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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四元素說的宇宙 
 

劉宗平 

（本會會員） 

 

摘要：西元前七世紀，泰勒斯提出「萬物源于水」的主張。從那時起，古希臘的哲學家

們嚴肅地且廣泛地探討本原的概念。後來，亞里士多德接受了恩培多克勒所提出的四元

素說，建立了完整的理論體系，勾畫出宇宙的圖像。今天，經由探索傳統四元素說所建

立的宇宙圖像，不僅可以瞭解古希臘的哲學家們的貢獻，還能夠啟發我們的智慧。 

 

關鍵詞：本原、對立、宇宙、四元素說、希臘哲學。 

 

一、前言 

古代的希臘是歐洲文明的發源地，歐洲的哲學史是從古希臘哲學史開始的。為什麼

西方哲學最初會在希臘產生呢？如果說：「在某一個年代，古希臘哲學從泰勒斯（Thales，

BC 624-546）開始」，那可能是偶然的。然而，只有到了公元前七世紀末，在愛奧尼亞

（Ionia）1地區首先產生古希臘哲學，這卻不是偶然的2。 

在希臘文明突然興起之前，構成文明的大部分東西，已經在埃及和美索不達米亞3地

區存在了好幾千年，並從那裡傳播到了四鄰的國家。然而，這其中好像一直缺少了什麼

東西。直到希臘人把它們提出來，人們才猛然地領會到。除了文學和藝術上的成就之外，

希臘人首創了數學、科學和哲學。他們自由地思考著世界的性質和生活的目的，不為任

何因襲的傳統觀念所束縛4。 

古希臘在自由思潮的衝擊與薰陶之下，孕育出探索宇宙萬物本原的學說。泰勒斯對

萬物本原的主張，促成亞里士多德（Aristotle，BC 384-322）為萬物本原（arche）著書

立說5，建立了四元素說的理論體系。從此，四元素說開啟了探討宇宙結構的大門，使

得原本研究「物體運動」的抽象思辯走向實驗求證的道路，造就了今日的科學與技術。

身處大千世界，探索四元素說的宇宙圖像，不僅可以體會古希臘哲學家們的貢獻，還能

夠啟發我們的智慧。 

 

                                                      
劉宗平，中華科技史學會現任理事長，科學月刊編委，元智大學光電工程系，電郵：

eecpliu@saturn.yzu.edu.tw 

 
1
 古希臘的愛奧尼亞（Ionia），即今土耳其安納托利亞的西南海岸地區。安納托利亞又名小亞細

亞，其為希臘語，意為「上升、東方」，表示「日出之地」，隱含這片地方位於歐洲的東部。 
2
 汪子蒿等，《希臘哲學史》（第一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88 年，頁 3。 

3
 古巴比倫文明，發源於幼發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流域。希臘人稱此地區為美索不達米亞，意為

兩河之間的地方。古巴比倫，位於美索不達米亞平原，大致位在當今伊拉克共和國的境內。 
4
 羅素，《西方哲學史》，何兆武、李約瑟譯，商務印書館（北京），1982 年，上卷，頁 24。 

5
 亞里士多德，《形而上學》，吳壽彭譯，商務印書館（北京），1995 年，卷五，頁 83-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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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古代希臘 

