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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占卜別具哲理意義，在上古時代，人們通過用

龜殼占卜以禱告神靈，表達天神崇拜的信仰。商代

殷墟甲骨卜辭中出現過「下上若」「下上弗若」的祈

禱語[7]。而作為本為卜筮之書《易》中的泰否二卦，

不僅卦象形似龜卜上的

「下上」，卦辭中也恰有

「上下交而其志同也」「上

下不交而天下無邦也」的

明確說法，故《泰》《否》

二卦也是傳統淵源與古人

信仰發展的體現。

第三，也是筆者以為

最重要的是，泰否兩卦對

整個《周易》蘊含的道理

具有典型的濃縮意義：

《泰》《否》兩卦的卦像

是由《乾》《坤》構成。如

果說《乾》《坤》代表陰

陽，象徵夫妻、君臣、天地而統領六十四卦[8]，那麼

《泰》《否》則是二元共處的結合，是二元的融合。

而這種融合，定有一種力量穿梭在內，與日月共

舞，與天地合德。

一、天地絪縕，泰否相生

1.「小往大來」，「大往小來」

「泰：小往大來，吉，亨。」[9]

先看《泰》卦。什麼是「小往大來」呢？朱子說

明：「小謂陰，大謂陽，言《坤》往居外，《乾》來居

內。」 [10]他用卦變原理解釋了《泰》自《歸妹》：

《泰》《否》相循：

生命的往復流轉
■ 呂  欣

北京大學哲學系

天經地義

關於《周易》的起源與作者[1]，由於缺乏明確

足夠的史料佐證而無法得出被普遍接受的確論。

但就其成書目的為何，實有很多合理考究處。作為

「致廣大盡精微」的南宋大儒朱熹，依據《周易》

文本及《史記》《漢書》

等其他文獻資料，明確表

示過其對《周易》成書性

質的基本看法—「《易》本

卜筮之書」 [2]。名義上，

「周」指周代，「易」則與

占筮占卜的性質相關，故

《周易》本為周代卜筮所

用書之一[3]，可能正因此，

《易》在秦始皇焚書坑儒

時並未受到影響[4]。而我

們現在所講的《周易》是

《易經》與《易傳》的統

一。《易傳》十篇傳為孔

子所作[5]，使得富有儒家哲理意義，並兼採各家之

長的易學真正建立起來[6]。

大家熟悉「否極泰來」的成語，其來源就否泰

兩卦的卦象互相對反，而否卦排在泰卦之前。筆者

之所以選取《泰》《否》二卦來討論生命問題，大

體有如下三點緣由：

首先，兩卦從基本卦象上來看已揭示出一種

動態的流變，展現出一種「否極而泰，泰而後喜」

的趨勢。而這種趨勢恰與人們流轉變化的生命狀

態息息相應。

再者，關於泰否二卦與《周易》起源也有關

摘  要：《周易》中的《泰》《否》二卦是體現事

物變化形態的典型縮影，從兩卦卦象直接介入即

可直觀到世事變化的趨勢。文章以《泰》《否》兩

卦部份卦辭及爻辭為入手點，通過經傳對比分析

並結合其他儒家哲學經典文本展開論述，以揭示

泰否之趨勢所統攝的易道，並突出天地間的富有

生命力的人之靈秀。人之於天地間殊途同歸，貴

在能居易而樂天知命，在體驗生命之流轉往復中

感知天道人道相會的美妙。

關鍵詞：《周易》；卜筮；仁；理學；天人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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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往居四，九來居三」變來；《孔穎達注疏》（下

