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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卦卦象：《易经》第51卦：震下震上 

上六  __ __  爻辞：震索索，视矍矍，

征凶。震不于其躬，

于其邻，无咎。婚媾

有言。 

六五  __ __  爻辞：震往来，厉。亿无

丧，有事。 

九四  _____  爻辞：震遂泥。 

六三  __ __  爻辞：震苏苏，震行无眚。 



六二  __ __  爻辞：震来厉，亿丧贝，

跻于九陵，勿逐，七

日得。 

初九 _____  爻辞：震来虩虩 ，后笑言

哑哑，吉。 

震卦卦辞：震。亨。震来虩虩 ，笑言

哑哑；震惊百里，不丧匕鬯。 

震卦彖辞：震亨。震来虩虩 ，恐致福

也；笑言哑哑，后有则也；震惊百里，

惊远而惧迩也；出可以守宗庙社稷，以

为祭主也。 

震卦大象：洊雷，震；君子以恐惧修省。 



    虽然人们都渴望一帆风顺，但是在人

生的道路上，却难免遭遇到波折甚至厄

运临头。然而《易经》中的震卦却说，

所有天灾的出现，都是为了让我们亨通

。这是为什么呢？那么震卦究竟给我们

提供了哪些解除困境，避免波折的方法

呢？ 

   中国人最有兴趣的，就是问鼎中原，

鼎卦就是革命成功了。那叫什么？叫定

鼎。定了以后就想长长久久，长长久久

那就要有继承人。谁来当继承人呢？那

就是震卦。因为震在《易经》家族里面

，它是长子。你到了五十你知道，哎呀

！天命啊。为什么，你再能干，老天不



给你一个能干的太子，你能怎么样？我

问你你能怎么样？所以《序卦传》它说

，当你问鼎，当你定鼎之后，你就要想

到，这个鼎谁来接呀？那主器者莫若长

子，所以下面就是震卦。震是什么意思

？震就是震动。你看长子出生了，全家

人都震动，哎呀！这一代有望了，不会

断了，天雷地震。因为震卦它是上面是

震，下面还是震。但是上面的震叫天雷

，下面的震叫地震。这什么道理？因为

天震它是看不见的，你只听到声音，所

以叫天雷。而地震呢？它是实实在在的

在动的，你都感受得了的。所以，一个

是有形的，一个是无形的。但是我们要

问了，那雷就叫雷卦就好了，干嘛叫震



卦呢？那雷就是动，那你就把这个卦名

取叫动就好了嘛，干嘛要叫震？其实我

们想的动，跟这个震差很远。你看啊，

行动，你会害怕吗？如果一个人一行动

叫人家害怕，那你还能行动吗？行动也

是动。弹动，都很轻微的，那和天雷地

震比起来，根本微不足道。震，它是惊

天动地的动，跟一般的动它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要来好好地看一下卦辞。震

，亨。你看啊，震是卦名，它说当你看

到震这个卦的时候，你应该想到，它是

使你亨通的。一般人都不这样想，哎呀

！这是大自然的报复啊。我不知道什么

叫大自然的报复，这都很奇怪的想法，

所有的天灾都是让你亨通的。 



   从古至今，由于自然灾害所导致的人

类家破人亡，损失惨重的案例屡见不鲜

。然而，面对破坏力如此巨大的自然灾

害，震卦的卦辞为什么却说所有的天灾

都是为了让我们亨通呢？   

   为什么？它下面说明了，震来虩虩，

笑言哑哑。它说人没有碰到惊天动地的

事情，他是不会醒过来的，他整天都糊

里糊涂。从早上起来就忙于赚钱， 中

午稍微休息一下，又想到钱，所以睡不

着。晚上算钱，算了以后，今天到底是

盈还是亏，是损还是益，他又睡不着。

他怎么会清醒？当一个人满脑子都被钱

占领的时候，他就没有任何余地，去想



什么叫人生，什么叫生活，完全没有。

其实大部分人是这样子的，那老天就震

他一下，他才知道钱没有用。对不对？

你看大地震来的时候，你是先去开保险

箱，还是先逃命？我还没有看到一个人

说，大地震来，二话不说，先跑到银行

去打开保险箱，把金子拿出来的人，大

概没有。这个虩虩就是让你恐惧万分的

那种样子。老实讲，老天不发威，你还

把它当作，你是可以征服它的。所以人

有时候为什么你要发威？就是你不发威

，人家把你当病猫。你从这里就可以了

解到，为什么要恩威并济？它当然有道

理。那怎么下面紧接着就讲笑言哑哑呢

？就是说，你有了这么多的被震醒的教



训，然后你下面就知道，我怎么样去预

防，怎么样去面对，怎么样去保存最需

要的东西。其实，我们讲到保存最需要

的东西，就是一个人的价值观就出来了

。什么是一个人最需要的东西？一个人

最要紧的，是你的行为要谨慎，你才能

