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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人卦卦象：第三十七卦： 离下巽上(

上） 

上九  _____  爻辞：有孚，威如，终吉。 

九五  _____  爻辞：王假（ge)有家，勿

恤，吉。 

六四  __ __  爻辞：富家，大吉。 

九三  _____  爻辞：家人嗃嗃,悔厉，吉。

妇子嘻嘻，终吝。 

六二  __ __  爻辞：无攸遂，在中馈，

贞吉。 



初九  _____  爻辞：闲有家，悔亡。 

家人卦卦辞：家人，利女贞。 

家人卦彖辞：家人，女正位乎内，男正

乎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义也。家

人有严焉，父母之谓也。父父，子子，

兄兄，弟弟，夫夫，妇妇，而家道正，

正家而天下定矣。 

象曰：风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

而行有恒。 

  



    （一） 

    《礼记.大学》中曾说：家齐而后国

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其实这一思想，

正是源于《易经》中的家人卦。那么家

人卦认为，家庭幸福的根本究竟是什么

呢？为什么天下的安定，要以家庭的和

谐美满为基础呢？ 

    当我们读到一段古代的，不管是历史

也好，传说也好，说尧打算把舜培养成

他的接班人，他就把两个女儿（娥皇、

女英）同时嫁给舜。我们会不会觉得很

奇怪？你要找的是什么人？为什么鼓励

他一夫多妻呢？其实真正的用意就是说

，大家都跟我讲，舜这个人德行很好，



我呢？试试看，我把两个女儿同时都嫁

给他，看得有没有办法，使得两个女人

，在同一个屋顶底下，处得平安无事。

如果有的话，那这个男人的确是了不起

。 

    我们看家人这个卦，上面是风，下面

是火。风是长女，火是中女，你看两个

都是女性的，怎么能够成家呢？《杂卦

传》它一下就点出来：家人，内也。内

，就是说你们家里面的事。那就告诉我

们，家里面的事，是由女性来作主，就

是我们常讲的女主内。所以我们看到家

人卦的卦辞（家人卦卦辞）：家人，利

女贞。家道的兴衰，主要的责任在什么



？在这个主妇贤惠不贤惠。只要那个主

妇贤惠，她里面自然什么事情，处理得

好好的。那个主妇不贤惠，那够你瞧的

。很多事情都是，女人家惹出来的。先

生去上班，她跟邻居吵架，小孩跟隔壁

闹着玩，最后搞得大人吵成一团。先生

在外面已经够累了，回来还要处理这些

事情，处理不好又招祸患。所以，我们

从这个卦辞，利女贞。我们应该知道，

我们是在加重妇女的责任，而不是说把

女人看扁了， 

    《易经.序卦传》：伤于外者，必反

其家，故受之以家人。这个伤，就是明

夷的意思。明夷卦就是明受了伤。也就



是人在外面，不管你心地多光明，不管

你做事情多正直，人家对你误会，人家

扭曲你，人家抹黑你，人家打击你，这

种事情都是难免的。你怎么办呢？受到

委屈了，受到伤害了，这个时候，你还

没有一个温暖的家在支撑你的话，那你

在外面就跟人家蛮干了，“我怕你呀，

来吧！”你看凡是家庭比较温暖的人，

你在外面受一点气，你都无所谓，反正

回家，我们自己就会得到一个情感上的

一种缓和，故受之以家人。所以在明夷

卦之后，我们就出现一个家人卦。要我

们重视家庭伦理，要加强妇女的地位，

还有妇女的责任。 



    （二） 

    中国传统文化认为，男主外，女主内

，家人卦正是强调了女性，在照顾家庭

，处理家务事方面，应负主要责任。然

而这并不代表男性，就对家庭不用尽责

。那么男性应该以怎样的方式照顾家庭

呢？家人卦上巽下离的卦象，又象征着

夫妻之间应该保持的怎样的和谐关系呢

？ 

    家人卦彖辞：家人，女正位乎内，男

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义也。家

人有严君焉，父母之谓也。父父，子子

，兄兄，弟弟，夫夫，妇妇，而家道正

，正家，而天下定矣。 



    家人是卦名，直接就告诉我们，一家

人相处之道。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

