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馬來西亞漢學刊（第三期） 

2019 年 8 月（頁 3-16） 

金寶：馬來西亞漢學研究會 

【近世文化研究】 

 

 

 

元代保巴易學思想研究 
 

 

陳明彪 
 

 

論 文 摘 要 
 

保巴乃元代蒙古人，著有《周易原旨》和《易源奥義》。根據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之記載，其易學特色為：“根柢宋儒，闡發義

理，無一字涉京、焦讖緯之說。”可見其易學觀點主要表現出義理的

向度，即對宋儒程頤、朱熹的易學思想有所繼承和發揮，然其義理離

不開象數，故其易學中亦不廢象數。本文擬就保巴易著中相關內容，

探討其中的義理和象數內涵，闡發其中蘊含的天道觀、聖人觀等。 

 

關鍵詞：保巴   易學思想   天道觀   聖人觀   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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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元代（1271-1368）1  易學史上，因其立國不到百年，故元儒所留下的易學

著作，若和前後國祚較長的宋、明二朝相較，數量顯然甚少。再者，元代科舉考

試主要採用朱熹（1130-1200）的註釋，故其著述思想對元代易學著作有著深遠

的影響。據《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四《經部四·易類四》載，本卷著錄的二十

三部元人易學著作中，其著述要旨與朱熹相關者至少就有十二部，數量過半，確

見朱熹思想對元儒的具體影響。2  首先，朱熹思想的籠罩為元代易學的總相之

一。其二，從目前的研究來看，元人對易學義理的建樹較少，對象數之學則頗有

創新，如雷思齊《易圖通變》、俞琰《易外別傳》、張理《易象圖說》、蕭漢中

《讀易考原》等，皆是元人在易圖象研究中取得較高成就的顯例。3  而在元代儒林

的易學家之中，保巴（ ？－1131）4  雖亦承述朱熹易學的觀點，但也有自我發揮

論述之處，可謂別開生面。 

 

 

一、保巴的易學著述 
 

關於保巴的生平和著述情況，現存資料紀錄甚為簡略，研究保巴易學思想的

 

1   關於元代限斷之討論，學界一般認為元代亡於順帝至正二十八年（1368），但對於元代之建立則有

1206、1260、1277、1279 之爭議。本文採取黃沛榮《元代〈易〉學平議》之意見，以世祖至元八年

（1271）改國號為“元”為元代立朝之始。（收錄於《元代經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上冊，臺北：中央

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2000，頁 159-160） 

2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所載元代十二部頗受朱熹思想影響的易學著作，即：胡一桂《易本義附錄纂

疏》十五卷、胡一桂《易學啟蒙翼傳》四卷、吳澄《易纂言》十卷、趙釆《周易程朱傳義折衷》三十

三卷、王申子《大易輯說》十卷、胡炳文《周易本義通釋》十二卷、熊良輔《周易本義集成》十二

卷、龍仁夫《周易集傳》八卷、董真卿《周易會通》十四卷、錢義方《周易圖說》二卷、梁寅《周易

參義》十二卷、趙汸《周易文詮》四卷。紀昀評論上述諸書，大抵稱曰“其去取別裁，惟以朱子為

斷”（頁 85），“發明朱子之說者”（頁 86），“依傍胡瑗、程子、朱子諸說”（頁 87）云云。（魏小虎

编纂：《四庫全書總目彚訂》第 1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頁 85-87、92-95、99-100、

104-106、108-109） 
3  朱伯崑《易學哲學史》曰：元代“義理學派的著述，其對《周易》經傳的解釋，除依程、朱義外，在

哲學和理論思維方面，很少建樹。而象數之學，通過對河洛圖式和邵雍的先後天圖式的解釋，則頗多

創新”。（第 3 卷，北京：華夏出版社，1995，頁 11-70）高懷民《宋元明易學史》曰：“今宋元明時

代的易學，也有其特色，那就是特別著心力於易圖象的製作，借各種圖象以說易道，仿之兩漢，稱之

為‘圖象易’亦宜。”（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頁 144-209） 
4  保巴之生年不詳。據黃沛榮稱，凡一生皆在元代、或其主要事迹在元代、或《元史》有傳者、或其作

品經著錄為元代著作者，皆可視為元代《易》學家。《新元史》卷二三五有《保巴傳》，故將保巴歸為

元代《易》學家。（《元代〈易〉學平議》，頁 160-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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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亦不多。5  保巴或作保八、寶巴，生年不詳，字公孟、普庵，蒙古人，曾任侍