够保持你的福分。因为大难来的时候，

你东南西北哪个安全，没有人知道，对

不对？你往东，它地震就往东跟着你走

；你往西，它台风就把你刮到海里面去

，你根本来不及调整。我们平常都讲怎

么样应变，怎么样调整，到时候你束手

无策的了。所以你说人不能听天由命，

那是你没有碰到，你真的碰到大灾的时

候，你不听天由命怎么样？火灾了，你



哪儿跑？你往上跑，结果下面人都跑出

去，只有你死在上面；你往下跑，结果

上面的人都活了，你被烟呛死了。你怪

谁呀？方向感在那个时候是完全没有用

的。你慢慢就知道了，只有平常谨言慎

行，好好修行，你有足够的福气，到时

候就糊里糊涂就跑出来了。老实人逃出

灾难的时候，你问他，你怎么跑出来的

？他只有一个真心话，我怎么知道，想

都没有想就逃出来了。那就是福气嘛，

不然那叫什么？还作计划，还要评估，

还要做什么可行性试验，那都是笑话，

完全是骗人的。所以这两句话就在讲太

子的德行，人家恐惧你不能恐惧。你看

一地震，太子跑在前面，像话吗？然后



一回来，你就开始第一个喝酒，那人家

会敬重你吗？下面两句话，那更有意思

，震惊百里，不丧匕鬯。匕鬯是什么意

思？匕鬯就是重要的祭祀，然后你把它

扩大成为国家的社稷。不丧就是不丧志

，不会说因为你当了太子就把国家丢掉

了。震惊百里的意思就是说，你看那个

雷一打，如是小小的，你会怕吗？你根

本不会怕。这样各位才知道为什么以前

我们把它叫做百里侯。就是你讲的话，

百里之内的人都听到都敬重你，你还要

有能力保住这个鼎，最起码要保鼎，不

要在你手上把这个国家废掉了。这叫什

么？叫做太子的才。前面两句是太子的

德，后面两句是太子的才，而震是太子



的位。你有这个位置，然后这个位置也

不是你争取来的，你恰巧生在帝王家，

你恰巧又是第一个男的，那你就是叫震

。那你会不会亨能呢？就看你有没有德

，有没有才。所以有其位必有其才，有

其才更需要有其德，那这样你就亨通了

。彖辞讲得更清楚，震，亨。震为什么

会亨呢？震来虩虩，恐致福也。恐就是

恐惧，致就是使得你转祸为福，这样才

叫恐致福。所以你看中国字多妙？恐致

福就是很恐怕会带来福啊。 

   震卦提醒我们，无论是君子治国，还

是个人处世，只有做到在平时居安思危

，修身修德，才能在遇到突发事故时处



之坦然，获得亨通。但是，为什么震卦

的彖辞却说，我们会恐惧转祸为福呢？ 

   其实不是，有福气你有什么害怕呢？

有什么恐惧呢？震来虩虩，上天它用各

种让人害怕的来警告帝王，你不要以为

你是天子，你不要以为你是天底下最高

的权威，我一震照样把你震掉。所以诸

侯就学老天，他也用他的威势来震惊他

管辖之内，那百里就是管辖之内的人民

，你们敢不听我的，你试试看？所以为

什么帝王叫做天威？因为他是跟老天学

的。老天用打雷，用地震，用火灾，用

各种来吓唬人类，最主要的就是吓唬帝

王。那帝王心里想，你会吓唬我，那我



学这套，我也来吓唬老百姓。只要你走

正道，那有什么关系呢？ 

   震卦利用天灾来警告帝王，警醒人类

，要时刻心怀恐惧，提醒自己坚守正道

，就能转祸为福。那么，是不是我们只

要遵循天灾警示，就都能万事亨通了呢

？ 

   笑言哑哑，后有则也。哑，为什么在

这么多的天灾，这么多的自然灾害里面

，人类还能够讲笑话，很愉快过日子，

这什么道理？因为后有则也，就是那种

余惧还在，你就不敢去违反法则。你看

我们现在要盖房子，就会想到，这个地

震只要是六级以上，到时候你就会被抓



去了。因此到时候人家注意了，这房子

谁盖的？然后一拆开，钢筋水泥全假的

，都是竹子的，那不抓你抓谁？那个余

惧还在，你才会好好去做，才会遵守法

规，才不敢偷工减料，才不敢说，我骗

一时，我把钱赚了，就没事了，不敢，

这个叫做后有则也。老实讲人类为什么

会规规矩矩？为什么会遵守纪律？为什

么对世俗他不敢随便违犯？就是震卦，

前车之鉴。以前人碰到这种情况，现在

还坐在牢里面，你要不要来呀？震惊百

里，是惊远而惧迩也。你看那个雷呀，

它是什么？惊动远方。因为我们听雷，

就是当它闪电的时候，那个声音紧接来

的那个速度，刚一响那雷就来，你说知



道很近很近，闪了半天，还没有响，这

个雷很远，我们的经验法则就知道了。

所以那个雷呀，它对远方来讲，只是惊

它一下，吓唬它一下而已。最怕的就是

什么？就是你觉得这雷就打在我屋顶上

，最怕了。所以这个迩跟远，是刚好是

相对的。这样我们才知道为什么天高皇

帝远，你看雷声很大，可是我距离很远