。你看，六二它是在内卦，也就是内（

离）卦的中间，它是很正的。九五，它

是正位于外巽的中位。六二跟九五，一

个代表妻子，一个代表丈夫。主妇正位

于家里面，主持家务，主持得很贞正，

很合理。先生到外面去打拼，表现得也

很正，受到大家的欢迎，这样一来男女

都正，那这个家庭一定会慢慢兴旺起来

。那为什么会采取巽卦跟离卦呢？巽卦

是风，离卦是火，所以叫做风火家人。

风跟火有什么关系？我相信现在的人一

想到风跟火的关系，就会想到风把火灭

掉嘛，点蜡烛，一吹，它就灭了。那这



样风跟火在一起，它怎么能融洽呢？实

际上你要了解《易经》的卦象，你要把

自己放到伏羲当年的那个情境。 

    伏羲当年没有蜡烛，他们只看到风跟

火的关系，火越旺的时候风越大，风越

大的时候火越旺。因此，大家就知道这

是互相依存的关系。一家人，你先生为

什么要出外去打拼，也是为了家庭。你

家庭主妇，为什么把家里要处理得很好

，把所有人都带得很融洽，也是为了这

个家庭好。他们的目标是一致的，他们

的认识是共同的，因些我们就看到，男

女正，它就代表了天地之大义也。天地

之间就很显然，有这么一个规矩，叫做



天地定位，天高高在上就叫天，地很踏

实，就在你脚底下，你才站得稳，它只

不过是一个位置的不同而已。你会认为

天高，就表示天很尊贵吗？你认为地卑

，就认为地很卑贱吗？我们说位置不同

，只是代表责任不同，只是代表各人有

各人的分，而不是这样就分出上下高低

来了。 

    （三） 

    虽然丈夫与妻子，对于家庭应尽的职

责有所不同。但是，只要各自尽到本分

，并且相互扶持，就能建立良好的夫妻

关系。除此之外，家庭的美满幸福，还

需要处理好父母与子女，以及子女之间



的关系。那么家人卦对此，又有什么好

的建议呢？ 

    家人有严君焉。当你看到严君的时候

，你应该想到，他是同时指父亲跟母亲

。家里头有个家长，他很威严，好象是

国家的君王一样，然后你就想到，家里

还有一个慈母，就好象是皇后一样，所

以它下面就告诉你，父母之谓也。告诉

我们就是父母，才叫做严君。你看下面

，跟着一对一对的了，父父，子子，兄

兄，弟弟，夫夫，妇妇，而家道正。这

是什么意思？你不要把它解释说，父亲

就要像个父亲，儿子就要像个儿子，你

更清楚地把它说明白一点。父父，就是



父亲要尽父亲的责任。子子，就是儿子

要尽儿子的责任。儿子小的时候，爸爸

有责任养他，教他；爸爸老了以后，儿

子长大了，有责任要倒过来，去奉养父

母，这样就对了。现在不是了。现在就

告诉你，养子女不是为了养老的。很好

听，标榜自己了不起，于是就有很多人

他不想生小孩了。“我生小孩干什么？

我养他，将来他不管我。我养他可以，

我就留下老本，不给他，要不然我就惨

了嘛。”这样子一家人，就开始有点分

的感觉了，就不能尽全力去为下一代，

照顾他们，难道这是好的现象吗？兄兄

，哥哥有哥哥的责任。什么责任？你要

爱护弟弟。你要帮助弟弟。弟弟，要尊



敬哥哥。现在不是，现在动不动就说，

“妈，我不想再穿哥哥的衣服了，我要

买新的。”难道这是小孩的责任吗？那

父母在干什么？夫夫，妇妇，丈夫有丈

夫的责任，主妇有主妇的责任。如果大

家都尽到各自的责任，那就叫做而家道

正。齐家之道就正了。正家，而天下定

矣。你看这个多么的重要，你一家正，

邻居就会拿你们家做榜样，然后大家就

像你们家学习；每一家都正，这个社区

就正；每一个社区正了以后，这个区域

就正了，然后一个国家就正；我这个国

家正到，别人都拿你当榜样，每个国家

都正，天下太平了。可见这个家道，不



是说只是我们家而已，它会慢慢向外推

，一直推到全世界。 

    （四）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幸福美满，

社会才能稳定发展，所以古人从来都是

将齐家，与治国平天下联系在一起的。

然而要想家道正，就必须家庭中的每个

成员，都走正道，并且各尽其责。可见

家人卦中，同时也隐含表达了修身，对

齐家的重要性。那么古人认为，怎样的

修身之道，有助于家庭的和谐美满呢？ 

    家人卦大象：风自火出，家人；君子

以言有物，而行有恒。 



    风自火出，家人。圣人看到这种现象

，当火燃烧的时候，上面是热气腾腾，

它就变成风。因此，他就觉悟到，做一

个人应该，言有物，而行有恒。物，事

