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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常常用否极泰来这句话，来鼓

励处于逆境中的人们，而这句话中的否

和泰，就来自于《易经》中的否卦和泰

卦，那么既然是否极泰来，就应该是否

卦在前，泰卦在后，但是《易经》六十

四卦的排序，却是泰卦在前，否卦在后

，从泰到否只有一步之隔，而从否到泰

，却要经过六十二卦之遥。这样的排序

，蕴含着怎样深刻的含义？又能给予我

们怎样的人生智慧呢？ 



    你走全世界，你会发现：中国人储蓄

的习惯最普遍，储蓄的比例，那是世界

第一。所以外国人常常觉得很奇怪：你

们收入又不多，怎么每家都有储蓄？你

到西方去看，他们收入都比我们多，但

是每个月花光光他还不够。他们都是寅

吃卯粮，这个月薪水领来以后，就开始

付欠债，因为他都是用信用卡。都是先

花掉了，一还掉，糟糕了，又没有了，

又开始借了。然后下个月发薪水，又还

掉，他永远过这种日子。一旦发生什么

风吹草动的事情，他就毫无办法。泰的

时候要记住，很可能随进会变否的。可

是我们还是不讲泰极否来，我们还是始



终要讲否极泰来。这是我们这个单元，

特别要提出来的一个主要原因。 

    现在看到泰卦跟否卦，它到底是怎么

回事？你看泰卦跟否卦，正好这边是阳

，那边是阴；这边是阴，那边是阳，它

是错卦。可是它又是综卦，你把泰卦颠

倒过来，又变否卦；把否卦颠倒过来，

又变泰卦。可见这两卦关系非常密切。

但是。你如果把泰卦的上下两个卦交换

一下，它就变否卦；你把否卦的上下两

个卦交换一下，它又变泰卦。这种卦，

就叫交卦。交卦就是上下对调、交换。

否跟泰这两卦，它又是错卦，又是综卦

，又是交卦。你慢慢地去体会这当中的



道理，就是几乎是分不开的。否中有泰

，泰中有否，泰了紧接就是否，否了紧

接就是泰。那到底是否极泰来，还是泰

极否来？我们不妨去看看卦序。 

    卦序，泰卦是第十一卦，否卦在第十

二卦，很明显的告诉我们，当你泰、泰

、泰的时候，否就已出现了。当你很乐

的时候，悲就出来了。当你庆功宴的时

候，你就种下了很多很多危险。照理说

应该是泰极否来。可是《易经》它不这

样讲，它倒过来告诉我们：否极泰来。

这就是它给我们很大的信心，说你不要

失望，你不要放弃，你不要消极，你不

要完全听其自然。你要怎么样？你要知



道，虽然说否极泰来是很遥远，很缓慢

，很辛苦，为什么？因为泰到否，只有

一卦之差。可是否要回到泰卦呢？它要

走六十二卦。这六十二卦是很漫长的一

个过程。这个对一个活着的人来讲，是

等于零。可见我们另外有办法，不必要

走六十二卦，这个叫什么？用人力。以

人为的方式，来加速否极泰来。有没有

这种办法？有。你看看，你把泰卦放在

那里，你把否卦也放在那里，你会发现

，当中只要调动几个爻，它情况就变动

了。我们既然要讲否极泰来，我们就要

把否卦放在前面。你想想看，你把否卦

的初六爻跟九四爻，两爻对换一下，它

就变成益卦。益，就是利益的益，它是



《易经》的第四十二卦。你说怎么随便

可以把《易经》的两个爻对调呢？这个

有一个名词，叫做：爻之。爻之，就是

爻变动。初六跟九四，因为它们两个是

相应，一个是下卦的初爻，一个是上卦

的初爻，你两个对调一下，否卦马上变

成益卦。然后呢，你把益卦的初九放在

最上面，意思就是把益卦颠倒过来，你

看看，益卦的综卦是什么？那就是损卦

。大家听出来了：啊！怪不得我们那么

重视损益表。这个损益表就是从这里来

的。 

    你把否卦，调成益卦，然后一倒过来

，就变损卦，损卦把上九爻跟六三爻一



对调，它就变泰卦了。一共才经过两个

阶段而已，由否而益，然后损，最后就

泰。那你想想也不对呀，否、益，我还

可以接受，因为否、否、否，现在有了

收益了，那当然是好事情了，那怎么益

要把变成损呢？这个各位花点时间去看

看，这个损益损益的关系，你就知道了