郎、黃州路總管、太中大夫、尚書右丞等職。元仁宗至大四年（1311），保巴因

和丞相脫虎脫、三寶奴、平章樂實、左丞忙哥怗木兒、參政王羆以“變亂舊章，

流毒百姓”6 的罪名被殺。 

在著作方面，保巴的《易》著有《周易原旨》六卷、《繫辭》二卷和《易源

奥義》一卷，共九卷，統名《易體用》。至於《周易尚占》三卷，據四庫館臣考

證，非保巴所著，乃偽書。7  保巴《易體用》之名，乃據程頤（1033-1107）“即

卦體以闡卦用”8  之說而名之。元儒任士林《易體用敘》指出《易體用》著作之

因：“夫然則體之吾身，措之日用，而後簡易之理得，此《體用》一書所由作

也。”9 此表明易理不只體之於心，獨善其身而已，還希望兼善天下，將深奧之易

理用於開物成務。由是可見保巴特別強調易之體用，這可從乾卦首言“體易而

用”，坤卦“君子體易而用之”，10 以及其餘六十二卦爻的註釋中都不斷出現“君

子體而用之”之語，寄寓著保巴“體易理以開日用”之用心。 

在保巴《進太子牋》中提及，“甫正貳儲之位；敬敷《易》道，少禆熙緝之

功”11  ，即以《易》道來輔助太子（即後來的元仁宗），此處不提他書而特提

《易》道，這就是他“體易而用”的表現。復次，其易學要旨和理路則為“根柢

宋儒，闡發義理，無一字涉京、焦讖緯之說”。12  就《周易原旨》的內容可知，

保巴表現出義理的向度，在其《易》著中繼承和發揮魏王弼（226-249）、宋周敦

頤（1017-1073）、程頤、朱熹各家的易學思想，捨棄了漢代京房（生卒年不

詳）、焦贛（生卒年不詳）的讖緯迷信之說。此外，保巴論易不廢象數，觀其

《易源奥義》中對於先天圖、中天圖等的討論即可知。 

 
5  保巴相關課題研究，參閱陳少彤：《保巴生平、著作及其哲學思想》，《孔子研究》1988 年第 1 期，頁

105-112；唐城：《保巴的哲學思想與元代理學的發展》，《集美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8 年

第 3 期，頁 20-24；李秋麗：《論保巴解〈易〉思想理路》，《周易研究》2011 年第 6 期，頁 90-96。 
6  [明]宋濂等：《元史》第 2 冊，北京：中華書局，1976，頁 537。 
7《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云：“考陳繼儒《彙秘笈》中，有《周易尚占》三卷，書名與卷數并符。書前又

有大德丁未寶巴序，人名亦合。然序稱為瑩蟾子李清庵撰，不云寶巴自作。其書乃用錢代蓍之法，以

六爻配十二時、五行、六親、六神，合月建日辰以斷吉凶，亦非尚占之本義。序文鄙陋，尤不類讀書

人語，蓋方技家傳有是書，與寶巴佚書其名偶合。明人喜作偽本，遂撰寶巴序文以影附之。”“今辨

明其妄，別存目於‘術數類’中。”（魏小虎编纂：《四庫全書總目彚訂》第 1 冊，頁 89） 
8  魏小虎编纂：《四庫全書總目彚訂》第 1 冊，頁 89。 
9   [元]任士林：《易體用敘（為保八侍郎作）》，《周易原旨  易源奥義》，北京：中華書局，2009，頁

317。 

10 [元]保巴著、陳少彤點校：《周易原旨  易源奥義》，北京：中華書局，2009，頁 6、9。本文後引保巴

此二著作，皆據此合刊點校本，惟僅標示作者、書名和頁碼，以修潔註文。 
11 [元]保巴：《周易原旨  易源奥義》，頁 316。 
12 魏小虎编纂：《四庫全書總目彚訂》第 1 冊，頁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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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為保巴易學之總相，以下本文將探討其《易》著內容中的義理和象數內

涵，闡發其中蘊含的思想。 

 

 

二、義理思想舉隅：天道觀 

 

