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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经》，也称《周易》，但都离不

开一个易字，那么这个”易”字，到底是

什么意思呢？《易经》看起来如此神秘

复杂，为什么说它是简易？而变易和不

易又该如何理解呢？人们常说：世事无

常，《易经》能帮助我们掌握未来的变

化吗？《易经》所揭示的，是自然与人

类社会变化的基本规律，那么我们应该

如何依据《易经》的道理，来把握这变



化莫测的未来世界呢？ 

    大家都很清楚，易有三义，第一

个就是简易，第二个叫变易，第三个叫

不易，这是一般的说法。为什么简易？

我们从阴阳的观点，从现在开始，既然

进入了《易经》的大门，我们看任何事

情都要采取阴阳的观点，加上自然的标

准，作合理的判断，就这三句话就讲完

了。 

    那我这样讲，我倒不如拿一样东西，

各位马上就明白了，就是我们天天要用

的筷子。各位，我要教你小孩懂《易

经》，是从筷子开始。你看两个筷子一

阴一阳，合起来就是一个太极。你用筷



子的时候，一个不动一个动。你会两个

都动吗？你会两个都不动吗？看准目

标，一个不动，一个动，一阴一阳之谓

道，马上就夹到了。天天用它，就不知

道它是干什么的，简单明瞭方便携带容

易操作，这是它本身的特性。所谓简，

就是你不要把这个东西搞得太複杂。筷

子的功能是什么？夹得起来我就夹，夹

不起来我就用叉的，实在夹也夹不动，

叉也叉不了，整个盘子端过来赶一点，

统统解决。三部曲，所有问题都克服掉

了。哪有那么複杂的。 

    但是你从拿筷子动筷子，可以看出你

的人品是怎么样的，中国人都从这裡了

解你。第一个，看你筷子怎么拿，拿这



样子，那可能你妈妈根本就不用心教

你，哪有拿筷子这样的。拿筷子这样

子，有没有拿这样子的，有，那就表示

你很神气，这些算什么东西。人家一眼

就看穿你心思想什么。最怕就是做人家

客人这样，还把这个手拐在这裡，后面

就不必说了嘛。第二个怕的是什么？怕

的是大家还没有开动，你就先站起来夹

外面的，你那么急干什么，迟早会轮到

你。通常我们拿筷子会拿固定的地方，

不会太上也不会太下，这合理一点。我

们第一夹筷子一定夹我们眼前的，我们

不会夹旁边的也不会夹前面的。第一个

表示我这人不挑食，第二个表示我尊重

大家，第三个我家教不错，第四个我很



守分，所有每一点都出来了。 

    外国人常常讲你们用筷子是不卫生

的，人家一个人一副不会传染，你们筷

子传染来传染去。其实他错了，中国人

拿筷子，不可以去挑东西的，你一挑就

传染了，我们眼睛多准，一夹就上来

了，哪裡挑。我抽一抽，我传染给谁。

所以，很多东西，你要从这裡去了解。 

    我们的毛笔，你看只要一支，要画小

点就小点，要很粗就很粗，各种变化都

有，一支就够了。现在有人笔一拿来就

是一排，选这个太粗了，选这个又太细

了，忙死了。易简，结构很简单。功能

变易无穷。 



    《易经》中的易字到底是什么意

思，自古以来众说纷纭，曾仕强教授所

讲的：“易”有三义，即“简易、变易、不

易”，来自于《易纬?乾凿度》。我们从

中国人特有的，筷子和毛笔也可以看

出，《易经》的道理看似神秘，但实则

简易，那么《易经》中的变易和不易，

又该如何理解呢？ 

    《易经》这本书，最早的时候不叫

《易经》，叫《变经》。因为它本来就

是研究变化的道理，但是后来，我们很

害怕，不敢用《变经》。第一个，它会

害死很多人，一个人如果一直想变的

话，这个人会变得连根本都没有，变到

连父母他都不认得，那你还敢变吗？而



且我们也知道，有变必有常，因为它是

相对的，变如果是阳常就是阴，它离不

开太极。你看很多人说世事无常，然后

他就开始抱怨，就开始觉得我掌握不

住，那就错了。变化只是现象，背后一

定有不变。宇宙在怎么变，它还是宇

宙，它没有变。你想到变的时候，你一

定要想到不变，你想到不变的时候，你

