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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卦卦象：《易经》第七卦：坎下坤上

（地水师上） 

上六  __ __ 爻辞：大君有命，开国承家

，小人勿用。 

六五  __ __ 爻辞：田有禽，利执言，无

咎。长子帅师，弟子

舆尸，贞凶。 

六四  __ __ 爻辞：师左次，无咎。 

六三  __ __ 爻辞：师或舆尸，凶。 



九二  ____  爻辞：在师，中，吉，无咎

，王三锡命。 

初六  __ __  爻辞：师出以律。否臧凶。 

师卦卦辞：师。贞，丈人吉，无咎。 

师卦彖辞：师，众也；贞，正也；能以

众正，可以王矣。刚中而应，行险而顺

，以此毒天下，而民从之，吉又何咎矣

！ 

师卦大象：地中有水，师；君子以容民

畜众。 

  



    现代社会竞争激烈，发生争讼也许是

很难避免的。那么当不幸陷入争讼之时

，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易经》中一阴

一阳之谓道的原则告诉我们，对待争讼

可以有两种态度：一种是走师卦，另一

种是走比卦。那么师卦和比卦有什么不

同呢？我们应该依据什么做出选择？在

做选择时，又要具备哪些条件呢？ 

    我们中华民族，他是《易经》的民族

。这句话怎么讲？就是《易经》的道理

已经溶入了我们的血液，就变成我们民

族性里面不可改变的DNA。很多人一

直骂中国人：这样不对，那样不对。其

实我最起码观察了四十年，当这件事情



跟他没有直接关系，没有利害关系的时

候，那他讲得头头是道，完全是道理。

可是后来一旦发现这个事情跟他有利害

关系结合在一起的，他马上变成另外一

个人，几乎是毫不讲理的。我读了《易

经》以后，我才知道，原来这就是：一

阴一阳之谓道。我们不能怪他。所以跟

中国人讲话，与跟外国人讲话的前后次

序是不一样的。外国人可以直接了当说

：“我不同意你的意见。”他也不会怎么

样。中国人只要说：“我不同意你的意

见。”你试试看？因为中国人，同意就

跟不同意是一样的。你同意，也只是同

意合理的部分，不合理那一部分，你照

样是不同意的。你急什么呢？你不同意



不同意，你只是不同意那不合理的部分

，合理的，你还是同意的。而任何事情

，一定有合理的地方，也有不合理的地

方。所以你先搞清楚，你说：“我同意

跟不同意完全一样。”那既然一样，你

为什么讲：我不同意？就表示我给你脸

色看了。我心中没有你嘛，你能把我怎

么样？那就糟糕了。你只要这样情绪化

用语，他也马上情绪地反应，那两个人

就干起来了。你先说：“我同意，我同

意。但是这些地方，我们稍微改一下。

”他能接受啊。因此《大学》才一直告

诉我们：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同样的

话，一个说先，一个说后，你只要弄错

了，你就全完了。 



    《易经》的道理告诉我们：一切都是

有条件的，不可能没有条件。讼有讼的

条件。因为人一多，意见就多了。而且

全世界的人，中国人主见最深。什么叫

主见？就是坚持自己的主张。中国人很

讲情，他很重视人情，所以他就有一些

比较不理情的地方，比较容易情绪化。

所以从春秋开始，我们就是争讼不断，

搞得孔子都伤脑筋，摇头，最后他只好

写《春秋》。写《春秋》，其实就是讼

。就是你不对，他不对。他一方面告诉

我们：“不要讼，不要讼。”一方面还是

不得不讼了。你用这样的思维来了解中

国人，应该是比较合乎《易经》的要求

。你看《孙子兵法》，他提出两个字：



不战，不要战。这是外国人很难接受的

事。外国人每次都说：“你不要战，你

最后还是打仗了，你孙武一辈子都在打

仗，怎么不战？”不战，其实不战，就

是为了要战。站在不战不战的立场来战

，才不会乱战。这有什么不对？中国传

统文化中讲求的：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正好与《易经》中讼卦的宗旨相合。

讼卦的用意：在于消除争端，减少诉讼

。倘若不能和解，也要站在不讼的立场

来讼，才不致乱讼。然而人类社会中，

不平不均的情况，不免发生争讼不断，

那么一旦发生争讼，接下来会出现什么

情况呢？ 



    争讼不断，大家把体力和精力都这样

消耗掉，这样好吗？当然不好。那不好

怎么办？我们就开始想了，人类最早也

是跟动物一样的：斗力。后来才知道：

斗力，那你连老虎都打不过；你要斗力

的话，跟牛也打不过；甚至狗，你都怕

它。我们就慢慢觉悟到：人类不可以斗

力，那个斗力是下下等，我们就把它提

升：斗智。 

    中国人就很会斗智，那斗智，就是动

脑筋，那动脑筋自然就会有些人去动歪

脑筋。那你要忍受，你要去接受这种情

况，然后慢慢把他导正。所以《易经》

很重视：教化。“教化”这两个字，就是



说，当我们碰到的时候，我们先要忍耐

，然后慢慢想办法去导正，其实这个也

叫：师卦。可是在师卦里面，我们所强

调的是什么？是劳师动众，武力解决。

这是师卦的要义。因此师卦的卦象是什

么？就是上面是坤（地），下面是坎（

水），叫做：地中有水。那我们走师卦

，总觉得死伤累累，就想到有一个比卦

，比卦跟师卦，正好是综卦。就倒过来

看，它就变成：地上有水。地上有水，

跟地中有水，到底有什么不同？水，在

地上，它会流散的；水，在地中，它是

凝聚的。所以中国人只有在打仗的时候

，他才会团结一致。他会想：平常大家

都那么团结，有意见也不能讲，那怎么



沟通？可是战时，那你不管什么事情，

一致对外。这个时候如果你三心二意，

所有人都骂你：“你什么意思？” 

