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萃卦卦象：《易经》第45卦，坤下兑上

，泽地萃。  

上六一 一爻辞：赍咨涕洟，無咎。 

九五——爻辞：萃有位，无咎匪孚，元

永贞，悔亡。 

九四——爻辞：大吉，无咎。 

六三一 一爻辞：萃如嗟如，无攸利。

往，无咎，小吝。 



六二一 一爻辞：引吉，无咎。孚乃利

用禴。 

初六一 一爻辞：有孚不终，乃乱乃萃

。若号，一握一笑，

勿恤，往，无咎。 

萃卦卦辞：萃，亨。王假有庙，利见大人

，亨，利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 

萃卦彖辞：萃，聚也。顺以说，刚中而

立，故聚也。王假有庙，致孝享也；利

见大人亨，聚以正也。用大牲吉，利有

攸往，顺天命也。观其所聚，而天地万

物之情可见矣。 



萃卦大象：泽上于地，萃；君子以除戎

器，戒不虞。 

 

    俗话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我们

生活的世界，万事万物都是以群居的形

式生存和发展的，在我们古老的文化典

籍《易经》中，就讲一个关于聚集、汇

拢之义的卦，萃卦。那么萃卦告诉了我

们什么样的人生奥秘呢？在现代社会的

今天，企业的管理者们，又该如何运用

它的智慧，来应对飞速变化的人才流动

呢？  



    我们今天都很喜欢说萃取，它的意思

就是把精华整个抽离出来，这个观念呢

？其实跟萃卦很有关系。我们要看一个

卦，先看它的象。大家看看萃卦，它是

怎么一种现象？它一共六个爻里面，有

两个阳爻，四个阴爻。你看它很巧妙的

，把三个阴爻，把它聚集在下卦。而两

个阳爻呢？聚集在上卦。然后用一个最

上面的阴爻，那阴爻干什么？就是你两

个阳爻在一起，你会往上冲啊！往上冲

以后啊，你跟其它的阴爻，那种关系就

会起变化。各位看看，如果把萃卦的上

六，变成上九，那就变什么？就变否卦



了。因为阳的太团结，阴的太团结，两

边不沟通，那一定是否塞不通。这样各

位就知道，你看卦先把它的象，大致上

了解一下，然后再来进入这个卦，会更

方便，更有效。两个阳爻是什么？就是

被聚集的对象。大家想想看，人是很悲

哀的，人是很无奈的，你不跟人家聚合

在一起，你就什么呀？很孤单，很寂寞

，然后想做事情，没有帮手。可是当你

跟人家聚集在一起的时候，那个更伤脑

筋，七嘴八舌，各有意见，每个人都想

帮忙，但是都给你制造了一大堆问题。

很多老总都说，你看，我是一帮精英，



他是骗自己呢。你真的公司里面全都是

精英的话，你还做得下去吗？你看你是

个将军，你下面的那些人都是大将，你

管得了谁？所以我们读萃卦，我们应了

解，聚有聚的痛苦，散有散的悲哀，这

才叫一阴一阳之谓道。 

    在当前飞速发展的社会中，聚集人才

是企业快速成长，必不可少的条件之一

，那么企业的管理者们，又该如何来招

揽人才，留住人才呢？而象征着聚合之

道的萃卦，又会带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

呢？ 



    大家先看卦辞，萃，亨。亨就是亨通

。老实讲你不把好的人才聚合在一起，

你怎么可能亨通呢？但是，它马上提醒

我们，王假有庙，利见大人。这什么意

思呢？就是你要称王，你必须要有你的

宗庙。干嘛？祭天。这个意思就是说，

你当一个王，你要想想那个王怎么写？

三横一竖，非常简单。但是那一竖是很

不得了的，就是你要通天。其实，很多

人在北京很久，他也知道有天坛，他就

不知道天坛是干什么的。天坛，就是北

京的泰山。为什么这么说呢？各位想想

看，你是皇帝，你要到泰山去祭，你有



没有觉得很辛苦？太辛苦了。每年跑一

趟，够瞧的。所以才把天坛盖起来，然

后让皇帝在那里祭天。所以我们说，天

坛，就是北京的泰山，一点不过分。王

假，那个假，就是到了能够保有宗庙的

地步，你就不简单。我们中国人，不会

消灭人家种族，我们不会，但是我们会

把人家的宗庙给它破掉。你看我们每次

改朝换代，我们都是把它的宗庙破了，

竖起我的宗庙，这完全是象征性的一种

表示。王，如果到了，你能够保有你的

宗庙，就表示你站得很稳，那又怎么样

？利见大人。大人在这里，是特别指那



种才德兼备的帝王。就是说，你要在萃

卦里面，你要到九五，你要特别小心，

因为所有好的人才都出来了，你要领导

他们，是非常困难的。因此，你只有才

德兼备，朝这个方向去努力，你就会亨

