在臍下一寸陰

交穴。治，猶司也，猶郡縣治之治，謂三焦處所也。……謂三焦有病，當各治其處，蓋

刺法也。三焦相火也。火能腐熟萬物，焦從火，亦腐物之氣，命名取義，或有在於此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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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氏曰：詳《靈樞》本文，則三焦有名無形，尤可見矣。古益袁氏曰：所謂三焦者，於

膈膜脂膏之內，五臟五腑之隙，水穀流化之關，其氣融會於其間，薰蒸膈膜，發達皮膚

分肉，運行四旁，曰上中下，各隨所屬部分而名之，實際引數氣之別使也。是故雖無其

形，倚內外之形而得名；雖無其實，合內外之實而為位者也。愚按其府在氣街一句，疑

錯簡，或衍。三焦自屬諸府，其經為手少陽與手心主配，且各有治所，不應又有府也。） 

 

（3）腎間動氣，人所得於天以生之氣也。 

《八難》曰：寸口脈平而死者，何謂也？ 

然：諸十二經脈者，皆系于生氣之原。所謂生氣之原者，謂十二經之根本也，謂腎

間動氣也。此五臟六腑之本，十二經脈之根，呼吸之門，三焦之原，一名守邪之神。故

氣者，人之根本也，根絕則莖葉枯矣。寸口脈平而死者，生氣獨絕於內也。 

（腎間動氣，人所得於天以生之氣也。腎為子水，位於坎，北方卦也，乃天一之數，

而火木金土之光也。所以為生氣之原，諸經之根本，又為守邪之神也。原氣盛則邪不能

侵，原氣絕則死，如本根絕而莖葉枯矣。故寸口脈平而死者，以生氣獨絕於內也。此篇

與第一難之說，義若相悖，然各有所指也。一難以寸口決處生者，謂寸口為脈之大會，

而穀氣之變見也。此篇以原氣言也，人之元氣盛則生，原氣絕則寸口脈雖平猶死也，原

氣言其休，穀氣言其用也。） 

 

（4）命門不得為相火，三焦不與命門配亦明矣。 

《二十五難》曰：有十二經，五臟六腑十一耳，其一經者，何等經也？ 

然：一經者，手少陰與心主別脈也，心主與三焦為表裏，俱有名而無形，

故言經有十二也。 

（謂五臟六腑配手足之陰陽，但十一經耳，其一經者，則以手少陰與心主各別為一

脈，心主與三焦為表裏，俱有名而無形。以此一經並五臟六腑、共十二經也。謝氏曰：《難

經》言手少陰心主與三焦者，凡八篇：三十一難分豁三焦經脈，所始所終。三十六難言：

腎之有兩，左為腎．右曰命門。初不以左右腎分兩手尺脈。三十八難言；三焦者，原氣

之別，主持諸氣，複申言其有名無形。三十九難言：命門者，精神之所舍，男子藏精，

女子系胞，其氣與腎通。又云：六腑正有五臟，三焦亦是一腑。八難、六十二、六十六

三篇，言腎間動氣者，人之生命，十二經之根本也，其名曰原，三焦則原氣之別使也。

通此篇參互觀之，可見三焦列為六腑之義，唯其有名無形，故得與手心主合。心主為手

厥陰，其經始於起胸中，終於循小指次指出其端。若手少陰則始於心中，終於循小指之

內出其端。此手少陰與心主各別為—脈也。或問手厥陰經，曰心主，又曰心包絡，何也？

曰：君火以名，相火以位，手厥陰代君火行事，以用而言，故曰手心主。以經而言，則

曰心包絡，一經而二名，實相火也。虞庶雲：諸家言命門為相火，與三焦相表裏，按《難

經》止言手心主與三焦為表裏，無命門三焦表裏之說。夫左寸火，右寸金；左關木，右

關土；左尺水．右尺火，職之部位，其義灼然。於乎！如虞氏此說，則手心主與三焦相

為表裏，而攝行君火明矣。三十六難謂命門其氣與腎通，則亦不離乎腎也，其習坎之謂

歟。手心主為火之閏位、命門則水之同氣歟。命門不得為相火，三焦不與命門配亦明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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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氏之說，良有旨哉。諸家所以紛紛不決者，益有惑于《金匱真言》篇，王注引《正理

論》，謂三焦者，有名無形，上合手心主，下合右腎，遂有命門三焦表裏之說。夫人之臟

腑，一陰一陽，自有定耦，豈有一經兩配之理哉？夫所謂上合手心主者，正言其為表裏；

下合右腎者，則以三焦為原氣之別使而言之爾。知此則知命門與腎通，三焦無兩配。而

諸家之言，可不辨而自明矣。若夫診脈部位，則手厥陰相火居右尺之分，而三焦同之。

命門既與腎通，只當居左尺。而謝氏據《脈經》謂手厥陰與手少陰心脈同部，三焦脈上

見寸口，中見於關，下焦與腎同也。前既云：初不以左右腎分兩手尺脈矣，今如《脈經》

所雲，則右尺當何所候耶？）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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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明代之三焦論述 
 

 

第一節 《普濟方》之三焦論述 

 

夫三焦有名無形，主持諸氣，以象三才之用，故呼吸升降，水穀往來，皆待此以通達。 

卷四十三 三焦腑門 總論 

夫三焦有名無形，主持諸氣，以象三才之用，故呼吸升降，水穀往來，皆待此以通

達。是以不納而分病矣乃沖大。以理如漚俾後者何有然。夫三焦者，一名三關也。上焦

名三管反射，中焦名霍亂，下焦名走哺。合而為一，有名無形間。下三也。 

上焦如霧，起于胃上管，並咽以上，貫膈，布胸中，走腋，循足太陰之分而行，還

注手陽明，上周其內開腠理，衛氣走之，固不得循其道，此氣剽悍滑疾，見開而出，故

不得從其道，名曰漏氣。其病則肘攣痛，食先吐而後下，其氣不續，膈間厭悶，所以飲

食先吐而後下也。寒則精神不守，泄下便痢，語聲不出；若實則上絕於心；若虛則引氣

於肺也。 

中焦如漚，起于胃中管，在上焦之後。此受氣者，主化水穀之味，泌糟粕，蒸津液，

化其精微。陽五主脾胃之病。夫血與氣，異形而同類；衛氣是精，榮氣是神。故血與氣

異形同類焉，而脫血者無汗，此是神氣；奪汗者無血，此是精氣。故人有兩死而無兩生

也，猶精神之氣隔絕也。若虛則補於胃，實則瀉於脾，調其中和，其源萬不遺一也。 

下焦如瀆，起胃下管，別回腸，注於膀胱，而滲入焉。故水谷常並居於胃中，成糟

粕而俱則大亦入出也。 

三焦病者，腹脹氣滿，小腹尤堅，不得小便窘急，溢則為水，留則為脹，候在足太

陽之外大絡。小腹病腫痛，不得小便，邪在三焦約，取太陽大絡，視其結脈與厥陰小絡

結而血者，腫上及及胃脘，取三裏。。三焦脹者，氣滿在皮膚，殼殼然而不堅疼。 

嘗觀周子太極圖曰：無極而太極。至哉斯言也，天婦始謂皆由此而成。且有三焦一

經，此經叔和以命門配，越人以手心主配。千載之賢哲，固不敢以孰是孰非議。要之手

心主則十二經之一，而命門於十二經無所與焉。且手心主厥陰之經，屬心包而絡三焦；

手少陽三焦經，則屬三焦而絡心包。表裏互相屬絡，而三焦經則未嘗絡命門，如此則越

人為是。 

手心主其經則手厥陰，起於胸中，出屬心包，下膈歷絡三焦，然後循脅腋而下肘至

臂，自小指次指出其端。手少陽三焦之經，起於小指次指，終耳前，過客主人，穴名夾

頰，至目銳眥而出其端。此二經絡之始終也。 

《三十一難》曰：上焦在心下，下膈，在胃上口，主內而不出，其治在膻中，玉堂

下一寸六分，直兩乳間陷者是。中焦在胃中脘，不上不下，主腐熟水穀，其治在臍傍。

下焦在臍下，當膀胱上口，主分別清濁，出而不納，以傳道也，其治在臍下二寸。故名



 105 

曰三焦。《素問‧六節臟象論》亦曰：膽、胃、大腸、小腸、膀胱、三焦者，倉廩之本，

營之居也，能化糟粕轉味而出者也。《五臟別論》亦曰：夫胃、大腸、小腸、膀胱、三焦，

此五者天氣之所生也，其氣象天，故瀉而不藏，此受五臟濁氣，名曰傳化之腑。由是論

之，聖人且以三焦為無形矣。至陳無擇作《三因方》，且曰：三焦有脂膜如掌大，正與膀

胱相對，有二白脈自中相如二經以亦古臟周人或子屬亦竅複經編斤決上又曰：三焦者水

谷之道路，氣之所終始也。蓋水穀之所入者，自上而中，自中而下。至於糟粕不如故經

曰真心不受邪者。此也。愚未免臆度一說曰。心包絡亦必有所指。今觀諸獸之心上。有

黃脂縵包在其上。似脂非脂。似肉非肉。外則有細筋膜如絲。與心肺相連者。此則心包

絡也。諸獸之內景，大概亦與人同，觀其心形，亦可見矣。  

 

參考文獻 

 

李冀，李笑然主編.普濟方注錄.哈爾濱：黑龍江科學技術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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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虞摶之三焦論述 

 

《醫學正傳》 

醫學或問 

或問：三焦為腑，有以心胞絡為臟者，有以命門為臟者。《脈訣》雲：三焦無狀空

有名。或謂三焦與心胞絡，皆有名無實之腑髒，而其位俱在胸膈之中。或謂心胞絡乃胸

中之脂膜。又或謂之裹心之肉。凡此議論不一，其孰非而孰是歟？請明以告我。 

曰：其理蘊奧甚矣，難言。雖然，若夫天人之理不明，其可謂之醫乎？請略陳其梗

如左。凡萬物之有形質著乎地者，必有象以應乎天也。且以五行之理論之，如在地有木

火土金水之五行，在天則有風熱濕燥寒火之六氣，蓋人肖天地，其五臟六腑之具於身者，

與天地造化生成之理若合符節。是故在天為風，在地為木，在人臟腑為肝、為膽。在天

為熱，在地為火，在人臟腑為心、為小腸。在天為濕，在地為土，在人臟腑為脾、為胃。

在天為燥，在地為金，在人臟腑為肺、為大腸。在天為寒，在地為水，在人臟腑為腎、

為膀胱。五者之外，又有相火遊行於天地上下氣交之中，故合為五運六氣。人身之相火，

亦遊行於腔子之內，上下肓膜之間，命名三焦，亦合於五臟六腑。丹溪曰：“天非此火，

不能生物；人非此火，不能有生。”夫《內經》以心胞絡為臟，配合三焦而為六臟六腑，

總為十二經也。其兩腎本為一臟，初無左右之分。越人始分之，亦未嘗言其為相火之臟。

玉叔和始立說，以三焦合命門為表裏，亦有深意寓焉。蓋命門雖為水髒，實為相火所寓

之地。其意蓋謂左屬陰，右屬陽，左屬血，右屬氣，左屬水，右屬火，靜守常而主乎水，

動處變而化為火者也。然而相火固無定體，在上則寄於肝膽胞絡之間，發則如雷火飛躍

於霄漢而為雷霆也；在下則寓於兩腎之內，發則如龍火鼓舞於湖海而為波濤也。 

或曰：嘗聞人身之有腑者，若府庫然，能盛貯諸物之名也。若大小腸、胃、膀胱、

膽五腑，皆有攸受而盛之者，未審三焦為腑，何所盛乎？ 

曰：三焦者，指腔子而言，包函乎腸胃之總司也。胸中肓膜之上，曰上焦；肓膜之

下，臍之上，曰中焦；臍之下，曰下焦，總名曰三焦，其可謂之無攸受乎？其體有脂膜，

在腔子之內，包羅乎六臟五腑之外也。其心胞絡實乃裹心之膜，包於心外，故曰心胞絡，

其系與三焦之系連屬。故指相火之臟腑皆寄於胸中，此知始而未知終也。其餘諸說，皆

輾轉傳訛之語耳。管見如斯，俟知者再論。 

或問：人身之兩腎，猶車之有兩輪，其形同，色亦無異，不知王叔和何所見而獨謂 

左腎屬水而右腎屬火，又指右腎為命門以配三焦之經？嘗聞有生之初，胚胎未成之際，

先生二腎，即造化天一生水之義，今以水火岐之，冰炭相反何歟？ 

曰：予嘗私淑丹溪而得其說矣。按《內經》以心胞絡為三焦相火之配而並行於經也， 

其兩腎本為一臟，初未嘗有左右之分。而越人始分之，亦不言其為相火之臟。叔和立說，

以三焦合命門為表裏，亦有深意存焉。蓋謂腎屬陰而本主乎靜，靜則陽孕于其中陽既孕

矣，其能純乎靜而無生氣之動歟。若經所謂腎屬水，受五臟六腑之精而藏之，是陽歸之

陰而成孕者也。又謂腎為作強之官，伎巧出焉，陽出之陰而化生者也。是故腎為一臟配

五行而言者，則屬之水矣。以其兩腎之形有二象而言者，亦得以左右分陰陽剛柔而命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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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臟之根元也。以左為陰，右為陽，陰為水，陽為火，水為血，火為氣，於是左腎之陰

水生肝木，肝木生心火，右腎之陽火生脾土，脾土生肺金，其四臟之於腎，猶枝葉之出

於根也。雖然，但不可獨指右腎為命門耳。經曰：太沖之地，名曰少陰，少陰之上，名

曰太陽，太陽根起于至陰，結於命門。按王注：《靈樞經》雲：命門者目也。抑考《明

堂》、《銅人》等經，命門一穴在脊中行第十四椎下陷中兩腎之間。夫兩腎固為真元之根

本，性命之所關，雖為水臟，而實有相火寓乎其中，象水中之龍火，因其動而發也。愚

意當以兩腎總號為命門，其命門穴正象門中之棖，司開闔之象也。惟其靜而闔，涵養乎

一陰之真水；動而開，鼓舞乎龍雷之相火。夫水者常也，火者變也。若獨指乎右腎為相

火，以為三焦之配，尚恐立言之未精也，未知識者以為何如？ 

或問：《內經》所謂壯火之氣衰，少火之氣壯，壯火食氣，氣食少火，壯火散氣，

少火生氣，何謂也？ 

曰：王太僕已有注文，但未甚詳耳，請陳一得如下：夫壯火之氣衰、少火之氣壯者，

言造化勝複之理，少而壯，壯而衰，衰而複生，迴圈無端，生生不息。經雖不言衰而複

生，其理實在其中矣。壯火食氣者，言元氣見食於壯火也。氣食少火者，言元氣見助於

少火也。壯火散氣謂耗散元氣，少火生氣謂滋生元氣，此二句申明上文二句之言耳。蓋

火不可無，亦可少而不可壯也，少則滋助乎真陰，壯則燒爍乎元氣。陰陽造化之理，無

往不復，夫火壯而亢極，則兼水化以制之。經曰亢則害，承乃制也。又曰制則生化。故

壯火衰而少火複生，是以陰陽調和，萬物生旺，四時生長化收藏之道，即此理也。以人

論之，胚胎未成之初，先生二腎以涵養真陰，是故名為元氣，天一生水之義焉，然後肝

心脾肺以及五腑相繼而生。五臟五腑之外，又有胞絡相火，遊行于三焦之間，故以三焦

為配，二者皆有名無實之腑臟，蓋相火無定位故也。抑考先哲有曰：天非此火，不能生

物；人非此火，不能有生。言其不可無也，此非少火生氣之意乎。又曰：火與元氣不兩

立，一勝則一負。言其不可亢也，又非壯火散氣之謂乎。管見如斯，未知是否？ 

或問：《難經》第八難曰：寸口脈平而死者，何謂也？然。諸十二經脈者，皆系於

生氣之源。所謂生氣之源者，十二經之根本也，謂腎間動氣也，此五臟六腑之本，十二

經之根，呼吸之門，三焦之源，一名守邪之神。故氣者，人之根本也，根絕則莖吐枯矣。

寸口脈平而死者，生氣獨絕於內也。夫所謂腎間動氣者，釋者皆指為兩尺。兩尺既絕，

何謂寸口脈平？何不言尺中腎脈，而言腎間動氣？請明辯以釋吾疑，幸甚。 

曰：此言寸口脈平而死者，亦兼關尺而論也。腎間動氣者，臍下氣海丹田之地也。 

或曰：臍下中行，乃任脈所屬，與腎何相干哉？ 

曰：各開寸半為第二行，皆屬足少陰腎經。其臍與背後命門穴對，各開寸半，腎 穴

也。故丹田氣海與腎脈相通，為腎之根也。又若有生之初，先生二腎，胞系在臍，故氣

海丹田實為生氣之源，十二經之根本也。 

或曰：寸口既平，奚疑其死乎？ 

曰：此為病劇形脫者論耳。《內經》曰：形肉已脫，九候雖調者死。凡見人之病劇

者，人形羸瘦，大肉已脫，雖六脈平和，猶當診候足陽明之沖陽與足少陰之太溪。二脈

或絕，更候臍下腎間之動氣。其或動氣未絕，猶有可生之理；動氣如絕，雖三部平和，

其死無疑矣。醫者其可不詳察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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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問：飲食同入於胃，而水穀二者何如而分乎？且如膀胱止有下口而無上口，其水

固可出，不知從何而入乎？又何其如是之清乎？ 

曰：經曰：飲食入胃，遊溢精氣，上輸於脾。脾氣散精，上歸於肺，通調水道，下

輸膀胱。水精四布，五經並行，合於四時五行陰陽，揆度以為常也。夫胃為倉廩之官，

無物不受全借脾土轉輸而運化焉。蓋水穀入胃，其濁者為渣滓，下出幽門，達大小腸而

為糞，以出於穀道。其清者，倏焉而化為氣，依脾氣而上升於肺。其至清而至精者，由

肺而灌溉乎四體，而為汗液津唾，助血脈，益氣力，而為生生不息之運也。其清中之濁

者，下入膀胱而為溺，以出乎小便耳。其未入而在膀胱之外者，尚為濁氣；既入而在膀

胱之內者，即化為水。是故東垣有曰：飲者無形之氣。正謂此也。蓋肺屬金而複乎脾胃

之上，即如天之複於地之上也。經曰：清陽為天，濁陰為地。地氣上而為雲，天氣下而

為雨。水入於胃，輒化氣而上升，亦猶天降霖雨於地，倏焉化氣上騰而為雲，又複化為

霖雨而下降也。 

或曰：老人與壯年者，飲水無異多寡，壯年小便甚少，而老者小便甚多，何也？ 

曰：壯者如春夏之氣，升者多而降者少；老人如秋冬之氣，降者多而升者少耳。 

或曰：降多即小便多，升多者未見其為何物而出於上竅焉。 

曰：經曰：清陽出上竅，濁陰出下竅；清陽發腠理，濁陰走五臟；清陽實四肢，濁

陰歸六腑。各從其化也。夫大塊之為器，不可論其涵容之量，人之氣化亦猶是也，賢者

宜再思之。 

 

《蒼生司命》 

內景圖說 

三焦者，上焦如霧，中焦如漚，下焦如瀆，主持諸氣，以象三才。故呼吸升降，水

榖腐熟，皆待此通達。與包絡相為表裏，故其脈散絡心包，下膈，循屬三焦。腎有兩枚，

精所舍也，生於脊膂十四椎下，兩旁各一寸五分，中命門穴。形如豇豆，外有黃脂包裹，

裏白外黑，下通抵尾，上通腦髓。有上系通於心，下系則通精竅。根於兩腎之前膀胱之

後，出大腸之上，左居小腸之下，右即命門子宮。男子以藏精，女子以系胞。兩腎俱屬

水，但一邊屬陰，一邊屬陽。越人謂左為腎右為命門非也。命門即兩腎之中，通腎之下

系為相火。《易》所謂一陽陷於二陰，道書所謂兩腎中間一點明是也。命門寄相火，代

君行化，此先天無形之火，與後天有形之火不同。故滑伯仁曰：“相火之相，譬如丞相

之相也，輔佐周身，維持綱紀，交接元陽，為一身統領，使百脈舒和，三元有益，氣血

無偏，治化宣和則無虞矣。”丹溪雲：“天非此火，不能生物；人非此火，不能有生。”

是以能視聽言動，何莫非先天之火為哉！ 

參考文獻 

 

段光周主編.中華大典‧醫藥衛生典‧醫學分典‧基礎理論總部.成都：巴蜀書社，1999.1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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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俞弁之三焦論述 

 

《續醫說‧三焦有形狀》 

王叔和言三焦無狀空有名，千載之下議論不一。至宋陳無擇之通達，尚惑徐遁之荒

唐，且曰三焦有脂膜如掌大，正與膀胱相對，有二白脈自中出，夾脊而上，貫於腦，何

其謬也！按《內經‧六節藏象論》曰：脾、胃、大腸、小腸、膀胱、三焦者，倉廩之本，

營之居也，能化糟粕，轉味而出者也。《五臟別論》曰：夫胃、大腸、小腸、膀胱、三

焦此五者，天氣之所生也，其氣象天，故瀉而不藏，此受五臟濁氣，名曰轉化之腑。由

是觀之，聖人且以三焦為有形狀矣。又按蔡西山《脈經》其間有《論三焦》一篇，後引

《禮運記》曰：上焦若竅，中焦若編，下焦若瀆。然未曾發明其義。新安孫景思氏因推

其義而解之曰：上焦若竅，竅者竅漏之義，可以通達之物，必是胃之上脘。經曰：上焦

在胃之上口，主納而不出是也。中焦若編，編者編絡之義，如有物編包之象。胃之外有

脂如網，包羅在胃之上，以其能磨化飲食，故《脈訣》雲：膏凝散半斤者此也。必是脾

之大絡，此為中焦。經曰：主腐熟水穀是也。下焦若瀆，瀆者溝瀆之義，可以決瀆，可

以傳道，乃是小腸之下，曰闌門，泌別水穀，自此而分清濁之所，此為下焦。經曰：在

膀胱上口，主瀉而不藏。又曰：主出而不內。又曰：下焦為傳化之府。又曰：三焦曰水

谷之道路，氣之所終始也。蓋水穀之所入，水自上而中，自中而下，至於糟粕，轉輸傳

道而下，一無底滯如此，尤可表其為有形明矣。所謂形者，非謂臟腑外別生一物，不過

指其所而為形耳。或曰：經之本文，乃中焦若漚，今改作編字，于理未安。愚謂蔡西山

據《禮運記》而言，又按《白虎通‧性情篇》漚亦作編，二說安得俱誤？恐漚與編殆相

似而訛之耳。 

參考文獻 

段光周主編.中華大典‧醫藥衛生典‧醫學分典‧基礎理論總部.成都：巴蜀書社，1999.1068 

 

 

第四節 韓懋之三焦論述 

 

《韓氏醫通》 

 

卷上 脈訣章第三 

取三焦應脈，浮為上焦，與心肺脈合；中為中焦，與脾胃合；沉為下焦，與肝腎合。

不合，則氣必亂而脈不真，須再切也。蓋此部命門之火，系於心包，而三焦之位，實在

五臟部位之中虛處，一氣流行，綿綿不息，所謂呼吸之根，性命之蒂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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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徐春甫之三焦論述 

 

《古今醫統大全》 

（1）三焦有脂膜如掌大 

卷之九十九 養生餘錄（上） 天元之壽精氣不耗者得之 

男女居室，人之大倫。獨陽不生，獨陰不成，人道有不可廢者。莊周乃曰：人之可

畏者，衽席之間，不知戒者過也。蓋此身與造化同流，左為腎屬水，右為命門屬火。陽

生於子，火實藏之，猶北方之有龜蛇也。膀胱為左腎之府，三焦有脂膜如掌大，正與膀

胱相對，有二白脈由中而出，夾脊而上，貫於腦。上焦在膻中，內應心；中焦在中脘，

內應脾；下焦在臍下，即腎間動氣，分佈人身。方其湛寂，欲念不興，精氣散于三焦，

榮華百脈。及欲想一起，欲火熾然，翕撮三焦，精氣流溢，並從命門輸瀉而去，可畏哉﹗

嗟夫﹗元氣有限，人欲無涯。火生於木，火發必克。尾閭不禁，滄海以竭。少之時，血

氣未定，既不能守夫子在色之戒；及其老也，則當寡欲閒心，又不能明列子養生之方。

吾不知其可也。麻衣道人曰：天地人等列三才。人得中道，可以學聖賢，可以學神仙，

況人之數多於天地萬物之數。但人之不修人道，貪愛嗜欲，其消減只與物同也，所以有

老病夭傷之患。鑒乎此，必知所自重，而可以得天元之壽矣。 

 

（2）三焦有名無形，主持諸氣，以像三才。 

卷之一百 養生餘錄（下） 攝生要義 

咽至胃長一尺六寸，通謂之咽門。咽下有膈膜，膈膜之下有胃，盛受飲食而腐熟之。

其右有脾，與胃同膜而附其上。其色如馬肝赤紫，其形如刀鐮。聞聲則動，動則磨胃，

食乃消化。胃之下，左有小腸，後附脊膂，左環回周迭積。其注於回腸者，外附臍上，

共盤十六曲。右有大腸，即回腸，當臍左環，回周迭積而下，亦盤十六曲。廣腸附脊，

以受回腸，左環迭積下辟，乃出滓穢之路。廣腸左側為膀胱，乃津液之府。五味入胃，

其液上升，化為血，以成骨髓。津液之餘，流入下部，得血海之氣施行，小腸滲出，膀

胱滲入，而溲便注泄矣。凡胃中腐熟水穀，其精氣自胃之上口，曰賁門，傳於肺，肺播

于諸脈。其渣穢自胃之下口，曰幽門，傳於小腸。至小腸下口闌門，泌別其汁，清者滲

出小腸，而滲入膀胱。滓穢之濁，則轉入大腸。膀胱赤白瑩淨，外無所入之竅，全假氣

化施行。氣不能行，則膈不通而為病矣。三焦有名無形，主持諸氣，以像三才。故呼吸

升降，水穀往來，皆從此通達。上焦出於胃上口，並咽以上，貫膈而布胸中，走腋，循

太陰之分而行，傳胃中穀味之精氣於肺，肺播于諸臟。中焦在胃中脘，不上不下，主腐

熟水穀，泌槽粕，蒸津液，化其精微，上注於肺脈，乃化而為血，以奉生身，莫貴於此。

故獨得行於經隧，命曰營氣。下焦如瀆，其氣起於胃下脘，別回腸，注於膀胱，主出而

不納。此脾、胃、大小腸、三焦乃咽之一竅，資生血氣，轉化槽粕而入出如此。腎有二，

精所舍也。生於脊膂十四椎下兩旁各一寸五分，形似豇豆，相並而曲附於脊，外有黃脂

包裹，裏白外黑，各有帶二條。上條系於心，下條過屏翳穴後趨脊骨，下有大骨，任脊



 111 

骨之端，如半寸許。中有兩穴，是腎帶經過處。上行夾脊至腦中，□□髓海。五臟之真，

惟腎為根。上下有竅，穀味之液，化而為精，人乃久生。腎虛精絕，其生乃滅。凡人腎

虛，水不足也，補以燥藥，以火煉水，其精乃灼。攝生者觀於腎之神理，則夭壽之消息

亦思過半矣。 

參考文獻 

 

明‧徐春甫編.古今醫統大全（下冊）.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91.1393 

 

 

 

 

 

 

 

 

 

 

 

 

 

 

 

 

 

 

 

 

 

 

 

 

 

 

 

 

 

 

 



 112 

 

第六節 孫一奎之三焦論述 

 

（1）此三焦者，外有經而內無形，故曰外腑，明非五臟五腑之有合應也，又曰孤腑。 

（2）袁淳甫《難經本旨》曰：所謂三焦者，於膈膜脂膏之內，五臟五腑之隙，水穀流化

之關，其氣融會於其間，薰蒸膈膜，發達皮膚分肉，營運四旁，曰上中下，各隨部分所

屬而名之，實際引數氣之別使也。是故雖無其形，倚內外之形而得名；雖無其實，合內

外之實而為位者也。 

《醫旨緒餘‧《難經正義》三焦評》 

或有以馬玄台《難經正義》問於生生子曰：馬氏謂《難經》所言三焦，乃上中下之

三焦，故曰無形之氣；若于手少陽之三焦，乃是有形，引《靈樞》、《素問》經旨及東垣

等論為證。而以手厥陰配合，俱寓診於右尺。子以其說為何如？幸條悉之，以詔來學。 

生生子曰：馬玄台搜究經旨甚博，考證諸篇極工致，非苦心者不能也。但謂三焦有

二，上中下之三焦，行脈道以通十二經，手少陽之三焦，惟司決瀆之職而已。謂東垣能

疑之，而不能正之。又引《三因方》謂脂膜如手掌大者為三焦，而寓診於右尺。斯言不

能無弊，何也？上古文字，不容易看，亦有不可強解者，亦非聰明所可臆度，不可辯者，

寧缺之，不敢妄議，恐增後人一障也。姑即所疑，條陳于左，以俟明哲。 

馬氏曰：手少陽三焦，焦當作膲 ，是有形物也。上中下之三焦，焦字從火，謂能腐

熟水穀變化也。 

余按“焦”字亦不一，《靈樞‧背腧篇》有雲：肺俞在三焦之間，心俞在五焦之間。

據《銅人圖》，肺俞在三椎下，心俞在五椎下，是以“焦”字作“椎”字看也。椎、槌也，

節也。斯上中下之三焦，亦是以地段三停而言，如雲上中下三節也。“焦”“膲 ”同用，

如“藏”“ 臟”同用也，不必拘從火從肉，但觀上下文義何如爾。推馬氏之意，不過謂

從肉則是有形，從火則是無形，蓋為有形無形生疑也。 

馬氏曰：《三因方》雲：古人左為腎臟，其腑膀胱，右為命門，其腑三焦，三焦有脂

膜如手大。且曰：宋有舉子徐遁者，醫療有精思，曰：齊常大饑，群丐相臠而食，有一

人皮肉盡而骨脈全者，視其五臟，見右腎之下有脂膜如手大者，正與膀胱相對，有二白

脈自其中出，夾脊而上貫腦，意此即導引家所謂夾脊雙關者，而不悟脂膜如手大者之為

三焦也，由是知三焦為有形也（按導引家夾脊雙關，正是兩腎，非別有物也）。 

愚謂此言無稽，不必信也。蓋醫以《靈》、《素》為宗，《靈》、《素》不載，如張仲景、

華佗、王叔和、孫思邈，皆擅名古今者，未有一言及此。史載秦越人隔垣洞見人臟腑者，

假令三焦如手掌大，何不言之，而反曰無形之氣。又觀手少陽經起止散絡，亦無夾脊貫

腦之說，獨陳無擇言之，豈無擇之神知，出《靈》、《素》諸公之上，而操議以勝之哉！

愚故謂無稽之言不必信也。餘惟人身稟賦，有肥瘠，有長短，有男作女形，女作男形，

臟腑亦有厚薄之不一。人臟內景，殆與豬相類，兩腎即兩腰子，兩腰子皆裹於脂膜之中

間，或有偏長短者，不可因脂膜之垂長者，便指為臟腑也。兩白脈自中出者，正腎之脈

絡爾。膀胱中處腹下，亦非偏于左者，抑何相對若是之偶耶？據雲大饑而相臠，安有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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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腎而不食，尚從容乎有所待也，此不待辯而可知。若脂膜左右長短不同，由人之肥瘠

也。且如平人之膽，僅藏汁三合，姜維之膽大如斗。平人喉管二，一通氣，一通食。《銅

人圖》有載：大賊歐希範之喉管有三。彼陳無擇者，抑信之否乎？三焦既有形若是，《銅

人圖》必圖而表之，華氏《內照圖》亦必表而出之。何一陽曰：世傳華佗神目，置人裸

形于日中，洞見其臟腑，是以象圖，俾後人准之，為論治規範。三國時殺人亦不少，華

佗之醫，不可謂無精思，豈有三焦如是乃遺而不之載哉﹗何一陽又曰：余先年精力時，

以醫從師征南，歷剖賊腹，考驗臟腑，心大長於豕心，而頂平不尖，大小腸與豕無異，

惟小腸上多紅花紋，膀胱真是脬之室，餘皆如《難經》所雲，亦無所謂脂膜如手掌大者。

餘謂心小腸屬火，故色皆赤，三焦亦屬火，色獨如脂膜，是不可信矣。顧戴同父氏有言

曰：《三因方》之好異也，雲三焦有形如脂膜，附於腎夾脊。若果如是，則《內經》、《難

經》言之矣，其經脈又何偏屬歷絡之雲乎？《醫學辯疑俗斷》極叱其非，惜乎人未之考

也。（徐遁之說出《龍川志》，而陳無擇因之，且引《難經》男子藏精、女子系胞二句，

於夾脊貫腦之下，是認命門為三焦也，差舛如此，何可信哉﹗《黃帝陰符經》有曰：二

腎內生白脈二條，上湧朝元，通靈陽之宮，跡此觀之，舛可知矣。） 

或曰：子以《難經》三焦無形之言為是，何《靈樞‧本臟篇》皆謂有厚、薄、緩、

急、直、結、縱、橫。惟其有形，乃有此語。 

餘曰：《本臟篇》論三焦者，非特為三焦有物如是也，厚、薄、直、結、緩、急等語，

為膀胱而言也。合通篇臟腑配應而觀，其義自見。據五臟各有一腑為應，三焦為孤腑（上

中下三焦同號為孤腑），又為外腑，又為中瀆之腑。按瀆者，水也。膀胱為津液之府，津

液亦水也。三焦為決瀆之官，膀胱之用也。又為腎間原氣之使，以其無形，故附膀胱而

言之。何以然？黃帝曰：願聞六腑之應？岐伯答曰：肺合大腸，大腸者，皮其應。心合

小腸，小腸者，脈其應。肝合膽，膽者，筋其應。脾合胃，胃者，肉其應。腎合三焦膀

胱，三焦膀胱者，腠理毫毛其應。帝曰：應之奈何？岐伯曰：肺應皮，皮厚者，大腸濃，

皮薄者，大腸薄，云云。腎應骨，密理厚皮者，三焦膀胱厚；粗理薄皮者，三焦膀胱薄；

疏腠理者，三焦膀胱緩；皮急而無毫毛者，三焦膀胱急；毫毛美而粗者，三焦膀胱直；

稀毫毛者，三焦膀胱結也。三焦原非五行正腑，而無所應，故稱外腑、孤腑。因帝以六

腑之應為問，三焦既為膀胱之用，原氣之使，故以膀胱合而應之，以答六腑之應如此也。

又《本輸篇》曰：肺合大腸，大腸者，傳導之府。心合小腸，小腸者，受盛之府。肝合

膽，膽者，中精之府。脾合胃，胃者，五穀之府。腎合膀胱，膀胱者，津液之府。”此

五臟、五腑、五行正配合者也。獨少陽三焦無合，乃複曰：少陽屬腎，腎上連肺，故將

兩臟。三焦者，中瀆之腑，水道出焉，屬膀胱，是孤之府也。（《千金方》論孤腑亦同。）

是六腑之所與合者。合二篇觀之，三焦屬腎與膀胱，故附膀胱而言，非為三焦有物如是

也。《論勇篇》之縱橫及諸篇言有形者多類此。彼陳無擇之脂膜，果有理疏、理密、直結、

縱橫也乎哉？無擇之好異，而故為之辭也。（泰來曰：觀五腑皆有合有應，惟三焦無合無

應，因下焦為足太陽所管攝，故稱足三焦。足三焦者，足太陽之別絡也，非另有一個足

三焦也。據雲中瀆之府，水道出焉，屬膀胱，是孤腑等語，即知諸言有形者，皆是言膀

胱，以膀胱乃下焦之地位，膀胱主水，三焦職司決水，故並言之。） 

或曰：三焦既無形如此，何《氣腑篇》有少陽脈氣所發者三十二穴，《繆刺篇》有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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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之絡，《經脈篇》有三焦少陽之脈，《經別篇》有少陽心主之正，《經筋篇》有少陽心主

之筋，《衛氣篇》有少陽心主之本，《陰陽二十五人篇》言手少陽之上血氣盛則眉美而長

等語。似涉有形，今曰無形，然則彼皆非耶？ 

餘曰：所謂有形者，指其經依附各屬經絡而流貫者言也，蓋手少陽乃十二經中之一

經，其動脈原有起止，亦有脈絡經筋俞穴出入相應。以經絡乎上中下一身也，非謂無其

經脈而虛作一氣看也。因有此經，故有此病。雲無形者，指其腑也，以其無特形，故稱

外腑，非若五腑稱赤腸、白腸、黃腸、青腸、黑腸，長若干，重若干，受盛若干云云。

若獨指其經脈起止俞穴主病等語，便謂是有形之府，不思奇經中如沖、任、督等脈，皆

有起止，亦皆主病，沖為血海，任主胞胎，亦可指沖任等脈如有形腑例看否耶？有形之

說，不必辯而其謬自明矣。 

馬氏曰：東垣《此事難知》問三焦有幾，似嘗究心於此者，惜乎謂三焦有二者，不

及上中下之三焦，則誤矣。是欲闡《內經》而《內經》之義未融，欲正《難經》而《難

經》之言仍在也。 

餘曰：《此事難知》乃王好古所著，好古為東垣高弟，問三焦有幾者，非為手少陽三

焦當分上中下為二也，是欲人知三焦有手足之分爾。手少陽三焦主持於上，足三焦主持

於下。足三焦者，足太陽膀胱之別也，若將手少陽三焦又分出一個上中下三焦，合足三

焦觀之，得無有三個三焦耶？則鑿矣。好古此篇，分三焦甚有功，但謂命門包絡於右尺

同診，又謂包絡亦有三焦之稱，為命門之火遊行於五臟六腑之間，主持於內也云云，似

亦未究相火命門之義。《難經》雖有命門之說，未嘗言其為火，觀男子以藏精一句，則知

右腎非火矣。矧《經》曰：精者，水也。又曰：“其氣與腎通”，水與火可相混耶？都

緣惑于高陽生《脈訣》，以三焦配命門，而張世賢圖《難經》《脈訣》，又以心包絡皆混配

命門三焦於右尺，故有命門屬火之說。何一陽《醫學統宗》極劾其盜襲訛言，紊陳圖局，

誣世釣譽。夫命門，乃兩腎中間動氣，人之生命所司，故曰：精神之所舍，原氣之所系。

觀《銅人圖》，圖命門穴于兩腎俞中間，深為得旨。（泰來曰：三焦總只一而已，言手三

焦者，以其經屬手少陽，又其治在膻中，緣手經經乎上也。言足三焦者，以其經即足太

陽之別絡，又其治在氣沖，緣足經經乎下也。《靈》、《素》以下焦備六腑之數，即知手少

陽三焦，與下焦之三焦，總只一而已。） 

馬玄台曰：命門之脈不必拘於右尺，以其氣與腎通也。顧腎間動氣，人之生命，左

腎亦可以診之。據其將右腎入左尺同診者，是要出右尺部位，庶三焦包絡始有診地也。

又欲使人知是前人之意，故托言王叔和《脈訣》歌雲：右肺大腸脾胃命，由是以三焦包

絡寓診於右尺也。 

愚謂玄台博究如此，豈有不識《脈訣》非叔和書哉﹗正若三焦、包絡二脈無所歸著，

不得已而引《脈訣》歌為證，仍稱王叔和之名者，不過要使人尊信也。抑不思叔和《脈

經》，寸關尺之診，上部合于上焦，關部合於中焦，尺部合于下焦，兩尺皆以腎為候，而

無三焦、包絡左右之分。《千金方》載列亦同。今人不體認《脈訣》之非，往往為其牽縛，

又強扶而合之，亦大可歎也﹗戴同父《脈訣刊誤》首篇辟之甚詳，真千載斷案，讀之亥

豕自見，毋用多喙。 

馬氏謂心火面北，君道也，故居寸上；相火面南，臣道也，故居尺下；三焦、包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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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屬相火，故寓於右尺下部診之。 

餘曰：此強合之辭也。人多不思相火命名之義，往往以陰火作相火看，故《溯洄集》

辯之。包絡乃護心之脂膜，不離於心，膻中、氣海、三焦之所布，皆在膈上，與心相近，

故稱曰相火，以其為君火之相也。余竊謂相，猶宰相，輔成君德，位必相近，今馬氏以

三焦、包絡二脈診法部位無所著落，是為診法部位而言，非為君臣尊卑定南北也。論定

分，則君臣尊卑有南北；論診法，則部位之居有遠近，勢也，亦理也。包絡之護心，與

宰相之近君一也。若將包絡居尺下，則與心遠矣，世豈有遠離於君而謂之相哉？此又可

以例觀矣。且《經》謂上以候上，下以候下者，均此理勢也。按《洪範》五行，火曰炎

上，水曰潤下。《難經》亦曰：火炎上而不能下，故在上部；水流下行而不能上，故在下

部。今以南北尊卑之勢紊而使居下部，豈不背經義哉﹗徒拘拘以君臣尊卑而言，則肺亦

臣也，《經》曰：肺者，心之蓋也，抑何反加於心之上耶？蓋肺相傅之官，位近心君，故

治節由之，是以同處於膈上也。觀《素問》三焦、包絡皆處膻中，蓋膻中者，臣使之官，

喜樂出焉。以近心君，故喜樂由之。又三焦為氣父，包絡為血母。從心肺而言也，以心

主血，肺主氣，皆居膈上，故曰膻中之分，父母居之，氣之海也，是故不得而居於右尺

下部也。謝堅白《難經本旨》亦推宗《脈經》，謂手厥陰即手少陰心脈，同部三焦脈，上

見寸口，中見於關，下焦與腎同診。此其說殊合經旨，千古不易之定論也。 

或曰：三焦下合右腎，子以其說然歟否歟？ 

餘曰：此啟玄子引《正理論》之言，不知何所據，遍考《靈》、《素》，只有上合手心

主一句，無下合右腎之說。或曰：然則與手心主配合為表裏者何也？餘曰：手少陽三焦

之脈，布膻中，散絡心包。手厥陰心主之脈，出屬心包絡，下膈，歷絡三焦，因其脈上

下交絡故也。又俱屬手經，均為相火，以類相從，雖為表裏，終非五臟五腑比也。此何

以故？餘曰：為是非也，蓋臟有聲色臭味，腑有出納受盛，二經無聲色臭味、出納受盛，

雖是表裏，實非臟腑比也。《素問‧運氣篇》曰：心包非臟也，三焦非腑也。餘故曰：以

類相從也。 

或曰：馬氏謂上中下之三焦，行脈道以通十二經，手少陽之三焦，惟司決瀆之職而

已。予以為非耶？ 

餘曰：噫嘻！人之好異也，經書豈容易言哉！圭齋歐陽公曰：《難經》先秦古文，蓋

為醫式之祖也。東坡蘇公曰：醫之《難經》，句句皆理，字字皆法，後世達者，神而明之，

如珠走盤，如盤走珠，無不可者。若出新意而棄舊學，以為無用，非愚無知，則狂而已。

看書之法，當以意會其理而融其辭，不可執己見以害其意。夫所謂三焦者，乃上焦、中

焦、下焦三處地位合而名之也，以手少陽經統而屬之，以合十二經之數。人之有十二經，

猶日之有十二時，歲之有十二月也。上焦主納而不出，其治在膻中；中焦主腐熟水穀，

其治在臍旁；下焦分別清濁，主出而不納，其治在臍下。滑伯仁曰：治，猶司也，猶郡

縣治之治，言三焦所治之地方在斯也。有以呼上焦為三焦者，如雲：三焦為氣之父，指

上焦之氣海而言也（是上焦亦可以三焦稱也）。有以呼中焦為三焦者，如雲：三焦咳狀，

咳而腹滿，不欲飲食，此皆聚於胃、關於肺者是也（是中焦亦可以三焦稱也）。有以下焦

呼為三焦者，如雲：決瀆之官、中瀆之府者是也（是下焦亦可以三焦稱也）。此三焦者，

外有經而內無形，故曰外腑，明非五臟五腑之有合應也，又曰孤腑。袁淳甫《難經本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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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所謂三焦者，於膈膜脂膏之內，五臟五腑之隙，水穀流化之關，其氣融會於其間，

薰蒸膈膜，發達皮膚分肉，營運四旁，曰上中下，各隨部分所屬而名之，實際引數氣之

別使也。是故雖無其形，倚內外之形而得名；雖無其實，合內外之實而為位者也。《靈樞

經》曰：“上焦出於胃上口，並咽以上，貫膈而布胸中，走腋，循太陰之分而行，還至

陽明，上至舌，下足陽明，常與營俱，行于陽二十五度，行于陰亦二十五度，一周也，

故五十度而複大會于手太陰。”觀此，則秦越人謂作水谷之道路，氣之所終始者，為不

誣矣。“中焦亦並胃中，而出上焦之後，此所受氣者，泌糟粕，蒸津液，化其精微，上

注於肺脈，乃化而為血。”“下焦者，別回腸，注於膀胱而滲入焉。故水谷者，常並居

於胃中，成糟粕，而俱下於大腸，而成下焦，滲而俱下，濟泌別汁，循下焦而滲入膀胱

焉”。觀此，下焦之文，則純是決瀆之事，馬氏乃謂上中下之三焦以氣看，手少陽之三

焦作有形腑看，謂其惟司決瀆之職而已，分三焦為二，何其謬哉﹗《靈蘭秘典》曰：“三

焦者，決瀆之官，水道出焉。”瀆，猶江河淮濟之瀆。《爾雅》曰：“瀆者，獨也，各獨

出其所而入海也。”夫決瀆本下焦之事，決瀆之官，猶今之總督河道之職也。今以三焦

之名，而獨任下焦之職，此其故何哉？蓋以水瀆在下，非氣莫導，膀胱所藏之水，必待

氣海之氣施化，乃為溲便注泄，是故以三焦治之，謂賴其氣而為之前導也，故曰“氣化

則能出矣”。若曰：不必下焦之氣施化，而手少陽自能決而出焉，則《經》不當複繳“氣

化則能出矣”之句。或曰：三焦是六腑之一，故決瀆由之，恐不可作下焦看也。餘曰：

此正是馬氏所疑之處，馬氏以手少陽三焦為腑，惟司決瀆，下焦非腑也，故作氣看。不

思《素問‧宣明五氣篇》曰；“胃為氣逆，為噦，為恐。大腸小腸為泄。下焦溢為水。

膀胱不利為癃；不約為遺溺。膽為怒。”又《靈樞‧九針篇》曰：六氣為病，“膽為怒，

胃為氣逆、噦，大腸、小腸為泄，膀胱不約為遺溺，下焦溢為水”。據此二篇，則《靈》、

《素》亦以下焦備六腑之數，是下焦與三焦無彼此也，是故不分而為二也。王好古雖引

《靈樞》謂有足三焦之說，緣足三焦乃太陽之別絡。（別絡乃支絡）並太陽之正，入絡膀

胱，約下焦。（約是約束也）實則閉癃，虛則遺溺，雖有足三焦之名，實則足太陽之絡脈

也。蓋下焦乃足經之所屬，故即膀胱言之也。《本臟篇》言“腎合三焦、膀胱”，亦以此

故。好古此問，不過欲人知此義爾，實無二質可分也。諸家言有形狀，有俞穴者，皆不

過即其經脈而言，如奇經沖、任、督之類也。噫﹗ 

夫《難經》、《靈》、《素》之翼也，《脈經》，診候之宗也。《難經》載心包絡、命門、

三焦者凡八篇，《脈經》闡《靈》、《素》之要旨，推脈候之本原。噫﹗醫學至秦越人亦神

矣，至王叔和亦可稱精思矣。二公殫心究竟，著述垂訓，亦可謂無滲漏矣。乃陳無擇不

信《難經》，而信龍川不核之方志，世人不宗王叔和《脈經》，而宗高陽生之《脈訣》，且

也妄肆譏彈，是何異河伯而議海若之汪洋，處蟻封而談藐姑射之靈秘哉﹗多見其不知量

也。餘為此辯，豈不知將益增嘵嘵之口，顧後之人惑於其說而莫之覺，願為秦王忠臣也，

或毀或譽，何暇計哉﹗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餘私心竊欲自附雲。 

 

附：東垣三焦論 

東垣雲：三焦有名無形，主持諸氣，以象三才之用。故呼吸升降，水穀往來，皆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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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以通達。是以上焦在心下，主內而不出；中焦在胃中脘，主腐熟水穀；下焦在臍下，

主分別清濁，出而不內。統而論之，三才之用，本於中焦。中焦者，胃脘也。稟天五之

沖氣,陰陽清濁自此而分，十二經絡自此而始。或不得其平，則寒熱偏勝，虛實不同，榮

衛澀滯，清濁不分，而生諸病。故曰：氣會三焦，手少陽脈通於膻中。膻中者，臣使之

官，為氣之海。審此，則知三焦者，沖和之本也。三焦，相火及包絡之脈，人之元氣也。

周身何處無之，是名相火用事，主持陰陽之氣，神明之府也。（出《醫學發明》） 

 

《醫旨緒餘‧問診三焦包絡》 

或有難於生生子曰：心主、包絡、三焦之說，已得聞名矣，但診法尚未詳明。如子

所言，動脈下行於足經者，法當診於下部歟？誠如是，令人之惑滋甚也。且足經腎肝之

動脈，皆不上行於手，又何故取法於手之尺部而診腎肝耶？請再悉之。餘曰：嘻！如上

所疑，是殆未知寸關尺上下陰陽之義也。夫脈之一字，有二義焉，十二經之動脈，乃路

陌之脈，非寸關尺之謂也；寸失尺之脈，乃氣血之先，人之神也，故可以候周身百骸之

疾。餘之所指，非即動脈為診，乃宗《內經》、《脈經》，形於上者上診之；形於下者下診

之，乃法象也，非為動脈之出入而言也。昔秦越人述《內經》之微旨，而取診法于寸關

尺者，又豈無所本哉？寸關尺之部位，乃手太陰經經渠、太淵穴也，實手太陰經之動脈

出入之地。古人取此以驗五臟之脈者，以肺受百脈之朝，又五臟六腑之氣味皆出於胃，

變見於氣口，以氣口為五臟主，而脈之大要會也。按《脈要精微論》曰：“尺內兩傍，

則季脅也。尺外以候腎，尺裏以候腹中。附上，左外以候肝，內以候膈；右外以候胃，

內以候脾。上附上，右外以候肺，內以候胸中；左外以候心，內以候膻中。前以候前，

後以候後。上竟上者，胸喉中事也；下竟下者，少腹腰股膝脛足中事也。”按此，附上，

謂關也；上附上，謂寸也。寸關皆有左右手分診，而尺獨不分左右者，則兩尺皆以腎為

診也明矣。《內經》論診法部位，前後上下如此，皆法象天地，配合陰陽，誠萬古不可少

易者。越人闡明《內經》之旨，取寸關尺以診一身臟腑上下之候，而王叔和宗之，皆本

於此。心包絡附近於君，當宗《脈經》心部診之，乃上以候上之意也。三焦亦當如《脈

經》，上中下分診之。其腎肝之動脈雖不上行於手，而腎肝之元神，氣血之先，豈有不隨

胃之元氣上行耶？《玉機真臟論》曰：“臟氣者，不能自致于手太陰，必因於胃氣乃至

於手太陰也。”故一難獨取寸口，以決五臟六腑死生吉凶之法，其義可見。是以醫者，

要明天地陰陽上下之理，以譬周身，則自然貫通，不為異論束縛。為醫而不本《素》、《難》、

《脈經》，而一聽庸俗口耳之學，與為儒而不講明四書五經，惟徒剽竊時義者何異。孫思

邈曰：不知《易》者，不足以言太醫。斯言誠有味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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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節 李梴之三焦論述 

 

（1）腑有六者，謂三焦為外腑也。 

《醫學入門‧臟腑‧臟腑總論》 

抑又聞腑有五，臟有六、有九者，何謂也？腑有六者，謂三焦為外腑也。上焦者，

在心下胃上口，主內而不出，其治在膻中；中焦者，在胃中脘，不上不下，主腐熟水穀，

其治在臍兩旁；下焦者，在臍下，當膀胱上口，主分別清濁，出而不內，以傳道也，其

治在臍下一寸，故曰三焦。是腑之所以有六也。臟亦有六者，謂腎有兩臟，左為腎，右

為命門。命門者，精神之所舍也，男以藏精，女以系胞，其氣與腎相通，故言臟亦有六

也。（華氏謂自喉嚨以下六腑以應天氣，肺之系也；自咽門以下六腑以應地氣，胃之系也。前喉納氣，後咽納食，有

謂三管者非）臟有九者，神臟五：肝藏魂，心藏神，脾藏意，肺藏魄，腎藏精與志，以其皆

神氣居之，故曰神臟五也。形臟四：一頭角，二耳目，三口齒，四胸中。以其如器外張，

虛而不屈伸，以藏於物，故曰形臟四。合之則為九臟矣。或疑氣沖為腑，古人議論最活。

他如《內經》又言腦、髓、骨、脈、膽、女子胞六者，名曰奇恒之府。胃、大小腸、三

焦、膀胱五者，名曰傳化之府，此皆不能久留輸瀉者。魄門亦為五臟使，水谷不得久藏。

又頭者，精明之府，頭傾視深，精神將奪矣。背者，胸中之府，背曲肩隨，府將壞矣。

腰者，腎之府，轉搖不能，腎將憊矣。膝者，筋之府，屈伸不能，行則僂附，筋將憊矣。

骨者，髓之府，不能久立，行則振掉，骨將憊矣。得強則生，失強則死。是臟腑之散殊

如此，然豈無其要乎﹗經曰：凡十一臟皆取決於膽。蓋風寒在下，燥熱在上，濕氣居中，

火獨遊行其間，以主榮衛而不息，火衰則為寒濕，火盛則為燥熱，故曰中正之官，決斷

出焉。噫﹗胃膽隨人神所在，象膽隨斗柄所指，物亦且然，而況於人乎﹗人之所以靈於

物者，心乎神乎﹗至尊至貴，至清至淨，其十二官之主乎﹗故曰：心靜則萬病息，心動

則萬病生。 

 

（2）三焦如霧如漚如瀆，雖有名而無形；主氣主食主便，雖無形而有用。 

（3）觀三焦妙用，而後知臟腑異而同，同而異，分之則為十二，合之則為三焦。約而言 

之，三焦亦一焦也。焦者，元也，一元之氣而已矣。 

《醫學入門‧臟腑‧臟腑條分》 

命門下寄腎右，而絲系曲透膀廣之間；命門，即右腎，言寄者，命門非正臟，三焦

非正腑也。命門系曲屈下行，接兩腎之系，下尾閭附廣腸之右。通二陰之間，前與膀胱

下口於溲溺之處相並而出，乃是精氣所泄之道也若女子則子戶胞門，亦自廣腸之右，膀

胱下口相並而受胎，故氣精血脈腦，皆五臟之真，以是當知精血來有自矣。上為心包，

而膈膜橫連脂漫之外。心包即命門，其經手厥陰，其腑三焦，其臟心包絡，其部分在心

下橫膈膜之上。豎斜膈膜之下，與橫膜相粘。其處黃脂漫包者，心也。其漫脂之外有細

筋膜如絲，與心肺相連者，此胞絡也。配左腎以藏真精，男女陰陽攸分；命門為配成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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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左腎收血化精，運入藏諸命門，男以此而藏精，女以此而系胞胎。男子以氣為主，

坎水用事，故蒸氣為精而色白，如帶火者，精亦能紅。女子以血為主，離火用事，故血

盈為經而色紅，如挾痰氣者，經亦能白。女人屬陰，陰極則必自下而上沖，故乳房大而

陰戶縮也。男子屬陽，陽極則必自上而垂下，故陰物垂而乳頭縮也。蓋陽無形，陰有質，

男子內陽而外陰，女人內陰而外陽，男子背屬陽而腹屬陰，女人腹屬陽而背屬陰。又男

子督脈主事，自背尾閭行至齦交穴止，故血盛者感陽氣而髭須生。女子任脈主事，自小

腹上行至咽喉而止，故不上與陽合而無須。宦官去勢，亦無鬚，一理也。相君火以系元

氣，疾病死生是賴。相火之臟，元氣系焉。凡病雖危，命脈有神者生，命脈無神者死。

風則肘臂攣急，腋下腫紅；心包支脈循胸，出脅，下腋三寸，上抵腋下，下循 內，行太

陰少陰之間，入肘中下臂，行兩筋之間。氣則胸膈支結，脅不舒太。心包脈起於胸中下

膈，循歷絡三焦，故病有胸病及息賁者。熱逼五心煩，而目赤善笑，溲便亦難；火盛故

也。虛乏四體軟，而頭旋耳痛，精力不銳。火衰則土不運，而四體若無骨然。頭旋者，

命門帶系上透泥丸，陽虛則頭旋也。耳痛者，腎竅於耳，虛氣壅則痛，壅塞則聾也。精

力不銳者，交感精來不快，平時無力不足以息。血衰面黃，而心下崩且煩：面色紫光者，

腎無苦也；色黃黑者，腎衰也。經曰：悲哀太甚則心下崩，數溲血也。蓋悲哀則心系急，

肺布葉舉，而上焦不通，榮衛不散，熱氣在中，故包絡絕而陽氣內鼓動，發則心下崩數

溲血也。心下崩，謂心包肉崩而下血也。冷極陰痿，而肢體厥且痹。腎氣冷極，前陰痿

弱不舉，病則四肢發厥如冰，骨痛為冷痹。瀉以烏藥枳殼，補必蓯蓉、葫蘆巴；沉香、

黃耆、肉桂。涼以黃柏山梔，黃連、柴胡。溫必附子、肉桂。膃肭臍、川芎、補骨脂、

沉香。抑又疑，左右受病，同歸於膀胱；小便清利，脈沉而遲，是冷氣歸腎；小便赤澀，

脈沉而數，是熱氣歸命門。是命門與腎脈同者，謂其所受病同歸於膀胱一腑也。冬夏司

天，兩分於水火。所以左屬水，右屬火者，左尺膀胱停 腎水，右尺三焦腐熟穀食。俗呼

小便曰水，大便曰火，水火之義較然。況六氣司天，左為寒水，司冬為寒；右為相火，

司夏為暑。蓋其同者，有形之質，均屬乎水；其異者，無形之火，不司乎寒。司天既有

寒暑之異，在人豈無水火之分？腎合膀胱，左尺之脈純乎水；命合三焦，右尺之脈純乎

火。似同而實異者，陰陽之所以為妙也；宜靜不宜動者，左右之所以相同也。凡病莫非

火之所為，火盛則熱怯虛勞，火衰則陽虛氣弱。左右之脈皆沉，診而貴乎沉滑，惟相火

司令，則滑而帶浮。非其時而數且大者，皆謂火動。叔和脈不立部，同斷乎症；丹溪圖

不盡意，妙存乎心。丹溪脈圖始補命門、包絡。 

三焦如霧如漚如瀆，雖有名而無形；主氣主食主便，雖無形而有用。上焦，玉堂下

一寸六分，直兩乳間陷處；中焦，臍上中脘；下焦，臍下膀胱上口。上焦主出陽氣，溫

於皮膚分肉之間，若霧露之溉焉，故曰上焦如霧。中焦主變化水穀之味，其精微上注於

肺，化而為血，行於經隧，以榮五臟周身，故曰中焦如漚。下焦主通利溲便，以時傳下，

出而不納，開通秘塞，故曰下焦如瀆。又曰：決瀆之官，水道出焉。上焦主納，心肺若

無上焦，何以宗主榮衛？中焦主不上不下，脾胃若無中焦，何以腐熟水穀？下焦主出，

腎間動氣應焉，肝腎若無下焦，何以疏決津液？是三焦者，引導陰陽，分別清濁，所以

主持諸氣，有其名而無其形。寄生胸中，以應呼吸而行氣血。夫氣者，上至頭而不能下；

而血者，下至足而不能上。皆三焦之用，壅逼鞭碎，使氣血由是而貫通焉，故謂無形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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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用。發為無根之相火，寒熱異常；三焦為丙火之腑，故其發也，則為無根之相火。遊

