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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易经》中的六十四卦，代表着宇宙

人生的六十四种情景，而这些情景的发

生，又有着其内在的基本规律。那么六

十四卦的排序，与宇宙人生的基本规律

有着怎样的关联？孔子在其撰写的《序

卦传》中，是怎样解释六十四卦的排序

规律的？六十四卦的排序，又蕴含着哪

些东方最古老的人生智慧呢？ 

    我们中国人做学问，如果做到被人家

认为是经，那大概就定下来了。什么叫



做经？就是经常使用的一些准则，不可

以改变的，也就是《易经》里面所讲的

不易的部分。我们可以把经拿来发挥，

拿来发扬，但是不要随便动脑筋要去改

它。有经才会有变，所以叫做持经达变

。《易经》是把宇宙、自然、人生的道

理，通通把它条列出来，一共分成六十

四种不同的情况。孔子看到这本《易经

》，他肃然起敬，他为了让大家更能够

深入去了解，所以就写了十篇的传。传

，是用来解释经的，不是去改变经的。

我们有一句话，大家最好放在脑海里面

：人类没有更改自然定律的权力，也没

有改变自然的资格。我们只能顺着它，

好好地去把它发挥出来，把它应用得很



合理。所以十篇的传，都来解释这一部

不可以改变的经。其中有一篇叫做《序

卦传》，它告诉我们为什么六十四卦是

这样的排列的。当然你也可以试着去做

不同的排列，可以。可是它这么排下来

，大家都觉得很有道理，而且沿用了这

么多年，这个值得我们去了解，是什么

原因？序卦序卦，就是卦的排序，这个

排序就表示，一个卦一个卦之间，它有

它内在的关系，这个关系很值得我们玩

味。因为它跟我们整个的宇宙人生的这

种历程，几乎是完全吻合的。《序卦传

》的第一句话：有天地，然后万物生焉

。天，就是乾卦纯阳；地，就是坤卦纯

阴。天地是万物的母亲。我们为什么要



谢天谢地？为什么结婚的时候一定要先

拜天地？就是因为整个的根源，都是从

天地发生出来的。天生万物，就表示地

长万物。这个观念非常重要。西方人他

是分开来的，他讲天就讲天，讲地就讲

地。中国人不是，因为《易经》它是合

的，没有天，地有什么用？没有地，天

又有什么用？所以它天地一定是配合的

。有了天地，然后万物才会一个一个生

出来，而且要持续不断，叫做生生不息

。 

    《易经》告诉我们：伏羲氏一画开天

，不仅创造了天地，从此还诞生了世间

万物。那么这种来自东方的古老智慧，



与西方人普遍认同的“创造论”、“进化论

”的观点，会有哪些不同之处呢？宇宙

苍穹间的世间万物，究竟是谁创造出来

的？我们人类在这天地之间，又扮演着

怎样的角色呢？ 

    一、谁创造了世间万物？ 

    下面我们看到《序卦传》：盈天地之

间者，唯万物。盈，充满。充满了天地

之间，到底是什么？就是物。物是什么

意思？凡是存在的所有的东西都叫物。

所以人也是物。你不要说人不是物。人

怎么不是物？人是极力地要跟其它的物

种拉开关系，拉开距离，但是你必竟还

是万物里面的一种，这个就叫做屯卦。



《序卦传》讲：故受之以屯。屯，就是

它充满了各式各样的东西，就是万物。

我们现在再回头看，怎么去产生万物？

西方人到现在还在争论不休，一个叫做

创造论，一个叫做演化论。到底万物是

上帝创造的？还是逐渐一步一步演化出

来的？我想，现在的人类，应该很清楚

，好象都不是。为什么？因为它是既创

生又演化。你看不断的创生，这不太可

能，可是你创生之后，它一定会演化。

你看牛、羊，这我们经常看到，还有兔

子，甚至我们养的蚕宝宝，各位都可以

看到，刚刚从母体里面脱胎而出的时候

，它就是不知道要怎么办的，不知道，

