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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卦卦象：《易经》第五卦：乾下坎上

（水天需） 

上六  __  __  爻辞：入于穴，有不速之

客三人来，敬之终

吉。 

九五  _____  爻辞：需于酒食，贞吉。 

六四  __  __  爻辞：需于血，出自穴。 

九三  _____  爻辞：需于泥，致寇至。 



九二  _____  爻辞：需于沙，小有言，

终吉。 

初九  _____  爻辞：需于郊，利用恒，

无咎。 

需卦卦辞：需。有孚，光亨，贞吉，利

涉大川。 

需卦彖辞：需，须也；险在前也，刚健

而不陷，其义不困穷矣。需，有孚，光

亨，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也。利涉

大川，往有功也。 

需卦大象：云上于天，需；君子以饮食

宴乐。 



    《易经》的需卦告诉我们：人们在获

得启蒙之后，就会产生各种各样的需求

，正是这种需要促进了人类的进步，社

会的发展；正是这种需要带来了许多烦

恼和危机，那么我们需要时应该注意些

什么？又该如何正确地对待需要呢？ 

   《易经》里面的卦，多半是一对一对

的，乾跟坤它是互错，就表示乾坤一下

子开天劈地，有很激烈的变化。那如果

每一次都这样激烈变化的话，那人类怎

么承受得了？所以接下来，屯、蒙它是

相综，叫做一体两面，你从这个角度去

看它是屯，从那个角度去看它是蒙。现

在第五卦跟第三卦也是一样，需卦与讼



卦也是一体两面，人不可能没有需要，

如果完全没有需要，这个人他会有积极

性吗？他会努力吗？他会用心吗？不会

的。我什么都不要，这种人也不见得好

。所以世界上没有人主张纵欲，就是说

你尽量地有欲望，尽量地去满足，那个

很危险；也没有人喜欢禁欲，绝对不可

能有欲望，欲望都是可恶的，那也是过

分的。人要节制自己的欲望，掌控自己

的需要，因为欲望太多的人，你不可能

满足的。 

    不满足，你就很苦恼，然后就开始抱

怨，就跟人家争夺，然后就一直打官司

。需这个卦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需要，



需，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叫做：等待。

就是需要等待。你怎么可以说要就要？

你看小孩说：我要喝水，恨不得马上就

到口了。什么叫“童蒙？”就是只知道水

会到口，但是不知道水怎么到口的，我

们蒙卦没有做好，需卦一定出问题，这

样才知道为什么那个卦会一卦接一卦有

一个卦序。需卦的问题出在哪里？出在

蒙卦的时候，只知在知识的层面去启蒙

，没有在智慧的层面去启蒙。 

    你看妈妈喂小孩的时候，把那个食物

吹凉了，自己有时候还试试温度，然后

再送到婴儿的嘴巴，你就告诉小孩子：

你想要，东西就在嘴巴上。你就糟糕了



。他将来就很急，要不到，他就哭，不

给就闹，你就拿他没有办法。我们应该

让小孩从小就知道，食物要到你嘴巴有

一个过程，有一段时间，含有很多人的

用心在里面，他就懂了。你一定有个时

间的观念，那就叫需。 

    你看需卦它上面那个卦是水，下面那

个卦是天，水上于天。水怎么可能上于

天呢？水不可能上天嘛的。所以我们就

知道，同样是坎卦在下，在下卦时它是

水，到了上卦就叫做云。云从哪里来？

云从地面上来的，云不是从天上升上来

的。各位如果有机会，你到长白山上去

看看天池，你就会看到那个云一层一层



从地面升上来。那个云这么一层一层升

上去，然后积压得够多的时候，它就变

成水了。云上于天就告诉我们：你要等

待雨水，你要再等云积得厚一点，云才