行諸經，令人惡寒發熱異常。位寄膻中與血海，男女相共。膻中即上焦，血海即下焦，

男女均有此氣血，均有此血海。又名血室，乃榮衛停止之所，經脈流會之處。但男子則

運而行之，無積而不滿；女人則停而止之，有積而溢下為月經。募在石門，真元會合以

始終；石門在臍下二寸，為三焦之募，諸氣之所會聚，聚而複分於十二經，與手少陽厥

陰相為表裏，故曰：為元氣之始終也。腑在氣沖，水穀資胃以傳送。氣沖在小腹毛中，

去中行各二寸，乃陰陽道路，陽明脈之所發。足陽明主腐熟水穀之氣，三焦發用，貫通

十二經絡，往來上下，腐熟水谷，營運氣血，皆其所主。是知氣沖為三焦行氣之府，蓋

氣血必胃氣以為本也。升中清，降下濁，造化出納無窮；胃中濁氣下降而為溲便，清氣

上升而為榮衛。上極必返於下，下極必複於上，造化自然之妙，迴圈無窮。至於水穀之

所入者，自上而中，自中而下，糟粕轉輸傳導而無底滯，故雲：水谷之道路也。養精神，

柔筋骨，襟懷喜氣若烘。粹然清和之氣，上入中焦，則佐上德，翕受五穀，變化精微，

內養精神，外柔筋骨。中焦既治，其氣上烘，入於膻中，以司入內，襟懷開害，喜樂由

生。虛則引氣於肺，而中寒痞脹，甚則溺窘耳鳴；手少陽支脈從耳入耳中。經曰：三焦

病者，腹氣滿，小腹尤堅，不得小便窘急。溢則水流，即為脹候。耳鳴者，手少陽支脈

從耳後入耳中也。熱則上結於心，而胸中煩滿，甚則口渴咽腫。手少陽脈從膻中出缺盆，

上項系耳後，直上出耳上角，以屈下頰至 。風若縈纏，小指次指，肘臂肩 肋外皆疼；  

手少陽脈起於小指次指之端，循手錶腕上貫肘臑外，上肩而交足少陽之後，入缺盆交膻

中，散絡心胞而下膈循肋，屬三焦。故病實則攣痛，虛則不收。氣為是動，時秘時泄，

耳後胸前目銳作痛。氣症或秘或泄，手少陽別脈，繞臂注胸中，合心主病，其支脈自耳

中走耳前，交頰至目銳 ，故氣滯則作痛。血凝痿痹泣流，血凝於膚者則為痹，凝於脈者

則為泣，凝於足者則為痿。因臥汗出而風吹之也。凡吐衄便溺諸血，皆三焦所生也。冷

敗汗多栗凍。冷敗則自汗不止，發為振栗，四肢冰冷如凍，甚則陰頭縮入，名脫陽症。

瀉心痹以去中焦之熱，連柏豬牛相宜；瀉心：黃連、黃柏、山梔、連翹、薄荷、生地、

麥門冬、柴胡、桔梗、木通、龍腦。瀉脾：豬苓、牽牛、澤瀉、赤茯苓、枳殼、木通、

檳榔、芒硝、大黃、濃朴。補肺胃以濟中焦之寒，參 薑朮可供。人參、黃 、幹姜、白

朮、甘草、益智仁、良薑。下熱涼肝，荊防地皮劑皆輕；荊芥、防風、地骨皮、銀柴胡、

菊花、石膏。下寒溫腎，附子補骨脂性重。當歸、熟地、木香、地榆、阿膠、蒲黃。噫﹗

觀三焦妙用，而後知臟腑異而同，同而異，分之則為十二，合之則為三焦。約而言之，

三焦亦一焦也。焦者，元也，一元之氣而已矣。《五臟穿鑿論》曰：心與膽相通（心病怔忡，

宜溫膽為主；膽病戰慄癲狂，宜補心為主），肝與大腸相通（肝病宜疏通大腸，大腸病宜平肝經為主），脾與

小腸相通（脾病宜瀉小腸火，小腸病宜潤脾土為主），肺與膀胱相通（肺病宜清利膀胱水，後用分利清濁；膀

胱病宜清肺氣為主，兼用吐法），腎與三焦相通（腎病宜調和三焦，三焦病宜補腎為主），腎與命門相通（津

液胃虛，宜大補右腎），此合一之妙也。 

 

參考文獻 

段光周主編.中華大典‧醫藥衛生典‧醫學分典‧基礎理論總部.成都：巴蜀書社，1999.1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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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節 李時珍之三焦論述 

 

（1）三焦理論：而扁鵲《難經》不知原委體用之分，以右腎為命門，謂三焦有名無狀。 

《本草綱目‧果部‧胡桃》 

時珍曰：三焦者，元氣之別使。命門者，三焦之本原。蓋一原一委也。命門指所居

之腑而名，為藏精系胞之物。三焦指分治之部而名，為出納腐熟之司。蓋一以體名，一

以用名。其體非脂非肉，白膜裹之，在七節之旁，兩腎之間。二系著脊，下通二腎，上

通心肺，貫屬於腦。為生命之原，相火之主，精氣之腑。人物皆有之，生人生物，皆由

此出。《靈樞‧本臟論》已著其厚薄、緩急、直結之狀。而扁鵲《難經》不知原委體用之

分，以右腎為命門，謂三焦有名無狀。而高陽生偽撰《脈訣》，承其謬說，以誤後人。至

朱肱《南陽活人書》、陳言《三因方論》、戴起宗《脈訣刊誤》，始著說辟之，而知之者尚

鮮。 

胡桃仁頗類其狀，而外皮水汁皆青黑。故能入北方，通命門，利三焦，益氣養血，

與破故紙同為補下焦腎命之藥。夫命門氣與腎通，藏精血而惡燥。若腎、命不燥，精氣

內充，則飲食自健，肌膚光澤，腸腑潤而血脈通。此胡桃佐補藥，有令人肥健能食，潤

肌黑髮固精，治燥調血之功也。命門既通則三焦利，故上通於肺而虛寒喘嗽者宜之，下

通於腎而腰腳虛痛者宜之。內而心腹諸痛可止，外而瘡腫之毒可散矣。洪氏《夷堅志》

只言胡桃治痰嗽能斂肺，蓋不知其為命門三焦之藥也。 

 

序例上 臟腑虛實標本用藥式 

三焦為相火之用，分佈命門元氣，主升降出入，遊行天地之間，總領五臟六腑營衛

經絡內外上下左右之氣，號中清之府。上主納，中主化，下主出。 

 

（2）三焦主治藥 

序例上 引經報使（潔古《珍珠囊》） 

手少陽三焦（連翹 柴胡 上地骨皮 中青皮 下附子） 

 

主治第三卷 百病主治藥 諸風 

柴胡（治濕痹拘攣，平肝膽三焦包絡相寒熱必用之藥。） 

 

主治第三卷 百病主治藥 濕 

蒼朮（除上中下三焦濕，發汗利小便，逐水功最大。濕氣身重作痛，熬膏服。諸方

詳見本條。） 

 

主治第三卷 百病主治藥 火熱 

柴胡（平肝膽三焦包絡相火，除肌熱潮熱，寒熱往來，小兒骨熱疳熱，婦人產前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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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熱。虛勞發熱，同人參煎服。） 

連翹（少陽、陽明、三焦氣分之火。） 

石膏（除三焦、肺、胃、大腸火，解肌發汗退熱。潮熱骨蒸發熱，為丸散服。食積

痰火，為丸服。小兒壯熱，同青黛丸服。 

人中白（降三焦、膀胱、肝經相火。） 

甘草（生用，瀉三焦五臟六腑火。） 

玄參（煩躁骨蒸，滋陰降火，與地黃同功。治胸中氤氳之氣，無根之火，為聖劑。

同大黃、黃連丸服，治三焦積熱。） 

【各經火藥】三焦（氣，連翹；血，地骨。） 

【各經發熱藥】三焦（氣，石膏；血，竹葉。） 

 

主治第三卷 百病主治藥 諸氣 

牽牛（利一切氣壅滯。三焦壅滯，涕唾痰涎，昏眩不爽，皂角汁丸服。氣築奔沖，

同檳榔末服。） 

蜀椒（解鬱結。其性下行，通三焦。凡人食飽氣上，生吞一、二十枚即散。） 

 

主治第三卷 百病主治藥 脾胃 

甘草（補脾胃，除邪熱，益三焦元氣，養陰血。） 

 

主治第三卷 百病主治藥 瘧 

香附子（利三焦，解六鬱，消飲食痰飲。一切氣疾，同砂仁、甘草末服。同烏藥末，

點服。同茯神丸服。一味浸酒服之。） 

 

主治第三卷 百病主治藥 脹滿 

牽牛（除氣分濕熱，三焦壅結。濕氣中滿，足脛微腫，小便不利，氣急咳嗽，同濃

樸末服。水蠱脹滿，白、黑牽牛末各二錢，大麥面四兩，作餅食。小兒腹脹，水氣流腫，

小便赤少，生研一錢，青皮湯下。） 

神曲（補虛消食。三焦滯氣，同萊菔子煎服。少腹堅大如盤，胸滿，食不消化，湯

服方寸匕。） 

 

主治第三卷 百病主治藥 諸腫 

澤瀉（逐三焦停水，去舊水，養新水，消腫脹，滲濕熱。水濕腫脹，同白朮末服。） 

香附子（利三焦，解六鬱，消腫。酒腫虛腫，醋煮丸服。氣虛浮腫，童尿浸焙丸服。） 

 

主治第三卷 百病主治藥 黃疸 

胡麻（殺五黃，下三焦熱毒瓦斯。傷寒發黃，烏麻油和水，攪雞子白服之。） 

 

主治第三卷 百病主治藥 咳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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仙靈脾（勞氣，三焦咳嗽，腹滿不食，熱胸脅痛，消痰止嗽。） 

主治第三卷 百病主治藥 心腹痛 

香附子（一切氣，心腹痛，利三焦，解六鬱，同縮砂仁、甘草末點服；心脾氣痛，

同高良薑末服；血氣痛，同荔枝燒研，酒服。） 

 

主治第三卷 百病主治藥 腰痛 

柴胡（平肝膽、三焦火，疝氣寒熱。） 

 

主治第四卷 百病主治藥 痛風 

黃芩（三焦濕熱風熱，歷節腫痛。） 

 

主治第四卷 百病主治藥 眼目 

連翹（耳鳴輝輝，除少陽三焦火。）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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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節 趙獻可之三焦論述 

 

（1）三焦者，上焦如霧，中焦如漚，下焦如瀆。有名無形，主持諸氣，以象三才。故呼

吸升降，水穀腐熟，皆待此通達。與命門相為表裏。 

《醫貫‧玄元膚論‧內經十二官論》 

心者。君主之官也。神明出焉。肺者。相傳之官。治節出焉。肝者。將軍之官。謀

慮出焉。膽者。中正之官。決斷出焉。膻中者。臣使之官。喜樂出焉。脾胃者。倉廩之

官。五味出焉。大腸者。傳道之官。變化出焉。小腸者。受盛之官。化物出焉。腎者。

作強之官。伎巧出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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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此十二官者。不得相失也。故主明則下安。以此養生則壽。歿世不殆。

以為天下則大昌。主不明則十二官危。使道閉塞而不通。形乃大傷。以此養生則殃。以

為天下者。其宗大危。戒之戒之。至道在微。變化無窮。孰知其原。窘乎哉。消者瞿瞿。

孰知其要。閔閔之當。孰者為良。恍惚之數。生於毫釐。毫釐之數。起於度量。千之萬

之。可以益大。推之大之。其形乃制。此內經文。玩內經注文。即以心為主。愚謂人身

別有一主非心也。謂之君主之官。當與十二官平等。不得獨尊心之官為主。若以心之官

為主。則下文主不明則十二官危。當雲十一官矣。此理甚明。何注內經者昧此耶。蓋此

一主者。氣血之根。生死之關。十二經之綱維。醫不達此。醫雲乎哉。或問心既非主。

而君主又是一身之要。然則主果何物耶。何形耶。何處安頓耶。餘曰悉乎問也。若有物

可指。有形可見。人皆得而知之矣。惟其無形與無物也。故自古聖賢。因心立論。而卒

不能直指其實。孔門之一貫。上繼精一執中之統。惟曾子子貢得其傳。然而二子俱以心

悟。而非言傳也。若以言傳。當時門人之所共聞。不應複有何謂之問也。後來子思衍其

傳而作中庸。天命之性。以中為大本。而終於無聲無臭。孟子說不動心有道。而根於浩

然之氣。及問浩然之氣。而又曰難言也。老氏道德經雲。穀神不死。是為玄牝之門。造

化之根。又口。恍恍惚惚。其中有物。佛氏心經雲。空中無色。無受想形識。無眼耳鼻

舌身意。又曰。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夫一也中也性也。浩然也。玄牝也。空中也。皆

虛名也。不得已而強名之也。立言之士。皆可以虛名著論。至於行醫濟世。將以何味的

為君主之藥。而可以綱維一身之疾病耶。余一日遇一高僧問之。自心是佛。佛在胸中也。

僧曰非也。在胸中者是肉團心。有一真如心是佛。又問僧曰。真如心有何形狀。僧曰無

形。余又問在何處安寄。僧曰想在下邊。余曰此可幾於道矣。因與談內經諸書。及銅人

圖。豁然超悟。唯唯而退。今將十二經形景圖。逐一申示。俾學人按圖考索。據有形之

中。以求無形之妙。自得之矣。特撰形影圖說於後。臟腑內景。各有區別。咽喉二竅。

同出一脘。異途施化。喉在前主出。咽在後主吞。喉系堅空。連接肺本。為氣息之路。

呼吸出入。下通心肝之竅。以激諸脈之行。氣之要道也。咽系柔空。下接胃本。為飲食

之路。水穀同下。並歸胃中。乃糧運之關津也。二道並行。各不相犯。蓋飲食必曆氣口

而下。氣口有一會厭。當飲食方咽。會厭即垂。厥口乃閉。故水穀下嚥。了不犯喉。言

語呼吸。則會厭開張。當食言語。則水穀乘氣。送入喉脘。遂嗆而咳矣。喉下為肺。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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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白瑩。謂之華蓋。以複諸臟。虛如蜂窠。下無透竅。故吸之則滿。呼之則虛。一吸一

呼。本之有源。無有窮也。乃清濁之交運。人身之橐龠。肺之下為心。心有系絡上系於

肺。肺受清氣。下乃灌注。其象尖長而圓。其色赤。其中竅數多寡各異。迥不相同。上

通於舌。下無透竅。心之下有心包絡。即膻中也。象如仰盂。心即居於其中。九重端拱。

寂然不動。凡脾胃肝膽兩腎膀胱。各有一系。系于包絡之旁以通於心。此間有宗氣。積

於胸中。出於喉嚨。以貫心脈而行呼吸。即如霧者是也。如外邪干犯。則犯包絡。心不

能犯。犯心即死矣。此下有膈膜。與脊脅周回相著。遮蔽濁氣。使不得上熏心肺。膈膜

之下有肝。肝有獨葉者。有二三葉者。其系亦上絡於心包。為血之海。上通於目。下亦

無竅。肝短葉中。有膽附焉。膽有汁。藏而不寫。此喉之一竅也。施氣運化。薰蒸流行。

以成脈絡者如此。咽至胃。長一尺六寸。通謂之咽門。咽下是膈膜。膈膜之下。有胃盛

受飲食。而腐熟之。其左有脾。與胃同膜。而附其上。其色如馬肝赤紫。其形如刀鐮。

聞聲則動。動則磨胃。食乃消化。胃之左有小腸。後附脊膂。左環回周迭積。其注於回

腸者。外附臍上。共盤十六曲。右有大腸。即回腸。當臍左。回周迭積而下。亦盤十六

曲。廣腸附脊。以受回腸。左環迭積。下辟乃出滓穢之路。廣腸左側為膀胱。乃津液之

府。五味入胃。其津液上升。精者化為血脈。以成骨髓。津液之餘。流入下部。得三焦

之氣施化。小腸滲出。膀胱滲入。而溲便注泄矣。凡胃中腐熟水穀。其精氣自胃口之上

口。曰賁門。傳於肺。肺播于諸脈。其滓穢自胃之下口曰幽門。傳於小腸。至小腸下口。

曰闌門。泌別其汁。清者滲出小腸。而滲入膀胱。滓穢之物。則轉入大腸。膀胱赤白瑩

淨。上無所入之竅。止有下口。全假三焦之氣化施行。氣不能化。則閉格不通而為病矣。

此咽之一竅。資生氣血。轉化糟粕。而出入如此。三焦者。上焦如霧。中焦如漚。下焦

如瀆。有名無形。主持諸氣。以象三才。故呼吸升降。水穀腐熟。皆待此通達。與命門

相為表裏。上焦出於胃口。並咽以上貫膈而布胸中走腋。循太陰之分。而行傳胃中穀味

之精氣於肺。肺播于諸脈。即膻中氣海所留宗氣是也。中焦在中脘。不上不下。主腐熟

水穀。泌糟粕。蒸津液。化其精微。上注於肺脈。乃化為血液。以奉生身。莫貴於此。

即腎中動氣。非有非無。如浪花泡影是也。下焦如瀆。其氣起於胃下脘。別回腸。注於

膀胱。主出而不納。即州都之官氣化則能出者。下焦化之也。腎有二。精所舍也。生於

脊膂十四椎下。兩旁各一寸五分。形如豇豆。相並而曲附於脊外。有黃脂包裹。裏白外

黑。各有帶二條。上條系於心包。下條過屏翳穴後趨脊骨。兩腎俱屬水。但一邊屬陰。

一邊屬陽。越人謂左為腎。右為命門非也。命門即在兩腎各一寸五分之間。當一身之中。

易所謂一陽陷於二陰之中。內經曰。七節之旁。有小心是也。名曰命門。是為真君真主。

乃一身之太極。無形可見。兩腎之中。是其安宅也。其右旁有一小竅。即三焦。三焦者。

是其臣使之官。稟命而行。周流於五臟六腑之間而不息。名曰相火。相火者。言如天君

無為而治。宰相代天行化。此先天無形之火。與後天有形之心火不同。其左旁有一小竅。

乃真陰。真水氣也。亦無形。上行夾脊。至腦中為髓海。泌其津液。注之於脈。以榮四

支。內注五臟六腑。以應刻數。亦隨相火而潛行於周身。與兩腎所主後天有形之水不同。

但命門無形之火。在兩腎有形之中。為黃庭。故曰五臟之真。惟腎為根。褚齊賢雲。人

之初生受胎。始于任之兆。惟命門先具。有命門。然後生心。心生血。有心然後生肺。

肺生皮毛。有肺然後生腎。腎生骨髓。有腎則與命門合。二數備。是以腎有兩岐也。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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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命門為十二經之主。腎無此。則無以作強。而技巧不出矣。膀胱無此。則三焦之氣不

化。而水道不行矣。脾胃無此。則不能蒸腐水穀。而五味不出矣。肝膽無此。則將軍無

決斷。而謀慮不出矣。大小腸無此。則變化不行。而二便閉矣。心無此。則神明昏。而

萬事不能應矣。正所謂主不明則十二官危也。餘有一譬焉。譬之元宵之鼇山走馬燈。拜

者舞者飛者走者。無一不具。其中間惟是一火耳。火旺則動速。火微則動緩。火熄則寂

然不動。而拜者舞者飛者走者。軀殼未嘗不存也。故曰汝身非汝所有。是天地之委形也。

餘所以諄諄必欲明此論者。欲世之養身者治病者。的以命門為君主。而加意於火之一字。

夫既曰立命之門。火乃人身之至寶。何世之養身者。不知保養節欲。而日夜戕賊此火。

既病矣。治病者。不知溫養此火。而日用寒涼。以直滅此火。焉望其有生氣耶。經曰。

主不明則十二官危。以此養生則殃。戒之戒之。餘今直指其歸元之路而明示之。命門君

主之火。乃水中之火。相依而永不相離也。火之有餘。緣真水之不足也。毫不敢去火。

只補水以配火。壯水之主。以鎮陽光。火之不足。因見水之有餘也。亦不必瀉水。就于

水中補火。益火之原。以消陰翳。所謂原與主者。皆屬先天無形之妙。非曰心為火而其

原在肝。腎為水而其主屬肺。蓋心脾腎肝肺。皆後天有形之物也。須有無形之火。配無

形之水。直探其君主之穴宅而求之。是為同氣相求。斯易以入也。所謂知其要者。一言

而終也。若夫風寒暑濕燥火之入於人身。此客氣也。非主氣也。主氣固。客氣不能入。

今之談醫者。徒知客者除之。漫不加意于主氣何哉。縱有言固主氣者。專以脾胃為一身

之主。焉知坤土是離火所生。而艮土又屬坎水所生耶。明乎此。不特醫學之淵源有自。

而聖賢道統之傳。亦自此不昧。而所謂一貫也。浩然也。明德也。玄牝也。空中也。太

極也。同此一火而已。為聖為賢。為佛為仙。不過克全此火而歸之耳。小子茲論。闡千

古之未明。慎勿以為迂。系辭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周子懼人之不明。而制為太  

極圖。無極而太極。無極者。未分之太極。太極者。已分之陰陽也。一中分太極。中字

之象形。正太極之形也。一即伏羲之奇一而圓之。即是無極。既曰先天太極。天尚未生。

盡屬無形。何為伏羲畫一奇。周子畫一圈。又涉形跡矣。曰此不得已而開示後學之意也。

夫人受天地之中以生。亦原具有太極之形。在人身之中。非按形考索。不能窮其奧也。

兩腎俱屬水。左為陰水。右為陽水。以右為命門非也。命門在兩腎中。命門左邊小黑圈

是真水之穴。命門右邊小白圈是相火之穴。此一水一火俱無形。日夜潛行不息。兩腎在

人身中合成一太極。自上數下十四節。自下數上七節。余因按古銅人圖。畫一形象。而

人身太極之妙。顯然可見。是豈好事哉。亦不得已也。試即命門言之。命門在人身之中。

對臍附脊骨。自上數下。則為十四椎。自下數上。則為七椎。內經曰。七節之旁。有小

心。此處兩腎所寄。左邊一腎。屬陰水。右邊一腎。屬陽水。各開一寸五分。中間是  

命門所居之官。即太極圖中之白圈也。其右旁一小白竅。即相火也。其左旁之小黑竅。

如天一之真水也。此一水一火。俱屬無形之氣。相火稟命於命門。真水又隨相火。自寅

至申。行陽二十五度。自酉至醜。行陰二十五度。日夜周流於五臟六腑之間。滯則病。

息則死矣。人生男女交媾之時。先有火會。而後精聚。故曰火在水之先。人生先生命門

火。此褚齊賢之言也。發前人之所未發。世謂父精母血非也。男女俱以火為先。男女俱

有精。但男子陽中有陰。以火為主。女子陰中有陽。以精為主。謂陰精陽氣則可。男女

合。此二氣交聚。然後成形。成形俱屬後天矣。後天百骸俱備。若無一點先天火氣。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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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死灰矣。故曰主不明。則十二官危。或又問曰。如上所言。心為無用之物耶。古之聖

賢。未有不以正心養心盡心為訓。而先生獨欲外心以言道。恐心外之道。非至道也。餘

曰。子細玩經文。自得之矣。經曰。神明出焉。則所系亦重矣。豈為無用哉。盍不觀之

朝廷乎。皇極殿。是王者向明出治之所也。乾清宮。是王者向晦晏息之所也。指皇極殿

而即謂之君身可乎。蓋元陽君主之所以為應事接物之用者。皆從心上起經綸。故以心為

主。至於棲真養息。而為生生化化之根者。獨藏於兩腎之中。故尤重於腎。其實非腎而

亦非心也。 

 

（2）相火者，寄於肝腎之間，此乃水中之火，龍雷之火也。 

《醫貫‧先天要論（上）‧相火龍雷論》 

火有人火。有相火。人火者。所謂燎原之火也。遇草而 。得木而燔。可以濕伏。可

以水滅。可以直折。黃連之屬可以制之。相火者。龍火也。雷火也。得濕則火芮 。遇水

則燔。不知其性而以水折之。以濕攻之。適足以光焰燭天。物窮方止矣。識其性者。以

火逐之。則焰灼自消。炎光撲滅。古書瀉火之法。意蓋如此。今人率以黃柏治相火。殊

不知此相火者。寄於肝腎之間。此乃水中之火。龍雷之火也。若用黃柏苦寒之藥。又是

水滅濕伏。龍雷之火愈發矣。龍雷之火。每當濃陰驟雨之時。火焰愈熾。或燒毀房屋。

或擊碎木石。其勢誠不可抗。惟太陽一照。火自消滅。此得水則熾。得火則滅之一驗也。

又問龍雷何以五六月而啟發。九十月而歸藏。蓋冬時陽氣在水土之下。龍雷就其火氣而

居於下。夏時陰氣在下。龍雷不能安其身而出於上。明於此義。故惟八味丸桂附與相火

同氣。直入腎中。據其窟宅而招之。同氣相求。相火安得不引之而歸原。即人非此火不

能有生。世人皆曰降火。而予獨以地黃滋養水中之火。世人皆曰滅火。而予獨以桂附溫

補天真之火。千載不明之論。予獨表而出之。高明以為何如。震本坤體。陽自外來交之。

有動乎情欲之象。是以聖人于。卦中。凡涉乎震體者。取義尤嚴。 雷震。君子以恐懼修

省。在複則曰先王以至日閉關。欲其複之靜也。在隨則曰向晦入晏。意欲其居之安也。

在頤則曰慎言語。節飲食。欲其養之正也。明乎此義。而相火不藥自伏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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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節 張景岳之三焦論述 

 

（1）夫所謂三者，象三才也，際上極下之謂也。所謂焦者，象火類也，色赤屬陽之謂也。

今夫人之一身，外自皮毛，內至臟腑，無巨無名，無細無目，其於腔腹周遭上下全體，

狀若大囊者，果何物耶？且其著內一層，形色最赤，象如六合，總護諸陽，是非三焦而

何？ 

《類經附翼·求正錄·三焦包絡命門辨》 

客有問曰：三焦包絡命門者，醫者之要領，臟腑之大綱。或言其有狀，或言其無形，

或言三焦包絡為表裏，或言三焦命門為表裏，或言五臟各一，惟腎有兩，左為腎，右為

命門，命門者，男子以藏精，女子以系胞。若此數者，弗能無疑，千載而下，議論不定。

夫理無二致，豈容紛紛若是哉？果亦有歸一之義否？予曰：噫﹗醫道之始，始自軒岐，

軒岐之旨，昭諸《靈》《素》，《靈》《素》之妙，精確無遺。凡其所論，必因理而發；凡

其命名，必因形而生。故內經之文，字無苟言，句無空發。自後凡紹此統者，孰能外《靈》

《素》之範圍？而今之所以紛紛者，不無其由，蓋自《難經》始也。《難經》述《靈》《素》

而作，為諸家之最先，因其頗有謬誤，遂起後世之惑。三千年來，無敢違背，而後世之

疑，莫可解救，請先悉三焦心包絡而次及其它焉。夫三焦者，五臟六腑之總司；包絡者，

少陰君主之護衛也。而《二十五難》曰：“心主與三焦為表裏，俱有名而無形。”若謂

表裏則是，謂無形則非。夫名從形立，若果有名無形，則內經之言為鑿空矣。其奈叔和、

啟玄而下，悉皆宗之，而直曰三焦無狀空有名。自二子不能辨，此後孰能再辨？及至徐

遁、陳無擇，始創言三焦之形，雲有脂膜如掌大，正與膀胱相對，有二白脈自中出，夾

脊而上貫於腦。予因遍考兩經，在《靈樞‧本輸篇》曰“：三焦者，中瀆之府，水道出

焉，屬膀胱，是孤之府也”。《本藏篇》曰：“密理濃皮者三焦膀胱濃，粗理薄皮者三焦

膀胱薄。以及緩急直結六者各有所分。《論勇篇》曰：“勇士者，目深以固，長衡直揚，

三焦理橫。怯士者，目大而不減，陰陽相失，其焦理縱。”《決氣篇》曰：“上焦開發，

宣五穀味，熏膚充身澤毛，若霧露之溉，是謂氣。中焦受氣取汁，變化而赤，是謂血。”

《營衛生會篇》曰：“營出於中焦，衛出於下焦”。又曰：“上焦出於胃上口，並咽以

上，貫膈而布胸中。中焦亦並胃中，出上焦之後，泌糟粕，蒸津液，化精微而為血，以

奉生身，故獨得行於經隧，命曰營氣。下焦者，別回腸，注於膀胱而滲入焉。水穀者，

居於胃中，成糟粕，下大腸而成下焦。”又曰：“上焦如霧，中焦如漚，下焦如瀆。”

《素問五臟別論》曰：“夫胃、大腸、小腸、三焦、膀胱，此五者天氣之所生也，其氣

象天，故瀉而不藏。”《六節藏象論》曰：“脾、胃、大腸、小腸、三焦、膀胱者，倉

廩之本，營之居也。”其在心包絡，則《靈樞‧邪客篇》曰：“心者，五臟六腑之大主，

其臟堅固，邪弗能容，容之則心傷，心傷則神去，神去則死矣。故諸邪之在於心者，皆

在於心之包絡。”凡此是皆經旨。夫既曰無形矣，何以有水道之出？又何以有濃薄緩急

直結之分？又何以有曰縱曰橫之理？又何以如霧如漚如瀆及謂氣謂血之別？心主亦曰無

形矣，則代心而受邪者在於心之包絡，使無其形，又當受之何所？即此經文，有無可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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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難經》者，為發明《內經》之難，故曰《難經》，而《難經》實出於《內經》。今《內

經》詳其名狀，《難經》言其無形，將從《難經》之無乎？抑從《內經》之有乎？再若徐、

陳二子所言三焦之狀，指為腎下之脂膜，果若其然，則何以名為三？又何以分為上、中、

下？又何以言其為府？此之為說，不知何所考據，更屬不經。 

客曰：心之包絡，于文於義，猶為可曉，而古今諸賢歷指其為裹心之膜，固無疑矣；

至若三焦者，今既曰有形，又非徐陳之論，然則果為何物耶？曰：但以字義求之，則得

之矣。夫所謂三者，象三才也，際上極下之謂也。所謂焦者，象火類也，色赤屬陽之謂

也。今夫人之一身，外自皮毛，內至臟腑，無巨無名，無細無目，其於腔腹周遭上下全

體，狀若大囊者，果何物耶？且其著內一層，形色最赤，象如六合，總護諸陽，是非三

焦而何？如《五癃津液別論》曰：“三焦出氣，以溫肌肉，充皮膚。”固已顯然指肌肉

之內，臟腑之外為三焦也。又如《背腧篇》曰：“肺在三焦之間，心在五焦之間，膈在

七焦之間，肝在九焦之間，脾在十一焦之間，腎在十四焦之間”。豈非以軀體稱焦乎？

惟虞天民曰：“三焦者，指腔子而言，總曰三焦，其體有脂膜在腔子之內，包羅乎五臟

六腑之外也。”此說近之，第亦未明焦字之義，而脂膜之說，未免又添一層矣。至其相

配表裏。則三焦為臟腑之外衛，心包絡為君主之外衛，猶夫帝闕之重城，故皆屬陽，均

稱相火，而其脈絡原自相通，允為表裏。《靈樞‧經脈篇》曰：“心主乎厥陰之脈，出屬

心包絡，下膈歷絡三焦。手少陽之脈，散絡心包，合心主。”《素問‧血氣形志篇》曰：

“手少陽與心主為表裏。”此固甚明，無庸辨也。 

客曰：既三焦、心主為表裏，何以複有命門、三焦表裏之說？曰：三焦、包絡為表

裏，此內經一陰一陽之定耦，初無命門、表裏之說，亦無命門之名。唯《靈樞‧根結、

衛氣及《素問‧陰陽離合》等篇雲：“太陽根于至陰，結於命門，命門者目也。”此蓋

指太陽經穴終於睛明，睛明所夾之處，是為腦心，乃至命之處，故曰命門。此外並無左

右腎之分，亦無右腎為命門之說，而命門之始，亦起於《三十六難》曰：“腎有兩者，

非皆腎也，左者為腎，右者為命門。命門者，精神之所舍，原氣之所系，男子以藏精，

女子以系胞。”王叔和遂因之，而曰腎與命門俱出尺部。以致後世遂有命門表裏之配，

而《內經》實所無也。 

客曰：《內經》既無命門，《難經》何以有之？而命門之解，終當何似？曰：《難經》

諸篇，皆出《內經》，而此命門，或必有據。意者去古既遠，經文不無脫誤，誠有如《七

難》滑氏之注雲者。（滑氏注《七難》曰：首篇稱經言二字，考之《靈》《素》無所見，

豈越人之時，別有所謂上古文字耶？將《內經》有之而後世脫簡耶？是不可知也。）唯

是右腎為命門，男子以藏精，則左腎將藏何物乎？女子以系胞，則胞果何如而獨系右腎

乎？此所以不能無疑也。予因歷考諸書，見《黃庭經》曰：“上有黃庭下關元，後有幽

闕前命門。”又曰：“閉塞命門似玉都。”又曰：“丹田之中精氣微，玉房之中神門戶。”

梁丘子注曰：“男以藏精，女以約血，故曰門戶”。又曰：“關元之中，男子藏精之所。”

元陽子曰：“命門者，下丹田精氣出飛之處也。”是皆醫家所未言，而實足為斯發明者。

又《脈經》曰：“腎以膀胱合為腑，合于下焦，在關元後，左為腎，右為子戶。”又曰：

“腎名胞門子戶，尺中腎脈也。”此言右為子戶者，仍是右者為命門之說。細詳諸言，

默有以會。夫所謂子戶者，即子宮也，即玉房之中也，俗名子腸，居直腸之前，膀胱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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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當關元氣海之間，男精女血，皆存乎此，而子由是生，故子宮者，實又男女之通稱

也。道家以先天真一之炁藏乎此，為九還七返之基，故名之曰丹田。醫家以沖任之脈盛

於此，則月事以時下，故名之曰血室。葉文叔曰：“人受生之初，在胞胎之內，隨母呼

吸，受氣而成，及乎生下，一點元靈之氣，聚於臍下，自為呼吸，氣之呼接乎天根，氣

之吸接乎地根，凡人之生，唯氣為先，故又名為氣海。”然而名雖不同，而實則一子宮

耳。子宮之下有一門，其在女者，可以手探而得，俗人名為產門；其在男者，於精泄之

時，自有關闌知覺。請問此為何處？客曰：得非此即命門耶？曰：然也。請為再悉其解。

夫身形未生之初，父母交會之際，男之施由此門而出，女之攝由此門而入，及胎元既足

複由此出，其出其入，皆由此門，謂非先天立命之門戶乎？及乎既生，則三焦精氣，皆

藏乎此。故《金丹大要》曰：“氣聚則精盈，精盈則氣盛。”梁丘子曰：“人生系命於

精。”《珠玉集》曰：“水是三才之祖，精為元氣之根。”然則精去則氣去，氣去則命

去，其固其去，皆由此門，謂非後天立命之門戶乎？再閱《四十四難》有七沖門者，皆

指出入之處而言。故凡出入之所，皆謂之門。而此一門者，最為巨會，焉得無名？此非

命門，更屬何所？既知此處為命門，則男之藏精，女之系胞，皆有歸著，而千古之疑，

可頓釋矣。 

客曰：若夫然，則命門既非右腎，而又曰子宮，是又別為一腑矣，所配何經？脈居

何部？曰：十二經之表裏，陰陽固已配定，若以命門而再配一經，是腎臟唯一而經居其

兩，必無是理。且夫命門者，子宮之門戶也；子宮者，腎臟藏精之府也；腎臟者，主先

天真一之氣，北門鎖鑰之司也。而其所以為鎖鑰者，正賴命門之閉固，蓄坎中之真陽，

以為一身生化之原也。此命門與腎，本同一氣。《道經》謂此當上下左右之中，其位象極，

名為丹田。夫丹者，奇也，故統於北方天一之髒，而其外腧命門一穴，正是督脈十四椎

中，是命門原屬於腎，非又別為一腑也。《三十九難》亦曰：“命門其氣與腎通。”則亦

不離乎腎耳。唯是五臟各一，獨腎有二，既有其二，象不無殊。譬以耳目一也，而左明

於右；手足一也，而右強于左。故北方之神有蛇武，蛇主陽而武主陰；兩尺之脈分左右，

左主水而右主火。夫左陽右陰，理之常也，而此曰左水右火，又何為然？蓋腎屬子中，

氣應冬至，當陰陽中分之位，自冬至之後，天左旋而時為春，鬥杓建於析木，日月右行

合在亥，辰次會於女取訾，是陽進一月，則會退一宮，而太陽漸行於右，人亦應之，故

水位之右為火也。且人之四體，本以應地，地之剛在西北，亦當右尺為陽，理宜然者。

故脈經以腎臟之脈配兩尺，但當曰左尺主腎中之真陰，右尺主腎中之真陽。而命門為陽

氣之根，故隨三焦相火之脈，同見於右尺則可；若謂左腎為腎，右腎為命門則不可也。

雖然，若分而言之，則左屬水，右屬火，而命門當附於右尺；合而言之，則命門象極，

為消長之樞紐，左主升而右主降，前主陰而後主陽。故水象外暗而內明，坎卦內奇而外

偶。腎兩者，坎外之偶也；命門一者，坎中之奇也。一以統兩，兩以包一。是命門總主

乎兩腎，而兩腎皆屬於命門。故命門者，為水火之府，為陰陽之宅，為精氣之海，為死

生之竇。若命門虧損，則五臟六腑皆失所恃，而陰陽病變無所不至。其為故也，正以天

地發生之道，終始於下；萬物盛衰之理，盈虛在根。故許學士獨知補腎，薛立齋每重命

門，二賢高見，迥出常人，蓋得于王太僕所謂壯水之主，益火之原也。此誠性命之大本，

醫不知此，尚何足雲？故予為申明，用廣其義。即此篇前後諸論，雖多臆見，然悉揣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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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非敢妄言，凡我同心，幸為裁正。 

 

（2）《靈》《素》之論手少陽三焦與足太陽三焦，是有形之腑也。《難經》之論上中下之

三焦，是無形之原氣也。 

《質疑錄‧論三焦有幾》 

人身十二臟腑經絡，《靈樞》《素問》詳辨，各有定名部分，獨三焦之名，在經文亦

多臆說；後賢之詳其義者，更多旁雜，而無一定之論，是不能無疑，而為之考究，以正

其指歸。即如王海藏，為東垣高弟，亦致疑于三焦之名，而問之曰三焦有幾，啟其端而

究未能定其說。是以總會經文與諸賢之論而詳之，以知三焦有三三焦，而後之人不能明

其義，故多歧而未有以正其名也。所謂三焦之有三三焦也，即以經文正之。《靈》《素》

之論三焦，與《難經》之論三焦，已自不同矣。《靈樞》曰︰三焦者，上合手少陽，出關

沖，小指次指之端。三焦下 ，在足大趾之前，少陽之後，出 中外 ，足太陽以絡于手少

陽。此論手少陽三焦經脈之所行也。又曰︰臍下膀胱至足，為足三焦。下焦別回腸，注

膀胱以滲入。此論足太陽膀胱，為三焦一腑之所屬也。手三焦之經為少陽，主於上；足

三焦之腑為膀胱，主於下︰是二三焦也。故《本臟篇》曰︰密理濃皮者，三焦、膀胱濃；

粗理薄皮者，三焦、膀胱薄。《論勇》曰︰勇士，三焦理橫；怯士，三焦理縱。而《素問‧

五臟別論》又曰︰膽、胃、大小腸、三焦、膀胱五者，為天氣之所主。夫三焦、膀胱，

與膽、胃、大小腸四腑並言，而又有濃、薄、結、直、縱、橫之意，此所謂三焦者，屬

之於腑，正有形有狀之三焦也。若《靈樞》又曰︰上焦如霧，中焦如漚，下焦如瀆。此

三焦為一氣之所主，故《三十一難》因之曰︰上焦在胃上口，主內而不出，其治在膻中；

中焦在胃中脘，主腐熟水穀，其治在臍傍，下焦在臍下，主分別清濁，出而不內。此三

焦者，即《靈樞》所謂如霧、如漚、如瀆之三焦也。故《難經》又繼言之，三焦為水谷

之道路，氣之所以終始。三焦者，原氣之別使。原氣在兩腎中間之動氣，為人之生命，

十二經之根本，主通行三氣，經歷於五臟六腑。此所謂三焦者，屬之於氣，正王叔和所

謂有名無狀之三焦也。是又一三焦也。論其經則手少陽三焦主之於上，論其腑則足太陽

三焦主之於下，論其氣則兩腎原氣之三焦以行於中。故曰《靈》《素》之論三焦，與《難

經》之論三焦，名各不同也。《靈》《素》之論手少陽三焦與足太陽三焦，是有形之腑也。

《難經》之論上中下之三焦，是無形之原氣也。有形之腑，與膽、胃、大小腸為配；無

形之氣，遊行於五臟六腑之中，溫分肉而充皮膚，是即腎間之原氣，自下而中，自中而

上，東垣所謂有名無形，主持諸氣，統領周身之氣，熏膚充身澤毛者也。三焦之有三者，

此也。王海藏問三焦有幾，獨能辨手少陽三焦主上，足太陽三焦主下，而不及《難經》

所雲原氣之三焦為命門之別使，是以使後人疑而莫辨耳。故王叔和所雲三焦無狀空有名

者，即是腎間原氣之三焦也，不可謂盡非也。獨是陳無擇以臍下之脂膜為三焦；袁淳甫

以人身著內一層，形色最赤者為三焦；虞天民以包涵腸胃之總司，指腔子為三焦：是皆

說之不可稽者也。至金一龍舍手足之三焦不言，而易以前三焦、後三焦，尤誕妄而支離

矣。予初注三焦論，漫引《靈樞》肺 在三焦，心 在五焦，膈 在七焦，肝 在九焦，脾 在

十一焦，腎 在十四焦之間，以軀體之外稱焦，而從虞天民包羅六腑五臟之脂膜，以證三

焦之說。自馬仲化以肺 、心 之“焦”為椎，則予之說要，亦可議而未有當焉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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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蓋下焦之候如地土，化生之本也；中焦之候如灶釜，水穀之爐也；上焦之候如太虛，

神明之宇也。 

《景岳全書‧傳忠錄（下）‧命門餘義》 

命門之義，《內經》本無，惟越人雲：腎有兩者，非皆腎也。左者為腎，右者為命門。

命門者，諸神精之所舍，原氣之所系，男子以藏精，女子以系胞也。餘以其義有未盡，

且有可疑，故著有《三焦包絡命門辨》，附梓《類經》之末，似已盡其概矣。然而猶有未

盡者，恐不足以醒悟後人。茲因再悉其蘊，條列於下。  

    一、命門為精血之海，脾胃為水穀之海，均為五臟六腑之本。然命門為元氣之根，

為水火之宅。五臟之陰氣，非此不能滋。五臟之陽氣，非此不能發。而脾胃以中州之土，

非火不能生，然必春氣始於下，則三陽從地起，而後萬物得以化生。豈非命門之陽氣在

下，正為脾胃之母乎？吾故曰︰脾胃為灌注之本，得後天之氣也；命門為化生之源，得

先天之氣也，此其中固有本末之先後。觀東垣曰︰補腎不若補脾。許知可曰︰補脾不若

補腎。此二子之說，亦各有所謂，固不待辨而可明矣。  

    一、命門有火候，即元陽之謂也，即生物之火也。然稟賦有強弱，則元陽有盛衰；

陰陽有勝負，則病治有微甚，此火候之所以宜辨也。茲姑以大綱言之，則一陽之元氣，

必自下而升，而三焦之普 ，乃各見其候。蓋下焦之候如地土，化生之本也；中焦之候如

灶釜，水穀之爐也；上焦之候如太虛，神明之宇也。下焦如地土者，地土有肥瘠而出產

異，山川有濃薄而藏蓄異，聚散操權，總由陽氣。人於此也，得一分即有一分之用，失

一分則有一分之虧。而凡壽夭生育及勇怯精血病治之基，無不由此元陽之足與不足，以

為消長盈縮之主，此下焦火候之謂也。中焦如灶釜者，凡飲食之滋，本于水谷，食強則

體壯，食少則身衰，正以胃中陽氣，其熱如釜，使不其然，則何以朝食午即化，午食申

即化，而釜化之速不過如此。觀灶釜之少一炬則遲化一頃，增一炬則速化一時，火力不

到，則全然不化，即其證也。故脾胃之化與不化，及飲食之能與不能，亦總由陽明之氣

有強與不強，而陰寒之邪有犯與不犯耳。及其病也，則漸痞漸脹，或隔或嘔，或十化其

三五，或膨聚而不消，或吞酸噯腐而食氣不變，或腹疼肚痛而終日不饑，或清濁不分，

或完穀不化。蓋化則無不營運，不化則無不留滯。營運則為氣為血，留滯則為積為痰。

此其故，謂非胃氣之不健乎？而何以不健，謂非火候之無力乎？今見治痞治脹，及治吞

酸噯腐等症，無論是熱非熱，動輒呼為胃火，餘燼其幾，尚能堪否？此中焦火候之謂也。

上焦如太虛者，凡變化必著於神明，而神明必根于陽氣。蓋此火生氣，則無氣不至，此

火化神，則無神不靈。陽之在下則溫暖，故曰︰相火以位，陽之在上則昭明，故曰君火

以明。是以陽長則陰消，而離照當空。故五官治而萬類盛，陽衰則陰勝，而陽為陰抑，

故聰明奪而神氣減。而凡人之聲色動定及智愚賢不肖之有不齊者，何非陽德為之用，此

上焦火候之謂也。此以三焦論火候，則各有所司，而何以皆歸之命門？不知水中之火，

乃先天真一之氣，藏於坎中，此氣自下而上，與後天胃氣相接而化，此實生生之本也。

是以花萼之榮在根柢，灶釜之用在柴薪。使真陽不發於淵源，則總屬無根之火矣。火而

無根，即病氣也，非元氣也。故《易》以雷在地下而為複，可見火之標在上，而火之本

則在下。且火知就燥，性極畏寒。若使命門陰勝，則元陽畏避，而龍火無藏身之地，故

致遊散不歸，而為煩熱格陽等病。凡善治此者，惟從其性，但使陽和之氣直入坎中，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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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窟宅而招之誘之，則相求同氣，而虛陽無不歸原矣。故曰︰甘溫除大熱，正此之謂也。

奈何昧者不明此理，多以虛陽作實熱，不思溫養此火，而但知寒涼可以滅火，安望其尚

留生意而不使之速斃耶﹗此實醫家第一活人大義，既從斯道，不可不先明斯理。倘三焦

有客熱邪火，皆凡火耳，固不得不除。而除火何難，是本非正氣火候之謂也。學人於此，

當深明邪正二字，則得治生之要矣。  

    一、命門有生氣，即乾元不息之幾也。無生則息矣。蓋陽主動，陰主靜；陽主升，

陰主降。惟動惟升，所以陽得生氣；惟靜惟降，所以陰得死氣。故幹元之氣，始于下而

盛於上，升則向生也；坤元之氣，始于上而盛於下，降則向死也。故陽生子中而前升後

降，陰生午中而前降後升。此陰陽之岐，相間不過如毛髮，及其竟也，則謬以千里，而

死生之柄，實惟此毫釐升降之機耳。又如水暖則化氣，化氣則升無不生也；水寒則成冰，

成冰則降無不死也。故腎氣獨沉，則奉生者少，即此生氣之理也。至若人之生氣，則無

所不在，亦無所不當察。如臟腑有生氣，顏色有生氣，聲音有生氣，脈息有生氣，七竅

有生氣，四肢有生氣，二便有生氣。生氣即神氣，神自形生，何不可辨？衰者速培，猶

恐不生，尚堪伐乎？而況其甚者乎。故明師察此，必知孰者已虧，孰者猶可，孰者能益

生氣，孰者能損生氣，孰者宜先攻病氣以保生氣，孰者宜先固生氣以禦病氣。務思病氣

雖如此，生氣將如何；見在雖如此，日後將如何。使不有原始要終之明，則皆寸光之流

耳。雖然，此徒以斯道為言也。而斯道之外，猶有說焉。夫生氣者，少陽之氣也。少陽

之氣，有進無退之氣也。此氣何來，無非來自根本；此氣何用，此中尤有玄真。蓋人生

所貴，惟斯氣耳。而出入之權在呼吸，斯氣數之寶藏也。河車之濟在轆轤，實轉運之神

機也。其進其退，其得其失，總在生息之間，而彭殤之途於斯判矣。經曰︰得神者昌，

失神者亡。即此生氣之謂也。予見遭剝於是者不可勝紀，故特明其義於此。  

    一、命門有門戶，為一身鞏固之關也。經曰︰倉廩不藏者，是門戶不要也。水泉不

止者，是膀胱不藏也。得守者生，失守者死。又曰︰腎者，胃之關也。關門不利，故聚

水而從其類也。又曰︰北方黑色，入通於腎，開竅于二陰。是可見北門之主，總在乎腎，

而腎之政令，則總在乎命門。蓋命門為北辰之樞，司陰陽柄，陰陽和則出入有常，陰陽

病則啟閉無序。故有為癃閉不通者，以陰竭水枯，乾涸之不行也；有為滑泄不禁者，以

陽虛火敗，收攝之無主也。陰精既竭，非壯水則必不能行；陽氣既虛，非益火則必不能

固，此固其法也。然精無氣不行，氣無水不化，此其中又有可分不可分之妙用，亦在乎

慧者之神悟，有非可以筆楮盡者。  

    一、命門有陰虛，以邪火之偏勝也。邪火之偏勝，緣真水之不足也。故其為病，則

或為煩渴，或為骨蒸，或為咳血吐血，或為淋濁遺泄。此雖明是火證，而本非邪熱實熱

之比。蓋實熱之火其來暴，而必有感觸之故；虛熱之火其來徐，而必有積損之因。此虛

火實火之大有不同也。凡治火者，實熱之火可以寒勝，可以水折，所謂熱者寒之也；虛

熱之火不可以寒勝，所謂勞者溫之也。何也？蓋虛火因其無水，只當補水以配火，則陰

陽得平而病自可愈。若欲去火以複水，則既虧之水未必可複，而並火去之，豈不陰陽兩

敗乎。且苦寒之物，絕無升騰之生氣，而欲其補虛，無是理也。故予之治此，必以甘平

之劑，專補真陰，此雖未必即愈，自可無害，然後察其可乘，或暫一清解，或漸加溫潤，

必使生氣漸來，庶乎脾可健則熱可退，肺漸潤則嗽漸甯，方是漸複之佳兆，多有得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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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但知知、柏為補陰，則愈敗其腎，而致泄瀉食減，必速其殆矣。 

 

（4）命門居兩腎之中，而不偏於右，即婦人子宮之門戶也。子宮者，腎臟藏精之府也，

當關元、氣海之間，男精女血皆聚於此，為先天真一之氣，所謂坎中之真陽，為一身生

化之原。 

《質疑錄論右腎為命門》 

《內經》初無命門之名，命門之說始於越人之三十六難，而曰腎有兩，左為腎，右

為命門，男子藏精，女子系胞。夫右腎既藏男子之精，則左腎將藏何物？女子之胞何獨

偏系於右？此其說之不能無疑也。命門居兩腎之中，而不偏於右，即婦人子宮之門戶也。

子宮者，腎臟藏精之府也，當關元、氣海之間，男精女血皆聚於此，為先天真一之氣，

所謂坎中之真陽，為一身生化之原。此命門在兩腎中間，而不可以獨偏於右。兩腎屬水，

有陰陽之分，命門屬火，在二陰之中。故《脈經》以腎脈配兩尺，但當曰左尺主真陰，

右尺主真陽，而命門則為陽氣之根，隨三焦相火，以同見於右尺則可，若謂左腎則主於

腎，而右腎偏為命門，此千古訛傳之弊，而不得不亟正之者也。質疑錄論相火為元氣之

賊東垣一部《脾胃論》，俱以補中益氣湯為主，無非培人後天元氣之本。顧元氣為生身之

精氣，而實祖於胃。故胃氣有谷氣、榮氣、衛氣、宗氣、陽氣之別名，要皆此元氣之異

稱，而此氣即《內經》所謂“少火生氣”之氣也。“少火生氣”，即為真陽之氣，乃生

人立命之根。此火寄於腎、肝，名為相火。相火者，因君火不主令，而代君以行，故曰︰

“相火以位”。則此火本非邪火，而何得雲元氣之賊？元氣在兩腎命門之中，隨三焦相

火以溫分肉而充皮膚，蒸糟粕而化精微。是元氣即相火之所化，而非賊元氣之物。其賊

元氣者，乃壯火而非相火也。若謂相火為下焦包絡之火，即指為元氣之賊，而曰火與元

氣不兩立，一勝則一負，則生元氣者，更有何火耶？ 

 

（5）君道惟神，其用在虛；相道惟力，其用在實。故君之能神者，以其明也；相之能力

者，以其位也。 

《景岳全書‧傳忠錄（中）‧君火相火論》 

余向釋《內經》，於君火以明，相火以位之義，說固詳矣，而似猶有未盡者。及見東

垣雲︰相火者，下焦包絡之火，元氣之賊也，丹溪亦述而證之。予聞此說，嘗掩口而笑，

而覺其不察之甚也。由此興感，因再繹之。夫《內經》發明火義，而以君相明位四字為

目，此四字者，個個著實，是誠至道之綱領，有不可不闡揚其精義者。亦何以見之？蓋

君道惟神，其用在虛；相道惟力，其用在實。故君之能神者，以其明也；相之能力者，

以其位也。明者明於上，為化育之元主；位者位於下，為神明之洪基。此君相相成之大

道，而有此天不可無此地，有此君不可無此相也，明矣。君相之義，豈泛言哉﹗至若五

運之分，各職其一，惟於火字獨言君相，而他則不及者何也？蓋兩間生氣，總曰元氣，

元氣惟陽為主，陽氣惟火而已。第火之為用，其道最微，請以火象證之。如輕清而光焰

於上者，火之明也；重實而溫蓄於下者，火之位也。明即位之神，無明則神用無由以著；

位即明之本，無位則光焰何從以生。故君火之變化於無窮，總賴此相火之栽根於有地，

雖分之則一而二，而總之則二而一者也。此君火相火之辨。凡其為生化，為盛衰，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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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重輕攸系，從可知矣。人生所賴者惟此，故《內經》特以為言。然在《內經》則但

表其大義，原無分屬之條，惟《刺禁論》曰︰七節之傍，中有小心。此固隱然有相火所

居之意。故後世諸家咸謂相火寄在命門，是固然矣。然以予之見，則見君相之義，無藏

不有。又何以辨之？蓋總言大體，則相火當在命門，謂根 在下，為枝葉之本也。析言職

守，則臟腑各有君相，謂志意所出，無不從乎形質也。故凡以心之神，肺之氣，脾胃之

倉廩，肝膽之謀勇，兩腎之伎巧變化，亦總皆發見之神奇，使無其地，何以生此？使地

有不濃，何以蕃此？此皆從位字發生，而五臟各有位，則五臟亦各有相，相強則君強，

此相道之關係，從可知矣。故聖人特命此名，誠重之也。而後人指之為賊，抑何異耶﹗

此萬世之疑竇，故予不得不辨。或曰︰是若謬矣。第彼之指為賊者，亦有深意。蓋謂人

之情欲多有妄動，動則俱能起火，火盛致傷元氣，即所謂元氣之賊，亦何不可？予曰︰

此固邪正之歧，最當明辨者也。夫情欲之動，邪念也，邪念之火為邪氣。君相之火，正

氣也，正氣之蓄為元氣。其在身家，譬之產業，賢者能守之。不肖者能蕩之。罪與不罪，

在子孫之廢與不廢， 基何與焉？相火之義亦猶此耳。夫既以相稱之，而竟以賊名之，其

失聖人之意也遠矣。且凡火之賊傷人者，非君相之真火，無論在內在外，皆邪火耳。邪

火可言賊，相火不可言賊也。矧六賊之中，火惟居一，何二子獨知畏火，其甚如是，而

並昧邪正之大義，亦何謂耶？予聞其言，固知其錯認面目矣，不覺因而失笑。 

 

