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兑卦卦象：《易经》第58卦：兑下兑上 

上六  __ __  爻辞：引兑。 

九五  ____  爻辞：孚于剥，有厉。 

九四  ____  爻辞：商兑未宁，介疾有喜。 

六三  __ __  爻辞：来兑，凶。 

九二  _____  爻辞：孚兑，吉，悔亡。 

初九  _____  爻辞：和兑，吉。 

兑卦卦辞：兑；亨，利贞。 



兑卦彖辞：兑，说也。刚中而柔外，说

以利贞，是以顺乎天而应乎人。说以先

民，民忘其劳；说以犯难，民忘其死。

说之大，民劝矣哉。 

兑卦大象：丽泽，兑；君子以朋友讲习。 

 

    人人都希望自己的生活美满幸福，充

满喜悦。殊不知，有些喜悦的表面下却

暗藏危机，甚至会导致厄运临头。那么

我们究竟怎样才能抛除隐患，享受真正

的安全的喜悦呢？《易经》中的兑卦，

又给出了怎样的指导方法呢？ 



    兑卦是代表一种欣悦，一种喜悦。《

序卦传》说：入而后说之。大家看这个

字明明是“说”，为什么念“悦”呢？因为

兑卦，它多半是什么？听到好听的话。

或者用说好听的话，来博取人家的欢心

。那这样我们就想到了，说话跟兑卦它

是密不可分的。那这样我们就看出来，

它用兑而不用说，就告诉我们，不要光

听好听的话，也不要用语言去取悦于人

，所以它把言字旁去掉是有道理的。但

是《序卦传》还是说：兑者说也。因为

大部分都还是要通过语言。虽然我们要

提高警戒，但是很难避免。卦辞简单明

了：亨。利贞。这个卦是从乾卦来，可

是乾卦的卦辞是：元亨利贞。元亨利贞



跟亨利贞，它的差别在哪里？就差一个

“元”字。怎么“元”字不见了呢？就告诉

我们，你要特别注意它的源头，特别注

意那个看不见的动机。你听到好听的话

，心里会喜悦。但是这个时候，就再三

提醒你，赶快注意，人家说好话的动机

是什么；人家用美色来呈现给你的时候

，他想做什么，那就叫元。所以元亨利

贞，它是隐而不显。相反的，看得见有

是亨利贞。为什么利贞呢？你看，你把

它分成上下两个卦。下卦柔的在六三，

很显然是在外面；上卦柔的在上六，也

是柔在外。柔在外刚在内。就表示什么

？表示你里面是很有原则的，外面你可

以笑嘻嘻的，没问题，这就是我们常讲



的内方外圆。你处世你可以随和，没有

关系，但是你的操守，你必须要坚持，

你里面的原则，不能受外面的声色所影

响。听到好话，把原则忘记了；看到美

色，把原则丢掉了，后面就不亨了。彖

辞在解释卦辞，它说：兑，说也。兑跟

说之间差一个言字旁，就是不要从话里

面去博取你的欣悦。 

    兑卦提醒我们，通过甜言蜜语去取悦

别人，或者被别人取悦，都不能亨通。

那么，究竟什么才是实实在在，没有后

遗症的喜悦呢？我们又该如何去获得这

种可靠的喜悦呢？ 



    我们当年是没有支票的，可是后来我

们有了支票以后，我们说支票要兑现，

那个“兑”就是从这个兑卦来的，我觉得

用得非常高明。你看，支票一兑现，你

内心很喜悦，因为这是实实在在的东西

。这不是什么说得好听，这也不是美色

当前，都没有，所以你可以放心地内心

愉快。因此呢？兑，如果你把它想象说

，它是实实在在，非常可靠的，那你内

心很愉快，这样的话，就可以利贞。是

以顺乎天，而应乎人。如果你的欣悦是

很实在的，没有后遗症的，很可靠的，

后面不会招惹很多的悔恨。你看有很多

人，喝酒的时候好开心，什么话都说，

回去一想，糟糕了！我那么多嘴干什么



？我把那些不该讲的话，都通通说出来

了，然后晚上也睡不着了。所以在喜乐

当中，经常是出差错的，后面的后遗症

是非常可怕。但是因为人是健忘的动物

，一次，记住记住，下次不要，然后第

二次又来，一而再再而三，那就无可救

药了。我们一定要知道，喜悦当中，人

是最没有抵抗力的。当你心里很愉快的

时候，你的警觉性是最低、最差的。如

果你记住这个大原则，下次你就知道，

你的喜悦要不要表现出来，要表现到什

么地步，对谁表现，在哪里表现，你都

拿捏得很准的时候，那就叫做：顺乎天

，而应乎人。 



    兑卦就在我们提醒自己，要理性对待

喜悦的时候。兑卦的彖辞却说：说以先

民，民忘其劳；说以犯难，民忘其死。

那么究竟是怎样的喜悦，拥有如此强大

的力量，能够让人忘掉劳苦，忘记生死

