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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子学习《易经》之后，说：不

占而已矣。荀子也说：善易者不占。由

此可见，真正读懂《易经》的人，是不

用它来占卜算卦的。但是卦，是《易

经》这部书中的主要内容，那么卦这个

字，是什么意思呢？ 64卦又代表了什

么？  

   什么叫做“卦”？“卦”就是悬挂起来

的意思，就像我们去照个相，然后用相



框装起挂在墙壁上，卦的意思就和这个

过程一样的？为什么要挂？因为人的眼

睛是往外长的，我们看别人很容易，看

自己却永远看不清楚。别人脸上有灰，

我们可以马上看出来，自己脸上却看不

到。所以说“帝观者清，当局者迷”。因

此我们就把自己的像挂起来，好好看一

看，就像跳出事外看别人一样，对自己

会有一个更清楚和清醒的认识。宇宙万

象永远是联系在一起的，每个个体都不

是孤立的。就像摄影时，我们一定是站

在某个位置，选取某个角度，从一大片

景色中拍摄出一张照片。换句话说，同

样的景色，每个人取景的方向不一样，

所拍到的照片就会有很大不同，这样就



不难理解，每个人的卦也会有所不同。

卦，有两个关键字，第一个是“爻”，卦

当中的每一个符号都叫一个爻。整部

《易经》就是两种不同的符号，阴的

（ ▅ ▅）叫阴爻，阳的（ ▅▅▅）就叫阳

爻。乾卦（图1）所有的爻都是阳爻，

坤卦（图2）所有的爻都是阴爻。卦的

第二个关键字是“六”，即每个卦都是由

六个爻组成。这就告诉我们要把一件事

情分成六个阶段，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去

调整。各位想想看，当你碰到一件事情

的时候，你要做分析，但如果把它分析

成一百个阶段或步骤，结果一定会乱

掉；如果只分析成三个阶段或步骤，也

太简单了。把它划分成六个阶段，然后



考虑每个阶段怎么样去调整，基本就差

不多了，就会走得很顺了。六十四卦

中，六爻都是阳的，只有乾卦这一卦；

六爻都是阴的，也只有坤卦这一卦。其

它还有六十二卦，都是有阴有阳，有阳

有阴。这就告诉我们：世界上纯阴的不

多，纯阳的也不多，杂七杂八的最多。

所以真正的好人很少，真正的坏人也很

少，坏中有好好中有坏的人最多。前面

说过，阴阳是合一的，阴阳分开，就没

有办法生生不息。要想生生不息。，就

需要交易，所以交易就成为《易经》里

面很重要的概念。生生不息是交易的成

果，只要停止交易，这个生意就做不成

了。我们今天社会上所用的词，大概跟



《易经》都有关系，我们日常也都是在

讲《易经》的话，因为《易经》已经融

入到中国人的血液里面，变成我们的文

化基因，没有办法改变，也不需要改

变。《易经》中共有六十四卦，这是什

么意思？就我们把宇宙所有的事情进行

归纳概括，最后演变成了六十四种代表

情境。我们之所以把《易经》当做人生

的宝典，就是碰到什么事情的时候，可

以从《易经》中寻求对应的情境，一查

我们就明白了：在这个处境里面，要把

握这几个基本原则，要这么去应对。这

样我们就可以趋吉避凶了。当然，只说

《易经》是让人趋吉避凶的，这样的层

次也不够高。实际上《易经》读到最



后，是没有什么吉凶的概念的。读《易

经》要一层一层去领悟，不可能一下子

就把《易经》参透。 

   《易经》中的64卦，代表了宇宙人

生中的64种情景。大自然虽然千变万

化，但是有着一定的规律，人类社会千

变万化，也有着一定的规律，所以历史

经常会惊人地相似。我们的人生，也是