（6）宗氣積於胸中，宗之為言大也；營氣者，陰氣也；衛氣者，陽氣也。 

《類經圖翼‧經絡（一）‧宗營衛三氣解》 

宗氣積於胸中，出於喉嚨，以貫心脈而行呼吸。決氣篇曰：上焦開發，宣五穀味，

熏膚充身澤毛，若霧露之溉者，是謂宗氣。宗之為言大也。 

營氣者，陰氣也，水穀之精氣也。其精氣之行於經者，為營氣。營氣出於中焦，並

胃中出上焦之後，上注於肺，受氣取汁化而為血，以奉生身，莫貴於此。其行始于太陰

肺經，漸降而下，而終於厥陰肝經，隨宗氣而行於十二經隧之中，故曰清者為營，營行

脈中。 

衛氣者，陽氣也，水穀之悍氣也。其浮氣之 疾滑利而不循於經者，為衛氣。衛氣出

於下焦，漸升而上，每日平旦陰盡，陽氣出於目之睛明穴，上行於頭，晝自足太陽始，

行于六陽經以下陰分，夜自足少陰始，行于六陰經複注於腎，晝夜各二十五周，不隨宗

氣而自行於各經皮膚分肉之間，故曰濁者為衛，衛行脈外。 

 

（7）上焦如霧兮，靄氤氳之天氣；中焦如漚兮，化營血之新鮮。下焦如瀆兮，主宣通乎

壅滯；此所以上焦主內而不出，下焦主出而如川。 

《類經圖翼‧經絡（一）‧內景賦》 

嘗計夫人生根本兮由乎元氣。表裏陽陽兮升降沉浮。出入營運兮周而復始，神機氣

立兮生化無休。經絡兮行乎肌表，臟腑兮通於咽喉。咽在前，其形堅健；喉在後，其質

和柔。喉通呼吸之氣，氣行五臟；咽為飲食之道，六腑源頭。氣食兮何能不亂，主宰者

會厭分流。從此兮下嚥入膈，臟腑兮陰陽不侔。五臟者，肺為華蓋而上連喉管；肺之下，

心包所護而君主可求。此即膻中，宗氣所從。膈膜周蔽，清虛上宮。脾居膈下，中州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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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膜聯胃左，運化乃功。肝葉障於脾後，膽腑附于葉東。兩腎又居脊下，腰間有脈相

通。主閉蟄封藏之本，為二陰天一之宗。此屬喉之前竅，精神須賴氣充。又如六腑，陽

明胃先。熟腐水穀，胃脘通咽。上口稱為賁門，穀氣從而散宣。輸脾經而達肺，誠臟腑

之大源。歷幽門之下口，聯小腸而盤旋。再小腸之下際，有闌門者在焉。此泌別之關隘，

厘清濁於後前。大腸接其右，導渣穢於大便；膀胱無上竅，由滲泄而通泉。羨二陰之和

暢，皆氣化之自然。再詳夫臟腑略備，三焦未言。號孤獨之府，擅總司之權。體三才而

定位，法六合而象天。上焦如霧兮，靄氤氳之天氣；中焦如漚兮，化營血之新鮮。下焦

如瀆兮，主宣通乎壅滯；此所以上焦主內而不出，下焦主出而如川。又總諸髒之所居，

隔高低之非類。求脈氣之往來，果何如而相濟。以心主之為君，朝諸經之維繫。是故怒

動於心，肝從而熾。欲念方萌，腎經精沸。構難釋之苦思，枯脾中之生意。肺脈澀而氣

沉，為悲憂於心內。惟脈絡有以相通，故氣得從心而至。雖諸臟之歸心，實上系之聯肺。

肺氣何生？根從脾胃。賴水谷于敖倉，化精微而為氣。氣旺則精盈，精盈則氣盛。此是

化源根，坎裏藏真命。雖內景之緣由，尚根苗之當究。既雲兩腎之前，又曰膀胱之後。

出大腸之上左，居小腸之下右。其中果何所藏？蓄坎離之交 。為生氣之海，為元陽之竇。

辟精血于子宮，司人生之夭壽。稱命門者是也，號天根者非謬。使能知地下有雷聲，方

悟得春光彌宇宙。經脈篇止千五絡，平人氣象論曰，胃之大絡，名曰虛裏，是共十六絡

也。然足太陰絡曰公孫，而複有脾之大絡曰大包，足陽明絡曰豐隆，而複有胃之大絡曰

虛裏，故諸經之絡皆一，而惟脾胃之絡皆二。 

 

（8）元氣在兩腎命門之中，隨三焦相火以溫分肉而充皮膚，蒸糟粕而化精微。是元氣即

相火之所化，而非賊元氣之物。 

質疑錄 論相火為元氣之賊 

東垣一部《脾胃論》，俱以補中益氣湯為主，無非培人後天元氣之本。顧元氣為生身

之精氣，而實祖於胃。故胃氣有谷氣、榮氣、衛氣、宗氣、陽氣之別名，要皆此元氣之

異稱，而此氣即《內經》所謂“少火生氣”之氣也。“少火生氣”，即為真陽之氣，乃

生人立命之根。此火寄於腎、肝，名為相火。相火者，因君火不主令，而代君以行，故

曰：“相火以位”。則此火本非邪火，而何得雲元氣之賊？元氣在兩腎命門之中，隨三

焦相火以溫分肉而充皮膚，蒸糟粕而化精微。是元氣即相火之所化，而非賊元氣之物。

其賊元氣者，乃壯火而非相火也。若謂相火為下焦包絡之火，即指為元氣之賊，而曰火

與元氣不兩立，一勝則一負，則生元氣者，更有何火耶？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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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清代之三焦論述 

 

 

第一節 喻昌之三焦論述 

 

《醫門法律》 

卷一 先哲格言 

三焦取火能腐物之義，火之性自下而上。三焦者，始于原氣，出於中脘，散於膻中，

皆相火之自下而上也。其曰上焦主納而不出，下焦主出而不納，其納其出，皆系乎中焦

之腐熟，焦之為義可見矣。  

（俞子容） 

蔡西山《脈經》有《論三焦》一篇，後引《禮運記》曰：上焦若竅，中焦若編，下

焦若瀆，然未曾發明其義。新安孫景思氏，因推其義而解之曰：上焦若竅，竅者竅漏之

義，可以通達之物，必是胃之上脘。《經》曰：上焦在胃之上口，主納而不出是也。中焦

若編，編者編絡之義，如有物編包之象，胃之外有脂如網，包羅在胃之上，以其能磨化

飲食，故《脈訣》雲：膏凝散半斤者此也，是必脾之大絡，此為中焦，《經》曰：主腐熟

水穀是也。下焦若瀆，瀆者溝瀆之義，可以決瀆，可以傳導，乃是小腸之下曰闌門，泌

別水穀，自此而厘清濁之所，此為下焦，《經》曰：在膀胱上口主瀉而不藏；又曰：主出

而不納；又曰，下焦為傳化之府；又曰三焦為水谷之道路，氣之所終始也。蓋水穀之所

入，自上而中，自中而下。至於糟粕轉輸，傳道而下，一無底滯如此，尤可表其為有形

明矣。所謂形者，非謂臟腑外別生一物，不過指其所而為形耳。按蔡西山據《禮運記》

而言，《白虎通‧性情篇》，漚亦作編，二說安得俱誤？恐漚與編，殆相似而訛之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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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姚止庵之三焦論述 

 

《素問經注節解》 

 

（一）主要論述三焦之篇章： 

（1）五臟之外有心包，六腑之中有三焦。其為臟腑，雖無形而有氣，雖無體而有用。 

內篇 卷之一 靈蘭秘典論 

三焦者，決瀆之官，水道出焉。 

（引導陰陽，開通閉塞，故官決瀆。按：三焦，手少陽經，人身上中下三停也。越人、叔和，皆謂其

無形空有名。陳無擇、馬仲化相與非之，後人幾莫知所適從矣。近見孫氏醫旨緒余，及烏程閔氏三焦說，

皆指人身上中下三停言，力辨無擇、仲化之謬。乃知三焦之為腑也，配合心包。心包者，包絡乎心，代心

君以行令，號為相火。三焦者，總括乎一身，宗、營、衛三氣所生，水道所出。兩者相配，實五臟之總司，

一身之網維也。昧者不達此理，意謂三焦居十二經之一，亦當如五臟五腑之有形，妄稱脂膜如指，背先賢

之義，啟後人之疑，謬亦甚矣。豈知人身臟腑，有專一者以司於內，必有兼統者以衛於外。所以五臟之外

有心包，六腑之中有三焦。其為臟腑，雖無形而有氣，雖無體而有用。惟有氣有用，而有形有體者始賴之

以全。此無形之三焦所以得與有形之臟腑合為十二經脈者，正以臟腑無三焦，則內外之氣區格而不通，決

瀆失職，水道壅閉，而臟腑之用不全也。三焦一腑為千古疑案，可不辨乎。趙養葵、張景岳又仍陳馬之謬

而謬焉。嗟乎﹗此所以聚訟至今也。） 

 

（2）心、肺位處上焦，肝、脾位處中焦，腎位處下焦。 

內篇 卷之一 金匱真言論 

肝、心、脾、肺、腎五臟皆為陰，膽、胃、大腸、小腸、膀胱、三焦六腑皆為陽。（《靈

樞》曰：“三焦者，上合於手心主。”又曰：“足三焦者，太陽之別名也。”《正理論》曰：“三焦者，

有名無形，上合於手心主，下合於右腎，主謁道諸氣，名為使者也。”） 

故背為陽，陽中之陽，心也；（位處上焦，以陽居陽。靈樞經曰：“心為牡臟。”） 

背為陽，陽中之陰，肺也；（位處上焦，以陰居陽。靈樞經曰：“肺為牝臟。”） 

腹為陰，陰中之陰，腎也；（位處下焦，以陰居陰。靈樞經曰：“腎為牝臟。”） 

腹為陰，陰中之陽，肝也；（位處中焦，以陽居陰，亦為牡臟。） 

腹為陰，陰中之至陰，脾也。（位元處中焦，乙太陰居陰，故謂之至陰，亦謂牝臟。） 

此皆陰陽、表裏、內外、雌雄相輸應也，故以應天之陰陽也。（按：人之五臟，心肺居於上，

肝腎居於下，脾土處乎中，皆以所居之位配合陰陽，故古以一身為小天地。） 

 

（二）次要論述三焦之篇章： 

內篇 卷之一 靈蘭秘典論 

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氣化則能出矣。 

（位當孤腑，故謂州官。居下內空，故藏津液。若得氣海之氣施化，則溲便注泄，氣海之氣不及，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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閉隱不通，故曰氣化則能出矣。按：注明確矣，然氣之所以不化則更有說。夫膀胱之為藏也，有下竅而無

上竅，其蓄其泄，蓋以氣運，而非以形用者也。氣者水之母，氣積而不化，則水不得出矣。氣之所以積而

不出者，有寒熱二端焉，熱則火盛水虧而氣壅，寒則陰滯水凝而氣閉，無道可出，於是水溢於周身而為腫

為脹矣。奈何世之言治者，但知利水而不知化氣，且但知為熱壅而單用苦寒，曰治其病，其病轉劇，豈非

昧於化氣之道哉。） 

 

內篇 卷之一 六節髒象論 

脾、胃、大腸、小腸、三焦、膀胱者，倉廩之本，營之居也，名曰器，能化糟粕，

轉味而入出者也。此至陰之類，通於土氣。 

（皆可受盛，轉運不息，故為倉廩之本，名曰器也。營起於中焦，中焦為脾胃之位，故雲營之居也。

然水谷滋味，入於脾胃，脾胃糟粕，轉化其味，出於三焦膀胱，故雲轉味而入出也。土合至陰，金匱真言

論曰：“陰中之至陰，脾也。”按：入出二字妙，唯有入故有出也，大小腸脾胃膀胱皆先入而後出者。三

焦主氣，何亦並言？蓋三焦之氣亦借飲食之味變化而為升降也。） 

凡十一臟，取決於膽也。 

（上從心臟，下至於膽，為十一也。然膽者，中正剛斷無私偏，故皆取決於膽也。） 

按：一臟有一臟之職司，故在秘典論有十二官之分。然職在專司者，自不可兼攝，乃功同一致者，則

又不可不並言。所以同一臟腑也，而此篇或分言，或並舉，以見十二臟腑之功用不同，其義始全也。  

 

內篇 卷之二 宣明五氣篇 

大腸小腸為泄，下焦溢為水，（大腸為傳道之腑，小腸為受盛之腑，受盛之氣既虛，傳道之司

不禁，故為泄利也。下焦為分注之所，氣窒不瀉，則溢而為水。） 

膀胱不利為癃，不約為遺溺，（按：靈樞經曰：“足三焦者，太陽之別也，並太陽之正，入絡

膀胱，約下焦，實則閉癃，虛則遺溺。”是也。） 

 

內篇 卷之三 舉痛論 

恐則精卻，卻則上焦閉，閉則氣還，還則下焦脹，故氣下行矣。（按：恐者，畏懼也。

卻者，退縮也。恐則神不勇往而退卻，精氣餒弱，上閉下脹，抑而不伸，氣故下而不上也。王本“氣不行”，

按新校正作“氣下行”，是也，從之。） 

寒則腠理閉，榮衛不行，故氣收矣。（腠謂津液滲泄之所，理謂文理逢會之中，閉謂密閉，氣

謂衛氣，行謂流行，收謂收斂也。身寒則衛氣沉，故皮膚文理及滲泄之處，皆閉密而氣不流行，衛氣收斂

於中而不發散也。按︰王本“氣不行”，甲乙經作“榮衛不行”是也，從之。） 

炅則腠理開，榮衛通，汗大泄，故氣泄。（人在陽則舒，在陰則慘。故熱則膚腠開發，榮衛

大通，津液外滲而汗大泄也。） 

 

內篇 卷之三 咳論 

久咳不已，則三焦受之，三焦咳狀，咳而腹滿不欲食飲。此皆聚於胃關於肺，使人多涕

唾而面浮腫氣逆也。（按︰此總論久咳之為害也，咳久則病不止於一臟一腑而無所不病矣，故久咳不

已，則三焦受之。三焦者，複幬上下，囊括一身。以氣為用者也。所以咳在三焦，則氣壅閉而不行，故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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腹滿而不思飲食。肺屬上焦，胃屬中焦，聚者壅也，關者閉也，言氣壅閉於肺胃也。然氣之所以壅閉于中

上二焦者，正以咳久氣衰而不能下注于下焦，下不得泄，故壅閉於肺胃，而使涕唾面浮氣逆於上，此又岐

伯申解腹滿之意也。注乃謂病止於上中二焦，陋矣。） 

 

內篇 卷之二 調經論 

帝曰：經言陽虛則外寒，陰虛則內熱，陽盛則外熱，陰盛則內寒，余已聞之矣，不

知其所由然也。岐伯曰：陽受氣于上焦，以溫皮膚分肉之間。今寒氣在外，則上焦不通，

上焦不通，則寒氣獨留於外，故寒栗。（按︰陽盛則氣足以衛外，虛則邪襲肌膚之間而寒矣。） 

帝曰：陰虛生內熱奈何？岐伯曰：有所勞倦，形氣衰少，谷氣不盛，上焦不行，下

脘不通，（按︰甲乙經作下焦不通。） 

胃氣熱，熱氣熏胸中，故內熱。（甚用其力，致勞倦也。貪役不食，故谷氣不盛也。按︰勞倦

則氣弱而不能化食，故二焦不通，以致胃熱蓄積，熱盛於內，此勞倦飲食，內傷其陰分，陰虛內熱之輕證

也。若夫證之重者，請更得而申論之︰夫所謂陰者，水也。水者，天一之所生，乃真陰也。水為陰，陰中

之陽，精也；陰中之陰，血也。精與血皆水之所化，人言陰但言血而不言精者，從其純陰而言，故與陽對

稱，必曰氣血也。人自稟賦以來，氣血本應均平，其或父母之氣，偏陽偏陰，抑或情識初開，早肆雕琢，

更有中年之人，稟素不弱，止因過用乏竭，精血漸少，以致火日盛，水日虧，真陰耗散，而陰為之虛矣。

然陰水者，所以配陽而制火者也。水愈虧則火愈熾，火寡所畏而熱於內，是火之熱於內也，非真火氣有餘

也。陰虛水涸不能制火，故火獨盛，如勞瘵之證是也。昧者不解其故，每以苦寒治火。間有少知讀書者，

則又以桂附引火歸源。噫﹗豈知此證正治固非所宜，即從治之法亦不可用。蓋內熱原本于陰虛，下已無水，

故令火升。若用桂附以降火，火既獨盛，無水相濟，隨降隨升，其火益熾矣。與至真要大論所言從治反治，

陰證似陽之可以引火歸源者不同。惟宜純陰補水之劑，滋陰以降火，使真陰漸充，浮焰自息。王太僕曰︰

“壯水之主以制陽光。”誠千古不易之治法也。奈何今之治勞瘵者，不知其為下無水而火上升，竟錯認為

內真寒而外假熱，妄投姜桂，更用參附，不壯水而反益火，使輕者轉重，重者立斃，抱薪救火，殊可歎也﹗） 

帝曰：陽盛生外熱奈何？岐伯曰：上焦不通利，則皮膚緻密，腠理閉塞不通，（按︰

王本玄府不通，甲乙經無玄府二字，今去之。） 

衛氣不得泄越，故外熱。（外傷寒毒，內薄諸陽，寒外盛則皮膚收，皮膚收則腠理密，故衛氣 聚

無所流行矣。寒氣外薄，陽氣內爭，積火內燔，故生外熱也。） 

帝曰：陰盛生內寒奈何？岐伯曰：厥氣上逆，寒氣積於胸中而不瀉，不瀉則溫氣去，

寒獨留，則血凝泣，凝則脈不通，（按︰甲乙經作腠理不通。） 

其脈盛大以澀，故中寒……。（溫氣，謂陽氣也。陰逆內滿，則陽氣去于皮外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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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張志聰之三焦論述 

 

《侶山堂類辯》 

 

（1）蓋三焦乃少陽相火，即精水中所生之元陽，（壯則為火，和平為元氣。）遊行於上

中下之間，通會於腠理之內，實無形之氣也。 

（2）《靈樞經》所論之出處，即《平脈論》所歸之部署也。有有形之部署，則有經脈氣

穴，而為一腑矣。 

（3）臟腑血氣之生始出入，先聖賢多詳論于諸經之中，奈何後人不能博覽群經，又不能

貫通會悟，是以各執一見，而為一偏之辭。嗟嗟﹗三焦之理，數千年以來，尚議論紛紜，

無惑乎諸君之折辯也。 

卷上 辯三焦 

己酉之秋，《內經》甫竣，興懷山水，八月既望，偕二三知己，夜泛西泠，時月明雲

斂，天高氣清，呼盧暢飲，幾忘寤寐。偶論及三焦，有雲無形之氣者，有雲有形之經者，

聚訟不已，質之于餘。餘曰：有形、無形皆是也，但各偏執一見，而不能通貫耳﹗《靈

樞經》曰：三焦、膀胱者，腠理毫毛其應。《金匱要略》雲：腠者，是三焦通會元真之處；

理者，皮膚臟腑之文理也。蓋三焦乃少陽相火，即精水中所生之元陽，（壯則為火，和平

為元氣。）遊行於上中下之間，通會於腠理之內，實無形之氣也。若遊行之氣，不應屬

一腑而有經穴矣。《經脈篇》曰：三焦之脈，入缺盆，布膻中，散絡心包，下膈，循屬三

焦。（下膈，乃胃分。循者，循於三部也。）《榮衛生會篇》曰：上焦出於胃上口，中焦

亦並胃中，下焦者別回腸。《平脈篇》曰：三焦不歸其部，上焦不歸者，噫而酢吞；中焦

不歸者，不能消穀引食；下焦不歸者，則遺溲。是三焦之氣，發原於腎臟，歸著於中胃

上下之間。《靈樞經》所論之出處，即《平脈論》所歸之部署也。有有形之部署，則有經

脈氣穴，而為一腑矣。臟腑血氣之生始出入，先聖賢多詳論于諸經之中，奈何後人不能

博覽群經，又不能貫通會悟，是以各執一見，而為一偏之辭。嗟嗟﹗三焦之理，數千年

以來，尚議論紛紜，無惑乎諸君之折辯也。 

 

（4）蓋少陽乃三焦之生氣，發於右腎，上合包絡，為相火之原，左腎屬水，上連於肺，

故為兩臟也。 

（5）蓋以一腎合三焦，一腎合膀胱，是為兩臟而配合兩腑者也。 

卷上 辯兩腎 

門人朱濟公問曰︰有雲兩腎皆屬水，命門居兩腎之中，在脊之十四椎內，為三焦生

氣之原，有如坎中之滿，此說甚為有理。曰︰此不經之語耳﹗夫醫道始于黃岐，臟腑血

氣之生始出入，非生知之聖，孰能究其精微？奈何後學不體認聖經，反好為異說。夫人

之始結胚胎，猶太極耳﹗三月而成形，先生兩腎，猶太極而生兩儀。天一之水生木，木

生火；地二之火生土，土生金。是先天止有水火，後天始備五行。五行之中有二火，合



 142 

而為三陰三陽，以配六臟六腑。故《靈樞‧本輸篇》曰︰少陽屬腎，腎上連肺，故將兩

臟。蓋少陽乃三焦之生氣，發於右腎，上合包絡，為相火之原，左腎屬水，上連於肺，

故為兩臟也。（腎上連肺，詳《水熱穴淪》。）又《本臟篇》曰︰腎合三焦膀胱。蓋右腎

之氣上合于心主包絡，而為一臟。又《素問‧咳論》曰︰腎咳不已，則膀胱受之；久咳

不已，則三焦受之。是《內經》止曰腎，而原無命門之名。蓋以一腎合三焦，一腎合膀

胱，是為兩臟而配合兩腑者也。夫人秉陰陽水火而生，若以兩腎象坎中之滿，又將何臟

以象離中之虛乎？潛心聖經，自不為前人所惑。濟公複問曰︰《難經》謂右腎主男子藏

精，女子系胞。師言為相火生氣之原，是左腎主水，右腎主火，精水止生於左，而胞當

偏於右矣。曰︰非此之謂也，夫天地陰陽之道，在無形之氣，曰陰、曰陽；有形之征，

曰水、曰火；在人之元神，曰氣、曰精。天一生水，地二生火，陰中有陽，陽中有陰，

兩腎之氣，交相貫通，左右之皆有精有氣。水即是精，火即是氣。陰陽水火，互相資生，

否則孤陽不生，獨陰不長矣。夫藏精系胞之說，亦不過分別男女而言。然在女子未嘗不

藏精，在男子亦可以結胎者也。胞之所系，蓋言天主生物，地主成物，故系於右，乃氣

之所感，非胞之連絡於右腎也。如雲日月星辰系焉，亦大氣之所載，日月營運，星移斗

轉，又何嘗有所系帶乎？ 

 

（6）包絡、三焦之氣，並出於腎；一遊行於上中下，而各有所歸之部署；一入于心下包

絡，而為君主之相。 

（7）包絡、三焦，皆以有形、無形之間求之，則得矣。 

卷上 辯包絡 

越人謂心主包絡，與三焦為表裏，俱有名而無形。後人有以命門為包絡者。皆非通

論也。少陽三焦之氣，生於腎臟，即相火也。相火者，先天所生之元陽也。包絡者，包

絡於心下，多血而主脈，為君主之相。其脈起於胸中，出屬心包絡，下膈，歷絡三焦。（在

三焦曰循，在包絡曰曆，皆分循分曆於中胃上下之間。）是包絡在膈上，三焦在膈下，

皆屬有形之臟腑也。但包絡、三焦之氣，並出於腎；一遊行於上中下，而各有所歸之部

署；一入于心下包絡，而為君主之相。（《靈樞經》雲︰腎合三焦膀胱。乃腎氣上合於心

包，猶膀胱之歸於部署。）猶腎與膀胱，太陽與君火，標本之相合也。腎中之元陽，先

天之水火也，君火與包絡，後天之二火也。包絡、三焦，皆以有形、無形之間求之，則

得矣。 

 

（8）《靈樞經》曰︰三焦膀胱者，腠理毫毛其應。蓋太陽之氣主皮毛，三焦之氣充肌腠。

此太少之氣，由下焦之所生。 

卷上 辯氣 

    或曰︰人秉陰陽水火而生，總屬一氣血耳﹗餘觀《傷寒論》注疏，子以皮膚肌腠、

五臟六腑，各有所主之氣，恐於陰陽之理相背歟﹗曰︰子不明陰陽離合之道，合則為一，

離則有三。太陽之氣，生於膀胱，而主於膚表。少陽之氣，生於腎臟，而通於肌腠，故

《靈樞經》曰︰三焦膀胱者，腠理毫毛其應。蓋太陽之氣主皮毛，三焦之氣充肌腠。此

太少之氣，由下焦之所生。若夫陽明之氣，乃水穀之悍氣，別走陽明，即行陽行陰之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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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由中焦之所生。此三陽之氣各有別也。三陰者，五臟之氣也。肺氣主皮毛，脾氣主

肌肉，心氣通血脈，肝氣主筋，腎氣主骨。此五臟之氣各有所主也。夫氣生於精，陽生

於陰。胃腑主化生水穀之精，是以榮、衛二氣，生於陽明。膀胱者，州都之官，精液藏

焉，而太陽之氣，生於膀胱。腎為水臟，受五臟之精而藏之，故少陽之氣，發於腎臟。

水穀入胃，津液各走其道，五臟主藏精者也。是三陰之氣，生於五臟之精，故欲養神氣

者。先當守其精焉。夫一陰一陽者，先天之道也；分而為三陰三陽者，後天之道也。子

不明陰陽之離合，血氣之生始，是謂失道。客曰︰三陰三陽，敬聞命矣，請言其合也。

曰︰所謂合者，乃先天之一氣，上通於肺，合宗氣而司呼吸者也。夫有生之後，皆屬後

天，故藉中焦水穀之精、以養先天之精氣，複藉先天之元氣，以化水穀之精微，中、下

二焦，互相資益。故論先後天之精氣者，養生之道也；分三陰三陽者，治病之法也。如

邪在皮膚，則傷太陽之氣，或有傷於肺；邪在肌腠，則傷少陽、陽明，或有傷於脾，邪

中少陰，則有急下急溫之標本；邪中厥陰，則有或寒或熱之陰陽。此在天之六氣，傷人

之三陰三陽，猶恐其不能分理，而可以一氣論乎？若謂正氣虛者，補中、下二焦之元氣，

以禦六淫之邪，則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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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羅美之三焦論述 

 

《內經博議》 

 

三焦者，特胃部上下之匡廓；三焦之地，皆陽明胃之地；三焦之所主，即陽明胃之所施。 

卷之一 人道部 太沖三焦論 

太沖、三焦，《內經》之論備矣。後世知沖、督、任分三脈，而不知後曰太沖之義。

知中焦起營衛，而不知其為匡濟于陽明，必欲求其為腑之形。以為三焦無狀空有名，是

以其說紛紛，皆拘文牽義之徒也。經曰：沖脈者，五臟六腑之海也，五臟六腑皆稟焉。

夫為五臟六腑之海，而臟腑皆稟焉者，豈為一線之沖，而與督脈無關哉。至論三焦，則

經曰：上焦出於胃口，並咽之上，貫膈而布胸中；中焦亦並胃中，出上焦之後；下焦別

回腸，注於膀胱。而于陽明胃之經絡，則曰：循喉嚨，入缺盆，下膈，屬胃；其直者，

缺盆下乳內廉；其支者，起胃口，下循腹裏，下至氣街。此與三焦同行在前，故知三焦

者，特胃部上下之匡廓；三焦之地，皆陽明胃之地；三焦之所主，即陽明胃之所施。其

氣為腐熟水穀之用，與胃居太陰脾之前，實相火所居所遊之地也，故焦者以熟物為義。 

上焦如霧者，狀陽明化物之升氣也；中焦如漚者，狀化時沃溢之象也；下焦如瀆者，

狀濟泌分別流水之象也。是以名為三焦者，特為兩陽合明之胃，與相火之所職言之耳。

其為後天穀神出化之本，以出營衛，以奉生身，使腎之氣上升於肺，下輸膀胱，後天之

能事畢矣。 

然人受生以來，其真元一由先天而起，則少陰為之根柢，厥陰為之沖發。其氣皆挾

津液以上，歷五臟而上之。其氣在中後之間，滲灌脊腸，名為太沖，實居陽明三焦之後，

故雲後為太沖。太沖之太者，其盛為十二經之海，五臟六腑亦皆稟之，與陽明胃並是臟

腑之根柢也。《內經》又謂為血海，與少陰之大絡，起於腎下，出於氣街；又與陽明會于

宗筋，於是其後輸出大杼。其前會氣街，大杼在督，氣街在任。是沖脈之盛，灌三陽，

滲三陰，包陽明三焦。凡督任陰陽之會脈，皆沖為之也。唯沖為之，故太沖之精氣，常

得與三焦營衛之行，合行隧道，而繞周身，充微皮毛，而灌臟腑。 

人知營衛之出於三焦，而不知先天脈氣有與之偕行者，日夜五六十周，蓋先後之天

齊至也。人疑衛為水穀之悍氣，決出上焦，而經獨雲衛出下焦，遂疑為誤文。不知前言

者，特言飲食之能出衛，而實則衛為真陽，能衛外為固，非可以一時之飲食當之，必先

天根柢之盛氣，與此為合而當之也，則衛之出下焦何疑？蓋知沖之為義，益知衛之為出

矣。 

 

參考文獻 

 

段光周主編.中華大典‧醫藥衛生典‧醫學分典‧基礎理論總部.成都：巴蜀書社，1999.1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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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陳士鐸之三焦論述 

 

《外經微言》 

 

（1）三焦稱腑，虛腑也。 

（2）各臟腑之氣，非三焦不能通達上下，故樂其來親，而益之以氣。 

（3）肝膽為三焦之母，即三焦之家也。 

（4）三焦之火，最善治水，非親水而喜入于水也。 

（5）視助火之臟腑以瀉之，即所以瀉三焦也。 

（6）三焦之火，附於臟腑。臟腑旺而三焦旺，臟腑衰而三焦衰。 

三焦火篇 

少師曰：“三焦無形，其火安生乎？”岐伯曰：“三焦稱腑，虛腑也。無腑而稱腑，

有隨寓為家之義。故逢木則生，逢火則旺，即逢金、逢土亦不相仇而相得，總欲竊各臟

腑之氣以自旺也。” 

少師曰：“三焦耗臟腑之氣，宜為各臟腑之所絕，何以反親之也？”岐伯曰：“各

臟腑之氣，非三焦不能通達上下，故樂其來親，而益之以氣，即有偷竊，亦安焉而不問

也。” 

少師曰：“各臟腑樂與三焦相親，然三焦樂與何臟腑為更親乎？”岐伯曰：“最親

者，膽木也。膽與肝為表裏，是肝膽為三焦之母，即三焦之家也。無家而寄生於母家，

不無腑而有腑乎。然三焦之性，喜動惡靜，上下同流，不樂安居於母宅，又不可謂肝膽

之宮，竟是三焦之腑也。” 

少師曰：“三焦火也，火必畏水，何故與水親乎？”岐伯曰：“三焦之火，最善治

水，非親水而喜入于水也。蓋水無火氣之溫，則水成寒水矣。寒水何以化物？故腎中之

水，得三焦之火而生；膀胱之水，得三焦之火而化。火與水合，實有既濟之歡也。但恐

火過於熱，制水太甚，水不得益而得損，必有乾燥之苦也。” 

少師曰：“然則何以治之？”岐伯曰：“瀉火而水自流也。” 

少師曰：“三焦無腑，瀉三焦之火，何從而瀉之？”岐伯曰：“視助火之臟腑以瀉

之，即所以瀉三焦也。”少師曰：“善。” 

陳士鐸曰：“三焦之火，附於臟腑。臟腑旺而三焦旺，臟腑衰而三焦衰。故助三焦

在於助各臟腑也，瀉三焦火可置臟腑於不問乎？然則三焦盛衰，全在視其臟腑也。” 

 

《石室秘錄》 

 

（7）命門者，先天之火也。此火無形，而居於水之中。 

（8）天下有形之火，水之所克；無形之火，水之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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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五（書集）十四論命門 

雷真君曰：命門為十二經之主，《內經》已詳言之。余再取而尚論者，蓋命門之經雖

彰，而命門之旨尚晦也。命門既為十二經之主，而所主者何主也。人非火不能生活，有

此火，而後十二經始得其生化之機。命門者，先天之火也。此火無形，而居於水之中。

天下有形之火，水之所克；無形之火，水之所生。火克于水者，有形之水也；火生於水

者，無形之水也。然而無形之火，偏能生無形之水，故火不藏於火，而轉藏于水也。命

門之火，陽火也，一陽陷於二陰之間者也。人先生命門，而後生心，其可專重夫心乎。

心得命門，而神明有主，始可以應物。肝得命門而謀慮，膽得命門而決斷。胃得命門而

能受納，脾得命門而能轉輸，肺得命門而准節大腸得命門而傳導，小腸得命門而布化，

腎得命門而作強，三焦得命門而決瀆，膀胱得命門而收藏、無不借命門之火以溫養之也。

此火宜補而不宜瀉，宜於水中以補火，尤宜於火中以補水，使火生於水，而還以藏于水

也。倘日用寒涼以伐之，則命門之火微，又何能生養十二經耶。此《內經》所謂主不明

則十二官危，非重言命門歟。張真君曰：命門得天師之辨，正若日月之經天。今又得雷

真君之尚論，則命門何至於晦而不彰乎。萬世之大幸也。（張景岳先生謂：善補陰者，宜

於陽中補陰，無伐陽以散陰。善補陽者，宜於陰中補陽，無伐陰以救陽。深得此意。李

子永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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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陳士鐸.陳士鐸醫學全書.北京：中國中醫藥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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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汪昂之三焦論述 

 

《素問靈樞類纂約注》 

 

（1）腔內上中下空處為三焦。 

卷上 藏象第一 

三焦者，決瀆之官，水道出焉。（引導陰陽。開通秘塞。上焦不治。水溢高原。中焦不治。水

停中脘。下焦不治。水蓄膀胱。腔內上中下空處為三焦。馬氏乃分割右腎以為三焦。欠是。） 

 

（2）此岐黃所說三焦，在上中下三空處，古人所謂有名無形者是也。 

卷上 經絡第二 

上焦如霧。（如霧之氤氳。）中焦如漚。（如漚之上浮。）下焦如瀆。（如瀆之蓄泄。按本節僅

言下焦如瀆。而未及衛出於下焦。）此之謂也。（昂按。此岐黃所說三焦。在上中下三空處。古人所謂

有名無形者是也。馬玄台乃雲。此不得為三焦。而割右腎以為三焦之府。竊謂五臟六腑。各有定位。腎居

五臟之一。本有兩枚。焉得割其右者。另為一腑乎。于三焦三字之義。何以稱焉。）（營衛生會）  

 

（3）三焦有名無形，皆不藏有形者也。 

（4）宗氣出於上焦，營氣出於中焦，衛氣出於下焦。 

卷下 診候第五 

（此內經診法也。吳注曰。尺外以候腎。內以候腹。小腸膀胱。居少腹也。左外以候肝。內以候膈。

不及膽者。寄於肝也。左外以候心。內以候膻中。膻中即心包也。高陽生以大小腸列於寸。三焦配于左尺。

命門列於右尺。而膻中則不與焉。特以心與小腸為表裏。肺與大腸為表裏耳。不知經絡雖為表裏。而大小

腸皆在下焦。焉能越中焦而見脈於寸上乎。滑伯仁以左尺主小腸膀胱前陰之病。右尺主大腸後陰之病。可

稱只眼。又靈樞雲。宗氣出於上焦。營氣出於中焦。衛氣出於下焦。上焦在於膻中。中焦在於中脘。下焦

在臍下陰交。故寸主上焦。以候胸中。關主中焦。以候膈中。尺主下焦。以候腹中。今列三焦於右尺。不

亦妄乎。又腎雖一臟。而有左右兩枚。命門穴在督脈第七椎兩腎之間。一陽居二陰之中。所以成乎坎也。

內經並無命門之經。何以循經而見脈於寸口乎。） 

三而成人。三而三之。合則為九。九分為九野。九野為九藏。故神藏五。形藏四。

合為九藏。（王注。肝藏魂。肺藏魄。心藏神。脾藏意。腎藏志。是謂神藏五。一頭角。二耳目。三口

齒。四胸中。是謂形藏四。張注。形藏四。謂胃大小腸膀胱。藏有形之物也。膽無出無入。三焦有名無形。

皆不藏有形者也。於理亦通。但于本文欠貫。馬注。古人診脈。凡頭面手足之動脈。無不診之。猶傷寒論

多以趺陽脈言之也。其九候法。亦以三部中有天地人。與後世之浮中沉不同也。頗得古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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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節 高士宗之三焦論述 

 

    三焦雖無有形之腑，實有所出所歸之部，抑且徹上徹下，徹外徹內，較諸腑而尤尊

也。 

《醫學真傳‧三焦》 

三焦者，上、中、下少陽之氣所主也。五臟合五腑，三焦一腑無臟與合，故曰是孤

之腑也。不但無臟與合，而三焦之腑，且將兩臟；將，猶偕也，是以腑而並臟也。不但

將兩臟，而六腑之氣，俱合三焦，故又曰是六腑之所與合者。是三焦之氣，合臟合腑，

徹上徹下，徹外徹內，人身莫大之腑也。證之經論，其理自明。《靈樞‧本俞》論雲：肺

合大腸，大腸者傳道之腑；心合小腸，小腸者受盛之腑；肝合膽，膽者中精之腑；脾合

胃，胃者五穀之腑；腎合膀胱，膀胱者津液之腑。以明五臟合五腑。其三焦一腑，下屬

腎，上連肺，將乎兩臟。經雲：少陽屬腎，腎上連肺，故將兩臟。謂少陽主三焦，下焦

將腎臟，上焦將肺臟也。雖將兩臟，職不離腑，故又雲：三焦者，中瀆之腑也，水道出

焉，屬膀胱，是孤之腑也，是六腑之所與合者。由此推之，則三焦為中瀆腑，屬膀胱而

出水道，無臟與合，是孤之腑也。孤者，獨也，謂獨任其上、中，下之化機也。既曰將

乎兩臟，又曰六腑與合，是三焦一腑，則較之諸腑而獨尊，豈如一腑合一臟而已耶﹗仲

師雲：肌腠者，是三焦通會元真之處，榮衛不相將，則三焦無所仰，形冷惡寒者，三焦

傷也。又雲：三焦各歸其部，上焦不歸者，噫而酢吞；中焦不歸者，不能消穀引食；下

焦不歸者，則遺溲。仲師之言，即《靈樞經》所雲上焦出胃上口，中焦並胃中，下焦別

回腸、注於膀胱而滲入者是也。經又雲：上焦如霧，中焦如漚，下焦如瀆。合觀經論，

則上脘、中脘、下脘，即上焦、中焦、下焦也；三焦所出之部，即三焦所歸之部也。三

焦雖無有形之腑，實有所出所歸之部，抑且徹上徹下，徹外徹內，較諸腑而尤尊也。昔

人不體經論，有謂三焦無臟空有名者，有謂三焦屬命門，有臟有名者，各執臆說，聚論

不休。觀諸經論，其義自明，有形無形，可以悟矣。 

 

                                參考文獻 

段光周主編.中華大典‧醫藥衛生典‧醫學分典‧基礎理論總部.成都：巴蜀書社，1999.1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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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節 徐大椿之三焦論述 

 

《難經經釋》 

 

（1）言三焦無形，已屬未當；言手心主為無形，則斷無是說。 

二十五難曰：有十二經，五臟六腑十一耳，其一經者，何等經也？（《靈‧九針論》︰“五

藏︰心藏神，肺藏魄，肝藏魂，脾藏意，腎藏精與志也。”六腑，小腸、大腸、胃、膽、膀胱、三焦，主

出納水谷，如府庫之司出入，故曰府也。） 

然：一經者，手少陰與心主別脈也。心主與三焦為表裏，（《靈‧九針論》︰“足陽明、太陰為

表裏，少陽、厥陰為表裏，太陽、少陰為表裏，……手陽明、太陰為表裏，少陽、心主為表裏，太陽、少

陰為表裏”。別脈，謂心主本心之宮城，宜與心為表裏，乃反別與三焦為表裏，別為一經，故成十二經也。

三焦，上焦、中焦、下焦也。）俱有名而無形，故言經有十二也。 

按：言三焦無形，已屬未當；言手心主為無形，則斷無是說。心主者，即心之包絡有脂膜以護心者也，

安得無形？其之所以不得謂之髒者，蓋心主代心行事，本無所藏，故不以髒名也。三焦辨，詳三十八難。

《難經》言手心主與三焦凡八，見第八、三十一、三十六、三十八，三十九、六十二、六十六及此篇，俱

當參觀。 

 

（2）《靈》、《素》之言三焦者不一，皆歷歷言其文理厚薄，與其出入貫布。 

（3）其周布上下，包括臟腑，非若五臟之形，各自成體，故不得定其象，然謂之無形，

則不可也。 

三十八難曰：臟惟有五，腑獨有六者，何也？  

然：所謂腑有六者，謂三焦也。有原氣之別焉，（即六十六難所謂“原氣之別使也。”）主持諸

氣，有名而無形，其經屬手少陽。此外腑也，（言在諸腑之外，故曰外腑。） 

按：《靈》、《素》之言三焦者不一，皆歷歷言其文理厚薄，與其出入貫布；況既謂之腑，則明是藏畜

泌瀉之具，何得謂之無形？但其周布上下，包括臟腑，非若五臟之形，各自成體，故不得定其象，然謂之

無形，則不可也。 

 

參考文獻 

 

清‧徐靈胎.徐靈胎醫學全書.北京：中國中醫藥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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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節 丁錦之三焦論述 

 

《古本難經闡注》 

 

（1）命門、三焦一氣同原；所謂生氣之原者，即兩腎中間命門原也。 

八難曰。寸口脈平而死者。何謂也。然。諸十二經脈者。皆系于生氣之原。所謂生氣之

原者。謂十二經之根本也。謂腎間動氣也。此五臟六腑之本。十二經之根。呼吸之門。

三焦之原。一名守邪之神。故氣者人之根本也。根絕則莖葉枯矣。寸口脈平而死者。生

氣獨絕於內也。 

此章首明命門三焦一氣同原之義。所謂生氣之原者。即兩腎中間命門原也。呼出氣起於此。吸入氣納

於此。故十二經脈之氣。皆系於此。所以為五臟六腑之本。十二經之根。呼吸之門。三焦之原也。人有此

原氣。邪氣不能傷其身。守於內。而充於外。故曰守邪之神。若此氣絕。猶草木之根絕。莖葉即枯。雖寸

口脈平。必死。若此氣未絕。雖寸口脈無。亦不死也。是即十四難之上部無脈。下部有脈。雖困無能為害

也。  

 

（2）三焦者，托於外而護於內之一大囊也。三焦統包五臟六腑，而各臟腑俱藉三焦之氣

以宣化乎。 

二十五難曰。有十二經。五臟六腑十一耳。其一經者。何等經也。然。一經者。手少陰

與心主別脈也。（心主即手心主胞絡別脈者不同於心經脈也）心主與三焦為表裏。俱有名

而無形。故言經有十二也。（胞絡配一臟成十二經也） 

此章言心主與三焦為表裏。俱有名而無形。後人因無形二字。不參經義。持論紛紜，不特議越人之錯

謬。而並議叔和附會之非。三千年來。未有定論。余每思難經去古未遠。出諸家之最先。且字字必本內經。

豈獨于胞絡三焦大關鍵處。反創異言而惑世耶。不得不即以內經合難經之義。而明辨之。如內經之言五臟

俱載形色。五腑亦載丈尺。所盛水穀。亦載升鬥。若胞絡三焦有形。何獨不明載其色。並尺寸升鬥之數。

乃見難經所言胞絡者。以包字取義也。言三焦者。以三字取義也。如靈素本輸篇曰。三焦者。中瀆之府。

水道出焉。屬膀胱。是孤之府。本藏篇曰。密理濃皮。三焦膀胱濃。決氣篇曰。上焦開發。宣五穀味。若

霧露之溉。是謂氣。中焦受氣取汁。變化而赤。是謂血。榮衛生衛篇曰。榮出於中焦。衛出於下焦。又曰。

上焦如霧。中焦如漚。下焦如瀆。五癃津液別論曰。三焦出氣。以溫肌肉。充皮膚。靈樞邪客篇曰。心者

五臟六腑之大主。其臟堅固。邪勿能容。容之則心傷。心傷則神去而死矣。故謂邪之在於心者。皆在於心

之胞絡。以上靈素諸條。俱形容三焦統包五臟六腑。胞絡獨包心之義。夫所謂中瀆之府。是孤之府。豈非

因三焦能包乎外。而得此獨尊之稱乎。又謂密理濃皮。三焦濃。若周身皮肉之內。非三焦所托。何能濃薄

相應乎。又謂上焦宣穀味。中焦受氣取汁。變化而赤。豈非三焦能包各臟腑。而各臟腑俱藉三焦之氣以宣

化乎。又謂榮出中焦。衛出下焦。榮因穀味之精為血。衛得穀味之氣為氣。皆因於胃者也。然能使胃之變

化者。豈非三焦統包乎外。而運其氣乎。又謂如霧如漚。如瀆。能上主開發之令。中主變化之權。下主水

道之職。豈非三焦包各臟腑之外。而盡為其統持乎。又謂出氣以溫肌肉充皮膚。則明指三焦托在皮膚肌肉

裏面之一層也。又謂諸邪之在於心者。皆在心之胞絡。則明指胞絡是護於心外之一層也。後人看書執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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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謂三焦若無形。何以水道出。何以有濃薄。何以若霧露。何以如霧如漚如瀆。何以出氣溫肌肉。若胞絡

無形。何以諸邪皆在心之胞絡。何獨不悟夫何以不載其色。何以不載其丈尺乎。殊不知胞絡者。絡于內而

胞於外之一小囊也。既已名之曰胞絡。不必又以大小尺寸狀其形也。三焦者。托于外而護於內之一大囊也。

不過三字極狀其護之遍。以焦字極狀其氣之周。既已名之曰三焦。亦不必又以大小丈尺狀其形也。而向之

所疑者。從此可頓釋矣。且以似臟別臟之小囊。配似腑外腑之大囊。亦天造地設之理。（三十四難稱焦為

外府）越人謂無形二字。一見於此。再見於三十四難。自必考之至當。究之至確。何後人僅得內經之皮毛。

即妄議前賢。多見其不知量也。  

 

（3）奈後之人謂三焦有形。而雲難經之非。蓋亦未會難經之全體。 

三十四難（誤列三十八難）曰。臟惟有五。腑獨有六者。何也。然。所以腑有六者。謂

三焦也。有原氣之別焉。主持諸氣。有名而無形。其經屬手少陽。此外腑也。故言腑有

六焉。 

此言三焦與諸腑不同。有原氣之別。所以能主持諸氣也。有名而無形。所以能統攝乎外。故曰外腑也。

二十五難予注三焦乃護于諸臟腑之一大囊。與此章之義合之。可以恍然矣。奈後之人謂三焦有形。而雲難

經之非。蓋亦未會難經之全體。 

 

（4）似腑外腑之大囊，配似臟另臟之小囊。 

三十五難（誤列三十九難）曰。經言腑有五。臟有六者。何也。然。六腑者。止有五腑

也。五臟亦六臟者。腎有兩臟也。其左為腎。右為命門。命門者。謂精神之所舍也。男

子以藏精。女子以系胞。其氣與腎通。故言臟有六也。 

前章發明六腑。此章復發明六臟之義。謂前雲六腑者。有外腑在內。今經言六臟者。謂腎有兩枚。其

左為腎。右為命門。又曰。命門者。謂精神之所舍。男子藏精。女子系胞。其氣與腎通。乃見越人以命門

之名。配於右腎。而命門之處。實指兩腎中間。不爾。何以言藏精系胞。何以言氣與腎通。然又恐命門之

名。混於手心主胞絡之臟。故有下文言三焦一腑。不屬於五臟者。是即指明屬於胞絡之臟也。其氣與腎通。

是指命門與右腎一氣相通。玩讀自見。腑有五者何也。然。五臟各一腑。三焦亦是一腑。然不屬於五臟。

故言腑有五焉。此言三焦不屬於五臟者。乃屬於心胞絡也。舉三焦亦是一腑。以見不配五臟。而配亦是一

臟之心胞絡。最為切當者也。二十五難三焦論中。餘謂似腑外腑之大囊。配似臟另臟之小囊。與此節義同。 

 

（5）三焦任此原氣，分別致使通行上中下三氣，經歷於五臟六腑之輸穴。 

六十六難曰。十二經皆以輸為原者。何也。然。五臟輸者。三焦之所行。氣之所留止也。

三焦所行之輸為原者。何也。然。臍下腎間動氣者。人之生命也。十二經中之根本也。

故名曰原。三焦者。原氣之別使也。主通行三氣。經歷於五臟六腑。原者三焦之尊號也。

故所止輒為原。五臟六腑之有病者。皆取其原也。 

三焦之原。在臍下腎間動氣之所。人之生命。十二經之根本。皆系乎此。三焦任此原氣。分別致使通

行上中下三氣。經歷於五臟六腑之輸穴。因其經歷。故輸亦可名原也。而所謂原者。豈非三焦尊重之號乎。

五臟六腑之病。皆取十二經之原穴。豈非三焦能統攝諸臟腑之一大腑乎。 

參考文獻 

遲華基等.《難經》臨床學習參考.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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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節 何夢瑤之三焦論述 

 

《醫碥》 

 

三焦既即腔子，則為有形，有形則有經脈。 

卷之一‧雜症 心包絡三焦說 

心包絡，《難經》謂其無形。然考《內經》論十二官，無心包絡之名，而有膻中之號。

蓋膻中乃心之窩，心藏窩中，若包裹然，則膻中固即心包絡，非無形也。三焦，《經》謂

上焦如霧，（上焦，膈以上也。清陽之分，其氣如霧。）中焦如漚，（中焦，膈下臍上也。

水谷之區，停留如漚。）下焦如瀆，（下焦，臍以下也。便溺所出，如決瀆。）亦未言其

形狀。論者紛紛，皆如捕風捉影，毫無實指。惟張景岳謂即腔子，臟腑如物，腔子如囊

之括物，人但知物之為物，而不知囊之亦為一物。其說甚通。（古謂三焦，有名無形者，

蓋指腔子內、臟腑外之空際言，乃三焦火氣遊行之處也。）予因是而思，人之臟腑只有

十，而以心為君，餘為臣。三焦即腔子，（竊謂“焦”當作“椎”，人身脊骨二十一椎，

上焦乃上七椎，中焦乃中七椎，下焦乃下七椎也。“椎”別作“焦”耳。觀《靈樞‧背 篇》

五、七、九、十一、十四各椎俱作焦可見。）如京城，君臣所同居也。心包絡即膻中，

如宮城，君所獨居也。宮城在內，京城在外，內為陰，外為陽，故三焦亦稱腑，而心包

絡亦稱臟耳。三焦既即腔子，則為有形，有形則有經脈。凡腔子中之經脈，皆三焦之經

脈，但不分地立名，難於指稱。故將其與各臟腑絡系者，分屬所絡系之臟腑，名曰某臟

某腑經脈。而以其無所擊屬者，名三焦經脈。猶之九州之地皆王土，而除分封諸侯外，

余為王畿。心包經脈，亦三焦經脈之絡系於膻中者所分屬，為十二經也。（奇經八脈，亦

即三焦經脈另立名目分出，如王畿內有公卿大夫埰地也。） 

 

參考文獻 

段光周主編.中華大典‧醫藥衛生典‧醫學分典‧基礎理論總部.成都：巴蜀書社， 

1999.1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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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節 薛雪之三焦論述 

 

《醫經原旨》 

 

（1）三焦者，即臟腑之外，軀體之內，包羅諸臟一腔之大腑也。《難經》謂其有名無形，

誠一失也。 

卷一 臟象上第三 

三焦者，中瀆之府也，水道出焉；屬膀胱，是孤之府也，是六腑之所與合者。（中瀆

者，謂如川如瀆，源流皆出其中也。即水谷之入於口，出於便，自上而下，必歷三焦，故曰“中瀆之府，

水道出焉”。膀胱受三焦之水而當其疏泄之道，氣本相依，體同一類，故三焦下輸，出於委陽，並太陽之

正，入絡膀胱，約下焦也。然於十二臟之中，惟三焦獨大，諸臟無與匹者，故名曰“是孤之府也”。肺合

大腸，皆金也；心合小腸，皆火也；肝合膽，皆木也；脾合胃，皆土也；腎合膀胱，皆水也。惟三焦者，

雖為水瀆之府，而實總護諸陽，亦稱相火，是又水中之火府，故曰“三焦屬膀胱”。夫少陽與心主為表裏，

其在下者為陰，屬膀胱而合腎水，在上者為陽，合包絡而通心火，此三焦之所以際上極下、象同六合而無

所不包。觀六腑之別，極為明顯，以其皆有盛貯，因名為腑。而三焦者曰“中瀆之府”，“是孤之府”，

分明確有一腑，蓋即臟腑之外，軀體之內，包羅諸臟一腔之大腑也，故有“中瀆”、“是孤”之名，而亦

有大腑之形。《難經》謂其有名無形，誠一失也。是蓋譬之探囊以計物，而忘其囊之為物耳，遂致後世紛

紛無所憑據。有分為前後三焦者，有言為腎旁之脂者；即如東垣之明，亦以手三焦、足三焦分而為二。夫

以一三焦尚雲無其形而諸論不一，又何三焦之多也？畫蛇添足，愈多愈失矣。後世之疑將焉釋哉﹗） 

 

（2）《難經》謂三焦有名無形，遂起後世之疑，莫能辨正，觀此則明且悉矣。 

卷二 經絡上第五 

上焦如霧，中焦如漚，下焦如瀆，此之謂也。（如霧者，氣浮於上也。言宗氣積於胸中，司

呼吸而布於經隧之間，如天之霧，故曰“上焦如霧”也。漚者，水上之泡，水得氣而不沉者也。言營血化

於中焦，隨氣流行，以奉生身，如漚處浮沉之間，故曰“中焦如漚”也。瀆者，水所注泄，言下焦主出而

不納，逝而不及，故曰“下焦如瀆”也。然則肺司霧，脾司漚，大腸、膀胱司川瀆之化也。三焦者，本全

體之大臟，統上、中、下而言也。發明之處，不啻再四，《難經》謂三焦有名無形，遂起後世之疑，莫能

辨正，觀此則明且悉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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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節 《吳醫匯講》之三焦論述 

 

（1）其“三焦”字義，亦屬無形，蓋火灼則焦，火即是氣，以少陽為相火，即取“焦”

字之義也。上、中、下、有分司之任，故曰“三”也。 

卷十一 三焦說（周省吾作） 

三焦有形、無形之說，越人、華佗、王冰、東垣皆曰有名無形；餘則或言無狀，或

言有形，紛紜無定。愚意當以無形之說為是，非若五藏五府各自成形，可以定其象也。《營

衛生會篇》雲：“上焦如霧，中焦如漚，下焦如瀆”，此三焦定論也。以其無形，故舉

功用之相似者以比擬之也。霧、類乎氣，《決氣篇》所謂“若霧露之溉”是也。考漚、瀆

二字之義，漚、漬也，漸也，漸漬之使柔爛也。則漚者狀“腐熟水穀”之義，謂漸漬以

化也。瀆、濁也，通也，所以通垢濁也。則瀆者狀分別清濁，即“決瀆之官，水道出焉”

之義也。其“三焦”字義，亦屬無形，蓋火灼則焦，火即是氣，以少陽為相火，即取“焦”

字之義也。上、中、下、有分司之任，故曰“三”也。《營衛生會篇》雲：“上焦出於胃

上口，並咽以上，貫膈而布胸中。……中焦亦並胃中，出上焦之後。此所受氣者，泌糟

粕，蒸津液，化其精微，上注於肺脈，乃化而為血，以奉生身，莫貴於此，故獨得行於

經隧，命曰營氣。……下焦者，別回腸，注於膀胱而滲入焉。故水谷者，常並居於胃中，

成糟粕而俱下於大腸，而成下焦。”又雲：“營出於中焦，衛出於下焦。”《五味篇》

雲：“谷始入於胃，其精微者，先出於胃之兩焦，以溉五藏，別出兩行，營衛之道。”

細玩《經》文，曰“出於胃上口”，“出上焦之後”，曰“成下焦”，曰“胃之兩焦”，

皆見無形體之意焉。而細繹《經》旨，即營、衛之氣所從出，其職司功用，莫非氣之所

為，故《中藏經》曰：“總領五藏六府、營衛經絡、左右上下之氣也。”至《本藏篇》

有濃、薄、緩、急、直、結之說者，孫東宿謂五藏、五府、五行，正配合者也，獨三焦

無合，故附膀胱而言，非謂三焦有物如是也。若《論勇篇》理縱、理橫之說，不過言其

人之軀殼上下通體如此，故以“三”字貫之，而借“焦”字助語成辭，與《五味篇》所

雲“胃之兩焦”句法相仿耳。再以《背俞篇》五焦、七焦之文觀之，則三焦縱橫之句，

亦可不必拘泥矣。使必以無形之說為誤，豈越人、華佗其才智反在後人下耶？ 

 