一定要想到变，这才叫做“一阴一阳之

谓道”。变与不变两者是合在一起的，

是分不开的，没有不变，哪里有变？没

有变，哪裡又有不变呢？先拿自己来

说，你觉得你自己变了没有？大家肯定

会想，我还是我，哪裡变了？实际现代

医学证明，人身体里所有的细胞，每七



天就全部更新一次。人不变就活不下

了。我们再从时间来看，时间有过去，

现在，未来。过去很明显是不变的，你

能改变你的童年吗？显然是不可能的。

比如你在哪裡出生，一辈子就是那个地

方，这是不变的。过去的事情，是谁也

没有办法改变的，所以孔子说过去就过

去了，不要再计较，后悔没有用，最重

要的是未来。但是，未来是不可测的，

不是变不变的问题。而现在呢？现在是

变还是不变？答桉只有一个，有的变，

有的不变。很多人觉得变的学问挺複

杂，其实也没有什么，我们所能掌握的

只有现在，但现在是最麻烦的，因为现

在可变可不变，有变有不变，亦变亦不



变，变也挨骂，不变也挨骂，变也死，

不变也死。对人生最大的考验就是现

在。 

    现在，就是过去和未来的交接

点。过去的一切，已经无法改变，但是

未来的一切还都在千变万化之中。所以

人们常说：世事无常，就是觉得未来非

常难以把握，那么《易经》是否能够帮

助我们，来看清这变幻莫测的未来世界

呢？ 

    很多人都说世事无常。实际上，世事

怎么会无常呢？任何事情都有一定的脉

络，有一定的规律，是可经推理的。如

果连理都推不通，那人就没法活了。你



最起码知道，你今天中午有饭吃，晚上

回到家，你的床还在。要不然，你在外

面干什么事情都不安心。我们之所以能

够安心，就是我们知道有些东西是不会

变的。小孩子安心什么？就是知道自己

的爸爸妈妈不会变。如果小孩子一回

家，发现爸爸妈妈都变了，那他就不知

所措了。所以，我们不要相信“一切一

切都在变，只有变是不变的”，这种话

听起来好听，但却不堪一击。家是不会

变的，否则你不安定，世道是不会变

的，否则人们还努力干什么？人事全

非，但是江山依旧在，虽然一直在变，

却总是有不变的东西存在。我们现在就

是忙于应付这些变，所以搞的自己紧张



忙碌，最终却一无所获。 

    一个人看到变的时候，要去掌握后面

那个不变的常则，拿就是自然规律。太

阳一定从东方升起，这是我们都知道的

自然规律，谁都变不了，你再怎么创新

都没有用；太阳一定从西方落下，用原

子弹都阻止不了。人的力量很伟大，但

也有局限性。当我们看到变的时候，不

要老在变里面打滚，而要学会去掌握那

个不变的东西。现在的人，可怜就可怜

在老是在变裡面打滚。太极是万事万

物，万事万物都是太极。太极是有阴就

有阳，阴是不易的，我们把它叫做常，

哲学上叫做本体；阳是变易的，就是无

常，哲学上叫现象。本体永远不会变，



现象是瞬息万变的。但是，人们往往只

相信自己的眼睛，只相信自己看得见的

东西，可是我们所看得见的东西没有一

样是不变的，而且眼睛所能看到的东西

是非常有限的，很多东西我们根本看不

见。我们怎么能否定自己眼睛看不见的

东西呢？ 

    我们所看到的都是假象，真相是永远

看不见的。假象就是那些变来变去的东

西，而真相就是本体，是实质，它内藏

于事物之中。所以太极就是有所变有所

不变。有人理解太极是有一部分变，有

一部分不变，其实不是这样的。太极中

变跟不变是同时存在的，你看它变，它

好像没有变。你看它没变，好像又在



变。变中有不变，不变中有变，叫做阳

中有阴，阴中有阳。一张桌子，桌面看

上去是平的，但是你放大来看，就会发

现它也是凹凸不平的。世界上没有一种

东西是平的，直线也是虚拟出来的概

念。但我们现在脑海裡总有切割的观

念，好坏善恶总喜欢分开来看，这就糟

糕了。我们要明白，事物是亦好亦坏，

人也是亦善亦恶，有时候会变善，有时

候又会变恶。我们找不到一个纯善的

人，因为这样的人活不了；我们也找不

到一个纯恶的人，因为别人根本容不下

他。所以说，纯善容不了自己，纯恶别

人容不了你。《道德经》开宗明义讲了

六个字，道可道，非常道。它告诉我