会变成雨，才会掉下来。为什么我们那

么喜欢雨？因为人及所有的动物植物都

很需要水，你才能很顺利地成长。因为

水有滋润的那种特性，可是我们在蒙卦

里面只教说水有那种特性，那就完了。

那他就不爱惜水源，就浪费水，就拼命

拿水来洗自己。我们要告诉他：水资源

是很宝贵的，很缺乏的，不是能够浪费

的，这样就对了。我们只教小孩要勤洗

手，就没有教他水是很宝贵的，你不要

浪费，你手洗干净就好了，不要拼命让



它流。一个是知识层面的蒙，一个是智

慧层面的蒙。我们现在人类之所以很可

怜，就是我们只看到知识，我们忘记了

智慧，我们从小告诉他，你看现在天上

乌云密布了，是不是？你伸出手来，看

看有没有雨？没有雨，为什么？因为时

间还没有到，你要再等，他就懂了。这

是智慧层面。一切的需要，想要，满足

都要有个过程，这个还不够，如果只认

识到这一点，那还是很浅的。 

    从基本的衣食住行到自我理想的实现

，每一个人的发展过程都是自我需要不

断得到满足的过程，但需要并不意味着

马上得到，需卦初爻便告诉我们，要有



恒心。那么在寻求自我满足的过程中，

又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呢？ 

    如何面对欲望？ 

    云就是水，水就是坎，坎就是危险，

告诉我们：人一旦有需要的念头，就要

付出相当的代价。那就是危险，你不是

消耗体力，就是消耗时间。很多事情你

可以做的，都耽误掉了，就是因为你有

这个需要。所有的需要都要承担相当的

风险，那就是坎卦的意思，叫做：险在

前。下面那个乾就是天，我们已经讲过

，乾卦是男人，为什么会用乾卦不用坤

卦呢？因为一个家庭的需要，是要男人

出去想办法解决的，不能说自己呆在家



里面，然后把女人推出去：“我们家里

所有需要，你去解决。”不可以的。所

以每一个卦都有它的用意。它是男人看

着天：“怎么老不下雨呢？我需要的东

西怎么老不满足呢？我家里等着要用。

”但是你急也没有用，你急，钱就进来

了吗？不可能。所以需卦的卦辞：有孚

，光亨，贞吉，利涉大川。有孚：心怀

诚信，不要随便开口向人家要东西，不

要随便产生很多欲望，否则，你就不诚

信了。不诚信最后是自己吃亏的。假定

你很诚信，我要多少就拿多少，我不多

要，合理的我才要；不合理的，我就不

要，我不能说多多益善，那叫贪得无厌

，我就会光亨。什么叫光？光就是很普



遍去阳光普照的。光亨：广大的亨通。

不是小小的亨通。一个越守分，越洁身

自爱的人，一定越能够节制自己的欲望

，他到哪里都是受欢迎的，没有人怕你

；一个很贪心的人，看见什么都要的人

，谁见了都怕。 

    做一个人，如果你的欲望太让人家引

起一种想法，说跟这个人，你只要接近

他，你一定吃亏；他只要接近你，他一

定吃掉你。你就什么诚信都没有了，你

就什么前景都没有了。我们不要我不该

要的：“谢谢！”我该要的，我要我要的

部分，我不会浪费，你到哪里人家都不

怕你，人家都欢迎你：“来，来，来，



没有问题。”你就光亨。光亨又守正，

而且很长期地这样做，你就吉祥了。贞

吉：守正、吉祥。然后“利大川”：你不

管到哪里去，你都会克服万难，然后获

得很顺利的成果。 

    合理的需要可以促进人类的发展，过

度的欲望则会导致痛苦的产生。因为古

人云：知足常乐。但在物欲横流的当今

社会，人们往往无节制地要求欲望得到

满足，这是为何？需卦缺元，意味着什

么？ 

    有需要就有风险 

    元、亨、利、贞里面，需只有一个亨

，一个贞，一个利，它没有元，为什么



没有元？因为你对自己真正需要什么，

你是不清楚的，跟蒙卦一样，是蒙蔽的

。你看你常常要什么东西，很急很急，

结果给了你以后，你才知道这不是我要

的，我本来就不需要，只是因为不要白

不要这种错误的观念。什么叫不要白不