（2）夫三焦者，即胸、膈、腹內、三空處也。 

卷六 三焦論贅言（顧祖庚作） 

嘗讀《難經》、叔和、啟玄、諸大賢三焦論，皆謂有名無形。又讀《靈樞經》曰：密

理濃皮者，三焦濃；粗理薄皮者，三焦薄。勇士者，三焦理橫；怯士者，三焦理縱。則

似乎有形矣。及觀李士材曰：肌肉之內，藏腑之外為三焦；亦無形也。而士材又以無形

為誤，而以《靈樞》之濃薄、縱橫，如霧、如漚、如瀆，以征其形。則三焦究屬有形耶，

無形耶？謹贅一言以辨之。夫三焦者，即胸、膈、腹內、三空處也，諸大賢皆謂有名無

形者，所以別其不同于他藏他腑之自具一形耳，非曰無形即無其處，正欲指空處，故曰

無形也。《靈樞》謂濃薄縱橫者，即借胸膈腹之腔子裏面為言，非另具一形而為濃薄、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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橫也。《經》又曰：如霧、如漚、如瀆，而中焦又有作如瀝者，蓋即指胸、膈、腹內空處

之水氣為喻。如果有形，則霧乃氣聚，有時而散，漚為水泡，時起時沒，瀝是餘滴，可

有可無，皆無常形，豈可比之上中二焦乎？至於下焦如瀆者，亦不過以溝瀆中水道，比

下焦之水道，非以溝瀆之殼子相比較也。即士材所謂肌肉之內，藏腑之外，雖有其處，

原無其形，何反以無形為誤，豈其意以既有其處，即不得謂之無形耶？然處與形不同，

有其處，《內經》所以云云；無其形，諸賢所以定論。先聖後賢，言似異而旨實同也。惟

陳無擇言有形如脂膜，疑未妥協，蓋脂膜乃身中原有之物，三焦之形如之，則又一層假

脂膜也，假脂膜與真脂膜，其何以辨哉？故敢謂其未妥。 

 

（3）命門者，人身之真陽，腎中之元陽是已。故虞天民兩腎總號命門之說，最為近理。 

卷十一 命門說 

命門者，人身之真陽，腎中之元陽是已，非另是一物也。後世立論，有謂在兩腎中

間者，有誤引“七節之旁，中有小心”為命門者；至謂其形如胡桃，尤為荒誕﹗夫越人

倡右腎命門之說，而後人非之，抑思不有越人，又何從有命門之說乎，其意以陽氣為重，

人身左血右氣，故歸之右也。人之每藏每府，各具陰陽，腎為一身之根柢，元陽為人身

所尤重，故特揭之也。自古命門治法，亦惟溫補腎陽而已，別無他法也。故虞天民兩腎

總號命門之說，最為近理。景岳亦有分而言之，則左水右火，合而言之，為水火之府，

陰陽之宅，及命門總主乎兩腎，兩腎皆屬於命門之論。至以子腸當之，又于理未安也。

孫東宿以生氣立論，其意頗合，竟指為先天之太極，亦非也。近時靈胎徐氏，謂腎之有

兩，則皆名為腎，不得名為命門，蓋腎為牝藏，其數偶，命門之義，惟沖脈之根柢，其

位適當兩腎之中，真可稱為命之門，不得以右腎當之也。夫以牝藏釋兩腎，其說最的；

以沖脈當命門，倡論似甚新奇，細按亦非確當，不過執兩腎中間之語，而另開一說耳。

竊以為兩腎為立命之門，命門穴在中間，似因腎而得名，越人以腎為命門，又因穴而名

之也。總之、《三十六難》曰：“命門者，諸神精之所舍，原氣之所系也。男子以藏精，

女子以系胞。”此真上補《素》、《靈》之未及，惟“非皆腎”、“知腎有一”二語，不

免詞病，以致後人辨論紛紛也。 

 

（4）氣化則能出者，言膀胱之津液，得太陽之氣而後能出於皮毛，非津液下出之謂也。 

卷四 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氣化則能出矣解 

王太僕注曰：“得氣海之氣施化，則溲便注泄，氣海之氣不及，則 隱不通，故曰氣

化則能出矣。”王太僕為注釋之開山，宋、元、明歷代諸家，各仍其說，莫不以津液即

為溲便。殊不思氣化則能出者，言膀胱之津液，得太陽之氣而後能出於皮毛，非津液下

出之謂也。且津自津，液自液，小便自小便，逐字考之，《內經》各有明文。《靈樞‧決

氣篇》曰：“腠理發洩，汗出溱溱，是謂津”。“谷入氣滿，淖澤注於骨，骨屬屈伸，

泄澤補益腦髓，皮膚潤澤，是謂液。”又曰：“津脫者，腠理開，汗大泄。液脫者，骨

屬屈伸不利。”又《五癃津液別篇》曰：“三焦出氣，以溫肌肉，充皮膚，為其津，其

流而不行者為液。”是《經》文津液二字，各有著實注解者，不得以津液小便混而莫辨

矣。自古以來，接《內經》之統，以繼往開來者，其惟仲景先師《傷寒論》乎。其治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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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病，無汗用麻黃湯，有汗用桂枝湯，此津藏於膀胱，氣化則能出之一證也。《金匱》用

栝蔞桂枝湯以治柔 ，葛根湯以治剛 ，因邪傷太陽，液不養筋，故助太陽之氣化以營運

於皮毛，以流通津液，則筋脈得以濡潤，此液藏於膀胱，氣化則能出之又一證也。以《經》

注《經》，己甚明矣。而仲景治法，又與《經》旨符合，則津液之非小便，尚何疑哉，又

水飲入於胃，上升於肺，以下布于三焦者，謂之水。水濕壅而不通，則小便不利，輕為

腹膨，重為腫脹，此水在三焦，而未入膀胱者也；其既入膀胱以後，水之上升而汗出溱

溱者謂之津，所謂“下輸膀胱，水精四布”也。貯於膀胱而下出者，則謂之溺；溺孔閉

澀，則為癃秘，《內經》之胞痹等症是也。《素問‧宣明五氣篇》曰：“膀胱不利為癃，

不約為遺溺”，《靈樞‧本輸篇》曰：“實則閉癃，虛則遺溺”，《經脈篇》曰：“肝所

生病者、遺溺閉癃。”又曰：“足少陰之別，實則閉癃。”竊意三焦不能化入膀胱者，

其病多虛，故歷來治水腫水脹者，總以氣不化水為主也；因溺竅不通，膀胱之內水脹者，

其病多實。故統觀《內經》諸篇，癃閉則皆有實而無虛也。又按：津之外出者為汗，津

之內出者為溺，故汗多不得利小便，恐陰從下脫也；失小便者亦不得發汗，慮其陽從上

脫也。小便之與汗，俱為津之所化，是同出而異名者也。液為水谷之精華，即津之流而

不行，隨氣以運於周身，則潤皮膚，澤筋骨，補腦髓，聚於膀胱，布於經絡，宜藏而不

宜出，故十二官之神明等俱言出，而此獨曰藏者，言津之液藏也。“氣化則能出”者，

但可指津而言也，若液從溺竅而出，則為膏淋等症矣，尚得謂之氣化哉？ 

 

（5）膀胱有上口而常閉，乃為平人之常，水之入於膀胱者，仍是三焦化入，而非從上口

以入者也。 

卷四 膀胱上口論 

膀胱上口，《靈》《素》未言有無，後世聚訟紛紜，或言有上口而無下口者，乃以“氣

化則能出”之句而誤會也，若無下口，焉得氣一化則遂若此通利哉？是無下口之說不必

論矣。或言有下口而無上口者，張景岳、李士材俱主是說。因景岳、士材之書，近世風

行海內，故人皆以為無上口矣。第無上口，則交腸之易位而出者，糞從何處入於膀胱乎？

張三錫以為上下俱有口者是矣，但語焉而未詳也。夫水道既從小腸下口以入膀胱，則清

濁不分者，何獨並於大腸之水瀉，人所常有，而糞入膀胱之交腸，患者甚少乎？諦思其

故，必系膀胱有上口而常閉，乃為平人之常，水之入於膀胱者，仍是三焦化入，而非從

上口以入者也。或腑氣大虛，則力乏而竅不能閉，或邪熱傷腑，則熱主開泄而竅亦不能

閉，以致糞從小腸下口入於膀胱上口，並隨小便而出矣，譬如人身之外竅，亦有常閉而

不通者，臍孔與兩耳、兩乳，無故則常閉而不開，有故則或出膿血，或通乳汁，膀胱之

上口，亦可以類推矣。世人皆以為無上口者，一則宗景岳、士材之書，一則見獸脬之止

有下口也。不思天地之生物，各有不同者，如毛蟲則五臟俱全，羽蟲則無肺而無前陰，

即人身亦有不同者，男子肋骨二十有四，女子肋骨二十有八，男子頭骨八塊，女子頭骨

六塊，人與人尚有異焉，人與獸豈無異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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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節 陳修園之三焦論述 

 

《醫學實在易》 

 

（1）三焦者，上、中、下三焦之氣也。 

卷一 三焦說 

三焦者，上、中、下三焦之氣也。焦者，熱也，滿腔中熱氣布護，能通調水道也，

為心包絡之腑，屬火。上焦不治，則水泛高原；中焦不治，則水留中脘；下焦不治，則

水亂二便。三焦氣治，則脈絡通而水道利，故曰“決瀆之官”。 

 

（2）三焦之說，古今議論不一，但以字義求之則得矣。夫所謂“三”者，取象三才，其

腔腹周遭上下，全體包羅不遺也。所謂“焦”者，火之象也，色赤屬陽之謂也。 

卷一 內景說 

膀胱當小腸下口，受小腸泌別，其汁清者滲入於此，粗者轉入大腸，臍下一寸，名

水分穴，即指此而言也。膀胱上面，無所入之竅，止有下口，其出其入，全假三焦之氣

化施行，此咽之一竅也，資生氣血，轉化糟粕之出入者如此。三焦之說，古今議論不一，

但以字義求之則得矣。夫所謂“三”者，取象三才，其腔腹周遭上下，全體包羅不遺也。

所謂“焦”者，火之象也，色赤屬陽之謂也。其與心包絡相表裏者，以三焦為臟腑之外

衛，心包絡為君主之外衛，猶乎帝闕之重城，故皆屬陽，均稱相火，而其脈絡，原自相

通，故為表裏也。腎有二，先天之本也，居於脊膂十四椎下，兩旁相去各一寸五分，形

如豇豆相並，左腎為天一之水，右腎為地二之火。諸家各立議論，前後迥不相同，然群

言淆亂衷于聖，餘惟以《內經》為主。張隱庵與其徒朱濟公問答，於《內經》之旨，甚

為曉暢，今錄於後。朱濟公問曰：有雲兩腎皆屬水，命門居兩腎之中，在脊之十四椎內，

為三焦生氣之原，有如坎中之滿，此說甚為有理。曰：此不經之語耳。夫醫道始于黃岐，

臟腑血氣之生始出入，非生知之聖，孰能究其精微，奈何後學不體認聖經，反好為異說。

夫人之始終胚胎，猶太極耳。三月而成形，先生兩腎，猶太極而生兩儀，天一之水生木， 

木生火；地二之火生土，土生金；是先天止有水火，後天始備五行，五行之中有二火，

合而為三陰三陽，以配六臟六腑。故《靈樞‧本輸篇》曰：“少陽屬腎（此“腎”字指

右腎，）腎上連肺（此“腎”字指左腎，）故將兩臟。蓋少陽乃三焦之生氣，發於右腎，

上合包絡，為相火之原，左腎屬水，上連於肺，故為兩臟也。（右腎而上合左膻，左腎而

上連右肺，是陰陽水火互換互根之道。）又《本臟篇》曰：腎合于膀胱三焦，《素問‧咳

論》曰：腎咳不已，則膀胱受之，久咳不已，則三焦受之。是《內經》止曰腎，而原無

命門之名。蓋以一腎合三焦，一腎合膀胱，是為兩臟而配合兩腑者也。夫人秉陰陽水火

而生，若以兩腎象坎，取其中滿，而名命門，將何臟以象離，取其中虛，而又名何物乎。

學人不可為前人所惑。濟公複問曰：《難經》謂右腎主男子藏精，女子系胞。師言為相火

生氣之原，是左腎主水，右腎主火，精水止生於左，而胞當偏於右矣。曰：非此之謂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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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天地陰陽之道，在無形之氣，曰陰曰陽，有形之氣，曰水曰火，在人之元神，曰氣曰

精，天一生水，地二生火，陰中有陽，陽中有陰，兩腎之氣，交相貫通，左右皆有精有

氣，水即是精，火即是氣，陰陽水火，互相資生，否則孤陽不生，獨陰不長矣。夫藏精

系胞之說，亦不過分別男女而言。然五臟主藏精，在女子未嘗無精。胞為血海，膀胱為

胞之室，在男子亦未嘗無胞者也。胞之所系，蓋言天主生物，地主成物，故系於右，乃

氣之所感，非胞之連絡於右腎也。如雲：日月星辰系焉，亦大氣之所載，日月營運，星

移斗轉，又何嘗有所系帶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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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節 朱沛文之三焦論述 

    三焦有形，天民、景岳之說是矣。《難經》謂無形，以其不能如五臟之獨具一形耳。 

《華洋臟象約纂‧三焦腑體用說》 

經雲：上焦如霧，中焦如漚，下焦如瀆。《白虎通》雲：上焦如竅，中焦如編，下焦

如瀆。蒙按：焦，消也，主化生消長也。經雲：密理厚皮者，三焦膀胱厚；粗理薄皮者，

三焦膀胱薄；疏腠理者，三焦膀胱緩；皮急而無毫毛者，三焦膀胱急；毫毛美而粗者，

三焦膀胱直；稀毫毛者，三焦膀胱結。蒙按：三焦、膀胱者，腠理毫毛其應，故腠理毫

毛可以候三焦。又雲：勇士三焦理橫，怯士三焦理縱。蒙按：三焦主氣，勇怯氣異，故

三焦亦異。 

《難經》雲：三焦者，主持諸氣，有名而無形。《求正錄》引王叔和、啟玄子雲：三

焦無狀空有名。陳無擇雲：臍下有脂膜如掌大，是為三焦正與膀胱相對，有二白脈自中

出，夾脊而上，貫於腦。金一龍雲：有前三焦、後三焦。虞天民雲：三焦者，指腔子而

言，總曰三焦，其體有脂膜，在腔子之內，包羅乎六臟五腑之外也。張景岳雲：肌肉之

內，臟腑之外，著內一層，形色最赤義本袁淳甫。周遭上下全體，狀若大囊，為三焦也。

所謂三者，象三才也，際上極下之謂也。所謂焦者，象火類也，色赤屬陽之謂也。蒙按：

三焦有形，天民、景岳之說是矣。若謂無形，則經文厚薄、緩急、直結、橫縱，果何所

指耶？《難經》謂無形，以其不能如五臟之獨具一形耳。若張路玉雲：命門者，三焦真

火之別號也。三焦鼎峙兩腎之間，為真火之原，故有命門之號。此指命門為三焦，其說

亦謬。 

《難經》雲：三焦者，水谷之道路，氣之所終始也。上焦者，在心下，下膈、在胃 

上口，主內而不出。中焦者，在胃中脘，不上不下，主腐熟水穀。下焦者，當膀胱上口，

主分別清濁。又雲：氣會氣之會。為三焦，原氣之別使也。主通行三氣於五臟六腑。原氣者，

先天元陽之氣也。三氣者，宗氣、營氣、衛氣，乃後天水榖之氣也。後天之氣雖本水榖化生，而實由先天之氣以主

宰之，故三焦為原氣之別使。蒙按：經言：宗氣積於胸中，營出於中焦，衛出於下焦。上焦出

於胃上口，並咽以上，貫膈而布胸中，走腋，循太陰之分而行，還至陽明，上至舌，下

足陽明，常與營俱，行于陽二十五度，行于陰亦二十五度，一周也，故五十度而複大會

于手太陰矣。中焦亦並胃中，出上焦之後，此所受氣者，泌糟粕，蒸津液，化其精微，

上注於肺脈，乃化而為血，以奉生身，莫貴於此，故獨得行於經隧，命曰營氣。下焦者，

別回腸，注於膀胱而滲入焉。故水榖者，常並居於胃中，成糟粕，而俱下於大腸，而成

下焦。滲而俱下，濟泌別汁，循下焦而滲入膀胱焉。此《內經》言三焦功用，較《難經》

為詳也。又經言三焦有指上、下二焦者，三焦出氣，以溫肌肉，充皮膚，此指上焦宗氣，

下焦衛氣。有指中、下二焦者，脾、胃、大腸、小腸、三焦、膀胱者，倉廩之本，營之

居也，名曰器，能化糟粕，轉味而入出者也，此指中、下二焦也。有但指下焦者，三焦

者，決瀆之官，水道出焉，此指下焦也。總之，三焦專司行氣無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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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節 唐宗海之三焦論述 

 

《中西匯通醫經精義》 

上卷 臟腑之官 

（1）三焦者，決瀆之官，水道出焉。 

焦古作膲，即人身之膜膈，所以行水也。今醫皆謂水至小腸下口乃滲漏入膀胱，非

也。《醫林改錯》、西醫均笑斥之。蓋自唐以後，皆不知三焦為何物。西醫雲：飲水入胃，

胃之四面，皆有微絲血管，吸出所飲之水，散走膈膜，達于連網油膜之中，而下入膀胱。

西醫所謂連網即是膈膜，及俗所謂網油，並周身之膜皆是也。網油連著膀胱，水因得從

網油中滲入膀胱，即古所名三焦者，決瀆之官，水道出焉是矣。三焦之根出於腎中，兩

腎之間有油膜一條，貫於脊骨，名曰命門，是為焦原。從此系發生板油，連胸前之膈，

以上循胸中，入心包絡，連肺系上咽，其外出為手背胸前之腠理，是為上焦；從板油連

及雞冠油，著於小腸，其外出為腰腹之腠理，是為中焦；從板油連及網油，後連大腸，

前連膀胱，中為胞室，其外出為臀脛少腹之腠理，是為下焦。人飲之水，由三焦而下膀

胱，則決瀆通快；如三焦不利，則水道閉，外為腫脹矣。西醫知連網之形甚悉，然不名

三焦，又不知連網源頭，並其氣化若何，皆不知也。 

（2）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氣化則能出矣。 

凡人飲食之水，無不入於膀胱，膀胱如人身之洲渚，故曰州都之官。人但知膀胱主

溺，而不知水入膀胱，化氣上行則為津液，其所剩餘質，乃下出而為溺。經文所謂氣化

則能出者，謂出津液，非出溺也。氣化二字，自唐以下，無人知之，吾於此特詳言曰。

火交于水，即化為氣。觀西法以火煎水而取輕氣，即是火交于水，化氣之一證。人身之

水火，如何交哉？蓋人心主火，人鼻吸入之氣，乃天陽也，亦屬火。西醫雲：氣從鼻入，

其管入肺，曆心系，循背脊，以下入腎系，又從腎系達連網，以至於臍下。按西醫所說，

吸入之路，推究其理，則知吸入者是天陽屬火也，歷心系，則引心火而並下入臍下即氣

海也。女子名為胞宮，經雲膀胱者，胞之室，胞即油膜一大夾室，能伸能縮，實大過於

膀胱，胞與膀胱只隔一間，又全在微絲血管與膀胱相通。凡人吸入之天陽，合心火下至

胞中，則蒸動膀胱之水，化而為氣，與西法以火煎水取氣無異。夫此膀胱之水，既化為

氣，則透出膀胱，入於胞中，上循臍旁，氣沖上膈入肺，而還出於口鼻，上出之氣，著

漆石則為露珠，在口舌臟腑之中則為津液，且氣之出口鼻，其顯然者也。又外出於皮毛，

以熏膚潤肌而為汗，所謂氣化則津液能出者此也。老人溺多，化氣少而水質多；壯者溺

少，化氣多而水質少也。西醫但言氣從肺歷心系而至臍下，未言出氣之路，其意以為仍

由原路而出，不知非也。蓋氣之出路實循氣沖，上達於膈，而出於肺。西醫雲：胸膈乃

助肺扇動呼吸之物，不知膈為出氣之路，非入氣之路，不得混言扇動呼吸也。夫吸從脊

入，督脈主之；呼從膈出，任脈主之。吸入陽也，火交于水也；呼出陰也，氣即是水也。

呼吸迴圈，道家以為秘訣，醫家昧其指歸，惟《內經》“氣化則能出矣”，一語明明指

破，何注家多不識耶！火不足以蒸水，則津液不升，氣不得化；水不足以濟火，則津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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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枯，小水不下。 

按：上言臟腑所合，只有五臟六腑，此條出《蘭台秘典論》，又添出膻中一臟，是為

六臟六腑，論乃備矣。且腎具水火，中系屬火為命門，故上條雲：“少陽屬腎”，謂三

焦相火其根在命門也。腎上連肺，謂金水相生，而膀胱為之府也。又曰：“故將兩臟”，

是腎與命門，又可分為兩臟，而配三焦、膀胱之兩腑矣。《難經》以左為腎，右為命門，

自有取義。然則言五臟六腑者，舉其要也；言六臟六腑者，備其物也；再加命門，而為

七臟六腑，又其零也。蓋天地陰陽奇偶，不無零正，參伍錯綜，以盡其變；人之臟腑應

之，所以經有奇經，而臟腑亦有零奇歟。 

（3）膻中者臣使之官，喜樂出焉。 

膻即胸前膈膜，周回連著脅脊，以遮濁氣，膈膜名膻，而居膻之中者，則是心包絡。

舊注以膈為膻中，不知膈遮濁氣，只是上焦一大膜耳，不能代心宣化，何得名臣使之官。

惟心包絡，則相心布令，居於膻膈之中，故名膻中，屬相火，又主血，以血濟火，則和

而不烈，故主喜樂。心憂者，包絡之火不宣也；心過喜者，包絡之火太盛也。西醫言心

上，半有夾膜裹之，即包絡之謂也，但西醫不知包絡所司何事。 

（4）小腸者，受盛之官，化物出焉。 

盛音承，貯也。小腸上接於胃，凡胃所納之物，皆受盛於小腸之中。西醫雲：小腸

通體皆是油膜相連，其油膜中皆有微絲血管與小腸通。膽之苦汁從微絲血管注入腸中，

以化食物；脾之甜肉汁，亦注入小腸化物；而物所化之精汁，即從膜中出小腸而達各臟，

故曰化物出焉。王清任《醫林改錯》以附小腸者，為雞冠油，更名氣府，謂為元氣所存，

主化飲食；而不知《內經》明言：“小腸者受盛之官，化物出焉”，已實指小腸之氣化

矣。其附小腸之油膜，即中焦也，屬之於脾。小腸又系心之腑，其相通之路，則從油膜

中之絲管，上膈達包絡，以達於心。心遺熱於小腸，則化物不出為痢為淋。脾陰不足則

中焦不能受盛，膈食便結。三焦相火不足，不能熏化水穀，則為溏瀉。西醫又有小腸發

炎之症，即中國之泄痢、腸癰等症。中國近說：“水入小腸，然後從闌門下，飛渡入膀

胱”，西醫斥其非也。水從胃已散出，走連網中，詳下三焦注。然則小腸中所受盛者，

只是食物，乃陰質也。飲主化氣，食主化血。食物在小腸，皆化為液，以出於連網，遂

上奉心而生血，所以小腸為心之腑，乃心所取材處也。 

 

參考文獻 

 

清‧唐容川.唐容川醫學全書.北京：中國中醫藥出版社，199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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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節 張錫純之三焦論述 

 

《醫學衷中參西錄》 

 

（1）乃自漢唐以還，若《傷寒》、《金匱》、《千金》、《外台》諸書，皆未明言三焦之形狀，

遂使後世數千年暗中摸索，莫衷一是。 

（2）至唐容川獨有會心，謂三焦即網油，其根蒂連於命門，誠為確當之論。 

醫論‧三焦考 

三焦為手少陽之腑。既名為腑，則實有其物可知。乃自漢唐以還，若《傷寒》、《金

匱》、《千金》、《外台》諸書，皆未明言三焦之形狀，遂使後世數千年暗中摸索，莫衷一

是。至唐容川獨有會心，謂三焦即網油，其根蒂連於命門，誠為確當之論。而醫家仍有

疑義者，因唐氏雖能確指出三焦，而未嘗博采旁引，證明油網確系三焦也。愚不揣固陋，

為特引數則以證明之。 

《內經‧論勇篇》謂：勇士者，三焦理橫；怯士者，三焦理縱。夫三焦之理，既明

明可辨其橫縱，則其理之大且顯可知。而一身之內，理之大且顯者，莫網油若也，此三

焦即網油之明征也。又《內經‧脹論篇》謂：三焦脹者，氣滿於皮膚中，輕輕然而不堅。

夫所謂皮膚中者，腠理之膜也。人身之膜，原內外縱橫，互相通貫，網油為膜之最大者，

故網油有脹病，可外達於腠理。此亦三焦即網油之明征也。又《內經‧本髒篇》謂：密

理厚皮者，三焦膀胱厚；粗理薄皮者，三焦膀胱薄；疏腠理者，三焦膀胱緩；皮急而無

毫毛者，三焦膀胱急；毫毛美而粗者，三焦膀胱直；稀毫毛者，三焦膀胱結。夫三焦既

可辨其厚、薄、緩、急、直、結，則實有其物可知。且其厚、薄、緩、急、直、結皆與

膀胱並論，則三焦亦如膀胱之以膜為質，且與膀胱相連可知。而以膜為質與膀胱相連者，

即網油也，此又三焦即網油之明征也。又《內經》以三焦為手少陽之腑，與心包為手厥

陰之臟者相配耦。凡相耦之臟腑，其經絡必然相連，而心包亦系脂膜，與網油原相連絡，

此亦三焦即網油之明征也。又扁鵲謂：腎間動氣為三焦之原。夫腎間動氣之處即相火也。

為網油即是三焦，其根蒂與命門相連，故命門中之動氣可為三焦之原也。又王叔和《脈

經》：相火三焦心包之脈皆診於右尺。後世論脈者多非之。及觀唐氏三焦即網油，其根蒂

連於命門之說，乃知三焦與心包皆與相火同生於命門，故可同診於右尺。叔和晉人，去

古未遠，其著《脈經》，定有師傅，必非憑空擬議。先賢後賢，合符同揆，《脈經》得唐

氏之說而《脈經》可信，即唐氏之說征以《脈經》之部位，而亦可確信也。又王勳臣謂：

嘗驗剖解物類者，若在甫飲水之後，其網油中必多水鈴鐺；若非在甫飲水之後，其網油

中即少水鈴鐺，是知網油為行水之道路。西人亦謂水道即是網油，征之《內經》三焦者

決瀆之官，水道出焉之文，不益明三焦即是網油乎？又徐靈胎謂：《內經》言三焦者不一，

皆歷言其紋理厚薄與其出入貫布；況既謂之腑，則明是藏蓄泌瀉之具。但其周布上下，

包括臟腑，非若五腑之形各自成體也。觀徐氏之論三焦，雖未明言三焦即是網油，而究

其周布上下包括臟腑，非若五腑之形各自成體數語，盡形容出網油之狀，特當時無網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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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名詞，故未明言出網油即三焦耳。徐氏於醫學考核最精，其所言者固非無根據而虛為

擬議也。又陳無擇謂：三焦是臍下脂膜。是明指網油為三焦矣。特其所言臍下脂膜惟系

下焦耳。然觀書之法，不可以辭害意。由此推之，則包脾絡胃之脂膜即中焦，心下膈膜

及連絡心肺之膜即上焦矣。統觀以上八則，三焦之為網油，不誠信而有征乎！ 

醫論‧答人問膜原 

人腹內之膜，以三焦為最大，其膜根於命門。在下焦為包腎絡腸之膜，在中焦為包

脾連胃之膜，在上焦為膈膜及連絡心肺之膜，此腹中之膜也。至身上之膜，肥肉瘦肉間

之膜為半表半裏之膜，與皮膚相連之膜為在表腠理之膜，此二處之膜皆以三焦為腑，即

以三焦之膜為源，古原字即源字也。由是論之，三焦之膜統可名之為膜原。而《內經》

之所謂膜原，實指上焦膈膜而言。何以知之？凡外感之來大抵先侵上焦，故《內經》謂

其橫連膜原。中下兩焦之膜，其紋理大致皆縱，惟膈膜則旁連四圍，故其紋理獨橫，而

外感之伏於其處者，亦遂與之橫連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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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近現代之三焦論述 

 

祝玉隆.三焦的涵義.上海中醫藥雜誌，1957，（5）：8. 

對於其他的臟腑，不管它的功能是否異同，都可以在西醫典籍中找到相當或相應的

稱謂，而“三焦”這一名詞卻找不到，可稱是我們祖國醫學的獨創。三焦還須要用現代

醫學水準來理解古代醫學的成就並證實之是必要的。三焦包容消化系、迴圈系和泌尿系

三大系統的功能聯續。 

 

姜春華.中醫學上之臟腑─三焦.江西中醫藥，1957，（12）：29. 

後世由於《內經》說三焦有形質，《難經》又說無形，因而聚頌紛紜，或執無形之說，

或執有形之說，迄無定論。近代有比網油，有譬淋巴者，我的意思不一定硬要配合現代

臟器曉得它的作用就算了。 

 

夏涵等.試論三焦.上海中醫藥雜誌，1958，（10）：6. 

三焦不是指人體某個器官，也不是指某個解剖系統而言，而是指機體體液平衡調節

系統。幾千年以前的古人由於受到歷史條件的限制，僅能在肉眼直接觀察下，獲得對人

體解剖生理的認識，因而對某些生理和病理生理現象，只能用推斷方式去推測它們的機

轉，不可能十分確切地作出實質性的說明。 

 

楊蘇民.我對三焦的體會.上海中醫藥雜誌，1959，（9）：8. 

腎之所以能上連肺、下合膀胱、而將兩臟皆賴三焦之功。三焦位於肺、腎、膀胱三

臟之間，將三個孤立性的臟器連成了一個功能性的整體，形成自上而下的水道，共同完

成水液排泄的過程。三焦在水液排泄上佔有首要的地位。 

 

張鏡人.三焦初探（一）.上海中醫藥雜誌，1960，（5）：198. 

張鏡人.三焦初探（二）.上海中醫藥雜誌，1960，（6）：243. 

按照祖國醫學文獻記載精神，三焦應該是一種膜狀組織的器官，決不是“有名而無

形”的，它囊括著各個藏府，又出入貫布于藏府間隙與分肉之間，是各個藏府的物質輸

送與功能調節的主要通路。 

“氣”彌散于三焦的器官腔內，遵循了三焦特殊的組織結構，和各個臟腑發生錯綜

的聯繫，並借著“氣”的“潛行默運”，促成了“溫煦”、“腐熟”、“決瀆”等一系

列的“氣化”的生理功能，從而產生了營衛血精津液等養料供人身的各部組織利用。這

種生化之道，“以氣為本”的機制通常稱之為“三焦氣化”。 

由於三焦主持“諸氣”而內臟的活動均稟賦於“氣”，因此，有總領五臟六腑的職

權。當然“氣”的孕育和“氣化”的形成，並不是三焦孤立地負擔得起來的，它需要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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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器官的密切配合，其契機中心，由其在肺、脾、腎三臟，這也就是三焦命名取義的根

據。 

 

餘瀛鼇等.試論三焦的氣化作用.上海中醫藥雜誌，1962，（10）：6. 

綜合三焦的氣化功能，它和肺、心、脾、胃、大腸、小腸、腎（包括命門）、膀胱等

臟府以及衛氣營血和津液、元氣的通路，都有非常密切的聯繫。總的來說，三焦似乎不

宜簡單地認為是指哪一個臟府或是體內的什麼組織或器官，而是指的在人體內能夠發揮

上述各種生理作用的各個臟府氣化功能的綜合，這種氣化功能的綜合，促使有關的臟與

臟之間、府與府之間、臟與府以及髒府和體表、四肢、百骸產生了直接相通或是氣化所

及的有機聯繫，在人體的生命活動中起著極為重要的作用。 

 

韓紹康.論三焦.廣東中醫，1962，（11）：1. 

韓紹康.再論三焦.廣東中醫，1963，（1）：5. 

三焦出自腎以三氣，而歸有形之部署，故古人以焦字狀之，焦者，乃熱力集中之點

也。所以三焦實有其形，故稱之為府，有府則有形，其府在腎。 

 

趙棣華.考古問今探三焦.江蘇中醫，1965，（9）：1. 

三焦是胰腺。 

 

江蘇省江陰縣衛生局中西醫結合科研小組.我們對三焦的初步認識.新中醫，1974（5）：

20     三焦的實質近乎淋巴系統。 

 

趙棣華等.對“我們對三焦的初步認識”一文之商榷.新中醫，1976，（1）：19. 

反駁淋巴系統，支援胰腺。 

楊牧祥.我對“三焦”之淺見.河北中醫，1980，（1）：13. 

現代醫家認為功能的產生必須有物質為基礎，沒有物質基礎的功能是不可能存在

的，故三焦應是有形的。 

 

張發初.從 X 線檢查所見探討三焦. 上海中醫藥雜誌，1981，（3）：32. 

在進行 X 線腹腔造影研究時發現，人體分為三個互不相通的腔，而每一腔室所包括

的內臟與三焦有密切關係，即上焦為胸腔，中焦為腹膜內腔，下焦為腹膜外腔。與汪昂

之“胸腹腔內上、中、下空處為三焦”異曲同工。 

 

任瑞文.論三焦.河北中醫，1981，（1）：17. 

三焦是位於膈下腹腔的獨立器官，三焦為細小而隱伏的管狀結構。廣義的三焦是前

述上焦、中焦、下焦的合稱；而狹義的三焦即是指下焦。 

 

淩耀興.論三焦的兩個系統.上海中醫藥雜誌，1981，（1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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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個系統：（1）以肺脾腎為中心的三焦氣化系統，（2）以心肝腎為中心的三焦相火

系統 

 

蕭亦相.淺論三焦.江蘇中醫雜誌，1982，（2）：7. 

可是由於祖國醫學受歷史條件的限制，當時主要是根據臨床病證和人體生理現象，

再加上對露屍的觀察，給予推理、歸納、分析而得出的一種直觀和推理相結合的理論，

它不等於現代醫學的解剖學、生理學和病理學。如果忽視了中西醫兩套不同的理論體系，

把三焦牽強附會地與現代醫學的網膜、神經、淋巴、消化系統、血管系統、內分泌系統

來加以等同，是很難合轍的。 

 

江中堅.從《內經》、《難經》試探三焦學說.福建中醫藥，1982，（2）：6. 

三焦決不是某個單一的解剖臟腑單位所能包含，而是像現代系統論中“概念單元”

一樣，包括多器官系統的綜合功能單位。 

 

李正東.三焦識.河北中醫，1982，（2）：7. 

若認為三焦是無形的，那麼五臟六腑亦為無形─這是中醫理論特點所決定的。若認

為三焦是有形的，那麼五臟六腑亦當有形─其有形是指臟腑功能活動的實體。 

 

朱寶忠.道是無形實有形─三焦別論.上海中醫藥雜誌，1982，（11）：35. 

《難經》的所謂“無形”，並不是人們通常所理解的無形體、無實質的意思，而是

指沒有顯而易見的形體。《難經》除了在三焦形態方面提出“無形”以外，為什麼只強調

三焦的功能，不強調三焦的實質呢？應該說，主要是受到當時科學水準和技術條件限制

的緣故，特別是解剖學的技術條件還不可能查明三焦的全部實質，因而無法看到它完整

的形態。也可以說，古人所謂“無形”（無固定形態）的認識，半是得自人體解剖，半

是得自合理的設想。 

 

柯新橋.三焦有“主持諸氣，總司人體氣化”的功能嗎？北京中醫學院學報，1983，（4）：

18 

1978 年版《中醫學基礎》採納張景岳所提出三焦即“胸腹腔”的觀點，但無論從任

何角度講，都不能證明三焦有“主持諸氣，總司人體氣化”的功能。 

 

張友泰.《內經》三焦孤府辨.成都中醫學院學報，1986，（3）：11. 

三焦為位居膈下之有形之臟器。 

 

黃維三.“衛氣出於上焦”、“衛氣出於下焦”辨.中醫藥學報，1986，（2）：12. 

觀《內經》以三焦與膀胱並稱，《難經》以三焦與心包絡並稱，吾人可以從解剖學中

所見膀胱與心包絡之形，而體會三焦之形矣，焉得目三焦為空腔子耶？唐容川直謂三焦

即是臟腑間之膜膈、油脂與皮裏肉外之腠理，其說庶乎近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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煙建華.略論《難經》命元三焦系統.北京中醫學院學報，1987，（5）：19. 

近些年來，關於命門、三焦的現代賢研究均有所進展，逐漸否定了把命門、三焦比

附為某一臟器組織的觀點，而趨向於把它們概括為完成特定複雜生理機能的統一的聯合

體結構，亦即是一個淩駕於臟腑經絡之上的調控系統。 

 

王定揚.三焦新探.江西中醫藥，1988，（4）：52. 

三焦即是小腸，而《內經》中的小腸即是輸尿管。 

 

蔣賢耀.三焦求實.山西中醫，1989，（1）：13. 

三焦是陽氣溫照全身之義，其功能是臟腑及氣血津液運行功能的重複，再無實質結

構，更無功能可言及論說的意義，可以從臟腑學說去掉。 

 

錢秉強.《內經》三焦新探.新中醫，1989，（3）：12. 

《內經》所說的三焦，是指當時特定解剖方式下，直接觀察到的胸腹腔內部分靜脈

血管，特別是門靜脈系。 

 

韓平常、徐健.淺談三焦與循環系統的相似性.吉林中醫藥，1995，5：45. 

三焦與循環系統相似，並與臟腑存在互相絡屬關係。 

 

田麗芳等.對三焦形質之管見.北京針灸骨傷學院學報，1996，3（1）：45. 

中醫學稱臟腑為髒象，而不同于現代醫學的臟腑。三焦作為一種臟象學說，也不能

用現代解剖學去強求解釋。至於三焦究竟與現代解剖學的何種組織或器官相對應，現在

還進行這種探討，不僅不會有滿意的結果，而且也沒有多少現實意義。 

 

童增華.“三焦”之我見.黑龍江中醫藥，1996，5：5. 

三焦涵義甚廣，功能是多方面的，是“體用結合”的綜合性概念。它不同于現代醫

學的解剖學、生理學術語。若把三焦牽強附會地與現代醫學的網膜、淋巴、神經、消化、

血管系統加以等同，是難以合轍的。 

 

楊通會，平立仙.三焦之爭的我見.貴陽中醫學院學報，1996，18（4）：5. 

三焦是一種管道具有輸送營養、排泄廢物的作用。以西醫的臟器模擬祖國醫學的臟

腑，三焦就顯得不倫不類，面目全非了。 

 

儲全根.三焦功能拾遺.山東中醫藥大學學報，1998 22（2）：110. 

三焦為六腑之一, 對其功能的認識, 以本科教材《中醫基礎理論》為代表的諸書均

認為有二: 一是氣的道路和氣化的場所; 二是水液運行的道路。然而, 筆者認為, 三焦

還有一重要的功能, 即三焦還為火之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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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運富等.從三焦、命門形質之爭看臟腑研究.山東中醫藥大學學報，1998，22（4）：259. 

中醫對臟腑多重能輕形, 三焦、命門形質之爭對中醫理論發展並無實際意義。臟腑

是多器官的功能單位, 是時間、空間的統一體。深化對人體臟腑體用的認識, 是今後臟

腑研究的一個重要內容。“器”(形態結構) 不是中醫研究的重點。“形而上者道也, 形

而下者器也”。所以, 中醫是形而上之學, 在形態結構之上的科學, 而不是形而下之學。 

 

孟競璧.三焦和三焦經實質的探討.中國中醫基礎醫學雜誌，1998，4（2）：18. 

《中藏經》提出的三焦是莫大於此, 而超過全身各組織結構和細胞之外的呼吸、排

泄等都是三焦的功能, 依此三焦的有形是人體的所有的構件, 三焦均給予參與, 所謂無

形, 是人體內構件修補, 能量改變是不可能看見的, 應該是無形的。 

 

陳亨平.再談“三焦受體說”.黒龍江中醫藥，1998，5：3. 

按五臟功能劃分，上焦是以腎上腺素能受體，中焦是以膽鹼能受體、胃泌素受體、

胰島素受體，下焦是以糖皮質激素受體、醛固酮受體、抗利尿激素受體、心鈉素受體。 

 

李宜生.《內經》三焦新解.黑龍江中醫藥，1998，：50 

三焦相似於胸腺、胰腺、前列腺。 

 

劉法洲.三焦名實之我見.廣西中醫藥，1999，22（11增）：97. 

筆者認為三焦是有形的, 無形之說似不可取。筆者認為“腔子三焦說”與“油膜三

焦說”比較符合實際, 其中以“油膜三焦說”為優。“膽主決斷”的根本原因就在於

“膽主膜”。從中醫角度而言, 與其說“卵磷脂是人類生命的基礎物質[8 ]”, 不如說

“膜”是生命存在之基因。 

 

章恪.三焦實質探討.中醫藥學報，1999，5：7. 

運用中西醫結合的認識方法,從古人關於三焦功能的論述入手,結合現代醫學之解

剖、生理、病理等知識進行分析論證,提出了中醫學所說的“三焦”即人體內的微循環結

構的觀點, 

 

趙恩儉.論三焦.天津中醫學院學報，1999，18（4）：1. 

1.三焦不是有名無形。有名無形是三焦的“歸氣”。2.三焦的三是複雜多樣的意思, 

焦本作“月焦”。即“肉不滿”的組織。凡是屬於這類性質的組織, 都名為三焦, 這是

三焦的本義。3.上焦、中焦、下焦當為上三焦中三焦下三焦之簡稱。4.三焦引申為人體

上中下三部分的代名詞, 與三焦本義原則上是無關的。 

 

郭蕾等.從功能性結構認識三焦.山東中醫藥大學學報，1999，23（4）：174. 

三焦沒有解剖形態, 但有結構形態, 這種結構形態依賴於其他臟腑功能活動的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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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存在, 有一定的時間性和空間性。三焦有其相對獨立而重要的生理功能和病理變化, 這

是其他臟腑所不能替代的, 因而在藏象學說中, 三焦與其他臟腑有著同等重要的地位。

研究三焦, 須在活著的、富有生命力的有機體中進行。 

 

王宇新，葉靜芳，余大強.三焦平議.中醫文獻雜誌，2000，2：24. 

三焦是有名有形、有其功能的臟器。三焦在解剖上是由胸膜、腹膜、膈膜和通於臟

腑的脈絡等所共同組成的空腔臟器。三焦的功能：（1）是臟腑的週邊，（2）輔助臟腑起

到升清降濁、通調水道的作用。 

 

吳雄志.從三焦氣化看水液代謝.中國中醫基礎醫學雜誌，2000，6（9）：2. 

根據《內經》、《難經》有關論述, 指出大腸、膀胱屬下焦,“如: 口—胃 津液 大

腸—膀胱”軸為攝入水的基本代謝軸,“口—胃(脾) 精微肺血膀胱”軸為人體內生水的

基本代謝軸, 提出以三焦氣化為核心的人體水液代謝系統。 

 

於慎中.論三焦有名無形無用.山西中醫，2001，17（6）：8. 

認為《內經》對三焦的論述存在矛盾，其原因主要是：理論來源不同，構建理論的

需要，歷史條件限制。後世醫家所持三焦“有名無形論”、“無名有用論”、“功能單

元說”及“未知說”，亦無益于中醫理論的學習、整理和提高。三焦理論中存在的問題

是由於中醫理論在形成中的某些特點及其缺陷造成的，學習研究中醫基礎理論時必須注

意採取科學的態度。 

 

李其鳳.三焦發源在精室.中醫文獻雜誌，2001，3：19. 

三焦發源在精室，精室為藏精之室，男子為睪丸，女子為卵巢。 

 

屈玉明.從經脈循行看“三焦”的實質.中醫藥研究，2001，17（5）：3. 

從經脈循行的角度看“, 三焦”的實質應是“胃”,即上焦為胃之上部(即上脘) ,

中焦為胃的中部(即中脘) ,下焦為胃的下部(即下脘) 。 

 

張勇.三焦實質之我見.國醫論壇，2002，17（3）：45. 

筆者認為三焦的物質基礎應為人體中的胸膜、腹膜及其衍生物漿膜、韌帶、網膜、

系膜等組織所構成的巨大囊狀空腔樣臟器。這個囊狀臟器包繞著其餘的五臟五腑, 其中

的衍生物包繞著各臟腑間聯繫的血管、淋巴管、輸尿管等。這個囊狀臟器既具有腑的共

性, 也具有其獨特的個性。但是不同於其他五腑那樣各自獨立城體, 而是“包括臟腑”, 

並且覆蓋在各臟腑的表面, 構成漿膜、韌帶、網膜、系膜等組織, 成為三焦與臟腑及臟

腑與臟腑之間的聯繫紐帶。 

筆者認為,《內經》言有形者, 乃言三焦有一定的物質結構;《難經》言無形者, 乃

言三焦為一無固定形態的特殊臟器。歷代之所以有爭議, 特因古籍言辭簡奧, 致使後人



 170 

理解有誤, 把胸腹膜及其衍生物從結構和功能上歸結到臨近的臟器上, 未能認識到胸腹

膜及其衍生物是人體的一種獨立臟器 

 

儲開博等.三焦與內臟血液迴圈有關.國醫論壇，2002，17（3）：49. 

筆者僅從此角度闡述了三焦與內臟微循環毛細血管網及其血液迴圈的關係, 但未將

二者完全等同。 

 

田在善等.將腹腔叢視作中焦—對三焦實體的探討.天津中醫，2002，19（2）：31. 

本文以現代解剖學為基礎,對應於文獻對三焦部位與功能的論述,設想古代醫家在剖 

視新鮮屍體,尋找三焦的過程及在尋找過程中的偶然所見的結果,提出腹腔叢(太陽) 、骨 

盆叢可能是古代醫家認定中焦、下焦(實體)部位的基礎,心叢、肺叢、上胸部交感幹纏結 

在一起的結構則有可能是認定上焦的基礎。總之,三焦實體可能是自主神經中幾個較大的 

神經叢甚或包括其周圍相連的顯而易見的神經結構。 

 

聶紅明等.膜原的實質及其與三焦的關係探討.浙江中醫學院學報，2002，26（6）：10. 

筆者認為膜原是有形有質的實體,是滿布於人體全身上下內外的一種膜狀組織;膜原

為陽明之半表半裏;膜原內多氣多血,是人體一道生理屏障,易受邪侵;三焦有名而無形,

是一虛體。 

 

本平男.關於三焦、心包的解剖學研究.中國醫藥學報，2002，17（11）：699. 

三焦相當於現代醫學的大動脈。心包指現代醫學的包裹心臟的纖維漿膜囊及其調節

心臟的自律神經組織。 

 

王志紅.三焦概念辨析.中國中醫基礎醫學雜誌，2003，9（10）：18. 

三焦是《中醫基礎理論》教學中的一個難點。認為首先應該區分三焦概念的三個層

次:臟腑概念之三焦、部位劃分之三焦、辨證體系之三焦。根據對三焦功能的認識,結合

歷代醫家的論述和文字考證,認為臟腑之三焦是機體內客觀存在的空隙,如臟腑間隙、組

織間隙、細胞間隙乃至分子間隙所構成的空間和道路。 

 

謝浩然.臟腑三焦的驗證研究淺探.中醫藥學刊，2003，21（11）：1911. 

臟腑三焦的驗證研究認為,三焦是臟腑週邊最大的腑,它有保護發揮其中臟腑的生理

功能。上焦是由胸壁構成的胸腔,它有保護發揮心肺“上焦如霧”的液氣功能。中焦是由

腹壁構成的腹腔,它有保護發揮脾胃“中焦如漚”的消化功能。下焦是由盆壁構成的盆腔,

它有保護發揮膀胱與大小腸“下焦如瀆”的排泄功能。 

 

高林林等.三焦學說研究進展.遼寧中醫雜誌，2003，30（8）：688. 

目前,對三焦學說的研究集中在三焦的劃分、功能、三焦辨證與其他辨證方法的比較

及三焦辨證在內傷雜病中的應用上。如何將三焦的多種劃分方法在理論上加以統一,以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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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三焦有形、無形、何形之爭,並在此基礎上進一步闡明三焦的功能,以指導三焦辨證的

臨床應用,從而將三焦辨證由單純的外感熱病向內傷雜病擴展是今後三焦學說研究的重

要任務。 

 

王智明.脂肪組織的內分泌功能與三焦實質.中醫藥學刊，2003，21（8）：1312 

脂肪組織內分泌功能的發現是當今內分泌學科的突破性進展。“脂肪組織通過其所

分泌的諸多信號分子,可分別與內分泌神經中樞、腎上腺、胰島、肌肉、肝、心肌及血管

內皮等細胞進行脂—腦,脂—胰,脂—肌及脂—肝之間的相互作用,形成複雜的內分泌—

神經—免疫網路”,而中醫在兩千多年前就認識到三焦乃:“生化之宇”,作為“中瀆之

腑”具有溝通各臟腑器官的特徵,分佈極廣。即《內經》所曰:“三焦者,中瀆之腑也,„„

孤之府也,是六府之所與和者”。由於歷史的局限性,中醫未能認識到極細微的激素和細

胞功能,就是現代醫學也是近來才認識到脂肪組織的內分泌功能。比較這兩種理論體系,

我們可見三焦學說與脂肪組織及其內分泌功能極其相似,從這個角度認識三焦,對於豐富

和發展三焦理論並指導臨床更有現實意義。 

 

張志華，張文彬.中醫三焦學說探析.中華名醫論壇，2003，11：37. 

三焦可以包括淋巴，淋巴卻不能說是三焦。如果說網油、淋巴腺、管、結等有形組

織就是三焦的綜合體，倒是正確的。 

 

江泳等.陳潮祖教授論心包與少陽三焦實質.成都中醫藥大學，2004，22（5）：2. 

少陽三焦乃由膜腠組成的有形有質之腑等創新性論說, 尤為可貴的是將少陽三焦的

理論實質落實到具體的病理改變和治療上, 從流通的氣血津液及固定的筋膜組織兩方面

論述少陽三焦的病變規律, 並提出相應的治法, 為臨床辨治少陽三焦疾病提供了有力依

據及行之有效的方法。 

 

張慶祥.三焦的形態與功能辨析.山東中醫藥大學學報，2004，28（1）：7. 

三焦,其內涵主要有三:一是臟腑三焦,為六腑之一,乃有名、有形、有用的臟器,是人

體水液運行、氣化之道,在結構上似指輸尿管;二是指部位三焦,是人體上焦、中焦、下焦

三個部位的總稱,其功能分別為相應部位臟腑功能的概括;三為辨證三焦,是溫熱疾病的

辨證綱領,是中醫學對溫熱病發病過程中三個病理階段的概括。三者之間,內涵不同,但又

相互聯繫。 

 

邱振剛等.辨三焦形質.甘肅中醫，2004，17（8）：1. 

三焦包括多種不同的組織，性質多樣，且在皮膚、肌肉、臟腑之間無處不在，既獨

立存在又遍佈全身，為聯絡臟腑官竅的一個龐大複雜的網路組織。具有運行水液，通行

元氣及“ 遊行相火”、“ 運清瀉濁”之功，與現代醫學的機體內環境即細胞外液有很

大的相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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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仕哲.從歷史的分期重新檢視三焦的實質.中國中醫基礎醫學雜誌，2004，10（11）：

24. 

三焦一詞會有如此大的爭議,產生于後世醫家各抒己見,各自認為它應該是什麼,而

忘記創造這名詞的是古人。重點應放在古人認為它是什麼,以歷史的分期方法,還給它一

個原貌。現代人當然可以用科學話語重新詮釋,但能詮釋多少算多少,不能違背其本意。

若藐視《難經》“有名無形”的最高準則,而徑行找“有形”的三焦,便會掉進思想的泥

沼裏,進而產生無止境的爭論。總而言之,真正的解決之道就是正本清源,回復三焦有名無

形的氣府定義。 

 

陶飛等.“三焦”淺談.陝西中醫學院學報，2004，27（4）：17. 

胸膜,腹膜,筋膜,腦膜等包裹全身各個器官組織,其中富含血管、神經、淋巴管道等

組織,是各器官獲取營養,進行生理代謝的必然通道,于中醫三焦理論基本相符。正如張介

賓《類經·藏象類》中所指出:“臟腑之外,軀體之內,包羅諸臟,一腔之大府也。” 

 

敖海清等.三焦的實質及其臨床意義.江蘇中醫藥，2004，25（2）：14. 

三焦的概念歷來爭議較多,眾說不一。從臨床的角度對三焦的實質進行探討,提出了

作為六腑之一的三焦為體腔內包裹於臟腑之外的網膜結構,但在生理上還包括了肺、脾、

肝、腎等臟腑的部分功能,因此不能單獨從現代解剖學的意義上來理解三焦的實質。 

 

朱效軒等.三焦考辨.湖北中醫雜誌，2004，26（8）：30. 

《素問‧靈蘭秘典論》所說之三焦有結構及功能可指，為水道是狹義之三焦。《靈樞‧

營衛生會》所說之三焦很難明確指出何臟腑，為周身三焦（三部三焦），廣義之三焦。 

 

張效霞.三焦真原.山東中醫藥大學學報，2005，29（5）：342. 

三焦當是小網膜、大網膜和腸系膜。 

王雪華，於越.三焦形質及其功能的現代研究.天津中醫學院學報，2005，24（1）：34. 

