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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了解《易经》首先从今天的题

目开始，什么叫《易经》？《易经》是

什么？所有文献都这么记载：就是“易”

是群经之首，实际上这句话太客气了，

应该是 “易”是群经之始。为什么说《易

经》是群经之首呢？因为不管是五经或

者六经都会把《易经》摆在最前面，所

以叫群经之首，实际上它是群经之始，

就是所有的东西都是从这里发源出来，

它是中华文化的总源头、它是诸子百家



的开始，所以叫做群经之始。所以这本

书非常值得我们一起来探讨。 

  《易经》是什么？这种答案大概只

有中国人听得懂，外国人是不太喜欢这

样的答案，怎么说都对，但是怎么说都

只对一部分，不可能全对，因为《易

经》太大了，一个很大的像北京城这样

的都市，你从哪一条路进来都是进了北

京城，可是进来以后还是摸不着头脑，

每一个人只讲对一部分，很难把它讲得

很全，所以为什么老是见仁见智，各有

不同的偏执，就是因为每一个人他只看

到一个角度。所以要研究《易经》一定

要有比较宽广的包容性，要彼此尊重。 



  《易经》是怎么完成的？我们按照

一般的说法，两句话：【 “人更三圣，

世立三古”——《汉书·艺文志》。】人

有三位圣人，其中一个是伏羲，然后把

周文王跟周公他们父子一家人就算一

个，这很合理，然后孔子。伏羲在什么

时候？在上古，周文王在中古，而孔子

在近古，或者叫下古，都是一样的，它

所经历的时间非常长，所经历的圣人也

很多，所以应该说起来《易经》是属于

集体创造的。我想我们中国人差不多所

有东西都是集体创作的，很少说是一个

人把它整个完成的。 

 《易经》它是广大精微，无所不



包，有两句话大家非常熟悉“其大无

外，其小无内”，大到没有外面，够大

了吧！小到没有里面，够小的吧！我们

今天很喜欢讲系统，世界上最大的系统

就是《易经》。那这样一本书到底是干

什么的呢？我说出来有些人会不相信、

有些人会吓一跳，但是我相信各位把整

个系列听完以后你会恍然大悟，《易

经》是解开宇宙人生密码的一部宝典，

会不会觉得很夸张，你说现在那么多的

科学家兢兢业业就是为了想解开宇宙的

密码，他们都还不敢说，怎么这么一本

那么古老的书，它会做到这样了不起的

事情？所以大家心里头就会想，那解开

了没有呢？如果没有解开那不是空谈



吗！你讲了半天没有效果那有什么用！

我们大胆地向各位说明：解开了！孔子

解开了以后，到现在 2500多年，只不

过我们都是小用，从来没有大用过。你

看社会上流行的都是小用，所以孔子很

感慨，但是孔子的感慨我们听不懂，他

说：“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孔子说：

宇宙的密码已经解开了，但是要靠人来

把它发扬光大，而不是等待那个密码来

把你解开。“人能弘道”是人要去把这个

密码好好来运用，“非道弘人” 你不能在

这躺着等它给你一些帮助，那是不对

的。我们凭什么说到孔子的时候就已经

解开了宇宙的密码呢？ 



  因为我们得到了三把钥匙！ 

  一把钥匙叫作“伏羲八卦”。家家户

户几乎都看过“八卦图”，也都挂过，只

是搞不清楚那是做什么的，那就是一把

把宇宙的密码打开的一个金钥匙，我们

拿在手上拿多久了？拿了七千年，但是

没有悟到，总以为那是很好玩儿的、可

以辟邪，连外国人都跟着我们糊里糊涂

的，外国人现在也挂“ 八卦图”，但是你

问他为什么？他说你们中国的玩意儿我

怎么知道！ 

  伏羲的“八卦”告诉我们一个宇宙最

基本的秘密叫作“阴阳”，你看科学家已

经感觉到物体一定有最小的构成的基本



元素，讲得很多很多，就始终讲不出

“阴阳”这两个字来，我们一天到晚在讲

阴阳阴阳，可是我们反而不知道这就是

宇宙万事万物最基本的构成元素。 

“阴阳”就是构成宇宙万事万物最基本

的元素。——曾仕强 

  第二把钥匙：文王64卦。他告诉我

们宇宙只有64个密码，大家一定觉得那