古代希臘哲學產生的地理範圍，主要分佈在歐、亞兩洲交界的愛琴海地區，大致包

括今天巴爾幹半島南端的希臘半島、愛琴海東岸的愛奧尼亞地區、南部的克里特（Crete）

島，以及南義大利地區。希臘民族是一個善於吸收外來文化的民族，他們把吸收到的外

來文化融會貫通後，加上自身的智慧和體認，終究形成輝煌的希臘文化，引領著世界文

明的發展。 

依據史料推測，古希臘文明的發展時期，可追溯至公元前八世紀初。那時，希臘人

在已有的腓尼基子音字母中，增添了母音的字母，發展成希臘字母6。此舉打開了智慧

與知識的交流，不僅將既有的文化保留下來，而且還吸收、融合了外來的文化，發展成

新的思潮和文明。羅馬人將其傳播到西方，拜占庭人又把它傳播到了東方，使得希臘文

化成為世界文明之源。 

古希臘的文明不是原始文明，它大量地借用了過去的中東文明。不過，希臘人所借

用的，不論是埃及的藝術形式，或是美索不達米亞的數學和天文學，大都烙上了希臘人

獨有的智慧特徵。希臘人對外面的世界充滿好奇心，經常到國外去旅行。旅行時，他們

總是抱持著懷疑的精神、批判的眼光。他們探究一切事物，將所有的問題都搬到理性的

審判台前加以觀察7。希臘人這種好奇多思、渴求學習，使他們博學多才、富有常識。 

造成古希臘文明成就非凡的主要因素有二，其一為地理環境，另一為城邦政治。古

希臘人居住的地方，距離埃及和美索不達米亞最早的文明中心很近，能夠從後者最早的

成就中獲得好處。公元前六世紀末，愛琴海區域出現了重大的轉變，原本實行貴族政治

的部落組織轉變為城邦組織。城邦政治的出現，為文化繁榮提供了所需要的制度保證。

由於希臘地區山巒起伏，不利於建立地區性帝國，使得希臘城邦能夠維持達數世紀之

久。希臘的多數城邦都享有直通大海的便利，使得他們易於受到外來的刺激，並發展自

己的經濟和文化。於是，自由思潮得以蓬勃地發展，終至產生了巨大的創造力。 

三、萬物本原 

不受束縛的自由思想，是希臘人所獨有的。世俗的人生觀也是希臘人所特有的，他

們堅信「人活著，最主要的事就是要充分地表現出人的個性」。理性主義和現世主義相

結合，使得希臘人能夠自由地、富有想像力地思考著人類和社會間的各種關係和問題。

希臘人認為神跟人很相似，差別在於神更有力量、更長壽、更美麗。希臘人和諸神的關

係，實質上是一種平等交換的關係8。 

古希臘的宗教是城邦生活中的一個組成部份，因而逐漸地滲透到城邦生活中的每一

個方面。當時的宗教內涵可以詮釋物質世界、日常獻祭活動和各種社會制度，它是激起

                                                      
6 腓尼基字母只有子音，從右向左書寫。由於希臘語的母音發達，所以希臘人就在腓尼基字母中

增添了母音字母。早期的希臘字母，先從右向左，再順勢從左向右，形成「耕地」式寫法。後來，

演變成全部都從左向右書寫。羅馬人引進希臘字母，略微改變後，形成拉丁字母，流行於世界各

地。發音過程中，氣流通過口腔不受阻礙所發出之音，稱為母音或元音。例如，英文中的 a、e、

i、o、u。反之，發音時，氣流在發音器官的某部份受到完全或部份阻礙時所發出之音，稱為子

音或輔音。例如，塞音的 p、t、k，擦音的 s、x、h，鼻音的 m、n 等。 
7 斯塔夫理阿諾斯，〈希臘和羅馬的文明〉，《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吳象嬰、梁

赤民譯，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上海），1999年，頁 211。 
8 同註 7，頁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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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人和藝術家創作靈感的一個主要泉源。由於神廟是城邦文化非宗教和宗教的核心，藝