筆者認為脫離三焦的應用環境單純地認為三焦有形無形是沒有意義的，三焦的有形

無形是相對而言的，對三焦形質有無的認識應首先確定其劃分標準，即在一定的前提下

討論才有意義。 

從宏觀形態上講，可以認為三焦是無形的，因為它不像其他臟腑一樣有宏觀可見的

解剖學結構，三焦是一個微觀的概念；若以客觀存在為標準，那麼三焦就是有形的六腑

之一，是一個遍佈全身的組織結構，指機體記憶體在的各種空隙，大到人體的各種膜腔，

小到人體周身的腠理，是指一切具有輸布原氣以及進行水液及營養物質新陳代謝作用即

三焦氣化功能的結構單元。正是因為有這樣一些體內的空隙構成了周密的通路系統，內

外相通，上下相貫，使得機體內氣機暢達，津液流通，一系列生命活動的氣化運動得以

在此完成。臟腑之間也以這些空間為仲介而密切相連。可見，三焦空腔式的形態結構是

完成其氣化功能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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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篇：三焦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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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古代之三焦爭論 

 

 

“三焦”一詞首先見於《黃帝內經》﹝1﹞。三焦作為六腑之一，是“決瀆之官”，是

“中瀆之腑”，為水液運行的道路，負責疏通水道。《黃帝內經》自古被奉為醫學聖經，

歷代醫家莫敢違背；《難經》﹝2﹞為發揮《內經》之作，在二十五難與三十八難兩度提到

三焦“有名而無形”。華佗、孫思邈、楊上善、王冰皆宗之，《外台秘要》、《太平聖惠方》、

《聖濟總錄》同續之，北宋以前醫家多贊成三焦“無形說”。直到南宋徐遁、陳無擇說：

“三焦者，有脂膜如手大，正與膀胱相對。”，才開啟三焦“有形說”之先河。爾後近

千年，各朝各代醫家持續爭論著三焦之“有形”或“無形”。 

三焦之爭論將分兩部份討論： 

（1）古代之三焦爭論（第一章）。北宋以前並無爭論，多宗《難經》之三焦“無形

說”；南宋以後才有三焦“無形”或“有形”之爭論。 

（2）近代之三焦爭論（第二章）。清末中西匯通之後，西醫漸漸成為醫學的主流，

中醫屢受挑戰。此一時期的爭論焦點已不再是三焦“無形”或“有形”（大多數醫家主

張三焦“有形”），而是三焦究竟是現代醫學中何種解剖學或生理學名詞？眾多醫家紛紛

表態，形成百花齊放、大鳴大放的局面。 

“三焦”可說是中醫基礎理論中最熱門的題目，幾乎各朝各代的著名醫家皆發表高

見，爭論了近千年還是眾說紛紜、未有定論。《難經》提出三焦“有名而無形”，一方面

是解難《內經》的經旨，一方面也可以說是對後代醫家所出的一道“難”，因此可辨明

各代醫家對三焦的瞭解程度。 

 

 

 第一節 北宋以前多宗《難經》之三焦“無形說” 

 

從漢代到北宋，醫家多宗三焦“有名無形說”，但也有未表態者，但絕無反對三焦

“無形說”者： 

（a）支持三焦無形說：華佗、巢元方、楊上善、孫思邈、王燾、王冰、《太平聖惠

方》、《聖濟總錄》。（楊上善主張：三焦無形，而三焦經脈有形；孫思邈主張：三焦內無

形，而外有形。） 

（ｂ）未表態：張仲景、王叔和、皇甫謐。 

（一）漢代。東漢末年張仲景與華佗並顯于世，張仲景宗《內經》、《難經》著《傷

寒雜病論》，華佗傳《中藏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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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張仲景《傷寒雜病論》﹝3﹞﹝4﹞中並未說明三焦之“有形”或“無形”，但有論

述三焦之病證。《傷寒論，平脈法》有言三焦不歸其部，《金匱要略‧五臟風寒積聚》論

及三焦竭部與熱在三焦。 

（2）華佗《中藏經．論三焦虛實寒熱生死逆順之法》﹝5﹞對三焦形態、功能、病證

都有詳實的論述，對後世之影響僅次於《內經》與《難經》。華氏論述三焦之理論要點

如下： 

a.三焦之形態：有其名而無形。《中藏經》曰：“名雖三而歸一，有其名而無形者

也，亦號曰孤獨之腑。” 

b.三焦之功能： 

（i）三焦總領五臟六腑、榮衛經絡、內外左右上下之氣。《中藏經》曰：“三焦者,

人之三元之氣也，號曰中清之腑。總領五臟六腑、榮衛經絡、內外左右上下之氣也。其

於周身灌體，和內調外，榮左養右，導上宣下，莫大於此者也。又名玉海，水道。”又

曰：“三焦之氣和，則內外和，逆則內外逆。” 

（ii）三焦與衛氣、營氣、水道之關係。《中藏經》曰：“而衛出於上，榮出於中；

上者絡脈之系也，中者經脈之系也，下者水道之系也，亦又屬膀胱之宗始。主通陰陽，

調虛實呼吸。” 

（二）晉代。王叔和輯岐伯、扁鵲、張仲景、華佗等之脈學成《脈經》﹝6﹞。皇甫謐

集《素問》、《九卷》、《明堂孔穴針灸治要》，認皆黃帝、岐伯遺事撰《黃帝三部針灸甲乙

經》。 

（1）王叔和《脈經》雖未言三焦“無形”或“有”形，但有以下要點： 

（i）左腎合膀胱，右腎合三焦。 

（ii）五臟、五腑合於上、中、下三焦。 

（iii）三焦脈診部位：寸主射上焦，關主射中焦，尺主射下焦。 

（2）皇甫謐《黃帝三部針灸甲乙經》﹝7﹞實為《黃帝內經》的另一版本，也未言三

焦“無形”或“有形”。其“營出於中焦，衛出於下焦。”之經文與《靈樞》同，但異

于《中藏經》、《備急千金要方》、《黃帝內經太素》、《外台秘要》。 

（三）隋唐時期。隋代巢元方等奉詔修《諸病源候論》。唐代楊玄操注《黃帝八十一

難經》、楊上善編注《黃帝內經太素》，孫思邈著《備急千金要方》、《千金翼方》，王燾集

遺書編《外台秘要》，王冰編注《黃帝內經素問注》。 

（1）巢元方《諸病源候論‧五臟六腑諸候，三焦病候》﹝8﹞依據《內經》及其它經

典論述三焦之理論如下： 

（i）“三焦者，上焦、中焦、下焦是也。” 

（ii）“謂此三氣，焦幹水榖，分別清濁，故名三焦。” 

（iii）“三焦為水榖之道路，氣之所終始也。”（從《難經‧三十一難》之文。） 

《諸病源候論》雖未直接說三焦“無形”或“有形”，但巢氏之言傾向于三焦為 

“氣”屬“無形”。證據有二：（1）論中“謂此三氣，焦幹水榖，分別清濁，故名三焦。

“，以“三氣”稱“三焦”。（2）對於三焦之分部，《靈樞‧營衛生會》稱上焦、中焦、

下焦，《諸病源候論》皆在其後加“之氣”二字，如上焦之氣、中焦之氣、下焦之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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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楊玄操《黃帝八十一難經注》﹝9﹞贊成三焦“無形說”曰：“三焦有位而無形，

心主有名而無臟。” 

（3）楊上善《黃帝內經太素‧卷第八‧經脈之一》﹝10﹞認為三焦是“無形”，而三

焦手少陽之脈則是“有形”： 

（i）三焦與心包皆屬無形（無別臟形，無別形）。楊氏注“心主手厥陰心包之脈”

曰：“心外有脂，包裹其心，名曰心包。脈起胸中，入此包中，名手厥陰。故心有兩經

也；心中起者，名手少陰；屬於心包，名手厥陰。有脈別行，無別髒形；三焦有氣、有

脈，亦無別形，故手厥陰與手少陽以為表裏也。”楊氏注“曆絡三焦”曰：“經歷三焦，

仍絡著也。三焦雖複無形，有氣故得絡也。” 

（ii）三焦是氣屬“無形”，血脈是“有形”。楊氏注“三焦手少陽之脈”曰：“手

少陽脈是三焦經隧，通行三焦之血氣，故曰三焦手少陽脈也。”楊氏注“遍屬三焦”曰：

“三焦是氣，血脈是形，而言屬者，謂脈氣相入也。” 

（4）孫思邈一方面贊成《難經》之三焦“無形說”，但另一方面又引用《內經》之

經文曰：“三焦形相厚薄大小，並同膀胱之形。”可見孫氏認為三焦內行氣為“無形”，

外“有形相厚薄大小”為“有形”。孫氏能折衷《難經》之“無形”與《內經》之“有

形”，顯其大智慧，可惜後人多未能明其大義。《備急千金要方》﹝11﹞集唐以前醫書而

為之論，論述三焦有以下要點： 

a.三焦之形態 

（i）符合《難經》之經旨：《備急千金要方》曰：“三焦合而為一，有名無形。” 

（ii）符合《內經》之經旨：《備急千金要方》曰：“其三焦形相厚薄大小，並同

膀胱之形雲。” 

b.三焦之功能 

（i）三焦主五臟六腑，和利精氣，決通水道。《備急千金要方·三焦脈論》曰:“主

五臟六腑，往還神道，周身貫體，可聞不可見。和利精氣，決通水道，息氣腸胃之間，

不可不知也。” 

（ii）三焦屬膀胱。《備急千金要方·三焦脈論》曰:“三焦名中清之腑，別號玉海、

水道，出屬膀胱合者，雖合而不同。” 

（iii）榮出中焦，衛出上焦。《備急千金要方·三焦脈論》曰:“而榮出中焦，衛出

上焦。榮者，絡脈之氣道也；衛者，經脈之氣道也。” 

（iv）上焦主心肺之病，中焦主脾胃之病，下焦主肝腎之病。 

c.三焦與腎、膀胱：左腎合膀胱，右腎合三焦。《備急千金要方·膀胱腑脈論》中，

黃帝問曰：“夫五臟各一名一形，腎乃獨兩何也？”岐伯對曰：“膀胱為腑有二處，腎

亦二形。應左腎合膀胱，右腎合三焦。” 

（5）王燾《外台秘要‧三焦脈病論》﹝12﹞贊成三焦“無形說”，引用六朝梁‧謝士

泰著之《刪繁方》與《千金方》之文；其文大略同於《備急千金要方·三焦脈論》，但未

提到“其三焦形相厚薄大小，並同膀胱之形雲。” 

（6）王冰贊成三焦“無形說”，注《素問‧金匱真言論篇第四》﹝13﹞引《正理論》

之文“三焦者，有名無形，上合於手心主，下合右腎，主謁道諸氣，名為使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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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北宋。北宋多位皇帝極為重視醫學，集政府之力校正古醫書，並編成多部大

型醫書。例如宋太宗於西元992年頒佈由王懷隱等編成《太平聖惠方》，宋神宗於西元1080

年頒行由太醫局編《太平惠民和劑局方》，宋徽宗趙佶在政和七年禦頒親自主編的《聖濟

總錄》，宋徽宗趙佶又禦著《聖濟經》並頒于天下學宮。北宋的醫學成就達到巔峰。可惜

靖康之難徽、欽二帝為金人擄走，宋朝醫學發展為之中斷，這也是中醫學發展的轉捩點。 

（1）《太平聖惠方》同《千金方》之論曰：“夫三焦者，三關也。上焦名三管反射，

中焦名霍亂，下焦名走哺。合而為一，有名無形。” 

（2）《聖濟總錄》﹝14﹞對三焦的理論與病證都有非常詳細的論述，可說是集北宋以

前醫書之大成。後世李東垣、《普濟方》、趙獻可皆宗之而錄其說。三焦理論部份有以下

要點： 

（i）三焦有名無形，主持諸氣。《聖濟總錄‧三焦門‧三焦統論》曰：“三焦有名

無形，主持諸氣，以象三才之用，故呼吸升降，水穀往來，皆待此以通達。” 

（ii）三焦之用，又本於中焦（胃脘）。《聖濟總錄‧三焦門‧三焦統論》曰：“統

而論之，三者之用，又本於中焦。中焦者，胃脘也。天五之沖氣，陰陽清濁，自此而分，

十二經絡所自始。” 

 

 

第二節 三焦“有形”或“無形”的千年大辯論 

 

北宋被金滅亡後，中國版圖產生大變動，南宋、金、西夏、蒙古〈元之前期〉相互

攻伐，戰爭連年，政局動盪。醫學分派由此起，也隨之進入三焦“有形”或“無形”的

近千年大辯論。 

（一）南宋金元時期。北宋以前醫家皆宗三焦“無形說”，南宋才開始有分歧： 

（a）支援無形說─張元素、李東垣、袁坤厚（間隙說）、滑壽。 

（b）支持有形說─陳無澤、劉完素、王好古。 

（1）陳言（無澤）首先反對三焦“無形說”，而提出三焦有形之“脂膜說”。陳氏

“脂膜說”對後世影響很大，但也頗多爭議。贊成其說者，有李時珍、張錫純等；非議

其說者，有俞弁、孫一奎、張景岳等。陳氏有以下之論點： 

（i）提出“脂膜說”。依據蘇轍所著《龍川略志》中徐遁之言，於《三因極一病證

方論‧三焦精腑辨正》﹝15﹞，陳氏曰：“三焦者，有脂膜如手大，正與膀胱相對，有二

白脈自中出夾脊而上貫於腦。所以《經》雲：丈夫藏精，女子系胞。以理推之，三焦當

如上說，有形可見為是。” 

（ii）反對扁鵲、王叔和之論。陳氏曰：“扁鵲乃雲：三焦有位無形，其意以為上

中二焦，如漚如霧，下焦如瀆，不可遍見，故曰有位無形。而王叔和輩，失其旨意，遽

雲無狀空有名，俾後輩承繆不已。且名以名實，無實奚名，果其無形，尚何以藏精系胞

為哉。”扁鵲所指“ 

（iii）上焦在膻中，中焦在中脘，下焦即腎間動氣。陳氏曰：“其所謂三焦者何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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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焦在膻中，內應心；中焦在中脘，內應脾；下焦在臍下，即腎間動氣，分佈人身，有

上中下之異。” 

（iv）三焦屬精腑，而精腑之輸瀉與三焦精氣之流行相關。陳氏曰：“夫三焦屬精

腑，藏精以養身，系累於心、脾、腎三經。”又曰：“方人湛寂，欲想不興，則精氣散

在三焦，榮華百脈；及其想念一起，欲火熾然，翕撮三焦精氣流溢，並命門輸瀉而去，

故號此腑為三焦耳。學人不悟，可為長太息。” 

（2）劉完素反對三焦“無形論”,指其為不明理也。于《傷寒直格論方‧脈論》﹝16﹞，

劉氏有以下論點： 

（i）反對心包絡“無形論”。劉氏曰：“及夫命門者右腎也，屬火不屬水，乃手厥

陰心包絡之藏，舉世皆言心包絡之藏，有名而無形，由不明理也。” 

（ii）反對三焦“無形論”，認為三焦是水穀傳化之道路（胃腸道）。劉氏曰：“夫

三焦乃水穀傳化之道路，自口至胃上口為上焦，下至胃下二腸處為中焦，下至傳化出處

為下焦，通曰三焦。” 

（iii）反對人具有“無形”之部份。劉氏曰：“今俗妄言無形狀而空有名者，誤也。

且如人從頭數至足，皆不謂之人，則亦安可言人無形狀耶？全身而言之，固名人也。且

血脈盡皆環貫臟腑，運行周身，如果無命門三焦之形體，則何得氣血運行之道路耶？” 

（3）張元素贊成《難經》之無形說，其所著《醫學啟源》﹝17﹞節錄《中藏經》之文

曰：“三焦者，人之三元〔之〕氣也，號曰中清之腑，總領五臟六腑，榮衛經絡，內外

左右上下之氣也。„„其有名而無形也，亦號曰孤獨之腑。” 

（4）李東垣受業于張元素，與其師同為支持《難經》之“無形說”，其所著《醫學

發明》﹝18﹞節錄《聖濟總錄》之文曰：“三焦者，有名而無形,主持諸氣,以象三才之用

故呼吸升降，水穀往來，皆待此以通達。” 

（5）王好古雖是李東垣高徒，但反對其師之三焦“無形說”，於《此事難知》﹝19﹞

曰：“呼為三焦有名也，以為無狀可呼。經雲：三焦者，水谷之道路也，卻是有形狀。”

王好古又自創手三焦、足三焦、前三焦、後三焦之名。 

（6）朱丹溪未說三焦“有形”或“無形”，但有言三焦“相火”為天火，“君火”

為人火，於《格致餘論‧相火論》﹝20﹞曰:“惟火有二：曰君火，人火也；曰相火，天火

也。„„三焦以焦言，而下焦司肝腎之分，皆陰而下者也。天非此火不能生物，人非此

火不能有生。” 

（7）袁坤厚（淳甫）之三焦“臟腑間隙說”對後世影響很大，可說是詳細解密三焦

“無形說”之第一人。 

袁氏曰：“所謂三焦者，於膈膜脂膏之內，五臟五腑之隙，水穀流化之關，其氣融

會於其間，薰蒸膈膜，發達皮膚分肉，營運四旁，曰上中下，各隨部分所屬而名之，實

際引數氣之別使也。是故雖無其形，倚內外之形而得名；雖無其實，合內外之實而為位

者也。”﹝21﹞ 

袁氏之論述不僅承續《難經》之三焦“無形說”，而且明確指出： 

（1）三焦的位置是在五臟五腑之間隙，其外有膈膜脂膏。 

（2）三焦之內所通行之物質為“氣”，是屬於“無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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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說實已解密《難經》之要旨，發前人所未發。可惜袁氏之書《難經本旨》已亡佚，

但滑伯仁及孫一奎能識珍寶，錄其說以為傳。 

（8）滑壽主張三焦“外有經，而內無形”。于《難經本義》﹝22﹞，滑氏注《三十八

難》曰:“蓋三焦，則外有經，而內無形。” 

（二）明代。 

明代醫家不再只滿足于三焦“無形”或“有形”之爭，而是要明確說出三焦之位置

與實質。許多醫家對三焦有深入且總結性的論述： 

（a）支持無形說：《普濟方》、韓懋、孫一奎、李梴、趙獻可。 

（b）支持有形說：俞弁、李時珍、張景嶽（大囊說）。 

（c）腔子說：虞摶。 

（1）《普濟方》﹝23﹞支持三焦“無形說”，節錄《聖濟總錄》之文曰：“夫三焦有

名無形，主持諸氣，以象三才之用。故呼吸升降，水穀往來，皆待此以通達。” 

《普濟方》有《三焦腑門》專章總結論述三焦之理論與病證及治方，細目再分：總

論，三焦熱用藥大例，三焦寒用藥大例，三焦實熱，三焦虛寒，三焦脹，三焦咳，三焦

約，三焦吐。其後之明、清大型方書不再將三焦病證列為專章討論。 

（2）虞摶（天民）私淑朱丹溪，亦不言三焦“有形”或“無形”，而提出三焦“腔

子說”，對後世有很大的影響。 

于《醫學正傳‧醫學或問》﹝24﹞，虞氏曰:“人身之相火，亦遊行於腔子之內，上下

肓膜之間，命名三焦，亦合於五臟六腑。„„三焦者，指腔子而言，包函乎腸胃之總司

也。胸中肓膜之上，曰上焦；肓膜之下，臍之上，曰中焦；臍之下，曰下焦，總名曰三

焦，其可謂之無攸受乎？其體有脂膜，在腔子之內，包羅乎六臟五腑之外也。” 

虞氏以天地造化生成人之理闡釋三焦、胞絡與命門。五臟五腑依天地之法而成，相

火遊行其間，亦即腔子，亦即三焦。相火出自命門，在上則寄於肝膽胞絡之間，在下則

寓於兩腎之內。虞氏曰: “在上則寄於肝膽胞絡之間，發則如雷火飛躍於霄漢而為雷霆

也；在下則寓於兩腎之內，發則如龍火鼓舞於湖海而為波濤也。” 

虞氏之三焦“腔子說”認為三焦是指“腔子”，是個空腔，包羅乎六髒五腑之外，

其體外有脂膜，而腔內遊行相火。心胞絡是裹心之膜，包於心外，其內亦遊行相火，其

系與三焦之系連屬。 

   （3）俞弁（子容）《續醫說‧三焦有形狀》﹝25﹞支持三焦“有形說”，但反對陳無擇

之三焦“脂膜說”。俞氏對三焦有如下之看法： 

（1）按《內經》之經文認為三焦有形狀。俞氏曰：“按《內經‧六節藏象論》曰：

脾、胃、大腸、小腸、膀胱、三焦者，倉廩之本，營之居也，能化糟粕，轉味而出者也。

《五臟別論》曰：夫胃、大腸、小腸、膀胱、三焦此五者，天氣之所生也，其氣象天，

故瀉而不藏，此受五臟濁氣，名曰轉化之腑。由是觀之，聖人且以三焦為有形狀矣。” 

（2）又引《禮運記》之“上焦若竅，中焦若編，下焦若瀆。”（出自蔡西山《脈經‧

論三焦》），並據新安孫景思氏對此之解釋，論斷三焦有形狀。俞氏曰：“蓋水穀之所入，

水自上而中，自中而下，至於糟粕，轉輸傳道而下，一無底滯如此，尤可表其為有形明

矣。所謂形者，非謂臟腑外別生一物，不過指其所而為形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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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反對陳無擇之三焦“脂膜說”。 俞氏曰：“至宋陳無擇之通達，尚惑徐遁之

荒唐，且曰三焦有脂膜如掌大，正與膀胱相對，有二白脈自中出，夾脊而上，貫於腦，

何其謬也！” 

（4）韓懋指出三焦位於五臟部位之中虛處，此說應屬三焦“無形說”。于《韓氏醫

通》，韓氏曰：“三焦之位，實在五臟部位之中虛處，一氣流行，綿綿不息，所謂呼吸之

根，性命之蒂也。” 

（5）徐春甫《古今醫統大全》﹝26﹞同時節錄陳無擇之 “有形脂膜說”與《聖濟總

錄》之“無形說”。  

（6）孫一奎《醫旨緒餘‧《難經正義》三焦評》﹝27﹞贊成三焦“無形說”，孫氏之

說有以下論點： 

（i）三焦有厚薄、緩急、直結、縱橫，非指三焦，而是指膀胱。孫氏曰：“《本髒

篇》論三焦者，非特為三焦有物如是也，厚薄、直結、緩急等語，為膀胱而言也。合通

篇臟腑配應而觀，其義自見。據五臟各有一腑為應，三焦為孤腑（上中下三焦同號為孤

腑），又為外腑，又為中瀆之腑。按瀆者，水也。膀胱為津液之府，津液亦水也。三焦為， 

決瀆之官，膀胱之用也。又為腎間原氣之使，以其無形，故附膀胱而言之。” 

（ii）三焦“外有經而內無形”，支持袁淳甫之“臟腑間隙說”。孫氏曰：“此三

焦者，外有經而內無形，故曰外腑，明非五臟五腑之有合應也，又曰孤腑。袁淳甫《難

經本旨》曰：所謂三焦者，於膈膜脂膏之內，五臟五腑之隙，水穀流化之關，其氣融會

於其間，薰蒸膈膜，發達皮膚分肉，營運四旁，曰上中下，各隨部分所屬而名之，實際

引數氣之別使也。是故雖無其形，倚內外之形而得名；雖無其實，合內外之實而為位者

也。” 

（7）李梴支持三焦“無形說”，認為三焦有名、無形、有用，於《醫學入門》﹝28﹞

曰：“三焦如霧、如漚、如瀆，雖有名而無形。主氣、主食、主便，雖無形而有用。” 

（8）李時珍贊成三焦“有形說”，支持陳無擇之三焦“脂膜說”，並據《內經》之

文反對扁鵲《難經》之三焦“無形說”。 

於《本草綱目‧果部‧胡桃》﹝29﹞，李氏曰：“三焦者，元氣之別使。命門者，三

焦之本原。蓋一原一委也。„„《靈樞‧本髒論》已著其厚薄緩急直結之狀。而扁鵲《難

經》不知原委體用之分，以右腎為命門，謂三焦有名無狀。而高陽生偽撰《脈訣》，承其

謬說，以誤後人。至朱肱《南陽活人書》、陳言《三因方論》、戴起宗《脈訣刊誤》，始著

說辟之，而知之者尚鮮。” 

（9）趙獻可贊成三焦“無形說”，宗《聖濟總錄》，於《醫貫‧玄元膚論‧內經十

二官論》﹝30﹞曰：“三焦者，上焦如霧，中焦如漚，下焦如瀆。有名無形，主持諸氣，

以象三才。故呼吸升降，水穀腐熟，皆待此通達。” 

（10）張景岳提出三焦“大囊說”，根據《內經》經文反對《難經》之三焦“無形

說”。清代許多醫家受其影響，如徐大椿、何夢瑤、薛雪、朱沛文等。張氏所著專文《類

經附翼·求正錄·三焦包絡命門辨》﹝31﹞有以下論點： 

（i）張氏尊崇《內經》反對《難經》。張氏曰：“醫道之始，始自軒岐，軒岐之旨，

昭諸《靈》《素》，《靈》《素》之妙，精確無遺。凡其所論，必因理而發；凡其命名，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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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形而生。故《內經》之文，字無苟言，句無空發。自後凡紹此統者，孰能外《靈》《素》

之範圍？而今之所以紛紛者，不無其由，蓋自《難經》始也。《難經》述《靈》《素》而

作，為諸家之最先，因其頗有謬誤，遂起後世之惑。三千年來，無敢違背，而後世之疑，

莫可解救，請先悉三焦心包絡而次及其它焉。” 

（ii）引《內經》經文批判《難經》之三焦“有名無形說”。張氏曰：“夫名從形

立，若果有名無形，則內經之言為鑿空矣。其奈叔和、啟玄而下，悉皆宗之，而直曰三

焦無狀空有名。自二子不能辨，此後孰能再辨？„„夫既曰無形矣，何以有水道之出？

又何以有濃薄緩急直結之分？又何以有曰縱曰橫之理？又何以如霧如漚如瀆及謂氣謂血

之別？„„今《內經》詳其名狀，《難經》言其無形，將從《難經》之無乎？抑從《內經》

之有乎？”張氏認為《內經》所言皆為有形（凡其命名，必因形而生）；如果有名無形，

則《內經》所論皆為空言。張氏基本認為《內經》主張三焦“有形”，而《難經》主張

三焦“無形”。 

（iii）反對徐遁、陳無擇之三焦“脂膜說”。張氏曰：“再若徐、陳二子所言三焦

之狀，指為腎下之脂膜，果若其然，則何以名為三？又何以分為上、中、下？又何以言

其為府？此之為說，不知何所考據，更屬不經。” 

（iv）部份支持虞天民之“腔子說”。 張氏曰：“惟虞天民曰：三焦者，指腔子而

言，總曰三焦，其體有脂膜，在腔子之內，包羅乎五臟六腑之外也。此說近之，第亦未

明焦字之義，而脂膜之說，未免又添一層矣。” 

（v）主張三焦為“臟腑之外,軀體之內,一腔之大腑也。”。張氏曰:“今夫人一身,

外自皮毛,內自臟腑,無巨無名,無細無目,其于腹腔周圍上下全體,狀若大囊者,果何物耶? 

且其著內一層,形色最赤,象若六合,總護諸陽,是非三焦而何?” 

（三）清代中西匯通前 

清代醫家基本上承續明代醫家三焦之說，對三焦之看法分類如下： 

（a）支持無形說：姚止庵、陳士鐸、汪昂（空處說）、高士宗、丁錦（大囊說）、周

省吾、顧祖庚（空處說）。 

（b）支持有形說：喻嘉言、徐大椿（大囊說）、何夢瑤（大囊說）、薛雪（大囊說）、

朱沛文（腔子、大囊說）。 

（c）主張內無形而外有形：張志聰。 

（d）胃部上下之匡廓：羅美。 

（1）喻昌（嘉言）《醫門法律‧先哲格言》﹝32﹞支持三焦“有形說”。喻氏解釋三

焦之義曰：“三焦取火能腐物之義，火之性自下而上。三焦者，始于原氣，出於中脘，

散於膻中，皆相火之自下而上也。其曰上焦主納而不出，下焦主出而不納，其納其出，

皆系乎中焦之腐熟，焦之為義可見矣。”喻氏對前人之三焦論述只摘錄俞子容《續醫說‧

三焦有形狀》之言，可見其贊成三焦“有形說”。 

（2）姚邵虞（止庵）贊成三焦“無形說”，並支持孫一奎、烏程閔氏之言，而反對

陳無擇、馬蒔之論。在《素問經注節解》中，姚氏主張三焦之形質曰：“其為臟腑，雖

無形而有氣，雖無體而有用。惟有氣有用，而有形有體者始賴之以全。” 

（3）張志聰（隱庵）《侶山堂類辯，辯三焦》﹝33﹞總結前人三焦之論，而認為三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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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具有“有形”與“無形”兩部份： 

（a）無形之部份。張氏曰：“三焦乃少陽相火，即精水中所生之元陽，（壯則為火，

和平為元氣。）遊行於上中下之間，通會於腠理之內，實無形之氣也。若遊行之氣，不

應屬一腑而有經穴矣。” 

（b）有形之部份。張氏曰：“《靈樞經》所論之出處，即《平脈論》所歸之部署也。

有有形之部署，則有經脈氣穴，而為一腑矣。” 

張氏總結數千年來三焦之所以議論紛紜的原因，是因為後代醫家偏執己見而不能貫

通會悟經旨。張氏曰：“有形、無形皆是也，但各偏執一見，而不能通貫耳﹗„„先聖

賢多詳論于諸經之中，奈何後人不能博覽群經，又不能貫通會悟，是以各執一見，而為

一偏之辭。嗟嗟﹗三焦之理，數千年以來，尚議論紛紜，無惑乎諸君之折辯也。” 

（4）羅美（東逸）《內經博議‧太沖三焦論》﹝34﹞主張三焦是“胃部上下之匡廓”， 

而太沖之精氣常與三焦營衛偕行全身。 

（5）陳士鐸《外經微言‧三焦火篇》﹝35﹞贊成三焦“無形說”。篇中少師問難，而

岐伯回答，論述三焦有以下要點： 

（i）三焦“無形”，是虛腑。少師曰：“三焦無形，其火安生乎？”岐伯曰：“三

焦稱腑，虛腑也。無腑而稱腑，有隨寓為家之義。故逢木則生，逢火則旺，即逢金、逢

土亦不相仇而相得，總欲竊各臟腑之氣以自旺也。” 

（ii）三焦通達各臟腑之氣。少師曰：“三焦耗臟腑之氣，宜為各臟腑之所絕，何

以反親之也？”岐伯曰：“各臟腑之氣，非三焦不能通達上下，故樂其來親，而益之以

氣，即有偷竊，亦安焉而不問也。” 

（iii）三焦最親膽木，三焦喜動而惡靜，不樂安居於母宅。少師曰：“各臟腑樂與

三焦相親，然三焦樂與何臟腑為更親乎？”岐伯曰：“最親者，膽木也。膽與肝為表裏，

是肝膽為三焦之母，即三焦之家也。無家而寄生於母家，不無腑而有腑乎。然三焦之性，

喜動惡靜，上下同流，不樂安居於母宅，又不可謂肝膽之宮，竟是三焦之腑也。” 

（iv）三焦之火，最善治水；又言火與水合，實有既濟之歡也。少師曰：“三焦火

也，火必畏水，何故與水親乎？”岐伯曰：“三焦之火，最善治水，非親水而喜入于水

也。蓋水無火氣之溫，則水成寒水矣。寒水何以化物？故腎中之水，得三焦之火而生；

膀胱之水，得三焦之火而化。火與水合，實有既濟之歡也。但恐火過於熱，制水太甚，

水不得益而得損，必有乾燥之苦也。” 

（v）治三焦火熱，則視助火之臟腑以瀉之。少師曰：“然則何以治之？”岐伯曰：

“瀉火而水自流也。”少師曰：“三焦無腑，瀉三焦之火，何從而瀉之？”岐伯曰：“視

助火之臟腑以瀉之，即所以瀉三焦也。”少師曰：“善。” 

（vi）臟腑旺而三焦旺，臟腑衰而三焦衰。陳士鐸曰：“三焦之火，附於臟腑。臟

腑旺而三焦旺，臟腑衰而三焦衰。故助三焦在於助各臟腑也，瀉三焦火可置臟腑於不問

乎？然則三焦盛衰，全在視其臟腑也。”言三焦與臟腑盛衰與共。 

《外經微言》之論相當奇特，言必切中要點，水準堪稱上乘，必為高人所作。 

（6）汪昂《素問靈樞類纂約注》贊成三焦“無形說”，認為三焦為“腔內上中下空

處”，即“古人所謂有名無形者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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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高士宗《醫學真傳‧‧三焦》﹝36﹞贊成三焦“無形說”。高氏之論點如下： 

（i）三焦雖為“無形”之腑，但有所出與所歸之部。高氏曰：“三焦所出之部，即

三焦所歸之部也。三焦雖無有形之腑，實有所出所歸之部，抑且徹上徹下，徹外徹內，

較諸腑而尤尊也。” 

（ii）三焦之氣與臟腑之氣相合，並通調上下內外之氣。高氏曰：“三焦之氣，合

臟合腑，徹上徹下，徹外徹內，人身莫大之腑也。” 

（iii）三焦一腑，將乎兩臟。高氏曰：“三焦一腑，下屬腎，上連肺，將乎兩臟：

下焦將腎臟，上焦將肺臟也。” 

（8）徐大椿（靈胎）《難經經釋》﹝37﹞雖注釋《難經》，但反對《難經》之三焦“無

形說”曰：“言三焦無形，已屬未當；言手心主為無形，則斷無是說。”徐氏並引據《靈》、

《素》之言曰：“《靈》、《素》之言三焦者不一，皆歷歷言其文理厚薄，與其出入貫布。” 

於《醫學源流論‧卷上 經絡臟腑 君火相火論》，徐氏認為三焦為“心火與腎火相交

之火道”。徐氏曰：“心火為火中之火；腎火為水中之火，腎火守於下，心火守於上，

而三焦火之道路，能引二火相交。” 

（9）丁錦《古本難經闡注》﹝38﹞贊成《難經》之三焦“無形說”，認為三焦是“統

包五臟六腑之大囊”： 

（i）三焦為統包五臟六腑之大囊，宣化臟腑之氣。丁氏曰：“三焦者，托於外而護

於內之一大囊也。三焦統包五臟六腑，而各臟腑俱藉三焦之氣以宣化乎。” 

（ii）三焦為大囊，心包為小囊。丁氏曰：“似腑外腑之大囊，配似臟另臟之小囊。” 

（iii）為《難經》三焦“無形說”辯護。丁氏曰：“奈後之人謂三焦有形，而雲《難

經》之非，蓋亦未會《難經》之全體。” 

（10）何夢瑤《醫碥‧心包絡三焦說》﹝39﹞贊成張景岳之三焦“大囊說”（屬“有

形說”）曰：“惟張景嶽謂即腔子，臟腑如物，腔子如囊之括物，人但知物之為物，而

不知囊之亦為一物。其說甚通。（古謂三焦，有名無形者，蓋指腔子內、臟腑外之空際言，

乃三焦火氣遊行之處也。）„„三焦既即腔子，則為有形，有形則有經脈。凡腔子中之

經脈，皆三焦之經脈。” 

（11）薛雪《醫經原旨》贊成張景岳之三焦“大囊說”， 而非議《難經》之三焦“無

形說”曰：“三焦者，即臟腑之外，軀體之內，包羅諸臟一腔之大腑也。《難經》謂其有

名無形，誠一失也。„„是蓋譬之探囊以計物，而忘其囊之為物耳。” 

（12）《吳醫匯講‧三焦說》（周省吾）﹝40﹞贊成三焦“無形說”，也支持孫一奎之

論曰：“三焦有形、無形之說，越人、華佗、王冰、東垣皆曰有名無形；餘則或言無狀，

或言有形，紛紜無定。愚意當以無形之說為是，非若五藏五府各自成形，可以定其象也。 

《吳醫匯講‧三焦論贅言》（顧祖庚）贊成三焦“無形說”，並指出三焦即“胸、膈、

腹內、三空處”，而內行水氣。顧氏曰：“夫三焦者，即胸、膈、腹內、三空處也，諸

大賢皆謂有名無形者，所以別其不同于他藏他腑之自具一形耳，非曰無形即無其處，正

欲指空處，故曰無形也。《靈樞》謂濃薄縱橫者，即借胸膈腹之腔子裏面為言，非另具一

形而為濃薄、縱橫也。” 

（13）陳修園《醫學實在易》﹝41﹞未直言三焦“有形”或“無形”，但其意近乎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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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無形說”，陳氏解釋三焦之字義曰： 

（i）“所謂“三”者，取象三才，其腔腹周遭上下，全體包羅不遺也。” 

（ii）“所謂“焦”者，火之象也，色赤屬陽之謂也。” 

（14）朱沛文《華洋臟象約纂‧三焦腑體用說》﹝42﹞贊成三焦“有形說”，認同虞

天民之“腔子說”與張景嶽之“大囊說”。並認為《難經》謂三焦“無形”，“以其不

能如五臟之獨具一形耳。” 

 

結論 

 

本章選取從漢代到清代（中西匯通前）45 位著名醫家： 

（1）有 26 位醫家（57.7％）支持三焦“無形說”。 

（2）有 11 位醫家（24.4％）支持三焦“有形說”。 

（3）有 2 位醫家主張三焦“無形兼有形”，包括：虞摶（腔子說）、張志聰（內無

形外有形）。 

（4）有 1 位醫家有其他看法（羅美之“胃部上下之匡廓說”）。 

（5）有 5 位醫家並未表態。 

從分析中，可看出有三個重要的趨勢： 

（1）在北宋以前，醫家幾乎全面支持三焦“無形說”，沒有反對者。 

（2）從南宋以後，開始三焦“有形” 或 “無形”之大辯論。 

（3）清代中葉以後，支持三焦“有形說”的醫家占上風。 

 

朝代 支持無形說 支持有形說 另有它說 

漢晉 華佗   

隋唐北宋 巢元方、楊玄操、楊上善、

孫思邈、王燾、王冰、 

《太平聖惠方》、 

《聖濟總錄》 

  

南宋金元 張元素、李東垣、 

袁坤厚（間隙說）、滑壽 

陳無澤、劉完素、王好古  

明 《普濟方》、韓懋、孫一奎、

李梴、趙獻可 

俞弁、李時珍、 

張景嶽（大囊說） 

虞摶（腔子說） 

清 姚止庵、陳士鐸、 

汪昂（空處說）、高士宗、 

丁錦（大囊說）、 

周省吾、顧祖庚（空處說）、

陳修園。 

喻嘉言、徐大椿（大囊說）、

何夢瑤（大囊說）、 

薛雪（大囊說）、 

朱沛文（腔子、大囊說） 

 

張志聰（主張內無

形外有形） 

羅美（胃部上下之

匡廓） 

 

未表態醫家：張仲景、王叔和、皇甫謐、朱丹溪、徐春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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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章 近代之三焦爭論 

 

 

前一章已討論過古代之三焦爭論，這一章將要探究近代之三焦爭論。為何要分為兩

個部分呢？有兩大原因：（1）兩個階段所爭論的焦點大不相同，（2）兩個階段的思想潮

流差異很大。 

古代之三焦爭論主要著眼于三焦之“無形”或“有形”，當然有些醫家已跳脫這個

框架，提出自己完整的三焦學說，如袁淳甫之“臟腑間隙說”、虞摶之“腔子說”、張

景嶽之“大囊說”、張志聰之“無形兼有形說”。其實，細究這四個學說，基本上所講

的三焦部位是相似的，只是說法的不同。 

到清代，大部分的醫家已有相當一致的看法，都不約而同地贊成上列四家之學說。

本來三焦之爭論應該可以告一段落，有一個大家都可以接受的答案了。但是，西風東漸，

自清末起開始中西匯通，西方醫學漸漸成為醫學主流。北洋政府和國民政府時期都有廢

除中醫的政策，使中醫的發展陷入空前的危機。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雖然極力提倡

中醫，但是時空背景與思想潮流已有很大的改變。古代中國崇尚儒道思想，醫家熟稔《老

子》、《莊子》、四書、五經；而近代新中國尊奉唯物論與西方科學為金科玉律，不再

重視古人所謂的“聖經寶典”。因此，中西匯通後，醫家幾乎全盤認同三焦“有形說”，

而否定三焦“無形說”，其所爭論的焦點是：三焦究竟與現代醫學中何種解剖學或生理

學的名詞相對應？許多醫家紛紛發表高論，三焦之說五花八門，形成百花齊放、大鳴大

放的局面。 

本章將分兩階段討論：（1）中西匯通初期，（2）百花齊放期。 

 

 

第一節 中西匯通初期 

 

中西匯通初期，唐宗海與張錫純看法相同，皆主張三焦“有形”，認為三焦即西醫

所謂連網或網油。章太炎 

（1）唐宗海（容川）﹝1﹞主張三焦“網油說”，認為三焦屬“有形”，即西醫所謂

的“連網”，俗稱 “網油”，於《中西匯通醫經精義‧臟腑之官》，唐氏曰：“西醫所

謂連網即是膈膜，及俗所謂網油，並周身之膜皆是也。網油連著膀胱，水因得從網油中

滲入膀胱，即古所名三焦者，決瀆之官，水道出焉是矣。” 

唐氏又詳細區分三焦各部，及三焦網油所連之臟腑及腠理： 

（i）命門為兩腎之間之一條油膜，為三焦之原。唐氏曰：“三焦之根出於腎中，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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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腎之間有油膜一條，貫於脊骨，名曰命門，是為焦原。” 

（ii）上焦網油。唐氏曰：“從此系發生板油，連胸前之膈，以上循胸中，入心包

絡， 

    連肺系上咽，其外出為手背胸前之腠理，是為上焦。” 

（iii）中焦網油。唐氏曰：“從板油連及雞冠油，著於小腸，其外出為腰腹之腠理， 

    是為中焦。” 

（iv）下焦網油。唐氏曰：“從板油連及網油，後連大腸，前連膀胱，中為胞室，

其 

    外出為臀脛少腹之腠理，是為下焦。” 

（2）張錫純（壽甫）﹝2﹞支持唐容川之三焦“網油說”，並推崇唐氏獨有會心，能

識“三焦即網油”，並作專論《醫學衷中參西錄‧醫論‧三焦考》博采旁引以證明唐氏

之三焦“網油說”： 

（i）引《內經‧論勇篇》、《內經‧脹論篇》、《內經‧本髒篇》之經文證明三焦即“網

油”。張氏曰：“夫三焦既可辨其厚、薄、緩、急、直、結，則實有其物可知。且其厚、

薄、緩、急、直、結皆與膀胱並論，則三焦亦如膀胱之以膜為質，且與膀胱相連可知。

而以膜為質與膀胱相連者，即網油也，此又三焦即網油之明征也。又《內經》以三焦為

手少陽之腑，與心包為手厥陰之髒者相配耦。凡相耦之臟腑，其經絡必然相連，而心包

亦系脂膜，與網油原相連絡，此亦三焦即網油之明征也。” 

（ii）以扁鵲《難經》之“腎間動氣為三焦之原”證明命門為三焦之原。張氏曰：

“又扁鵲謂：腎間動氣為三焦之原。夫腎間動氣之處即相火也。為網油即是三焦，其根

蒂與命門相連，故命門中之動氣可為三焦之原也。” 

（iii）三焦根蒂連於命門，故可同診於右尺，《脈經》得唐氏之說而《脈經》可信。

張氏曰：“又王叔和《脈經》：相火三焦心包之脈皆診於右尺。後世論脈者多非之。及觀

唐氏三焦即網油，其根蒂連於命門之說，乃知三焦與心包皆與相火同生於命門，故可同

診於右尺。叔和晉人，去古未遠，其著《脈經》，定有師傅，必非憑空擬議。先賢後賢，

合符同揆，《脈經》得唐氏之說而《脈經》可信，即唐氏之說征以《脈經》之部位，而亦

可確信也。” 

（iv）引王清任之動物實驗證明三焦即是網油。張氏曰：“又王勳臣謂：嘗驗剖解

物類者，若在甫飲水之後，其網油中必多水鈴鐺；若非在甫飲水之後，其網油中即少水

鈴鐺，是知網油為行水之道路。西人亦謂水道即是網油，征之《內經》三焦者決瀆之官，

水道出焉之文，不益明三焦即是網油乎？” 

（v）引徐靈胎三焦之說以為證；因徐氏之醫學考核最精，故其所言三焦為可信。張

氏曰：“又徐靈胎謂：《內經》言三焦者不一，皆曆言其紋理厚薄與其出入貫布；況既謂

之腑，則明是藏蓄泌瀉之具。但其周布上下，包括臟腑，非若五腑之形各自成體也。觀

徐氏之論三焦，雖未明言三焦即是網油，而究其周布上下包括臟腑，非若五腑之形各自

成體數語，盡形容出網油之狀，特當時無網油之名詞，故未明言出網油即三焦耳。徐氏

於醫學考核最精，其所言者固非無根據而虛為擬議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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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陳無擇之三焦“脂膜說”與“網油說”實相同，臍下脂膜即指下焦。張氏曰：

“又陳無擇謂：三焦是臍下脂膜。是明指網油為三焦矣。特其所言臍下脂膜惟系下焦耳。

然觀書之法，不可以辭害意。由此推之，則包脾絡胃之脂膜即中焦，心下膈膜及連絡心

肺之膜即上焦矣。” 

（3）章太炎主張三焦“淋巴系統說”，其後祝味菊、陸淵雷、包衡時支持此說。於 

《章太炎醫論》，章氏曰:“三焦者,自其液言,則所謂淋巴液、淋巴腺；自其所流之道言,

則所謂淋巴管。” 

 

 

第二節 百花齊放期 

 

清朝末年，列強侵略中國。民國初立，政局仍動盪不安，始有袁氏稱帝，後有軍閥

割據。1919 年五四運動提倡全面接受西學之精華“德先生”（民主）與“賽先生”（科

學），視舊學為敝屣，為中國衰敗之罪人。中醫也遭受牽連，兩次（先有 1914 年北洋政

府，後有 1929 年國民政府）遭到廢止，瀕臨滅亡。1949 年，共產黨成立新政府，致力

推行中醫。先於 1955 年，設立江蘇省中醫進修學校（南京中醫學院前身）培育師資；兩

年後（1957 年），成立四大中醫學院（北京、上海、成都、廣州），全面開展中醫人才

之培養與中醫理論與臨床之研究。經過幾十年之努力，中醫已恢復其醫療之重要地位，

並且與西醫整合成立“中西結合”之新學科，也推向國際成為世界上極受重視之“新醫

學”。 

在中醫複新的時期，醫家也積極投入三焦之研究，並提出異于古人之說法。在此時

期，醫家極欲從西醫解剖學與生理學中找到相對應于三焦之名詞，而形成“百花齊放，

大鳴大放”之局面。 

以下將近代醫家對三焦形質的看法分為十一大類： 

（一）三焦是“空腔結構”。有十個醫家贊成三焦是“空腔結構”，位於臟腑間隙，

此種說法基本上與（1）袁淳甫“間隙說”（2）虞摶“腔子說”（3）張景嶽“大囊說”

類似。 

（i）張鏡人﹝3﹞（1960 發表）指出三焦是囊括著各個臟腑、貫布于藏府間隙的一種

膜狀組織的器官。張氏說：“三焦應該是一種膜狀組織的器官，決不是“有名而無形”

的，它囊括著各個藏府，又出入貫布于藏府間隙與分肉之間，是各個藏府的物質輸送與

功能調節的主要通路。” 

張氏雖說三焦是一種膜狀組織的器官，似乎言“膜”；但於下文又說到三焦“空腔”

內行氣，又有空腔概念，並以三焦氣化解釋三焦之功能。張氏說：““氣”彌散于三焦

的器官腔內，遵循了三焦特殊的組織結構，和各個臟腑發生錯綜的聯繫，並借著“氣”

的“潛行默運”，促成了“溫煦”、“腐熟”、“決瀆”等一系列的“氣化”的生理功

能，從而產生了營衛血精津液等養料供人身的各部組織利用。這種生化之道，“以氣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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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的機制通常稱之為三焦氣化。” 

（ii）張發初﹝4﹞（1981 發表）說：“在進行 X 線腹腔造影研究時發現，人體分為三

個互不相通的腔，而每一腔室所包括的內臟與三焦有密切關係，即上焦為胸腔，中焦為

腹膜內腔，下焦為腹膜外腔。與汪昂之“胸腹腔內上、中、下空處為三焦”異曲同工。” 

（iii）李其忠﹝5﹞（1992及1998發表）指出三焦是“包羅諸臟的一腔之大腑”，是

“臟腑之間空隙”，其空腔內通行元氣和運行水液。李氏說：“三焦作為六腑之一，則

為驅體之內而包羅諸髒的一腔之大腑，是為臟腑之間空隙相互連通所形成的通道，其可

通行元氣和運行水液，人體氣機的升降出入，津液的輸布排泄，均賴三焦的通利。” 

李氏又指出三焦與腠理、汗孔相通，作為三焦通貫內外、表裏的道路。李氏說：“而

作為臟腑之間空隙的三焦，與作為皮膚肌肉間隙的腠理以及作為汗孔代稱的氣門之間，

內外通貫，上下相應，以保證元氣周流不息，津液運行四布，維持人體的正常生理功能。” 

（iv）儲全根﹝6﹞（1998 發表）指出三焦為“火之道路”，贊成張介賓之“大囊說”

與袁淳甫“臟腑間隙說”。儲氏說：“三焦亦為火之道路。三焦為“軀體之內，臟腑之

外，包羅諸臟，一腔之大腑”(張介賓語)，《難經本旨》也對三焦的結構和功能更具體

詮釋為“所謂三焦者，於膈膜脂膏之內，五臟六腑之隙，水谷流行之關，其氣融洽於其

間，薰蒸膈膜，發達皮膚、分肉，運行四旁”，故其所謂的“其氣融洽於其間，薰蒸膈

膜”自然包括火之溫煦。” 

（v）王宇新等﹝7﹞（2000 發表）指出三焦是有名有形的“空腔臟器”。 王氏說：“三

焦是有名有形、有其功能的臟器。三焦在解剖上是由胸膜、腹膜、膈膜和通於臟腑的脈

絡等所共同組成的空腔臟器。三焦的功能：（a）是臟腑的週邊，（b）輔助臟腑起到升清

降濁、通調水道的作用。” 

（vi）張勇﹝8﹞（2002發表）指出三焦是包繞著其餘五臟五腑的巨大“囊狀空腔樣臟

器”。張氏說：“三焦的物質基礎應為人體中的胸膜、腹膜及其衍生物漿膜、韌帶、網

膜、系膜等組織所構成的巨大囊狀空腔樣臟器。這個囊狀臟器包繞著其餘的五臟五腑, 其

中的衍生物包繞著各臟腑間聯繫的血管、淋巴管、輸尿管等。而是包括臟腑,成為三焦與

臟腑及臟腑與臟腑之間的聯繫紐帶。” 

（vii）王志紅﹝9﹞（2003發表）指出三焦是機體記憶體在的“各種間隙（空隙）”。

王氏說：“臟腑之三焦是機體內客觀存在的空隙,如臟腑間隙、組織間隙、細胞間隙乃至

分子間隙所構成的空間和道路。” 

（viii）謝浩然﹝10﹞（2003發表）說：“三焦是臟腑週邊最大的腑,它有保護發揮其

中臟腑的生理功能。上焦是由胸壁構成的胸腔,中焦是由腹壁構成的腹腔，下焦是由盆壁

構成的盆腔。” 

（ix）陶飛﹝11﹞（2004發表）說：“胸膜,腹膜,筋膜,腦膜等包裹全身各個器官組織，

于中醫三焦理論基本相符。正如張介賓《類經·藏象類》中所指出:“臟腑之外,軀體之內,

包羅諸髒,一腔之大府也。”“ 

（x）王雪華、於越﹝12﹞（2005發表）指出三焦是機體記憶體在的“各種空隙”。王

氏說：“三焦就是有形的六腑之一，是一個遍佈全身的組織結構，指機體記憶體在的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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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空隙，大到人體的各種膜腔，小到人體周身的腠理，是指一切具有輸布原氣以及進行

水液及營養物質新陳代謝作用即三焦氣化功能的結構單元。” 

王氏並以此“空隙結構”解釋三焦如何完成其氣化功能，如何聯絡臟腑、交通內外

上下。王氏說：“正是因為有這樣一些體內的空隙構成了周密的通路系統，內外相通，

上下相貫，使得機體內氣機暢達，津液流通，一系列生命活動的氣化運動得以在此完成。

臟腑之間也以這些空間為仲介而密切相連。可見，三焦空腔式的形態結構是完成其氣化

功能的基礎。” 

（二）三焦是“膜狀結構”。即唐容川與張錫純所主張之三焦“油膜（網油）說”。 

（i）黃維三﹝13﹞（1986 發表）根據《內經》、《難經》，指出三焦是臟腑間之膜膈、

油脂與皮裏肉外之腠理，而不是空腔子。黃氏說：“觀《內經》以三焦與膀胱並稱，《難

經》以三焦與心包絡並稱，吾人可以從解剖學中所見膀胱與心包絡之形，而體會三焦之

形矣，焉得目三焦為空腔子耶？唐容川直謂三焦即是臟腑間之膜膈、油脂與皮裏肉外之

腠理，其說庶乎近焉。” 

（ii）陳潮祖﹝14﹞（1994及2004發表）提出了“膜腠三焦說“，認為三焦的組織結

構，包括膜原和腠理兩個部分。陳氏說：“筋膜是人體的重要組織，筋是膜的束聚，膜

是筋的延展。手少陽三焦的組織結構，包括膜原和腠理兩個部分。膜原是筋的延展都分，

腠理是膜外的組織間隙，《內經》稱為分肉。膜腠無處不有，無處不包，外則布于皮裏肉

外，則維繫五臟六腑，上至巔頂/下至於足，隨處異形，所在皆是，不似其他五臟，有一

定形態。” 

（iii）劉法洲﹝15﹞（1999發表）說：“筆者認為三焦是有形的,無形之說似不可取。

筆者認為“腔子三焦說”與“油膜三焦說”比較符合實際, 其中以“油膜三焦說”為

優。” 

（iv）敖海清﹝16﹞（2004發表）說：“作為六腑之一的三焦為體腔內包裹於臟腑之

外的網膜結構,但在生理上還包括了肺、脾、肝、腎等臟腑的部分功能,因此不能單獨從

現代解剖學的意義上來理解三焦的實質。” 

（v）張效霞﹝17﹞（2005發表）說：“三焦當是小網膜、大網膜和腸系膜。” 

（三）三焦是“有形的臟器” 

（1）網油與淋巴腺、管、結等有形組織 

張志華等﹝18﹞（2003 發表）說：“三焦可以包括淋巴，淋巴卻不能說是三焦。如果

說網油、淋巴腺、管、結等有形組織就是三焦的綜合體，倒是正確的。” 

（2）腎 

韓紹康﹝19﹞（1962 發表）說：“三焦實有其形，故稱之為府，有府則有形，其府在

腎。” 

（3）輸尿管 

（i）王定揚﹝20﹞（1988 發表）說：“三焦即是小腸，而《內經》中的小腸即是輸尿

管。” 

（ii）張慶祥﹝21﹞（2004發表）說：“三焦,其內涵主要有三:一是臟腑三焦,為六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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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乃有名、有形、有用的臟器,是人體水液運行、氣化之道,在結構上似指輸尿管;二

是指部位三焦,是人體上焦、中焦、下焦三個部位的總稱,其功能分別為相應部位臟腑功

能的概括;三為辨證三焦,是溫熱疾病的辨證綱領,是中醫學對溫熱病發病過程中三個病

理階段的概括。三者之間,內涵不同,但又相互聯繫。” 

（4）胰腺 

（i）趙棣華﹝22﹞（1965發表）說：“三焦是胰腺。” 

（ii）楊一工等﹝23﹞（1992 發表）說：“三焦直指為“胰腺”。 

（5）胸腺、胰腺、前列腺 

李宜生﹝24﹞（1998發表）說：“三焦相似於胸腺、胰腺、前列腺。” 

（6）管狀結構 

任瑞文
﹝25﹞（1981 發表）說：“三焦是位於膈下腹腔的獨立器官，三焦為細小而隱

伏的管狀結構。廣義的三焦是前述上焦、中焦、下焦的合稱；而狹義的三焦即是指下焦。” 

（7）胃 

屈玉明﹝26﹞（2001發表）說：“從經脈循行的角度看，三焦的實質應是“胃”。即

上焦為胃之上部(即上脘)，中焦為胃的中部(即中脘)，下焦為胃的下部(即下脘)。” 

（8）門靜脈系 

錢秉強﹝27﹞（1989 發表）說：“《內經》所說的三焦，是指當時特定解剖方式下，

直接觀察到的胸腹腔內部分靜脈血管，特別是門靜脈系。” 

（9）大動脈 

日本學者本平男君﹝28﹞（2002 發表）說：“在研究推敲《素問》、《靈樞》中對三焦

的描述的原文含義之後，認為《素問》、《靈樞》所言的“三焦”要點在於管道，與之相

當的縱行於胸腹，溝通上下的，運行血液（液體）的中空管狀器官非大動脈莫屬。” 

（10）自主神經叢 

田在善等﹝29﹞（2002 發表）說：“本文以現代解剖學為基礎,對應於文獻對三焦部位 

與功能的論述,設想古代醫家在剖視新鮮屍體,尋找三焦的過程及在尋找過程中的偶然所

見的結果,提出腹腔叢(太陽)、骨盆叢可能是古代醫家認定中焦、下焦(實體)部位的基礎,

心叢、肺叢、上胸部交感幹纏結在一起的結構則有可能是認定上焦的基礎。總之,三焦實

體可能是自主神經中幾個較大的神經叢甚或包括其周圍相連的顯而易見的神經結構。” 

（11）精室 

李其鳳﹝30﹞（2001 發表）說：“三焦發源在精室，精室為藏精之室，男子為睪丸，

女子為卵巢。” 

（12）脂肪組織 

王智明﹝31﹞（2003 發表）說：“結合現代內分泌學的重大發現，三焦性質與脂肪組

織及其內分泌功能極其相似，脂肪組織內分泌功能失調，經其分泌的腫瘤壞死因數、抵

抗素等可導致以胰島素抵抗綜合征為代表的諸多內分泌代謝病，如肥胖、糖尿病、冠心

病、動脈硬化，並影響正常的生殖發育過程。” 

（13）位居膈下之有形之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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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友泰﹝32﹞（1986 發表）說：“三焦為位居膈下之有形之臟器，功能協同心肺宣發

諸氣之有形臟器。” 

（四）三焦是功能性的單位 

（1）淋巴系統說：即章太炎所主張之三焦“淋巴系統說”。 

江蘇省江陰縣衛生局中西醫結合科研小組﹝33﹞（1974 發表）說：“三焦的實質 

近乎淋巴系統。” 

（2）體液平衡調節系統 

夏涵﹝34﹞（1958 發表）說：“三焦是人體整個代謝過程的三個階段，認為三焦不是

指人體某個器官，也不是指某個解剖部位，是指機體體液平衡調節系統。” 

（3）水液代謝系統 

（i）楊蘇民
﹝35﹞（1959 發表）說：“腎之所以能上連肺、下合膀胱、而將兩臟皆賴

三焦之功。三焦位於肺、腎、膀胱三髒之間，將三個孤立性的臟器連成了一個功能性的

整體，形成自上而下的水道，共同完成水液排泄的過程。三焦在水液排泄上佔有首要的

地位。” 

（ii）吳雄志﹝36﹞（2000發表）說：“大腸、膀胱屬下焦,“如：口—胃 津液 大

腸—膀胱”軸為攝入水的基本代謝軸,“口—胃(脾) 精微肺血膀胱”軸為人體內生水的

基本代謝軸，提出以三焦氣化為核心的人體水液代謝系統。” 

（4）細胞外液 

邱振剛﹝37﹞（2004發表）說：“三焦包括多種不同的組織，性質多樣，且在皮膚、

肌肉、臟腑之間無處不在，既獨立存在又遍佈全身，為聯絡臟腑官竅的一個龐大複雜的

網路組織。與現代醫學的機體內環境即細胞外液有很大的相似性。” 

（5）循環系統 

韓平常﹝38﹞（1995 發表）說：“三焦與循環系統相似，並與臟腑存在互相絡屬關係。” 

（6）微循環結構 

（i）章恪
﹝39﹞（1999 發表）說：“以系統論觀點的任何一個物質系統的功能與其組

成結構都是密不可分的，認為沒有結構的功能和沒有功能的結構都是不存在的。三焦既

然是一個功能明確的腑，必然有其形質結構。結合現代醫學之解剖、生理、病理等知識

進行分析論證，中醫學所說的“三焦”即人體內的微循環結構。” 

（ii）儲開博﹝40﹞（2002發表）說：“三焦與內臟微循環毛細血管網及其血液迴圈

的關係，但未將二者完全等同。” 

（7）內分泌系統 

呉逸民﹝41﹞（1990 發表）說：“三焦與內分泌系統之相似性。” 

（8）激素受體 

陳亨平﹝42﹞（1998發表）說：“按五臟功能劃分，上焦是以腎上腺素能受體，中焦

是以膽鹼能受體、胃泌素受體、胰島素受體，下焦是以糖皮質激素受體、醛固酮受體、

抗利尿激素受體、心鈉素受體。” 

（五）三焦是多系統的綜合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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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消化系、迴圈系和泌尿系三大系統的功能聯續。 

祝玉隆﹝43﹞（1957 發表）說：“三焦包容消化系、迴圈系和泌尿系三大系統的功能

聯續。” 

（2）多器官系統的綜合功能單位。 

江中堅﹝44﹞（1982 發表）說：“三焦決不是某個單一的解剖臟腑單位所能包含，而

是像現代系統論中“概念單元”一樣，包括多器官系統的綜合功能單位。” 

（3）一個淩駕於臟腑經絡之上的調控系統。 

煙建華﹝45﹞（1987 發表）說：“逐漸否定了把命門、三焦比附為某一臟器組織的觀

點，而趨向於把它們概括為完成特定複雜生理機能的統一的聯合體結構，亦即是一個淩

駕於臟腑經絡之上的調控系統。” 

（六）三焦是氣化功能 

（i）餘瀛鼇﹝46﹞（1962 發表）說：“三焦似乎不宜簡單地認為是指哪一個臟府或是

體內的什么組織或器官，而是指的在人體內能夠發揮上述各種生理作用的各個臟府氣化

功能的綜合，這種氣化功能的綜合，促使有關的臟與臟之間、府與府之間、臟與府以及

臟府和體表、四肢、百骸產生了直接相通或是氣化所及的有機聯繫，在人體的生命活動

中起著極為重要的作用。” 

（ii）淩耀興﹝47﹞（1981 發表）說：“三焦包括兩個系統：（1）以肺脾腎為中心的

三焦氣化系統，（2）以心肝腎為中心的三焦相火系統。” 