为什么是64呢？你不可以63吗？不可

以82吗？谁说的，《易经》讲数讲得非

常多，但是现在的人用数学的观念来看

《易经》的数，那差太多了。数是有生

命的、数是活的，不是死的。同样，数

字会说话没有错，但它对西方人说一是



一，二是二，对中国人它不会这样说

的，我现在讲一句非常重要的话，大家

经常听到，只是没有在意，这件事情不

过是一而二，二而一而已，什么叫一而

二，二而一？我们等到讲易数的时候，

我们会把它说清楚。６４卦就是宇宙的

６４个密码，它是用数字来代表的，你

有没有发现现在所有保险箱都是用数字

的，凡是密码一定离不开数字，但是现

在我们所用的保险箱，它的数字是死

的，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但是宇宙的

数它是变化的、它是活的。 

  第三把钥匙是孔子《十翼》，孔子

删《书经》、《诗经》，删了一大部



分，他会删。他制定礼乐，他修了一部

很难的书叫《春秋》，但是他看到《周

易》，他很恭敬地赞美，他对这本书是

用赞，他没有删，他读完以后肃然起

敬，赞《周易》，所以他就替《周易》

装上了十只翅膀，我们把它叫作《十

翼》，他希望《周易》能够飞起来，可

惜到现在他的理想还没有完成。《周

易》飞起来以后是什么样子？就是世界

大同。我们现在是用西方的路子要走向

地球村，这个也没有关系啊！因为功成

不必在我嘛，你只要能完成人类和谐、

大家和平发展，用什么方法其实我们都

不反对的，所以下面的路子要靠我们自

己来走，我们有这么好的宝藏，可是我



们自己睡着了，我们醒不过来，现在是

时候了。 

  我先请问各位伏羲是谁？他是什么

样的一个人？我们可以用一句现代的话

来描述伏羲：他是一位真正为人民服务

的人，就叫伏羲。而外国人不太了解我

们，都说中国人拜偶像，中国人自古以

来从不拜偶像，我们只是对这些生前很

热心、真正提供人民最好服务的人（在

他）死了以后感谢他、纪念他，如此而

已。你看我们所拜的人哪一个不是生前

为人民服务的人！我想我讲这句话是有

道理的，为人民服务是古今中外不可以

改变的定律。 



                 为人民服务是古今中外不

可改变的定律。——曾仕强 

  但是有真的有假的，有做得好，有

做得不好的，真的做的好的（他）死后

不能一笔勾销，要永远记住他，这是中

国人的永生之道，不用通过宗教的。全

世界的人都在追求永生，因为人不能说

我活这几十年我就走了，不甘心，我一

定要想办法永生。西方人找不到任何途

径，最后只有寄希望宗教，叫“信我者

得永生”。中国人不必要，中国人是你

活在大家的心中你就永远不会死，你看

孔子永远没有死过，他活在我们心中，

伏羲永远没有死过，他活在我们心中。



伏羲怎么会活在我们心中呢？因为他替

当时的人民解决了很大的问题，各位回

想看看，当初我们还没有进入农业社

会，在农业社会以前我们靠什么过日

子？靠打鱼、靠狩猎，一个人要出去打

鱼、要出去狩猎，他最怕的是什么？半

路上碰到天气很激烈地变化，我来不及

逃，可能连命都没有了，所以很多人就

去问伏羲，说明天我要出去，天气怎么

样？伏羲氏是全人类、全世界开设第一

座气象报告台的台长。这就对了嘛，他

说明天是大太阳，你去好了；明天你要

往南走，有雷，你要小心；你往西北

走，大雨。刚开始大家是将信将疑，可

是后来都觉得很对，越来问的人越多，



他搞得没有时间应付，怎么办？所以他

就说，从明天开始，我在这棵树上，我

就挂了这么一个图像，你就知道明天天

气是什么。伏羲跟老百姓讲，这是什

么？这是2、1、2，2、1、2就是人类

有史，那时候还没有历史。就是我们所

知道的第一个密码，就叫212。212是

什么？就是下雨。老实讲它是什么道

理，它是代表什么，都是后面人去把它

说明的。伏羲氏得到了人民很大的信

赖。他也逐渐地把他的气象预报扩大，

就变成了一直到今天我们都很熟悉的八

卦了。 

  伏羲他根据人民的需要，慢慢地推



出不同的卦象。伏羲没有一开始告诉这

是什么那是什么，因为老百姓你跟他讲

太多，基本上是没有用的。所以他只告