    全世界最服从的，是日本人，因为他

们地方很小，他不能不团结，它台风、

地震、火山爆发，什么都有。所以它的

房子都是你靠我，我靠你，靠在一起。

日本人只要下午五点钟一到，有人不见

了，他会全村的成年人，统统提着灯笼

去找那个人。我们会吗？日本人只要村

里面有一个人做了不正当的事情，全村

人都不跟他讲话。我们做得到吗？做不

到。不要要求这种事情。因为中国人他

亲疏有别，你们都可以不跟他讲话，但



是我欠他人情很多，我还得要照顾他，

没办法。你能说他错吗？ 

    日本人的自然心态，使他非常团结；

中国人的自然心态，应该团结时团结，

不应该团结时我们是不团结的。日本人

，他额头上围一个白布，他一定写“必

胜”，“东方必胜”。中国人如果弄一个白

布，他不写“必胜”，他会写“不败”。一

个“必胜”，一个“不败”。一个“东方必胜

”，一个“东方不败”，就是中国人跟日本

人不同的地方。我们是不求胜的，求胜

是傻瓜。求胜干什么？你今天胜他，他

会服吗？他就开始报复你了，你就天天

提心吊胆。所以中国人打人，他不会马



上打中要害的，你打中要害，所有人都

说：“你这个人，太残暴了。”我们都点

到为止。所以我们比划比划，我们是不

能分输赢的。因为我们是认为：可以打

，我就打；不可以打，我就不打。这才

是智慧的。你不可以打，你打，那自取

其辱，那你整个人耗掉了。无谓的牺牲

嘛。中国人不怕死，但是不能做无谓的

牺牲。这就是《易经》。 

    《易经》是中华民族最早的文明，被

誉为：群经之首，大道之源。古时曾是

政治家、军事家、商家的必修之术。然

而现代中国人，却很少学过《易经》，

即使如此，《易经》的思维方式仍然渗



透到每个中国人的行为里。那么，百姓

日用而不知，都表现在哪里呢？ 

    为何要点到为止？ 

    这样各位就知道，为什么我们小孩在

外面跟人家打架，回来搞得凄凄惨惨的

，我一巴掌就打过去了：“你打不过你

还跟人家打？”你看！这种话，听起来

很奇怪。意思就是：你打得过，你才打

；打不过，你也打？你要了解，我们的

想法不同，你打不过，你就逃回来嘛，

你还跟人家打？中国人打架，先看我打

不打得过你，打得过，我就跟你打。打

不过，我就逃。这有什么好丢脸的？这

没有什么丢脸的。你看从三国开始，当



然以前也是这样，打仗，杀！就杀过去

了。然后一看不对，撤！他叫撤，他没

叫退。中国人从来不退的。撤了，还是

要进。现在更聪明，现在说：“进啊！

向前进啊！”然后转一个方向，再向前

进。撤退这两个字，他是不讲的。我们

都讲转一个方向，继续前进，你从这里

好好去想一想。因为师，这个东西是高

度危险的。因为兵器，它是不长眼睛的

。所以中国人都叫人家尽量以不战为主

。要战，也不要去破坏人家。要“全国”

：保全他的国家，不伤害他的人民。因

此我们武艺高强的人就说：“我出手，

点到为止。你知道输就好了，我不会再