文簡稱「孔疏」）曰「陰去故『小往』，陽長故『大

來』」[11]。註家的解釋首先都沒有偏離卦象的構成

元素及其相互關係，即《乾》《坤》（陰陽）的往來

相遇。

《彖傳》解釋說：「『泰，小往大來，吉，亨』，

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內陽

而外陰，內健而外順，內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

小人道消也。」這是從卦象引申出萬物相通的根

據，內外互補的基礎以及君子小人此長彼消的原

理。

《繫辭下傳》之言「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

女構精，萬物化生」，與周濂溪《太極圖說》中「二

氣交感，化生萬物」，均是說明「天地交而萬物通

也」。《乾》《坤》不僅象徵天地、陰陽、男女，也象

徵君臣關係，或君子和小人的關係。《彖傳》更多

地體現人事意義，如程伊川所釋：「大則君上，小則

臣下，君推誠以任下，臣盡誠以事君，上下之志通，

朝廷之泰也；陽為君子，陰為小人，君子來處於內，

小人往處於外，是君子得位，小人在下，天下之泰

也。」[12]君上推誠臣盡誠，則是上下之情相通，君臣

相交感，則可以濟養保民，故曰「上下交而其志同」

了。而「君子道長，小人道消」的義涵一方面，從萬

物生長規律來看，如《周易集解》引《九家易》曰：

「謂陽息而升，陰消而降也。陽稱息者，長也，起

《復》成《巽》，萬物盛長也。陰言消者，起《姤》終

《乾》，萬物成熟，成熟則給用，給用則分散，故陰

用特言『消』也。」[13]；另一方面則是就人事之理的

總結，君子守正開誠在內，則小人在外自然順以聽

命而「道消」。

再看《否》卦卦辭：

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

《否》與《泰》正好是乾坤扭轉，當天地萬物

內健外順的姿態被顛覆，大地濁陰在下而陽氣升

則遼遠於空上，是以陽消陰長，故「大往小來」，天

地隔絕不相交通，物不開化而閉塞成「否」。「匪

人」，筆者同意王弼與朱子之意，釋為「非人道也，

其占不利於君子之正道」，故「不利君子貞」。而這

裏《程氏易傳》以為「之匪人」三字類比「比之匪

人」，云「天地交而萬物生於中，然後三才備，人為

最靈，故為萬物之首。凡生天地之中者，皆人道也。

天地不交，則不生萬物，是無人道」，朱子以為三

字衍「語同而字，異強解不通」[14]，否之匪人者，

只是言否閉之世非是人道交通之時，而不是無人

道。

對於《否》卦的卦象和意涵，《彖傳》解釋：

「『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則是天地

不交而萬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也。內陰

而外陽，內柔而外剛，內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

君子道消也。」

「小人道長，君子道消」是言此時小人乖戾得

勢，不是君子守正固的好時機。於孔疏言此時「非

但其志不同，上下乖隔，則邦國滅亡，故變云『天下

無邦』也。」可是我們注意到，單從卦辭上看，雖是

否塞之時，不利君子貞，但並未定之以「吉」「凶」

或「悔」「吝」，這便暗含了由否轉泰的可能性，且

待後文再具體闡述。那麼君子在否塞時切不可失

了什麼宗旨呢？《否》卦《大象傳》中曰：「君子以

儉德辟難，不可榮以祿」。朱熹《周易本義》解釋：

「收斂其德，不形於外，以避小人之難，人不得以

祿位榮之」。

舉《孟子》中百里奚的例子為證：晉人「以垂

棘之璧與屈產之乘假道於虞以伐虢」，百里奚時為

虞國大夫，「宮之奇諫，百里奚不諫」[15]，因為他

知道「虞公之不可諫」從而去之秦。面對昏庸的虞

公，百里奚不得不閉口不諫，此正是避其陰陽以運

之難。伊川曰：「小人得志之時，君子居顯榮之地，

禍患必及其身，故宜晦處窮約也。」[16]子曰：「不仁

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仁者安仁，知者

利仁。」（《論語·里仁第四》）朱子《論語集注》云：

「不仁之人，失其本心，久約必濫，久樂必淫。惟

仁者則安其仁而無適不然，知者則利於仁而不易

所守，蓋雖深淺之不同，然皆非外物所能奪矣。」

這裏的「不仁之人」正是「小人」，有道長之日，久

必有道消之時。

那麼，泰否轉換的過程需要時日，這些時日或

長或短，內自有理可循。接下來筆者選取爻辭中比

較典型的轉換過程徵象來說明此理。

2.「拔茅茹，以其彙」

《泰》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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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初六，拔茅茹，以其彙，貞吉，亨。