保巴的義理思想主要見於《易》著的註解中，以下先從“天道觀”進行討

論。《周易》言天道、地道，復展示人道。天道幽微，其實質難知，人們可通過

陰陽剛柔的內涵揣知天道，從而掌握天道了知易理。 

就陰陽而言，二者具有流行和對待之義。保巴註“《說封傳》故水火相逮，

雷風不相悖，山澤通氣，然後能變化，既成萬物”句曰： 

後天卦序，由春而夏，由夏而秋，由秋而冬，由冬而復春，流行之陰

陽也。先天卦序，大父大母對，長男長女對，中男中女對，少男少女對，

對待之陰陽也。對待為體，流行為用，體用一源，顯微無間。13 

陰陽之流行變化而產生四時等之變化，其中陽氣之盛衰為變化之關鍵。“對待之

陰陽”即對立之陰陽，二氣性質不同，故對立。然而孤陰不生、獨陽不長，二氣

不能永遠對立，亦不能各自獨存，須相輔相成，故發為流行，生起生物育物之大

用，這是承體以起用。 

就陰陽流行之義而言，它展示為陰陽剛柔二氣的變易，二氣在推移中的變化

非人力所為，乃神妙作用之展現。保巴註《繫辭上》“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

所為乎？”句曰： 

《易》，變易也，皆是剛柔相易。乾為馬，乾極變坤，坤亦為馬。坤為

冰，坤極變乾，乾亦為冰。……卦陽極變陰，陰極變陽，皆變化之道也。

《易》變不一，此其概耳。是非人之所為也，《易》之所為也。非《易》之

所為也，神之所為也。《易》其神矣乎！14 

又，保巴註《繫辭下》“《易》之為書也不可遠，為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

六虛。上下无常，剛柔相易，不可為典要，唯變所適”句曰： 

《易》之為易也，不過以剛柔相易為義。……《易》者，變也。變者，

 
13 [元]保巴：《周易原旨  易源奥義》，頁 269。 
14 [元]保巴：《周易原旨  易源奥義》，頁 228。 



元代保巴易學思想研究 

7 

遷也。遷者，不居其所，或上或下，无常處也。周流于六虛之間，剛易為

柔，柔易為剛，不可以為典常而不知改，不可以為要約而不知解，惟變所

適耳。15 

《周易》呈現陰陽剛柔變易之理。就世間萬物而言，其由陰陽二氣依比例之不同

而構成，所構之物或陰多陽少，或陽少陰多，然不脫陰中有陽，陽中有陰。諸卦

以陰陽來象徵萬物，而各卦在發展時由始至末，由初爻至上爻時會達極限，但在

此時各卦之間能相互轉化，以新的樣態適應而存於世界，故乾卦在上九極限“亢

龍有悔”時，則不會再一直發展下去，因為一往不返就窮極惡生了，故乾卦發展

到極點則變為坤卦，這是“陽極變陰”。坤卦的情況亦同，“陰極變陽”，其他各

卦亦然，物極必反，否極泰來。陰陽轉化之情況是多重且繁複的，沒有固定的公

式，玄妙難測，這種萬物生化的過程是“神之所為”，非人力可致，此亦呈現出

易道之周流六虛、生生不息的豐富內容。 

“神”除了從作用上而言，還有形而上的實體之義，保巴就此將“神”等同

於《易》道。保巴註“神無方而《易》無體”句云： 

所謂“神無方、《易》無體”，夫子對言之。《易》吾知其為《易》也，

神果何物邪？《易》即神也，神即《易》也，非于神之外，他有所謂

《易》；亦非于《易》之外，他有所謂神。不言神，則《易》幾于一物，故

此下出神字不，是皆《易》之神也。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者也。《易》其

神也乎！《易》者，天地之匡廓；《易》者，萬物之陶冶；《易》者，畫夜

之明鑑。謂《易》為神耶？神則无方也。謂神為《易》耶？《易》則无體

也。16 

以上引文反覆強調“《易》即神，神即《易》”，《易》和神二者等同，故可對舉

而言。須特別說明的是，《易》於此非指《周易》經傳，而是形上的實體。換言

之，神為體，《易》亦為體，是為易體。二者皆有不受限非定體的性質，故神無

方同時也無體，《易》無體同時也無方。言神難以了知，然言《易》則可藉由

《周易》經傳，去親切把握神之變化。由體可開用，故在作用上，神以妙生妙運

的方式生萬物，易體亦妙生妙運萬物。進一步言，神之“妙萬物而為言”是指： 

動萬物、撓萬物者，風雷也。所以動萬物撓萬物者，神之所為也。17 

 
15 [元]保巴：《周易原旨  易源奥義》，頁 254。 
16 [元]保巴：《周易原旨  易源奥義》，頁 219。 
17 [元]保巴：《周易原旨  易源奥義》“動萬物者，莫疾乎雷。撓萬物者，莫疾乎風”句下註，頁 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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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為乎？成萬物者，六子也；所以成萬物