呢？这是否与兑卦对待喜悦的态度相悖

呢？  

    说以先民，民忘其劳。如果你想办法

，先让老百姓生活安足，我们没有讲富

足，我们只讲安足。老百姓他就会不辞

劳苦，去为政府服务。也不会觉得说，

哎！你怎么在那里跷二郎腿，我在这里

流汗，这不公平，不会。说以犯难，民

忘其死。如果家庭很美满，因为家庭美



满你才会悦，才会喜悦。你就是派他去

当兵，派他去御敌，老百姓也是万死不

辞。因为他会感觉到，你这么照顾我，

紧要关头，国家有难，匹夫有责，这是

我的责任，连死他都忘掉。说之大，民

劝矣哉。这个兑卦的意义，它是很重大

的。为什么？因为它可以鼓舞人心，它

可以激励士气。老实讲，政府它平时是

为老百姓服务的，但是到了紧急，到了

战乱的时候，难道都是领导去打仗吗？

那一定是老百姓要出来。而这个呢？就

要平常让他对你的施政，他满意度很高

，他家庭很美满，他才舍得，这个就叫

做民劝矣哉。劝：就是劝勉的意思，你

可以把他的士气，一下子激励起来，然



后他就接受你的征召，他就奋勇向前。

我们可以看出来，六三它居于人位，就

是你要很柔地施政，来获得民心。老实

讲一个国家能不能打胜仗，第一个不是

靠武器。你看武器好，结果败的案例很

多。第二个不是靠人，你看人很多，声

势很壮大，结果输给那个少数的一些兵

力，这也看得很多。最主要就是说，老

天保不保佑你。所以，我们看到上六爻

，我们就知道，你所有的鼓励民心，你

所有的表现给老百姓看，你不能有私心

，你不能为了你自己的利益，你一定要

凭天理。上六凭天理，六三得人心，那

就叫做天佑人助，那个兑卦就完完全全

实现了，叫做有原则，没有私心。然后



呢？使大家在很欣悦的气氛之下，振奋

起来，团结一起，共同努力。大象说得

很清楚：丽泽，兑。你看，一个泽，又

一个泽，单独一个泽，跟两个泽在一起

，那个就不大一样。两个泽相附在一起

，就好象什么？好象两个人谈得很愉快

，两个人彼此都把心声，没有什么保留

地吐露出来，而又没有后遗症，那可真

是欣悦。要不然怎么叫谈心呢？谈心就

是没有顾虑，你可以把你心里的话都说

出来，这是非常难得的，你平常人是享

受不到的。君子以朋友讲习。君子看到

一个泽，又一个泽，使人非常愉悦的自

然景象，他就想到，我一个人，我读了

书，有很好的心得，我跟谁分享啊，我



不能自言自语啊，我不能一个人傻笑啊

，这个时候如果有一个谈得来的人，我

们两个志同道合，我把我的心得说给他

，他把他的经验来印证，或者我们彼此

互相讨论，那多愉快啊！这个就是什么

？就是《论语》里一开始就讲的话：有

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可是，它明明

有讲跟习，所以它前面那句话，也包括

在内：学而习之，不亦说乎！你看那个

说，也就是兑卦。今天的人，也常常在

一起，喝啤酒，甚至于唱卡拉OK，那

个跟朋友讲习一不一样？完全不一样。

你看朋友讲习，我们的友谊越来越深，

你就知道以后，你在紧要的关头，我有

要紧的话要商量，我找谁？就找这几个



人。你到卡拉OK去，大家唱啊，唱了

半天。其实你唱歌的时候，没有人听的

。他在忙于要找我要唱哪一曲，他在忙

于想我要唱的歌，词有没有忘记。谁要

听你的？那就是盲目地聚在一起，然后

心跟心完全隔离的，回去以后，累了个

半死，一无所得。我们前后古今对照一

下，我们就发现，古人的确比我们要聪

明得多。讲到这里，我们马上要提醒各

位，兑卦只能齐家，无法治国。你看家

里它是重亲情的，爸爸跟小孩有说有笑

，但是你在机关里面，你在团体里面，

你可以聊天吗？你可以嘻嘻哈哈吗？当

然不可以。所以兑卦，在家里很管用，

可是在外面，你要特别特别小心。因为



处理事情，特别是公事，不能够情感用

事，不能够情绪化，不能说我高兴，怎

么样？高兴怎么样？那公司都被搞垮了

，还高兴怎么样？ 

    兑卦提醒我们，喜悦要有原则，分清

场合，尤其对待公事时，更加不能情绪

化。但是，如果我们执意不按兑卦的提

醒去做，将会产生怎样的后果呢？ 

    尤其是那些有权有势的人，他认为我

有生杀大权，我要高兴就高兴，我要发

脾气就发脾气。当然，人家表面上不会

对你怎么样，但是你就替这个团体，替

这个组织，种下了非常严重的祸患。这

个责任谁来负呢？这样我们才回复刚刚