（七）三焦既有“有形”，也有“無形”。孟競璧﹝48﹞（1998 發表）說：“超過全

身各組織結構和細胞之外的呼吸、排泄等都是三焦的功能。依此三焦的有形是人體的所

有的構件，三焦均給予參與；所謂無形，是人體內構件修補、能量改變是不可能看見的，

應該是無形的。” 

（八）三焦“無形說” 

（i）聶紅明﹝49﹞（2002發表）說：“三焦有名而無形，是一虛體。膜原是有形有質

的實體，是滿布於人體全身上下內外的一種膜狀組織。膜原為陽明之半表半裏，膜原內

多氣多血，是人體一道生理屏障,易受邪侵。” 

（ii）楊仕哲﹝50﹞（2004 發表）說：“三焦一詞會有如此大的爭議,真正的解決之道

就是正本清源,回復三焦有名無形的氣府定義。若藐視《難經》“有名無形”的最高準則,

而徑行找“有形”的三焦,便會掉進思想的泥沼裏,進而產生無止境的爭論。” 

（九）三焦不能牽強用現代解剖學名詞相對應。 

（i）姜春華﹝51﹞（1957 發表）說：“不一定硬要配合現代臟器，曉得它的作用就算

了。” 

（ii）蕭亦相﹝52﹞（1982 發表）說：“如果忽視了中西醫兩套不同的理論體系，把

三焦牽強附會地與現代醫學的網膜、神經、淋巴、消化系統、血管系統、內分泌系統來

加以等同，是很難合轍的。” 

（iii）田麗芳﹝53﹞（1996發表）說：“中醫學稱臟腑為臟象，而不同于現代醫學的

臟腑。三焦作為一種臟象學說，也不能用現代解剖學去強求解釋。至於三焦究竟與現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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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剖學的何種組織或器官相對應，現在還進行這種探討，不僅不會有滿意的結果，而且

也沒有多少現實意義。” 

（iv）楊通會等﹝54﹞（1996發表）說：“三焦是一種管道具有輸送營養、排泄廢物

的作用。以西醫的臟器模擬祖國醫學的臟腑，三焦就顯得不倫不類，面目全非了。” 

（v）童增華﹝55﹞（1996發表）說：“三焦涵義甚廣，功能是多方面的，是“體用結

合”的綜合性概念。它不同于現代醫學的解剖學、生理學術語。若把三焦牽強附會地與

現代醫學的網膜、淋巴、神經、消化、血管系統加以等同，是難以合轍的。” 

（十）三焦可以從臟腑學說去掉（無實質結構，更無功能可言及論說的意義。） 

（i）蔣賢耀﹝56﹞（1989發表）說：“三焦是陽氣溫照全身之義，其功能是臟腑及氣

血津液運行功能的重複，再無實質結構，更無功能可言及論說的意義，可以從臟腑學說

去掉。” 

（ii）於慎中﹝57﹞（2001發表）說：“《內經》對三焦的論述存在矛盾，其原因主

要是：理論來源不同，構建理論的需要，歷史條件限制。後世醫家所持三焦“有名無形

論”、“無名有用論”、“功能單元說”及“未知說”，亦無益于中醫理論的學習、整

理和提高。三焦理論中存在的問題是由於中醫理論在形成中的某些特點及其缺陷造成

的，學習研究中醫基礎理論時必須注意採取科學的態度。” 

（十一）其他三焦說法 

（1）只說有形 

楊牧祥﹝58﹞（1980 發表）說：“現代醫家認為功能的產生必須有物質為基礎，沒有

物質基礎的功能是不可能存在的，故三焦應是有形的。” 

（2）沒有顯而易見的形體 

朱寶忠﹝59﹞（1982 發表）說：“《難經》的所謂“無形”，並不是人們通常所理解

的無形體、無實質的意思，而是指沒有顯而易見的形體。” 

（3）無形或有形 

李正東
﹝60﹞（1982 發表）說：“若認為三焦是無形的，那么五臟六腑亦為無形；若

認為三焦是有形的，那么五臟六腑亦當有形─其有形是指臟腑功能活動的實體。” 

（4）三焦、命門形質之爭對中醫理論發展並無實際意義。 

汪運富﹝61﹞（1998發表）說：“中醫對臟腑多重能輕形，三焦、命門形質之爭對中

醫理論發展並無實際意義。“器”(形態結構)不是中醫研究的重點。中醫是形而上之學,

而不是形而下之學。” 

（5）三焦沒有解剖形態，但有結構形態。這種結構形態依賴於其他臟腑功能活動的

進行而存在，有一定的時間性和空間性。 

郭蕾﹝62﹞（1999發表）說：“三焦沒有解剖形態，但有結構形態。這種結構形態依

賴於其他臟腑功能活動的進行而存在，有一定的時間性和空間性。三焦有其相對獨立而

重要的生理功能和病理變化, 這是其他臟腑所不能替代的, 因而在藏象學說中, 三焦與

其他臟腑有著同等重要的地位。研究三焦, 須在活著的、富有生命力的有機體中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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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論：近代60篇三焦論文，有36種不同的三焦說法 

 

本章選取近代（西元1957年-2005年）有關三焦理論之論文60篇，發現有36種三焦的

說法（“其他”項中含5種不同說法），現製錶如下： 

 

三焦說法 篇數 百分率％ 

三焦“無形說” 2 3.2 

三焦既有“有形”，也有“無形” 1 1.6 

氣化功能 2 3.2 

空腔結構 10 16.6 

膜狀結構 5 8.3 

淋巴系統說 1 1.6 

網油與淋巴腺、管、結 1 1.6 

腎 1 1.6 

輸尿管 2 3.2 

胰腺 2 3.2 

胸腺、胰腺、前列腺 1 1.6 

管狀結構 1 1.6 

胃 1 1.6 

門靜脈系 1 1.6 

大動脈 1 1.6 

自主神經叢 1 1.6 

精室 1 1.6 

脂肪組織 1 1.6 

位居膈下之有形之臟器 1 1.6 

體液平衡調節系統 1 1.6 

水液代謝系統 2 3.2 

細胞外液 1 1.6 

循環系統 1 1.6 

微循環結構 2 3.2 

內分泌系統 1 1.6 

激素受體 1 1.6 

消化系、迴圈系和泌尿系 1 1.6 

多器官系統的綜合功能單位 1 1.6 

一個淩駕於臟腑經絡之上的調控系統 1 1.6 

三焦不能牽強用現代解剖學名詞相對應 5 8.3 

三焦可以從臟腑學說去掉 2 3.2 

其他（5 種） 5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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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代之三焦爭論總在“無形”或“有形”兩者之間；到了清代，三焦的看法基本上

已趨於一致。為何近代 60 篇有關三焦的論文，會有 36 種三焦的說法呢？這種百花齊放、

大鳴大放的景象，到底代表中醫的進步呢？還是退步呢？這將在第九章“從三焦之爭論

看中醫之發展”作總結性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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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中醫之本源 

 

 

北宋以前不存在三焦之爭論，南宋以後才有三焦“有形”或“無形”之千年大辯

論。時至今日科學益加昌明，但是三焦的看法反而愈加混淆（近代 60 篇三焦論文，有

36 種三焦的說法）。因為中醫是古代醫學，所以現代人有必要去認識中醫之本源，如此

才能從中醫的發展歷史中找到因時代差異所產生的思想隔閡，從而正確瞭解三焦爭論的

原因。 

本章將首先探討古人對《黃帝內經》的尊崇，其次論述今人對《黃帝內經》的質疑，

最後將從《黃帝內經》的經文中尋找出“醫道”的傳承。 

 

 

第一節 古代醫家尊崇《黃帝內經》為聖經，由黃帝、岐伯所傳 

 

自古醫家皆尊奉《黃帝內經》為醫家“聖經”，並認為《黃帝內經》是黃帝、岐伯

所傳。歷代醫家皆宗《內經》而著書立論。在漢有張仲景之《傷寒雜病論》、華佗之《中

藏經》；在晉有王叔和作《脈經》，皇甫謐編《黃帝三部針灸甲乙經》；唐代孫思邈著《備

急千金要方》、《千金翼方》，王冰編注《重廣補注黃帝內經素問》。由是“聖經”經旨代

代相傳，歷代醫家也都於書序中論述《黃帝內經》及醫道之根源： 

（1）張仲景認為《黃帝內經》為黃帝、岐伯所傳。張仲景於《傷寒雜病論》﹝1﹞序

曰：“乃勤求古訓，博采眾方，撰用《素問》、《九卷》、《八十一難》、《陰陽大論》、《胎

臚藥錄》並平脈辨證，為《傷寒雜病論》合十六卷。„„上古有神農、黃帝、岐伯、伯

高、雷公、少俞、少師、仲文，中世有長桑、扁鵲，漢有公乘陽慶及倉公。”張仲景完

成留傳千古的《傷寒雜病論》，是以《素問》、《九卷》（即《黃帝內經》）為基礎。序文中

又提到黃帝、岐伯、伯高、雷公、少俞、少師等《黃帝內經》中對話之人物，可見張仲

景認同《黃帝內經》為黃帝、岐伯所傳，並認為經文中的人物對話為真實的並非偽造。 

（2）王叔和認為《黃帝內經》為岐伯所傳。王叔和于《脈經》﹝2﹞序曰：“今撰集

岐伯以來，逮于華佗，經論要決，合為十卷。百病根原，各以類例相從，聲色證候，靡

不該備。其王、阮、傅、戴、吳、葛、呂、張，所傳異同，鹹悉載錄。” 

（3）皇甫謐論述“醫道”根源于神農、黃帝，傳之於雷公，而後傳于俞跗、醫緩、

扁鵲、醫和、倉公、華佗、張仲景。而《素問》、《九卷》、《明堂孔穴針灸治要》（《黃帝

內經》）為黃帝、岐伯所傳。皇甫謐編《黃帝三部針灸甲乙經》﹝3﹞序曰：“夫醫道所興，

其來久矣。上古神農始嘗草木而知百藥。黃帝咨訪岐伯、伯高、少俞之徒，內考五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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腑，外綜經絡血氣色候，參之天地，驗之人物，本性命窮神極變，而針道生焉。其論至

妙，雷公受業，傳之於後。„„中古名醫有俞跗、醫緩、扁鵲，秦有醫和，漢有倉公，

其論皆經理識本，非徒胗病而已。漢有華佗、張仲景。„„《素問》論病精微，《九卷》

原本經脈，其義深奧，不易覺也。又有《明堂孔穴針灸治要》皆黃帝岐伯遺事也。”皇

甫謐認為“醫道”源流于神農、黃帝。黃帝咨訪岐伯、伯高、少俞等人而針道生焉。《素

問》、《九卷》、《明堂孔穴針灸治要》皆為黃帝、岐伯所傳，雷公受業，並傳於後世。後

有俞跗、醫緩、扁鵲，秦有醫和，漢有倉公、華佗、張仲景等大醫家繼承“岐黃醫道”。 

    （4）孫思邈也說黃帝、岐伯、雷公傳《黃帝內經》，作為後世醫家所依據之“聖經

寶典”。孫思邈在《備急千金要方》﹝4﹞序曰：“大聖神農氏憫黎元之多疾，遂嘗百藥以

救療之，猶未盡善。黃帝受命，創制九針，與方士岐伯、雷公之倫，備論經脈，旁通問

難，詳究義理，以為經論，故後世可得依而暢焉。春秋之際，良醫和緩，六國之時，則

有扁鵲，漢有倉公，仲景，魏有華佗，並皆探賾索隱，窮幽洞微，用藥不過二三，灸炷

不逾七八，而疾無不愈者。” 

綜上所述，東漢張仲景、西晉王叔和、皇甫謐、唐代孫思邈等大醫家認為：（1）醫

道源自神農、黃帝，（2）《黃帝內經》為黃帝、岐伯傳與雷公，（3）而後俞跗、醫緩、長

桑、扁鵲，公乘陽慶、倉公繼承醫道。王叔和、皇甫謐、孫思邈又認為華佗、張仲景是

東漢繼承岐黃醫道的傳人。 

宋代是中國文化極為昌盛的朝代，北宋歷朝皇帝對醫學的重視是空前的。宋太祖命

劉翰等修《開寶本草》。宋太宗命王懷隱等編成《太平聖惠方》，並親自作序，頒行天下，

各州置醫博士掌管之。宋仁宗在編修院設校正醫書局，由掌禹錫、林億、高保衡、孫奇、

蘇頌等校正編纂古籍。曆仁宗、英宗、神宗三朝校正古代著名醫書，包括《補注神農本

草》、《重廣補注黃帝內經素問》、《靈樞經》、《太素》、《黃帝針灸甲乙經》、《傷寒論》、《金

匱玉函經》、《脈經》、《諸病源候論》、《備急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外台秘要》。宋代

這種創舉對中醫的承傳和發展是極為關鍵的，加以活版印刷書籍使古書能夠廣泛流傳。

我們今日所看到宋朝以前的古籍大多都是教正醫書局所教正的。宋神宗太醫局並編有《太

平惠民和劑局方》頒行於世。﹝5﹞ 

宋徽宗趙佶更是酷愛醫學，禦編《政和聖濟總錄》﹝6﹞，而作序曰：“昔者神農氏、

黃帝氏獨觀太初，旁燭妙有。味百藥以辨物，審百疾以全生。其制名，其取類，其正君

臣，其立佐使，其見於太素玉冊之書，雷公岐伯之問。蓋皆開神明之蘊，窮陰陽之變，

原性命之理，而與天地同其複載。”宋徽宗更禦制《聖濟經》序曰：“昔者黃帝氏，蓋

體神而明乎道者也，問道于廣成子。„„乃詢岐伯，作為《內經》。通神明之德，類萬物

之情，其言與典墳相為表裏，而世莫得其傳。”宋代君臣百姓上下一心，鑽研醫學，使

宋代成為中醫發展史上的一盞明燈。 

歷代醫家皆複如此，都是以黃帝、岐伯所傳之《黃帝內經》為醫學聖經，張仲景、

華佗、王叔和、皇甫謐、孫思邈等大醫家所編著之醫書為準則，代代相傳，世世相襲。

曆漢、三國、兩晉、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清。醫家與道家、儒家並列，

成為中國文化之一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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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間偶有雜音，有少數哲學家和極少數醫家提出質疑。例如北宋理學家邵雍、程顥、

司馬光、朱熹等質疑《黃帝內經》非黃帝、岐伯所傳。邵雍曰：“《素問》、《陰符》七

國時書也。”司馬光曰：“然謂《素問》為真黃帝之書，則恐未可。黃帝亦治天下，豈

可終日坐明堂但與岐伯論醫藥針灸耶？此周、漢之間醫者依託以取重耳。”程顥曰：“觀

《素問》文字氣象只戰國時人作，謂之三墳書則非也。”朱熹曰：“《素問》是戰國時

之書。”﹝7﹞宋以後又有文史、哲學家提出質疑，如明代方孝儒、方以智、胡應麟，清代

崔述、祝文彥。醫家如元代呂複，明代桑悅《素問鈔》，清代魏荔彤《傷寒論本義》等人

支持《黃帝內經》非黃帝、岐伯所傳，但此僅屬極少數。 

北宋高保衡、孫奇、林億校正《針灸甲乙經》﹝8﹞序曰：“或曰：《素問》、《針經》、

《明堂》三部之書，非黃帝書，似出於戰國。曰：人生天地之間，八尺之軀，臟之堅脆，

腑之大小，榖之多少，脈之長短，血之清濁，十二經之氣血大數，皮膚包絡其外可剖而

視之乎？非大聖上智孰能知之？戰國之人何與焉。”宋代校正醫書局高保衡、孫奇、林

億反駁北宋理學家僅以文字氣象之表面而不以醫學道理之內涵探究《黃帝內經》，《黃帝

內經》義理深奧，非黃帝、岐伯之大聖人，誰能為耶？ 

 

 

第二節 現代醫家認為《黃帝內經》非黃帝、岐伯所傳 

 

時至今日，大多數現代中醫學者都認為《黃帝內經》不是黃帝、岐伯所傳，也不是

成於一人之手；而是從戰國到西漢,經過漫長時間，由許多不同醫家編纂、整理而成。大

約開始于戰國時期，完成於西漢末年。成書後，為取重於世，偽託名于上古人文始祖黃

帝,以“黃帝”冠其書名，故曰《黃帝內經》﹝9﹞。也就是說，現代學者大多認為《黃帝

內經》是經歷幾百年由許多醫家共同執筆完成的。 

這種推翻古代大醫家包括張仲景、王叔和、皇甫謐、孫思邈等一致看法的論述是非

常值得商榷的。以下論點必須再三推敲、省思，不可妄下斷語，而與古人為敵： 

（一）文字考據是有盲點的。現代學者認為古代醫家眾口同聲稱《黃帝內經》為黃

帝、岐伯所傳是因為：（1）古代醫家不諳考據，（2）古代醫家受崇古尊經思想的束縛，

認為最出遠古的聖人所作之書博大精深，才是聖經。﹝10﹞ 

文字考據是清代以後學者研究古籍的重要方法。他們根據文章的句法、用語、音韶

等考證古籍的成書年代。但是對於遠古書籍，如《黃帝內經》的考據可能就有盲點。現

今存留最早的文字型式是從周朝傳到今日（不包括從地下挖出的甲骨文）。《黃帝內經》

如果是黃帝、岐伯所傳，它就必須從夏朝、商朝傳到周朝。在周朝就必須經過文字轉換

的過程，也就是說商朝的文字換到周朝的文字，如此《黃帝內經》才能繼續傳下去。這

也就是現代學者根據文字學方法考證《黃帝內經》的文字氣象很像春秋、戰國文章的緣

故，這也就是宋代邵雍、程顥等人誤認的原因。 

（二）如果文獻資料不足，考據必須非常嚴謹。現代學者又根據社會背景、科學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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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天文曆法及與《黃帝內經》相關的史志、著作、出土文物等進行了多角度、多層次

的分析。﹝11﹞例如有學者提出中正與州都之官是三國魏以後才有的官名，有學者舉出干支

紀年是在東漢章帝頒佈四分曆以後才正式使用的，有學者指出《靈樞‧經脈》所提十二

經脈比長沙馬王堆漢墓和湖北張家山漢墓出土的《脈書》比較更為先進所以是西漢以後

的作品。 

以官制、天文曆法來分析《黃帝內經》的成書時代同樣有漏洞。現在所存周代、漢

代以前的古書可能只有當時書籍的萬分之一，周、漢時代肯定存有許多上古書籍，因為

失傳而我們無法看到。所以中正之官、州都之官或許上古即有，而三國魏仿之；四分曆

也可能上古時代即存在過，並非東漢新創。至於因為《靈樞‧經脈》論經脈比《脈書》

進步，就說《黃帝內經》一定成書於漢代以後也是有疑慮的。因為古代資訊交通不發達，

況且有些門派屬於秘傳、單傳，外界很難得知。 

（三）《黃帝內經》是醫家聖經、人類奇書。現代學者又認為《黃帝內經》一書的形

成決不是出於偶然的，更不是所謂黃帝、岐伯等人的天才創造，它是我國古代勞動人民

長期從事生產勞動的經驗總結與智慧的結晶。﹝12﹞ 

如果把《黃帝內經》看得如此平凡，而並非聖人之作，那么歷史上每個朝代都可編

成自己的《黃帝內經》。漢朝有漢的《黃帝內經》，晉代有晉的《黃帝內經》，唐朝有唐的

《黃帝內經》，當然現今中國也可編成現代版的《黃帝內經》，但是歷史上僅僅只有一部

《黃帝內經》。各朝大醫家所編的醫書在層次上距離《黃帝內經》還很遙遠。劉完素在《素

問玄機原病式》序中曰：“夫醫教者，源自伏羲，流于神農，注于黃帝，行于萬世，„„

孔安國序《書》曰：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夫三墳之書者，

大聖人之教也。法象天地，理合自然，本乎大道，仲景者，亞聖也。雖仲景之書，未備

聖人之教，亦幾于聖人。”劉完素為金元四大醫家之首，認為吾人所稱之醫聖張仲景乃

是次於“大聖人”黃帝之亞聖，何況是其他的醫家呢？層次上距離《黃帝內經》非常遙

遠。《黃帝內經》應是源出三墳、文成七國、書傳兩漢。 

《黃帝內經》所蘊涵的智慧並不能用一般的知識來理解。通常人類知識都是累積而

成的，後代的書一定比前代的書進步，這就像西方醫學發展的模式。例如哈里森

（Harrison）內科學被稱為西醫內科學聖經，第十六版是西元2005發行的，搜集當代最

新的西醫內科學知識。第三版是在1958年發行的，但是其中的醫學知識今日已不適用，

兩個版本相差才47年。《黃帝內經》流傳至今已幾千年，從未改版（文字或許因流傳過程

遺漏或倒置），至今仍為中醫學之寶典。這就是《黃帝內經》奇特的地方，也是中西醫學

發展模式完全不同之處。《黃帝內經》是中國醫學中空前絕後之作，它和《道德經》、

《易經》共稱為中國文化史中超越人類智慧之三大“神奇之書”。 

（四）《黃帝內經》是經歷千古考驗的“真經”。現代學者也常引用《淮南子‧修物

訓》之言。﹝13﹞《淮南子》曰:“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賤今，故為道者,必托之于神農、黃

帝而後能入說。”《淮南子》或許所言不差，當時確有托古之風。但試想當時書冠黃帝

的古籍何其多，為何現今只存一部，且已流傳幾千年。《黃帝內經》經各朝各代大醫家

鑒定確為黃帝、岐伯所傳，現代學者只用了幾十年就想否定千古醫道的傳承，是不是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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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用更謹慎的態度來研究此人類之奇書、醫家之聖經。 

現代人有一些相當武斷的想法，常常以自己的思想來判斷古人的事情，如果想不通

就認為荒唐不經、迷信。﹝14﹞例如宋·王應麟《玉海》之《黃帝八十一難經》注引王勃序

曰:“《八十一難經》醫經之秘錄也，岐伯授黃帝，黃帝曆九師以授伊尹，伊尹授湯，湯

曆六師以授太公，太公授文王，文王曆九師以授醫和，醫和曆六師以授秦越人，秦越人

始定立章句，曆九師以授華佗，華佗曆六師以授黃公，黃公以授曹夫子元。”（此序現

載宋·李方等編《文苑英華》）。據《新唐書·王勃傳》雲:“(勃)常謂人子不可不知醫，

時長安曹元有秘術，勃從之遊，盡得其要。”是此王勃序，即唐人王勃所作。許多傳說

能流傳至今，也是難能可貴。如果不認同，最好能語帶保留，以式尊重。因為古代人與

現代人的時空背景和思想模式差異實在太大了。 

古代許多文獻資料，有的是口耳相傳而來，有的是古人參閱當時古書（但現代已失

傳）記載下來的。所以司馬遷在寫《史記‧五帝本紀》時，就參考西漢皇室當時自上古

遺留之書籍，才能有所本。當然大部分司馬遷所看到的古籍，現今都已失傳。又如劉歆

所編《七略》中醫經七家有《黃帝內經》、《黃帝外經》、《扁鵲內經》、《扁鵲外經》、《白

氏內經》、《白氏外經》、《旁篇》，其中大部分都已亡失。現存僅《黃帝內經》與《黃帝八

十一難經》兩部，歷經遠古，受到時代的考驗，這是多么難能可貴的真經啊！ 

文獻考據最大的難處是文獻資料不足。用少數的資料去論斷事理，常常犯錯。所以

現代人在研究《黃帝內經》時一定要參考古代大醫家的看法，因為《黃帝內經》的價值

是要看其醫學內涵而不只是文字表像。古人比我們更能瞭解遠古的歷史，看到更多的古

籍，思想上更接近遠古的人。如果現代人處處懷疑古書、古人，一昧著想標新立異，推

翻古代大醫家一致的看法，醫道的傳承必將失落。 

 

 

第三節 《黃帝內經》是醫道傳承之根源 

 

《黃帝內經》大多數篇章（112篇）是以黃帝請問天師岐伯的問答經文，《素問》後

幾篇從《著至教論》到《解精微論》是黃帝教誨、訓示雷公的經文，另有些經文是黃帝

問醫學于伯高、少俞、少師、鬼臾區，﹝15﹞有少數經文沒有對話。從經文中可以看出《黃

帝內經》是一種醫道的傳承： 

（一）上帝傳道于先師，先師傳道于岐伯。《素問‧六節藏象論》中，帝曰:“余已

聞六六、九九之會也，夫子言積氣盈閏，願聞何謂氣？請夫子發蒙解惑焉。岐伯曰：“此

上帝所秘，先師傳之也。”岐伯自述其所學醫道是先師所傳的，其先師所學又是上帝秘

傳的。同樣敍述見於《素問‧氣交變大論》歧伯稽首再拜對曰:“昭乎哉問也！是明道也。

此上帝所貴，先師傳之，臣雖不敏，往聞其旨。”《素問‧移精變氣論》曰：“夫色之

變化，以應四時之脈，此上帝之所貴，以合於神明也，所以遠死而近生。生道以長，命

曰聖王。”上帝為何，先師何許，經文中沒說，或許是“秘中之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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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岐伯傳道于黃帝，黃帝稱岐伯為天師。《靈樞‧九針十二原》中，黃帝問于岐

伯曰：“余子萬民，養百姓，而收租稅。餘哀其不給，而屬有疾病。餘欲勿使被毒藥，

無用砭石，欲以微針通其經脈，調其血氣，營其逆順出入之會，令可傳於後世，必明為

之法。令終而不滅，久而不絕，易用難忘。為之經紀，異其篇章，別其表裏，為之終始。

令各有形，先立針經，願聞其情。”此篇列為《靈樞》之首，黃帝開宗明義說明立《針

經》（《靈樞》原名）之要旨。《素問‧三部九候論》中，黃帝問曰：“余聞九針于夫子，

眾多博大，不可勝數。余願聞要道，以屬子孫，傳之後世，著之骨髓，藏之肝肺，歃血

而受，不敢妄泄，令合天道。”《素問‧氣交變大論》中，帝曰:“非夫子，孰能言至道

歟？乃擇良兆而藏之靈室，每旦讀之，命曰氣交變，非齋戒不敢發，慎傳也。”兩篇黃

帝都說其道傳自岐伯。 

（三）黃帝傳醫道於雷公。《素問‧著至教論》中有詳細的記錄，黃帝坐明堂，召

雷公而問之曰：“子知醫之道乎？”雷公對曰：“誦而頗能解，解而未能別，別而未能

明，明而未能彰，足以治群僚，不足治侯王。願得受樹天之度，四時陰陽合之，別星辰

與日月光，以彰經術，後世益明，上通神農，著至教疑於二皇。”帝曰：“善。無失之，

此皆陰陽表裏上下雌雄相輸應也，而道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可以長久，以

教眾庶，亦不疑殆。醫道論篇，可傳後世，可以為寶。“雷公曰：“請受道，諷誦用解。”

敍述黃帝於明堂傳醫道於雷公的過程，老師諄諄教誨，學生謙恭好學。此篇首言醫道傳

承，為後世醫教之先河。《素問‧解精微論》中，黃帝在明堂，雷公請曰：“臣授業，傳

之行，教以經論、從容、形法、陰陽、刺灸、湯藥。”敍述黃帝傳授雷公醫道的內容，

有經論、從容、形法、陰陽、刺灸、湯藥等多種科目。 

（四）醫道的傳承方法 

（1）著之玉版。《靈樞‧玉版》中，黃帝曰：“善乎方，明哉道！請著之玉版，以

為重寶，傳之後世，以為刺禁，令民勿敢犯也。”《素問‧天元紀大論》中，帝曰：“光

乎哉道！明乎哉論！請著之玉版，藏之金匱，署曰《天元紀》。” 

（2）藏之靈蘭之室。于《素問‧靈蘭秘典論》中，黃帝曰：“善哉，余聞精光之道，

大聖之業。而宣明大道，非齋戒擇吉日，不敢受也。”黃帝乃擇吉日良兆，而藏靈蘭之

室，以傳保焉。在《靈樞‧刺節真邪》中，黃帝曰：“善。請藏之靈蘭之室，不敢妄出

也。”於《素問‧氣交變大論》中，黃帝曰：“非夫子熟能言至道歟！乃擇良兆而藏之

靈室，每旦讀之，命曰《氣交變》。非齋戒不敢發，慎傳也。” 

（3）藏之金匱。《靈樞‧歲露論》中，黃帝曰：“善乎哉論，明乎哉道，請藏之金

匱。然此一夫之論也。”此一夫是指少師。篇中有黃帝與岐伯的問答和黃帝與少師的對

話。《靈樞‧陰陽二十五人》中，黃帝曰：“餘問陰陽之人何如？”伯高曰：“天地之間，

六合之內，不離於五，人亦應之。故五五二十五人之政，而陰陽之人不與焉。”“其態

又不合於眾者五，餘已知之矣。願聞二十五人之形，血氣之所生，別而以候，從外知內

何如？”岐伯曰：“悉乎哉問也，此先師之秘也，雖伯高猶不能明之也。”黃帝避席遵

循而卻曰：“余聞之，得其人弗教，是謂重失；得而泄之，天將厭之。餘願得而明之，

金匱藏之，不敢揚之。”篇中包含黃帝、伯高、岐伯三人的對話。《黃帝內經》經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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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黃帝與其臣子多人生動的問答，有時也見辯論，可見是一種歷史的記錄，並非呆板冠

以黃帝、岐伯之名而已。 

（4）因才施教，得其人乃傳，非其人勿言。《素問‧金匱真言論》中，岐伯曰：“非

其人勿教，非其真勿授，是謂得道。”《靈樞‧官能》中，雷公問于黃帝曰:“《針論》

曰：得其人乃傳，非其人勿言。何以知其可傳？黃帝曰:“各得其人，任之其能，故能明

其事。”雷公曰：“願聞官能奈何？”黃帝曰:“明目者，可使視色；聰耳者，可使聽音；

捷疾辭語者，可使傳論；語徐而安靜、手巧而心審諦者，可使行針艾；理血氣而調諸逆

順，察陰陽而兼諸方；緩節柔筋而心和調者，可使導引行氣；疾毒言語輕人者，可使唾

癰咒病；爪苦手毒、為事善傷者，可使按積抑痹。各得其能，方乃可行，其名乃彰。不

得其人，其功不成，其師無名。故曰：得其人乃言，非其人勿傳，此之謂也。”黃帝教

導雷公如何選擇傳承醫道的物件，必須因才施教，适才適所。 

此與《史記‧倉公列傳》所記相似，倉公亦採取因材施教的方法，對各門人分別傳

授其學術之一部分。其中宋邑“教以《五診》”，高期、王禹教以經絡腧穴針灸，馮信

教以“案法逆順、論藥法、定五味及湯齊法”，杜信則教以“《上下經脈》、《五診》”，

唐安教以“《五診》、《上下經脈》、《奇咳》、《四時應》、《陰陽重》”。﹝16﹞根據

晉代皇甫謐《甲乙經序》曰：“比按《倉公傳》，其學皆出於《素問》，論病精微。” 

（五）醫道傳承的儀式。《靈樞‧禁服》中詳細記載黃帝授與雷公醫道的過程，雷

公問于黃帝曰：“細子得受業，通於《九針》六十篇，旦暮勤服之。„„夫大則無外，

小則無內，大小無極，高下無度，朿之奈何？士之才力，或有厚薄，智慮褊淺，不能博

大深奧。自強於學若細子，細子恐其散於後世，絕於子孫，敢問約之奈何？”黃帝曰：

“善乎哉問也！此先師之所禁，坐私傳之也，割臂歃血之盟也，子若欲得之，何不齋乎！”

雷公再拜而起曰：“請聞命於是也。”乃齋宿三日而請曰：“敢問今日正陽，細子願以

受盟。”黃帝乃與俱入齋室，割臂歃血。黃帝親祝曰：“今日正陽，歃血傳方，有敢背

此言者，必受其殃。”雷公再拜曰：“細子受之。”黃帝乃左握其手，右受之書，曰：

“慎之慎之，吾為子言之。”所以醫道的傳承有非常莊嚴隆重的儀式： 

（1）齋宿三日。 

（2）正陽受盟。 

（3）入齋室，雷公割臂歃血為盟。 

（4）黃帝祝曰：“今日正陽，歃血傳方，有敢背此言者，必受其殃。” 

（5）雷公再拜曰：“細子受之。” 

（6）黃帝乃左握其手，右受之書，曰：“慎之慎之，吾為子言之。”《靈樞‧終始》

曰：“以血為盟，敬之者昌，慢之者亡，無道行私，必得天殃。” 

（六）口傳心授的秘傳方式。口傳心授是道家的一種秘傳方法，鮮為外人所知。 

（1）《靈樞‧口問》有口傳的記載。黃帝閒居，辟左右而問于歧伯曰:“余已聞九針

之經，論陰陽逆順，六經已畢，願得口問。”歧伯避席再拜曰：“善乎哉問也，此先師

之所口傳也。” 

（2）《靈樞‧師傳》有的心藏記載。黃帝曰：“余聞先師，有所心藏，弗著于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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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願聞而藏之，則而行之，上以治民，下以治身，使百姓無病，上下和親，德澤下流，

子孫無憂，傳於後世，無所終時，可得聞乎？” 

 

 

結論 

 

自古醫家皆稱《黃帝內經》為醫家“聖經”，為黃帝、岐伯所傳，且有大醫家張仲

景、王叔和、皇甫謐、孫思邈等為證。現代醫家卻打破傳統，堅稱《黃帝內經》非黃帝、

岐伯所傳，而是經歷幾百年由許多醫家共同執筆完成的。文獻學最大的盲點就是文獻資

料常常不足，如有文獻不足應采保留態度，不可妄下斷語，並應與古人為善，因古人去

古未遠，所知較多，思想接近。《黃帝內經》，傳承醫道，經文自述，莊嚴隆重，實為明

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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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有形”與“無形” 
 

 

“有形”一般是指我們肉眼看得到的物質，而“無形”則是我們肉眼看不到的東

西。“有形”與“無形”之判斷是以人之肉眼看見與否為準則。《易經‧系辭》曰：“形

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易經》將宇宙萬物簡單的分成“形而上”與

“形而下”兩大類。大抵，“形而下”是屬於“有形”，而“形而上”則屬於“無形”。 

《難經》提出：“三焦有名而無形”，並因此產生後世三焦“有形”或“無形”之

千年大辯論。本章將以道家思想解開“有名而無形”該名詞之來源，並將分別論述宇宙

（天、地、人）之理： 

（1）《黃帝內經》與《難經》之“無形”說、 

（2）《道德經》論述宇宙生成原理、 

（3）《黃帝內經》論述人生成原理、 

（4）愛因斯坦之相對論、 

（5）氣化論。 

 

 

第一節 《黃帝內經》與《難經》之“無形”說 

 

《難經‧二十五難》曰：“心主與三焦為表裏，俱有名而無形。”《三十八難》又

重提一次曰：“所以腑有六者，謂三焦也。有原氣之別焉，主持諸氣，有名而無形。”

可見《難經》相當注重“三焦有名而無形”的論述。北宋以前的大醫家幾乎都贊成三焦

“有名無形”說，自南宋、金、元開始有爭論，延續至明、清，時至今日仍爭議不斷。

“三焦有名而無形”可說是《難經》為考驗後代醫家出的一個大“難”。 

《黃帝內經》也講過“有名而無形”，《靈樞‧陰陽系日月》中，黃帝曰：“五行以

東方甲乙木王春，春者蒼色主肝，肝者足厥陰也。今乃以甲為左手之少陽，不合于數何

也？”岐伯曰：“此天地之陰陽也,非四時五行之以次行也。且夫陰陽者，有名而無形，

故數之可十，離之可百，數之可千，推之可萬，此之謂也。”楊上善注曰：“五行次第

陰陽，以甲為厥陰；上下天地陰陽，以甲為陽者。良以陰陽之道，無形無狀，裁成造化，

理物無窮，可施名以名實，故數之可十推之可萬也。”楊上善認為天地陰陽化生萬物，

為“無形無狀”，不同於人體五行之陰陽。楊上善注《黃帝內經太素》常引用老子《道

德經》，言必尊稱“玄元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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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道德經》論述宇宙生成原理 

 

老子《道德經》為道家“聖經”，論述宇宙之真理，可分為《道經》與《德經》兩

部份，但都以“道”為探討重心。 

（一）《道德經》。現討論《道德經》宇宙生成之原理如下： 

（1）“道”生“無名”與“有名”。（ “無名”，為天地之始；“有名”，為萬物

之母。）《道德經‧第一章》開宗明義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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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名”是天地之起始，“有名”是萬物之母。“無

名”與“有名”兩者名雖異，但同出於“道”，“道”生“無名”，“無名”再生“有

名”，“有名”生出萬物。“道”謂之玄，謂之妙，難以形容，但為宇宙萬物變化之機

理（原理）。 

道雖無名、無形，但老子于《道德經‧二十一章》形容“道”曰：“道之為物,惟恍

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

中有信。”道既無名、無形，但為何老子說其中有象、有物、有精、有信？可見無名、

無形中仍存在有名、有形，但唯聖人可見。名、形是說與凡人，對聖人而言並非絕對。 

（2）“無名”生“有名”， “有名”生萬物（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道

德經‧四十章》曰：“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有名”是萬物之母，有名又生

於“無名”，有名與無名皆生於道。“有”是指有名，“無”是指無名，可參考《道德

經‧第一章》之“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無名”為大（大象無形），生

出有名；“有名”又有有形、無形之分。 

（3）“道”生天、地、萬物之過程。（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道

德經‧四十二章》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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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不僅是宇宙之本體，也是宇宙運作之原理，天、地、萬物皆由道而生。

道生萬物遵循“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之模式。道本無極，動生太極，

而分陰陽，陰陽沖和，而生三。道生太初，太初生天，而天生地，天地合氣，而人以生。

“道”為宇宙生成、運轉之理，此與《黃帝內經》有相通之處。故《素問‧陰陽應象大

論》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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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素問‧四氣調神大論》曰：“夫四時陰陽者，萬物之根本也。”陰陽為天地萬物生成

變化之理。 

（4）“道”為天、地、人之創造者。（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

德經‧二十五章》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獨立而不改，可以為天下母。吾未知其名，

字之曰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先生成天地，天地再生人，

天、地、人皆法於道，而道法自然。《黃帝內經》有相同“天地生人”之說。故《素問‧

寶命全形論》曰：“天覆地載，萬物悉備，莫貴於人。人以天地之氣生，四時之法成，……

夫人生於地，懸命於天，天地合氣，命之曰人。”又《素問‧天元紀大論》曰：“在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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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氣，在地成形，形氣相遷而化生萬物矣。”人是“天地合氣”、“形氣相遷”所成。 

（5）何謂“自然”？同德全道，是謂自然。《道德經‧二十三章曰》曰：“希言自

然。故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熟為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故從

事於道者，同於道；德者，同於德；失者，同於失。同於德者，道亦德之；同於失者，

道亦失之。信不足焉，有不信焉”“自然”者，自然而然，無為而然，合於道，同於德。

《道德經‧十七章》又曰：“功成事遂，百姓皆謂我自然。”故《素問‧上古天真論》

曰：“余聞上古有真人者，提挈天地，把握陰陽，呼吸精氣，獨立守神，肌肉若一，故

能壽敝天地，無有終時，此其道生。中古之時，有至人者，淳德全道，和於陰陽，調於

四時，去世離俗，積精全神，遊行天地之間，視聽八遠之外，此蓋益其壽命而強者也。

亦歸於真人。”真人與至人淳德全道，和於陰陽，與天地合一，壽同天地，法於道，法

于自然。 

（6）“大道”無形無名，玄之又玄。《道德經‧四十二章》曰：“上士聞道，勤而

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為道。„„大方無隅，大

器晚成，大音希聲，大象無形，道隱無名。夫唯道，善貸且成。”道乃大象，無形無名。

大道玄之又玄，非凡人所能悟，惟上士才視真寶。《素問‧四氣調神大論》有相似之論

述曰：“道者，聖人行之，愚者佩之。” 

（二）《南華經》。《道德經》義理玄奧，高深莫測；雖僅五千言，卻道盡天下理。莊

子《南華經》最能體悟老子“道”的精義： 

（1）“道” 自本自根，無為無形，無所不在，無有終時。《南華經‧大宗師》曰：

“夫道，有情有信，無為無形。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見。自本自根，未有天地，

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極之上而不為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為深，先天

地生而不為久，長於上古而不為老。”在《南華經‧知北遊》中，東郭子問於莊子曰：

“所謂道，惡乎在？”莊子曰：“無所不在？”莊子認為“道”是宇宙之本體，自然而

成，無為而行，無形可見，無所不在，無有終時。 

（2）“道”生泰初，為一，為“無形”；“無形”生“有形”，“有形”者皆具“無

形”之德、性、命。《南華經‧天地》曰：“泰初有無，無有無名；一之所起，有一而未

形。物得以生，謂之德；未形者有分，且然無間，謂之命；留動而生物，物成生理，謂

之形；形體保神，各有儀則，謂之性。”莊子認為道是“無名無形”，道生泰初，亦是

“無名無形”。泰初無形，因動而生有形。無形者無間，有形者有間，其內涵無形。有

形者之內仍有無形之德、性、命。人亦為萬物之一員，所以具“有形”之體，亦具“無

形”之德、性、命，此皆為“道”之體現。 

（3）天下萬物皆由“氣”所構成，並由“氣”之聚散而生滅。（通天下一“氣”耳。）

《南華經‧知北遊》曰：“人之生，氣之聚也；聚則為生，散則為死。„„故曰：通天

下一氣耳。”人與萬物皆是由“氣”所組成，而氣屬於“無形”。因氣聚而有生，因氣

散而有死，生閉環，皆因於氣之聚散離合。 

（三）《太平經》。戰國時，齊國稷下學宮開始產生“黃老學派”，以黃帝和老子為

尊崇對象與創始者。西漢文景時代，政府大力提倡黃老之學，一時蔚為風潮。東漢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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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道陵創立道教，尊奉老子為太上老君、道德天尊，以《道德經》為聖典。《太平經》為

道教經典，解釋“道”如下： 

（1）“道”為萬物之元首，“元氣” 無形以行道，以生萬物，“無形”制“有形”。

《太平經》曰：“夫道何等也？萬物之元首，不可得名者。六極之中，無道不能變化。

元氣行道，以生萬物；天地大小，無不由道而生者也。故元氣無形以制有形。”《太平

經》提出“道生元氣”以解釋《道德經》之“道生一”，此與《南華經》之“道生泰初”

有異曲同工之妙。《太平經》又認為元氣之“無形”以制天地萬物之“有形”。 

（2）元氣生天，天生地，天地生人，天地人長養凡物。《太平經》曰：“元氣恍惚

自然，共凝成一名為天也；分而生陰成地，名為二也：因為上天下地，陰陽相合而生人，

名為三也。三統共生，長養凡物。”此為《太平經》解釋《道德經》之“道生一，一生

二，二生三，三生萬物。”本乎《道德經》之“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之論。 

（四）“道”之內涵。綜合以上道家經典，可以得到以下“道”之結論： 

（1）道之本質：道自本自根，為宇宙之本體與原理，體用合一，無名無形，無所不

在，無有終時。 

（2）宇宙生成原理：無名生有名，有名生萬物。 

（3）道生成步驟：道生太初（混沌之元氣），元氣以行道，為道生一；元氣生天，

天生地，為一生二；天地生人，二生三；天地人生養萬物，三生萬物。 

（4）無形與有形：無形生有形，有形者仍具無形之德、性、命。“無形”制“有形”。 

（5）名（無名、有名）與形（無形、有形）：“道”生無名，“無名”生有名；“有

名”生萬物；萬物又可分為“無形”與“有形”，有形之體其內間隙皆含有無形之成份。 

道家學問最難研究，但也必須研究，因道家是中國文化的基石。道家思想表面上與

儒家思想差異很大，但其根源是相通的，《易經》即為道家與儒家之共同經典。古代醫家

不為道即為儒，或儒道共修。依性質、來源而論，其實醫家之《黃帝內經》亦是道家的

一個派別。古代醫家修道者相當多，有葛洪、陶弘景、楊玄操、楊上善、孫思邈、王冰、

王懷隱、劉完素、馬丹陽、崔嘉彥、李時珍、孫一奎、張景岳、傅青主、陳士鐸等，實

不勝枚舉。 

道家一般分為宗教之道家（道教）與修煉之道家（不屬宗教），兩者基本教義相似，

只是派別不同。修煉之道家，不入宗教，屬於密傳、密修，外人很難知曉。這與《黃帝

內經》之派別很類似，都須拜師，割臂歃血為盟，口傳心授。 

 

 

第三節 《黃帝內經》論述人生成原理 

 

《黃帝內經》主要是論述醫學道理，以人為中心。道家認為人體有如一小天地，因

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而人法天地、天人相應，人體陰陽之理，

亦如天地陰陽之理。天、地、人皆為道所生，三者號稱“三元”或“三才”。故《中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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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曰：“三焦者，人之三元之氣也。”上焦應天，中焦應人，下焦應地 

道無為、無名、無形，無名生有名，有名再生萬物。《南華經‧天地》曰：“物得以

生，謂之德；未形者有分，且然無間，謂之命；留動而生物，物成生理，謂之形；形體

保神，各有儀則，謂之性。”未形者，無形也。無形者，無間也。無形者，因分而動、

而聚，而生有形之物。有形者，因有間，而內含無形。無形與有形，皆為道所生，皆為

道之體，皆為道之用。人亦為萬物之一，亦具有形之體，亦含無形之氣。（氣者，無形之

代稱，千變萬化。）人體有形之中仍含有無形之德、性、命，如此才構成完整之人。並

非如西方醫學所稱人只有有形的部份。現將《黃帝內經》論述人體生成及構成如下： 

（一）天地合氣，人所以成。《素問‧寶命全形論》曰：“天覆地載，萬物悉備，莫

貴於人。人以天地之氣生，四時之法成。„„夫人生於地，懸命於天，天地合氣，命之

曰人。”由上一節道家的論述，人是天地陰陽之氣相合而成，此說與同為道家經典之《黃

帝內經》相似。人是天地合氣而成，是由無形天地之氣而生有形之人體。 

（二）人是“德流氣薄”而生成。《靈樞‧本神》曰：“天之生我者，德也；地之在

我者，氣也；德流氣薄而生者也。”由上一節道家的論述，有形之體仍具有無形之德、

性、命。有形中含有無形，有形與無形皆來源於道。 

（三）人包括形（有形）與氣（無形）兩大部份。《素問‧天元紀大論》曰：“在

天為氣，在地成形，形氣相遷而化生萬物矣。”氣無形，聚成形。形有間，含無形。有

形之體包含無形之氣，氣行於有形體內之間隙。《素問‧六節藏象論》曰：“氣合而有

形，因變以正名。”就如《靈樞‧決氣》中，黃帝曰：“余聞人有精、氣、津、液、血、

脈，餘意以為一氣耳，今乃辨為六名。”人體各種有形部份，皆由氣所化生。因為變化，

就產生不同的名稱。 

（四）人體包含神、魂、魄。《靈樞‧天年》中，黃帝問于歧伯曰：“願聞人之始生，

何氣築為基？何立而為楯？何失而死？何得而生？歧伯曰：“以母為基，以父為楯，失

神者死，得神者生也。”黃帝曰：“何者為神？”歧伯曰：“血氣以和，滎衛已通，五

藏已成，神氣舍心，魂魄畢具，乃成為人。”人之生，以母血為基，以父精為楯，合而

成胞胎。胞胎臟腑形體以成，血氣營衛以通，神、魂、魄畢具乃成為人。《素問‧六微

旨大論》曰：“故器者，生化之宇；器散，則分之，生化息矣。”王冰注曰：“以身形

包藏腑臟，受納神靈，與天地同，故皆名器也，諸身者，小生化之器宇；太虛者，廣生

化之器宇也。”人之身形，屬有形；人之神靈，屬無形；有形之中，含有無形。 

（五）人有德、氣、精、神、魂、魄、心、意、志、思、慮、智。《靈樞‧本神》曰：

“天之生我者，德也；地之在我者，氣也；德流氣薄而生者也。故生之來，謂之精；兩

精相搏，謂之神；隨神往來者，謂之魂；並精而出入者，謂之魄；所以任物者，謂之心；

心有所憶，謂之意；意之所存，謂之志；因志而存變，謂之思；因思而遠慕，謂之慮；

因慮而處物，謂之智。”此篇論述許多形而上之部分，包括神、魂、魄、心、意、志、

思、慮、智。形而上即屬無形。《易‧系辭》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

器。”形而上者，屬無形；形而下者，屬有形。依《道德經》之經旨，有形與無形，皆

屬於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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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人有血、氣、精、神、志、意、經脈、毛、皮、肉、筋、骨、腦髓、五藏、

六腑。有關篇章分列如下： 

（1）《靈樞‧本藏》曰：“人之血氣精神者，所以奉生而周於性命者也。經脈者，

所以行血氣，而營陰陽，濡筋骨，利關節者也。衛氣者，所以溫分肉，充皮膚。肥腠理，

司關闔者也。志意者，所以禦精神，收魂魄，適寒溫，和喜怒者也。是故血和，則經脈

流行，營覆陰陽，筋骨勁強，關節清利矣。衛氣和，則分肉解利，皮膚調柔，腠理緻密

矣。志意和，則精神專直，魂魄不散，悔怒不起，五藏不受邪矣。寒溫和，則六府化穀，

風痹不作，經脈通利，支節得安矣。此人之常平也。五藏者，所以藏精神血氣魂魄者也。

六腑者，所以化水穀而行津液者也。此人之所以具受於天也，無愚智賢不肖，無以相倚

也。” 

（2）《靈樞‧衛氣》曰：“五藏者，所以藏精神魂魄者也；六府者，所以受水穀而

化行物者也。其氣內幹五藏，而外絡支節。其浮氣之不循經者，為衛氣；其精氣之行於

經者，為營氣。陰陽相隨，外內相貫，如環之無端。” 

（3）精、腦、髓、骨、脈、筋、肉、皮、毛、發。《靈樞‧經脈》曰：“人始生，

先成精，精成而腦髓生。骨為幹，脈為營，筋為剛，肉為牆，皮膚堅而毛髮長。谷入於

胃，脈道以通，血氣乃行。” 

（4）精、氣、津、液、血、脈。《靈樞‧決氣》曰：“兩神相摶，合而成形，常先

身生，是謂精。„„上焦開發，宣五穀味，熏膚，澤身，充毛，若霧露之溉，是謂氣。„„

腠理開發，汗出溱溱，是謂津„„谷入氣滿，淖澤注於骨，骨屬屈伸，泄澤補益腦髓，

皮膚潤澤，是謂液„„中焦受氣取汁，變化而赤，是謂血。„„壅遏滎氣，令無所避，

是謂脈。” 

《黃帝內經》中許多理論是現代醫學所無法解釋的，尤其是“無形”的部分。古代

大醫家皆精通《道德經》、《易經》，明晰天、地、人之理，尊崇《黃帝內經》為大聖人黃

帝、岐伯所傳之聖經，北宋高保衡、孫奇、林億校正《黃帝三部針灸甲乙經》於序中描

寫得尤為傳神曰：“或曰：《素問》、《針經》、《明堂》三部之書，非黃帝書，似出於戰國。

曰：人生天地之間，八尺之軀，臟之堅脆，府之大小榖之多少脈之長短血之清濁十二經

之氣血大數皮膚包絡其外可剖而視之乎？非大聖上智孰能知之？戰國之人何與焉。” 

為何《黃帝內經》不只論述無形之“氣”的理論，還能將其應用到病證治療上？這

也就是古代大醫家只能將此解釋為：因為黃帝、岐伯是聖人，具有超乎常人之能力。孫

一奎《醫旨緒餘》有記載扁鵲與華佗的事蹟曰：“史載秦越人隔垣洞見人臟腑者，假令

三焦如手掌大，何不言之，而反曰無形之氣”。又曰：“世傳華佗神目，置人裸形于日

中，洞見其臟腑，是以象圖，俾後人准之，為論治規範。” 

或許黃帝、岐伯就是有此超乎常人之能力，才能傳下《黃帝內經》。如果把《黃帝內

經》只當成是一般凡人使用“直覺思維”或“取類比象”就能寫成的，理當人人能寫。

那為何人人都不能？現代人因從小接受西方科學教育，一切以西方科學作為“金科玉

律”，所以凡是西方科學不能解釋的皆視為迷信、不科學。這也就是現代人很難明白《黃

帝內經》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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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愛因斯坦之“相對論” 

 

所謂“有形”，即是肉眼所能看到的；肉眼所不能看到的，則稱為“無形”。隨著

西方科學的進步，我們已經知道地球的物質是以原子為基本構成單位。原子又可再細分

為原子核（包括質子及中子）與電子（圍繞原子核不斷進行軌域運動）。科學家還進一步

發現有更小的粒子，但僅屬假說。這些原子、質子、中子、電子等都是肉眼所不能看到

的，屬於“無形”，另外許多科學家所發現的能量流如聲波、紅外線、可見光、紫外線、

放射線等也都是屬於“無形”。科學的發達已使人類的探索進入無形的世界，但對中醫

所說的“氣”又瞭解多少？對老子所說的“道”及原始之“元氣”又能知道多少？對浩

瀚無垠的宇宙又能認識多少？ 

電子不斷地運動，看似與中醫講的“氣”有些類似。或許人體的氣就是這種游離的

電子流。但是由“道生一”所產生的宇宙原始“混沌之氣”形質又為何？是不是像電子

般的粒子，還是比電子更微小的粒子？但是要微小到何種程度？ 

愛因斯坦（Albert Einstein）可說是西方最偉大的科學家，他所發明的“相對論”可

說是二十世紀最重要的發現。由相對論所推論的“光電效應”已經廣泛運用到今日人類

有關電的日常生活用品。相對論的基本公式：E=mc
2。愛因斯坦闡述一個宇宙間非常重

要的原理。任何有品質的粒子皆有能量，而且任何有能量的東西也皆有品質，並且品質

與能量有成正比的關係。原子是一種粒子帶有品質，所以也帶有能量。光是一種能量，

依照相對論它應該也有品質，也是一種粒子。“氣”不斷的運動，肯定帶有能量，依照

相對論，也應該具有品質，只是以目前的科技水準還不能探測到。 

 

 

第五節 氣化論 

 

《素問‧靈蘭秘典論》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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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黃帝內經》中直接使用到“氣化”兩字。其實，小

到水液、個人，大到天地、宇宙，《黃帝內經》都在講“氣化”。“氣化”最簡要的說

法就是：經由“氣”的運動（作用），物質所產生的變化。“ 

氣化”依照作用的範圍可分為：（一）狹義的氣化：指個體包括人體小範圍的氣化、

（二）廣義的氣化：指天地、宇宙大範圍的氣化。這只是便於討論、瞭解，其實兩者性

質相同，只是範圍不同，都是“氣”的作用。 

（一）狹義的氣化（包括人體的氣化） 

（1）物理變化：有形→無形（水→水氣）。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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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膀胱氣化與腎的蒸騰氣化。《素問·靈蘭秘典論》曰：“膀胱者，州都之官,津

液藏焉，氣化則能出矣。”此氣化即是藉由腎氣（與腎間動氣相通）的作用，使膀胱水

液蒸騰，上行于三焦。 

（ii）三焦氣化與臟腑氣化。三焦空腔為氣的道路，也是各臟腑氣化的場所。 

（2）化學變化：電子與能量之移轉 

《素問·陰陽應象大論》曰：“味歸形，形歸氣。氣歸精，精歸化，精食氣，形食味，

化生精。氣生形，味傷形。氣傷精，精化為氣，氣傷於味。”指人體形、精、氣之間的

作用與轉化。有如現代醫學之生化學所說的化學反應，其中氣猶如能量，反應涉及電子

與能量的轉移。 

（3）粒子變化：精→氣→神→虛（有形→無形→無形） 

莊子《南華經‧知北遊》曰：“人之生，氣之聚也；聚則為生，散則為死。„„故

曰：通天下一氣耳。”人與萬物皆是由氣所組成，因氣聚而有生，因氣散而有死，生閉

環，皆因於氣之聚散。 

道家修煉之要旨“煉精化氣，煉氣化神，煉神還虛，煉虛合道。”即充分闡釋物質

粒子的變化（精→氣→神→虛）為修道之要訣。這與《黃帝內經》所講的有異曲同工之

妙， 

《素問‧六微旨大論》中，帝曰：“善。有不生不化乎？”岐伯曰：“悉乎哉問也！與

道合同，惟真人也。”這就可以解釋為何《素問‧上古天真論》描述道家修煉之得道“真

人”曰：“余聞上古有真人者，提挈天地，把握陰陽，呼吸精氣，獨立守神，肌肉若一，

故能壽敝天地，無有終時，此其道生。”真人因能與道合一，無形無患，不生不化，故

能壽敝天地，無有終時。 

（二）廣義的氣化（宇宙之氣化） 

《素問‧天元紀大論》曰：“在天為氣，在地成形，形氣相遷而化生萬物矣。”天

行“六氣”，地行“五運”，而化生萬物。又曰：“故物生謂之化，物極謂之變，陰陽

不測謂之神，神用無方謂之聖。” 

宇宙、天地、萬物皆是由氣機（神機）之升降出入﹝10﹞，而有生長化收藏，而有生

長壯老已。《素問‧六微旨大論》中，岐伯曰：“出入廢則神機化滅，升降息則氣立孤危。

故非出入，則無以生長壯老已；非升降，則無以生長化收藏。是以升降出入，無器不有。

故器者生化之宇，器散則分之，生化息矣。故無不出入，無不升降。化有小大，期有近

遠，四者之有，而貴常守，反常則災害至矣。”“神機”尊稱大自然之神秘力量，因“陰

陽不測謂之神，神用無方謂之聖。” 

 

 

                                結論 

 

老子《道德經》揭示“道”為宇宙之本體與原理，為宇宙之至理。“道”生無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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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名生有名，而有名生萬物。天、地、人、萬物皆由“道”所生，並遵循“道生一，一

