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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图洛书出自不同的地方，图像也

不一样，但是，他们一三五的位置却完

全相同。其中所代表的五行和方位也完

全一样。这蕴涵着怎样的深意呢？我们

的祖国叫中国，我们的民族叫中华民族

，我们的文化叫中华文化。这个我们处

处离不开的“中”，究竟代表着什么意思

？又是从何而来的呢？  



      有人说龙马负图，龟背上面，出现

洛书，是那些喜欢五行学说的人，所编

造出来的故事。到底是真是假，其实我

们不用费心去管他。真的又怎么样？假

的又怎么样？我们最要紧的，是把我们

怎么用，把它发挥出来，比较重要。我

们可以看出来，同样是天垂象，河图跟

洛书，还是有点不同。河图从一到十，

一共有十个数字；洛书只有从一到九，

那个十不见了。洛书跟河图，主要的不

同，是1、3、5的位置，跟河图完全相

同，但是其他六个数字的位置，就跟河

图完全不一样。我们把他说的清楚一点



，天数当中，也就是一、三、五、七、

九这五个奇数，一、三、五不变，七、

九变。而地数，也就是偶数，二、四、

六、八这四个数字全变了。可见同样的

道理，你用不同的方式，来象征，来说

明，会有些许的不同，并不是说，只有

一个固定的解释，我想这在《易经》里

面，也是很重要的精神，就是随时要，

因人、因事、因地而作适当的调整。并

不是说，不管你什么状况，我就只有一

个解释，所以我不太赞成铁口直断，是

有原因的。因为你这么一来，就把那个

可能性，整个就变成只有一个。那还得

Papa
Zone de texte 
因时



了？那就这是命定论。《易经》不是命

定论，《易经》是给你很多变化，让你

自己去选择，这样才跟道德有关。如果

是命定论，那跟道德有什么关系？命本

来不好的，品德修好了以后，它会转化

，他会变好，这才叫做上天有好生之德

，这才叫做人必须要自修。否则讲了半

天，在讲什么呢？ 

      河图洛书的相同与不同，恰恰说明

了《易经》最基本的概念，一切都在变

化之中。所以《易经》也有《变经》之

称。易经的变化是，太极生两仪，两仪

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八六十四卦。



那么河图洛书是如何表现出这些变化的

呢？ 

      我们可以这样说，河图是先天的体

。而洛书呢？是后天的用，这个体用是

不能分开的。但是他统统有顺跟逆，因

为它都是气嘛。你看河图，他是阳顺阴

逆，他只有太极生出阴阳两种气。阴的

，是逆时针的；阳的，是顺时针的，各

成一气，那就叫太极生两仪。洛书他就

告诉你，两仪下面还可以变四象。你看

它洛书里面气的走向，就出现四个系统

，阳的，顺时针的一到三，阳的，逆时

针的七到九；阴的，顺时针的四到二，



阴的，逆时针的八到六，它们四个不一

样，就变成两仪生四象。他告诉我们顺

中有逆，逆中有顺，也就是阳中有阴，

阴中有阳，阴阳是不能完全分开的。现

在人，很喜欢把东西分的清清楚楚楚，

这是对的，那是错的；这是黑的，那是

白的；这是善的，那是恶的，并不是很

妥当。因为他既然随时在变化，那你凭

什么固定说，这个一定是好的呢？所以

我们从小教小孩，就告诉他这个对，那

个错，那他一生就很痛苦。大人告诉小

孩，以你现在的年龄，你可以把它当作

是对的，没有关系。因为将来随着你年



龄长大以后，你会有不同的看法，你要

事先给他留个余地。对，他会变错；错

会变对。好里面，有很多是坏的； 坏

里面，反而有一些是好的，这个才符合

，一阴一阳之谓道。所以读了《易经》

以后， 你的思路要做合理的调整，否

则就是死背一些经文，应付考试，或者

背的滚瓜烂熟，拿来骗人家，那个还不

如不读。一、三不变位的意思是什么？

五不变位我们比较容易了解的，因为五

居中，五就是土的位置，他就是中，中

不能乱变。可是其他数字都可以变，为