讲的话说，权势越高的人，越不可以喜

怒形于色。你只要让你的干部知道你喜

欢什么，你就完了，你一定完了。你喜

欢钓鱼，他就赶快去练习钓鱼，但是我

不会打草惊蛇。我说，你喜欢钓鱼？我

也喜欢钓鱼，我们一起钓鱼，那什么都

没有用。他就从很远的地方钓，慢慢慢

慢钓到一起，你就没有怀疑了。啊！以

前我没注意到，原来你也喜欢钓鱼。他

说，是啊！我太专心钓鱼了，所以很抱

歉，都没有看到你，让你一点防范都没

有，你就完了。然后钓在一起，然后他

边钓鱼，边跟你囉七作嗦讲一大堆话，

你就被他包围了，你就被操控了。然后

他在外面，就利用你的声势为所欲为，



所有的账都算到你头上来。你怪谁？好

话，人人都爱听。少女青春的美色，人

人都喜欢看，就是这样子。可见你喜欢

什么，被人家看到以后，它就变成一个

弱点，他就会用你喜欢的东西来迷惑你

，最后你倒大霉。孔子有一句话，大家

都很熟悉：巧言令色，鲜矣仁。一个很

会讲话的人，你对他要提防，他说得你

心花怒放，那你就完蛋了。你看啊，很

会打扮的人，你要提防，你干嘛？你有

什么目的？你想做什么？这个人警觉性

就比较高。哎！不看白不看；哎！听着

舒服就好。君子斗不过小人，就是因为

君子认为自己没有问题。我还有什么问

题？我还会上当吗？我修养这么好，马



上就出问题。所以越是一本正经的人，

他越容易出问题。我们常常讲，年轻的

人，没有在欢乐场所出入的人，年纪大

了，你千万不要去，因为你一去就完蛋

，因为人家年轻在那里历练过，他对事

情他很清楚，他很老练，他不会上当。

可是老来入花丛，没有一个会全身而退

的。 

   面对小人的逢迎讨好，我们要加倍提

防，免得日后被剥皮抽筋，坠入陷阱。

但是，面对个人爱好所带来的喜悦，我

们是否还需要加以把控呢？纯粹的个人

爱好，在给我们带来愉悦的同时，还潜

在着哪些隐患呢？ 



    有三种，是可以取悦人家的事情。孔

圣人只讲两种，一种巧言，一种令色，

第三种就是景色美好。哎！我们去那里

度假，景色可美了。然后你在那里流连

忘返，耽误公事。我们现在来看看这个

卦象，它用的是泽，泽它能够滋润万物

，它景色很美丽，大家都喜欢，但是你

一掉到潭水里面去，你又怎么样？所以

任何事情，都是一体两面的。啊！在这

里划舟多愉快！就这么一念，你就划出

很多问题来。泛了几次舟以后，你就觉

得这样还不过瘾，晚上也来泛舟那情调

一定有不同。结果呢？死在潭里，这种

案例蛮多的。只是大家每次看到，都觉

得说，哎呀！那是别人，我不会的。你



看他就是这些不小心，我只要这些小心

，我就不会。差不多人都是这样，所以

一次又一次的，悲剧不断发生。所以喜

欢旅游的人，你偶尔出去散散心，没有

错。我迷上了旅游，我回来工作的目的

，就是去旅游。那你试试看好了，你这

一生，最后算总账是怎么算的？这样我

们才知道，卦辞是告诉你：兑，亨。就

是亨通一时而已。你看那些登山的人，

最后都死于山；你看那些很喜欢泛舟的

人，最后都死于水。因为他越来越熟悉

，越来越无所谓，越来越认为不会怎么

样，这叫做艺高人胆大，然后就出事了

。你觉得会怎么样，他就不会怎么样；

你觉得不会怎么样，他就偏偏会怎么样



，这就是《易经》的道理。所以人啊，

应不应该快乐，这也值得我们探讨。我

们不是说，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吗？

安乐难道不好吗？可是安乐以后，你就

松散了，你就不积极了，你就会去喜欢

那些，我没有说不正经，浪费时间的一

些活动。人生苦短，一分一秒都是很珍

贵的，你拿来打小板球，你拿来打小麻

将，你拿来弹跳，年纪轻轻用头去磨自

己，然后叫街舞，随便你讲。因为喜悦

呀，我读书就是很苦恼，我用头去磨地

我就觉得很喜悦，那你就看看兑卦，利

贞。你这完全是不利贞，不利贞不是兑

的正道。那这样人生不是很苦吗？不苦

。我们不是常常讲，要在苦中作乐吗？



怎么才能苦中作乐？那你就要有乐观的

人生。因为人生它是波折不断，祸患无

穷。可是你还是要活下去，那你就要有

很正当的，一种乐观的态度，这才是兑

卦六个爻，要告诉我们的事情。因此我

们接下来，就要把六个爻一一来看看，

你要怎么样，好好地走你的兑之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