，你能把我怎么样？你里面的人都还没

有处理完呢，你会处理我这么远的人？

出可以守宗庙社稷，以为祭主也。这个

是讲什么？讲你既然是太子，你就要明

白你的职责是什么？出，是指谁出来？

指皇帝出巡的时候。皇帝有时候没有办

法，他要御驾亲征，皇帝就算平时他偶



尔要出来巡查一下民情。但是皇帝出巡

的时候，家庙谁顾？你敢交给别人来看

守吗？那到时候你回来他就关门了，不

让你进来。那不笑话吗？所以太子的职

责，就是当君王出巡的时候，你留守京

师，以为祭主也，你是名正言顺主祭的

从，所以我们参加很多典礼主持就说主

祭者就位。你不要小看，这个主祭者，

不是人人能当的，他有他的身份，地位

，修养，而且他的一动一静，每个人都

看得很清楚，你如果不像样的话大家对

你很失望的，交给你这样的人当主祭，

那祭跟不祭有什么不同？所以你看主祭

者都非常谨慎，不敢乱动，哪里还敢乱

笑？哪里敢乱讲话？根本不敢。我们读



到这里，应该可以很清楚，为什么人要

敬天，要畏天？为什么父亲要严？母亲

才可以放心的慈？小孩子你让他从小就

没有畏惧之心，那长大以后怎么办？那

就天不怕地不怕了。那一个人天不怕地

不怕的时候，老天就拿你一点办法都没

有。当老天拿你一点办法都没有的时候

，它就放弃了，这我管不着，那谁倒霉

？当然人倒霉了。做人做到老天都不管

你，都不理睬你，你还有什么希望？ 

   天灾预警只是警醒我们的一个外部因

素，要想达到亨通，还需要自我修身。

那么究竟该如何修治自身，才能真正获

得亨通的结果呢？ 



    所以我们来看大象，洊雷，洊雷是两

震相重叠。你光是个雷有什么用？你看

雷打一下就没有了，大家根本不把它当

一回事，拿你当一回事，隆隆才验其盛

。你看，两三雷打下来，所以谁都不敢

乱动了。哪敢乱动？君子看到这种自然

现象，他就知道了，恐惧修省，把自己

不好的地方，把它修治一下。当你遭遇

到惊恐的时候，你才会静下心来去反省

，当一人一切事情很顺利的时候，他会

反省吗？他根本不会反省。你看多少企

业家一上去，很快下来，就是因为他很

顺，有什么难的？只要有钱，什么问题

不能解决？那老天就笑了，那你试试看

？叫你下来跑都跑不掉，那才叫洊雷。



所以人有恐惧感其实是好的，不是不好

。任何一个卦，你要用得正当，你要走

上正道，它都会给你很好的正面的效果

。可是反过来呢？那就是自作自受了，

那没有办法。你看天，它是由阴阳二气

构成的，这《易经》讲得非常清楚，二

气如果相搏，就开始天震，就开始地裂

，那么海啸也跟着来了。那都是两气过

分强盛的时候谁也不让谁所造成的恶果

。但是恶果不恶果那是人的感觉，自然

没有什么恶果不恶果，因为它都是自然

。其实现在我们从科学里面已经非常清

楚了。地震，它就是不定期的，把地里

头的那个能量，把它释放出来。如果不

地震，那糟糕了，那有一天，那个能量



大得实在没有办法，那种天灾，那谁受

到了？谁都受不了。所以偶尔地震对人

类是好的，没有说地震就是坏的，没有

这回事，久不地震你反而很怕。震卦为

什么上面是震？下面也是震？其实我们

应该知道，上面那个天叫做天威，天威

动于上；下面是人心，人心要恐惧于下

，你就不敢不修身。那接班的大任，你

就有所付托了。你这样子培训出来的太

子，有一句话，现代人是忘光光的，教

子不严，父之过。你看我们这里只讲父

，没有讲母，母亲是常常跟小孩在一起

，你要养育他，你要照顾他，你不能太

严厉，太严厉他怕你，他什么话都不敢

跟你讲，他这里痛也不敢讲，那里痛也



不敢讲，那糟糕了。但是爸爸呢？爸爸

一定要让小孩怕你，现在的爸爸不干了

，那还得了？那小孩将来恨我怎么办？

其实你不严，将来长大他才会恨你，你

一严他感激都来不及。现代人的想法是

很奇怪的，因为他没有读《易经》，那

为什么《易经》要扶阳抑阴？那当然有

道理，各位真的要在每一个卦当中，好

好想一下。你看这个卦一共四个阴爻，

只有两个阳爻，可是那两个阳爻都是很

厉害的。我们倒想让各位去想一想，这

两个阳爻，哪一个是卦主？到底是九四

呢？还是初九？那要解决这个问题，那

我们只有把震卦的六个爻来分析一下，

你分析了六个爻，你就知道，太子的职



责，就是要从震卦里面学到很多东西，

使得你的国家，你的社稷能够长治久安

。我们都希望长治久安，人也要长治久

安，国家也要长治久安，自己的家庭也

要长治久安，所以我们下一次，就要来

分析震卦的六个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