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之模式。莊子《南華經》闡明“道” 之特性：（1）自本自

根，（2）無為無形，（3）無所不在，（4）無有終時。並說明“無形”與“有形”之關係：

（1）“無形”生“有形”，（2）“無形”者無間，“有形”者有間，（3）“有形”者因

有間，皆具“無形”之成份。莊子又發明：天下萬物皆由“氣”（ 無形）所構成，並由

“氣”之聚散而生滅。《太平經》提出：“元氣” 無形以行道，以生萬物，“無形”制

“有形”。 

三焦“有名而無形”即源於道家之思想。“道”生無名，無名生有名，有名生萬物。

人為萬物之一，三焦為人之六腑之一，亦皆屬於“有名”。無形者無間，有形者有間，

有形者皆具無形之成份。人屬於有形，但其間隙皆含有“無形”之成份。三焦即為臟腑

之間隙其內通行“無形”之氣，三焦之氣並與組織間隙、細胞間隙、分子間隙相溝通。 

三焦內通行之水氣，即是水液經由“氣化”作用變成的產物，也就是由“有形”變

為“無形”。所以“氣化”是“有形”變為“無形”的必要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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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三焦之實質 

 

 

我們要如何去探究三焦的實質呢？是像現在許多中醫學者利用西方科學的實驗方法

去研究呢？還是從古代中醫文獻去找尋三焦的答案呢？這是非常關鍵的問題，也是決定

研究的方向。這也就是前兩章為何要討論中醫的本源和有形與無形的原因。 

因為中醫是古代醫學，研究中醫理論還是要以古人為師，本諸《黃帝內經》、《難經》

二經，再參考古代醫家的論述，就可以找到正確的答案。當然作為現代中醫研究者，還

必須把古人講的三焦與現代醫學作個聯繫，使三焦的理論可以應用在現代醫學上。 

本章將首先討論《黃帝內經》的經旨，其次將討論《難經》與《中藏經》之經旨，

然後以三個經典為基礎再加上歷代著名醫家的論述來探討三焦的實質。本章還將附帶辨

明六腑三焦、部位三焦和辨證三焦的關係。 

 

 

第一節 《黃帝內經》之經旨 

 

《黃帝內經》﹝1﹞最先提出三焦，並且舉出三焦的功能、分部、形態、聯繫與病證。

病證部份見於第七章，理論部份分別論述如下： 

（一）三焦之總體功能：（1）負責疏通水道、（2）作為水液運行的道路。疏通水道

是為用，作為水道是為體，體用合一。《素問‧靈蘭秘典論》與《靈樞‧本輸》分別指出

三焦的總體功能。 

（1）三焦負責疏通水道。《素問‧靈蘭秘典論》曰：“三焦者，決瀆之官，水道出

焉。”論中把六臟六腑稱為十二臟，比喻為十二官。三焦是十二官中之決瀆之官，負責

疏通水道。 

（2）三焦作為水液運行的道路。《靈樞‧本輸》曰：“三焦者，中瀆之腑也，水道

出焉。”《素問‧靈蘭秘典論》稱三焦為決瀆之官，而《靈樞‧本輸》稱三焦為中瀆之

腑。一用決瀆，一用中瀆。前者指三焦疏通水道的功能，後者指三焦作為水道的結構。

疏通水道是作用，水液的道路是為本體，體用合一，都與水液代謝有關。 

三焦整體是一個腑，有總體的功能；三焦又分為上焦、中焦、下焦三個部份，並且

每個分部都有各自的功能。 

（二）三焦之分部及其功能。三焦分為上焦、中焦、下焦三個部份。《靈樞‧營衛生

會》詳細論述三焦之分部及其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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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上焦 

a.上焦之分部 

《靈樞‧營衛生會》曰：“上焦出於胃上口，並咽以上，貫膈而布胸中，走腋，循

太陰之分而行，還至陽明，上至舌，下足陽明，常與營俱，行于陽二十五度，行于陰亦

二十五度，一周也，故五十度而復大會于手太陰矣。”上焦之氣從胃上口出，貫通橫膈，

散佈胸中之上焦氣道，進入肺，然後經過腋，走上肢肺手太陰脈外分肉之間衛氣所行之

道。此段經文中雖未提到衛氣，但從“常與營俱，行于陽二十五度，行于陰亦二十五度，

一周也。”可知為上焦之氣為衛氣。 

上焦之道（衛氣之道）：胃上口→膈→胸中上焦氣道→肺→腋→上肢（手太陰脈外分

肉之間）→與營偕行（營行脈中，衛行脈外）。 

b.上焦之功能：（i）溫煦（溫分肉、實腠理）、（ii）潤澤（澤皮膚、發其汗）。 

《靈樞‧決氣》曰：“上焦開發，宣五穀味，熏膚，澤身，充毛，若霧露之溉，是

謂氣。„„腠理發洩，汗出溱溱，是謂津。”《靈樞‧五癃津液別》曰：“故三焦出氣，

以溫肌肉，充皮膚，為其津。„„其流而不行者為液。”此三焦指的是上焦。上焦之氣，

由胃上口宣五穀之味，伴隨津液，循衛氣之道，行於脈外分肉之間，以溫分肉；達腠理、

皮毛，以實腠理、澤皮膚，毛蒸理泄，以發其汗。相似的論述見於《素問‧調經論》曰：

“陽受氣于上焦，以溫皮膚、分肉之間。”《靈樞‧癰疽》曰：“上焦出氣以溫分肉，

而養骨節，通腠理。” 

可見上焦的功能有兩項：（i）溫煦：氣的作用、（ii）潤澤：津液的作用。氣與津液

（氣化態）出於上焦，偕行于衛氣之道。 

（2）中焦 

a.中焦之分部 

《靈樞‧營衛生會》曰：“中焦亦並胃中，出上焦之後。”其後之經文敍述中焦之

氣如何使水谷化成精微再變為血。所以吾人可說營氣出於中焦，但不可曰中焦之道即為

營氣之道（營氣行於脈中）。中焦之道與營氣之道之交會只在胃中口，此後營氣由胃中口，

入肺脈上行至肺（即《靈樞‧經脈》之“肺手太陰之脈，起於中焦，下絡大腸，還循胃

口，上膈屬肺”），再由肺朝百脈，轉輸於五臟六腑、四肢百骸。 

b.中焦之功能：腐熟水穀、化其精微。（泌糟粕，蒸津液，化其精微。） 

《靈樞‧營衛生會》曰：“中焦亦並胃中，出上焦之後。此所受氣者，泌糟粕，蒸

津液，化其精微，上注於肺脈，乃化而為血，以奉生身，莫貴於此，故獨得行於經隧，

命曰營氣。”中焦之氣，環行胃外；胃如釜，盛水穀，受氣薰蒸（中焦之氣），以腐熟水

穀；水谷化成精微（精氣），注於肺脈（由脾為胃行其津液）；經心神之作用，精微之精

氣化赤而變為血。《靈樞‧決氣》曰：“中焦受氣取汁，變化而赤，是謂血。” 

（3）下焦 

a.下焦之分部 

《靈樞‧營衛生會》曰：“下焦者，別回腸，注於膀胱而滲入焉。故水榖者，常並

居於胃中，成糟粕，而俱下於大腸，而成下焦。滲而俱下，濟泌別汁，循下焦而滲入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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胱焉。”《靈樞‧平人絕穀》曰：“下焦下溉諸腸。”《黃帝三部針灸甲乙經‧骨度腸

度腸胃所受》曰：“下焦下溉，泄諸小腸。”由《靈樞》與《甲乙經》之互參，小腸之

水穀津液經由氣化作用循下焦滲入膀胱，所剩之物進入大腸而成糟粕。 

下焦之道（水道）：小腸→下焦（內含氣化之水液）→膀胱。 

b.下焦之功能：分別清濁、通利二便。（濟泌別汁，滲而俱下，循下焦而滲入膀胱。） 

由《靈樞‧營衛生會》經文可知：水穀由口入胃，經中焦之氣的腐熟，化成精微而

出胃之兩焦（上焦行衛氣，中焦出營氣注於脈中）；剩餘之物進入小腸，小腸之外有腎間

動氣，在此進行水液之氣化，氣化之水液經由下焦滲入膀胱；所剩之物進入大腸，成糟

粕，出後陰。清者由小腸經下焦進入膀胱，濁者由小腸進入大腸。 

（4）三焦分部之景像：上焦如霧，中焦如漚，下焦如瀆。《靈樞‧營衛生會》中，

黃帝曰：“善。余聞上焦如霧，中焦如漚，下焦如瀆，此之謂也。”楊上善注曰：“上

焦之氣，如霧在天，霧含水氣，謂如雲霧也。中焦血氣在脈中，潤一頃，謂之漚也。下

焦之氣溲液等，如溝瀆流在地也。”如霧者應天，如漚者應人，如瀆者應地，三焦應三

才也。 

（三）三焦之形態：有厚薄、緩急、直結之別。《靈樞·本藏》雲:“密理厚皮者，

三焦膀胱厚；粗理薄皮者，三焦膀胱薄；疏腠理者，三焦膀胱緩；皮急而無毫毛者，三

焦膀胱急；毫毛美而粗者，三焦膀胱直；稀毫毛者,三焦膀胱結也。”《靈樞‧論勇》曰：

“勇士者，„„三焦理橫，„„。怯士者，„„其焦理縱。” 

《內經》言三焦之形態有如膀胱般可辨其厚薄、緩急、直結,並且兩者與腠理、毫毛

形態相對應；然而《難經》提出三焦“有名而無形”。兩經看來互相抵觸，反對三焦“無

形說”者都以《內經》之三焦形態有厚薄、緩急、直結，來攻擊《難經》，因而造成三

焦“有形”或“無形”之千年大辯論。 

（四）三焦之聯繫 

（1）三焦與心主相表裏。《素問‧血氣形志篇》曰：“少陽與心主為表裏。”故《難

經‧二十五難》曰：“心主與三焦為表裏。” 

（2）三焦與膀胱相連屬。《靈樞‧本輸》曰：“三焦者，中瀆之腑也，水道出焉，

屬膀胱。”《素問‧靈蘭秘典論》描述膀胱曰：“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氣化

則能出矣。” 

三焦與膀胱在功能上相連屬；膀胱是津液之腑，儲藏津液；三焦是中瀆之腑，運行

水液。三焦與膀胱的功能都與水液代謝有關。同樣地，三焦與膀胱在結構上相連屬，表

示三焦的水道與膀胱的津液之腑相通。 

三焦與膀胱的水液代謝包括下列兩個過程：（i）小腸→下焦→膀胱：小腸的水液藉

由腎間動氣之氣化作用變成氣化態之水氣，經由下焦滲入膀胱。（ii）膀胱→下焦→中焦

→上焦→衛氣之道：“氣化則能出矣”是另一個很重要的過程，膀胱所儲藏之津液可再

被利用，並非只是尿液。膀胱之津液再經由氣化作用上行下焦、中焦、上焦，再進入衛

氣之道，以溫分肉、實腠理、澤皮膚、發其汗。 

（3）三焦是孤腑。《靈樞‧本輸》曰：“少陽屬腎，腎上連肺，故將兩臟。三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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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瀆之腑也，水道出焉，屬膀胱，是孤之腑也。”孤腑就是沒有臟與之相配。三焦雖說

與心主相表裏，心主本質上是心之外膜亦屬於腑。故《難經‧三十九難》曰：“五臟各

一腑，三焦亦是一腑，然不屬於五臟，故言腑有五焉。” 

（4）三焦與腎、肺相連屬。《靈樞‧本輸》曰：“少陽屬腎，腎上連肺，故將兩臟。”

少陽為三焦，下焦連屬腎，上焦連屬肺，故將兩臟。此也義涵水道因呼吸而下行、上行

之不同。吸氣時，水道由肺下行腎；呼氣時，水道由腎上行肺。同時這也是下氣海（腎

間動氣）與上氣海（膻中）之交通。 

（5）三焦與腎、膀胱、腠理毫毛相連屬。《靈樞‧本臟》曰：“腎合三焦、膀胱。

三焦、膀胱者，腠理毫毛其應。” 

（6）左腎合膀胱，右腎合三焦。于《備急千金要方‧膀胱腑脈論》中，黃帝問曰：

“夫五臟各一名一形，腎乃獨兩何也？”岐伯對曰：“膀胱為腑，有二處、腎亦二形，

應左腎合膀胱，右腎合三焦。”此《千金要方》之文，不見於《內經》，但見於《脈經》，

可能是《內經》遺漏之經文。但“右腎合三焦”又與三焦為“孤之腑”不合。《內經》與

《難經》常有此現象，這只是說法之不同，不可過於拘泥文字。 

 

 

第二節 《黃帝八十一難經》之經旨 

 

《難經》﹝2﹞進一步闡明《內經》之經旨，但是有許多論述是《內經》所沒提到的。

尤其是三焦“有名而無形”，也因此引發北宋以後的三焦大爭論。《難經》之三焦論述有

以下重點： 

（一）三焦之形態：三焦有名而無形。《二十五難》曰：“心主與三焦為表裏，俱有

名而無形。”《三十八難》又重提一次曰：“所以腑有六者，謂三焦也。有原氣之別焉，

主持諸氣，有名而無形。”可見《難經》相當重視三焦“有名而無形”的論述。 

（二）三焦之功能：（1）通行原氣、（2）通行三氣、（3）主持諸氣、（4）水谷之道

路、氣之所終始、（5）氣會三焦。 

（1）三焦通行原氣。《三十八難》曰：“所以腑有六者，謂三焦也。有原氣之別焉。” 

《六十六難》曰：“三焦者，原氣之別使也。” 

（2）三焦主通行三氣。《六十六難》曰：“三焦者，原氣之別使也，主通行三氣，

經歷於五臟六腑。”（3）三焦主持諸氣。《三十八難》曰：“所以腑有六者，謂三焦也。

有原氣之別焉，主持諸氣，有名而無形，其經屬手少陽。此外腑也，故言腑有六焉。” 

（4）三焦為水谷之道路、氣之所終始。《三十一難》曰：“三焦者，水谷之道路，

氣之所終始也。” 

（5）氣會三焦。《四十五難》曰：“氣會三焦。” 

（三）三焦之分部：三焦之稟、生、始、終。《三十一難》總結《靈樞‧營衛生會》

曰：“三焦者，何稟、何生？何始、何終？其治常在何許？可曉以不？然：三焦者，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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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之道路，氣之所終始也。上焦者，在心下，下膈、在胃上口，主內而不出。其治在膻

中，玉堂下一寸六分，直兩乳間陷者是。中焦者，在胃中脘，不上不下，主腐熟水穀。

其治在臍傍。下焦者，當膀胱上口，主分別清濁，主出而不內，以傳道也。其治在臍下

一寸。故名曰三焦，其腑在氣街。” 

（1）三焦總體之功能：“水谷之道路、氣之所終始。” 

（2）三焦分部之功能：（i）上焦─內而不出。（ii）中焦─腐熟水穀。（iii）下焦

─分別清濁、出而不內。 

（3）“三焦，其腑在氣街。”暗示三焦之腑是氣的通路。 

（四）三焦之聯繫 

（1）三焦與心主相表裏。《二十五難》曰：“心主與三焦為表裏。”與《素問‧血

氣形志篇》曰：“少陽與心主為表裏。”此少陽指手少陽，代表三焦。 

（2）三焦與五臟六腑之氣相通。《六十六難》曰：“三焦者，原氣之別使也，主通

行三氣，經歷於五臟六腑。” 

（3）三焦與經絡之氣相通。 

（i）三焦之氣與陽經之氣相通于原穴。《六十二難》曰：“臟井滎有五，腑獨有六

者，何謂也？然：腑者陽也，三焦行于諸陽，故置一俞名曰原。腑有六者，亦與三焦共

一氣也。” 

（ii）三焦之氣與陰經之氣相通于俞穴。《六十六難》曰：“五臟俞者，三焦之所行，

氣之所留止也。” 

《難經》特別重視三焦之形態“有名而無形”，並且詳細論述三焦主氣之功能：（1）

通行原氣、（2）通行三氣、（3）主持諸氣、（4）氣之所終始。這也是《難經》主張三焦

“無形說”的緣故，因為三焦功能的實際運作是在“氣道”。 

 

 

第三節 《中藏經》之經旨 

 

《中藏經》相傳為東漢華佗所傳。其《論三焦虛實寒熱生死逆順脈證之法》﹝3﹞有很

精闢的三焦論述，也有不同於《內經》、《難經》新的論述，其論述要點如下： 

（一）三焦之功能 

（1）三焦通行三元之氣，總領五臟六腑，調節全身之氣。《中藏經‧論三焦虛實寒

熱生死逆順脈證之法》曰：“三焦者，人之三元之氣也。號曰中清之腑，總領五臟六腑、

榮衛經絡、內外左右上下之氣也。三焦通，則內外左右上下皆通也。其於周身灌體，和

內調外，榮左養右，導上宣下，莫大於此者也。” 

（2）三焦調節陰陽與呼吸。《中藏經》曰：“主通陰陽，調虛實呼吸。” 

（3）上焦通衛氣，中焦通營氣，下焦通水道：《中藏經》曰：“而衛出於上，榮出

於中。上者絡脈之系也，中者經脈之系也，下者水道之系也，亦又屬膀胱之宗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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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焦之形態 

（1）有名而無形。《中藏經》曰：“有其名而無形者也，。” 

（2）三焦是上、中、下三焦之合稱：《中藏經》曰：“名雖三而歸一” 

（三）三焦之名稱 

（1）又名玉海，水道。 

（2）亦號曰孤獨之腑。 

（3）上則曰三管，中則名霍亂，下則曰走哺。 

《中藏經》也承襲《難經》之三焦“無形說”，對《難經》之“主通行三氣”詮釋

為：“人之三元之氣也”。經文中尤為重視三焦對全身氣之通調作用，所以論述曰：“總

領五臟六腑、榮衛經絡、內外左右上下之氣也。三焦通，則內外左右上下皆通也。其於

周身灌體，和內調外，榮左養右，導上宣下，莫大於此者也。”“莫大於此”即是對三

焦重要性之傳神描述。 

 

 

第四節 三焦之四大要件 

 

綜合以上《內經》、《難經》和《中藏經》之經旨，三焦之形質必須同時符合下列四

大要件：（1）有形與無形兼顧、（2）水道、（3）氣道、（4）連系五臟六腑。 

（一）有形與無形兼顧。如何同時解釋《靈樞·本藏》之“三焦有有厚薄、緩急、直

結之別”，與《難經》之“三焦有名而無形”是解決三焦形質問題的關鍵。這也是第三

章（有形與無形）為何置於本章之前作為立論基礎的原因。從《道德經》到《南華經》，

所要論述的就是“道”生成萬物之原理，由“道”之無名、無形，生成有名、有形之萬

物。“有形”之內必含“無形”，因“有形”者必有間隙，間隙則是存在“無形”。從

《黃帝內經》到《難經》，所要論述的就是人由天地合氣而生之道理，人法天地，故《素

問‧天元紀大論》曰：“在天為氣，在地成形，形氣相遷而化生萬物矣。”“有形”與

“無形”皆是構成人體之要素，缺一不可。 

《靈樞．本藏》講：“三焦有有厚薄、緩急、直結之別”，而《難經》之《二十五

難》與《三十八難》講：“三焦有名而無形”。其實兩者並無矛盾，而是說法各有側重。

《黃帝內經》指的是三焦之“外膜”，而《難經》指的是三焦之“空腔”（由三焦外膜

圍成，其腔內所運行氣與津液）。因為是“外膜”當然有厚薄、緩急、直結之別，因為是

“空腔” 當然是“有名而無形”。 

《難經》之所以要強調三焦“有名而無形”，是要後代醫家知道三焦真正功能的運

作是在三焦腑內（空腔內），其內有氣（無形）和津液（氣化態）不斷地運行。《難經》

是最早根據《內經》而作的醫書，扁鵲必定看過《內經》的原本，其內容必定與今本大

不相同。原本《內經》是否有提三焦“有名而無形”，則不得而知。為何《難經》不把

三焦的道理說清楚，而只提三焦“有名而無形”？如此即可免除之後三焦“有形”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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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形”的爭論。可能《難經》也想順便考一考後代醫家看其對三焦悟不悟。 

（二）三焦是水道。《素問‧靈蘭秘典論》曰：“三焦者，決瀆之官，水道出焉。”

有些人以為水道一定要像血管般有形體，但是三焦之水道是氣化態水液的水道，所以《難

經》才會提出三焦“有名而無形”的論述。這就是了解三焦之關鍵，也是中醫與西醫最

大的不同處。 

水液如何變成氣化態呢？水液必須經由氣的氣化作用，才能由液態變成氣態。一般

是由原氣或腎氣，就像《素問‧陰陽應象大論》有雲：“地氣上為雲，天氣下為雨。雨

出地氣，雲出天氣。” 

（三）三焦是氣道。 

《內經》主要論述三焦為水道，雖然《靈樞‧五癃津液別》曰“故三焦出氣，以溫

肌肉，充皮膚，為其津。”講到三焦行氣之功能。 

《難經》詳細論述三焦氣道有如下之功能：（1）通行原氣、（2）通行三氣、（3）主

持諸氣、（4）氣之所終始、（5）氣會三焦。 

《中藏經》非常重視三焦對氣之調節作用曰：“三焦者，人之三元之氣也。號曰中

清之腑，總領五臟六腑、榮衛經絡、內外左右上下之氣也。”認為三焦不僅總領五臟六

腑之氣，對全身之氣都有調節作用，故又曰：“三焦通，則內外左右上下皆通也。其於

周身灌體，和內調外，榮左養右，導上宣下，莫大於此者也。”“ 

水道與氣道並非獨立的，而是合一的。氣與水氣相偕而遊行于三焦空腔。氣為陽，

水氣為陰，兩相相偕，才能陰陽調和。如火氣壅塞三焦，則耗傷津液；如水濕停滯三焦，

則陰霾內盛，臟腑、三焦氣化不利。 

（四）連系五臟六腑。 

《難經‧六十六難》曰：“三焦者，原氣之別使也，主通行三氣，經歷於五臟六腑。”

三焦位於臟腑間隙，與臟腑以膜相椄，腔內通行三氣，氣津可透過玄府，遊行於臟腑與

三焦之間。 

 

 

     第五節 三焦相當於西醫之胸膜腔與腹膜腔 

 

中醫之三焦相當於西醫之胸膜腔與腹膜腔。符合上列三焦四要件之西醫解剖結構為

胸膜腔（pleural cavity）與腹膜腔（peritoneal cavity）。胸膜腔位於人體上部，等

同上焦；腹膜腔位於人體中下部，等同中焦、下焦。兩腔相通，以橫隔分開。胸腹膜腔

（三焦）為空腔結構，其內遊行氣津。 

（1）“有形”與“無形”兼顧。三焦空腔內即《難經》所謂“無形”的部份，三焦

空腔外膜即《內經》所謂“厚薄、緩急、直結”的部份。 

（2）水道。三焦空腔內流行氣化態津液，所以屬無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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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氣道。三焦空腔內通行三氣。氣隨呼而升，隨吸而降。三焦空腔不僅可聯繫五

臟六腑，也是臟腑聯繫四肢的要道。 

（4）聯繫五臟六腑。三焦空腔位於五臟六腑之間，其內通行氣與津液（氣化態）。

三焦之氣液可經由玄府與五臟六腑相通，三焦空腔即藉此調節臟腑之功能。 

 

 

第六節 部位三焦之由來 

 

以上所論述之三焦屬於“六腑三焦”，另外還有“部位三焦”也很常用，但意義不

同，必須辨明。“辨證三焦”則是吳鞠通以部位三焦的概念，創立溫病的辨證方法。 

“部位三焦”是一種區域、部位的概念，並不是六腑之一。因為中醫界自仲景以降

皆習慣使用，所以變成為一種約定俗成的講法。上焦指胸腔，包括心、肺；中焦指上腹

腔，包括脾、胃、肝、膽；下焦指下腹腔（骨盆腔），包括腎、膀胱、大小腸。 

最早來源可能是《靈樞‧營衛生會》中，黃帝曰：“善。余聞上焦如霧，中焦如漚，

下焦如瀆，此之謂也。”但黃帝或許指的是“六腑三焦”，並非“部位三焦”。 

張仲景時常使用“部位三焦”之概念於《傷寒論》﹝4﹞中。如（1）《傷寒論‧平脈法》

曰“脈有三部，尺寸及關。„„三部不同，病各異端。„„審察表裏，三焦別焉。”“三

部”指寸關尺，而三焦則是“部位三焦”（2）《傷寒論‧辨太陽病脈並治下》曰：“理

中者，理中焦，此利在下焦，赤石脂禹餘糧湯主之。複不止者，當利其小便。”此中焦

指脾胃。（3）《傷寒論‧辨少陰病脈並治》曰：“少陰病，欲吐不吐，心煩但欲寐，五六

日自利而渴者，屬少陰也，虛故引水自救。若小便色白者，少陰病形悉具。小便白者，

以下焦虛有寒，不能制水，故令色白也。”此下焦指腎與膀胱，當然兩者皆與水道之下

焦相通。 

《諸病源候論》也有相同“部位三焦”的用法，《諸病源候論‧虛勞病諸候下‧虛勞

膝冷候》﹝5﹞曰：“腎弱髓虛，為風冷所搏故也。腎居下焦，主腰腳，其氣榮潤骨髓。”

“腎居下焦”明顯為“部位三焦”的用法。 

王冰《黃帝內經素問注》﹝6﹞也使用“部位三焦”，例如於注《素問‧金匱真言論篇

第四》曰：“心位處上焦，肺位處上焦，腎位處下焦，肝位處中焦，脾位處中焦。” 

“六腑三焦”與“部位三焦”看似容易混淆，但從上下文即可清楚分辨，其實兩者 

用法殊途同歸。以上焦為例，六腑之上焦為西醫之胸膜腔（pleural cavity），部位之上

焦為西醫之胸腔（thoracic cavity），當然胸腔包括胸膜腔和胸腔內之器官（心、肺、

食道）。如果以《內經》之“上焦如霧”，也可解釋胸膜腔，也可解釋胸腔，因為兩者都

是對應於三才（天人地）之“天”，天似雲霧。並且胸膜腔與胸腔內之器官可經由玄府

通氣。胸膜腔可調節心、肺之功能，故《備急千金要方·三焦脈論》﹝7﹞曰:“上焦主心肺

之病，中焦主脾胃之病，下焦主肝腎之病。”此上焦指“六腑三焦”之上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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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人身有如一小宇宙（太陽系），太陽系由太陽和九大行星組成，總共有十大星球。十

大星球猶如五臟、五腑。三焦為臟腑之間隙，猶如十大星球之間的空間。星球之間如無

空間就會碰撞，發生危險。三焦之重點在空腔，空腔為“無形”，此為氣與水氣（氣化

態）運行之道路。所以《難經》才會苦口婆心說兩次三焦“有名而無形”，後人不悟反

而以《內經》之言抵毀《難經》。 

我們不僅要探究三焦之形質，同時也要瞭解三焦是如何地運作，才能達到“主持諸

氣”與“水道出焉”之功能。下兩章（第六章與第七章）將分別討論三焦之兩大功能：（1）

行氣、（2）行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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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三焦與氣之運行 
 

 

前一章已討論過三焦的實質。在形態上，它是驅體中臟腑之外、體壁之內（臟腑之

間）的空腔；在功能上，此空腔是氣和津（水氣）運行的道路。 

《靈樞‧五癃津液別》講到三焦之行氣曰：“故三焦出氣，以溫肌肉，充皮膚，為

其津。”《難經》論述三焦行氣有五個功能：（1）通行原氣、（2）通行三氣、（3）主持

諸氣、（4）氣之所終始。（5）氣會三焦。《中藏經》特別強調三焦對全身之氣都有調節作

用曰：“三焦者，人之三元之氣也，號曰中清之腑。總領五臟六腑、榮衛經絡、內外左

右上下之氣也。三焦通，則內外左右上下皆通也。其於周身，灌體，和內調外，榮左養

右，導上宣下，莫大於此者也。” 

這一章將專門討論三焦與氣的關係，分別論述：（1）三焦與原氣、命門、（2）三焦

與營氣、（3）三焦與衛氣、（4）三焦與宗氣、（5）三焦與玄府。下一章將討論三焦另一

個重要功能─行水，即三焦參與水液代謝的過程。 

 

 

第一節 三焦與原氣、命門 

 

《內經》﹝1﹞對命門的論述很少，只說：“命門者，目也。”或許《內經》對命門論

述的經文有所遺失。《難經》
﹝2﹞

為發揮《內經》之作，《難經》對命門、三焦的論述則非

常清楚，可補充《內經》之不足。以下論述三焦與原氣、命門的關係有下列四點： 

（一）腎間動氣是原氣之根源。《難經‧六十六難》曰：“臍下腎間動氣者，人之生

命也，十二經之根本也，故名曰原。”《難經‧八難》曰：“諸十二經脈者，皆系于生

氣之原。所謂生氣之原者，謂十二經之根本也，謂腎間動氣也。此五臟六腑之本，十二

經脈之根，呼吸之門，三焦之原，一名守邪之神。” 

腎間動氣者，名之曰“原”，是原氣之根源；三焦是原氣之別使，故“原者，三焦

之尊號也。”腎間動氣與原氣有相同、也有區分，以氣的性質而言可視為同義，但以流

行之部位而言還是有區分。“腎間動氣”專指的是在兩腎間運轉之氣團；而“原氣”是

指腎間動氣經三焦或經脈運往全身之氣，此時只可稱原氣，不可稱腎間動氣。 

腎間動氣是原氣之根源，其功能如下： 

（1）生氣之原。 

（2）人之生命。腎間動氣是人最初之原氣。氣為陽，主動；精為陰，主靜。陰無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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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無以生。故此腎間動氣是使先天之精化生的動力來源。 

（3）五臟六腑之本。 

（4）十二經之根本。 

（5）呼吸之門。《難經‧四難》曰：“呼出心與肺，吸入肝與腎。” 

（6）三焦之原。 

（二）右腎為命門，是原氣（腎間動氣）之所系。《難經‧三十六難》曰：“腎兩者，

非皆腎也。其左者為腎，右者為命門。命門者，諸神精之所舍，原氣之所系也，故男子

以藏精，女子以系胞。故知腎有一也。”根據《難經》的論述，命門並非原氣，也非腎

間動氣，而是右腎。原氣（腎間動氣）是系於命門。《難經‧三十九難》曰：“謂腎有兩

髒也。其左為腎，右為命門。命門者，諸精神之所舍也，男子以藏精，女子以系胞，其

氣與腎通。故言臟有六也。”右腎是命門，命門之氣與腎氣相通。 

命門（右腎）有如下之功能： 

（1）原氣之所系、（2）諸精神之所舍、（3）男子以藏精、（4）女子以系胞 

（三）三焦是原氣的“別使”。三焦是原氣的道路。《難經‧三十八難》曰：“所以

腑有六者，謂三焦也。有原氣之別焉，主持諸氣，有名而無形，其經屬手少陽。此外府

也，故言腑有六焉。”三焦是五臟、五腑相配多出來的一腑，稱為孤腑。故《靈樞‧本

輸》稱“是孤之腑也”，此難稱“外腑”又有多一層意義。三焦位於五臟、五腑之外的

一個腑，即五臟、五腑之間隙，此間隙可通行原氣，聯絡五臟、五腑。《難經‧三十八難》

曰：“三焦也。有原氣之別焉，主持諸氣，有名而無形。”《難經‧六十六難》曰：“三

焦者，原氣之別使也，主通行三氣，經歷於五臟六腑。兩難同時說出三焦是原氣的“別

使”，亦即三焦是原氣別的通路。 

（四）原氣的“正使”可能是督脈、任脈、沖脈。《難經》並未提到原氣之正使。不

過《難經‧三十九難》曰：“命門者，諸精神之所舍也，男子以藏精，女子以系胞，其

氣與腎通。”命門、原氣、腎氣三者相通，所以原氣也可經由腎通往身體其他部位。《難

經‧二十八難》曰：“督脈者，起於下極之俞，並於脊裏，上至風府，入屬於腦。任脈

者，起於中極之下，以上毛際，循腹裏，上關元，至喉咽。”督脈與任脈都經過少腹丹

田之位。《素問‧骨空論》曰：“任脈者，起於中極之下，以上毛際，循腹裏，上關元，

至喉咽。„„督脈者，起於少腹以下骨中央，„„貫脊屬腎„„入循膂絡腎。„„其少

腹直上者，貫臍中央，上貫心。”《素問‧舉痛論》曰：“沖脈起于關元，隨腹直上。”

督脈、任脈、沖脈都經過少腹丹田之位，丹田即為腎間動氣之所，也為督脈、任脈、沖

脈相交之處。且督脈與腎、心直接相通。督、任、沖脈可能是原氣之“清氣之道”，為

“正使”；而三焦為原氣之“濁氣之道”，為“別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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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三焦與營氣 

 

《靈樞‧五味》曰：“谷始入於胃，其精微者，先出於胃之兩焦，以溉五藏，別出

兩行，營衛之道。”水榖入於胃，經脾胃腐熟，化為精微之氣。精微之氣分為營氣、衛

氣兩道： 

（1）衛氣之道，行於脈外。濁者稱為衛氣，從胃上口，入上焦，經腋，入手太陰脈

外分肉之間，行於脈外，與水津結合，與原氣同行。故《素問‧痹論》中，岐伯曰：“衛

者，水穀之悍氣也，其氣慓疾滑利，不能入於脈也，故循皮膚之中，分肉之間，熏於肓

膜，散於胸腹。”衛氣慓疾滑利，行於脈外，四處遊行，薰蒸於皮膚之中、分肉之間、

胸腹肓膜。相同論述可見於《靈樞·邪客》，伯高曰：“衛氣者，出其悍氣之剽疾，而先

行於四末、分肉、皮膚之間而不休者也。晝行于陽，夜行于陰。常從足少陰之分間，行

於五臟六腑。”衛氣者，其性悍，其行疾。晝日行于陽，於四末、分肉、皮膚之間；夜

間行于陰，於五臟六腑之內。 

（2）營氣之道，行於脈中。清者稱為營氣，從胃中口，由脾上輸於肺，行於脈中，

與血結合，與宗氣同行。故《素問‧痹論》曰：“榮者，水穀之精氣也，和調於五臟，

灑陳於六腑，乃能入於脈也，故循脈上下，貫五臟絡六腑也。”營氣又稱為精專之氣。

故《靈樞‧營氣》曰：“營氣之道，內穀為寶。谷入於胃，乃傳之肺，流溢於中，布散

於外。精專者行於經隧，常營無已，終而複始，是謂天地之紀。” 

營氣是行於脈內的精微之氣，與血相結合。陽動陰靜，營氣為陽，血為陰，氣載血

而行。衛氣行於脈外分肉之間，與脈內營氣相貫。此時衛氣為陽，營氣為陰，營衛相貫，

陰平陽密。故《靈樞·營衛生會》曰:“人受氣于谷,谷入於胃,以傳以肺,五臟六腑皆以受

氣,其清者為營,濁者為衛,營在脈中,衛在脈外,營周不休,五十而複大會，陰陽相貫，如

環無端。” 

營氣入門靜脈。《靈樞‧營衛生會》曰：“中焦亦並胃中，出上焦之後，此所受氣者，

泌糟粕，蒸津液，化其精微，上注於肺脈，乃化而為血，以奉生身，莫貴於此，故獨得

行於經隧，命曰營氣。”水榖經過中焦之氣薰蒸腐熟，化其經微變成營氣，由胃中口進

入血脈中。此血脈可能相當於現代醫學之門靜脈（portal vein）。門靜脈由脾、胃、腸，

經肝上行入下腔靜脈（inferior vena cava），再入心、肺。門靜脈包裹於胃腸系膜（中

焦外膜）之內。營氣出於中焦之胃中口，非行於中焦之空腔。中焦之空腔只能行濁氣，

不能行如清氣之營氣。 

《靈樞‧營氣》詳細描述營氣循行的路徑曰：“營氣之道。內穀為寶。谷入於胃。

乃傳之肺。流溢於中。布散於外。精專者行於經隧。常營無已。終而複始。是謂天地之

紀。故氣從太陰出注手陽明。上行注足陽明。下行至跗上。注大趾間。與太陰合。上行

抵髀。 

從髀注心中。循手少陰出腋。下臂注小指。合手太陽。上行乘腋。出內。注目內 。上巔 

下項。合足太陽。循脊下尻下行。注小趾之端。循足心。注足少陰。上行注腎。從腎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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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外散於胸中。循心主脈。出腋下臂。出兩筋之間。入掌中。出中指之端。還注小指 

次指之端。合手少陽。上行至膻中。散于三焦。從三焦注膽。出脅。注足少陽。下行至 

跗上。複從跗注大趾間。合足厥陰。上行至肝。從肝上注肺。上循喉嚨。入頏顙之竅。 

究於畜門。其支別者。上額循巔。下項中。循脊入 。是督脈也。絡陰器。上過毛中„„

入臍中。上循腹裏。入缺盆。下注肺中。複出太陰。此營氣之所行也。逆順之常也。 

總結營氣之道：中焦胃中口→手太陰肺脈→手陽明→足陽明→足太陰→心→手少陰

→手太陽→足太陽→足少陰→腎→心→心主脈→手少陽→膻中→三焦→膽→足少陽→足

厥陰→肝→肺。 

 

 

第三節 三焦與衛氣 

 

衛氣之道。《靈樞‧營衛生會》曰：“上焦出於胃上口，並咽以上，貫膈而布胸中，

走腋，循太陰之分而行，還至陽明，上至舌，下足陽明，常與營俱，行于陽二十五度，

行于陰亦二十五度，一周也，故五十度而複大會于手太陰矣。”說明上焦之氣從胃上口

出，穿過膈，而流布胸中，經過腋，進入衛氣所行之道路，脈外分肉之間。營行脈中，

衛行脈外，營衛相貫。 

（i）營行脈中，衛行脈外。《靈樞‧衛氣》曰：“其浮氣之不循經者為衛氣，其精

氣之行於經者為營氣。陰陽相隨，外內相貫，如環之無端。”衛氣行於經脈外分肉間，

營氣行於經脈之內，衛氣為陽，營氣為陰，外內相貫。 

（ii）衛氣與水氣相偕，而行於分肉、腠理。《靈樞‧決氣》曰：“上焦開發，宣五

穀味，熏膚，澤身，充毛，若霧露之溉，是謂氣。腠理發洩，汗出溱溱，是謂津。”衛

氣與水津（氣化態）相偕而行於分肉、腠理間，以溫分肉、實腠理。入皮毛，毛蒸理泄，

汗出溱溱。 

（iii）總結衛氣之道：胃上口→貫膈→胸中→走腋→脈外分肉之間→腠理→皮毛→

汗孔→體外。另外衛氣白天行于陽，夜晚行于陰。晚上則常從足少陰之分間，行于五藏

六府。 

（iv）膀胱津液之氣化。膀胱之津液受原氣之氣化變為水氣，水氣與原氣偕行，由

下焦、經中焦、出上焦，也成為衛氣之一部份。這也就是張景岳認為：“營出於中焦，

衛出於下焦。”而張志聰認為：“榮出中焦，衛出上焦。”之區別所在。 

衛出於上、下焦之爭辯。《靈樞‧營衛生會》曰：“營出於中焦，衛出於下焦。”但

後世有“衛出於上焦”或“衛出於下焦”之爭辯。 

（a）衛出於上焦。《靈樞‧營衛生會》曰：“營出於中焦，衛出於下焦。”《黃帝

三部針灸甲乙經》﹝3﹞曰：“營出於中焦，衛出於下焦。”《黃帝內經太素》﹝4﹞曰：“營

出於中焦，衛出於上焦”。《千金方‧三焦脈論》﹝5﹞曰：“榮出中焦，衛出上焦。”《外

台秘要‧三焦脈病論》﹝6﹞引《刪繁論》曰：“榮出中焦，衛出上焦。”張介賓等贊成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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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於下焦，而張志聰等支持衛出上焦。筆者認為“衛出於下焦”可能因為筆誤，提出如

下證據： 

（1）同篇中之經文對照。因為《靈樞‧營衛生會》下一段即說“上焦出於胃上口，„„ 

常與營俱，行于陽二十五度，行于陰亦二十五度，”上焦出於胃上口，所出之氣經文中

未寫，但由下文可知為衛氣。因為衛營偕行，營行脈中，衛行脈外。再下一段，以漏泄

為例，更直接說出衛氣。黃帝曰：“人有熱，飲食下胃，其氣未定，汗則出，或出於面，

或 

出於背，或出於身半，其不循衛氣之道而出何也？”岐伯曰：“此外傷於風，內開腠理，

毛蒸理泄，衛氣走之，故不得循其道，此氣慓悍滑疾，見開而出，故不得從其道，故命

曰漏泄。” 

（2）《內經》其他篇章經文對照。《靈樞·五味》中，黃帝曰:“營衛之行奈何？”

岐伯曰:“谷始入於胃，其精微者，先出於胃之兩焦，以溉五藏，別出兩行，營衛之道。”

此段經文也論述相當明顯，“胃之兩焦”即中、上二焦，由此“別出兩行，營衛之道”。

下面兩篇經文更直接點出上焦出衛氣。《靈樞·決氣》“上焦開發，宣五穀味，熏膚，充

身，澤毛，若霧露之溉，是謂氣。”《靈樞‧癰疽》曰：“上焦出氣以溫分肉，而養骨

節，通腠理。” 

（3）《難經》經文之對照。《難經‧三十難》曰：“榮氣之行，常與衛氣相隨不？然：

經言人受氣于谷，谷入於胃，乃傳與五臟六腑，五臟六腑皆受於氣。其清者為榮，濁者

為衛，榮行脈中，衛行脈外，營周不息，五十而複大會。陰陽相貫，如環之無端，故知

榮衛相隨也。”《難經》雖然沒有直接說出“營出於中焦，衛出於上焦”。但是由經文

中“谷入於胃，„„其清者為榮，濁者為衛，榮行脈中，衛行脈外。”即可知衛氣為濁

氣，與榮氣皆出於胃。而下焦當膀胱上口，距胃甚遠，所以非下焦，應是“衛出於上焦”。 

（4）《中藏經》之經文。《中藏經‧論三焦虛實寒熱生死逆順脈證之法》﹝7﹞曰：“而

衛出於上，榮出於中。” 

（5）重要古籍的記載。況且《黃帝內經太素》、《千金方》、《外台秘要》等眾多唐代

重要古籍都是直接或間接引述《黃帝內經》說：“營出於中焦，衛出於上焦”。現今《靈

樞》版本出於南宋，晚于唐代，可資證明。 

（b）衛出於下焦。雖然有以上有力證據，但《靈樞‧五癃津液別》曰：“故三焦出

氣，以溫肌肉，充皮膚，為其津。”《素問‧靈蘭秘典論》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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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膀胱為儲藏津液之腑，經

原氣和腎氣的氣化作用，尿液由尿道往下走出前陰，水津則氣化經膀胱玄府蒸發上行進

入下焦，再經由中焦、上焦，循衛氣之道，入腠理毛蒸理泄，而發汗。所以衛氣之道中

（脈外），除了衛氣，還包括原氣與氣化之水津。因此衛出於三焦。 

兩段論述看似矛盾，實為互補。第一段主要講《靈樞‧營衛生會》中經文之誤寫，

第二段則是論述三焦之結構互通、功能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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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三焦與宗氣 

 

（一）宗氣之涵義 

（1）宗氣是胸中心、肺之氣的總稱。《靈樞·邪客》定義宗氣曰：“宗氣積於胸中,

出於喉咽,以貫心脈而行呼吸焉”宗氣是積於胸中之氣,其功能是貫心脈而行呼吸。所以

宗氣胸中心、肺之氣的總稱，它的作用是助心行血、助肺呼吸，同時完成迴圈與呼吸的

功能。 

（2）宗氣又稱為（胸中）大氣或氣海。《靈樞‧五味》曰：“其大氣之搏而不行者，

積于胸中，命曰氣海，出於肺，循喉咽，故呼則出，吸則入。” 

（二）宗氣之功能 

（1）助心行血：宗氣為胸中大氣，能鼓動心臟博動，產生心氣推動血液迴圈。 

（2）助肺呼吸：吸氣時，因宗氣變小而使大自然之清氣進入（吸則入）；而呼氣時，

因宗氣變大而使大自然之清氣出去（呼則出）。《靈樞．邪氣藏腑病形》曰:“宗氣上出

於鼻而為之臭。”鼻為肺之竅，宗氣因助肺行呼吸，而與嗅覺有關。故《素問‧五臟別

論篇》曰：“故五氣入鼻，藏於心肺，心肺有病，鼻為之不利也。” 

（三）宗氣之組成 

宗氣是積於胸中之氣海，其組成包括下列五部分： 

（1）心氣。 

（2）肺氣。 

（3）大自然之清氣。 

（4）水穀之精氣：包括營氣與衛氣。 

（5）原氣。 

（四）宗氣與三焦之關係 

（1）上焦之氣（衛氣）與宗氣相通：三焦與心包為表裏，三焦與心包之氣相交通。

上焦之氣（衛氣）即是透過心包與宗氣相通。衛氣路徑：胃上口→上焦→心包→宗氣（心、

肺之氣）→肺（肺氣）→手太陰肺經脈外分肉空間→„„。 

（2）宗氣與腎間動氣之氣團在三焦空腔內的上下交通。 

（a）吸氣時：宗氣→三焦空腔→腎間動氣 

（b）呼氣時：腎間動氣→三焦空腔→宗氣 

（五）宗氣（上氣海）與腎間動氣（下氣海）之關係 

宗氣彙集心肺之氣、營衛之氣、大自然之清氣形成上氣海，此與腎間動氣之下氣海

形成一上一下對比。其實，兩者之間關係非常密切。《難經‧八難》曰：“所謂生氣之

原者，謂十二經之根本也，謂腎間動氣也。此五臟六腑之本，十二經脈之根，呼吸之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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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焦之原，一名守邪之神。”腎間動氣有許多重要功能，其中之一是呼吸之門。換句話

說，雖然呼吸的完成是靠著宗氣的作用使大自然之清氣進出肺臟；但更深層的意義，在

於上氣海（宗氣）與下氣海（腎間動氣）之氣團在三焦空腔內的上下交通。亦即，吸氣

時，宗氣往下歸於腎間動氣；呼氣時，腎間動氣往上與宗氣交通。這也是心腎之氣交通

的完成。故《難經‧四難》曰：“呼出心與肺，吸入腎與肝。”《靈樞．刺節真邪》曰：

“氣積於胃，以通管衛，各行其道。宗氣留於海，其下者注於氣街，其上者走於息道。” 

 

 

第五節 三焦與玄府 

 

（一）玄府之涵義 

（1）狹義之玄府：汗孔。 

玄府一詞首見於《內經》，《素問·水熱穴論篇》曰:“所謂玄府者,汗空也。”《內經》

定義玄府之義為排汗之孔。 

（2）廣義之玄府（氣門）：有形萬物皆有玄府，玄府作為無形“氣”之門戶。 

劉完素提出嶄新的“玄府氣門說”，在《素問玄機原病式．六氣為病·火類》﹝8﹞中曰:“然

皮膚之汗孔者，謂洩氣液之孔竅也，一名氣門，謂洩氣之門也；一名腠理者，謂氣液出

行之腠道紋理也；一名鬼神門者，謂幽冥之門也；一名玄府者，謂玄微府也。然玄府者，

無物不有，人之臟腑、皮毛、肌肉、筋膜、骨髓、爪牙，至於世之萬物，盡皆有之，乃

氣出入升降之道路門戶也。”劉氏認為萬物皆有玄府，玄府是“氣”出入升降之道路門

戶。 

（二）玄府之功能 

（1）玄府作為氣升降出入之門戶，而氣之升降出入又為萬物生、長、化、收、藏之

原動力。劉氏並引元陽子解《清靜經》之“大道無形，非氣不足以長養萬物。”曰：“由

是氣化則物生，氣變則物易，氣甚即物壯，氣弱即物衰，氣正即物和，氣亂即物病，氣

絕即物死。”並引證《素問．六微旨大論篇》之“出入廢，則神機化滅；升降息，則氣

立孤危。故非出入則無以生、長、化、收、藏。是以升降出入，無器不有。” 

（2）玄府閉塞，則氣機停頓，而百病生矣。劉氏曰：“有所閉塞者，不能為用也。

若目無所見，耳無所聞，鼻不聞臭，舌不知味，筋痿骨痹，齒腐，毛髮墮落，皮膚不仁，

腸不能滲泄者，悉由熱氣怫郁，玄府閉密而致，氣液、血脈、榮衛、精神。不能升降出

入故也。” 

（三）玄府與三焦 

《難經‧六十六難》曰：“三焦者，原氣之別使也，主通行三氣，經歷於五臟六腑。”

又《中藏經》曰：“三焦者，人之三元之氣也。號曰中清之腑，總領五臟六腑、榮衛經

絡、內外左右上下之氣也。”三焦是氣液之道路，調節五臟五腑，並作為驅體通往四肢

之路徑。三焦與五臟五腑緊密相鄰，密切相關，其能完成此重要之調節功能就是三焦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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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膜與五臟五腑之外壁皆具有玄府。玄府能通透氣液，才能使三焦達成“主持諸氣”、

“總領五臟六腑、榮衛經絡、內外左右上下之氣”之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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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三焦與水液代謝 
 

 

三焦有兩大功能：（1）行氣、（2）行水。前一章討論行氣功能，是以三焦空腔內之

氣為主體；這一章討論行水功能，是以三焦空腔旁之臟腑為主體。雖然分兩章討論，但

兩者緊密相關，而不可分割。氣與水氣相結合，行于三焦空腔，氣為陽，水為陰，陰陽

調和，溫煦、潤澤全身。 

《素問‧靈蘭秘典論》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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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三焦是水液之道路，而膀胱為儲水之所。《靈樞‧本臟》

曰：“腎合三焦、膀胱。”《素問‧上古天真論》曰：“腎者主水。”可見腎、膀胱、

三焦共同參與水液代謝。 

《素問‧經脈別論》曰：“飲入于胃，遊溢精氣，上輸於脾。脾氣散精，上歸於肺，

通調水道，下輸膀胱。水精四布，五經並行。”可見水榖入於胃，先由胃之腐熟，再由

脾之運化，上輸至肺。肺為水之上源，通調水道。可見脾、胃、肺、膀胱也共同參與水

液代謝。 

由此四篇《黃帝內經》﹝1﹞之經文，就可清楚瞭解到肺、脾、腎三髒與膀胱、三焦兩

腑完整參與整個水液代謝過程。本章將專門討論三焦與水液代謝的關係，分別論述（1）

三焦與脾、胃、（2）三焦與肺、（3）三焦與小腸、大腸、（4）三焦與腎、膀胱。 

 

 

第一節 三焦與脾胃 

 

脾、胃腐熟運化水榖，化為精微，營出於中焦，衛出於下焦。三焦與脾、胃關係非

常密切，上焦、中焦皆出於胃中。《靈樞‧邪客》曰：“五穀入於胃也，其糟粕、津液、

宗氣，分為三隧。故宗氣積於胸中，出於喉嚨，以貫心脈，而行呼吸焉。營氣者，泌其

津液，注之於脈，化以為血，以滎四末，內注五藏六府，以應刻數焉。衛氣者，出其悍

氣之慓疾，而先行於四末分肉皮膚之間，而不休者也，晝日行于陽，夜行于陰，常從足

少陰之分間，行于五藏六府。”水榖入胃，經胃之腐熟、脾之運化，而分為四個道路：（1）

衛氣之道、（2）營氣之道、（3）宗氣之道、（4）糟粕之道。 

（1）衛氣之道。《靈樞‧營衛生會》曰：“上焦出於胃上口，並咽以上，貫膈而布

胸中，走腋，循太陰之分而行，還至陽明，上至舌，下足陽明，常與營俱，行于陽二十

五度，行于陰亦二十五度，一周也，故五十度而複大會于手太陰矣。”說明上焦之氣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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胃上口出，穿過膈，而流布胸中，經過腋，進入衛氣所行之道路，脈外分肉之間。（營行

脈中，衛行脈外。）衛氣與水津（氣化態）相偕而行於分肉、腠理間，以溫分肉、實腠

理。入皮毛，毛蒸理泄，汗出溱溱。 

總結衛氣之道：胃上口→貫膈→胸中→走腋→脈外分肉之間→腠理→皮毛→汗孔→

體外。另外衛氣白天行于陽，夜晚行于陰。晚上則常從足少陰之分間，行于五藏六府。 

（2）營氣之道。《靈樞‧營衛生會》曰：“中焦亦並胃中，出上焦之後，此所受氣

者，泌糟粕，蒸津液，化其精微，上注於肺脈，乃化而為血，以奉生身，莫貴於此，故

獨得行於經隧，命曰營氣。”胃腑受納水榖如鍋釜，外受中焦之氣（包括原氣、脾氣）

的薰蒸而腐熟水榖。中焦之氣又可泌糟粕、蒸津液，水榖精微由脾氣轉輸，上注肺脈，

經神氣作用化赤為血液。經脈內營氣與血液相結合，營氣為陽，血液為陰。營氣循肺脈，

而朝百脈，散佈全身。故《靈樞‧營氣》曰：“營氣之道，內穀為寶。谷入於胃，乃傳

之肺。流溢於中，布散於外，精專者行於經隧。”《靈樞‧決氣》曰：“中焦受氣，取

汁變化而赤，是謂血。”《靈樞‧五味論》總結曰：“血脈者，中焦之道也。” 

（3）宗氣之道。《靈樞‧五味》曰：“其大氣之搏而不行者，積于胸中，命曰氣海，

出於肺，循喉咽，故呼則出，吸則入。”宗氣是積於胸中之氣海，為營氣、衛氣、原氣、

大自然之清氣、心肺之氣的總和，稱為大氣。所以《靈樞．邪客》說五穀入於胃，而分

三隧：糟粕、津液、宗氣，先不提營氣、衛氣，乃以宗氣總稱之，于下文才宗氣、營氣、

衛氣並稱。所以宗氣也來源於脾、胃。 

（4）糟粕之道。《靈樞‧營衛生會》曰：“下焦者，別回腸，注於膀胱而滲入焉。

故水榖者，常並居於胃中，成糟粕，而俱下於大腸，而成下焦。滲而俱下，濟泌別汁，

循下焦而滲入膀胱焉。”水穀由口入胃，經中焦之氣的腐熟，化成精微而出胃之兩焦（上

焦行衛氣，中焦出營氣注於脈中）；剩餘之物進入小腸，小腸之外有腎間動氣，在此進行

水液之氣化，氣化態之水液經由下焦滲入膀胱；所剩之物進入大腸，成糟粕，出後陰。

換言之，可再利用者由小腸經下焦進入膀胱，成為津液；不可再利用者由小腸進入大腸，

成為糟粕。 

 

 

 第二節 三焦與肺 

 

（一）營氣、衛氣由胃、脾上聚於肺。《素問‧經脈別論》曰：“飲入于胃，遊溢

精氣，上輸於脾。脾氣散精，上歸於肺，通調水道，下輸膀胱。水精四布，五經並行。”

水榖入於胃，先由胃之腐熟，化為精微，再由脾之運化，上輸至肺。精微分兩行；清者

為營，營行於脈中；濁者為衛，衛行于上焦，皆聚於肺： 

（1）營氣之道：胃中口→脈中→肺 

（2）衛氣之道：胃上口→上焦→肺 

（二）肺為水之上源，通調水道。營氣、衛氣上聚于肺，營行脈中，衛行脈外。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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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百脈，布散全身。《靈樞‧五味》曰：“其大氣之搏而不行者，積于胸中，命曰氣海，

出於肺，循喉咽，故呼則出，吸則入。”宗氣是積於胸中之大氣，為上氣海，貫心脈，

行呼吸，呼則出，吸則入。 

（1）營氣之道：宗氣貫心脈，助心行血，脈中營氣以行。 

（2）衛氣之道：宗氣助肺呼吸；呼則肺氣宣發，衛氣發腠理：吸則肺氣肅降，下輸

膀胱。如此完成通調水道之職。 

《難經‧四難》﹝2﹞曰：“呼出心與肺，吸入肝與腎，呼吸之間脾受榖味也，其脈在

中。”吸氣時胸廓變大，大氣從喉進入肺，肺葉上舉，關閉衛氣從上焦通往腠理皮表之

路，此時宗氣進入上焦，經由中焦，抵達下焦，完成吸入肝與腎的過程。呼氣時胸廓變

小，宗氣從喉出體外，肺葉下降，開啟衛氣從上焦通往腠理皮表之路，毛蒸理泄，營衛

和調，汗出溱溱，完成呼出心與肺的過程。《難經‧三十五難》曰：“經言心榮肺衛。”

發汗是主管營氣的心和主管衛氣的肺共同作用的結果。 

 

 

第三節 三焦與大腸、小腸 

 

（一）下焦之功能：分別清濁、通利二便。《靈樞‧營衛生會》曰：“下焦者，別回

腸，注於膀胱而滲入焉。故水榖者，常並居於胃中，成糟粕，而俱下於大腸，而成下焦。

滲而俱下，濟泌別汁，循下焦而滲入膀胱焉。”水穀由口入胃，經中焦之氣的腐熟，化

成精微而出胃之兩焦（上焦行衛氣，中焦出營氣注於脈中）；剩餘之物進入小腸，小腸之

外有腎間動氣，在此進行水液之氣化，氣化態之水液經由下焦滲入膀胱；所剩之物進入

大腸，成糟粕，出後陰。換言之，可再利用者由小腸經下焦進入膀胱，成為津液；不可

再利用者由小腸進入大腸，成為糟粕。 

（1）下焦之道（水道）：小腸→下焦（內含氣化之水液）→膀胱。 

（2）下焦之功能：分別清濁、通利二便。（濟泌別汁，滲而俱下，循下焦而滲入膀

胱。） 

（二）腸胃長度與功能。《靈樞‧平人絕穀》曰：“胃大一尺五寸，徑五寸，長二尺

六寸，橫屈受水穀三鬥五升，其中之穀，長留二鬥，水一鬥五升而滿。上焦洩氣，出其

精微，慓悍滑疾；下焦下溉諸腸。小腸大二寸半，徑八分分之少半，長三丈二尺，受穀

二鬥四升，水六升三合合之大半。回腸大四寸，徑一寸寸之少半，長二丈一尺，受穀一

鬥，水七升半。廣腸大八寸，徑二寸寸之大半，長二尺八寸，受穀九升三合八分合之一。

腸胃之長，凡五丈八尺四寸，受水穀九鬥二升一合合之大半，此腸胃所受水穀之數也。” 

