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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涣卦卦象：《易经》第59卦：坎下

巽上, 风水涣 

    上九  _____  爻辞：涣其血，去；逖

出，无咎。 

    九五  _____  爻辞：涣汗其大号，涣

王居，无咎。 

    六四  __  __  爻辞：涣其群，元吉。

涣有丘，匪夷所

思。 



    六三  __  __  爻辞：涣其躬，无悔。 

    九二  _____  爻辞：涣奔其机，悔亡。 

    初六  __  __  爻辞：用拯马壮，吉。 

    涣卦卦辞：涣。亨，王假有庙，利涉

大川，利贞。 

    涣卦彖辞：涣，亨，刚来而不穷，柔

得位乎外而上同。王假有庙，王乃在中

也；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 

    涣卦大象：风行水上，涣；先王以享

于帝，立庙。 

  



    俗话说：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

缺，离散是每个人不可避免要碰到的问

题。《易经》中的涣卦，就象征着离涣

的境况。那么离散作为一种人生常态，

难道带给人们的只有悲伤吗？人们又该

从离散的境况中，学到些什么呢？ 

    相信每一个人都有同样的经验，欢乐

的时光，好象过得总是特别快，接下来

就是要离散，各奔东西。有聚有离，这

本来是一种人之常情，也可以说是一种

无常。因为说不定，它就聚在一起；说

不定，又散了。你从整个的人生看起来

，也是一样的。小时候，刚刚进入一个

家庭，好高兴，全家都为了婴儿的诞生



而欢乐。然而曾几何时，小孩长大了，

离家了。离家以后，一年难得回家团聚

几次，这还算好的。再长大一点，父母

不见了。然后呢？兄弟姐妹也很难得聚

在一起。所以我们作为一个人，如果不

能了解什么叫做离散，应该怎么样面对

离散，那实际上就整个人生来讲，是一

大缺陷。因为相聚的时间，比不上离散

的时间，尤其是商人。商人，他离家的

时间，比在家的时间还要长，更应该了

解什么叫做涣卦。这个涣，是怎么来的

？就是你看到风，吹到水面上，当风吹

过来的时候，水不可能无动于衷。因为

风再柔软，它还有一股力量，水就会引

起一阵一阵的涟漪，它是向四周围去扩



散的。所以《杂卦传》，一个字就说完

了：涣，离也。就是离散就叫涣。大家

看到一个社会，如果人心涣散，大家没

有共识，这个时候人的品德，一定是快

速地下降。你看当一个社会动荡不安的

时候，很少人会想到什么品德不品德，

能骗就骗，能抢就抢。因此呢？涣卦的

主旨，是要我们，来化解这种离散的，

一种不正常的生活。所以我们不能把它

当作是，散就散了嘛，有什么了不起？

我相信也很少人会这样。同时呢？我们

更想到，谁来把这种涣散的情况，把它

化解掉，又重新缔造这种聚合的条件。

谁？那当然是主政者才有办法。一般老

百姓哪里有办法？社会乱了，他就乱了



，只能各自管自己的，这时候政府就变

得非常有用了。那政府要怎么办呢？我

们常常讲，政府最重要的功能，就是“

教化”两个字。在涣散的时候，在人心

动荡不安的时候，在整个社会脱序的时

候，脱序就是没有秩序。政府的责任， 

就是要改变人民的心态，在不知不觉当

中，让大家又慢慢地，又恢复原来的共

识，又重视品德的修养，使社会由动乱

，慢慢地又恢复平静，这个才是涣卦真

正的意思。 

    无论是家庭离散，还是社会涣散，人

心都是动荡不安的。因此涣卦的主旨是

告诉人们，如何摆脱涣散的局面。然而



涣卦的卦辞，却一上来就说：涣，亨。

这是怎么回事呢？人们如何才能在涣散

，获得亨通呢？ 

    我们来看卦辞：涣，亨。它先告诉你

，这是亨的。那不是平白的亨，不是说

，啊！离涣就是亨，绝无此事。就是说

离散的时候，你不要悲哀，你不要迁就

现实，你不要自暴自弃，你要有所作为

，使它亨通。王假有庙。就是说涣散的

时候，那君王呢？就要亲自到宗庙去祭

拜。很多人，尤其是外国，都批评中国

人迷信，拜偶像。那我们中国人自己也

不了解，都说：哦，哦，哦！我们绝对

不迷信，我们从来不拜偶像。我们已经



讲过很多次了，中国人拜天地。天地是

偶像吗？天地是我们生活的一种自然环

境，那怎么算偶像呢？我们拜圣贤，老

实讲，在中国这个社会，我们要了解自

己，就是谁都不服谁。我干嘛服你？你

