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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卦卦象：《易经》第一卦：乾下乾上 

上九    爻辞：亢龙有悔。 

九五    爻辞：飞龙在天，利见大人。 

九四    爻辞：或跃在渊，无咎。 

九三    爻辞：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

；厉，无咎。 

九二    爻辞：见龙在田，利见大人。 

初九    爻辞：潜龙勿用。 

乾卦卦辞：乾。元亨，利贞。 



乾卦彖辞：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

天。云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终始，

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乾道变化

，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首出

庶物，万国咸宁。 

乾卦大象：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潜龙勿用，阳在下也。见龙在田，德施

普也。终日乾乾，反复道也。或跃在渊

，进无咎也。飞龙在天，大人造也。亢

龙有悔，盈不可久也。用九，天德不可

为首也。 

    （一） 

    我们学习《易经》没有什么秘诀，

就是老老实实把文本经典，一个字一个

字看过去。但是我刚刚讲过，你看到的



是答案，你要把理由找出来。只要你能

把每一个卦的卦辞，爻辞，它的理由统

统找出来，你就有基本的《易经》的功

夫了。我们都看一下，乾：元亨利贞。

有时候我们翻译白话的时候，我们就要

有一个了解，因为我们念古书，所谓的

国学这些，最大的困难之一就是，文言

文看不太懂，或者说你总有几个字会卡

住。这个时候你就一定要怎么样呢？你

也不要说我就去查字典，那太麻烦了，

你就看白话。我所做的解读，白话都是

尽量用现代人可以了解的观念直接说出

来，并且没有什么废话，这是我给自己

的要求。所以你现在看到，乾卦：创始

，通达，合宜，正固这四个字。它为什

么讲创始呢？只有乾卦可以说创始，别



的卦只能说开始，这差别很大，因为乾

卦是代表生命力创造开始。通达，为什

么通达？因为万物都来自于乾卦，它们

彼此之间有共同的来源，它们之间当然

通达。接着合宜，每一样东西，都有它

适宜的地方，譬如它既然可以存在，也

一定有它存在的理由。正固，代表什么

？它可以维持一段时间，每样东西都可

以有它的存在条件的配合。 

   （二） 

    初九爻辞：潜龙勿用。这叫做什么

？这就是初九的爻辞，四个字，潜龙勿

用。接着我们再看白话，初九，龙潜伏

着，不要有所作为。你先把几句话看完

毕。第二句话，你看九二，龙，出现在

地上，适宜见到大人。我们在翻译讲白



话的时候，还是要记得白话的规则，主

词放在前面，龙潜伏着，龙出现在地上

。你再看九五，龙飞翔在天空，这样一

来的话，这个白话文本身也有它精确的

含义。好！问题来了，龙潜伏着不要有

所作为，为什么讲龙潜伏着呢？我再说

一次，初跟二代表地，地上的地。地有

两个爻，初九是在底下那个爻，等于在

地的下面的爻，这是双重象征。一方面

初九在地的底下的那个爻，也代表地底

下叫做潜，潜在水里。再看九二爻辞：

见龙在田。九二，初跟二是地。九二在

地的上面，就变成地的上面去了。看到

没有？这叫做双重象征。不但双重，将

来还有多重象征，你要慢慢习惯。它这

个是潜龙，立刻就见龙，为什么？它都



以地作为一个它的思考的标准。那么为

什么不要有所作为呢？你注意看乾卦。

这个初九往上一看，五个阳爻，它怎么

可能动呢？对不对？你说你厉害，上面

五个人都跟你一样的厉害，挡在前面，

轮不到你，你位置还没到时候。 