兩卦初爻爻辭實為相似，是以形容不同身份

者（君子與小人）的在其各自某一時間段的相似狀

態。《泰》卦初九是針對君子進之狀態，伊川云：

時之否，則君子退而窮處；時既泰，則志在上進

也。君子之進，必與其朋類相牽援，如茅之根然，拔其

一則牽連而起矣。茹，根之相牽連者，故以為象。彙，類

也。賢者以其類進同志以行其道，是以吉也。君子之進，

必以其類，不唯志在相先，樂於為善，實乃相賴以濟。

故君子小人，未有能獨立不賴同類之助者也。自古君子

得位，則天下之賢萃於朝廷，同志協力，以成天下之泰；

小人在位，則不肖者並進，然後其黨勝而天下否矣，蓋各

從其類也。[17]

此處程子說得甚妙，志同道合的君子凝成一

股上進的力量，互相支援，是為征吉。然對於

《泰》此爻相似的《否》卦初爻，三陰類聚看似是

小人連類得勢吉亨，實則是吉凶未判之時。而此時

小人變君子亦有餘地。然而，此處無「征」，故王弼

反問「順非健也，何可以征？」三陰同道，皆不可

進。然而初之惡是小人欲為惡而未發露之時，貞而

不諂則可變而為君子，故「志在君也」。於此，讓人

聯想到《大學》誠意章中「小人閒居為不善，無所

不至。見君子而後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此

時小人若能由內而外及時向善，則是吉亨。明末大

儒劉蕺山在其《人譜》中亦云「此時一念未起，無

善可著，更何不善可為？只有一真無妄在。不睹不

聞之地，無所容我自欺也。」[18]此亦與告誡小人及

時改邪歸正以貞吉之意相通。

然若小人習心已壞，圖迷一時之吉，已然打頭

露面甚至全然做小人，這便是否卦二三爻想要展示

的。

3.「包承」與「包羞」

《否》：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

六三，包羞。

「包承」便是包容應承。朱子以為六二陰柔而

中正，是小人能包容順承君子之象，是小人之吉

道，路通得位，內柔外剛。《本義》云：「故占者小

人如是則吉，大人則當安守其否而後道亨。蓋不可

以彼『包承』於我而自失其守也。」然而此處對應

《泰》之九二，則是「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

得尚於中行」。王弼以「無偏無私，存乎光大，故曰

朋亡也」解說此句。《泰》之九二主乎通泰，伊川謂

此時「人情安肆，則政舒緩而法度廢弛，庶事無

節。治之之道，必有包含荒穢之量，則其施為寬裕

詳密，弊革事理而人安之。若無含弘之度，有忿疾

之心，則無深遠之慮，有暴擾之患，深弊未去，而

近患已生矣，故在包荒也。」[19]《本義》云「占者能

包容荒穢而果斷剛決，不遺遐遠而不昵朋比」，則

是「尚得於中行」。治泰不能朋比，君子要用心弘

大，以包容之量而施剛果之用。故筆者看來，「包

承」中小人順承君子之象蘊育在君子「包荒」的大

背景下，二者是相互對應的趨勢。泰寧之時，「人心

狃於泰」易致使泰轉為小人承吉的否道。然而於君

子言，泰將盡之時，也是小人吉亨之時。事態在流

動變化，此一時彼一時，是以謂泰否相尋相生。

《泰》將盡之時則是《泰》卦九三「無平不

陂，無往不復」。此時諸陽在上，泰之極盛，然物理

如循環，在下者必升，居上者必降，所以泰久必否。

若君子「艱貞無咎，勿恤其孚」故能「於食有福」。

《象》曰：「『無往不復』，天地際也。」學界有言

此句之份量堪比「一陰一陽之謂道」。無往不復，

即言天地之交際。此處小象傳直接明瞭地講出屈

伸往來之常理，也是天道之常理所在。道法自然，

因天地交際之道，而明否泰不常之理，則是以為

戒。那麼在君子艱難守貞之時，《否》卦的六三爻

辭給出兩個字—「包羞」。《象》曰「『包羞』，位不

當也。」孔疏言「包羞者，群陰俱用小人之道包承

於上，以失位不當，所包承之事，唯羞恥也。」《本

義》云六三「以陰居陽而不中正，小人志於傷善而

未能也」。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論

語·衛靈公第十五》），小人一至此，則「放辟邪侈，

無不為已」（《孟子·梁惠王上》）小人已是要害君

子，然做事不得所以包受了許多羞恥，可見其被

蒙蔽之心已有良知在。小人知羞，然以其未發，故

「無凶咎之戒」。此爻亦是否之極盛欲轉衰之勢。

隨著事態的流變，小人應迷途知返，而君子亦存乎

天理於心，尤其在否盛之時更應「居易以俟命」，

而始終不忘君子之道。