者，神也。18 

乾坤生六子卦，六子卦分別象徵雷、風、水、火、山、澤。六卦在天地的場域中

相互配合以生成萬物，呈現出無時無刻的變易。而在萬物背後運行的規律和主宰

則為神，神即為易體。 

神和易體，亦為太極、理、一，皆為形上之道。保巴釋“太極”云： 

一者何也？太極也。太極動而生陽生陰，陽變陰合而五氣順布，四時

行焉。……吉凶皆以貞勝者，主靜也。況天地之道有啟閉焉，有斂散焉，

惟貞，然後可以觀示天下也。……凡天下之道，大之為天地日月，微之為

走飛草木，皆要歸根復命，貞下起元。物物各具一太極，萬物統體一太

極，所謂貞夫一者也。19 

以上保巴結合周敦頤和朱熹之論以論太極。所謂“太極動而生陽生陰，陽變陰合

而五氣順布，四時行焉”，乃保巴襲用周敦頤《太極圖說》之論，將二者文字對

比即可知。周敦頤《太極圖說》云：“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

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陽變陰合，而生水、火、

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20  此展現了周敦頤的宇宙觀，簡言之，太

極為道體，由太極的妙運而有陰陽的產生，而後生五行。保巴之論則推擴而言，

其先是依周敦頤的宇宙觀而立論，當天地萬物產生以後，皆順著各自的性命合理

地發展，當發展到某一程度時，都須回歸至太極之根，能歸根方能復命，這也是

萬物對於自己性命的貞定。若不回歸至太極，則或一直斂散乃至最終呈現一往發

散的狀態，或一直閉斂乃至最終呈現閉塞枯竭的狀態，生命往兩個極端發展，這

就是不能貞定。能貞定則吉，不能貞定則凶，因此萬物最終要“貞夫一”，一即

太極。貞定之後，才有新生命的發展，這就是“貞下起元”。由此亦見天道人事

的循環往復。至於“物物各具一太極，萬物統體一太極”語，則據朱熹所言。朱

熹《太極圖說解》云：“自萬物而觀之，則萬物各一其性，而萬物一太極也。蓋

合而言之，萬物統體一太極也；分而言之，一物各具一太極也。”21  朱熹之意為

 
18  [元]保巴：《周易原旨  易源奥義》“故水火相逮，雷風不相悖，山澤通氣，然後能變化，既成萬物”

句下註，頁 269。 
19  [元]保巴：《周易原旨  易源奥義》“吉凶者，貞勝者也；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道，貞明者

也；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句下註，頁 243-244。 
20 [宋]周敦頤著、陳克明點校：《周敦頤集》，北京：中華書局，2009，頁 4。 
21 [宋]周敦頤：《周敦頤集·太極圖說（朱熹解附）》，頁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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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天地萬物合為一個整體的角度而言，萬物由太極所生，此太極是根本義；然就

每一事物而言，其各分得太極之理以為己存在之理。保巴延續朱熹之意，但強調

了萬物最終要回歸到太極這根本。 

此外，由太極至萬物的演化，保巴突出了“質”的存在，所謂： 

陰陽，氣也。氣變則有質矣，故曰“形而下者謂之器”。22 

質成而可執，陰陽囿於器矣，故曰“形乃謂之器”。23 

朱熹言“理生氣”，太極是理，由理生陰陽二氣，氣再生萬物。保巴則進一步闡

述，對生化的過程作了較細緻的推衍。太極生陰陽，陰陽二氣相互化合而成

“質”，而器是“質成而可執”的，具有形體而可把握；但是，器或質的存在是

有時空的限制，當其存在的條件消失了，其將回歸至太極，其後，太極又將衍生

出新的器或質。由是天地變化不斷，生機無限，生生不息。此說較朱熹“理生

氣”之說更為精細，因其特細分出了“質”。 

 

 

三、義理思想舉隅：聖人觀 

 