有一定规律的，所以《易经》是一部了

解宇宙人生的宝典。可是代表着各种情

景的卦象，是怎么形成的？我们又如何

才能够看懂卦象的意思呢？ 

   这里有一个六十四卦的排列组合表

（图3）。上卦一共就八种，下卦了不



过是八种，上下一组合，一个卦就出来

了。所以这个表很明了，一共有六十四

个卦，一点不难。我们的老祖宗排来排

去，发现只有这六十四种不同的组合方

式，一个不多，一个不少，这也就是现

代数学所讲的排列组合。《易经》六十

四卦并不难，难是难在每一个爻都有它

的代号。每一卦最底下那个爻叫初爻，

往上依次是二爻，三爻，四爻，五爻，

最后一爻叫末爻（图4）。初跟末代表

时间，《易经》最重视的就是时间。任

何事情，时间一变，整个情况就变了，

所以中国人都讲“随时”，就是随时要改

变。初、二、三、四、五、末，说的是

六爻的时间顺序。还有一个说法，下、



二、三、四、五、上（图5），是表述

六爻的位置。位置比空间还厉害，位包

括你的身分，包括你的地位，包括不同

的场合，也包括环境的变化。除了时间

和位置，爻的阴阳怎么表述呢?很简

单，凡是阴的都叫六，凡是阳的都叫九

（图6）。男人为什么怕九？因为阳到

极点就叫九，九就是阳极。《易经》有

个概念叫物极必反，无论什么人走到

“极”了，往后一定是反的。所以你不能

说替爸爸过五十九生日，那样对他是很

不利的。五十九了，赶快做六十大寿，

把九避掉。这一点我们从物理学上很容

易理解：一个物体一旦到抛物线的顶

点，它一定往下走，没有例外。由此我



们就可以看出来，《易经》中的卦分三

路，一路是讲时，一路是讲位，第三路

是讲性质：阳的用九，阴的用六。可是

这三样如果用三个字来表示很麻烦，所

以我们的祖先把它简化成两个。去掉哪

一个呢？“初”留下来，“下”不要了；

“末”不要了，“上”留下来。这样你就看

懂《易经》了，翻开《易经》，初九，

就是第一爻是阳的（图7），六二，就

是第二爻是阴的（图8）。我们看到数

字就能把相应的图像画出来，看到图像

就能把代表数字想出来。这跟今天的数

字时代没有什么不同。可是为什么用

“初”不用“下”，用“上”不用“末”呢？原因

很简单，事情刚开始的时候，“时”比



“位”重要。一个人出生的时间很重要，

产房的护士大多会说几月几日几时几分

几秒生了一个什么性别的孩子。但是一

个人死的时候，死亡时间并不重要，死

了什么人比较重要，死者的身分和地位

比较重要。所以一件事到最后，结束的

位比较重要，时不重要，刚开始的时

候，时很重要，位却不太重要。一家商

店要开张，会去看吉日，可一家商店要

倒闭了，还会去看吉日吗？如果有人说

要找个好日子关张，那不成笑话了吗？

商店开张，要选个好日子；商店倒闭

了，看看还剩下什么财产，也就是经营

到最后的结果比较重要。可见一直到今

天，我们都不知不觉地照着《易经》在



做，只是我们没有意识到而已。所以，

开始的第一爻，我们用表述“时”的

“初”，而不用表述“位”的“下”，到最后

一爻，用表述“位”的“上”，而不用表述

“时”的“末”，当中就用六、九代表阴、

阳。由此可以看出来，两个数字，我们

代表三样东西：一个是时，一个是位，

一个是性质。 

   《易经》中只有两个爻，就是阳爻

和阴爻，因为宇宙万物万象的变化，都

是阴阳互动的结果，而64卦中的每一个

卦，都是由6个爻组成的，除了乾卦都

是阳爻，坤卦都是阴爻之外，其他的62

个卦都是有阴有阳，但是为什么要用数



字九来代表阳爻，用数字六来代表阴爻

呢？ 

   为什么阳叫九，阴叫六？这当中也

是有道理的。坤（图9）是纯阴，是六