二、理本無二，殊途同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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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有命無咎，樂天知命

前章說到「居易俟命」[20]正符合君子當否之時

的理想狀態。《繫辭上傳》第四章有言：

《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仰以觀於

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終，故

知死生之說；精氣為物，遊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

狀。與天地相似，故不違；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

過；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安土敦乎仁，故能

愛。

《易》道之大盡顯於此。「幽明」「死生」「鬼

神」皆陰陽之變，天地之道。「天文」有晝夜上下，

「地理」有南北高低。「知周萬物」者天也，「道濟

天下」者地也。看似二元對立的一組一組關係，實

則都是在詮釋天地之道，亦即易道。而聖人能不

以我觀物，明曉易道之理，知且仁，知行權而以仁

守正。既樂天理，又知天命，故不憂。聖人能為聖，

即在窮理而有所悟：理本無二。在《繫辭下傳》中

有言「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途，

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易道之理本無二，

死生有命，人固有一死。事態泰否之變亦有規律可

循，正如「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

生焉；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

焉」。君子小人如泰否相尋，如日月交疊變換；天下

民生百態憧憧往來，殊途百慮，莫非自然，莫不天

下共居易，又何以思慮為哉？

由於聖人感應自然瞬息萬變，識得此理，故

能「樂天知命」地盡性之事。若君子識得此理本無

二，便可居之泰否皆不逾矩，亦能不忘濟物守仁德

之正，渾然與物同體。故有《否》卦九四曰「有命無

咎」，此時疇類三陽皆獲福，已是將濟之時，原來

大抵「《易》為君子謀」！《象》曰「『有命無咎』，志

行也。」九四濟否，則是志在當行之時，故後有「休

否」「傾否」自大故好，後文會有闡述。

2.裁成輔相，以左右民

說到「理本無二」，放到之天地萬物皆準。朱

熹在《孟子或問》中有關於「理一分殊」學說，恰與

「天下同歸殊途」可相證：

天地之間，人物之眾，其理本一，而分未嘗不殊

也。以其理一，故推己可以及人；以其分殊，故立愛必自

親始。[21]

此處本是朱子為《孟子》做註，對「老吾老以

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處的義理闡釋。人

皆有怵惕惻隱之心，梁惠王與牛本非同類親族，卻

「不忍其觳觫」，是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也，以不同

方式不同形態展現。故君子行仁是天性使然，是盡

理之事。天下此理本同歸，只是表現為不同的各個

表徵罷了。

再說《泰》卦之《大象傳》：

天地交，泰；後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

以左右民。

鄭玄註：「財，節也。輔相，左右，助也。」[22]王

弼、韓康伯註：「泰者，物大通之時也，上下大通則

物失其節，故財成而輔相以左右民也。」孔疏曰：

「後，君也。」[23]朱熹《周易本義》云：「財，裁同。

財成以制其過，輔相以補其不及。」[24]此是說，君

主要有所節制，防止過度，並補充不足，以成應天

地四時的節律，輔助天地所生的物宜，以佐助民眾

之所需。人君應體察、體會並體現萬物茂遂之泰而

為法制，正如伊川所云：「使民用天時，因地利，輔

助化育之功，成其豐美之利也。如春氣發生，萬物

則為播植之法；秋氣成實，萬物則為收斂之法。乃

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輔助於民也。民之生，必賴

君上為之法制以教率輔翼之，乃得遂其生養，是左

右之也。」[25]