诉（大家），你们记几个数字就好了，

跟今天打电脑完全一样，叫做数位化时

代，老早已经开始了。我们不过是承接

他的路线走下来而已。你看打电报也是

用数字这样打，对方就知道你说什么

了。字是根据这个图像来的，这个我一

点不反对，所以叫做象形。后来我们从

伏羲的八卦，我们慢慢地造出很多字

来，这是事实。但是伏羲的用意是要告

诉我们整个宇宙的状况，让我们知道怎

么样去适应、怎么样去改善。这个工作



到现在还在持续进行中。 

  伏羲八卦告诉人类宇宙的状况，让

人类知道怎么去适应和改善。——曾仕

强 

  后来有些老百姓跟他讲，你老教我

们背这些数字，我们有时候也会搞错，

你干脆告诉我们，它一定有什么道理。

他说那好吧，既然你们想知道道理，我

就告诉你，你真要把这张图像（伏羲八

卦）看懂了，你就完全懂得道理了。我

们必须要说明伏羲八卦是什么：伏羲八

卦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无字天书”。 

 《易经》为什么叫做“无字天书”？因

为伏羲氏当年根本还没有文字嘛，没有



文字，叫它怎么有文字呢？所有的字，

实际上整部《易经》也不过4000多

字，都是后来有了文字以后，慢慢加上

去的。所以当时它是只有图像没有文

字，叫做“无字天书”。没有文字、没有

条条框框，不受任何局限。他可以通天

下、通宇宙。伏羲他是把整个都想通了

以后，才开始来画卦的，所以我们对他

那一画，我们非常地恭敬，把它叫做：

一画开天。《易经》是从开天辟地、今

天科学叫做大爆炸说起，一直说到人类

最后的状况会是怎么样，还没有完全把

它展开。为什么？因为我们还有很长的

路要走，这本无字天书是今后人类生生

世世要走，而不一定走得完的一个宝



典。 

他用的方法是什么？伏羲用的三个方

法，对我们中国人影响太大了： 

 ·仰视，大家认为很轻松，头一抬就

看到天上了，你就会发现，这是人类专

有的权力，动物没有权力仰观天象，这

是人类独有的，一切都有天象。中国人

很会仰，但是仰到后来不够高，仰得不

够高嘛，你再爬高一点，就看到天象

了。 

 ·俯视，意思就是你照顾了别人，你

也要照顾自己嘛。整部《易经》都是从

自己身上看出来的东西，所以后来我们

讲“万物皆备于我”，我就是个小宇宙。



你看自然界有山，人的山在哪里？人的

山在这里，鼻梁就是山了。宇宙所有的

东西，在你身上统统找得到，所以作为

一个人不简单。 

 ·广角，比如我们照相用广角，就是

不能光看一个地方，你看天象，不能光

看一个地方，你要多看一点，四方八面

都要看一看，叫看得很周到，想得很周

密，一点都没有遗漏，这样才叫做《周

易》。《周易》这个“周”字，跟周朝没

有关系，但是大家都说有关系，有关系

是因为什么？因为刚好周文王本家的朝

代就叫周。其实我们应该想一想，周文

王是精通易理的人，他不会用他家的



姓，冠在一本书上面，他不会做这种

事，这是犯忌的。周是很周密、很周

详，而且它是周流不停的，往复循环、

生生不息的，所以才叫《周易》。 

 伏羲氏为什么去画卦？为什么？很

多人说他为了要造字，来推行文字教

育，也不太对。如果伏羲为了造字，他

的成就就很低。像仓颉就好了，仓颉把

字造出来以后，仓颉的名气跟伏羲那是

不能比的，幸好伏羲没有造字。我们是

根据他的脚迹来造字，他没有造字，因

为他知道整个系统都是图像、数字。 

  好，我们现在讲一句现代的话，大

家都很接受：0、1，构成浩瀚无穷的国



际网络，科学呀，现代化呀，跟国际接

轨呀。我们老祖宗七千年前就讲：一阴

一阳，产生宇宙万象。一模一样的，用

词不一样而已，那时候没有现在这些

话。天底下本来就是阴阳阴阳，但是一

阴一阳，不可以解释成一个阴一个阳，

那是大错特错，就那么一点点小错，就

会产生很多流弊，所以我们这次一定要

把这些细节，都把它理清，不要有任何

的误解跟扭曲，以免辜负了这么一个很

难得的、解开宇宙密码的一部宝典。它

静静地躺在那里，你不理它，它也不会

理你。你理它，它不会拒绝你。可是你

得到多少，是你自己的事情，它帮不上

忙。这才叫自然，这样才是真正的自