那就叫蒙。你看小鸟一生出来，它也要



慢慢地学习，一次飞不起来，慢慢地去

练习，它才能够把它的本能挥发出来，

这个就叫做启蒙。所以启蒙不是教他东

西，而是让他把本能，我们今天叫潜能

，把它启发出来。启蒙不是教东西，而

是把潜能启发出来。 

    现代人都很注重启蒙教育，为了让自

己的孩子彻底赢在起跑线上，家长们甚

至在怀孕期间，就已经开始了对孩子们

的启蒙教育。但是尽管家长们费尽心力

地教育孩子，这些宝贝们仍旧是问题百

出，甚至还出现了很多由于教育过度而

产生的过激行为。那么我们是不是应该

卸下压力，反璞归真？让孩子顺其自然



，肆无忌惮地自由成长呢？而古老的《

易经》又会教给我们怎样的育儿方法呢

？ 

    二、坏习惯是怎么形成的？ 

    蒙是什么？蒙就是蒙昧的意思。就是

说他很幼稚，你看人一生下来，就是很

幼稚，什么都不懂，因此我们要教他。

因为他很幼稚，他甚至连自己也不知道

找什么东西吃，也不知道该吃多少，也

不知道该怎么样去调整，他都不知道。

所以你不可不养他，因此就受之以需。

需就是需要，这个就叫做需卦。大家有

没有发现，小孩子他的需要，都是我们

把他启发出来的，所以做父母的人要小



心，他的好习惯，坏习惯，通通是父母

给他养成的。如果你再骂他，这个是有

点不公道的。需者饮食之道也。这一句

话写得很对，但是常常引起很多误解，

以为说，我就是给他吃，给他喝，然后

他的需要就完成了。其实不是。他这里

讲的饮食之道，这个道很重要。你看现

在很多人，到了二十几岁，你看他拿筷

子，他还是不会拿。为什么？你没有教

他，他怎么会呢？他从小这样乱拿，你

就认为：“唉！这无所谓。”然后他就一

辈子就是筷子都拿错了，人家看了是会

笑话的。可是他年纪越大，越没有人会

告诉他。因此呢，饮食后面加上个道，

就是饮食的道理。从外形到里面，你都



要能够把他调整得很合理，而不是说给

他吃，给他穿，给他用，不是这样的，

那个是动物。人类不应该这样子。因为

什么？因为下面就告诉我们：饮食必有

讼。为什么吃饭吃吃吃，会打起架来呢

？为什么喝酒喝到最后，你看闹事的最

多？就是因为每个人的需要是不一样的

，同时需要是无穷无尽的。可是我们所

能供应他的物质，它是有限的。现在没

有人不知道，世界上的资源，是非常有

限的。如果我们人类要过美国人那种生

活的话，那么我们需要五个地球的资源

才能够供应，但是我们现实上，我们只

有一个地球。所以我们是非常危险的，

这就是不符合饮食之道，所引起的一些



讼。讼就是什么？讼就是争讼，打官司

，彼此在那里兵戎相见。各位可以看到

，当北极的冰融化的时候，我们真正去

关心它的生态环境的变化的人不多，现

在几个国家都在那里虎视耽耽，要争取

那一块的资源，这就是没有读《易经》

，他没有那种智慧。你这个争到又有什

么用？我不晓得这个时候还在争，有什

么用？都快光了，你还在争？讼到最后

会师，所以讼必有众起，故受之以师，

师者众也。就会把一群跟你志同道合的

人就会集合起来，那么相反的，他也集

合起来，两边就对垒了，然后就开始战

争了。一想到师，大家心里就很紧张。

一想到比，大家心里就很愉快。比是什



么？比就是比来比去，比来比去，这边

的比较好，我就往这边走，可是现在大

家都说，那边对我比较有利，所以我就

往那边去，趋之若骛。就是把比搞错了

。比是比道德的。现在不是，现在都是

比利害关系的。比了以的后，人类就开

始有点小积蓄，所以叫小畜卦。物畜然

后有礼。你看你有积蓄，他有积蓄，就

有所有权的概念了，慢慢就有公跟私的

不同。因此我们就知道了，我们大家要

有一个制度，我们要讲礼，不要抢来抢

去，否则的话，你有点小积蓄，我去抢

你，一抢，抢到最后大家都没有了，辛