所谓《易》道隱微難測，需藉聖人“助神明之所不能”而使《易》道內容展

現出來。保巴註“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蓍”句云： 

《易》胡為而作者？幽隱之間有神明焉，能前知人之吉凶，而不能以言

語告人也。聖人隱然助神明之所不能，而為之揲蓍焉，蓍由此而生也，

《易》由此而作也，神明由此而贊也。24 

聖人將那些不能用言語文字表現的神明內容，以揲蓍的方式去幽贊神明，這是聖

人之贊助，《易》亦因此而生。而聖人之贊助，只是不增不減，如實地呈現出

《易》之內容。推擴而言，聖人通過兩個方面去呈顯《易》道：一以著述方式如

註釋《周易》展現，一以自身生命來踐履《易》道。 

《易》道既然唯有通過聖人才能窮盡了解，就此而論，《易》就是聖人，聖人

即《易》，故保巴云： 

 
22 [元]保巴：《周易原旨  易源奥義》“形而下者謂之器”句下註，頁 240。 
23 [元]保巴：《周易原旨  易源奥義》“形乃謂之器”句下註，頁 234-235。 
24 [元]保巴：《周易原旨  易源奥義》，頁 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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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一聖人也。聖人，一《易》也。故《易》乃聖人之道，而聖人

乃盡《易》之道。指《易》以為聖人可也，指聖人以論《易》亦可也。25 

通過《易》可了解聖人，由聖人可闡述《易》，二者本是一。唯有聖人才能完全

了解《易》的奧秘精微，一般人則須通過聖人的註釋和言語行事去了解《易》。

然就註釋而言，聖人如何去了解《易》道呢？首先，聖人通過語言、文字去闡述

《易》道，然而形下的語言、文字如何能夠充份窮盡形上的《易》道呢？故通過

語言、文字去掌握《易》道時，也將被語言、文字所限制，只能見得《易》道之

一斑。雖然如此，語言、文字具有工具的意義，在得到表達的目的時，就應當跳

脫出語言、文字的範限，直接領會《易》道。保巴曰： 

義理無窮，言語有限。書不能盡言也，言不能盡意也。然則聖人之

意，其終不可得而見乎？曰：聖人各卦立各卦之象，各爻立各爻之象，如

牝馬之象，陰不可先之意也；亢龍之象，陽不可過之意也。則亦可以盡意

矣。……曰：書不盡言求之卦，言不盡意求之象，卦象不盡求之變，變又

不盡求之心。以心會心，餘皆筌蹄耳。26  

盡三易者，天易、聖易、心易，極至《易》之妙也。乾坤闔闢，陰陽

消長，四時行，百物生，天易也。元亨利貞，言四時成歲，辭有險易，各

指其所之，聖易也。仰觀俯察，遠求近取，化而裁之，推而行之，心易

也。27 

保巴認識到語言、文字即卦爻辭的有限性，故要人設卦以觀卦爻之象，以領會卦

爻之意，此實通於王弼“得意忘象、得象忘言”28  之說。然保巴與王弼不同的

是，特拈出“以心會心”之論。蓋由書而求之卦，由言而求之象，再由卦象而求

之變，最後由變求之心。當心有所得，與《易》道相通，卦、象、變則有若筌蹄

皆可拋。然以心去領會《易》道的方式，唯有聖人方能之。換言之，聖人之領會

不同於一般人，乃經由“以心會心”去領會卦爻之意、事物之理。因“心”的重

要性與特殊性，保巴也將易和心聯言，稱為心易。保巴認為，易實可分作三種，

 
25 [元]保巴：《周易原旨  易源奥義》“《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

者尚其象，以卜筮尚其占”句下註，頁 229。 

26 [元]保巴：《周易原旨  易源奥義》“子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乎？子

曰：‘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偽，繫辭焉以盡其言，變而通之以盡利，鼓之舞之以盡神’”句

下註，頁 239。 
27 [元]保巴：《周易原旨  易源奥義》“易源心法”句下註，頁 311。 
28 [魏]王弼註、[晉]韓康伯註：《周易王韓註·明象》，臺北：大安出版社，1999，頁 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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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天易、聖易、心易。此三者可統於聖人之心。天易指自然萬物之生化，聖易是

