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睽卦卦象：第三十八卦：兑下离上（上） 

上九    _____   爻辞：睽孤，见豕负涂

，载鬼一车，先

张之弧，后说之

弧。匪寇婚媾，

往，遇雨则吉。 

六五    __ __   爻辞：悔亡，厥宗噬肤，

往有庆也。 

九四    _____   爻辞：睽孤，遇元夫，交

孚，厉，无咎。  



六三    __ __   爻辞：见舆曳，其牛掣，

其人天且劓，无

初有终。 

九二    _____   爻辞：遇主于巷，无咎。 

初九    _____   爻辞：悔亡，丧马，勿

逐，自复；见恶

人，无咎。 

蹇卦卦辞：蹇，利西南，不利东北，利

见大人，贞吉。 

蹇卦的彖辞：蹇，难也，险在前也。见

险而能止，知矣哉！蹇，利西南，往得

中也；不利东北，其道穷也。利见大人



，往有功也。当位贞吉，以正邦也。蹇

之时用大矣哉！ 

蹇卦大象：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

修德。 

 

    （一） 

    俗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

分。如果说家人卦象征着家国的团结和

睦，那么它的综卦睽卦，就代表着家庭

破散，兄弟阋墙的局面。那么是什么原

因导致了人心四散，分崩离析呢？虽然

背离的现象已经产生了，但是中国人往



往是劝合而不劝分，这又体现了睽卦怎

样的精神呢？ 

    人群社会最基本的构成单位是家庭，

家人之间，它因为有很浓厚的亲情，我

们把它叫做血浓于水，这个叫做血缘的

关系。本来就是应该一条心，本来就是

应该互相照顾，而且还要相亲相爱，但

是我们看到很多家庭最后是破裂的，最

后是分散的，甚至有兄弟阋墙，还有两

代彼此互砍互杀的惨剧。这是什么道理

？因为我们读了《易经》就知道了，一

阴一阳之谓道。所以《杂卦传》它一开

始就点出来：睽，外也；家人，内也。

它是跟家人是相对的。家人，是内部的



事情。所以你看我们中国人讲话说，“

你看，你把我当外人！”你把我当外人

，就是我们两个有点背道而驰，你心中

没有我，我心中没有你，那就叫外人。 

    我们现在慢慢已经听出来了，实际上

，人经常是貌合神离。你看这个睽卦的

卦形就很有意思，它上面是离卦，下面

是泽。离就是火，火炎上，火它的性质

是向上走的。而泽呢？它是水润下，它

是向下走的。一个往上，一个往下，它

两个没有交集，背道而驰，各自分离，

所以叫做睽。但是你再看看，离卦是阳

卦还是阴卦？它是阴卦。那泽呢？它是

阴卦还是阳卦？它还是阴卦。那这什么



意思呢？就是上卦是代表中女，下卦是

代表小女，你看姐姐跟妹妹，我们常常

讲，“哎呀！我们情同姐妹。”情同姐妹

，那还有比这个再亲的吗？可是你长大

以后要不要结婚？你要结婚。你们两个

姐妹能嫁给同一个人吗？那种机率太少

了。当然古代有刻意这样安排的，那是

特殊情形。姐妹各自嫁到不同的家去，

这个时候，刚开始她们见面还有姐妹，

但是慢慢就变成不是姐妹了。为什么？

妹妹一回家，看到姐姐已经在家里了，

她就开始怀疑了，你干嘛这么早回来？

然后看看妈妈的表情，“你是不是又把

最好的金箍子给她了？怪不得我每次都

拿小的。”两个姐妹就开始怀疑，妈妈



私心，把好东西给一个，没有给另外一

个。为什么？因为各自要拿一些东西，

回她们不同的家去。大家就开始猜忌，

怀疑，然后心就越分越离，这也是睽呀

。这是很自然的，谁都避免不了。儿子

也是一样，你有没有发现，全家聚在一

起的时候，有个小儿子在外面没有回来

，妈妈端起饭来吃两口就放下，“哎！”