，我们一般人总认为说，钱出去就是损

，进来就是益，其实也不尽然，钱是要

流通的，你流通合适了，它损益损益，

它的功能其实是相通的。这边损，那边

就益；这边益，那边就损。这跟泰是一

样的，泰当中有否，否当中有泰。益当

中有损，损当中有益。所以不要把益跟

损，看成两种完全不同的状态，不要。



我想这是每一个人要去调整的心态。你

能益，能损，你就否极会泰来，我们心

里要有准备。当你过好日子的时候，你

就要想，有一天，我日子不好过的时候

怎么办？这个不是说没事找事，一天到

晚老往坏处想，这是《易经》所不同意

的。它只是要我们说，你今天的收入不

要完全花光，你要留一点积蓄，以供不

时之需。 

    千百年来，中国人的处事方式一直深

受《易经》的影响，这就是为什么我们

讲究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因为《易

经》告诉我们：阳极生阴，阴极成阳。

事情没有绝对的好坏，泰与否，得与失



，会在片刻间达到转变。那么在明白这

些易理之后，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又该

如何运用呢？ 

    泰与否如何转变？ 

    泰卦爻之，就是它六个爻里面有一个

爻，它会跑到另外一个阶段去，那就叫

爻之。之：就是到的意思。从这里到那

里，从初六爻到九四爻，或者从六二爻

到九五爻也可以。所以《易经》的卦，

它每个卦都有关系的，牵扯来牵扯去，

就是我们常讲的那一句话，叫做：牵一

发而动全身。我们先看否卦所造成的，

你把二、五调整，它就变既济卦，它是

《易经》的六十四卦，这很有意思。泰



卦跟否卦，它是相综，既济跟未济，它

也相综。泰卦跟否卦互错，既济跟未济

也互错。泰卦跟否卦，它可以交换。既

济跟未济，同样可以交换。你从这当中

，你应该可以想到很多很多。就是说，

凡是同性质的，它变化起来会比较快；

凡是不同性质的，那你要有一个过程，

来慢慢调整。所以为什么我们老要找那

种志同道合的人，就是沟通起来比较方

便，你看电视剧的时候，只要有人老远

给你送信，当这个信到了主人的手上，

主人会不会马上打开信？马上看信，马

上处理，不会的。拿到信马上看，这是

谁送来的，第一句话一定问：“吃过饭

没有？赶快去吃饭。”或者先问都不问



，交待陪他去吃饭。你先把它安定下来

，你再做你的事情，人家下一次才会乐

意替你做事。否则的话，你把事情处理

得很好，那个人在一旁挨饿，他有什么

想法？他回去以后会跟别人讲些什么话

？下次再派他来，他宁可逃亡他都不来

。像这些，都是你读完《易经》以后，

你要实际上去用在你的日常生活上，这

个才叫做懂得《易经》道理的人。 

    泰卦，它还可以把第一爻跟第四爻对

调，就变恒卦；而否卦呢？把第一爻跟

第四爻一对换，它就变益卦。这恒跟益

的关系，也是一样，互错。泰卦也可以

把第三爻跟第六爻一对调，变损卦。否



卦，也可以把第三爻跟第六爻一对换，

它就变咸卦，也是一样，损卦跟咸卦互

错。这些变动就告诉我们，它每一个卦

都有关系的。这好几个卦你要同时去看

，你就可以看到面面周到，你就可以前

后左右上下，你心中都有个谱，这个就

叫做周全。 

    《易经》中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道理告

诉我们：看似无关的事情背后，存在着

复杂的关联，处理一件事，如果无法做

到瞻前顾后，面面俱到，就很有可能伤

害其它人的情绪，给自己带来危机。然

而这种小心谨慎的处事方式和西方文化

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全球化的今天



，这样的文化差异，会影响交流吗？两

种文化各有怎样的利弊呢？ 

    东西方文化的差异 

    泰卦跟否卦，它基本上都是以人为本

。实际上，《易经》大部分都是以人为

本，这个是引起很多人的怀疑的。因为

西方人他是以事为本，你干嘛以人为本