胃腸之次序與長度：胃（二尺六寸）→小腸（三丈二尺）→回腸（二丈一尺）→廣

腸（二尺八寸）。 

胃腸之功能： 

（1）胃：腐熟水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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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小腸：水液循下焦而滲入膀胱。 

（3）回腸、廣腸：傳導糟粕。 

 

 

第四節 三焦與腎、膀胱 

 

腎合三焦、膀胱。《素問‧靈蘭秘典論》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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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三焦疏通水道，而膀胱儲藏津液。《靈

樞‧本輸》曰：“腎合膀胱，膀胱者，津液之府也。少陽屬腎，腎上連肺，故將兩臟。

三焦者，中瀆之腑也，水道出焉，屬膀胱，是孤之腑也。”指出腎與膀胱相合，而三焦

連屬膀胱。故《靈樞‧本臟》曰：“腎合三焦、膀胱。” 

（一）左腎合膀胱，右腎合三焦。《難經》有兩難提到腎有兩臟“左為腎，右為命門。”

《難經‧三十六難》曰：“腎兩者，非皆腎也。其左者為腎，右者為命門。命門者，諸

神精之所舍，原氣之所系也，故男子以藏精，女子以系胞。故知腎有一也。”《難經‧

三十九難》曰：“謂腎有兩臟也。其左為腎，右為命門。命門者，諸精神之所舍也，男

子以藏精，女子以系胞，其氣與腎通。故言臟有六也。“右腎命門是原氣（腎間動氣）

之所系，命門（右腎）之氣又與左腎相通，所以腎氣、原氣融為一體。臨床上，補命門、

原氣之藥與補腎氣之藥相同，其義在此。 

《備急千金要方》﹝3﹞的論述更具體，左腎合膀胱，右腎合三焦。《備急千金要方‧

膀胱腑脈論》曰：“黃帝問曰：夫五臟各一名一形，腎乃獨兩何也？”岐伯對曰：“膀

胱為腑，有二處、腎亦二形應左腎合膀胱，右腎合三焦。”經過《內經》、《難經》、《備

急千金要方》的論述，我們可以得知腎與膀胱、三焦在功能與結構上密切相關。 

（二）三焦將腎、肺兩臟。《靈樞‧本輸》曰：“少陽屬腎，腎上連肺，故將兩臟。”

少陽為三焦，下焦連屬腎，上焦連屬肺，故將兩臟。此也義涵水道（水氣道）因呼吸而

下行、上行之不同。吸氣時，水道由肺下行腎；呼氣時，水道由腎上行肺。同時這也是

下氣海（腎間動氣）與上氣海（膻中）之交通。 

（三）膀胱儲藏津液，氣化則可再利用。《素問‧靈蘭秘典論》曰：“膀胱者，州都

之官，津液藏焉，氣化則能出矣。”膀胱藏有津液，此津液並非只有尿液（直接從尿道

排出體外），此津液可以重複利用。膀胱尿液的排出必須經過腎氣的作用，氣化之津液由

膀胱玄府進入下焦，膀胱之尿液利於從尿道排出體外。這就是所謂的“提壺揭蓋”之原

理。換句話說，膀胱之津液必須先氣化，進入下焦，通達中焦、上焦，進入衛氣之道（分

肉、腠理），最後毛蒸理泄，發散出體表。在此過程，膀胱之津液與氣相結合，氣為陽，

津液為陰，陰陽合調。所以膀胱不只是西醫講尿液的儲存所，膀胱之津液可再為人體利

用。所以《內經》講膀胱是“津液藏焉，氣化則能出矣。” 

最明顯的例子就是冬天、夏天排尿發汗的情形。夏天流汗多、排尿少；而冬天流汗

少、排尿多。按照西醫的理論，腎動脈血液進入腎臟，經過腎絲球的濾過作用、腎小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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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再吸收作用，剩餘的液體就是尿液經輸尿管貯存於膀胱，膀胱內的尿液不能再利用，

有多少尿液由腎臟生成膀胱就排多少尿。人體每天經過腎臟製造的尿液量基本上相似，

即使夏天與冬天也相差不大，但是夏天與冬天排尿量則相差懸殊。這就是因為在夏天許

多儲存在膀胱的津液經過腎氣的氣化作用變成水氣經過下列途徑變成汗發散出人體：膀

胱內→膀胱壁玄府→下焦→中焦→上焦→經脈外分肉間→腠理→汗孔（毛竅）。冬天寒冷

毛竅緊閉，排汗極少，大部分尿液由尿道排出體外。《靈樞‧五癃津液別》曰：“水榖皆

入於口，其味有五，各注其海，津液各走其道。故三焦出氣，以溫肌肉，充皮膚，為其

津。其流而不行者為液。天暑衣厚則腠理開，故汗出；寒留分肉之間，聚沫則為痛。天

寒則腠理閉，氣濕不行，水留於膀胱，則為溺與氣。”《內經》此種“天暑衣厚則腠理

開，故汗出。天寒則腠理閉，氣濕不行，水留於膀胱，則為溺與氣。”論述是西方醫學

所不能解釋。西醫仍然認為膀胱是一個密閉的尿囊，與腹膜腔沒有相通。中醫則認為膀

胱所藏為津液可以再利用，津液經由氣化作用，透過玄府進入下焦空腔。 

（四）三焦疏通水道。《素問‧靈蘭秘典論》曰：“三焦者，決瀆之官，水道出焉。”

應該如何解釋三焦為“水道”？此水道為“無形之水氣道”，為《靈樞‧營衛生會》所

敍述之“下焦如瀆”。水氣的產生必須經由腎氣的作用。“水氣道”包括下列兩種路徑： 

（1）從小腸經下焦進入膀胱：小腸→下焦→膀胱。 

（2）從膀胱經下焦、中焦、上焦，進入衛氣之道：膀胱→下焦→中焦→上焦→衛氣

之道→腠理→汗孔→體外 

（五）腎間動氣（原氣）與腎氣為氣化之根源。三焦、膀胱要共同完成水液代謝的

功能都必須依靠腎氣的作用，腎氣與腎間動氣（原氣）是相通的。《難經‧八難》曰：“諸

十二經脈者，皆系于生氣之原。所謂生氣之原者，謂十二經之根本也，謂腎間動氣也。

此五臟六腑之本，十二經脈之根，呼吸之門，三焦之原，一名守邪之神。”說明腎間動

氣不僅是五臟六腑之本、十二經脈之根、呼吸之門，而且是三焦之原，是三焦氣化的能

量來源。故《六十六難》曰︰“臍下腎間動氣者，人之生命也。”腎間動氣是一團很強

的“氣圍”繞著下腹腔丹田之地，為“下氣海”。腎間動氣是人生命之根本，人的許多

代謝反應都是氣化的結果，生命活動都根源於此。 

 

 

結論 

 

（一）水谷入於胃（經胃之腐熟、脾之運化，化為精微），而分為四個道路： 

（1）衛氣之道：胃上口→上焦（貫膈→胸中）→肺→走腋→脈外分肉之間→腠理→皮毛

→汗孔→體外。 

（2）營氣之道：胃中口→脈中→肺→朝百脈→全身 

（3）宗氣之道： （a）宗氣貫心脈，助心行血，脈中營氣以行。 

（b）宗氣助肺呼吸；呼則肺氣宣發，衛氣發腠理：吸則肺氣肅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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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膀胱。如此完成通調水道之職。 

（4）津液糟粕之道：（a）津液之道：小腸→下焦（內含氣化之水液）→膀胱→前陰。 

膀胱儲藏之津液可再利用：膀胱→下焦→中焦→上焦→ 

衛氣之道→腠理→汗孔→體外 

（b）糟粕之道：小腸→大腸→後陰。 

 

（二）肺、脾、腎、膀胱、三焦參與水液代謝之功能： 

（1）肺為水之上源，通調水道。 

（2）脾、胃腐熟運化水榖，化為精微，營出於中焦，衛出於上焦。 

（3）腎間動氣（原氣）與腎氣為氣化之根源。 

（4）膀胱儲藏津液（氣化則可再利用）。 

（5）三焦疏通水道（水氣道）。 

（a）上焦之功能：（i）溫煦（溫分肉、實腠理）、（ii）潤澤（澤皮膚、發其汗）。 

（b）中焦之功能：腐熟水穀、化其精微。 

（c）下焦之功能：分別清濁、通利二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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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三焦之病證及其治法 

 

 

第五章已探究出中醫所說的“三焦”相當於西方醫學的“胸腹膜腔”。胸膜腔（上

焦）與腹膜腔（中焦、下焦）相通，三焦空腔位於五臟六腑之間，其內通行氣與氣化態

之水液。空腔內即《難經》所謂“無形”的部份，空腔外膜即《內經》所謂“厚薄、緩

急、直結”的部份。三焦空腔可調節臟腑之氣與津液，三焦空腔又與脈外分肉之間、皮

膚腠理、汗孔相通，構成體腔與四肢的聯絡通路。三焦即西醫所謂“器官間隙”，此通

路又與“組織間隙”、“細胞間隙”相溝通。第六章進一步說明三焦如何運作其主持三

氣（衛氣、營氣、原氣）的功能。第七章說明三焦如何疏通水道又與肺、脾、腎、膀胱

共同完成水液代謝的功能。 

這一章將把三焦之理論與臨床相結合，討論三焦的病證及治療。但因三焦病證之範

圍相當廣泛，故將重點放在兩方面：（1）古代經典之三焦病證及治療，（2）如何應用三

焦治法於病證治療。 

 

 

第一節 《黃帝內經》之三焦病證 

 

《黃帝內經》提出三焦病（三焦氣脹、三焦水氣病、邪在三焦約）、三焦實、三焦虛、

三焦欬，還有其他病證影響三焦之功能。現分別論述如下： 

（1）三焦病。《靈樞‧邪氣臟腑病形》曰：“三焦病者，腹氣滿，小腹尤堅，不得

小便，窘急；溢則水，留即為脹，候在足太陽之外大絡。”三焦病證可分氣脹與水氣病： 

（i）三焦氣脹。因三焦之氣流動不順暢，使三焦氣滯，症狀為腹氣滿、小腹尤堅、

不得小便、窘急。此屬於下焦氣脹。《靈樞‧脹論》曰：“三焦脹者，氣滿於皮膚中，輕

輕然而不堅。”此指三焦之氣不通暢，則上焦不能宣發，衛氣不得出汗孔，氣阻留於腠

理、分肉間，故皮膚氣脹輕輕然而不堅。此屬於上焦氣脹。 

（ii）三焦水氣病。因三焦氣化不利，部份津液無法變成氣化態，致使水液積留而

不行，變為為水溢、水脹、水腫（三焦水氣病）。《靈樞‧五癃津液別》曰：“陰陽氣道

不通，四海閉塞，三焦不瀉，津液不化，水穀並行腸胃之中，別於回腸，留于下焦，不

得滲膀胱，則下焦脹，水溢則為水脹。”則指營氣（陰氣）與衛氣（陽氣）運行不順暢，

引起三焦與四海之氣與津液阻塞不通瀉，致使下焦氣化不利，產生水溢、水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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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邪在三焦約。《靈樞‧四時氣》曰：“小腹痛腫。不得小便。邪在三焦約。

取之太陽大絡。視其絡脈。與厥陰小絡。結而血者。腫上及胃脘。取三裏。” 

（2）三焦實、三焦虛。《靈樞‧本輸第二》曰：“三焦者，„„入絡膀胱。約下焦。

實則閉癃。虛則遺溺。遺溺則補之。閉癃則瀉之。”此三焦專指下焦。《素問‧宣明五氣

篇》曰：“下焦溢為水，膀胱不利為癃，不約為遺溺。”膀胱與下焦是拹同作用，一方

不利，則另一方亦同，可曰“榮辱與共”。下焦實即膀胱實，下焦虛即膀胱虛。 

（3）三焦欬。《素問‧欬論篇第三十八》曰：“腎欬不已，則膀胱受之。膀胱欬狀，

欬而遺溺。久欬不已，則三焦受之。三焦欬狀，欬而腹滿，不欲食飲。此皆聚於胃，關

於肺，使人多涕唾而面浮腫氣逆也。”邪入三焦，則三焦氣化不利，脾胃不運化，滋生

痰飲，痰飲經三焦之路，入肺中，氣逆而為咳。因上焦氣化不利，水濕積留於腠理，而

面浮腫。“此皆聚於胃，關於肺”可引伸為“脾為生痰之源，肺為貯痰之器。” 

（4）情志失調影響三焦功能。 

（i）悲則上焦不通。《素問‧舉痛論篇》曰：“悲則心系急，肺布葉舉，而上焦不

通，滎衛不散，熱氣在中，故氣消矣。” 

（ii）恐則上焦閉、下焦脹。《素問‧舉痛論篇》曰：恐則精卻，卻則上焦閉，閉則

氣還，還則下焦脹，故氣不行矣。” 

（5）陽虛、陰虛、陽盛、陰盛影響三焦功能。 

（i）陽虛則外寒。《素問‧調經論篇》曰：“陽受氣于上焦，以溫皮膚分肉之間，

今寒氣在外，則上焦不通，上焦不通，則寒氣獨留於外，故寒栗。” 

（ii）陰虛生內熱。《素問‧調經論篇》曰：“有所勞倦，形氣衰少，谷氣不盛，上

焦不行，下脘不通。胃氣熱，熱氣熏胸中，故內熱。” 

（iii）陽盛生外熱。《素問‧調經論篇》曰：“上焦不通利，則皮膚緻密，腠理閉

塞，玄府不通，衛氣不得泄越，故外熱。” 

（iv）陰盛生內寒。《素問‧調經論篇》曰：“厥氣上逆，寒氣積於胸中而不瀉，不

瀉則溫氣去，寒獨留，則血凝泣，凝則脈不通，其脈盛大以澀，故中寒。” 

（6）邪氣留于上焦，而多臥。《靈樞‧大惑論》曰：“邪氣留于上焦，上焦閉而不

通。已食若飲湯，衛氣留久于陰而不行，故卒然多臥焉。”此論邪氣留于上焦，則上焦

閉而不通。上焦閉，則衛氣不行。白天衛氣不行，則多臥。因衛氣晝行于陽。 

 

 

第二節 《中藏經》之三焦病證 

 

《內經》之三焦病證分散於各篇章；《難經》詳論三焦之實質，但不論病證；而《中

藏經》則有專章討論，可惜無治方。于《中藏經》，三焦又以病證命名；上焦名“三管”，

中焦名“霍亂”，下焦名“走哺”，此是《內經》、《難經》所無，而《千今方》、《外台

秘要》載之。《中藏經‧論三焦虛實寒熱生死逆順脈證之法》詳細分類論述三焦之病證為：



 241 

                                                                                                                                                                  

上焦實證、上焦虛證、中焦實證、中焦虛證、下焦實證、下焦虛證。 

（1）三焦病證。錄自《靈樞‧邪氣臟腑病形》之“有病則苦腹脹氣滿，小腹堅，溺

而不得，便而窘迫也。溢則作水，留則為脹。”可見《中藏經》還是根據《內經》。 

（2）上焦病證 

（i）上焦實熱：額汗出，而身無汗，能食而氣不利，舌幹、口焦、咽閉之類，腹脹，

時時脅肋痛也。上焦實熱，則熱壅上焦，耗傷津液而為舌幹、口焦，氣滯不行而為腹脹、

脅肋痛。 

（ii）上焦寒：不入食，吐酸水，胸背引痛，嗌幹，津不納也。 

（iii）上焦實：食已還出，膨膨然不樂。 

（iv）上焦虛：不能制下，遺便溺，而頭面腫也。 

（3）中焦病證 

（i）中焦實熱：上下不通，腹脹而喘咳，下氣不上，上氣不下，關格而不通也。中

焦實熱，則熱壅於中，氣不升降，故影響中、下二焦，關格而不通。 

（ii）中焦寒：下痢不止，食飲不消而中滿也。 

（iii）中焦虛：虛則腸鳴鼓脹也。 

（4）下焦病證 

（i）下焦實熱：小便不通，而大便難苦重痛也。邪熱壅塞下焦，下焦氣化不利，不

能分別清濁、通利二便。 

（ii）下焦虛寒：大小便泄下而不止。下焦虛寒，則氣極虛而不能固攝，故二便泄

下不止。 

 

 

第三節 《傷寒雜病論》之三焦病證 

 

《傷寒雜病論》不論三焦之實質，但有論及三焦之病證：（1）三焦不歸其部、（2）

三焦竭部、（3）三焦熱證。且論中有“部位三焦”之概念。 

（1）三焦不歸其部。《傷寒論‧平脈法》三焦不歸其部。上焦不歸者，噫而醡吞。

中焦不歸者，不能消榖引食。下焦不歸者，則遺溲。 

（i）上焦不歸：噫而醡吞。 

（ii）中焦不歸：不能消榖引食。 

（iii）下焦不歸：遺溲。 

（2）三焦竭部。《金匱要略‧五臟風寒積聚病脈並治第十一》三焦竭部，上焦竭善 

噫，何謂也？師曰：上焦受中焦氣，未和，不能消穀，故能噫耳。下焦竭，即遺溺失便， 

其氣不和，不能自禁制，不須治，久則愈。 

（i）上焦竭：善噫。 

（ii）下焦竭：遺溺失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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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三焦熱證。 

（i）熱在上焦：因咳為肺痿。 

（ii）熱在中焦：為堅。 

（iii）熱在下焦：尿血，淋秘不通。 

 

 

第四節 《諸病源候論》之三焦病證 

 

巢元方《諸病源候論》有專章《五臟六腑諸候‧三焦病候》詳細論述三焦病證如下： 

（一）三焦病證 

（a）三焦氣盛為有餘：脹氣滿於皮膚內，輕輕然而不牢，或小便濇，或大便難。三 

焦實證，則宜瀉之。 

（1）上焦熱證：胸膈痞滿，口苦咽幹。 

（2）中焦熱證，身重目黃。 

（3）下焦熱證，大便難。 

（b）三焦之氣不足：寒氣客之，病遺尿，或泄利，或胸滿，或食不消。三焦虛證， 

則宜補之。 

（1）上焦寒證：吞酢而吐沫。 

（2）中焦寒證：善脹而食不消。 

（3）下焦寒證：小腹痛而小便數。 

（二）三焦病證脈診 

（1）寸口脈遲：上焦有寒； 

（2）尺脈遲：下焦有寒； 

（3）尺脈浮：客陽在下焦。 

（三）用三焦解釋許多其他病證的病機 

（1）風病。風入腹拘急切痛者，是體虛受風冷，風冷客于三焦，經於臟腑，寒熱交

爭，故心腹拘急切痛。 

（2）虛勞病 

（i）虛勞口乾燥候。此由勞損血氣，陰陽斷隔，冷熱不通，上焦生熱，令口乾燥也。 

（ii）虛勞小便利候。此由下焦虛冷故也。腎主水，與膀胱為表裏；膀胱主藏津液。

腎氣衰弱，不能制於津液，胞內虛冷，水下不禁，故小便利也。 

（3）消渴病。夫消渴者，渴不止，小便多是也。由少服五石諸丸散，積經年歲，石

勢結於腎中，使人下焦虛熱。 

（4）解散病小便多候。將適失度，熱在上焦，下焦虛冷，冷氣乘於胞，故胞冷不能

制於小便，則小便多。 

（5）傷寒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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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傷寒口瘡候。夫傷寒，冬時發其汗，必吐利，口中爛生瘡，以其表裏俱熱，熱

不已，毒瓦斯熏上焦故也 

（ii）傷寒咳嗽候。此由邪熱客於肺也。上焦有熱，其人必飲水，水停心下，則肺

為之浮，肺主於咳，水氣乘之，故咳嗽。 

（6）熱病 

（i）熱病煩候。此由陽勝於陰，熱氣獨盛，痞結於髒，則三焦隔絕，故身熱而煩也。 

（ii）熱病大便不通候。夫經發汗，汗出多則津液少，津液少則胃幹結，熱在胃，

所以大便不通。又有腑髒自生於熱者，此由三焦痞隔，脾胃不和，蓄熱在內，亦大便不

通也。 

（7）時氣病嗽。熱邪客於肺，上焦有熱，其人必飲水，水停心下，則上乘於肺，故

上氣而嗽也。 

（8）溫病。 

（i）咽喉痛。熱毒在於胸腑，三焦隔絕，邪客于足少陰之絡，下部脈不通，熱氣上

攻喉咽，故痛或生瘡也。 

（ii）嗽。邪熱客於胸腑，上焦有熱，其人必飲水，水停心下，則上乘於肺，故令

嗽。 

（9）冷熱病 

（i）客熱。客熱者，由人腑髒不調，生於虛熱。客于上焦，則胸膈生痰實，口苦舌

幹；客於中焦，則煩心悶滿，不能下食；客于下焦，則大便難，小便赤澀。 

（ii）寒熱。夫陽虛則外寒，陰虛則內熱。陽盛則外熱，陰盛則內寒。陽者受氣于

上焦，以溫皮膚分肉之間。今寒氣在外，則上焦不通，不通則寒獨留於外，故寒栗也。

陰虛內生熱者，有所勞倦，形氣衰少，谷氣不盛，上焦不行，下脘不通，胃氣熱，熏胸

中，故內熱也。陽盛而外熱者，上焦不通利，皮膚緻密，腠理閉塞不通，衛氣不得泄越，

故外熱也。陰盛而內寒者，厥氣上逆，寒氣積於胸中而不瀉，不瀉則溫氣去，寒獨留，

則血凝泣，血 

（iii）冷熱不調。夫人榮衛不調，致令陰陽痞塞，陽並於上則上熱，陰並於下則下

冷。上焦有熱，或喉口生瘡，胸膈煩滿；下焦有冷，則腹脹腸鳴，絞痛泄痢。 

（10）氣病。夫五臟不調，則三焦氣滿，滿則氣游於內，不能宣散，故其病但煩滿

虛脹。 

（11）咳嗽病。 

久咳不已，則三焦受之。三焦咳之狀，咳而腹滿，不欲食飲。此皆聚於胃，關於肺，

使人多涕唾而面浮腫，氣逆也。 

（12）淋病 

（i）熱淋。熱淋者，三焦有熱，氣搏於腎，流入于胞而成淋也。其狀：小便赤澀。

亦有宿病淋，今得熱而發者，其熱甚則變尿血。亦有小便後如似小豆羹汁狀者，蓄作有

時也。 

（ii）寒淋。寒淋者，其病狀，先寒戰，然後尿是也。由腎氣虛弱，下焦受於冷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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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胞與正氣交爭，寒氣勝則戰寒而成淋，正氣勝則戰寒解，故得小便也。 

（13）小便病 

小便不禁。小便不禁者，腎氣虛，下焦受冷也。腎主水，其氣下通于陰。腎虛下焦

冷，不能溫制其水液，故小便不禁也。尺脈實，小腹牢痛，小便不禁。尺中虛，小便不

禁。腎病小便不禁，脈當沉滑，而反浮大，其色當黑反黃，此土之克水，為逆，不治。 

（14）大便病 

大便不通。大便不通者，由三焦五臟不和，冷熱之氣不調，熱氣偏入腸胃，津液竭

燥，故令糟粕痞結，壅塞不通也。 

（15）痰飲病 

（i）諸飲。諸飲者，皆由榮衛氣痞澀，三焦不調，而因飲水多，停積而成痰飲。其

為病也，或兩脅脹滿，或心胸煩悶，或眼暗口幹，或嘔逆短氣，諸候非一，故雲諸飲。 

（ii）熱痰。熱痰者，謂飲水漿結積所生也。言陰陽痞隔，上焦生熱，熱氣與痰水

相搏，聚而不散，故令身體虛熱，逆害飲食，頭面吸吸而熱，故雲熱痰也。 

（16）癖病。夫五臟調和，則榮衛氣理，榮衛氣理，則津液通流，雖複多飲水漿，

不能為病。若攝養乖方，則三焦痞隔。三焦痞隔，則腸胃不能宣行，因飲水漿過多，便

令停滯不散，更遇寒氣，積聚而成癖。癖者，謂僻側在於兩脅之間，有時而痛是也。 

（17）痞噎病。 

夫陰陽不和，則三焦隔絕，三焦隔絕，則津液不利，故令氣塞不調理也，是以成噎。

此由憂恚所致，憂恚則氣結，氣結則不宣流，使噎。噎者，噎塞不通也。 

（18）嘔噦病 

噫醋。噫醋者，由上焦有停痰，脾胃有宿冷，故不能消谷，穀不消則脹滿而氣逆，

所以好噫而吞酸，氣息醋臭。 

（19）水腫病 

腎者主水，脾胃俱主土，土性克水。脾與胃合，相為表裏。胃為水穀之海，今胃虛

不能傳化水氣，使水氣滲溢經絡，浸漬腑髒。脾得水濕之氣，加之則病，脾病則不能制

水，故水氣獨歸於腎。三焦不瀉，經脈閉塞，故水氣溢於皮膚而令腫也。其狀：目裏上

微腫，如新臥起之狀，頸脈動，時咳，股間冷，以手按腫處，隨手而起，如物裏水之狀，

口苦舌幹，不得正偃，偃則咳清水；不得臥，臥則驚，驚則咳甚；小便黃澀是也。水病

有五不可治：第一唇黑傷肝，第二缺盆平傷心，第三臍出傷脾，第四足下平滿傷腎，第

五背平傷肺。凡此五傷，必不可治。脈沉者水也。脈洪大者可治，微細者死。 

（20）霍亂病 

霍亂者，由人溫涼不調，陰陽清濁二氣，有相干亂之時，其亂在於腸胃之間者，因

遇飲食而變發，則心腹絞痛。其有先心痛者，則先吐；先腹痛者，則先利；心腹並痛者，

則吐利俱發。挾風而實者，身發熱，頭痛體疼而複吐利；虛者，但吐利，心腹刺痛而已。

亦有飲酒、食肉、腥膾、生冷過度，因居處不節，或露臥濕地，或當風取涼，而風冷之

氣歸於三焦，傳於脾胃，脾胃得冷則不磨，不磨則水穀不消化，亦令清濁二氣相干，脾

胃虛弱，便則吐利，水穀不消，則心腹脹滿，皆成霍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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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亂有三名：一名胃反，言其胃氣虛逆，反吐飲食也；二名霍亂，言其病揮霍之間， 

便致撩亂也；三名走哺，言其哺食變逆者也。診其脈來代者，霍亂；又脈代而絕者，亦

霍亂也。霍亂，脈大可治，微細不可治。霍亂吐下，脈微遲，氣息劣，口不欲言者，不

可治。 

 

 

第五節 《備急千金要方》之三焦病證 

 

《備急千金要方》有第二十卷《膀胱腑》專門論述三焦理論與病證，並於病證下列

治方，其第四部份：三焦脈論論述三焦理論，第五部份：三焦虛實有論三首、方十八首、

灸法七首。 

（1）上焦病證 

（a）治法：若實則上絕於心；若虛則引氣於肺也。 

（b）治方：澤瀉湯、麥門冬理中湯、黃芪理中湯、黃連丸、厚朴湯。 

（2）中焦病證 

（a）治法：若虛則補於胃，實則瀉於脾，調其中，和其源，萬不遺一也。 

（b）治方：大黃瀉熱湯、藍青丸、黃連煎。 

（3）下焦病證 

（a）治法：所以熱則瀉於肝，寒則補於腎也。 

（b）治方：柴胡通塞湯、赤石脂湯、止嘔人參湯、香豉湯、黃柏止泄湯、、人參續 

氣湯、茯苓丸、伏龍肝湯、續斷止血方、當歸湯。 

 

 

第六節 《聖濟總錄》之三焦病證 

 

北宋校書最力，編書最詳，《聖濟總錄》論述三焦病證可以說是集北宋前醫書之大成。

第五十四卷有《三焦門》詳細論述三焦病證，其他篇章則論述與三焦有關之病證： 

（i）三焦病證： 

三焦病及八方、三焦約及六方、三焦咳及十方、三焦脹及十二方、三焦有水氣及七

方、三焦俱虛及十方、上焦虛寒及八方、上焦熱結及十三方、中焦虛寒及十三方、中焦

熱結及十一方、下焦虛寒及十二方、下焦熱結及十方。 

（ii）與三焦有關之病證： 

霍亂吐利、霍亂昏塞下利、霍亂幹嘔、霍亂轉筋、嘔吐、痰飲、痰癖、留飲、水腫、

大腹水腫、水氣遍身腫滿、香港腳大小便不通、大小便關格不通、大便秘澀、大便不通、

熱淋、咳嗽、久嗽、五臟諸咳、咳嗽面目浮腫、肝虛、肝實、脾虛、宿食不消、脾胃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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虛冷水穀不化、脾氣虛腹脹滿、脾胃氣虛弱不能飲食、肺氣面目四肢浮腫、腎臟風毒流

注腰腳、腎虛多唾、心掣、厥逆、厥逆氣、脅痛煩滿、上氣胸脅支滿、消渴、暴渴、風

勞、虛勞痰飲、虛勞潮熱、虛勞大便難、風氣、風熱、風痰、風秘、風勞、傷寒時氣、

傷寒發黃。 

 

 

第七節 三焦病證之治法 

 

（一）虛則補之，實則瀉之。《靈樞‧本輸》曰：“三焦者，„„入絡膀胱。約下焦。

實則閉癃。虛則遺溺。遺溺則補之。閉癃則瀉之。”對下焦實證，則瀉之；下焦虛證，

則補之。 

（二）上、中、下焦病證，虛實各有補瀉。《備急千金要方》總結三焦病證治法如下： 

（1）上焦病證：若實則上絕於心；若虛則引氣於肺也。 

（2）中焦病證：若虛則補於胃，實則瀉於脾，調其中，和其源，萬不遺一也。 

（3）下焦病證：所以熱則瀉於肝，寒則補於腎也。 

（三）三焦是虛腑，附於臟腑，臟腑旺而三焦旺，臟腑衰而三焦衰。《外經微言‧三

焦火篇》對三焦之理論與病證之治法有深入而有用的論述： 

（1）三焦是虛腑，與各臟腑之氣相通，三焦虛則竊各臟腑之氣。少師曰：“三焦無

形，其火安生乎？”岐伯曰：“三焦稱腑，虛腑也。無腑而稱腑，有隨寓為家之義。故

逢木則生，逢火則旺，即逢金、逢土亦不相仇而相得，總欲竊各臟腑之氣以自旺也。” 

（2）三焦通達各臟腑之氣。少師曰：“三焦耗臟腑之氣，宜為各臟腑之所絕，何以

反親之也？”岐伯曰：“各臟腑之氣，非三焦不能通達上下，故樂其來親，而益之以氣，

即有偷竊，亦安焉而不問也。” 

（3）三焦與肝膽最親，肝膽可調節三焦。少師曰：“各臟腑樂與三焦相親，然三焦

樂與何臟腑為更親乎？”岐伯曰：“最親者，膽木也。膽與肝為表裏，是肝膽為三焦之

母，即三焦之家也。無家而寄生於母家，不無腑而有腑乎。然三焦之性，喜動惡靜，上

下同流，不樂安居於母宅，又不可謂肝膽之宮，竟是三焦之腑也。” 

（4）三焦之火，最善治水，火過則苦乾燥。少師曰：“三焦火也，火必畏水，何故

與水親乎？”岐伯曰：“三焦之火，最善治水，非親水而喜入于水也。蓋水無火氣之溫，

則水成寒水矣。寒水何以化物？故腎中之水，得三焦之火而生；膀胱之水，得三焦之火

而化。火與水合，實有既濟之歡也。但恐火過於熱，制水太甚，水不得益而得損，必有

乾燥之苦也。” 

（5）瀉火以治火過。少師曰：“然則何以治之？”岐伯曰：“瀉火而水自流也。” 

（6）瀉三焦之火，則視助火之臟腑以瀉之。少師曰：“三焦無腑，瀉三焦之火，何

從而瀉之？”岐伯曰：“視助火之臟腑以瀉之，即所以瀉三焦也。”少師曰：“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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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三焦附於臟腑，臟腑旺而三焦旺，臟腑衰而三焦衰。陳士鐸曰：“三焦之火，

附於臟腑。臟腑旺而三焦旺，臟腑衰而三焦衰。故助三焦在於助各臟腑也，瀉三焦火可

置臟腑於不問乎？然則三焦盛衰，全在視其臟腑也。” 

 

 

  結論 

 

三焦空腔位於五臟六腑之間隙，其內通行氣與津液（氣化態）。三焦之氣液可經由玄

府與五臟六腑相通，所以三焦與臟腑關係非常密切，臟腑實則三焦實，臟腑虛則三焦虛。

三焦空腔即藉此調節臟腑與全身氣道之功能，故三焦通則全身上下、左右皆通，反之亦

然。 

調暢三焦氣機是調理臟腑功能的重要方法，尤其是臟腑氣滯。氣行則水行，通利三

焦亦是治痰、飲、水、濕之法。三焦是氣化之場所，欲使三焦功能發揮，則必須調節鄰

近三焦臟腑之功能，尤其以肺、脾、腎為主，虛則補之，實則瀉之。 

膽與三焦皆屬少陽，膽實為調節三焦功能之利器。肝藏血，膽藏相火；肝治血，膽

治氣；肝膽和調，陰陽平衡；膽為樞機，為中正之官、故十一髒皆取決於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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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從三焦之爭論看中醫的發展 

 

 

本章將作為“三焦之文獻與研究”論文之總結，並從研究三焦問題中發現中醫發展

的問題。 

《黃帝內經》與《難經》被尊為醫家聖經，自古皆然。《黃帝內經》﹝1﹞並無直椄提

到三焦“有形”或“無形”，但於《靈樞‧本臟》有雲三焦與膀胱有“厚薄、緩急、直

結之別”；而《難經》﹝2﹞兩度強調“三焦有名而無形”。在北宋以前，醫家並無異議，

多尊奉三焦“無形說”，有些醫家（如張仲景）雖未表態，但也沒反對。直到南宋，才

開啟三焦“有形”或“無形”之千年大辯論。 

 

1. 古今三焦之爭論 

 

本論文將三焦之爭論分兩章研討，主要是因為古代醫家與近代醫家在三焦爭論的焦

點幾乎完全不同。 

（一）古代之三焦爭論。第一章討論古代之三焦爭論，論文選取自漢代到清代 45 位

著名醫家，有 26 位醫家（57.7％）支持“無形說”，有 11 位醫家（24.4％）支持“有

形說”，有 2 位醫家主張三焦“無形兼有形”包括：虞摶（腔子說）、張志聰（內無形外

有形），有 1 位醫家有其他看法（羅美之“胃部上下之匡廓說”），有 5 位醫家並未表態。

從圖表分析中可看出兩個重要的趨勢： 

（1）在北宋以前，醫家幾乎全面支持三焦“無形說”，沒有反對者。 

（2）從南宋以後，開始三焦“有形” 或 “無形”之大辯論。 

（3）在清代，尤其在清中葉以後，支持三焦“有形說”的醫家占上風。 

（二）近代之三焦爭論。第二章討論近代之三焦爭論，此一時期的爭論焦點已不再

是三焦的“無形”或“有形”（大多數醫家主張三焦“有形”），而是三焦究竟是現代醫

學中何種解剖學或生理學名詞？論文選取 1957 年到 2005 年論文 60 篇，從統計的趨勢上

可以看出： 

（1）近代 60 篇三焦論文竟有 36 種三焦說法！真可形容為“南轅北轍”。 

（2）近代醫家很少贊成三焦“無形說”，幾乎全面支持三焦“有形說”。 

（3）近代醫家對於三焦形質的看法相當分歧、差異極大，無法達成共識。 

 

2. 三焦之“四大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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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三焦看法的統計研究只能看出各個時代醫家看法的趨向，對三焦真相的探求並無

幫助。要獲得真正的答案，還是要從醫經《黃帝內經》、《難經》、《中藏經》中尋求。 

第五章討論三焦之實質，即是採取古人的研究方法。從醫經中發現，三焦必須符合

“四大要件”：（1）“有形”與“無形”兼顧、（2）水道、（3）氣道、（4）聯繫五

臟六腑。 

中醫所說的“三焦”相當於西方醫學的“胸腹膜腔”。胸膜腔（上焦）與腹膜腔（中

焦、下焦）兩者相通。 

（1）“有形”與“無形”兼顧。三焦空腔內即《難經》所謂“無形”的部份，三焦

空腔外膜即《內經》所謂“厚薄、緩急、直結”的部份。 

（2）水道。三焦空腔內流行氣化態津液，所以屬無形。 

（3）氣道。三焦空腔內通行三氣。氣隨呼而升，隨吸而降。三焦空腔不僅可聯繫五

臟六腑，也是臟腑聯繫四肢的要道。 

（4）聯繫五臟六腑。三焦空腔位於五臟六腑之間，其內通行氣與津液（氣化態）。

三焦之氣液可經由玄府與五臟六腑相通，三焦空腔即藉此調節臟腑之功能。 

 

3. 三焦早已解密 

 

以上三焦之“四大要件”可以同時解釋《黃帝內經》與《難經》之經旨。其實有許

多醫家早已講出三焦之奧秘：唐代楊上善、孫思邈，元代袁淳甫、滑壽，明代虞摶、韓

懋、張景岳，而張志聰總結三焦之爭論。 

（1）楊上善《黃帝內經太素》﹝3﹞認為三焦是“無形”，而三焦手少陽之脈則是“有

形”。 

（2）孫思邈《備急千金要方》
﹝4﹞曰：三焦有名無形，但又說：“三焦形相厚薄大

小，並同膀胱之形。”可見孫氏認為三焦內行氣而無形，外有形相厚薄大小。 

（3）袁淳甫“臟腑間隙說”。《難經本旨》﹝5﹞曰：“所謂三焦者，於膈膜脂膏之

內，五臟五腑之隙，水穀流化之關，其氣融會於其間，薰蒸膈膜，發達皮膚分肉，運行

四旁，曰上中下，各隨所屬部分而名之，實際引數氣之別使也。是故雖無其形，倚內外

之形而得名；雖無其實，合內外之實而為位者也。” 

（4）滑壽《難經本義》﹝6﹞曰：“三焦外有經，而內無形。” 

（5）虞摶“腔子說”。《醫學正傳‧醫學或問》﹝7﹞曰: “人身之相火，亦遊行於

腔子之內，上下肓膜之間，命名三焦，亦合於五臟六腑。„„三焦者，指腔子而言，包

函乎腸胃之總司也。胸中肓膜之上，曰上焦；肓膜之下，臍之上，曰中焦；臍之下，曰

下焦，總名曰三焦，其可謂之無攸受乎？其體有脂膜，在腔子之內，包羅乎六臟五腑之

外也。” 

（6）韓懋《韓氏醫通》曰:“三焦之位，實在五臟部位之中虛處，一氣流行，綿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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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息，所謂呼吸之根，性命之蒂也。” 

（7）張景岳“大囊說”。《類經附翼·求正錄．三焦包絡命門辨》﹝8﹞曰:“臟腑之外,

軀體之內,一腔之大腑也。”曰:“今夫人一身,外自皮毛,內自臟腑,無巨無名,無細無目,

其于腹腔周圍上下全體,狀若大囊者,果何物耶?且其著內一層,形色最赤,象若六合,總護

諸陽,是非三焦而何?” 

（8）張志聰《侶山堂類辯，辯三焦》﹝9﹞認為三焦有“有形”與“無形”兩部份。

張氏總結數千年來三焦之所以議論紛紜，是因為各醫家偏執己見而不能通貫。張氏曰：

“有形、無形皆是也，但各偏執一見，而不能通貫耳﹗„„先聖賢多詳論于諸經之中，

奈何後人不能博覽群經，又不能貫通會悟，是以各執一見，而為一偏之辭。嗟嗟﹗三焦

之理，數千年以來，尚議論紛紜，無惑乎諸君之折辯也。” 

唐代楊上善與孫思邈已隱約說出三焦之要點，元代袁淳甫實已說出三焦之真義，到

明末清初時，三焦之真象實已昭然若揭，三焦爭論應可告一段落。清代醫家幾乎都已認

同虞摶“腔子說”或張景岳“大囊說”。兩說實質上是相似的，只是說法、用詞不同，

腔內、囊內屬“無形”（其內遊行相火），腔膜、囊膜屬“有形”，雖然虞摶本人未明言

三焦“有形”或“無形”，而張景岳則認為三焦屬“有形”。袁淳甫之“臟腑間隙說”

也與兩說類似，間隙只講空間（“無形”），不講外膜，而外膜則歸屬於臟腑。總而言之，

三焦形質之要點在於能否完美解釋三焦之“行水”與“行氣”之雙重功能，並與臟腑相

聯繫。 

 

     4. 清代醫家的看法已很接近 

 

清代醫家仍然為三焦“有形”或“無形”起爭論，其實他們的看法已很接近。現分

其派、錄其說如下： 

（a）贊成三焦“無形說” 

（i）汪昂曰：“腔內上中下空處為三焦。” 

（ii）丁錦﹝10﹞曰：“三焦者，托於外而護於內之一大囊也。三焦統包五臟六腑，

而各臟腑俱藉三焦之氣以宣化乎。” 

（iii）顧祖庚﹝11﹞曰：“夫三焦者，即胸、膈、腹內、三空處也。” 

（b）贊成三焦“有形說” 

（i）徐大椿﹝12﹞曰：“其周布上下，包括臟腑，非若五臟之形，各自成體，故不得

定其象，然謂之無形，則不可也。” 

（ii）何夢瑤﹝13﹞曰：“惟張景嶽謂即腔子，臟腑如物，腔子如囊之括物，人但知

物之為物，而不知囊之亦為一物。其說甚通。” 

（iii）薛雪曰：“三焦者，即臟腑之外，軀體之內，包羅諸髒一腔之大腑也。《難

經》謂其有名無形，誠一失也。„„是蓋譬之探囊以計物，而忘其囊之為物耳。” 

（iv）朱沛文﹝14﹞認同袁淳甫之“臟腑間隙說”、虞摶“腔子說”與張景岳“大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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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5. 現代 60 篇三焦論文，有 36 種三焦說法 

 

清中葉以後三焦“有形說”已成為主流，清末中西匯通兩大家唐宗海、張錫純皆主

張三焦“網油說”（“油膜說”），其後有章太炎、祝味菊之三焦“淋巴系統說”。中

西匯通後，西醫漸漸成為醫學主流，許多醫家又將西醫之解剖或生理名詞加諸于三焦，

形成百花齊放、大鳴大放的局面。第二章已討論過近代之三焦爭論，論文選取 1957 年到

2005 年論文 60 篇。從統計中，我們可以發現近代醫家對三焦的體認相當分歧，60 篇三

焦論文有 36 種說法，真可形容為“南轅北轍”。 

但是多數現代醫家的三焦看法已不能符合《內經》、《難經》經旨，有與古代醫家嚴

重脫節的現象。這也同時反映到現代醫家全盤推翻古代大醫家的共識，認為《黃帝內經》

非黃帝、岐伯所傳。 

 

 

                        6. 批判《難經》 

 

（一）自從三焦爭論，某些醫家已開始責難《難經》。 

（1）陳無澤﹝15﹞雖然主張三焦“脂膜說”，但對《難經》仍然尊重，而歸咎于王叔

和。陳氏曰：“扁鵲乃雲：三焦有位無形，其意以為上中二焦，如漚如霧，下焦如瀆，

不可遍見，故曰有位無形。而王叔和輩，失其旨意，遽雲無狀空有名，俾後輩承繆不已。” 

（2）李時珍﹝16﹞則直接批評《難經》曰：“而扁鵲《難經》不知原委體用之分，以

右腎為命門，謂三焦有名無狀。而高陽生偽撰《脈訣》，承其謬說，以誤後人。至朱肱《南

陽活人書》、陳言《三因方論》、戴起宗《脈訣刊誤》，始著說辟之，而知之者尚鮮。” 

（3）張景岳為其三焦“有形說”辯護，引《內經》之文而責難《難經》曰：“醫道

之始，始自軒岐，軒岐之旨，昭諸《靈》《素》，《靈》《素》之妙，精確無遺。凡其所論，

必因理而發；凡其命名，必因形而生。故內經之文，字無苟言，句無空發。自後凡紹此

統者，孰能外《靈》《素》之範圍？而今之所以紛紛者，不無其由，蓋自《難經》始也。

《難經》述《靈》《素》而作，為諸家之最先，因其頗有謬誤，遂起後世之惑。三千年來，

無敢違背，而後世之疑，莫可解救。” 

（4）徐大椿注《難經》，而批《難經》曰：“惟《難經》則悉本《內經》之語，而

敷暢其義，聖學之傳，惟此為得其宗。然竊有疑焉，其說有即以經文為釋者，有悖經文

而為釋者，有顛倒經文以為釋者。”徐氏注“三焦有名而無形”按語曰：“言三焦無形，

已屬未當；言手心主為無形，則斷無是說。故以《難經》視《難經》，則《難經》自無可

議；以《內經》之義疏視《難經》，則《難經》正多疵也。余始也，蓋嘗崇信而佩習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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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之久而漸疑其或非，更習之久而信己之必是，非信己也，信夫《難經》之必不可違乎

《內經》也。” 

（二）但也有許多醫家支持、稱頌《難經》。 

（1）滑壽為《難經》辯解曰：“首篇稱經言二字，考之《靈》《素》無所見，豈越

人之時，別有所謂上古文字耶？將《內經》有之而後世脫簡耶？” 

（2）孫一奎﹝17﹞稱頌秦越人、華佗有超人之能力曰：“蓋醫以《靈》、《素》為宗，

《靈》、《素》不載，如張仲景、華佗、王叔和、孫思邈，皆擅名古今者，未有一言及此。

史載秦越人隔垣洞見人臟腑者，假令三焦如手掌大，何不言之，而反曰無形之氣。三焦

既有形若是，《銅人圖》必圖而表之，華氏《內照圖》亦必表而出之。何一陽曰：世傳華

佗神目，置人裸形于日中，洞見其臟腑，是以象圖，俾後人准之，為論治規範。三國時

殺人亦不少，華佗之醫，不可謂無精思，豈有三焦如是乃遺而不之載哉﹗” 

孫氏支持《難經》之三焦無形說，而願為秦王（秦越人）忠臣曰：“夫《難經》《靈》、

《素》之翼也，《脈經》，診候之宗也。《難經》載心包絡、命門、三焦者凡八篇，《脈經》

闡《靈》、《素》之要旨，推脈候之本原。噫﹗醫學至秦越人亦神矣，至王叔和亦可稱精

思矣。二公殫心究竟，著述垂訓，亦可謂無滲漏矣。乃陳無擇不信《難經》，而信龍川不

核之方志，世人不宗王叔和《脈經》，而宗高陽生之《脈訣》，且也妄肆譏彈，是何異河

伯而議海若之汪洋，處蟻封而談藐姑射之靈秘哉﹗多見其不知量也。餘為此辯，豈不知

將益增嘵嘵之口，顧後之人惑於其說而莫之覺，願為秦王忠臣也，或毀或譽，何暇計哉﹗

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餘私心竊欲自附雲。” 

（3）丁錦稱《難經》去古未遠，出諸家之最先，且字字必本《內經》，于《古本難

經闡注》曰：“後人因無形二字，不參經義，持論紛紜，不特議越人之錯謬，而並議叔

和附會之非。三千年來，未有定論。餘每思《難經》去古未遠，出諸家之最先，且字字

必本《內經》，豈獨於胞絡三焦大關鍵處，反創異言而惑世耶。„„越人謂無形二字，一

見於此。再見於三十四難，自必考之至當，究之至確。何後人僅得內經之皮毛，即妄議

前賢，多見其不知量也。” 

（三）“有名而無形”是《難經》考後代醫家之一“難”。《難經》之所以要強調

三焦“有名而無形”，是要後代醫家知道三焦真正功能的運作是在三焦腑內（空腔內），

其內有氣（無形）和津液（氣化態）之遊行。《難經》是最早根據《內經》而作的醫書，

扁鵲必定看過《內經》的原本，其內容必定與今本大不相同。原本《內經》是否有提三

焦“有名而無形”，則不得而知。為何《難經》不把三焦的道理說清楚，而只提三焦“有

名而無形”？如此即可免除後代三焦“有形”或“無形”的爭論。可能《難經》也想順

便考一考後代醫家看其對三焦悟不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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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批判《黃帝內經》與否定黃帝、岐伯 

 

（一）批判《黃帝內經》 

自古醫家皆尊稱《黃帝內經》為聖經，雖有批判《難經》者，但批判《內經》者則

無。清代中葉西醫傳入中國，即開始有批評《內經》之聲： 

（1）王清任認為《黃帝內經》經文不確實際，而遺禍後世。于《醫林改錯》序文，

王清任曰：“余於臟腑一事，訪驗四十二年，方得的確，繪成全圖。意欲刊行於世，惟

恐後人未見臟腑，議餘故叛經文。欲不刊行，複慮後世業醫受禍，相沿又不知幾千百年。

細思黃帝慮生民疾苦，平素以《靈樞》之言下問岐伯、鬼臾區，故名《素問》。二公如知

之的確，可對君言，知之不確，須待參考，何得不知妄對，遺禍後世。” 

（2）有現代醫家﹝18﹞認為三焦之爭論是因為《內經》之《靈樞》與《素問》本身有

些地方即自相矛盾，關鍵在於《靈樞》與《素問》不是一個時期的產物，也非出自一人

之手。 

（3）有現代醫家﹝19﹞認為研究三焦之實質必須以毛主席哲學思想為指導，堅持唯物

辯證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 

（4）有現代醫家﹝20﹞認為《內經》對三焦的論述本身是存在矛盾的，探究其原因主

要是：（i）理論來源不同，（ii）構建理論的需要，（iii）歷史條件限制。並說：“後世

醫家所持三焦“有名無形論”、“無名有用論”、“功能單元說”及“未知說”，亦無

益于中醫理論的學習、整理和提高。三焦理論中存在的問題是由於中醫理論在形成中的

某些特點及其缺陷造成的，學習研究中醫基礎理論時必須注意採取科學的態度。” 

（5）有現代醫家﹝21﹞認為：“《內經》受傳統思維方式所固有的屬性，使中醫學逐

漸失去了探索物件客體和本質規律的認知功能,從其內部嚴重制約或束縛了中醫學的發

展,使其很難走向實證科學。” 

（二）否定黃帝、岐伯 

自古醫家皆稱《黃帝內經》為醫家聖經，為黃帝、岐伯所傳，且有大醫家張仲景、

王叔和、皇甫謐、孫思邈等為證。現代醫家卻打破傳統，堅稱《黃帝內經》非黃帝、岐

伯所傳，而是經歷幾百年由許多醫家共同執筆完成的。 

第三章已討論過“中醫之本源”，其目的是要正本清源“醫道”的傳承，而進一步

指出今日中醫存在的最大問題就是： 

（1）首先否定“聖人”黃帝、岐伯。 

（2）接著否定“聖經”《黃帝內經》，使中醫的根本連根拔起。 

（3）然後用移花接木的方式，引進西方科學變成“新中醫”的“新聖經”。 

（4）發展出全新的學科“中西結合”。 “中西結合” 學科不再以《黃帝內經》為

聖經，而是全盤接受西方實驗科學的方法；也不講求辨證論治，只要求“隨機雙盲控制

實驗”（randomized double-blind controlled trial）。 

（5）如此“傳統中醫”徹底毀滅，醫道失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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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傳統中醫”與“中西結合” 

 

（一）傳統中醫 

古代醫家就是尊奉《黃帝內經》與《黃帝八十一難經》為中醫“聖經”，並認為《內》、

《難》二經為聖人所作，完全信奉而不加懷疑。在此二聖經的基礎上，作醫學論述與臨

床運用。 

孫思邈昭示學醫之道，於《備急千金要方‧論大醫習業》﹝22﹞曰：“凡欲為大醫，

必須諳《素問》、《甲乙》、《黃帝針經》、明堂流注、十二經脈、三部九候、五臟六腑、表

裏孔穴、本草藥對，張仲景、王叔和、阮河南、范東陽、張苗、靳邵等諸部經方，又須

妙解陰陽祿命，諸家相法，及灼龜五兆、《周易》六壬，並須精熟，如此乃得為大醫。若

不爾者，如無目夜遊，動致顛殞。次須熟讀此方，尋思妙理，留意鑽研，始可與言於醫

道者矣。又須涉獵群書，何者？若不讀五經，不知有仁義之道。不讀三史，不知有古今

之事。不讀諸子，睹事則不能默而識之。不讀《內經》，則不知有慈悲喜舍之德。不讀《莊》

《老》，不能任真體運，則吉凶拘忌，觸塗而生。至於五行休王，七耀天文，並須探賾。

若能具而學之，則於醫道無所滯礙，盡善盡美矣。”孫思邈斯言就是“傳統中醫”千古

不易之標竿、準繩。 

（二）中西結合 

現代醫家大多認為現代醫學遠遠超越古代中醫，認為古代中醫存在許多不科學的地

方，好像一個黑箱（黑箱理論），所以必須用現代實驗醫學的方法來檢驗。合乎現代醫學

的就保留，不合乎的就廢除，把現代醫學當成檢驗古代中醫的唯一標準。 

古代醫家尊《內經》、《難經》為聖經；現代中醫院校已不教《難經》，《內經》

則選教。古代醫家有良好的中國文化思想基礎，現代醫家則專研西醫分子生物學，不再

視《黃帝內經》為聖經寶典。古代醫家重視察色按脈先別陰陽之辨證論治，現代醫家多

不懂脈學而依賴西醫儀器的檢查。中西充分結合到後來將只會變成“中醫西醫化”。
﹝23﹞ 

 

9. 醫道漸漸失傳 

 

如果從黃帝、岐伯開啟“醫道”，至今已有五千年，這是一個非常漫長的過程。到

底中醫的發展是進步呢？還是退步呢？到底黃帝、岐伯之醫道傳承有否延續？還是已經

失傳？我們都可藉由觀察三焦爭論之現象得到一些端倪。 

我們已經看到古今三焦爭論的現象： 

（1）在北宋以前沒有爭論，醫家多宗三焦“無形說”， 

（2）南宋以後開始三焦“有形”或“無形”之爭辯， 

（3）到清代三焦基本上已有相似的看法， 

（4）但是現代 60 篇三焦論文有 36 種不同的三焦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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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中醫從黃帝、岐伯的醫道（“傳統中醫”）發展到今日的“中西結合”對三

焦的看法會有如此大的差異？其原因究竟為何？ 

到底古代醫家的看法比較高明呢？還是現代醫家呢？當然現代醫家會認為自己比較

先進，而古人已經無法回答此問題了。如果是現代醫家比較有智慧，應該是大家見解一

致，得到共識，解決古人無法解決的三焦難題。為什麼反而出現三焦爭議更加紛亂？如

此“南轅北轍”的局面？ 

到底古代醫家比較瞭解中醫？還是現代醫家比較瞭解中醫？現代醫家或許會說：

“現代醫家利用科學方法當然是比較科學，古代醫家只懂封建迷信色彩濃厚的《易經》、

五運六氣。”但是現代醫家對《黃帝內經》是否有完全而充分的瞭解？答案應該是否定

的。 

至於說古代的《易經》和五運六氣充滿迷信、不科學，那就等於說《黃帝內經》是

迷信、不科學。《易經》、五運六氣與《黃帝內經》都是從古代中國文化產生出來的，他

們有相同的根，有相同的思想模式，與大多數現代人崇拜的西方科學差異甚大。﹝24﹞如

果完全要以西方科學方法當成研究中醫的金科玉律，那麼《黃帝內經》可能首先背質疑，

因為其中充滿現代人所謂的封建、宗教色彩，那么中醫將會如樹之無根般的被滅絕。如

果說不符合西方科學方法就不科學，那就好像把西方科學當成宇宙唯一真理般的崇拜。

西方醫學對中醫所熟知的“氣”還是一無所知，又如何只能用西方醫學方法去研究中

醫？西方科學對宇宙所知極其有限，那又如何能把西方科學當成宇宙唯一的真理？ 

到底“中西結合”是使中醫進步？還是使中醫退步？這是很值得吾人省思的大問

題。“三焦之爭論”或許意謂著愈後代的醫家愈不能瞭解《內經》與《難經》的經旨，

這是因為時代的差異而產生的思想隔閡。現代醫家越遠離中國文化思想，也將越不能理

解《黃帝內經》，醫道的傳承也將因此漸漸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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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記 

 

 

來到南京中醫藥大學已是第五年，記得2001年碩士班入學時，也剛好是

從西醫轉學中醫之時，當時的心情就像20多年前剛讀西醫時的滿腔熱血。但

時光不再，前一個是20歲的青年，而後一個已是40多歲的中年。然而在我看

來並沒有什么差別，永遠保持一顆赤誠的心，活到老學到老。 

從臺灣到南京學習中醫，雖然路途遙遠，但收穫良多。對一個學西醫20

多年的我，並沒有興趣用西醫的方法去研究中醫，我所好奇的是為何在科學

昌明的今日，五千年前的中醫還能有立足之地，並且在許多方面是西醫難望

其項背的。 

本校醫史文獻研究所具有優良的傳統與傑出的教授，對我研究三焦之課

題貢獻良多。吉文輝教授是中國文化思想學的專家，是我的指導教授，經常

教導我研究中醫必須具備深厚的中國文化思想基礎，尤其要精通《易經》和

《老子》，如此才能在研究中醫時掌握正確的方向。特別要感謝吉教授對本

論文的整體架構提供極為珍貴的指導。 

教授群的其他教授有趙國平教授、王大妹教授、史欣德教授、王興華教

授、陳仁壽教授也對本論文的完成提出寶貴的意見，在此由衷感謝。 

本論文屬於文獻研究與專題討論，論文通過後將出版專著，以期對中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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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有所貢獻。 

學海無涯，學無止境，博士論文的完成才剛是另一個研究的開始。踏入

中醫之門，與古籍為友，以古人為師，期能發揚醫道，造福病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