術和建築在神廟上得到高度的表現。因此，希臘藝術也是城邦文明的特有產物之一。 

同時，希臘人的自由思想也明顯地存在於哲學的思辯之中。公元前六世紀，小亞細

亞沿海、愛奧尼亞的理性主義哲學家泰勒斯，首先起來向傳統超自然的解釋內涵挑戰，

提出了「世界究竟是怎麼組成的」這一根本的問題。仰望穹蒼、探究宇宙，乃是人們長

久以來共同的好奇心。倘若周圍每一種物質都有其組成的成分，那麼浩瀚宇宙中的萬

物，其本原是什麼？ 

本原為希臘文，其意較為複雜，與「本源」之意不盡相同。本源係指事物的起源、

開端，而本原則是指根源、本質。本原會涉及到事物的存在、產生和毀滅等問題，在《形

而上學》的卷五中，亞里士多德就對「本原」作了六種詳細的規範，以便於進行「有意

義」的思辯。在西方的哲學中，本原是第一個提出來討論的「哲學範疇」。 

泰勒斯是小亞細亞的米利都（Miletus）9人，年輕時到過巴比倫，學習過先進的天

文知識。他最先將埃及的測地術介紹到希臘，開創了幾何學的研究。傳說，他曾經準確

地預報過日蝕的發生。根據現有的文字記載，泰勒斯是第一位用哲學抽象語言提出萬物

本原問題並給予解答的人。他主張萬物源於水，認為水的凝聚為土，水的稀薄為氣。 

早期，人們探討萬物本原的問題時，所尋找的答案均圍繞著神話打轉。換言之，各

種事物的本原都是神。泰勒斯將萬物本原歸諸於一種具體物質的想法，跳脫了神話色彩

或《神譜》10形式的糾纏，引發哲學界出現眾多的懷疑論。他的學說啟動了西方哲學本

體論的研究，是西方思想史上第一位留名的哲學家。 

四、四元素說 

泰勒斯為何主張萬物源於水？根據推測，他應該是意識到水對於生命的重要性。萬

物之中，最神奇的事物莫過於生命，而水則是生命中不可或缺的。此外，位在地中海周

圍的米利都、愛奧尼亞，乃至於整個希臘世界，它們均為海洋所包圍。正因為這樣自然

的地理環境，泰勒斯才會宣稱「大地是浮在水面上的」11。人們的生活和生產活動，包

括農業、工業、商業和貿易，處處都和水發生密切、不可分的關係。因此，把水視為萬

物的本原，這應是理所當然的。 

認為水是萬物的本原，一切事物皆由水所產生的思維，早在巴比倫和希臘的神話中

就已經有了。在泰勒斯之前，那些說法都是用神話來表現的，而泰勒斯則是第一位用哲

學的方式來陳述。他所說的水，既不是米利都某地的某條川流，也不是哈里斯河（Halys 

river，今土耳其的克孜勒河）或地中海的水，而是一般的水。 

泰勒斯如此以水立論，別人同樣也可以依據其他考慮，提出另外的主張。泰勒斯的

門生阿那克西曼德（Anaximander，BC 610-546），提出以阿派朗（apeiron）作為萬物

                                                      
9
 米利都是一個繁榮的商業都市，它是一座位於安納托利亞西海岸上的古希臘城邦，靠近米安得

爾河口。公元前 1500年左右，從克里特島來的移民定居於此。隨後，它就成為愛奧尼亞的十二

個城邦之一。公元前 6世紀，它建立起強大的海上力量，統治了許多殖民地。米利都擁有一批著

名的思想家，如泰勒斯、阿那克西曼德、阿那克西美尼等，世稱米利都學派。 
10

 《神譜》是古希臘詩人赫西俄德（Hesiod）所寫的長詩，共 1022 行。它描寫宇宙和神的誕生，

講述從地神誕生到奧林匹亞諸神統治世界的歷史，內容大部分是神之間的爭鬥和權力的更替。 
11

 同註 5，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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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本原。阿派朗是希臘語，意為「無限」或「不定」12。他的主張，引發畢達哥拉斯

（Pythagoras，BC 580-500）學派和柏拉圖（Plato，BC 427-327）廣泛討論「本原是有

限的，還是無限的？」阿那克西美尼（Anaximenes，BC 570-526）師承阿那克西曼德，

他主張空氣是萬物的本原，並用凝聚和稀薄來解釋它的性質。空氣到處都有，不屬於任

何一個地方，它是無限的。空氣的稀薄會變成火，而其凝聚會轉變成水。如再進一步凝

聚，就會成為土。 

以弗所或艾菲索斯（Ephesus）在米利都的附近，位於加斯他河（Cayster river）注

入愛琴海的河口，是愛奧尼亞的十二個城邦之一。那裡的哲學家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