叹口气。“全家都团聚了，你还叹口气

？”她心里还想着，外面那个没有回来

的儿子。我问你这样对不对？你偏心嘛

。在你眼前你就不宝贵了？专想那个在

外面的人，那我干脆我也出去好了。妈

妈说，“你们回来，妈妈很开心，可是

能够因为我们在一起，我们就弃他于不



管吗？那你们良心在哪里？”你看她也

讲出一大堆道理来。你看我们就这么随

便一分析，你就知道为什么清官难断家

务事，家里的事情永远是说不清楚的。 

    （二） 

    俗话说清官难断家务事。一个家庭出

现了不和谐的声音，此时外人无法介入

，而内部又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但是谁也说不清，理不顺。那么面对

这样的情况，我们该如何因应呢？难道

真的就放任自流吗？ 

    那我们怎么办？我们是去接受这种家

庭现象，反正合久必分，然后分久必合

，顺其自然，什么都不要管，可以吗？



《易经》绝对不是这个意思。所以有人

他就说，《易经》是告诉我们要顺应自

然规律，其实这话也只对了一半。我们

一方面要顺应自然规律，但是要发挥人

为的作用，要不然老天给人有创造性，

有自主性干嘛？那跟动物一样，动物是

完全顺应的。人要顺应它，但是要有所

作为。所以睽卦它的重点不在告诉我们

，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不在告诉我们

这个。它重在四个字，叫做化睽为合。

你看它分裂了，你要赶快想办法把它聚

合。 

    我们先看《序卦传》怎么讲的，《易

经.序卦传》：家道穷必乖，故受之以



睽。你看它用一个穷字。穷：走到无路

可走。它为什么不说家道富必乖？为什

么不说？因为家里财产很多，很有钱，

兄弟是舍不得分家的，他没有那么笨。

他偷一点据为私有，大家也不会见怪，

因为东西很多嘛。可是会穷，因为你不

可能常常富有，你再富有，碰到这些人

东拿一点，西拿一点，很快变成穷了。

穷了怎么样？那就乖了，乖就我看你不

顺眼，你看我不顺眼，就叫众目睽睽。

为什么眼睛睁那么大呢？就是觉得很奇

怪啊，怎么会这样？这不符合常态呀？ 

    只要一家人每个人眼睛都开始瞪得大

大的时候，那这个家就开始要离了，就



开始要散了，家道穷必乖，故受之以睽

。那睽是什么？睽：乖离、背道、离散

，就是心里头有距离，而且越拉越远。

但是你看大象说（睽卦大象）：上火下

泽，睽；君子以同而异。它就在告诉我

们，你不要接受这种现象，相反的，你

看到有这么一种景象，你就赶快要去谋

合，这个化睽为合，才是睽卦的真正意

思。我们再看看卦辞（睽卦卦辞）：睽

，小事吉。睽，就告诉你，现在开始有

离散的这种征象了，下面三个字是小事

吉。小事吉，大事呢？读《易经》你不

能说，小事吉就专门看小事吉，你马上

要想到大事吉，那还有中事怎么办？小



事、中事、大事，你都要一并考虑，然

后这个睽卦你就了解了。 

    （三） 

    《易经》的思维，是阴阳辨证的思维

，要求我们看到阴就要想到阳，看到阳

就要想到阴，进而想到阴阳互动的结果

，这样才能全面地了解事物。那么回到

睽卦的卦辞：睽，小事吉。究竟什么是

大事，什么是小事，而小事吉又代表着

什么意思呢？ 

    什么叫大事？兴事动众就叫大事。你

看兄吵到各自把外面的朋友的找来，对

着干，这个事情太严重了。那小事呢？

小事就是饮食衣服。吃东西的时候先下



手为强，拿东西的时候，眼睛看大的，

赶快就拿走，那也是小事情。但是这样

的解释固然是很好，就是说当大家有意

见的时候，你不要以为说迟早是要破裂

的，不要有这种感觉。你要说这种小事

情，我们大家好商量，不要动气，但是

一旦变成大的时候，那你想用这种方法

，大概就没用了。 

    你看现在很多国家，当他内部不安定

的时候，他用什么办法来解决？他就是

打外面的人，用侵略外国来暂时稳定国

内的情势，那就叫大事。那大事就完了

嘛。凡是任何事情搞到要诉之以战争，

那这就不叫睽了，那还叫睽吗？就算是



也太惨痛了。可是这样解释，还是不能

够满足《易经》的需求。小事吉。小在

《易经》里面经常解释成柔，就是说当

大家有意见，当大家心里越来越远的时

候，你在用柔的方式来解决，就吉祥了

。你要用刚的，你非听我的不可，我是

说了算，你非听我，你不听我就打你，

你看现在有的国家就是这样，那个不是

吉祥的。所以你可以从小看到大，你都

这小事吉三个字来体会，就可以了。 

    （四） 

    千百年来，求同存异，世界大同，一

直都是人类共同的理想，既然人人都喜

欢聚合，那为什么还会出现那么多睽离



的现象呢？睽卦的彖辞，又是如何说明

这一点的呢？ 

    睽卦彖辞：睽，火动而上，泽动而下

，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说而丽乎明

，柔进而上行，得中而应乎刚，是以小

事吉。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

志通也，万物睽而其事类也。睽之时用

大矣哉！ 

    暌，火动而上。因为上离卦是火动而

上，下泽卦是泽动而下，一个是中女，