什么一跟三不能变呢？因为一，它是水



的位置，天一生水，万事万物从水开始

的，没有水那什么都不用谈了。现在科

学家也告诉我们，宇宙大爆炸以后，生

物都是从水里面慢慢慢慢产生的。我们

现在人体里面还有大部分都是水。三，

是太阳的位置，天三生木。木，他是从

哪里来？从泥土来。所以木头他跟水的

关系，跟土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各位

想想看，如果我们地球上如果只有泥土

，而没有水，你就可以想象，不可能有

人类。有了土，有了水，他自然就会长

出木来。所以这三个东西呀，我们把他

用四个字来形容，叫做木本水源。那个



土反而不见了，因为土他是隐形的。那

我们现在说，那里能够长草，那里能够

长木头，那个地方一，定是可以住的。

逐水草而居，这是先民一个指标，从那

个时候我们就知道，木头，或者是水源

，对人类来讲，都是我们生存的根本，

那这两个要素是不能动的。因为它是什

么？它是先天的生化作用。就算你没有

知识，你自然而然也会去找到这两样东

西。你看动物就好了，动物他会找到水

在哪里，他会去找到木头，甚至干脆就

跑到树上面去，他甚至于比人类还要灵

光，因为它们是靠这个来生存的。人类



有了知识以后，反而把本能慢慢的忘记

掉了，这也是我们身为人类，必须要高

度警惕的地方。你看我们对很多自然现

象的警觉性，现在越来越落后了，远远

不如一般的动物。水是源头，而木，是

让我们看得见的地方。你看你老远看到

那个森林，你就知道那里一定有水，而

整体就是土，来使他们能够存在跟发展

，而这些东西都是人类生活必须要的本

源。所以河图跟洛书，一、三、五的位

置，它没有变，这就让中国人产生一种

牢不可破的观念。就叫什么？人不能忘

本，饮水要思源，就这个道理。  



      河图歌里说到，天一生水，天三生

木，天五生土。也就是说，一代表水，

三代表木，五代表土。天一生水为本源

，是先天的生化作用。那么后天的生化

作用是什么？而最重要的又是什么呢？ 

      后天的生化作用，它是以什么做先

锋？它是以木为先锋。你看啊，先天有

了水，它就产生后天的木。所以在东方

，用“三”这个数字来代表。大家把数字

，跟他的作用，以及方位，你都把他配

合，整体的思考，就会很清楚。万物成

于三，三是太阳的位置。就是说如果太

阳，不从东方起来的话，那万物也生存



不了的。所以一个一，一个三，这对人

类来讲，都是很重要的。五呢？五叫做

中央土，它代表我们本来那种纯真的天

性。木有本，水有源，人要有德，就是

从这里出来的。你看木头，他没有根的

话，这个木头很快就要么就倒掉，要么

烂掉。水如果源头已经枯竭了，水源没

有了，很快就不见水了。人也是一样。

人呢？如果品德不好，你所有的东西最

后都是泡影，都是幻境，很快就不存在

了。河图洛书跟我们中国人，有很密切

的关系。当然了，你讲这个话，河南的

是很高兴的，哎！所以我们是中原文化



，所以身为中国人，要好好去认识，什

么叫做河洛文化，那当然离不开河图洛

书。中，在河图也好，在洛书也好，都

是用“五”来表示。你看我们一伸手，就

是五个手指头。所以中、五的意思是什

么？就是你要能够全盘控制，全盘掌握

，你才有资格讲五啊。你看不管你多大

的数字，一五，一十；一五，一十，很

快就算完了。因此我们只讲队伍，我们

从来没有讲队陆队柒，因为队陆队柒可

能你掌握不住了。队伍，就是我可以全

盘掌握的，才叫队伍。所以今天我们一

天到晚讲核心团队核心团队，你就没有



想到，你到底掌握得了？掌握不了？那

就不叫中，那就不中了。再推广起来，

什么叫中国？为什么叫中国人？为什么

叫中华文化？什么叫中化民族？这都跟

“中”有关系。 

      我们的祖国叫中国，我们的民族叫

中华民族，我们的文化叫中华文化。为

什么我们的一切，都离不开一个“中”字

？而这个“中”字，究竟代表着什么意思

？又是从何而来的呢？ 

      我们都知道，先民他是没有文字的

。怎么会突然间出现一个“中”呢？“中”