此一說，「裁成輔相」亦處處皆得見。正如朱

子所言：「君臣父子兄弟夫婦，聖人便為制下許多

禮數倫序，只此便是裁成處。至大至小之事皆是。

固是萬物本自有此理，若非聖人裁成，亦不能如此

齊整，所謂『贊天地化育而與之參』也。」[26]「裁成

輔相」有著天道人道的溝通，聖人立下的禮數倫

序，是謂「裁成」，如此溝通天人，才成「贊天地化

育而與之參」。

孟子有言：「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

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

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饑

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

於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然而

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梁惠王上》）朱子在

為《孟子》此段做註時，就化用了《泰》卦大象傳，

說明君王要「盡法製品節之詳，極裁成輔相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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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左右民」，方是王道之成也。

沒有國界區別，「民之和樂」是太平社會的共

同表徵；而「保民而王」則是天下君王之所共適。

不同宗教信仰，不同歷史文化，不同國情，世界各

國的政治體制、法律制度也不盡相同。但不論是

三權分立制、議會制等，還是代表大會制，目的都

是要通過制度和法律（朱子說的「盡法制」）來使

社會能平穩安定。而制度法律都是由人所立，人又

無時無刻不處於變化的易道中，這就又回到那個

不變的「理」上。君子要怎樣做才稱得上「樂天知

命」？君王要怎樣做才能「裁成輔相」？子曰「不

知命無以為君子」；程子曰「知命者，知有命而信

之也。人不知命，則見害必避，見利必趨，何以為君

子？」

人處於天地間，理應胸懷灑落。人在世上本身

就是人與世界的相容與維持。人總是以一種完全

投入的方式融在這個世界，被這個世界感動得無

以復加。德國詩人荷爾德林有個曼妙的形容：「詩

意地棲居」；德國哲學家海德格爾（Heidegger）也

表達過，人作為「此在」（Dasein）與世界的關係是

「在世界之中」（In-der-Welt-sein）[27]。雖然西方哲

學的思維方式和根源與中國大有不同，但對於「人

應該如何生活」的生命問題卻是打破文化界限所

共同追問的，這又是一種殊途同歸。

人之在世，本與天地共生，與萬物同體。義禮

智信皆歸於仁，蓋良知良能元不喪失[28]，理即在

此，天下殊途同歸也。言說於此，理學家張載的

《西銘》可以作為此部份最好的總結：

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渾然中處。故天地

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

與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

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聖，其合德；賢，

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殘疾，惸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

而無告者也。於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

者也。違曰悖德，害仁曰賊，濟惡者不才，其踐形唯肖者

也。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不愧屋漏為無

忝，存心養性為匪懈。惡旨酒崇伯子之顧養，育英才潁

封人之錫類。不弛勞而底豫，舜其功也；無所逃而待

烹，申生其恭也。體其受而歸全者，參乎！勇於從而順令

者，伯奇也。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

汝於成也。存，吾順事；沒，吾寧也。[29]