一个是少女，所以叫做二女同成，她们

同成在一个地方，可是呢？其志不同行

。其志不同行就是两个人志向不一样，

而且行为也不相同。说而丽乎明。明就



是离卦，离就是附着，你整个的快乐，

是附着在那个光明面上，只要大家心地

光明，你就会愉快。那现在为什么会不

愉快呢？就是心地都不光明了，主要还

是心已经背离了，表面看起来很好，见

了面可能还拥抱，因为拥抱已经变成形

式了，拥抱不代表真情，这也是人类很

可悲的，但是我们都认为它是现代化。 

    柔进而上行，得中而应乎刚，是指六

五爻，你看它六五是不当位，可是它得

中，因为它在上卦的中位。应乎刚，刚

是什么意思？刚，就是九二，你六五跟

九五相应，这就是很好的现象，那为什

么特别说是以小事吉呢？就是说六五它



用柔它不用刚，这样才能够成大事，才

能够没有后遗症，才能够给大家带来很

吉祥的那种情境。然后它又告诉我们，

天地睽而其事同也。我问你，天跟地如

果没有这样分离的话，那万物怎么生长

呢？如果天跟地压在一起，就好象我们

现在住的房子，天花板跟地板压在一起

的话，你连钻都钻不进去。天花板跟地

板，它是睽，你往上，我往下，那人类

在里面生存空间就越大，就越没有感觉

到压力，对身体就越好。所以天地你看

天尊地卑，我们说过很多次了，很多人

看到这四个字就讨厌，什么天尊地卑？

现在你从睽卦你就应该知道，如果天不

尊，地不卑，两个压在一起，那万物怎



么生长？但是天地睽，可是它们所做的

事情是完全一样的，就是为了让万物得

以生生不息。 

    男女而其志通也。你看男人有男人的

体态，女人有女人的性情，它不相同的

。哪里像现在说，男的不要太男，女的

不要太女，大家都穿一样的衣服，我们

叫做中性，那就不睽了。不睽就永远合

在一起，合在一起，说一句很难听的话

，连感觉都没有。有什么感觉？你看现

在你跟很多女孩子在一起，你没有感觉

。因为她比你还粗，你讲话难听，我比

你还难听；你会骂三字经，我比你骂得

更厉害。这种人你还把她当女人吗？男



女睽，可是其志通也。他们的情义是相

通的，我们把他叫做异性相吸，异性才

能相吸，搞得像同性就相斥了。为什么

我们读物理的时候，考试都懂，可是在

人情事务上，我们往往就把它忘记了？

这不很奇怪吗？就是不通，这叫做读书

读得不通。 

    万物睽而其事类也。是什么意思？就

是说万物它品种都不一样，物种不相同

，同样是植物，各式各样的树，让我们

认都认不清，看起来是完全分离的，但

是它们的要求，它们的功能其实是很类

似的。那结论就是说，睽之时用大矣哉

！让我们不要小看这个刚刚听起来好象



是不好的，但是什么时，你要用什么的

东西。在睽的时代，你真正要有一番的

作为，而不是说睽了，睽了那就不要做

事情了，那还得了？在万事万物当中，

它们有不同的地方，我们如果不要去管

它不同的地方，我们求它同的地方，它

就有相同的地方，你从这相同的地方着

手，然后慢慢用柔性的方法去劝合，最

后大家又合在一起了。 

    （五） 

    睽卦告诉我们，要用柔性的方法来化

睽为合，这在人和人之间是比较容易实

现的，但是如果是国家与国家之间出现

了背离，那就比较麻烦了。因为它们之



间有着意识形态，和政治理念的根本差

异。那么面对这样的情况，我们又该从

何处入手，化睽为合，逐渐达到世界大

同的呢？ 

    事物虽然睽，但是它必有共同之处，

我们现在的话叫交集。你两个人再怎么

分开，你想办法把他拉近，等他碰触了

以后说，我们有初次的接触。初次的接

触，我们现在的话叫做破冰之旅，就是

冰破了，破了里面就可以开始流通了。

是不是一下就可以沟通？没有。小小的

沟通，然后就形成一个小小的共识，那

就叫做交集。人类共同的需求是什么？

就是想过好日子，想吃好东西，想穿好

衣服，然后想能够悠哉悠哉，有很好的



娱乐，那这就叫经济。所以你看全世界

不约而同地，都说我们把政治摆在一边

，因为政治的沟通很困难，它各有不同

的制度，各有不同的主张，你要它一样

，难！吃饭比较容易，你吃面包我吃饭

，大家都有饭吃。我的面你需要，我卖

给你；我缺米，我向你买，这个比较容

易做到。 

    这样各位就可以知道，我们是找那个

比较容易做的先下手，这也是睽的一种

合理的方式，你把那个非常不容易聚在

一起的先合，你自找麻烦，那就叫做刚

性的要化合了，那就叫做大事，大事是

祸，因为一定有人不高兴。你先用小事



去吉，就是要用柔和的，难谈的事情搁

一边不谈，我们先谈这些，这块土地是

你的我的，有争论，没有关系，我们先

看这里有什么资源，我们共同来分享，

至于是谁的，我们到时候再说，就是通

通照这个方法，你还能怎么样？柔能克

刚，不为己甚，就是不要用得太过分，

徐徐地去转移，这叫做合睽的要领。所

以整个说起来，二十一世纪的人类，如

果再持续地恶性地竞争下去，那就叫做

大事凶，大事凶就是最后一定战争了，

战争就是凶了。我们现在要小事吉，那

只有四个字，叫做和而不争。所以整个

的六个爻都在告诉我们，怎么样能够和



而不争，我们会继续地一个爻一个爻来

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