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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济卦卦象：《易经》第64卦：坎

下离上, 火水未济 

上九  _____  爻辞：有孚于饮酒，无咎

；濡其首，有孚，

失是。 

六五  __  __  爻辞：贞吉，无悔，君子

之光，有孚，吉。 

九四  _____  爻辞：贞吉，悔亡，震用

伐鬼方，三年有赏

于大国。 



六三  __  __  爻辞：未济，征凶，利涉

大川。 

九二  _____  爻辞：曳其轮，贞吉。 

初六  __  __  爻辞：濡其尾，吝。 

    未济卦卦辞：未济。亨，小狐汔济，

濡其尾，无攸利。 

    未济卦彖辞：未济亨，柔得中也；小

狐汔济，未出中也；濡其尾，无攸利，

不续终也；虽不当位，刚柔应也。 

    未济卦大象：火在水上，未济；君子

以慎辨物居方。 

 



   未济卦是《易经》六十四卦中的最后

一卦，它和既济卦代表着盛极而衰的过

程。既济卦象征成功，而未济卦则寓意

衰败。然而《易经》也告诉我们，任何

事物的发展规律，都是循环往复的，正

好像盛极必衰，否极泰来。那么六十四

卦，又为何会把象征衰败的未济卦，排

在最后一位呢？这种卦序的排列，又有

着怎样的特殊含义呢？ 

    乾卦跟坤卦，其实相对的，是很单纯

的。因为它们之间，只有一种关系，就

叫错卦。但是既济跟未济，这两个卦，

它就相当的复杂。你看它们又是错卦，

又是综卦，还是交卦。在六十四里面，



这两个卦的关系是格外的密切。我们根

据给它们的原则，就是简单的，你要复

杂化，而复杂的，你反过来要简单化。

那怎么简单呢？你看啊，既济卦跟未济

卦，都是坎卦跟离卦，只是位置交换一

下，它就变成不同的情况。我们先看既

济，既济是上卦是坎卦，下卦是离卦。

因为你已经成功在望了，眼睛所看的都

是光明。可是当你走错一步的时候，你

就进入了坎险。我们拿最简单的例子就

好了。一个人没有成名的时候，他反而

很谨慎，生怕说错话，得罪人，做错事

，增加自己的前程的阻挡。但是一旦有

名以后，他讲话就很随便，他就好象什

么都懂，然后得罪了一大片人。所以我



们常常讲，哎呀！这是盛名之累呀，其

实这都是自己找理由。盛名有什么累？

你自己找麻烦嘛，才会累。因为你要看

清楚，既济它是内离外坎。你内心觉得

说，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功成名就

了。但是你就没有看到外面，是一片的

坎险，因为很多人要抓你的缺失，很多

人想把你推翻掉，很多人他想取代你，

这是必然的。反过来说，未济呢？它内

险而外离。内险是什么意思？就是你还

在挣扎，你就知道你在险境。你自己就

不能脱离险境，外面一片光明，你也没

有用。有什么用呢？再说清楚一点。你

人在险中，你除了救自己之外，你根本

没有能力去救人。自己都救不了，你还



能救谁呀？因此呢？他反而会格外地谨

慎。所以未济卦不是不济，你把它当作

不济就糟糕了，它没有不济呀，它只是

还没有成功而已。相反呢？它是充满了

希望。因此我们才会讲，与其早成功，

不如晚成功。说难听一点，你晚成功，

你想乱讲话也没有什么机会了。因为你

已经体力很衰弱了，你已经来日无多了

，那你去跟人家争名斗胜干什么？就怕

那个年纪轻轻的，就有名了，然后到处

找人家说，来来来，我们来角力角力，

我们来试试看，没有老是你赢的。不济

是不可能的。怎么可能不济呢？但是未

济是经常存在的。所以《序卦传》它说

：物不可穷也。为什么它讲这句话呢？



因为既济到最后是穷的了，穷途末路了

，已经走不下去了，江郎才尽了，什么

招数都使尽了，那还是没有用的时候，

那就受之以未济，就是未济。老实讲，

你有多少法宝，你总有一天用尽；你有

多少钱财，总有一天花光；你盖什么样

的豪宅，最后是不见了。未济卦它会变

成《易经》六十四卦的最后一卦，它就

是告诉我们，一切都是循环往复，循环

往复，才能够生生不息。只有周而复始

，没完没了，人类才有未来。如果到你

最伟大了，一切都终止了，那也不算什

么，那也不伟大。 



    《易经》提醒我们，任何事物都是周

而复始，循环往复的，所以未济并非不

济，只是还没有成功而已。不仅如此，

未济卦还充满着无限的希望。那么既然

未济卦潜藏着无限的发展生机，为什么

还会陷入无攸利的困境呢？未济卦是否

真的能引领我们走向成功呢？ 

    卦辞是这么说的：亨，小狐汔济，濡

其尾，无攸利。大家还记得，既济卦在