们，宇宙有两个道，一个叫常道，一个

叫非常道。常道是不可说的，凡是你说

得出来的，就不是常道，只是非常道而

已。 

    《易经》是中国哲学思想的源

头，无论是代表儒家的孔子，还是代表

道家的老子，他们的哲学理论都来源于

《易经》。了解了《易经》，就会明白

儒道相济的道理。老子认为，所有能说

出来的道理，都是非常道，那么那个常

道，究竟指的是什么呢？ 

    什么叫常道？用今天科学的话来讲，

叫绝对宇宙，绝对宇宙它是园的。园代

表圆满，它是理想状态。月一园你就知



道马上缺了，就在园的那一刹那它就开

始缺了。所以人求圆满是跟自己过不

去，但是你非求不可。所以孔子才说，

取法乎上，得乎其中。人要有理想，但

理想永远不可能实现，可是你不能放

弃，你还是要尽人力，最后听天命。不

懂《易经》，很难了解孔子的话。绝对

宇宙就是《易经》裡面所讲的不易，它

一点都没有变化，它永远是那样。绝对

圆满，绝对自由，绝对平等，绝对光

明，可是那种状态我们很难接受，就是

你我不分。一个钱在这裡，你会不会去

拿，就看你有没有分的观念。如果那个

钱摆在哪裡都是一样的，你不会去拿，

你拿它干什么？你会伸手去拿，就是因



为这个东西可以分的，我据为己有，别

人要不到，我就要了。人会伸手去拿东

西就是你知道这是可分的，没有人会去

抓月亮，你抓月亮干什么，因为那不可

能是你私有的。只有要绝对状态才有百

分之百公有的东西，所以我们一旦生而

为人一旦落入这个地球，我们一定要觉

悟，我们只能相对的自由只能相对的平

等，我们只能享受相对的光明，一定有

黑暗面的。你不管什么柏拉图的理想国

也好，陶渊明的桃花源也好，都是不可

能实现的。我们现在讲我们可以有绝对

的自由，答桉只有一个，除非你死了，

死了就绝对自由。人类就被这种很奇怪

的名词把自己箍得死死的。 



    你会盲目去追求这些根本不可能的事

情不存在的事情，那不是很冤枉吗？我

们现在已经初步得到了世界上有变就有

不变了，它是同时存在的不可分割的，

而且变的当中就含有不变，不变的当中

就含有变。现在我们看出来了，“易”有

变易和不易两种意思，我现在要讲一

句，很多人不会相信而且甚至于会很愤

怒的话。人类最高的智慧就是以不变应

万变。不变的是原则，万变的是现象，

我用不变的原则来应对万变的现象。 

    一个人裡面一定要有原则，而且要坚

持，但是外面你要磨成园的，你才有办

法去跟人家妥协协调，最后大道一个大

家都能接受的方桉。内圆外圆的人是小



人绝对是小人，完全没有理想完全没有

目标惟利是图，有好处我就有洞就钻，

可耻。所以内方外方不好，内圆外圆更

不好。人妥协却不能放弃立场，才能圆

通。现在我们得到一个结论很简单，一

句话就是，站在不变的立场来变，才不

会乱变。中国人有跟没有是合在一起

的，它不会分的，要跟不要合在一起，

好跟不好合在一起，善跟恶合在一起，

一分开你就完了。不要认为这样的人好

像煳涂，不要认为这样的好像不负责

任，错了。在中国社会，只要你的立场

太分明，你就得不到群众的支持。连我

明明不喜欢的都先说，好，没有关係，

然后在想办法一个一个把它否定掉。我



们不会一开始就说，我不喜欢，不可

以。所以外国人老看不懂中国人，因为

他脑筋很简单，它对就对错就错。这样

各位才知道，为什么美国的小孩子一做

错事情，做爸爸的一定要问谁对谁错，

他只骂错的，他不骂对的。中国人没

有，我两个男孩子，一吵架，统统罚

站，我首先教他对是没有用的，对有什

么用，你不要以为你对就好了，然后站

了五分钟以后，我会把弟弟叫来，我说

今天你没有错，就是哥哥一个人错。那

既然你没有错，我为什么罚你站。他说

这样比较好，我说你拍爸爸马屁，你不

高兴就说不高兴。他说我真的没有不高

兴。我说这怎么可能呢？你没有错我罚



你站，你还说你没有不高兴。他说真

的，有一次不晓得你为什么只罚哥哥没

有罚我，结果我被哥哥打得很惨。我说

哥哥打你，你就告诉我好了。他说不告

还好，告打得更惨。我说那我要怎么样