要？你到商店一看，今天出清，最后拍

卖，只有一折，买了一大堆，这是我需

要的。回家才知道，我根本穿不上，然

后就挂在那里，挂一大堆。这种人太多

了。当时你认为是需要的，但是你事后

才知道，这不是我真正需要的。为什么

？因为你的元是蒙蔽的。亨：就需要你

自己在这方面有所节制自己的欲望，做

一个合理的规范，该要不该要，做一个



深入的判断。很多人买东西都是冲动的

，冲动，钱就没有了。然后后面一大堆

问题，送人家，不好意思，这么便宜的

东西送人家，自己又不能用；放在那里

占空间，也不知道怎么处理，自寻烦恼

。人家看到你这种个性，会敬而远之。

为什么？因为你会拉他来呀：“那边大

拍卖呀，不买可惜呀。”然后去买一大

堆。我也买呀。然后回去，相对苦笑。

那会怎么样呢？怎么会利涉大川呢？你

到哪里都是路越走越窄：险在前。常常

要记住：险在前。其实人生要记住，我

们前面的四个字：艰难险阻。没有一样

东西是好做的，凡是很顺利，你就知道

，快上当了！你看山水看风景，你只看



到完美的地方，你不知道山，就是阻；

水，就是险。我们没有。我们说：山好

漂亮。山是苍天告诉你：你前面有很多

阻碍。一个山一个山挡住，你要一个山

一个山去翻，很难。水，就是很坎险，

你不小心掉下去，你试试看？你看每年

多少人死于水？每年多少人山难？每年

多少溺水？但是我们却说：山水美啊！

好啊！这就是在蒙卦的时候，只有知识

层面，没有智慧层面。我们提过好几次

了，就是希望我们要反省，我们看到这

一卦，要想到前一卦，要想到它的综卦

，想到它的错卦（晋卦）要想到卦里面

还有很多卦，这样它的道理才会通。不

然的话，就是很偏的一种看法。 



    思诚者，人之道也---《孟子》，追

求诚信是做人的根本法则，人不仅要对

他人他事诚信，更要对自己的内心诚信

，清楚自己的真正所需，但是如何辨别

真正的需要呢？我们又当如何正确处理

需卦的含义呢？ 

    等待的妙处 

    人自己所需要的是什么，先搞清楚，

可以满足的，你就不要再想太多。你看

一个小孩上洗手间，他把那个纸，擦，

擦，擦，揉成一团，丢掉了。因为你手

就那么小，你有十张纸有什么用呢？其

实我每次看到，我都跟人家讲：“小孩

子你这样的话，太浪费了。”我心里头



想得更可怕，我说这种人长大都是乞丐

。那不是乞丐是什么？所有的钱到他手

上都是浪费掉。我们的老华侨在美国，

看到美国人厨房里有那一种擦手的纸巾

，每次都是撕半张，他不忍心一张一次

用掉，撕半张。可是新长出来的，同样

是中国人，同样是炎黄子孙，他就一下

子一张，那人类到底是进步？还是退步

？我们现在，传真纸很方便，我每次接

到传真，只有两行字，一张大的，我都

觉得浪费；我传真给人家的，我有多少

我都会剪裁那么一小段就好了。爱惜资

源不是嘴巴讲讲而已，是要付出行动的

，实践才会有效果，这就不是懂需卦。

需卦第一个：不能想要就要；第二个：



不能想多要，就多要；第三个：要培养

等待的习惯。才能心平气和。打电话叫

一部车子，你要知道，他过来要时间，

你不要急；吃饭坐在那里，培养饮食的

情绪。我们现在不懂得生活，就是不会

等待。 

    我们都知道，中国有位获得诺贝尔奖

学金的物理学家叫李政道。李政道当年

提出论文的时候，评审的过程是漫长的

，他怎么办？他就下了个卦，李政道先

生卜卦是有记录的，物理学家不一定不

卜卦，就好象孔子不一定不卜卦一样。

因为卜卦本来不是坏事，相信卜卦的结

果看你怎么处理，你是在智慧层面处理



，还是在知识层面处理，那个比较重要

。他卜了一个需卦。他就知道，我要等

待。因为人家审，老实讲，懂得《易经

》的人就知道，他审得越快就表示越危

险，因不他看不上，他会很快就给结果

；他审得越慢就表示越有希望，因为他

会觉得这个有道理，好象没有道理。他

会谨慎，他最后说：“啊！原来这个对

的。” 