呢？就是因为以人为本，而人心善变，

各有主张，所以中国社会才会弄得这么

错综复杂。你为什么不干脆放弃人本？

你就走上以事为本，那不是很轻松愉快

吗？简单明了吗？ 

  我们要深一步去了解，西方人他会

采取以事为中心，是因为有三个不得已



，我用不得已这三个字，是有用意的。

第一个，他人事变动太快了。中国人因

为自古以来，他都告诉你，天无二日，

人不事二主，你要慎选你的主人，一旦

选好了你就不要乱动，因此中国人的流

动性其实是不如西方的。人流动大，你

就不能以人为本了，今天刚刚商量好，

明天三个人走了；今天刚刚做决定，明

天那个人他又不干了，那你怎么办呢？

这个人固定做这些事情，那个人固定做

那些事情，那各位很容易了解到，你根

据固定的这个需求，去找那个活活的人

，显然是有问题的，各位应该今天在社

会上，是可以看到很多的，有能力的人

受到限制，没有能力的拼命拉扯，搞得



紧张、忙碌、疲惫，有时候还会耽误事

情。第三个，那就更麻烦了，当大环境

一变动的时候，你这些人怎么处理？因

为他们都很习惯，我一辈子就做这个事

情，叫做专业。你现在因为你的业务调

动了，因为大环境变动了，你不需要我

了，那我只好走了。走，你就要给我遣

散费，你就要给我很多安排，所以他们

的人事成本经常是很高的，我们没有。

其实这一点，日本人比我们做得还绝。

日本人讲过一句话：只要你有高中的程

度，你想做什么，只要你肯学，你就一

定做得到。所以日本人他不太有什么一

定的专业，他都是轮调，调来调去，他



希望你每件事情都熟悉，增加你的弹性

，他随时可以调，随时可以支援别人。 

    以人为本的处理方式，让中国人在工

作中更在意别人的感受，更具有人情味

。而西方社会的以事为本，使他们在处

事方面，更加简单直接，两种方式各有

利弊。然而一个人无论处理哪种社会，

想要拥有稳定良好的发展，就必须要做

到保泰去否，那么什么是保泰去否，我

们该如何做到这一点呢？ 

    如何保泰去否 

    我们以人为本，有他很多的优势，但

是同时也带来一些错综复杂的变化，这

叫做有一利必有一弊。泰卦跟否卦，它



所着重的，也是人与人之间的那种互动

跟磨合。它一共只有四个字，叫做：保

泰去否。只要我们每一个人，在一个团

体里面，我们都有很坚定的信心，说要

去否，要保泰，那他自然就会泰的时间

比较长，否的时间比较短。 

  我举个例子，一家公司，难免有财

务周转不灵的时候，并不是说生意不好

，才会财务周转不灵，往往是生意越好

，你越周转不灵，这才妙呢。因为本来

你的资金就不需要那么多，所以你跟银

行所建立的关系也没有那么深，那你一

时突然间生意好起来，那个资金流突然

变大的时候，你一时就来不及了，那是



需要时间去克服的，在这种节骨眼上面

，你在西方社会经常就是倒闭了。因为

扩张太快，因为生意太好也倒闭，那不

是笑话吗？可是没有办法，他们的制度

就是这样的。那你说中国人，有那么大

本事吗？有。在这个时候，你看很多中

国的干部，他就自告奋勇去跟老板讲：

“我家有点积蓄，我先借给公司。”“我自

己没有积蓄，但是我姑妈有点钱，我去

周转一下。”还有人跟老板说：“我们每

个月，就发点生活津贴就好了，其它暂

时不要发了，等我们把这个难关过去以

后，再补发好了。”像这些事情，你用

规定行吗？你公司章程，公司规定，如

果事先把这个写下来，那谁都不敢来了



，谁敢来？像这些，才是外国人很难去

想象的事情。可见，有一利必有一弊。

我们平常大家有意见，每一个人都要发

挥他的功能。因此在工作之余，我们就

更加花费我们的心血，但是有朝一日当

我们有变动，当我们有困难的时候，他

就会发挥很大的功效。 

    《易经》告诉我们：一个人要想保泰

去否，得到长远发展，就要做到居安思

危，让这种危机感成为一种习惯。而今

天正是由于中国人的这一特有习惯，使

得我们成为了世界上储蓄率最高的国家

，也使得我们能够从容地面对席卷全球

的金融危机。那么一旦我们陷入危机，