画，所以阴叫六。可能有人就些想到阳

是三画，应该叫三才对，怎么叫九呢？

因为阳是创造，阴是配合。天底下，只

有创造没有配合，只能是空谈，完全是

空想，最终理想不能实践。有人要全力

配合，可是没有创造，那么到底往哪里

走不知道。因此，讲阳的时候一定要把

阴带上，叫做阳统阴（图10）。阴阳不

能分开，所以《易经》的第一组卦就是

乾和坤。一个懂得中华文化的人，千万



记住，当我们说天的时候包括地在内，

讲男的时候包括女在内，我们是不会分

开的。我们尊称别人为先生的时候，是

男女不分的，男的叫先生，女的也叫先

生。我们对男女是同等看待的，但是后

来人们却解释成男尊女卑，这觉得很奇

怪。男人能做的事情，女人都能做，可

是女人有一件事情，男人怎么做都做不

出来，就是生小孩。你说男人很伟大，

你让男人生个小孩给大家看看？他就生

不出来，能有什么办法？那到底是男人

重要还是女人重要？我们对自然了解得

非常透彻，知道只有阳没有用，一定要

带上阴，所以说“孤阴不长，独阳不

长”。阴阳一定要同时存在，才会生生



不息。所以我们看阳（图11），上下相

加就是九，所以用“九”来表示。这样来

分析，就很容易了解了，根本不必死记

硬背。理解了记住的东西才不会忘，这

也是自然。我们以乾卦为例来标注一下

六爻（12），大家又会发现一个问题：

第一爻叫初九，第二爻为什么就叫九

二，而不叫二九呢？前面我们说过，因

为刚刚开始，时比较重要，所以第一个

九，把初放在九的前面，称为“初九”；

最后的时候，结果比较重要，所以把上

放在九的前面，称为“上九”。至于中间

的过程，就像人生下来以后，男女性别

就重要了，所以把中间的四个九分别称

为：九二、九三、九四、九五。这样



《易经》就告诉我们，教男子的教材跟

教女子的教材不应该一样。女孩子，可

以多让去学一些艺术、音乐、烹调，这

对也是有好处的。但是，尽管女人比较

会烹调，可真正好的厨师一定是男的。

这就是阴中有阳，阳中有阴，阴阳是不

会分开的，否则极阳极阴，最后就变成

两种人类了。阴阳一定是交叉的。我们

看DNA的图片，它的双螺旋结构也是

交叉的。其实科学越发达，越能证明

《易经》的正确，而且很多的科学知识

可以帮助我们更加方便地去了解《易

经》。人生每一个阶段要做出不同的调

整。每一个卦有六个爻，这六个符号告

诉我们，要学会把一件事情分成六个阶



段，然后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地去调整。

人也应该把自己的一生分成六个阶段，

然后根据这六个阶段的不同要点去调

整。这是《易经》对我们最大的功用。 

   曾仕强教授一再强调，学习《易

经》，就是要掌握《易经》的基本道

理，在人生的不同阶段，应该知道如何

调整自己。每个人一生的命运，其实都

是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一个人一生的卦

象，都是自己来画的。那么孔子在读了

《易经》之后，是否给自己画了卦？他

又是怎么画的呢？ 

   孔子不但读《易经》，而且他还体

会到这个卦是每一个都应该自己画的。



我们这辈子有的人只画一个卦他就走

了；有的人画两三个卦他也走了；你画

出来的卦就是你自己的，用现在的名词

叫自画像。孔子他算他一生算了一个

卦，叫做什么？叫人生奋斗的总纲领。

这个卦对每一个人都是很重要的一个参

考，因为你只要把他这个卦看清楚以

后，你就知道你该怎么走。孔子这个人

生奋斗的总纲领，这个卦写在哪里？写

在《论语为政篇》，我相信大家都能背

的，吾十有五而志于学，这句话就点出