呢？它说就这样好了，不管我有没有

错，罚我站，我就没事了。 

    外国人一辈子想不通这种道理，然后

我又把哥哥叫来，我说今天谁错。他说

我错。我说弟弟有没有错，他说他没有

错。我说你知道得很清楚。他说我当然

了。我总是知道是非的。中国人是表面

没有是非，心裡一清二楚心知肚明，佳

偶哦心中有数。我说那我问你，为什么

我要罚弟弟站。他说你是给我面子。我



说我干嘛给你面子，他说不是，你要以

后更加爱护弟弟，我说你知道这样就好

了。中国人考虑事情是考虑得很长远

的。 

    很多正直的人都认为，心里想的

和嘴上说的应该一致才对，但是当我们

懂得了《易经》中的道理，就会明白，

什么叫”难得煳涂”，其实煳涂的是表

面，清楚的是内心。但是现代社会发展

变化得很快，我们到底要不要变，又该

怎么变呢 

    要怎么变？这是对中国人来讲，一生

一世都要面对的难题，我们提出三个原

则，我相信你照这三个原则去做的话，



你就可以应付的非常妥当。 

    第一个，叫做权不离经。权就是权变

的意思，经就是经常的守则，不可以变

的规矩。你怎么变，不能超越这个规

矩，用现代的话来讲，叫有原则地应

变，不可以没有原则地乱变。一个变来

变去，变到没有原则了，那谁都怕你

了。一个死守原则，不知道变通，那谁

也怕你。这样各位才知道为什么我们中

国人讲外圆内方了。这外圆内方是非常

有道理的事情，你再怎么变，那个规矩

不能变掉。我们用现代话来讲，每一个

人都可以变通，但是不能变得太离谱，

就这么一句而已。这样就叫做权不离

经。每一种改变都应该看它合理不合



理，合理是检验的标准，你变得合理，

我们就同意，你变得不合理，我们就摇

头。 

    第二个原则，叫做权不损人。所有的

权变不可以损害别人，损人不利己的事

情不叫变通。使既得利益者受到很大的

伤害是不公平的。我来举一个实实在在

的桉例。有一家公司，有一位朱小姐，

她在甲单位希望掉到乙单位去，我想这

是很简单的事情。人事单位就首先徵求

朱小姐的直属上司，你同意朱小姐离开

你的单位吗？他说没有问题啊，我尊重

她的选择，我们都是同一家公司。人事

单位又去问朱小姐要去的那个单位，你

同不同意朱小姐调过来，他说欢迎啊，



我们也很熟。然后总经理一批准，公

布，就生效了。可是偏偏公布了以后，

本来要接受朱小姐去的那个单位，就跟

人事单位讲，我不接受朱小姐。人事单

位说，你不能这样，我事先徵求你同意

的，我才签准的，现在命令发布了，你

又说不同意。他说，你不要问我理由，

我不同意就是不同意，你真的要她来，

那我辞职。他是个很好的经理，你把他

逼走对你没有好处，可是他就是反悔

了，你说谁不对。我不觉得谁不对。所

以那个人事单位的主任就问我，怎么

办。我说，怎么办？你看唐朝有一个

人，姓程，叫程咬金，这裡面一定有个

系统叫程咬金系统，他是半路杀出来



的。外国人很少有什么程咬金系统，中

国人到处都是，无端端杀出一个人来，

就叫程咬金。我说我告诉你，我们想事

情要这样想，这位原来要接受朱小姐的

新单位的主管，是个太极，他有阴有

阳，他平常是讲信用还是不讲信用的。

他说他平常很讲信用。我说那就好了，

他答应的事情，他会不会反悔。他说从

来不反悔。我说那就好了，这次是例

外，这不是通例。那一定有他说不出的

苦衷。我说我的判断是很清楚的，是他

太太不同意，而不是他不同意。他说他

跟他太太有什么关係？我说你去问问好

了。他就去问这位主管说，是不是你太

太不同意？他说你怎么知道？所以为什



么说读《易经》的会算，其实是推理。

他说那你太太为什么不让朱小姐进来？

他说我太太不是对朱小姐有意见，她根

本不认识她，是三年前，我担任主管的

时候，我太太就跟我讲一句话，我不许

没有结婚的女同事到你的单位里来，你

给我记住，我以为三年过去了已经解禁

了，我都忘得一干二净了，没想到她还

记得。所以那个人就给我打电话，问题

是出在他太太，任何未婚的女同事都不

同意到他单位。他就问我怎么办。我说

很简单，你现在几条路可走，第一个，