對於《易》之註釋，心易是以心對《易》理之領會和推行。 

進一步言，因聖人之心能合會天地之心或曰《易》道，故能範圍天地之化，

縱觀宇宙之變。這種對於易之領會，乃發自主體，是以既主觀又客觀、特殊又普

遍的心去默求心通，是以心解而不以私意小智去測度，此為“心易”。此法不只

合乎《易》之易簡之原則，且能曲盡萬物之情，不會過之或不及。 

保巴認為“以心會心”的方式並非由其提出，實是聖聖承傳而下，他說： 

伏羲畫卦，文籍未成，歷數千載而聖聖相承，皆以心會，不以言傳。29 

伏羲畫卦而無語言文字，……非謂《易》可盡于言也。30  

伏羲觀天察地，觀鳥獸草木，取身取物，於是始作八卦。觀不以目而

以神遇，取不以力而以心稽，其妙不容言也。31 

《周易》一書之形成過程複雜，難以了知，實經歷多時多人而成。在這樣的承傳

過程中，保巴以為伏羲畫卦時沒有語言文字，其觀物取象是“以神遇”、“以心

稽”，而不是“以目、以力”。此即先以心會，再以心研，後以心傳，《易》道一

代傳一代，語言文字反居次要的地位。然則聖人為何能“以心會心”，了知易道

呢？保巴認為此因人心奧妙，絜靜精微，神感神應，其動靜有若《易》，也就是

太極之寂感。其曰： 

《易》何心哉？无思也，无為也。未占之先，寂然不動而已。既占之

後，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寂者，感之體。感者，寂之用。人心之妙，其動

靜亦若是也。32 

這是從心之“寂然感通”立論，其中寂為體、感為用。心之寂然不動為靜，然此

靜非指死寂、毫無生機可言；其感而遂通為動，然此動亦非一往不復，時時處於

躁動而言。心苟能寂感，就是《易》之無思無為，就能由體開用。 

相對於動，心之靜更為重要，保巴註“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句曰： 

 
29 [元]保巴：《周易原旨  易源奥義》“《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

是故其辭危”句下註，頁 259。 
30 [元]保巴：《周易原旨  易源奥義》“繫辭焉，所以告也”句下註，頁 238。 
31 [元]保巴：《周易原旨  易源奥義》“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

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句下註，頁

245。 

32  [元]保巴：《周易原旨  易源奥義》“《易》无思也，无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

之至神，其孰能與于此”句下註，頁 230-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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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咸“九四”爻辭，咸雖是感動之義，然六爻皆靜吉而動凶。取象人

身，“四”當心位，心尤宜以主靜為本，若思慮太過，憧憧然於往來之間，

則思慮所及者，其類從之，思慮所不及者，將不從矣。故莫若先靜其心。

《易》无思也，无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耳。何以思慮為哉？

天下同歸而已，而途殊何多；天下一致而已，而百慮何勞。何以思慮為

哉？日月寒暑之往來，尺蠖龍蛇之屈信，不往則不來，不屈則不信，皆是

感應自然之理，正不必憧憧然於其間。夫動而無靜，物也；動而無動，神

也。得其精義而入於神，則可由體以致諸用。用既利矣，復歸于體，必安

其身以崇其德焉。主靜如此，寂則能感，定則能應，心法之妙也。33 

以上強調了心應主靜，不受思慮影響。若思慮過多，則往來不停於各種思慮，心

就將會躁動不已，又如何能觀萬物而呈現其全相？然心若主靜，就能以寂起感，

妙應萬物，隨感隨應，神妙難言，此時思慮反不起作用，而由心去主導。這種心

的存在狀態是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的，和一般現象存在的“動而無靜”不同。心

之動靜兼備乃是“體”的存在，由其之感應萬物，正是“用”的發揮，此即“由

體以致諸用”、“君子體易而用之”。34  “用”發揮完畢後，須回歸至“體”，此

時必須通過德性來涵養心，使其能時時處於靜的狀態。 

除了強調心之主靜，保巴又云聖人因能時時用《易》理各卦如蒙卦等來洗

心，故能讓己心和易理合一。其謂： 

聖人之心本無垢也，何以洗為哉？聖人猶以此洗其心焉，滌之以蒙

泉，沃之以兑澤，潤之以坎水，而滄浪不足以喻其清，沂浴風雩不足以喻

其樂，潔靜精微，心即《易》矣，《易》即心矣，神矣哉！35 

既然己心和易理已合為一，故聖人之心就能合會天地之心，甚至已不用合會，聖

人之心直接就是《易》道的展現了。 

 

 

四、象數思想舉隅 

 

保巴之《易》著，雖以義理部份的闡述居多，然其不廢象數，顯示了同朱熹

 
33 [元]保巴：《周易原旨  易源奥義》，頁 249-250。 
34 [元]保巴：《周易原旨  易源奥義》，頁 9。 
35 [元]保巴：《周易原旨  易源奥義》“聖人以此洗心”句下註，頁 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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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樣，義理和象數並重的立場。再者，保巴以為象數中寄托了義理，深研象數即