    需卦里面有一句话：等待的时候要轻

松一点，平和一点。与其在门口等，你

不如坐下来喝口茶，你不如煮几个好东

西，跟朋友分享，那个等待的时候，会

相当愉快。看到需卦只会等，只会苦苦



的，紧张地等，那还不如不卜。卜完了

需卦就知道说：“不错！我不要急，因

为人家有个过程要审查，我安排自己的

生活，稳定自己的情绪，跟朋友借这机

会聊聊天。”这就是高明。不问吉凶，

但按我怎么样去安度，去克服，因为我

要的，我还是会要。因为那是我合理的

东西。如果碰到我不该要的，我就放弃

，要舍，舍得。该舍才舍，不该舍还是

要，不能不要，怎么能不要？因为需要

需要，就是要。 

    李政道先生以平和的心态，等到了诺

贝尔奖。这并不说明，卜卦有多灵，而

是告诉我们应当如何从智慧的层面来理



解卦的意思，以提醒自己应该怎样面对

所遇到的事情，那么需卦除了需要和等

待之外，还有什么重要意义呢？ 

    避免为富不仁 

    需卦除了需要、等待之外，还有一个

很重要的意义叫做：必需。必需我一定

要。男子汉大丈夫，我必需要尽责任，

我生而为人我必需要学知识，但是我为

了会使用知识让它有效，可以帮助人家

，我必需要启发我的智慧，这些都是需

卦。不能说：“哎呀！有那么多麻烦，

有那么风险，我还要经过千辛万苦。”

不可以。但是千万记住：我们都没有权

利想要就要，你称称自己的分量，我赚



了一些钱，你钱从哪里来？从我们同胞

血汗得来的，你不照顾他们，你不回归

故乡，你办移民，还讲得很堂皇，需卦

、蒙卦都出问题。我们一个人千万记住

，必需：就是我们的责任。我身为老板

，我必需要照顾我的员工；我身为知识

分子，我必需要对社会尽一份责任，不

能自私，自私就是无耻。你看，你现在

到处都可以看到只顾自己，从来不顾别

人的人：“啊！我要这样，我要那样。”

那别人怎么样？你看都不看，你全身都

是名牌，那是很危险的。 

    日本有一次发生这么一件事情，有个

年轻人拿一颗土炸弹把一个工厂给炸了



。警察很快就抓到他了。“你为什么这

样做？”他说：“我这样做，我每走到一

个地方，都是这家公司的符号标志，我

去洗手，我一看脸盆，有他公司的标志

；它有一个毛巾，看起来没有什么，一

浸水，标志就出来了；我坐火车，是他

们公司的；我干什么都是他们公司的，

我就算是孙悟空，这家公司就是如来佛

祖，我一辈子在他的手掌当中，我跳不

出来，那我算什么呢？我把它炸掉。”