    我们如果讲一个人生命，我们这样

说，一个人活在世界上，假设你可以活

上七十几岁，那你以乾卦来说，它就代

表一个人的生命，这是很好的象征。初

九代表你生下来到十九岁为止，九二就

是二十到二十九，大概每十年是一个爻

的位置。那请问你十九岁以前，能够有

什么作为呢？当然除非是少数人，极特

别的，不然都在学校念书，才念大二而

已，怎么可能有什么作为？所以叫你潜



龙勿用。就是你好好修养，好好念书，

培养实力，这是对的。九二开始就不一

样了，从二十到二十九，从学校毕业，

然后开始进入社会，见龙在田，本事表

现出来了，很多人一看就知道这个人青

年才俊。这下你到了九二了，受到很多

人赏识了，这样就够了吗？当然不行。

你二十几岁到二十九，三十就不上进的

话，靠别人提拔是提拔不起来的。所以

叫九三，君子终日乾乾，整天勤奋不休

，到晚上还要这么样的警惕，这样子即

使有危险也不会有灾难。三十到三十九

岁是关键，一个人能不能够终于成功，

就看他在三十、四十这个阶段，有没有

下功夫。你不下功夫的话，跟别人一样

的年龄，你就不见了，别人上去了，他



下的功。到九四的时候或跃在渊，无咎

，什么意思？九四是个关键，或往上跃

升，可以上到九五；或在渊，停在深渊

。那请问，明明到了九四，为什么说停

在深渊呢？有谁知道？因为九四跟初九

是相应的。初九是潜龙，九四就可能入

于渊，这个意思。要不然你说已经到了

九四，怎么又提到渊？不是隔我很远吗

？相应。相应的话，你相对的位置，你

看到别人上去，我就好象自己在深渊里

面一样。 

    很多同学毕业十年之后开同学会，

一见面才发现，差得很多。我自己小学

的时候在乡下地方念书，同学里面只有

我一个人去念大学。后来隔了几年，都

推广空中教育，我的一些小学同班同学



，很多人只有高中毕业，他就再去念。

台湾叫空中大学，就是不用上课，看电

视就可以学习的。那他的老师周末的时

候有时候要去上课。他老师是我学生，

同班同学，我变成师祖了。所以开同学

会见面就很尴尬，他们看到我都不知道

该怎么办。以前小学的时候一起打架的

，几十年之后看到我，我说你千万不要

把我当老师看，我们还是小学同学，衣

服脱了就打架，你不能老想着后来。你

还是有小时候的记忆，你才觉得生命有

源有本，这是我自己的经验。说明什么

？因为每一个人发展方向不一样，那谁

叫你要念书？你要念书你只好当我学生

。那如果要做生意的话，我做你学生，

你还不要呢。看到没有？每个人不一样



的专长。所以你再到九五，飞龙在天，

为什么？因为五跟上是天的位置，一到

九五飞龙在天。那你说那我上九不是更

好吗？不然。因为一个卦代表一个宇宙

，你到了最高的位置，高处不胜寒，你

准备退场，那就是亢龙有悔。亢代表高

，龙飞得太高，已经有所懊悔。太高之

后才发现说，早如如此如何如何。但是

你说，那这样的话，人能够避免到那个

阶段吗？不能避免。但你先知道之后呢

，你就会采取适当的方式，譬如说修养

自己，到最后你知道有所懊恼，你对年

轻人，对下属就可以宽容一点。你将来

老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很多人退休以后

，就发现两个情况，以前对属下好的人

退休以后，过年过节都有人来拜访。我



们也看到很多这样的朋友，退休了五、

六年，十年了，还是很多人来给他过节

送礼。那有些人退休以后马上就没人管

了，立刻衰老了。为什么？就因为我以

前没有想到，将来可能如何如何吧。 

    人是一定有荣有枯，就跟这个万物

一样，所以这就是一个人的生命。你用

乾卦来看可以，但别的卦是不是可以呢

？不一定，要看。因为别的卦它都有特

殊的情况，往往配合你当时要问的问题

。我当时的困扰，它就这么有趣，譬如

说就是今天吧，十一月一号，今天早上

，我一大早起来就占两卦。第一卦是占

有一个学校，他正在考虑找我去教书。

我就占这一卦，当然去不去，还要再商

量。我占一卦，占到说无不利。我占到



解卦，雷水解，困难解除了。公用射隼

于高墉之上，公代表王侯，到高墙上射