能深得義理，其云： 

《易》卦為書，象數也，而義理寓焉，取之卦體、卦象、卦變、卦德。

每爻之義，論貴賤，論承乘，論初終，論中不中、正不正、有應無應，而

義理無窮矣。36 

此段重視義理的話語，也曾為程頤所言。程頤《答張閎中書》說：“有理而後有

象，有象而後有數，《易》因象以明理，由象而知數，得其義，則象數在其中

矣。”37  程頤言義理居於象數之先，具有優先性，象數是用以說明義理的。《周

易》本為卜筮之書，伊始於象數，漸次發展為重視其中的德義，故象數和義理不

可徒然二分。保巴認為，象數不可停留於象數而已，象數中探討的貴賤上下、承

乘比應、始終初上、中正等內容，皆寄寓了相應的義理。換言之，對於義理的充

份理解，必須經由象數的解釋才能完足，反之亦然。因此，未有能離象數而獨存

之義理，亦未有能離義理而獨立之象數！若純然以象數視之，則失之大矣！ 

保巴《周易原旨》中運用了許多象數的體例如似體、互體、卦變等來闡釋

《周易》之經傳，以下列舉數例以析。 

 

（一）似體 38 

此為保巴提出的體例，此例可由《說卦傳》推導而出。 

在《周易》中，除八經卦外，其餘五十六卦皆由八經卦的某二卦所構成，故

此五十六卦的上卦或下卦為某八經卦之體，因而可通用該八經卦之卦德以釋本卦

之義。《說卦傳》云：“乾，健也；坤，順也；震，動也；巽，入也；坎，陷也；

離，麗也；艮，止也；兌，說也。”39《說卦傳》尚只就八經卦之特性而言，保

巴則將八經卦之卦德推擴至六十四卦以通解卦義，其在《易源心法》云：“六十

四卦之中，但有乾，皆有健之義也；坤，皆有順之義也；震，皆有動之義也；

巽，皆有入之義也；離，皆有麗之義也；艮，皆有止之義也；坎，皆有陷之義

也；兑，皆有說之義也。”40  故一卦中若有乾，則可以剛健通解，其餘亦可類

推。此外，六十四卦若某卦卦象似他卦，彼此在意義上則存在通解的可能，故可

 
36 [元]保巴：《周易原旨  易源奥義》“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句下註，頁 264。 
37 [宋]程顥、程頤著、王孝魚點校：《二程集》，北京：中華書局，2004，頁 615。 

38 此例之提出，首見於李秋麗：《論保巴解〈易〉思想理路》，《周易研究》2011 年第 6 期，頁 95。 

39  [魏]王弼註、[晉]韓康伯註、[唐]孔穎達疏：《周易正義》，[清]阮元校勘：《重刊宋本十三經註疏附

校勘記》第 1 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78，頁 184。 

40 [元]保巴：《周易原旨  易源奥義》，頁 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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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他卦之卦義以釋本卦，這就是“似體”之義。“似體”在某種程度而言也是廣

象的使用。 

“似體”在《周易原旨》中只有二例，見於保巴對豫卦及大畜的註釋中。保

巴註豫卦卦辭“利建侯行師”句云：“所謂易者，取義无窮。以似體而取之者，

假若比卦一陽居‘五’，統五陰。比之《大象》曰：‘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

故有建侯之義。一陽在‘二’為師卦。師之‘初六’曰：‘師出以律。’故有行

師之義。此豫卦一陽居‘四’，為卦主，統五陰。群陰悅而從之，故名豫。豫之

剛上行而柔下應，是有建侯行師之義。蓋以似體而然也。”41  豫卦和比卦、師卦

皆是一陽統五陰，故在卦象相似的基礎上能通解。保巴認為豫卦的“建侯”和

“比《大象》：‘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豫卦的“行師”和“師‘初六：師

出以律’”皆可通解。 

此外，在《大畜·彖傳》“‘不家食，吉’，養賢也”句下，保巴註云：“以

卦之似體言，‘三’、‘四’、‘五’、‘上’似頤，有養賢之象。”42 大畜和頤，其

四五上三爻同，同為艮卦，三四五三爻類似，而《頤·彖傳》言：“聖人養賢以

及萬民”，故《大畜·彖傳》亦以“養賢”釋之。 

擴大而言，不只是卦義可以“似體”解釋，爻義也可因其位置及為陽爻或陰

爻之屬性而通用乾陽或坤陰解之，這也是另一種“似體”。保巴《易源心法》

云：“六十四卦，共三百八十四爻。其中一百九十二陽爻，皆乾陽也。在‘初’