就是太极。那这个太极怎么跟“中”有关

系？你看这个太极，用现在的观念把它

解构，就把它的结构解开来，他有多种

变化。你把它写成方块字，他就是一个

“中”字。换句话说呢？“中”不是一个固

定的一个目标。而是他有弹性的，只要

在合理的范围之内都叫“中”。真正了解

的人，都知道“中”他的意思，就是合理

。合理不是个固定的一个标准，因为人

，他有很多不同的因素，有很多不同的

条件，而且他所面对的环境，也都不太

一样。你怎么可以要求一个固定的目标

？一个固定的标准？不可以。所以我们



现在受了数学的影响，我们受到工业的

影响，我们要求规格化，样样要一样。

你看我们的教育，也把人教成一模一样

，这都是不合理的。每一个人，到这个

世界上，是要做不同的人，不是做同样

的人。所以我们每个人所讲的合理，其

实应该是什么？那就中华文化的特质就

出来了，叫做大同小异。不可求其一同

，没有办法一致，你非这样不可。我们

读了《易经》的人，我们就很清楚，为

什么宗教要自由？就是因为他都一样的

。你说都一样，可能不能接受，那你就

说大同小异，那就好了嘛。中国人的观



念，佛教、基督教、天主教、回教，其

实都大同小异，你去问问那些人说，哎

！这个教是做什么的？哎呀！劝人为善

嘛，叫人做好事嘛，都是这个观念。所

以身为中国人一定要记住，你能够用《

易经》来解释所有的东西，你就是标准

的中国人。现在不是了，看到佛教以后

，用佛教倒过来解释《易经》，看到基

督教以后，就用基督教的意思来解释《

易经》，那好像是本末颠倒，不是很合

适的。中国，就是一切讲究合理的国家

，就叫中国。我们不像西方，动不动就

是法治，你看现在到处都在讲法治。我



们是礼治，我们是德治，那个境界是比

法治高的多。但是我们必须讲清楚，德

治跟礼治，是以法治做基础的。所以西

方人他只发展到法治的层次，我们老早

已经超越了。我们进入了德治，礼治。

这样说，你就明白了，中国人非常守法

，不守法就不是中国人。但是我们那个

法不是死的，我们是活的，难就难在这

里。所以什么叫做中国人？其实，一句

话就讲完了，随时随地都能够随机应变

，但是绝对不会投机取巧的人，才有资

格叫中国人。这样各位才知道，什么叫

中庸之道？就是凡是求合理，就叫中庸



之道。各位才知道为什么尧舜，他们最

了不起的，就是执中，就是用中，他都

跟“中”有关。 

     中庸之道是中国传统化的核心，但

是却遭到许多人的误解。他们以为中庸

之道，就是不明是非，就是和稀泥。而

《易经》告诉我们，中就是合理，中庸

之道，就是凡是求合理。如此看来，中

国人确实是崇尚中庸之道的，因为中国

人凡事都要讲求个合理。但问题在于合

理的标准是什么？为什么经常发生公说

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情况呢？ 



      任何事情都要合理，这句话在我们

中国人里面，争论不大。比较困难的是

，什么叫合理？合理合理，到底合谁的

理？你这个争论比较大。一般来讲，都

是符合我的理，我就接受；不符合我的

理，我就不接受，这个是不正确的观念

，这个是不良好的态度。但是你看，大

部分人都是这样子的，我们应该要小心

无三不成理。什么叫做无三不成理？就

是第一要合天理，第二要合人理，第三

要合地理，这三个都合才叫合理。任何

事情，看看天理，看看人理，看看地理

，你把它融合起来，你就可以找到合理



。现在很多人都在争说，人到底是为自

己而活？还是为别人而活？这都是很无

谓的争论。一阴一阳谓之道，告诉我们

，我们一方面要为自己而活，一方面要

为别人而活，这就对了。你找到合理点

，你要看看大家的反应怎么样。大家反

应都很好，你也要小心，到底是真的？

还是为了利害关系？大家反应都不好，

你也要警惕，这里面到底有什么问题呢

？大家马上就知道了。为什么不可以马

上有所反应？也可以说立马就怎么决定