请总经理收回成命，行吗?不行，朝令

夕改，整个公信力都没有了。第二个，

勉强那个新的单位要接受她，那你逼走



一个好人才。你两条路都走不通，你唯

一的一条路，就是你带着一篮子苹果去

见他的太太，说我们事先不知道你有这

个规矩，如果知道，怎么样也不会让朱

小姐到你先生的单位裡去，现在已经弄

错了，所以，总经理叫我带一篮子苹果

来特别拜托你帮他一件事，就是他命令

已经出来了，马上收回不对，但是最起

码维持两个月，两个月以后再把她调

走。这两个月，好好看管你的先生，不

要让他出事了。她说这个可以商量，两

个月可以商量。两个月以后，人事主管

再去的时候说，要不要把朱小姐调走。

她说也没有怎么样，让她留下来就好

了。就解决了。这个才叫做化。不是解



决，而是化解。《易经》是讲“化”的，

中国这个“化”它是一切都化到最后没有

了，大事化小，小事化到没有事。 

    《易经》曾经被称为《变经》，

因为宇宙的一切都在变化之中，而《易

经》所表示的就是变化的规律。曾仕强

教授告诉我们，变化有三个原则，第一

个是权不离经，第二个是权不损人，那

么第三个原则是什么？而这些变化的原

则和道理，对于我们现代人又有什么实

际意义呢？ 

    第三个原则，权不多用。常常变就表

示你这个规矩有问题。我们今天最大的

毛病就是喜欢讲求新求变。这是很奇怪



的事情。我讲几句话各位就了解了，常

常变就表示很不成熟，才会常常变。一

个人摸索一阵子以后就知道你穿什么衣

服最合适，你就穿那种衣服就好了，一

会穿这样一会穿那样就是表示你根本穿

哪种都不合适，这很幼稚的。求新求变

要记住，变有百分之八十是错误的，天

下不如意者十常八九，好不容易找到一

个规矩，不要乱变，你看水龙头你就这

样开好了，他不行，用压的，各式各样

的。所以你一住到旅馆裡面去，这样开

也不出来，那样开也不出来，踢它，它

喷得你全身都是，这算什么设计嘛，这

很可笑的事情。他就是基本的规律不

懂。中国人设计房子，先设计裡面，每



个房间方方正正，然后在设计外面。风

水是非常科学的东西，我讲一句很正经

的话，不懂的人就是迷信，懂得人就是

讲道理，完全根据科学的道理，只是现

在很多人他不懂他乱讲，乱讲你把它当

迷信，那也是真的那也不是假的，有内

行一定有外行，这个我们承认，但是外

行比内行还多，那人家就不服气了。内

行比较少，外行比较多，经常这样办，

偶尔这样。 

    求新求变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

到最后你会觉得，新的就是好的，旧的

就是坏的，这个是最可怕的观念。新的

常常不如旧的，你看我们现在很怀念以

前的东西，因为以前的东西很简单明



瞭。我说清楚，求新求变本身是对的，

是你搞错了，你认为新的一定比旧的

好，这是错误的。你认为旧的再好也要

换掉，那叫喜新厌旧，一个人只要喜新

厌旧，我看这个人就没有指望了，迟早

连太太也换掉了。老子当年已经说过

了，不知常，妄作，凶。----《道德

经》。 

    一个人不知道常规，不知道常则，你

就开始乱变，最后结果只有一个字，

凶。你变得最后你不知道你连立锥之地

都变掉了，那是多可怕的事情。一个人

对父母孝可以变吗？对朋友信可以变

吗？这不能变的。编导最后彼此信任感

没有了，然后人间就有疏离感。 



    我们一定要记住这三个原则，权不离

经，所有的变不能离开规矩；权不损

人，所有的应变你不可以损害人家的利

益；权不多用，你偶尔用，大家没有话

讲，那根本就是你的规矩要改，你改规

矩改原则改方法。一个人变得连根本都

变掉的人是最可怕的。我们既然谈到这

裡，我就知道大家心裡头会想，那《易

经》到底能不能占卜？这是个不能避免

的问题，因为它本来就是一本占卜的

书，你躲来躲去不是办法，你要面对这

个问题，它本来是很正经的问题。所以

我们接下来要谈孔子为什么说不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