BC 540-480），明確地指出13「由火產生一切，最後又復歸於火」。又說：「既不是神也不

是人創造了這一世界的秩序，它在過去、現在和未來，永遠都是一團永恆的火。」 

至此，不免要問：「作為萬物本原的水，它是變化的，還是常駐不變的？」赫拉克

利特的說法，可以提供一種思維。水滋養萬物，可變成為動物、植物等。待其毀滅後，

最終會復歸為水。水變為其他事物，最後又回到水。這樣，水是發生了變化，但只是相

對地變化罷了。水變成其他的事物，是水的毀滅。其他的事物再變為水，則是水的產生。

這些變化，只是一些相對的變化。就整個變化的過程來看，從水開始，最後又回到水。

在絕對的意義上，水的本性（屬性）並沒有改變，它只有相（狀態）的改變。這種變化

的形式，就是亞里士多德所說本原是「變中不變」的意思。 

由水凝聚成為土，稀薄而成氣和火。在這種變化的過程中，土只是凝聚起來的水，

氣和火也只是稀薄開來的水。土、氣和火只是水的不同存在形式，它們的基質

（substratum）14—水是不變的。水凍結成冰與水蒸發成氣，這兩種變化的過程是類似的。

冰和蒸氣只是水的不同存在形式，它們的基質都是水，並沒有發生變化。 

西西里的哲學家恩陪多克勒（Empedocles，BC 490-430）綜合前人的各種看法，添

增「土」為基本元素，提出四元素說，首次建立了四元素並存的哲學體系。在人們感官

所能察覺到的範圍內，土、水、氣、火確實各自有其獨特的重要性，均有資格作為萬物

的本原。從四種元素到整個世界，並不是靜止不動，而是不斷地運動變化的。 

五、宇宙圖像 

黑格爾（Hegel，1770-1831）承認泰勒斯的本原水，既是感知的個體，也是思辯的

抽象物。作為物質的水，作為感知的對象，它是有具體形態的特殊東西。作為萬物的本

原，作為哲學的範疇，它又不是某個特殊的水，而是抽象的一般。所以，它是感知和思

辯、個別和一般的矛盾統一體。泰勒斯以水為本原，是要解釋事物多樣性的統一，即「一」

和「多」的矛盾統一性15。當然，泰勒斯當初並沒有意識到這一觀點。 

後來，矛盾統一的話題，逐漸演變衍生出對立（contrary）本原的研究16。許多哲學

家都主張「以對立為本原」，如巴門尼德（Parmenides，公元前五世紀中葉）的冷和熱、

                                                      
12 亞里士多德，《物理學》，張竹明譯，商務印書館（北京），1982 年，第三章，頁 75-85。 
13 林德伯格，《西方科學的起源》，王珺、劉曉峰、周文峰、王細榮譯，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

司出版社（北京），2001 年，頁 32。 
14

 基質，亞里士多德《形而上學》中的哲學術語，意指主體（討論的對象）所隱含的特質。 
15 黑格爾，《哲學史講演錄》，賀麟、王太慶譯，商務印書館（北京），1983 年，卷一，頁 173-192。 
16

 同註 2，頁 243-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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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那克西美尼的稀和密、德謨克利特（Democritus，BC 460-370）的實和空等。亞里士