来了嘛，他的第一个阶段是什么？十五

岁，志于学。大家有没有发现，怎么十

五岁才志于学，那十五岁以前就不用学

了吗？一个人从小就要开始学习，可是



你没有到十五岁，你最好不要立定你的

志向，太早了。你看现在很多小孩子，

谈起我将来要怎么样，那都是儿戏。一

个人没有到十五岁，你不要立定你的志

向。你看我们现在十五岁，正好是初中

毕业。初中毕业你就开始要决定我是要

学什么东西，十五岁决定学习的方向。

十五岁，他应该知道了，这辈子是要干

什么？是他自己找出来的，不是我们逼

他的。你看孔子一句话给我们多少东

西。十五岁，是人生的第一个阶段，志

于学。你知道你这辈子来是干什么的？

你要往哪个方向去学习？不能再犹豫

了。第二句话大家很熟悉，三十而立。

你看十五岁，再摸索个十五年，再学习



十五年，你到了三十岁的时候，你才可

以确定这一辈子的原则。在十五岁的时

候，我确定我的志向，然后朝这个方向

去走十五年，我大概可以归纳出来我这

辈子有几个原则，达到四十而不惑。你

要再过十年，你根据你的原则去实践，

然后看成效怎么样，你才可以说，好，

我这辈子大概就这么走了。四十而不

惑，并不是说人到了四十岁就什么都不

疑惑了，没有这种人。那个“不惑”只是

指对我自己的原则不惑，其它不是惑

的。孔子是主张我们活到老学到老，如

果四十就不惑了，以后就不要学了，还

学什么呢？我觉得我们读《论语》太粗

心大意了，我们只是按照文字在那儿解



释，没有去参透去了解孔子他这句话的

意思是什么？这是很遗憾的事情。任何

人要讲不惑，只是在一个小范围里面我

可以不惑，其它我还是惑得很，所以千

万不要再解释成一个人到了四十岁，你

就没有疑惑了，那就是圣人了。四十

岁，我只对我人生的目标人生的方向，

我所要学的东西，我不惑。四十岁，对

人生目标不再动摇。一个人四十岁以

后，他勉强可以知道说在我要学的范围

里面，我不在犹豫，我这辈子就决定这

样去走。下面那句是什么，五十而知天

命，一个人到了五十岁，还不知道天

命，那你是跟自己过不去。 



   曾仕强教授认为，孔子的一生，就

是一个完整的卦象，卦有六爻，孔子的

一生正是分成了六个阶段：一，十五而

学，二，三十而立，三，四十不惑，

四，五十知天命，五，六十而耳顺，

六，七十从心所欲不逾矩。那么五十所

知的天命指的是什么？人生的命运又是

由谁来决定的呢？ 

   一个人你活到五十岁，你回头一

看，你会发现你一路走来，好像都有一

只手在安排，你非这样不可。你这一路

走来，就是造成你今天这个样子，你跑

不掉的，你今天为什么会这样？就是你

从小到大点点滴滴累积起来的成果。一



个人现在的状况，是从小到大累积的结

果。《易经》告诉我们，一个人每二十

年会变一次。你看我们社会上说世代交

替，差不多也是二十年，每一个人要替

自己负百分之百的责任。假定你现在三

十岁，你就要替你将来五十岁的时候负

责任。一个人到了五十岁，你就知道不

怨天不尤人，一切都是自己搞成的。五

十岁，明白命运是自己造就的。五十岁

你就知道一句而已，什么叫天命？我们

一生的努力，就在证明你有什么样的

命。不成功就不成功，心安理得。为什

么每个人都要成功呢？每一个人这辈子

来是要跟别人过不一样的生活，想不一

样的事情，不是每一个人都一样，这个



在心理学上就叫做个别差异。我们读了

个别差异，不知道什么叫个别差异。个

别差异就是你跟别人不一样，世界上你

是唯一的你，没有第二个人完全跟你一

样，不可能。命是谁造的，是我造的，

我造出我这条命，我造出我这样的命

运，我抱怨我抱怨谁，没有什么好抱怨

的，认了。能不能重来，没有办法重