比我强在哪里？所以在中国社会要出头

很难，非常难。中国社会，你要出人头

地，帮你的忙少，打压你的人多，这样

才表示难能可贵。所以你看我们几千年

来，我们圣贤不多，好不容易有个孔子

，好不容易有个老子，好不容易有个孟

子，好不容易有个曾子，廖廖可数。你

就知道在中国社会，你想要冒出来，是

何等的难。所以我们对少数冒出来的圣

贤，我们会特别尊敬他，因为他得来不



易。然后马上退回来，我们就想到自己

的祖先。你有天，有圣贤，没有祖先，

有你吗？就这么简单的道理。所以每次

讲到王假有庙，我们总觉得怎么，动不

动就要去宗庙去祭拜，就是聚集老百姓

的信心，让老百姓感到我们这个君王，

他有责任感，他要传承我们的文化，他

不是为他私人的利益，不是为他私人的

权势，在那里奋斗。他是大公无私的，

他是负起责任的，他是为老百姓，你看

，吃尽苦头。以前，皇帝要祭天，没有

那么容易的，交通不发达，还有资讯很

难像现在这样，一下就通。去一次不容

易，要昭告天人，让所有人都知道。皇

帝辛苦为老百姓，去祈求上天的保佑。



保佑谁？保佑所有的人。所以王假有庙

，后面就紧接着四个字：叫利涉大川。

大川：就是大坎。你看这个涣卦，它的

下卦，就是坎卦，坎卦就是险难的意思

。老实讲，要在社会动荡不安，人民离

散痛苦的时候，想要把它重新整合起来

，重新建立社会秩序，谈何容易？就好

象你一个小木船，想要渡过那么宽广的

一个河川，那个水流湍急，同样的艰难

，而且危险。但是，你君王亲自去祭拜

宗庙，让天下人都感受到你的诚心，就

算它是险难，你去渡过也是很有利的。

因此，后面就加上两个字，叫做：利贞

。 



    当社会处于人心涣散，动荡不安的时

候，就需要主政者诚心为民，以此凝聚

人心。然而仅凭诚心，还是不可能重建

社会秩序，使社会安定团结的。那么为

此，主政者还需要做些什么呢？ 

    彖辞解释得更清楚：涣，亨。我们在

涣散的时代，我们要使它能够亨通，那

我们就要做到几点。第一点，刚来而不

穷。你看那个九二，它呢？跟初六，跟

六三，变成个水。水是什么？水是流动

不穷的，所以叫做刚来而不穷。那意思

就是说，你有那个坚强的意志力，虽然

你碰到很多险难，不穷，不断地有风险

，你还是可以应付得了。柔得位乎外。



指六四，因为下卦是内卦，上卦是外卦

。所以六四，它虽然在外面，但是呢？

它有个好处：而上同。它能够跟九五一

条心，全力配合它。老实讲，君王有心

，如果没有得力的干部，你也是一事无

成。王假有庙，王乃在中也。这个王你

怎么奋斗，也不一定说你有把握去祭宗

庙，不一定的。真正天下太乱，你连出

门都不敢。你今天可以去了，就表示什

么？表示九五是刚明居中的。皇上看到

天下这么乱，他已经做了很多事情，只

有老百姓稍微安定了，你帝王才有办法

去祭天。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你最

起码要有工具，你才能够涉大川；你最

起码要有些事情，做得你很有把握，你



认为这个险都可以化掉了，你才敢去面

对群众，要不然你躲都来不及的。我们

看大象，就整个的卦形，上面是巽（风

），下面是坎（水），叫做风水涣。就

是风吹在水面上，水向四方去荡漾，散

开。就好象什么？好象人群聚集在那里

，突然间听到什么意外的响声，赶快跑

啊！四方八面都有人跑，一样的道理。

我们最容易的，就是在市集上面看，突

然间有什么变化，你想想看，抓了自己

东西，赶快跑，顺便把别人东西也带走

，历代都是如此。你再怎么文明也没有

用，你科学再怎么发达也没有用，因为

他不这样他活不了了。当人类为了生存

，连生存都保不住的时候，那他是不管



这些的，你讲什么都没有用，这才是我

们必须要，深一层去了解的。先王以享

于帝，立庙。所以就形成一套制度，当

你把一个帝业建立起来，你就开始要有

宗庙。那你每年去祭宗庙，就是告诉大

臣，不要忘记祖宗创业的困难，不要在

你的手里面，把它毁掉了，我将来死了

以后，没有面目去见祖宗，那我就找你

们了，其实都有这样的含义。 

    涣卦下坎上巽的卦象中，暗藏着风险

之意。就像风吹拂水面后，可能只会引

起微微涟漪，却也有可能引起惊涛骇浪

。人生中的每个选择其实都充满着风险



，人们该如何应对？从涣卦中，又能得

到怎样的启示呢？ 

    涣卦它就告诉你清清楚楚，你面临风

险，你要怎么样去化解，怎么样去安全

度过。而不是一看风险，我就躲，我就

跑，我就丢了不管了。那还得了？那你

天天都在逃亡。那还做什么事呢？平日