继续的，我就收回来了。”赢的人，要



装没有赢；输的人，要硬撑，装没有输

。那才是最高境界。你只要让他感觉到

，所有人都看到我输了，那他就没有面

子，没有面子他就报复你，你就吃不完

兜着走。可是你没有让他感觉你赢了，

他不服气的。 

    你看黄忠跟关羽，就是这样交上朋友

的。黄忠出来跟关羽战，最后摔倒在地

，黄忠知道：“完了！”就把脖子伸开来

，意思就是你关羽杀死我算了。关羽比

了一下，没刺死他，黄忠就万分感激。

所以第二天，他的老板告诉他：“你要

射箭，你箭法神准，你把关羽射死。”

他只好说：“是！”但是他连射三箭，都



没有射中。因为他不忍心，人家可致我

于死命，他既然放我一马，我又怎么忍

心一箭就把他射死呢？所以他的老板怀

疑他：关羽可以杀他，他不杀；你可以

射死关羽，你不射，你们两个一定是有

勾结的。拖出去：斩！我们看得太多了

，你只要让第三者看出来，你就麻烦了

。所以怎么样能够：出师而又不生后患

，这是高度困难的。打到人家不想报复

你，最后还归心于你，这个要好好去研

究。 

    据统计，在地球上出现了文明以来的

五千年多年中，人类先后发生了一万五

千多次战争，几十亿人在战争中丧生，



人类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因此我国

主张：尽量以不战为主。然而《易经》

的师卦，却认为有不得已而用兵的情况

，那么此时，如何做到出师而不生后患

？从师卦中，我们又能受到什么启示呢

？ 

    如何进行良性竞争？ 

    师卦它有一个目标，自古以来就是这

样的，叫：除暴安良。你只要不是为了

除暴安良，你兴师动众，你就是不对。

师，就是现在的战争。它没有好坏，看

你怎么打。我们现在从很多，像联合国

这样的组织，要把战争化于无形，这也

是《易经》。你怎么去化于无形？因为



总有冲突，总有你看不顺我，我看不顺

你；总会我告你，你告我，怎么会没有

呢？我们另外又想到：也许你向我学习

，我向你学习，我们大家找到一个共同

点，就叫：求同存异。求同存异是我们

中华文化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那很可

惜的，我们现在的师，慢慢的，转化成

老师。这也可以啊，现在各行各业都有

师，师卦也可以讲这个，说你只要各行

各业都有好的指导者，你就可以化争斗

于无形，然后大家都走比卦的路，也可

以。怎么不可以呢？那老师是干什么的

？传道、授业、解惑。现在的老师，全

没有了。现在的老师有一种新的定义，

叫：考试的引导者。你上我的课，我给



你猜题，然后你去考试，高分！你要感

谢我。那老师变成这样子。我们长期以

来，都是考试在引导教育，使得我们做

学生的人，也是这样。我从小就是这样

，一个问题出来，先问：“考不考？”“不

考。”不考就不看。不考还看？“要考？”