该如何运用《易经》的智慧，做到否极

泰来呢？ 

    如何做到否极泰来 

    否极泰来，它是一个观念。这个观念

，你要把它变成实际的行动，它自然就

会有成果。所以，当你在泰卦的时候，

大家要记住：好不容易有好日子过，要

齐心协力，不要三心二意，不要稍微日

子过得好一点，就穷出什么花样，搞出

什么主张，搞得大家慌张得不得了。我

们彼此要包容，要宽宏大量。同时，我

们每一个人都要好好记住一句话，不要

使我们一个人，就把整个团体败坏掉，

那叫什么？害群之马。每一个人都要告



诉自己：千万不要做害群之马。这个就

叫做坚贞忠实。然后你要预防虚伪，因

为人熟了以后，他有很多熟不拘礼，他

就慢慢地开始用伪装，慢慢走向否的那

个方向，你要和平，要合理。 

  当你不幸陷入否卦的时候，你马上

知道，我一定要大家从各方面，同时来

面对才有办法，而不是靠我一个人，或

者靠哪一个人，就可以力挽狂澜，那大

概不可能。但是每一个人站在不同的角

度，你要坚守你的本分，你要发挥，你

专业独特的那种力量，才能够面面周到

，大家心都是朝向要去否的，要把否去

掉是我们共同的目标，那就好了。我们



在这个时候受点委屈，受点羞辱，受点

外面的风风雨雨，没有关系。每一个人

都在同一条船上，我们有高度的警惕，

谁都不可以让这条船沉掉，这样子，很

快的就会先否后喜。否的时候当然是否

，但是否变泰的时候，你就会高兴了。

保泰难，去否也不容易；创业难，守成

也不容易。总而言之，我们心里要有那

个准备，但是不能恐惧，不能害怕，更

无法躲避。我们每一个人，都面对现实

，按部就班，步步为营，小心谨慎，把

它变成一个习惯。哪一天就算真的否来

了，你不至于慌张，你不至于自己乱了

脚步，你就会去调，用人力透过爻之，



然后从损益表里面去研究，最后就是否

极泰来。 

    无论是保泰去否，还是否极泰来，都

阐释了《易经》一阴一阳之谓道的哲学

思想。《易经》告诉我们，无论一个人

处于逆境还是顺境，这样的状态都不会

永远持续下去，就像泰卦和否卦的转换

一样，事情由盛而衰的转变，总是快过

由衰复兴的转变，此时我们需要摆正自

己的心态来看待得失。那么，只有拥有

良好的心态，就可以否极泰来了吗？ 

    如何摆正自己的心态 

    有一个问题，是我们大家都很关切的

，为什么在泰卦，它阳爻代表君子？到



了否卦，反而阴爻又变成君子？总之这

两个卦，它上卦都是小人，下卦都是君

子。那是不是注定君子一定要受委屈？

君子一定要受侮辱？君子一定要吃苦？

是不是这样子？其实也不尽然。有一句

话我们可以深一步地去了解，为什么它

这个卦会这样安排？因为君子不得意的

时候，他会保持君子的心态，往往君子

一得意，势力变大以后，他就变小人了

。这才是我们非常担心的一点。我们常

常讲的一句话叫做：权力使人腐化。现

在还要再加一句话，叫做：财富难保忠

贞。一方面权力使人腐化，另一方面财

富又很难保忠贞，那明明是君子的，一



下就变小人了。这是泰卦跟否卦，特别

用心的一点。 

  而小人你让他得势，你让他简单，

只要他自己觉悟了：我好不容易得到这

样的权势，我好不容易得到这样的地位

，我好不容易有这么多的财富，他只要

记住四个字，一切都改观了，叫做：逆

取顺守。我是小人，我不择手段，我靠

很多大家想象不到的方式，我上来了，

那是逆取，那个过程完全是逆取。现在

我开始顺守，我彻底改变我的心态，我

们应该宽容这样的人，这就是看君子有

没有这样的风度。所以为什么在泰卦的

时候，他特别告诉你：你不能用兵的，



你不能用动武，你不能说，现在我们君

子起来了，一定要把小人赶尽杀绝，那

你变小人了。我们要记住：一切的变化

都是有它的过程，一点一滴累积起来的

。绝不是突然一夜之间，就有那么大变

化。有一句话，叫做：冰冻三尺，非一

日之寒。那我们该怎么办？我们《易经

》提出一个办法，就是你基本上，要把

所有的人都看成是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