者，都有潛隱勿用之義。在‘二’者，皆有利見大人之義。在‘三’者，皆有乾

乾之義。在‘四’者，皆有危厲之義。在‘五’者，皆有天德天位之義。在

‘上’者，皆有亢龍之義。各以乾元‘用九’與夫乾六爻《文言》處之，則能順

理合義。”43 對於陰爻部份則略述，未若陽爻般詳細展示，然其意相通。 

 

（二）互體 

所謂互體，又稱互卦，此在《左傳》解《易》諸例中即已出現。互體乃指一

六畫卦中，除了原本的卦象外，復取其中的二爻、三爻、四爻，或是其中的三

爻、四爻、五爻組成一新的卦象，以之解釋卦義。互體之用意乃濟本卦卦象解說

之不足。 

就互體言，保巴以之解釋小畜卦辭“密雲不雨”之“不雨”義，其云：“本

 
41 [元]保巴：《周易原旨  易源奥義》，頁 49。 
42 [元]保巴：《周易原旨  易源奥義》，頁 77。 
43 [元]保巴：《周易原旨  易源奥義》，頁 310。 



元代保巴易學思想研究 

15 

卦有巽風，互體見離火，故‘不雨’也。”44  小畜卦之三四五三爻互體成離火，

故“不雨”。再者，明夷卦卦辭為：“利艱貞。”明夷卦由地火二卦組成，其中卦

辭的“艱”之義，保巴以為是由互體之坎陷而見，所謂：“互體見坎，坎為陷，

故曰‘利艱貞’，言遇險宜貞固而處難也。”45 這是指明夷卦之二三四三爻互體成

坎，故為陷為險之意。 

 

（三）卦變 

基於互體之使用有其限制，於是有卦變等體例之輔助解釋卦之生成。就卦變

言，保巴認為渙卦、恒卦乃由泰卦、否卦生成，其云： 

以卦變言，恒自泰來。“初”之剛上而居“四”，“四”之柔下而居

“初”。46  

以卦變言，渙自否來。“四”之剛來居“二”，“二”之柔往居“四”，

否動通而渙散，故曰渙。47 

恒卦由雷風二卦組成，由泰卦來。泰卦由地天二卦組成。因泰卦之初陽移至四爻

成四陽，泰卦之四陰移至初爻而成初陰，因而構成恒卦。就卦變言，它由風水二

卦組成，由否卦來。否卦由天地二卦組成，而渙卦因由否卦之四陽移至二爻成二

陽，否卦之二陰移至四爻成四陰，因而構成渙卦。 

 

 

結語 

 

以上從義理和象數列舉數點扼要討論保巴的易學思想。在義理部份，保巴的

天道觀對於《易》、神、太極作了討論，三者皆是無方無體，而太極通過動而生

陽，靜而生陰的方式，以二氣的作用妙生萬物。萬物形成後其型態是可執的

“質”，質成之後，若存在的條件不在時其將消失，這是回歸至太極，也就是歸

根復命。如此萬物才“貞夫一”，一就是太極。其聖人觀則說明聖人和《易》道

是一，聖人的德性生命的內容即為易理的展現。前聖對於《易》道，在沒有語

 
44 [元]保巴：《周易原旨  易源奥義》，頁 28。 
45 [元]保巴：《周易原旨  易源奥義》，頁 110-111。 
46 [元]保巴：《周易原旨  易源奥義》，頁 98。 
47 [元]保巴：《周易原旨  易源奥義》，頁 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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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文字的幫助下，先是“以心稽”；其後聖聖以心相傳，所謂“以心會心”，

而“以心會心”之心是合乎《易》道之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而心之主靜，更是

保巴所強調的。此外，以易理洗心，使人能潔靜精微，如此心與《易》一。簡言

之，從保巴對於天道和聖人的論述中，可見二者是有機的聯繫，蓋天道的奧秘由

聖人彰顯，太極由人極見也。在象數部份，保巴既有繼承，亦有創獲。他立基於

《說卦傳》的基礎提出似體的體例，並以之闡述豫卦卦辭“利建侯行師”及《大

畜·彖傳》“‘不家食，吉’，養賢也。”由此自成理路。至於互體及卦變之運用

及解說，更多見於其《易》著中，此是對於傳統象數的繼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