我们想象当中，那是很好的，完成任务

，什么都成功了，工作已经成果都出来

了。但是它亨小，小亨。未济卦它反而

告诉你：亨。那不是矛盾吗？没有什么

矛盾。既济卦的亨是告诉你，成功之后



，你只有小亨。而这个未济的亨，是告

诉你，现在你不要去做这个梦了。当你

过了未济这个关卡，你就进入了既济，

那时候自然就亨了。所以这个亨，在这

里面解释说，它潜藏着无限发展的生机

，这样就对了，事情没有完成，我来加

入我才有贡献。事情完成了，我来干嘛

？人家不理你了。你来抢功劳的？还有

你的份吗？没有了。所以这两个亨啊，

它一前一后，我们真的要好好去想一想

。小狐汔济。这个汔济，就是将要成功

的时候。小狐狸好不容易挣扎着，费尽

全力，然后好不容易眼看着要到达岸边

了，快要接近成功了。这个时候怎么样

？濡其尾，尾巴湿了。尾巴怎么会湿呢



？尾巴湿就告诉你，头也掉进去了。所

以无攸利，一无所成嘛。这个时候，我

们就应该知道，我们是小狐狸，我们就

这么多力气，我要渡河，我要做这件事

情，首先要自我量力。这个太宽了，没

有办法，再锻炼锻炼，再等时机，长大

一点再说。那如果我实在已经渡了，那

我就要尽全力。可是尽全力呀，我就要

比别人更加的谨慎。眼看着快要到了，

我很高兴，一高兴，就整个人沉下去了

。我比人家更谨慎，更小心，更忍耐，

不能够让尾巴湿了，我要保护自己，想

尽办法，然后我就有所利，就不可能无

攸利。所以无攸利也不是说绝对无攸利



，那不可能。那不然的话，未济就是毫

无希望，那不对。 

    未济卦虽然充满希望，但是，当我们

能力不足时，难免还会失败，陷入无攸

利的困境。那么，我们究竟应该怎样做

，才能打破未济卦无攸利的限制，恢复

到既济卦的成功状态呢？ 

   彖辞说：未济，亨。柔得中也，小狐

汔济，未出中也。你濡其尾，你就无攸

利。为什么无攸利呢？因为不续终也。

不续终也不是说算了算了，我反正游不

到，我就放弃，不是的。是要你继续努

力坚持到底，你才可以打破这个无攸利

的限制，你还是要完成的。可见，《易



经》每个卦，都是给我们无比的鼓励，

叫你绝对不要怀忧丧志；绝对不要放弃

，任何再微小的机会。那它怎么做得到

呢？因为虽不当位，刚柔应也。虽然这

六个爻，没有一个爻当位的，可是它安

慰你，它告诉你，你不用伤心，你不用

着急，你还有一个可以利用的。就是什

么？刚柔应也。初六应九四，九二应六

五，六三应上九。那你为什么不把这个

优势发展出来？你要坚持，不续终。不

续终就是说，我不如说算了，已经没希

望了，不要。永远不要放弃，永远不要

认为自己是没有希望的，虽然还没有成

功，虽然距离成功的目标还相当的遥远

，还相当的渺茫，但是你一定要充满了



希望。千万不要认为说，未济就是没希

望，那你自己放弃，那就叫自暴自弃了

。你要认为说，现在虽然还是未济，但

是只要我持续，我想办法去找出我当前

的缺失，我及时给它调整，我还是很快

会回到既济，那时候形势大好，你反而

要更加的小心。因为什么？因为你到了

既济，一不小心又掉到未济了。这太多

人了。啊！辛苦了好久好久，好不容易

成功了，不到几个月又败下来了，太多

了。那个鹅在水上游游游，想到岸上去

，就找石头，一脚上去，又掉下来，一

脚上去，又掉下来，既济未济，既济未

济，我既济，那就上去了，那人生也是

一样。所以《大象传》它写得很明白：



火在水上，未济。因为你位置不对嘛。

火是向上的，水是向下的，两个根本没

有交集。人家既济卦的时候，水在火上

，它可以烧成开水。现在呢？你水在下

面， 火在上面，互相不接触，你不能

完成烹调的作用。 

    既济卦和未济卦是六十四卦当中，关

于盛衰循环的两个卦象。既济未济随时

都有可能发生转换。但是，由衰入盛难

，而由盛转衰却是顷刻之间就有可能发

生的事。那么，我们究竟怎样才能做到

，既能创造和坚守胜利果实，又能避免

走向衰败呢？ 



    君子以慎辨物居方。意思就是说，你

要好好去看一看，我跟谁是同道的。因

为物要以类聚，人要以群分。我们要交

朋友，要先看看他同不同道。是不是不

同道，我就要打击他？就要跟他划分界

线？就说我跟你永不来往？也不是。因

为同道不同道，它也是活动的。我们要

很慎重地去辩明这个物同不同类，这个

人跟我同不同道。而且，我们要把它安

排在合理的，应该叫做方，方就是处所

。这一类，我现在当时不用了，我把它

摆远一点； 这一类我要用，我弄近一

点。这个人呢？跟我同道，我想办法跟

他多来往，那个人不同道，我敬而远之

可以吧？见面只打个招呼，啊！很好，



我就走了，我不跟你再说话，可以吧？

当然可以。其实这句话真正的用意是什