三、生命於易，天道人道

1.否何可長？貴在一「傾」

《否》上九，傾否，先否後喜。

在《否》卦九五「休否」時已有「其亡其亡，繫

於苞桑」之念，磨練意志。對此，《繫辭下傳》中有

申述：

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

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

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

九五居尊，有德有位，由於畢竟是君子道消之

時，則心存將危之念。《吳越春秋》中越王勾踐，

臥薪嘗膽，身家性命可謂危在旦夕。然而《易》曰

「其亡其亡，繫於苞桑」，山重水複疑無路，柳暗

花明又一村，好在天道好還，姑蘇一戰成就千古霸

業，這就在於最後的「傾否」功勞了。

孔穎達《周易正義》疏曰「先傾後通」，朱熹

《周易本義》云：「以陽剛居否極，能傾時之否者

也。」上九位於否之終極，到了該「傾」的時候。

否不會自己「人仰馬翻」，所以講「傾否」不講「否

傾」。那麼其中，人事的力量就至關重要。由於上

九陽剛，故有能力將否一「傾」。不論泰極至否，

還是否極迎泰，當人類社會發展到一個極點要發

生質變的時候，人的作用就成了中流砥柱。

《郭店楚簡·語叢一》：「《易》，所以會天道

人道也。」這是我們現在能看到的最早最明確關於

「天人合一」思想的描述。《易》正是這樣，一方面

突顯它本為卜筮之書的用途，人們卜筮問卦，是問

吉凶禍福的。然而人向誰問？是在向「天」問。所以

《易》一方面展現出「陰陽不測之謂神」的天道，

對應社會歷史發展的規律性，另一方面便是重視

人之生命的力量。正因為這種力量，才使得「否終

則傾，何可長也。」故居易俟命不是聽命上帝，而

是把天道盛衰和人事進退相交織，因勢乘機而動，

「傾否」迎喜。

2.人與天地合德

周濂溪在《太極圖說》中說：「『乾道成男，

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

化無窮焉。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30]天遼闊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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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斗轉星移；地渾濁於下，山巒起伏。四時合著日