如果你碰到这种状况，那你就要很镇定

，要去评估这个风险性，我们预先加以

防范。所以风险主要是预先去防范，而

不是事后在那里慌张失措叫救人，这才

是正确的观念。任何事情，我们事先都

把它评估一下，这风险性有多大，20%

你受不受得了？你受不了，好，你想办



法事先降低你的风险。降到不能再降了

，那你问自己，不做行不行？我非做不

可，那你就要勇敢面对。我们所能做的

不是消除风险，因为这个卦很明显告诉

你，下卦就是坎卦，你能跑得掉吗？你

根本跑不掉。我们只是说，把风险降低

到最小，如此而已。小到什么地步？小

到我可以承担了，小到公司不会因此而

倒闭。如果一点风险都没有我才做，那

你什么事都不要做了，因为那是不可能

的。事物有聚必有散，有散就有聚，散

而后再聚，其实，那是给我们好非常的

一个鼓励。这个叫什么？叫自然消长。

自然消长是一个当然的，必然的，非这

样不可的，一种起伏循环，所以我们要



以平常心来面对。但是我们要做的事情

，是什么？第一个，你从王假有庙，应

该体会到，我们每一个人平常应该要敬

天。你总要找一个让你去敬畏的目标吧

？就是稍微自己要控制一点，我的欲望

，不是每样都可以达成的，我要怎么样

，很适当地来自律，让自己不要过分。

而且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要养成

几个习惯。第一个，你看外国人见面老

抱在一起，紧紧密密，中国人从不做这

种事，中国人懂《易经》。我们再见，

就是说我们还要再见面。但是我们再见

，就是从此不见面，这都可能的。就再

见这两个字，你就知道，说不定一会又

见了，说不定从此不见了，这才是《易



经》，那看你怎么反应嘛。抱得紧紧的

，哭了，再见又回头又抱紧紧的，大概

这辈子没有见面的机会了。因为你的象

已经让老天都知道了，你的心是什么意

思，你这样它就满足你了，叫做心想事

成。所以你看中国人再见，他心里怎么

想是一回事，但是他会觉得很平淡，就

是让老天知道说，我还会跟他见面，那

它就安排你们散后重聚。我们为什么不

敢那么夸张？不是我们压抑自己。老实

讲，多少人都说中国人压抑自己的情感

。中国人为什么压抑情感？我们知道任

何事情适可而止，你一过分对你就是不

利。你看我们去宗庙祭拜也不能天天去

，不能，天天去就等于没有去。你看我



们祭祖宗，一年一度，清明节。我们祭

天要恭敬，衣服要洗干净，身体要沐浴

，表示虔诚。做给谁看？做给所有人看

。我这样做你们还不相信我，那我再怎

么讲都没有用了。因此，我们的目的就

是说当涣散的时代，你不能够说，那就

这样算了啦，关我什么事？那不可以，

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 

    涣散的时代带给人们的，其实不仅是

风险，更重要的是磨练意志，实现人生

价值的机会。那么，人们如何才能把握

好这个机会？身处涣散的时代，每个人

的责任，又该是什么呢？ 



    我为什么生逢涣散？为什么生逢离散

的时代？就是要磨练我自己。我好不容

易，你看，我们用好不容易，碰上离散

的时代，而不是那么倒霉，碰上这种乱

世，不是，这叫一念之差，乱七八糟我

才有事可做。那怎么办呢？你是个小团

体，你从小团体做起，要建立共识。我

们今天一天到晚讲共识，就没有想到什

么叫做共识。就最起码，我们人要像个

人样嘛，要不你活着干什么？再乱，你

能够整齐到什么地步，你还是要整齐到

什么地步，尽你的可能，维护自己的整

齐。哪怕是粗布衣衫，哪怕颜色不好看

，没有关系，把家里整理得干干净净，

把环境整理好。第一个，身体就健康了



。第二个，你把脑筋搞清楚，趁乱去做

任何事情，都没有好结果的。我还是按

部就班，一点一滴。我相信大家印象当

中，应该也看过了，我们穷困的时候，

怎么突然间没有几年，就变那么多呢？

变是很快的，不是漫长的。只怕什么？

只怕你不去做，你不去做它永远也不会

改变，你去做，它总会一点一滴，它会

有些累积的成果。这就是涣散的时候，

我们最要紧的就是重新恢复我们应有的

价值观，做一个人就是要有价值观而已

。我作为一个人，我不能像禽兽那样，

好歹我是个人，我再怎么样我要争气，

尽我最大的能力，我先把自己做好，然

后把我家里人做好，够了。每一家都这



样，这个国家马上就不一样了。所以我

们接下来，要把这六个爻，一个一个爻

来看，看看怎么聚集人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