么？就是说，我要改变还不能成功的那

些缺点。我要调整， 事情之所以做不

好，做不成的问题在哪里， 我要想办

法去化解，这才叫未济。所以我们再说

一遍，未济是未定的意思，它是不能完

成，不是不能完成，所以我们永远不能

停止，但是有个条件，就是这是你应该

做的。如果你不应该做了，趁早停止，

你何必找自己麻烦呢？它的目的是，促

使我们持续不断地朝向既定的目标，然

后自我成长，克服万难，突破困难。但

是，最后还是要告诉我们，我们只能尽

人事，要听天命。所以它再三告诉你，



无攸利，无攸利。就是说有没有利，你

不用管，那是老天的事。就是你要告诉

自己，就算没有结果，我该做的，我经

过这个过程，我会得到很多，那就好了

嘛。 

    未济卦虽然是六十四卦当中最后一卦

，但并不是事物的终止，它象征着万物

的循环发展，和生生不息。但是，事物

发展到不同时期，不同阶段，都会遭遇

不同的状况。那么，在不断变化的环境

中，我们又该怎样调整，才能化解问题

获得成功呢？ 

    我们常常讲，阶段性的调整。人生为

什么是阶段性的调整？你看孔子他告诉



我们，十五岁才能够志于学。你看看《

易经》六十四卦里面，第十五卦是什么

？就是谦卦。一个人不谦虚，你学什么

东西？你有什么好学的。所以现在我们

小孩子，你开始叫他学，学着他就喜欢

表现，他就觉得你看我懂这么多，然后

他就想考倒老师，然后就看不起老师，

这就是谦没有学好。你把谦卦弄好了，

你才真正在学。那你说小孩子，他怎么

懂得谦呢？那你就要教他。那老师不教

家长教嘛。家长告诉他，没有一个人是

全懂的，老师也不例外，所以你有不懂

的，你问老师， 但是老师回答不回答

，那是老师的事情。也许他要回去准备

一下，查一查资料再说，你要了解，他



有他的困难。那他就慢慢懂了。然后他

自己就会知道说，我不懂，我要怎么问

，我不能说打破沙锅问到底，一定要把

他考倒？那以后人家问你，很好，他就

跑掉了，那自己吃亏。三十而立。三十

卦是什么？就是离卦。意思就是说，你

最起码要把自然的现象，你大致上有所

了解，我看到了光明面，你觉得我这样

走下去是没有错的，因为我的目标是光

明正大已经出现了，那我当然可以立定

，我为人处世的原则目标，当然可以立

。不然你怎么立？你立在不对的地方，

不是很惨吗？四十而不惑。第四十卦很

巧，不知道是谁巧，我不知道，解卦，

就是解惑了。惑都解了，所以叫不惑。



五十而知天命，五十卦是鼎卦，就是说

你到了五十岁，你一定会敬天，你知道

我有什么一点点的成就，都是老天给的

。没有老天给我，那我们可能就是无攸

利。我今天有一点点，我更要虔诚地来

谢天，你才会不惑。要不然， 不惑才

怪？因为人要惑太容易，尤其现在各种

资讯都有，各种话都有人讲，什么事情

都有人敢做，那你不惑。你会去怀疑，

我这样对吗？就是心中没有天，叫无法

无天，这就叫无法无天。六十而耳顺。

难呐。第六十卦是节卦，就是你知道节

制自己，你知道说你的耳朵已经严重地

退化，要么听不见，要么听不清楚，要

么听错了，要么你先入为主，人家讲什



么，你都是想象，你听到就是这个，那

是非常严重的事情。那孔子为什么说七

十而从心所欲，不愈矩？就是说，你把

《易经》六十四卦读完了，你还做不到

这一点，那还要靠你自己去不停地完善

，不停地领悟，你把所有卦窜来窜去，

你才知道，啊！原来是这样的，那时候

，你才有本事从心所欲，但是不会违反

自然的规律。所以我们在解卦，经常是

不按照字面来解释，也不按照卦辞来解

释。这样我们才了解，为什么孔子最后

是讲，不占而已。他告诉你，占卜只能

做参考，你要把这个既济未济看清楚。

因为它们就是一个爻一进，既济就变未

济，未济再一进又变既济，就那个一步



之差。所以我们可以很轻松地讲，它就

告诉我们，人生就是水深火热，水深火

热。你看水深，你忘记火热了。也许你

会觉得，啊！这时候有火来烤多好！可

是当你想尽办法脱离水深以后，你又投

入火热，你又很后悔，早知道在水里面

还凉快一点，然后又是水深火热，水深

火热，至死方休，没完没了。那这人生

不是很痛苦吗？那就看你怎么想。你想

很愉快它就很愉快，啊！有这么多事情

可以做，有这么多......其实任何一个艰

难险阻，都是我们学习的对象。所以既

济的时候，你千万记住不要大意，不要

得意忘形。当我们未济的时候，大家不

要放弃，你还要继续努力，就这样而已



。这就是既济未济给我们最大的启示，

四个字而已：永怀希望。所以我们下一

次，就是从六个爻的变化，来看出为什

么未济卦，它是永怀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