背，不懂也背。这样算什么教育？这样

算什么师呢？那比又怎么样？比，就是

我仿效你，你仿效我。相互仿效，但不

完全相同。天底下，没有完全相同的东

西。但是我比较你，你比较我，做到差

不多，就好了。不要太苛求了，我是建

议啊。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人，既然我们

有那么多的资讯，几乎全世界的资讯，

我们大概都知道了以后，我们就应该好



好去衡量，这也是比来比去之后，走出

一条我们应该走的路。 

    世界上的一切都是循序渐进的。《易

经》六十四卦的排列次序，便有其深刻

含义。无论是人，还是事物，诞生之后

就要找准方向，受到启蒙，进而明白人

有需求，需求难以平衡就会发生争讼，

而对待争讼的态度有两个，一是打起来

，一是求同存异。那么师卦和比卦所带

来的结果有什么不同？人类又该选择怎

样的未来生活呢？ 

    师与比的选择依据 

    人类的未来，我相信大家都很清楚，

走比卦，就叫和平发展，那才是大家的



福气。如果走到师卦，那就是什么？共

同毁灭。现在武器都很厉害，而且是按

钮式的。你也按，他也按，因为现在都

很透明化，所有的举动都知道了。那你

动了，导弹还没到，我先按，然后两边

同归于尽。我们一定要从蒙卦又回头来

。屯（诞生之初）、蒙（明师启蒙）、

需（供需失调）、讼（诉讼难决）、师

（战时同心）、比（和平团结）。然后

才有办法导向人类走向一个正确的未来

的方向，我们现在只有专业训练，我们

所谓的大学，其实是不够资格叫大学的

。就是要教出一个全人来，而不是要教

出一个专业人才来，我们现在只有专人

，没有全人。全人教化已经不见了。从



乾卦一直看到现在，我们应该有个觉悟

，我们所要做的事情，其实三个字而已

，叫做：正乾坤。你正乾坤，你才有办

法走比的路，而撇开师的路。我们可以

看出来，从屯卦开始，屯、蒙、需、讼

、师、比全部都有水。这就证明，人类

诞生到这个世界上，他刚开始跟其他动

物一样，都是靠水。可是人类会慢慢地

摆脱这个危险，找到一条我们可以生活

得更好的路，那就叫做：比。 

    《易经》虽然古老，却是中华民族智

慧的来源，对现代化的社会生活，仍然

具有非常重要的启示意义。而所谓的师

忧比乐，其现代意义便是：早日把竞争



的观念改变为互助的观念，化干戈为玉

帛，人类才能在和平中发展。然而按照

《易经》的思维方式，任何事情要想往

好的方向发展，必定要具备一定的条件

，那么比卦是不是就好呢？限制它的条

件又有哪些呢？ 

    比卦需要什么条件？ 

    可是比，也有一阴一阳，小人看到比

，他就会结党营私。所以我们在说明师

卦跟比卦之前，我们要说一句话：《易

》为君子谋，不为小人谋。你本身很洁

身自爱，你很重视自己的品德修养，你

来读《易经》是很有好处的；如果你本

来不重视品德修养，否定良心，然后你



又来读《易经》，那糟糕了。那歪脑筋

一大堆，那错误的点子，随时都会找得

到，那社会上，小人又多了一个。要读

《易经》，你一定要先端正自己，我的

出发点是社会公义，不是为我私人，你

为私，它也不会帮你忙的。《易经》每

个卦，它都有很多条件，因为时间关系

，我们只能大致说一下。因为《易经》

本来就是大致如此。你说，一定是这样

，那就非常有问题。比如说屯(zhun)卦

，很多人说（tun）卦，我也从来没有

告诉人家这样念不对。为什么？因为大

家都念（tun）卦，你就念（tun）卦就

好了。你一定要念(zhun)卦，那表示你

很行，又何必呢？但是有些事情，那就