然。 

                  《易经》是完全根据自

然发展出来的一套系统。——曾仕强 

  所以我们中国人向自然学习，以自

然为老师，再加上一句话，我们现在开

始要记住，一切一切好不好、对与错，

都用合不合自然来检验它，应该是最合

适的。中国人所想的道理，都是从自然

开发出来的，一句话讲完了：向自然学

习，以自然做老师。不要太狂妄了，按

照人类爱怎么就怎么，那是不合自然

的。那大家一定很关心，现在科学难道

不可以吗？当然可以。科学是人类非常

需要的东西。只不过西方人欠缺这种自



然来引导他们的科学，就差这一点而

已。就是中国人开始要用自然的法则，

来规范现代的科学，让它走上正道，让

它协助我们人民过幸福安康的日子。 

  要用自然的法则，来规范现代科

学，让科学协助人民过幸福的生活。—

—曾仕强 

  这部宝典是我们的祖先，辛辛苦苦

把它开发出来的，但是我们没有申请智

慧财产权。我们没有，我们认为这是大

家可以用的：用吧，我不收你任何费

用。我觉得这才是做人的风度。这才是

大肚量。 

  按照今天的说法，《易经》可以说



是自然科学。但是我们知道，有了孔子

以后，这一部书，除了自然科学的部

分，又另外加上一个“人伦道德”。我们

《易经》除了自然科学以外，我们又加

上人伦道德，两个东西合起来，才能够

表示整体的《易经》。伏羲他原来是用

符号来告诉大家天气的变化，后来慢慢

就知道，不是气象而已，它有很多跟生

活直接相关的东西，都会从里面开发出

来。 

  现代人学习《易经》有什么实际的

意义吗？我想这个问题也是很重要的。

如果学了半天都没有用，时间那么宝

贵，拿来学干什么。我们可以讲出很多



很多，但是按照《易经》的习惯，我们

多半每次只会讲三个。所以我们就提出

下面三点，请大家参考： 

第一点 纠正似是而非的观念。 

  我们有太多的观念是使我们脑筋不

清楚的，可是我们自己不知道。我举一

个例子，像今天非常普遍，大家都认为

这是对的，叫做自信。人应不应该有自

信，这种话不能用有或者没有来回答，

《易经》里面“自天佑之，吉无不利”，

是包括自信在内，但是我们中国人讲到

自，只讲什么？只讲自觉、只讲自反、

自省、自律，我们从来没有讲过自信。

现在年轻人太自我、太自信，一生都不



会幸福的。因为人有可控制的部分，也

有不可控制的部分。可控制的部分是操

之在我，但是不可控制的部分是操之在

天。所以中国人的信心，是对老天有信

心，而不是对自己有信心。我们多拐一

个弯，你可以试试看，我们相信老天会

保佑我这种人，如果老天不保佑我们这

种人的话，那它保佑谁呢？只是这样而

已。如果把老天去掉，人有自信，那你

试试看，你就会自大就会狂妄，就会过

分的自我，然后人际关系很差，什么事

情都做不好。我们可以举出很多目前我

们所谓的普世价值，其实是有待商榷

的。这个一定要学完《易经》以后才讲



得通。 

第二点 具有神秘性道德性 

  神秘性是因为以前科学没有发达，

我们没有办法用科学来解释它，所以只

好用神道把它包装起来，现在我们科学

发达了，我们可以把《易经》里面的神

秘性，整个把它用现代化来诠释。但是

它的道德性，你是没有办法取代的，所

以《易经》的道德性在二十一世纪还会

得到很大的发扬。 

第三点 求同存异。 

  全球性它是必然的趋势，谁也挡不

了。可是现在大家看到，凡是全球性的



活动，都有人很激烈的抗争，这是为什

么？因为它会引起很多的疑虑，说全球

化以后，会把本土的文化整个消灭掉，

没有一个地区的文化希望被消灭。这个

时候大家就知道，只有像《易经》，这

么广大包容的东西，我们四个字就解决

了：求同存异。我们会尊重每个地区的

文化，但是我们会在这当中找出一个最

大公约数，变成大同的基因，这个只有

《易经》做得到。 

    要了解《易经》，先从阴阳开

始。这是伏羲氏最了不起，最难得的贡

献，我们很熟悉，但是我们经常用错

了，所以我们下一讲要好好地介绍，什



么叫阴阳？阴阳是什么？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