，就这个道理。因为所有的阴阳变化，

他都是很复杂的，你必须要安静下来，



好好研判，然后仔细的了解以后，还要

先试一试看看，反应怎么样，然后才开

始做初步的决定。要不然为什么事缓则

圆？《易经》告诉我们：一而二，二而

一。像这种观念，西方人就比较难理解

，他不太了解什么叫一而二 ，二而一

。所以西方老有一元论，多元论，争了

两千多年，都没有结论，因为他不符合

自然的现象。自然的现象，你看他一朵

云，很快它又变为两朵，两朵他又合二

为一，他永远在变。你看阴阳就好了，

拉的长了，它就断掉了，那阳就变阴了

；两个一靠近了，那阴又变阳了，这都



是各位随时可以看到的。我们一定要很

清楚的，人是活的，地球是活的，一切

一切都是活的，你不要把它变成死的。

所以，中国人很喜欢讲差不多，这是很

高的智慧，可是现在都被毁掉了。现在

人家一听到差不多，就觉得你这个人，

怎么可以这样。其实整部《易经》，就

告诉我们四个字而已：大致如此。因为

人的本事，了不起就能讲大致如此。你

还能怎么样？你能够把它千真万确的说

出来吗？不可能的。语言文字本身就是

障碍，人的认知能力很有限的，表达更

是。你口才怎么好，你都是言不由衷的



。大致如此，差不多，这个各位一定要

花时间，慢慢去领悟，否则你要对《易

经》有很深入的了解，很难。我们怎么

差不多？怎么大致如此呢？我们就把宇

宙万象，分为六十四个卦，它们叫做情

境。我们把这六十四种的情境，每一种

情境，再分成六个段落，六个段落又分

成三个阶段。最上面那两个爻，就叫天

道；最下面那两个爻，就叫做地道；当

中这两个爻，我们把他叫做人道。我们

所要了解的就是说，一切一切都是以人

为本。 



      古老《易经》中所包含的以人为本

思想，今天已经为现代人普遍认同，并

且成为现在社会中企业管理的核心内容

。但是我们应该溯本求源，追问一句，

究竟什么叫做以人为本呢？ 

      什么叫以人为本呢？你看除了上爻

跟初爻，我们很难去改变以外，其他的

四个爻，都是人的意志，可以去变动的

。你看我们科学现在再发达，也是这个

样子，你飞机上了天，你才发现上面还

有，就告诉你最高的天，你现在还搞不

清楚；最深的地，你还是搞不清楚。可

是跟我们居住的环境相近的天，相近的



地，几乎都被我们挖尽啦，搞的差不多

了。《易经》的六个爻，对应现在的环

境，是一模一样。这就表示什么？表示

所有的学问，都是由人来主导，而必须

要站在人本位，这也是西方非常不赞成

的。西方说，我是为学问而学问，我跟

人没有关系，有用没有用不是我的事。

我是要追求真相，我要看真理是什么。

我想我们中国人不太是这样子。我们几

句话大家做参考。第一句话，吉凶祸福

，因人而见。如果没有人，有什么吉凶

祸福呢？连感觉都没有。就是因为有人

，你才会觉得，这个不好，那个好。车



子不要撞在一起，人太拥挤了，压力太

大，大家有适当的距离，那都是有人，

才有这些问题。顺逆动静，因人而明。

什么叫做顺？如果人都不见了，还有什

么顺逆？没有。台风也不成为台风，地

震也无所谓了。所有的这种变动，如果

没有人的话，那动物了不起跑来跑去，

一阵子就过去了。动植矿物，因人而察

，只有人，东看西看，他才说，哦！这

是动物，动物里面还分类。这是植物，

有的有毒，有的可以吃。啊！这是矿物

，很珍贵，尤其是玉，它可以代表皇权

，可以代表什么，讲一大堆。这都证明



什么？如果没有人的话，这些学问都没

有了，那怎么能够否定说，学问是为人

而作的呢？一直到现在，所有医院，都

是人在主导。你还没有看到说，哪一家

医院的院长，他是一条狗，或者一只猫

，那不可能的。那你凭什么否定人在宇

宙当中的主导地位？但是人本人本，只

有中国人才有，这都是《易经》给我们

的很好的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