这件事情在日本非常轰动，后来是企业

界引以为戒的。 

    垄断是没有人所喜欢的。财大气粗是

使所有的邻居都没有办法忍耐的。我们



绝对没有仇富，我们只是警告说：你要

这样做的话，你的处境是太危险了。同

样的事情会有事倍功半两个结果，差别

就在于所做的方法是否得当。合理的要

求应当得到满足，那么我们如何正确满

足自己的合理要求？达到涉大川的境界

呢？ 

    为什么说富不过三代？ 

    一个人要满足自己的要求，先认清别

人有同样的需要吗？有的话会不会起冲

突？别人的心理感受怎么样？会不会觉

得我给他很大的刺激？如果会的话，我

要小心一点，你就没有后遗症，那才叫

做“贞吉”。我有欲望、需求，我想满足



，我要走正道，我要用正常的心态来对

付所有的人，来因应大家的感受，然后

我一步一步地，不惹火大家，不引起大

家的嫉妒，这是吉祥。必须说明：一个

人让人家看着不顺眼，你有相当的责任

；一个人引起他人的嫉妒，自己也有相

当的责任。不是老怪别人，我们现在都

唱高调：哎呀！做人难啊，又怎么样啊

。讲一千年都没有用。因为那是不符合

人性的。我们要小心：富而不仁。是所

有人最痛恨的。那就告诉你，你要富，

没有关系，你就要有仁，就好了。富而

仁，想想这个钱，从哪里来；想想多少

人给我的帮助，想想这个已经损伤我祖



先积下来多少的福分，我这代给享光了

，那下一代怎么办？ 

   为什么叫“富不过三代？”就是在提醒

我们：福分不可一次享光。需要是必需

的，是要合理的，是要相当地付出代价

的，把它结合考虑一下，你应该会走上

正道，就会利涉大川。需卦的正面意义

，我们都很熟悉，叫做：衣食足，知荣

辱。当一个人的需要满足了以后，你就

会想到：什么事情会增加我们家的光彩

？什么事情会带给我们家耻辱？换句话

说：你满足了需要，你要顾虑到整个家

族在社会上给人家的那种评论，我们的

家风有没有受到损伤？这个很重要。我



们需要满足以后，你第一个就是要管好

自己，约束自己，然后你自己合乎礼仪

，人家就不会仇视你了。怎么会仇视你

呢？有一个邻居很有钱，其实我们都觉

得很好；有一个邻居如果很有钱，他就

开始车水马龙，搞得四邻不安，那邻居

就很讨厌他：“跟这种人在一起，真倒

霉！”同见同样富有的人，你怎么去照

顾左右的安宁，你怎么去他分享左右的

邻居，那你一定大受欢迎。 

    仓禀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

-《史记》。合理的需求得到满足，可

以促进自身的发展，这是需卦的正面意

义，当需求不合理时，便会产生负面效



应，即需卦的反面意义，那么需卦的反

面意义是什么？通过学习需卦，我们能

够得到怎样的生活真谛呢？ 

    人心不足蛇吞象 

    需卦的反面意义更可怕，你明明知道

吞不下，你又要硬吞，最后把自己搞坏

了，我们满足需要，常常损伤好多的自

我形象。平常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就

是因为你那种贪得无厌引起人家那一种

怀疑，引起人家害怕。最后，你的真相

暴露以后，人格就破产了：原来平常都

是假的！我们要知道，需求有正面的也

有负面的，而毒品，那绝对是负面的，

那你就说：“把所有毒品都烧掉，让世



界上没有毒品就好了。”行不行？不行

。为什么？比如说鸦片，谁沾上谁倒霉

，可是当你身上痛得不能再痛的时候，

一小块鸦片下去，它是可以止痛的。天

生我材必有用，天生万物都有它的用意

，但是人要拿捏得当非常困难。这样才

要学习，不然要学习干什么？你不能说

：“那我家里存些鸦片。”那不可以。只

要家人沾到，那你全家都完蛋。可是它

可以当作药品使用。所以为什么药品要

管制，就是这种需要，是属于特殊性的

，不能做普遍的，不能。你说：“那我

吃维他命，总可以吧。”也不行。维他

命吃多了还是会中毒的。这才是老天对

人类最大的爱护。如果说吃维他命不会



中毒，那太简单了，趁我现在有钱，我

就把各种维他命，把我这一辈子所要的

一次吃下去，以后再穷，我也不怕，三

天就死掉了。你吃了没有用还会中毒。

所以，小孩子不能说他这一辈子需要什

么就趁我现在有的时候，拼命给他，拼

命给他，这小孩就完了。人是有进有出

，只要这个不通，你就完蛋了。光进不

出，它就不能利涉大川，所以很多东西

不能硬吞，不能独吞，不能见到就吞，

这才是需卦给我们最好的启示。从现在

开始记住：合理地需要。看到一个东西

先想：算了，我还是不要了比较好，你

说不要比较好就不要了，表示这个需求

不是你所需要的，那你急什么？ 



    需卦真谛：合理节制自己的欲望，适

可而止，不要过贪，这样才是最大的幸

福。这是需卦的真谛，为了让大家减少

需求所带来的痛苦，增加满足所带来的

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