来，人生最奥妙的是你永远没有办法重

来。所以六十而耳顺，为什么要耳顺

呢？因为你会碰到很多人，他根本不了

解你，就在你面前指指点点咋咋呼呼讲

一大堆，你听也不是不听也不是，听也

会发脾气不听也会发脾气，那怎么办？

耳顺。听了跟没有听一样。七十而从心



所欲，不逾矩。不逾矩的意思就是说我

从小到七十岁，我规规矩矩，几乎已经

变成我的生活习惯，我大概不会有太大

的差错，那我就可以放心去做。孔子一

生，他划分成两个阶段，一个是四十岁

以前，一个是五十岁以后，所以孔子讲

了一句话说，一个人到了四十五十，你

还搞不清楚你是干嘛的，大概这一辈子

也就算了，他就是讲你四十到五十，这

是人生最重大的关键。大概一个人四十

岁以下，你要叫他上达很难，你只能叫

他下学，下学而上达。四十岁以上的人

才有办法上达，上达什么？上达天命。

下学什么？下学就是一般的学问。孔子

最后综合成一句话，六个字，叫做尽人



事，听天命。记住五十岁以前要尽人

事，排除万难，不管人家告诉你以后会

不会成功，你都不管，你应该做你就全

力去做。可是到了五十岁以后，你要听

天命，我有这个成功的命，我自然会成

功，我没有的话我不强求，何必那么辛

苦，所有的名跟利最后都是空的。 

   曾仕强教授认为，孔子一生，不只

画了一个卦，孔子更重要的卦，是对自

己一生在六个阶段中，完全不同的人生

感受。那么孔子在自己人生的六个阶段

之中，都有什么样的人生感受？而这些

人生感受，对于我们的人生，又有什么

启发呢？ 



   孔子是不是一生只画一个卦呢？他

还画了一个卦，更重要，这个卦很多人

没有注意到，就是《论语》的开篇，学

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你看它跟十有五

而志于学，是对照的。各位应该听出

来，刚才那个是他人生的一个理想，一

个计划。这边是他实践的成果。那边他

说十有五而志于学，这边告诉你，我实

践这句话的成果是什么？学而时习之，

不亦说乎。这个习不是温习不是复习，

是习惯。学了以后不算数，要养成习惯

你才会乐，学了以后老积在这里，你有

什么乐呢？应付考试。学了以后，赶快

去在生活当中实践养成习惯，你就很喜

悦。第二个是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



乎，那就是什么，三十而立的成果。一

个人到了三十岁跟所有人来往都有基本

的原则，不会乱，人家就很乐意跟你来

往，所以你的朋友一有时间就会大老远

地来看你。那这个原则是什么？你的原

则就是要将心比心，站在你的朋友的心

态来想事情，他自然就来了。你只顾自

己，他绝对不会来。这个就是他三十而

立实践成果，叫做有朋自远方来，不亦

乐乎。四十而不惑成果是什么？人不知

而不愠。愠是什么？愠就是小小的生

气。那你就可以想像，你在你这个行

业，你再优秀你再特别，别的人还是不

认识你。你叫自己不疑惑就好了，你管

别人什么想法怎么看你，关你什么事。



五十而知天命，对应哪句话？这句话各

位也很熟的，叫做发愤忘食。这样你才

知道不能小时候就发愤忘食，那不可

以。发愤忘食干什么？看言情小说，完

了；发愤忘食干什么？是网吧，完了。

发愤忘食是有条件的，就是当你知道你

这一辈子要做什么的时候，你就全心全

意去做，这个时候不能再计较了。它是

有条件的，才可以发愤忘食。六十而耳

顺，孔子用四个字乐以忘忧。乐于忘忧

什么意思？高兴到忘记忧愁。那不可能

这样子，那这个人就是糊涂了，就是麻

木不仁，明明要忧愁的，你要乐，什么

都不管了，那这种人还得了。乐以忘