辛苦苦最后都泡汤了。所以：故受之以

履。履，就是履行的意思，这个就叫做



履卦。你既然跟人家有合约，你跟人家

签了有合约，你跟他签了合同了，你既

然口头承诺了，你就要照你的承诺去履

行。所以履行是什么？就是履行那个道

理。履而泰，然后安。你看你去旅行，

你一路走，很顺当，大家对你都很欢迎

，也没有人会看着你不顺眼，要抢你，

要跟你斗，那你就怎么样？就很安，安

是平安，所以我们今天为什么讲，平安

就是福？因为你不平安，你有再多的东

西有什么用？你不平安，你有再多的钱

，你就更紧张。所以这种情况之下，我

们就喜欢三阳开泰，《序卦传》：泰者

，通也。泰，你就什么事情都很通。气

也通了，东西也通了，然后你想做的事



情也通了，讲道理也通了，最难的就是

讲道理能够通。这是最难的，因为公说

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你怎么能通呢？

泰了才能通。但是：物不可以终通。这

一句话为什么？上天有好生之德，为什

么它不能让我们大家都讲道理？都讲得

很通畅，为什么？因为那样子，人是学

不到东西的。一辈子没有吃过苦的人，

是白活一辈子的。你一直泰，你就不知

什么叫困难了。那你碰到小困难，你就

没有办法去解决了，那你还能活多久呢

？所以物不可以终通，因此就受之以否

。这个否跟泰它是同时存在的。 



    泰字寓意和平、安定。远在上古时期

，人们就将“泰山石敢当”，砌在墙上，

放置门口，以求出入平安，诸事太平，

并且沿用至今。人们都希望近泰远否，

甚至为此做出诸多努力，那么怎样才能

实现这种美好的愿望呢？《易经》又会

教给我们哪些应对否泰的方法呢？ 

    三、怎样“持盈保泰”？ 

    你一直让人否否否，他也受不了。你

一直让人泰泰泰，那他怎么办？他就没

有脑筋了，他也活不久了。所以一方面

告诉你，人不可以过分的泰，也不让你

过分的否。所以都是否泰否泰否泰循环

往复。那我现在请问各位：“到底是否



极泰来还是泰极否来？”因为最近有不

少人一直跟我说，他说：“按照卦序，

泰在前面，应该是泰极否才来。”其实

啊，泰不用极，否就来了。你只要泰，

你那个否就来了。你看你今天很高兴，

多喝几杯酒，问题就出来了。你今天很

高兴，多吃一点东西，晚上就睡不好。

你今天太过兴奋了，然后呢？看到人家

不顺眼，你就大发脾气，你下一秒钟，

你的问题就来了。因为你心就开始不安

了。但是否会不会泰？《易经》给我们

一个希望，否是会泰的。如果说你把否

跟泰，都搞得很清楚的话，那你就知道

了，《易经》就出现一条路，叫做同人

卦；一条路，叫做大有卦。这个同人、



大有这两卦合起来，就是我们今天所讲

的大同，也就是地球村。所以人类来到

地球村，他真的应该，把这两个卦好好

看一下，否则今天的联合国做事情是很

为难的。同人是什么意思？同人就是你

跟人家有相同的部分。那为什么我们只

讲相同的部分，我们不讲不同的部分？

因为谁都知道，世界上没有两个人是百

分之百相同的，没有。所以我们今天满

脑子都是要百分之百，这个其实是要去

调整的。没有两棵树是百分之百相同，

没有两个人是百分之百相同，没有两个

家庭是百分之百相同，没有两个国家是

百分之百相同，那你要求什么？所以我

们要求同存异。你别一开始就讲：我跟



你有不同意见。外国人就这样：“I 

don't agree with you。”一开口就是

：I don't agree with you。中国人不

太会这样，中国人都说：“很好很好，

我完全同意。”然后才来讲不同的部分

。所以为什么我们讲大同，而不讲小异

？因为大同本来就小异，这就是《易经

》给我们的思维。 

   《序卦传》：与人同者，物必归焉。