暈運行而周期變化，萬物隨著季節交替而一枯一

榮。人生於天地間直立行走，每時每刻都在與自然

環境相互感應得其靈秀，這靈秀便是我們生命智

慧的不斷覺醒。蓋聖人能「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

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周易·繫辭

上傳》曰：「生生之謂易」[31]，又曰「剛柔相推，變

在其中矣。」就像泰否相尋，生命便流轉在這不定

的變易之中，唯變所適，代代相承。《繫辭·繫辭下

傳》再曰「天地之大德曰生」，然而，天地之道需要

進一步分析，生命的價值需要進一步確立：「立天

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

曰仁與義」；聖人作《易》「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

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聖人作《易》的極功便在

「窮天下之理，盡人物之性，而合於天道」。（《周

易·說卦傳》）《易》這部會通天道人道的經典，展

示給我們的是理與生命的相即不離。

朱子有言：「天即人，人即天。人之始生，得於

天也；既生此人，則天又在人矣。」[32]天與人相生

相成，在儒家來看絕不二分。如果沒有人，那麼天

的活潑潑地氣息則不能體現，張子所言「為天地立

心，為生民立命」相輔相成，沒有人則誰為天地

「立心」？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論語·衛

靈公第十五》）只有人能識得「天道」使之發揚，天

地間必須通過人在萬物中的價值點化與意義賦予

才能使這個生機盎然的世界存得。《泰》《否》二

卦扭轉乾坤景致，上下交變回轉，陰陽倒易迴旋，

人把生命融入這場往復間，在其中完成著參贊使

命。

「天人合一」的哲學命題，實是儒家思想的重

要基石：「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殀壽不

貳，脩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孟子·盡心上》）

生命永遠不是孤立的個體，人考慮自身問題時，必

須考慮事天，考慮到和自己共生的自然。人貪婪猖

獗之心一起，便是「手足不仁，氣已不貫」，[33]六親

不認便忽略與天相即不離的關係，那麼就必然違

背了天地萬物之心，違背了仁德，也必然會受到懲

罰。故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

（《中庸》）。人與天地合其德，即在此義。

四、餘論

《易》之所以會天道人道，緣乎人與天有著內

在的超越關係，天人相悖不可取，人定勝天也不可

取。否極泰來，辭舊迎新，化險為夷，轉危為安。

無論是人類的某種生存情態走到了一種極端，還

是一種社會情勢衰潰到極致，都定面臨著轉機。

《泰》與《否》的狀態不會單一性的持續，變易才

是恆常不變的道理。這是《易》的發生原理。我們

通過直觀《泰》《否》二卦的變化趨勢，從爻辭釋

理而進行經傳比照分析，中國哲學的精神特徵便

在這種相循相交互的「變」中，得以呈現眼前。

《周易》的理之精髓，或言其核心價值，揭示

了真實的生命狀態：生命如易道流轉，在動態之變

中徜徉在天地無言的大美之間。在《泰》《否》相

循的卦象與哲理中，我們看到的是人與天理相即

不離的關係，體味到的是君子仁德守正、與萬物

一體的意義。《泰》《否》相循所展現的是生命的

往復流轉，蘊含的則更是一種人應追求的生命境

界。

當然，不僅限於《泰》《否》這一對代表性的

具有相循相生關係的卦。《周易》中還有像《乾》

《坤》，《坎》《離》，《咸》《恆》等卦可以一起來

討論。本文以《泰》《否》為例進行討論，一方面

是論述《泰》、《否》二卦的精神原理；另一方面，

我們知道老百姓追尋一己之福，是人之常情。而

《泰》《否》的原理可以說是與老百姓日常生活的

吉凶禍福息息相關的。在這一點上，《泰》《否》二

卦可作《周易》六十四卦中一對生動而「接地氣」

的代表，充分展示《周易》的價值就蘊含在我們的

生活經驗當中。

[1][北宋]陳淳《北溪大全集》卷十一：「至文王之
蒙大難也，則又取伏羲之六十四者而衍之。首於

《乾》《坤》以定君臣之分，終於《未濟》以盡

人事之脩。又於每卦之下係之以辭謂之彖，亦謂

之繇；至周公則又謂之六爻……至吾夫子，則又

為上彖、下彖以釋文王之辭，為大象以釋伏羲之

畫，為小象以釋周公之文，又為文言，為上下

《繫》，為《說卦》，為《序卦》，為《雜

卦》，極其明辨而詳著之，謂之『十翼』。蓋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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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古四聖』而易道於是乎大備矣。」
[2]朱子有言：「《易》本卜筮之書，後人以為止於

卜筮。至王弼用老莊解後，人便只以為理而不以

為卜筮。亦非想當初伏羲畫卦之時，只是陽為

吉、陰為凶，無文字。某不敢說竊意如此，後文

王見其不可曉，故為之作彖辭，或占得爻處不可

曉。故周公為之作爻辭，又不可曉。故孔子為之

作十翼，皆解當初之意。今人不看卦爻而看《繫

辭》，是猶不看刑統而看刑統之序例也。安能曉

今人須以卜筮之書看之方得，不然不可看易。」

[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六十六(北京：中華
書局，1994年)，第1622頁。

[3][漢]京房《京氏易傳》卷下：「《周禮·太卜》一
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

號稱「三易」。
[4]此處別見湯一介、李中華主編，王博著：《中國

儒學史·先秦卷》(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
年)，第374頁。

[5][漢]鄭康成《易緯乾坤鑿度》：「仲尼魯人生不
知易本偶占其命，得旅，請益於商瞿氏曰：子有

聖知而無位。孔子泣而曰：天也，命也，鳳鳥不

來河無圖至。嗚呼！天之命也。嘆訖而後息志停

讀禮止。史削，五十究《易》，作《十翼》。」

陳淳也認為如此（見註[1]），後朱熹亦認同「三
古四聖」為傳世《易》的作者。

[6]朱子反復解釋：「《易》所以難讀者，蓋《易》

本是卜筮之書。今卻要就卜筮中推出講學之道，

故成兩節工夫。」朱子認為《周易》的義理講學

之道是與卜筮分開的兩節工夫。而又「《易》只

是卜筮之書，古者則藏於太史、太卜以占吉凶，

亦未有許多說話。及孔子始取而敷繹為《文

言》、《雜卦》、《彖》、《象》之類，乃說出

道理來。」參[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第四
冊，卷六十六(中華書局，1994年)，第1622頁。

[7]殷墟甲骨占辭中屢次出現「下上若」或「下上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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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 and “P’i” follow each other: the Back 
and Forth Flow of Life

Lyu Xin(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Peking Uni-
versity)

Abstract: The two hexagrams “T’ai”(泰) and 
“P’i”(否) in The Book of Changes are typical epitomes 
of the change of things, and the trend of changes in the 
world can be directly seen from the direct intervention 
of the two hexagrams. The essay starts with the hexa-
grams and lines of the two hexagrams of “T’ai” and “P’i”, 
through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Scriptures and 
other classics of Confucian philosophy, to reveal the Tao 
of change governed by the trend of “T’ai” and “P’i”, and 
highlight the world the spirit of the full of vitality. Hu-
man beings go to the same destination in different ways 
between heaven and earth.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to be able to live easily and happily know fate, and to 
experience the beauty of the encounter between heaven 
and humanity while experiencing the flow of life.

Key words: The Book of Changes, Divination; 
Humanity, Neo-Confucianism; Unity of Heaven and 
Ma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