实的根据。言有物，你每一句话都必须

要符合事实，都要有事实做根据。我们

现在不是，我们现在很喜欢虚拟的，反

正随便讲，讲完说我听说而已，然后真

的假的我不知道，最后告诉你，那谁叫

你要相信？这是不负责任的办法。一个

君子，你所有的话，你都要有根据，否

则你就是在那里，浪费人家的时间。那

这种风气要怎么改善？就必须要从家里

开始，行有恒，那就更难了。你的行为

要有恒常，恒常就是说在什么状况之下



，你会怎么去反应，你有你的原则，而

不是反复无常，一会这样，一会那样，

那使人家捉摸不定，不知道怎么来跟你

因应，那跟你这个人就很难相处。 

    （五） 

    老子曾说：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人

们要想家庭幸福，进而达到社会和谐，

就必须从自己的一言一行做起。另外其

实现代社会中所提倡的一些，与家人相

处的方法，有很多弊端，那么人们该如

何调整，才能真正做到与家人和谐相处

呢？ 

    我们怎么样子，才是家人相处之道，

我相信各位很清楚，马上想到，叫做家



和万事兴。家和，是我们相处最要紧的

基础。那好了，那我们一团和气好了，

你看妈妈和气到什么地步？女儿说，“

妈妈你笨！”那妈妈怎么回答，妈妈说

：“是啊，本来妈妈就比你笨：如果女

儿比妈妈笨，那就糟糕了。女儿比妈妈

不笨，妈妈显得笨，我们家就有希望了

。”哎哟！不得了，修养好啊，一团和

气啊。那这个家成什么家了？家和，它

还有一个更深度的基础，叫做诚信。爸

爸跟邻居说话，要有信用。爸爸跟妈妈

相处要有诚信。小孩看在眼里，他慢慢

就懂得，什么叫诚信。小孩的诚信表现

在哪里？表现在孝悌。孝，就是对父母

的态度。悌，就是兄弟相处的那种情况



。所以孝悌就变成我们家庭伦理，行为

道德的根本。这样我们才知道，为什么

我们要找人才，首先要看看他在家里，

是不是孝敬父母，是不是友爱兄弟，叫

做求忠臣于孝子之门。因此呢？我们做

父母的，一定要记住，我们必须要以身

作则。而这以身作则，就是大象传里面

所讲的，言有物，行有恒，这样你才动

得起来。要不然，言有物，行有恒，好

象在家里就不必要了，那是做给外面人

看的。那你要知道你的小孩从小，他眼

睛看着你，他会模仿你，他会把你当榜

样，你怎么教都没有用。那为什么我们

家人卦的卦辞，特别讲利女贞，什么道



理？就是告诉我们，家道的根本是母教

。 

    （六） 

    在一个家庭中，父母的言行都会成为

子女效仿的对象，而家人卦则更加强调

了母教的重要性，这是为什么？既然母

亲的行为会对子女产生重要影响，那么

又该如何培养出优秀的母亲呢？ 

    妈妈从哪里来？妈妈从女儿长大而来

。所以我们教育，要特别特别重视女子

教育。所以从小学男女生的课本，是应

该说有些不同的。没有啊，把她教成一

样，搞到最后你看，女孩子不像个女孩

子。那她将来长大以后，她当了人家妻



子，她做了人家妈妈的时候，她怎么办

？她自己都不知道。一个社会，如果女

子教育不行的话，其它通通是虚的，通

通是不稳定的，通通是不持久的。女权

重不重要？我只讲一句话，各位去领悟

，女权是智慧的象征。意思就是你到底

是重表面，还是重实质，这样就对了。

你看我们看到外国人，都觉得外国人女

权高涨。要去吃饭，男人要给女性的同

胞拉椅子，等她站进去，再塞进去，让

她坐得很稳。出门要扶她，穿衣服要帮

忙，中国人很少这样做。所以外国人也

常问我，“你们对女性不够尊重。”我说

如果我讨一个太太，是这种连穿衣服都

要人家帮忙，连椅子都拿不动的，那我



很累。难道没有道理吗？我们要的是实

际的关心她，我们要的是实际地负起责

任，不要让她苦，不要让她让人家看不

起，不要让女子将来以后，天天笑妈妈

，长大以后回家教训妈妈，这才叫女权

。我们的女权是智慧的，不像西方人是

做表面的，做好看的。 

    我们常常讲说，《易经》八八六十四

卦里面，只有一个谦卦，它是六爻皆吉

的，统统好。现在我们又发现第二个，

家人卦，六个爻都是吉利的。真的家里

一点祸患都没有吗？那你紧张什么呢？

我看不是。它是给你们鼓励的，鼓励什

么？家由德化。所以我们来看它的六个



爻，我们应该从品德的感化这个角度来

了解，你就知道为什么六爻都是吉利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