只要你认为说，我们是相同的，大家就

会附于你。归附于你之后，你就大获所

有，人也来了，钱也来了，财也出来了

，土地也充分利用了，那就叫大有。《

序卦传》：有大者不可以盈。一个人大



有的时候，你就不要求满，因为人的欲

望是无穷，少要变多，多要变更多，最

后是满满的。你看我们小孩考试，九十

几分他还摇头：“怎么差一分？”那一分

真的那么重要吗？我不晓得，我们现在

可以了解到，盈就满，满就损，因为满

招损，这是必然的，那你老求盈干什么

？大不可以盈。不可以盈怎么样？所以

你要受之以谦，这个就叫做谦卦。所以

有多的，你要小心；有大的，你要谦虚

。所以这个谦卦，是一个转折点。你不

谦，那后面的事情就不要谈了。你要谦

，后面我们再来看。你看谦虚的人，他

会怎么样？《序卦传》：有大而能谦，

必豫，这个就叫做豫卦。豫，就是从内



心里愉快。你看啊，你有很大的东西，

很大的格局，而你又很谦虚，那所有人

都觉得你这个人很可亲。然后呢，你就

给人家愉快，你自己也愉快。我们下面

就紧接着说《序卦传》：豫必有随。你

给人家快乐，就有很多人要来追随你。 

    人一旦发达了之后，必定会出现诸多

仰慕者和追随者，用时下最流行的说法

，就是叫做“粉丝”，有“粉丝”们的追随

，不仅提高了知名度，甚至还能借此成

就大事。既然有人追随能够带来诸多好

处，那么被人追随就一定是件好事吗？

相反，是不是只要虔诚地追随我们的信



仰，领导或者偶像，就一定能给我们自

己带来收获或快乐呢？ 

    四、粉丝的力量有多大？ 

    追随你到底是好还是不好？那就很难

说了。看他是抱什么心情来追随你的。

他是向往你的道，他是随着你的理想而

来了，那当然是很好了。可是现在大部

分都说：“有好处我就随你，你给我一

些好处，我就追随你。”那就完蛋了。

你用一种很喜欢的心情来追随人家，最

后就把那个被追随的人，给搞跨了。你

看现在的影歌星，都是被什么？被他的

影迷，歌迷，给他拖跨的，害死的。为

什么影歌星今天那么辛苦？头发要搞得



跟人家不一样，衣服要穿得跟人家不一

样，讲话要不一样，就是很可怜嘛。因

为追随的人，他是用这种方法来把你捧

上去了。那你要这种追随的人干什么？

就好象看足球，最后变成暴力，这不是

很奇怪吗？我们会去看足球，也就是我

们追随，乐于追随他，可是追随他每次

都出事，那就叫蛊。《序卦传》：故受

之以蛊。蛊就是事，所以蛊者，事也。

有事而后可大，故受之以临。这个就叫

做临卦。临就是有大事，你才会亲临，

来看一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小事情人家

告诉你，你听了就算了，那么大的事情

，我不去亲自看一看怎么行？所以就亲

临了。《序卦传》：临者，大也。你看



我们今天到餐厅去，我们要到任何地方

，人家会跟你讲：“欢迎光临！”为什么

？就是因为你比他大。如果你比他小，

他看到你，他问你：“你来干什么？”这

很简单，所以不要听到欢迎光临，就认

为这个没有意义，这个当然有意义。欢

迎光临就是人家把你当大人物看待，你

就要有大人物的样子。所以人家跟你讲

欢迎光临，你就要跟人家点点头，你要

有点回应。我们可以看到它接下去是什

么。《序卦传》：物大然后可观。一个

东西很小，你会觉得很可观吗？不会。

给你一百元钱，你看看不会觉得怎么样

。给你一大堆钱：“哎呀！这么可观呀

！”所以这个临跟观它会扯在一起，就



是说，人家把你当大人物看待，你的表

现就会让他感觉到真的很可观。 

    从乾卦到观卦，这二十个卦象中间，

我们领略到了从出生到启蒙教育，再到

为人处世的种种道理，可谓受益匪浅。

但是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我们不可能