多德說：如果這些都是正確的，那麼所有產生的事物全都是從與其對立的或對立兩者間

的中間物產生的，也都變成了其對立或中間物的產物。中間物也是由對立的兩端以不同

程度的比例合成的，如黑和白配合成的各種顏色。因此在自然過程中產生的一切事物，

若不是對立的兩者之一，那就是由對立的兩者合成的。 

不言可喻，亞里士多德贊成本原為對立的思維。那麼本原是兩個、三個，還是更多

個呢？可以確定的是，本原應該不會是一個，因為一個無法形成對立。也不可能是無限

個，若為無限，則存在就會不可知。如果元素有四個，則可構成兩組對立。在眾多對立

中，有些對立比別的對立更為一般，而有些對立則是從別的對立衍生而來。甘、苦是一

切味的兩極，它可用感知的對立冷熱、乾濕衍生出來。倘若冷熱、乾濕適當地配合，則

可構成土、水、氣、火四元素的本性。甘、苦是次一級的對立，它是不穩定的本原。 

亞里士多德接受恩陪多克勒的土、水、氣、火四元素說，並選擇冷熱、乾濕兩對對

立性質作為對立面。它們可有四種不同的結合方式，每一種結合可以產生出一種元素。

大千世界中，充滿著各種的對立。為何選擇冷熱、乾濕？因為古希臘人認為這兩對是最

基本的對立。在這四種性質中，沒有任何東西可以阻止其中一種性質被其對立面所取

代。如果水被加熱，則水的冷被熱取代。同時，熱、濕結合成為氣，於是水就轉化成氣

了。此一過程可以不費力地解釋狀態的變化，而且也可以輕易地描述從一種物質到另一

種物質的轉化過程，見圖一17。 

亞里士多德把永恆的宇宙看成是一個巨大的球，它被月球所在的球殼（月球層）分

成上、下兩個區域，見圖二18。月球層以上的區域（月上區）是天界，月球層以下的區

域（月下區）是地界。月球既是空間的中間者，也是本性上的分界線。地界或月下區的

特徵是生與滅及各種短暫的變化，而天界或月上區的特徵則是永恆不變的循環區。如果

在天空中觀察到永恆不變的圓運動，則可推斷天不是由地上的四元素所構成。天界充滿

著透明、無重量的的以太（ether），可劃分成許多鑲著行星的同心球殼（天球），依次為

月亮天、水星天、金星天、太陽天、火星天、木星天、土星天、恆星天和原動天。原動

天之外，沒有任何東西。19 

 
 

圖一 亞里士多德的四元說模型。 圖二 亞里士多德的宇宙圖像。 

 

                                                      
17

 同註 14，頁 30。 
18

 同註 18，頁 60。 
19 劉宗平，〈從電影《第五元素》看早期的宇宙觀〉，科學月刊（台北），第 501 期，2011 年

9 月，頁 708-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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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種元素並不是永恆不變的，它們是彼此相互產生出來的，其本性係以短暫的直線

運動上升和下降。除了冷熱、乾濕以外，四元素之間還有輕、重之分。根據火的本性，

由於火焰的自然運動向上而不向下，所以火是最輕的。氣輕於水，而重於火。相對而言，

土是最重的。亞里士多德的這種說法，並不是絕對的輕與重，而是要強調它們之間的對

立性。因為土和水較重，所以朝向宇宙中心下落就是它們的本性；而氣和火較輕，所以

朝向地界外圍上升也是它們的本性。 

 

六、結論 

亞里士多德的哲學觀點，建立了四元素說的系統性理論，雕刻出雛形的地心說模

型。他認為土、水、氣、火四元素各有其自然位置，任何物體都有返回其自然位置而運

動的本性。若物體越重，則其趨向自然位置的傾向就會越大。換一句話說，重物下落之

速度與其重量成正比。 

這項落體運動的推論，引起廣泛的爭論。經由斜面實驗，伽利略證實重物下落之速

度係與時間成正比，這使得力學因而萌芽。接著，牛頓的研究證明，一旦受到外力的作

用，物體運動速度的大小和方向就可能會改變。因此，圓運動需要一種朝向中心的力作

用，推翻了亞里士多德認為天體運動是一種自然運動的論點。然而，亞里士多德四元素

說的宇宙圖像對於力學發展的影響，仍然是功不可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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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ing the cosmos of classical four-element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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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seventh century BC, Thales said that the arche of everything was 

water. Since then, ancient Greek philosophers began seriously and extensively to 

explore the concept of arche. Later, Aristotle accepted the four-element theory 

proposed by Empedocles and established a completely theoretical system to sketch 

out an image of cosmos. Today, through exploring the image of cosmos built by 

classical four-element theory, we can not only understand the contributions of ancient 

Greek philosophers, but also inspire our wisd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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