通，但是下面再告诉我们，利贞，你要

长期的保持你的正向，走正道，政通人

和，这样才能够长期的萃聚人才。否则

的话呢？你把人才从各方招揽来，他们

彼此有意见，就一定分派系，派系一斗

起来，说不定就把你搞垮了。这是历朝

历代，我们看得非常多的，到了这个时

候，你就不能小气，你就不能用很薄的



礼去祭拜，不可以。所以你看，它告诉

我们，用大牲吉。你要祭天地，你要祭

祖宗，你就要有很丰盛的祭品。表示说

什么？我人才都聚起来了，那你老天就

要来保佑我们。利有攸往，你如果做到

这点，就表示什么？你财力也够了，你

资源也有了，你人才也通通不远千里而

来投靠你了，那你当然无往不利。 

    所谓政通人和，才能广聚天下英才，

然而，当企业大规模汇聚人才之后，又

会出现许多这样那样的问题。那么，迷

茫的企业管理者们，又该如何应对呢？



在我们古老的《易经》中，又是如何诠

释的呢？ 

     我们再看彖辞，萃，就是这个卦名

，它到底什么意思？聚也。就是把事物

聚集起来，把人才聚集起来。一个人能

够做到，有能力的人，都来聚集在你这

里，共同来努力，这个人是非常不简单

的。顺以说，顺，是把下面这个卦是坤

卦，你看坤卦，三爻都是空的，都是虚

的，都是柔的，就表示它很顺。底下的

人很顺，没有太多杂音，没有太多意见

，也不一天到晚想跟你制衡，没有那回

事儿。而上面的呢？他很喜悦。为什么



？他想做的事情都很顺利，大家都很欢

迎。那为什么不悦呢？所以一个人，能

够底下人很顺从，那你上面做决策，在

执行的人，领导班子，他又很喜悦的话

，那这个萃是不得了的。刚中而应，你

看九五，就是刚中。六二呢？就是跟九

五相应的那一个，群众里面的那个领袖

。所以讲到这里，我们应该想到说，君

子如果看小人，怎么看也看不惯，一定

要把他赶尽杀绝，你本身就已经不是君

子了。所以你看九五就知道，靠我一个

人没有用，我有六二。你想看，民间的

领袖怎么能跟你比呢？可是你不靠它，



你的基层会稳固吗？你高高在上，会久

，会长，会稳吗？这是萃卦的最主要的

精神。你上面当然比他行，可是你看不

起，他就跑掉了，你给他压力，他就抵

抗，你必须要应他，照顾他，让他好好

表现，这样子你就把他聚起来了。王假

有庙，是什么意思？就是致孝享也。就

表示说什么？表示你呀，是不忘根本。

其实孝道最主要的精神，就是你一辈子

不能忘记父母，你一辈子要记得。一句

话讲完了，只有父母能把你生下来，你

再神通，你就没有办法把你的父母生出

来，那就够了嘛，你还讲什么？因此呢



？你到了把人才都聚集起来，你要安抚

这些人，使他不叛变，他会叛变的，那

怎么办呢？那你就要表示说，我这个人

是不忘根本的，因此我做给大家看。那

这样一来呢？就利见大人，他就会亨，

聚以正也，就是以正道相聚合。最怕领

导者到时候变了心，整个都乱掉了，始

终要正。这个九五他可以什么都不做，

他就是我让大家看到，我是一直是走正

道的。用大牲吉，为什么要用大牲呢？

因为你在这个时候，你还舍不得，那不

是小气吗？一个人没有钱的时候，非要

搞很丰盛的牲礼来祭天，那叫什么？那



叫充面子，那叫打肿脸充胖子，老天看

着都可笑。可是当你有能力的时候，那

就表示你舍不得，舍不得就是小气嘛，

你连对天都小气，你怎么会照顾你底下

的人呢？牲礼要跟大家分享，那就更好

了。这个时候你要做什么事情，都无往

不利，所以叫做利有攸往。那怎么能够

到达这么好的地步呢？就是顺天命也。

顺就是不违，不违就是要遵循天命，你

要把天命跟人事要合一。观其所聚，而

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你看一个人，我

们说看一个老板好了，你看他所带的人

是什么样的人，你就知道他了。两个人



下棋，你看他们两个人，是什么样子的

人，你就知道了嘛。几个人在一起谈事

情，你看他们所聚集的人，是什么样的

水平的人，大家一起看书，所看的是什

么书，你从这里一看，你不必问了嘛，

天下万事万物，所有的情况都瞒不了你

，这个萃的厉害就在这里。 

    古人云：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成

功的道路不可能一帆风顺，如果遇到反

对者或者是小人，我们又该来如何应对

呢？在施行仁政的同时，又该如何求同

存异呢？ 



    再看萃卦的大象，上六是一个阴爻，

然后九五跟九四，你把它看成一个阳爻

，下面三个阴爻，你把它看成一个阴爻