把每个卦都牢牢掌握。那么既然如此，

我们能不能忽略一些卦象，选择自己感

兴趣的卦象，重点学习和参考，从而达

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呢？ 

    五、人生的捷径在哪？ 

    乾坤两卦要同时看，后面也是两卦两

卦同时看，你看屯蒙这两卦是相综，你

从这边看是屯，从那边是蒙，这边刚说



：“小孩生了生了。”从生的那一瞬间开

始，你就开始要去启蒙。你到美国去看

，小孩一生下来，那个护士就拿个冰块

，就塞到这小孩的嘴巴里面去，所以他

们常常喝冷的，他不会觉得怎么样。中

国人哪能接受？中国人一开始就给他温

的东西，然后我们的胃就受不了那么冰

冷的东西。所以你从小是喝温的东西，

然后长大一赶时髦：“哎呀！人家喝冰

水，我也喝冰水。”喝了之后你肠胃就

不好了。那怪谁？需跟讼，它是一对，

从这边看是需，从那边是讼。所以当你

吃饭的时候，你要想想：是不是有人还

没有吃，招呼他一下；是不是有人等等

才能吃，把一些东西留给他，不然就讼



了嘛。当你讼的时候，你就知道，为什

么我们需要的时候不节制一点，搞到今

天这个地步？然后你看师跟比。师跟比

都是众，把众集结起来，不是为师，就

是为比。所以师就是比，比就是师，看

你自己怎么去调度。小畜跟履一样，你

按照天道去走，你这个小小的储蓄，它

就会比较久一点。如果你不按照天道去

走，就算你有储蓄，来得快，去得快；

来得快，去得更快，最后是储蓄不了的

。所以同样领薪水，同样领那么多，为

什么有人慢慢他就有钱去买房子，有人

他就是没有，这不很奇怪？这就是什么

？小畜跟履没有合在一起看。但是我们

看到，泰卦跟否卦，它们关系是最密切



的。因为泰，马上就否。否呢？它又可

能泰。所以经常都是这样交错。然后你

从这边看是好事情，从那边看就是坏事

情，你只要立场不一样，看的方法就是

不一样。一看：“这个太好了！”你冷静

一想：“糟糕了，上当了！”你甩，甩不

掉，这种事情太多了。同人大有，它是

相综又相交，所以我们以后去看卦，我

们先看它是相错的，还是相综的，还是

相交的，你大概就知道，这里面有什么

样的关系。然后谦卦跟豫卦，它又是相

综。当你很谦虚的时候，你就很喜悦，

可是当你很喜悦的时候，你慢慢就自大

起来了，就不谦虚了。你看人家捧你两

句，你就认为：“嗯！真的是这样的。”



你就完蛋了。你从谦虚谦虚，马上就堕

入一种盲目的喜悦，所以我们一再劝人

家说：“当你高兴的时候，你是抵抗力

最弱的时候。”那你何必把自己陷到困

境里面去？你经不起人家捧你几句话，

然后你就不谦虚了，就开始吹起来了。

随跟蛊，它是相综又相错，因为事情本

来是好事，但是它会生虫，好事会变坏

事。坏事要调整成好事比较困难，好事

要变坏事一下就变过去了。事情做得越

顺，出纰漏越多，越快，因为你越大意

了。临跟观相综，一方面你来了，你是

看人家，但是人家同时也在看你。看人

家跟被看，它是同时发生的。所以这样

大家就可以看到，我们看起来是一个卦



一个卦，但实际上它是一对一对看的。

再说起来，也不是一对一对，好几个卦

要联在一起看。这两个卦它是相错的，

那它有没有相综的？它有没有相交的？

然后它有没有其它的变化？什么变化？

就是卦里面还有卦。你如果把这些搞清

楚以后，你就很清楚，它是牵一发动全

身。这样各位才知道：为什么同样是人

类，每个地方的文化不同？就是因为生

态环境不一样，它里面的需求被教导，

被启蒙成不一样的想法，然后它就各有

不同的特色，就跟我们卦的变化是一样

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