非同小可了。你看，乾卦的九五：飞龙

在天，利见大人。跟其它卦的九五，它

就不可同日而语。讼卦，你就知道九五

：讼，元吉。你是要公正无私，你就大

吉大利。同样是九五，但是大环境许可

他发挥到什么地步，它才能够照那个精

神去发扬。因此讲比，它有四个字（比

卦卦辞）：吉，原筮，元永贞，无咎。

不宁方来，后夫凶。不宁方来：那个地

方的人不安宁，他才会跑到你这儿来，

那看你要不要收容他了。你看现在很多

国家都是，我要找那个有钱的，我要找

有专业的，我才让他进来。否则，我就

不让他进来。你看有的国家，发生大灾

难的时候，一直想到美国去，美国就整



个围起来，我不让你进来。你不能说：

他有错。因为如果我让你进来，我就惨

了。后面的问题都要我去承受。但是以

前的中国人不是这样的。以前中国，是

说我只顾把我自己弄好，你们因为不安

宁，所以才会向往我的安宁，你们愿意

来，我都开门欢迎你。 

    有资料证明，二战期间，全世界许多

国家都不肯收留犹太人，只有中国打工

了大门。纵观中国历史，中国贫穷落后

时曾多次挨打，但是在中国强大昌盛时

，却不曾侵略过任何国家，这是为什么

呢？ 

    如何与人友好相处？ 



    我在马来西亚的时候，很多欧洲人就

跟我讲：“郑和真的到过马来西亚吗？”

我说：“你看有郑和的纪念堂，你还怀

疑什么？”他说：“我不相信。”我说：“

为什么？”他说：“如果郑和真的到马来

西亚，你们为什么不把马来西亚当做殖

民地，把它管起来？”我说：“那是你们

的思路，我们不会，我们只是说，我们

友好相处，你可以派使团到我那里去朝

贡。朝贡，就是互相打个招呼。可是后

来呢？他们一年来朝贡好几次，而且刚

开始十几个人来朝贡，后来变成一百多

人，后来变一千多人，什么道理？因为

我们中国人做法是说：你来朝贡，就表

示对我好，所以我就送礼一倍，他们人



越来越多，我们吃不消，我们就跟他们

讲：你不要来，不要来，要来一年来一

次。而且要限定多少人数。不然，我们

吃不消。你看，搞成这样。”可是外国

听了，都当笑话。因为他们没有这种想

法。哪里有这种想法。 

    你看英国人，到哪里占到哪里。但是

它一百年就证明：占了都没有用。现在

没有一个了。中国人，朝庭是下命令的

，我们周遭的国家，你不能去侵犯他，

你只能跟他通商友好，你要照顾他。那

不宁的要跑到我们这儿来，我们要收容

他。全世界最闻名的就是：德国人当年

把犹太人赶尽杀绝的时候，犹太人是向



全世界跑，但是不管犹太人跑到哪里，

他都是犹太人。在美国，很多叫做美裔

犹太人；在英国，叫英裔犹太人，他始

终认为，我是犹太人，只不过我现在是

寄居在美国，寄居在英国。但是当时的

犹太人跑到中国以后，没有一个人说：

他是犹太人，都说，我是中国人。这一

段，跟比卦是很有关系的。他不宁，方

来，你要照顾他。我们慢慢的，把我们

的精神要发扬出来。因为二十一世纪，

战争是不可能的。武器太厉害，谁都不

敢轻易兴师动众。所以，只有走比卦，

走比卦，千万记住：我们自己要好好的

，做表现给人家看，人家自愿地来参考

我们，我们就有价值了。你看，很多国



家都已经试过了，你：“要听我的，不

然，我就打了。”这个现在已经行不通

了。我打你之后，我要签订个不平等条

约，现在也行不通了；我要用经济侵略

你，现在也做不到了。你慢慢地发现，

很多路，试过之后，慢慢人类都知道：

此路不通了。所以我们慢慢会走向地球

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