，那萃卦马上变什么？马上变坎卦了嘛

。它是高度危险的，它是很难去处理的

。你看泽上于地，有了地，你这个泽才

存在得了。但是有了地，地很松，泽上

的水全都渗下去，都流光了，最后还是

一个地，而且是干的地，连种东西都不

行，何况要育人？说这个泽上有地呀，

它是什么？因此泽水它能够聚集，主要

是因为它有那个泥土，它有相当的防卫

能力，有相当的约束能力，它才不会流



散掉。如果水太多，它就会泛滥成灾。

所以，君子看到这种自然的现象，他就

去想，这种象也是天垂象，到底在告诉

我们什么，啊！他慢慢知道了，君子以

除戎器，戎器就是兵器，今天叫做军备

。所以，大象告诉我们，君子为什么要

除？你看这个除，不要解释说，消除啊

，把什么都不要了，不可以。这个除是

治的意思，你要把整治军备，我不打，

但是我要整治，你不整治它就松散了，

松散就是真正要打，你根本打不起来，

你怎么打？我不打仗，但是我要练兵，

我要提高我的兵力，我要提高我的战备



，我要不断地演练，但是我还是不打，

这样叫做除戎器，目的是什么？戒不虞

。不虞是什么？就是不测，万一，想不

到的，人家趁虚而入，人家趁我们不备

，就打我们，我们怎么办？我们防止得

了。所以，《孙子兵法》它是以防为主

，不是以战为主，这个在全世界是很少

有的，因为全世界的兵法都是以战为主

的，战胜，我们是不败，我们只要不败

就好了，跟这个萃卦是非常有关系的。 

    随着现代社会的高速发展，为了发展

经济保护环境，全世界都在谋求文化上

的交流，资源上的合理调配，人类共同



的理想社会，就是天下大同，但是虽然

有了联合国这样的世界性组织，为什么

地球上还是争端不断呢？ 

    联合国算不算共主呢？不够资格。因

为它没有这个修养嘛。地球村，人类聚

则有为，不聚则孤零，你看现在每个国

家，他都没法选择的。我不参加WTO

，我就变成一个孤城，什么贸易都受到

限制，经济没有办法发展。我一加入呢

？我就牺牲很大。为什么？因为WTO

的规则，根本就是几个大国所制定的，

绝对是不利于小国的。所以在这个时候

，我们特别佩服《易经》的萃卦告诉我



们，利见大人才会亨。这个时候要做世

界各国的领导，你必须要是个才德兼备

的人，否则这个地球村很可怕的，有它

的样子，没有它的实质，然后各搞各的

，嘴巴上讲得很好听，实际上都做不到

。我们现在一定要记住，萃卦它一开始

，就表现那个象，就是说，三个阴的在

一起，两个阳的在一起， 这是什么意

思？这就是什么呢？物以类聚，人以群

分。所以很多人说，哎呀！这个地球村

以后啊，国家会变成虚拟的，我们要么

家庭，要么社区，然后就是天下，没有

这回事，不要上当，那是现在的强国，



想要迷惑我们的话，我们一定要记住，

国家还是很重要的。你自己的国家都不

强盛了，你一下子进入天下，一下就要

国际化，就要与国际接轨，那这个萃卦

就告诉我们，会造成整个的泛滥。我们

要记住，刚跟刚在一起，柔跟柔在一起

，这是干嘛？这是自保啊。你要自己先

保住，你才有办法去国际化啊。你国家

保不了，你怎么去国际化呢？那就做苦

工啊，不要相信那种话。我们一定要国

际化，先把自己国家搞好。 

    萃卦告诉我们，要用高尚的品德来汇

聚人心，走正道，施仁政，才能长久亨



通，无往不利。当我们了解了萃卦的精

髓之后，在现代社会的今天，我们又该

如何运用萃卦的智慧，来面对工作和生

活呢？ 

    你一方面要把人才聚集起来，二方面

你要使这个人才，要做到一个“安”字。

所以为什么要安民？为什么要安人？为

什么要安百姓？因为你把人才聚集起来

，他不安，他会叛变的，他会搞派系，

他会斗得你连自己都坐不稳的。萃是很

重要的，人才要让他们志同，但是萃也

有它很可怕的一面，当你把人才都找来

以后，你就要正襟危坐啊，你就要高度



警戒啊，然后你国家一强盛，你军备就

要提升，你不去打别人，别人可能就跟

你挑衅。我想大家听了以后觉得啊现在

就是这个样子，本来就是这样子嘛，还

要等现在才发现吗？我们现在要做什么

？把宗庙好好弄起来，然后把孝道恢复

起来，同时告诉所有人，不要忘记根本

。我们的根本是什么？天地，祖宗还有

你自己。你才是根本，没有了你，那你

的理想就不见了；没有了你，你的能力

就消失了。所以明哲保身，不要往坏处

去想，所以在当前这个社会，人要对萃

道要特别加以研究，那我们接下来，就



会把它的六个爻，我们逐一来分析，谢

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