忧，是把所有的忧愁都当做乐趣来看。



这件事对别人是忧愁，但是对我是没有

的，因为这是我自己要做的事情，所以

别人看你那么辛苦，那是他的事。一个

人在你的工作当中还有忧，还有惧，还

有虑，就是还有很多阻碍，就是表示你

还没有发愤忘食，你没有全心以赴。一

个人找到你要做的事情，你会忘记了辛

苦，这只是你的初步而已，还会有很多

人打击你，会有很多人在背后议论你，

甚至公开跟你挑战，想抓你的小把柄，

无所谓，本来就是这样，这才叫做乐以

忘忧。所有的事情，如果发生在别人身

上，他们会觉得很忧虑，但是在我的感

觉它本来就是一种乐趣。接受挑战如果

是有具体的目标，它本身就是一种乐



趣。如果是没有目标，那就是遭人讨

厌，完全不一样的东西。这才《易经》

它有阴有阳的一种变化。七十而从心所

欲，不逾矩，孔子也用一句话来表示，

不知老之将至。孔子从来不知道他那么

年纪大了，因为他没有年纪大的观念。

一个人你怎么做你都很自在，你都没有

苦恼，你会觉得你老了吗？人要服老，

不要认老。生理年龄是谁都逃不过的，

但是精神，心理的那种状态每一个人都

不一样，统统不一样。孔子永远保持年

轻，就是因为他有这样的一个具体的实

践的结果。我所讲的，统统在《论语》

里面，所以我为什么说，我读完《易

经》以后我重新去看《论语》，我才知



道孔子真是了不起。我们知道，孔子是

画了很多卦，其实每一个人一辈子都在

画很多卦，所以我们应该开始来看看

《易经》里面的卦。《易经》它是以八

卦做基数，所以你讲《易经》八卦，就

是代表六十四卦，但是既然是六十四卦

了，我们就要每一个卦给它一个代号，

就叫做卦名。有乾卦，有坤卦，有既济

卦，有未济卦，有泰卦，有否卦。每一

卦有一个卦名，可是卦名出来以后，大

家是不是就很明了呢？还不一定，因此

就要有卦辞。卦辞就是解释，我为什么

要取它这个卦名？卦是代表大的环境，

每一个大大的环境，还有每一个阶段不

同的变化，那个叫做爻。一个卦有六个



爻，就告诉我们，任何一件事情，你最

好把它分开变成六个不同的阶段，然后

去追究它阶段性的变化，你大概八九不

离十就可以知道，它最后结果是什么

样。既然有六个爻，我们就给它不同的

爻辞，来说明这个卦处于这个阶段，它

的特性是什么？你要注意什么东西。这

样一来，当我们看到一个卦的时候，我

们就整体的环境再加上部分的操作。我

们都非常清楚，六十四卦里面，它除了

卦辞，除了爻辞以外，它还有一个用九

跟用六，凡是你只要发现阳出现的时

候，你就知道了它是用九；凡是你看到

阴出现的时候，你就要考虑到用六。用

六比较简单，就是说，你如果是阴爻的



时候，你只有一个原则，就是对你的人

对人的事你要忠诚到底，这非常简单

的。因为阴它是配合的，配合的人不能

有太多的主见太多的主张，你要全力配

合，那你就是忠贞到底。可是当阳出现

的时候，你知道它是创造性的，一个有

创造性的东西，那它是跟阴卦不太一样

的。你不能乱变，你说我创造，我就去

创造，最后就是乱变，那就是祸患无

穷。所以我们用九告诉你，你在不同的

阶段，虽然你是阳，虽然你要创造，但

是你要有不同的阶段，特性要完完全全

把握住。所以用九这个解释，各位要非

常小心，它告诉我们，就算你阳刚十

足，就算你创造力十足，你也要注意一



句话，叫做阶段性的调整。你看同样是

龙，看你在什么位置，你的龙的特性，

你不能随便表现。要看《易经》里面的

卦，当然从乾卦开始说起，所以我们下

一个讲就要说说乾卦说了些什么？乾卦

它会说话的，它到底说了些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