一只隼，隼代表猛禽，老鹰这种叫隼。

就是我可以把这只老鹰射下来，没有什

么不利的事，因为我问我将来可能的发

展。第二个问题是问什么呢？因为最近

在烦恼，有一位亲戚跟我借的钱是长期

不还，准备赖帐的样子，就占一卦。结

果说，你慢了就会后悔，就这么简单。

那它不会说倒过来，所以你要问什么问

题，你要在自己心里面，很虔诚地想这

个问题，希望能占一个卦，占出来就是

不同。那我今天早上起来做的实验，是

非常微妙的。因为我也知道跟那个亲戚

要钱肯定是要不到的，他打定注意赖帐

，你也不能告他，大家亲戚，你告他多



难看！到时候人家报上说，傅某某教授

去告他的什么亲戚，有多难听！对不对

？像这个你一占就知道说，这种事情显

然是慢了一步，将来会有一些懊恼，想

想就算了。既然知道日子就不要再去追

了，占卦的效果就在这里。 

    九二爻辞：见龙在田，利见大人。

龙出现在地上，适宜见到大人。什么是

大人？历代讲《易经》讲到这个爻，一

定是举舜做例子。因为尧跟舜，舜在年

轻的时候，被尧重视提拔，这是一个千

古美谈。你先不要想后面的发展，说舜

娶了尧两个女儿，舜凭什么娶啊？舜哪

里有资格？舜是一个千古最苦命的人。

他从小妈妈过世，爸爸娶了后母，生了

弟弟叫象。象长大之后，孟子里面提到



这一段，你看了真是心惊胆战，就六个

字，日以杀舜为事。这个弟弟每天就以

杀舜作为他的工作，就是我要把我哥哥

杀掉。你说有这种弟弟实在是坏透了，

但更可怕的是什么？爸爸跟后母配合弟

弟，三个人联合起来杀他。一家只有四

口，三个人联合对付你，你还有命吗？

舜的德行好得不得了，在艰难中德行就

培养出来了，他到任何地方去，马上人

聚在一起。譬如说他去种田，以前种田

的人，半夜都爬起来把田埂往别人那边

推，对不对？我这边田大一点。那他半

夜都把它推回来。舜去的时候，大家都

让，这个田给你，那个田给你。他去捕

鱼的时候，捕鱼有时候要住在河边很辛

苦的，大家都互相说，你来住没关系。



他后来做壶，做陶，我们说制陶，做一

些壶，以前的人都用比较劣质的土，让

你烧几次就坏掉了，再来买新的。舜去

做了之后，每个人都用最好的土，烧的

这个陶器都非常好。所以他住任何地方

，大家都聚了很多人，三年就变成一个

都市了。尧就开始想，说谁来接班？因

为尧是九五，他当然希望找九二，就到

处访查，看到舜这么了不起的一个人，

就把两个女儿嫁给他，把九个儿子都找

来当他的部下，不简单。但是这个时候

，舜的爸爸妈妈还有他的弟弟，还是要

害他，到这个地步，所以舜就是适合见

到尧。如果没有尧的话，舜的故事，他

能活着就不简单了，不要说结婚。在孟

子里面也提到，说舜不告而娶。舜没有



向父母报告，就自己娶了尧的两个女儿

，并且尧也没有告诉亲家，就直接把两

个女儿嫁给舜，这都违背礼。孟子这么

说，他说，不能告诉父母亲，告诉父母

亲的话，肯定娶不着。如果尧来提亲，

说我两个女儿要嫁你的舜，他的父母就

说不要，嫁给象可以。那谁要嫁给象呢

，对不对？那肯定就是结不成婚了，所

以孟子都替舜来解释。有一句话我们大

家都很熟悉，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是

孟子用来替舜找借口的。说如果舜听父

母的话，这个孝顺就使他不能结婚，将

来无后。所以他先是不告诉父母，先结

婚，先生了孩子再说。因为不孝有三，

无后为大，他是拿这个当作理由，替舜



来开脱的。这也可以说明古人用心良苦

，所以舜就是九二，适合见到大人。 

    九三爻辞：君子终乾乾，夕惕若，

厉，无咎。君子整天勤奋不休，晚上还

戒惕谨慎，有危险，但没有灾难。这个

时候，说到乾乾两个字，为什么两个乾

？你要问这个问题。我一再强调，学《

易经》就是给你答案，要找理由。注意

啊，每一个字都要有着落。我刚刚讲的

前面，记得吗？初九，潜龙勿用。没有

问题吧？潜，是因为你在地的底下。勿

用，是因为你上面五条龙，不能动。那

为什么叫你龙呢？是因为它整个是一个

生命力，代表龙是有无限的生命力，一

个生命的开始。第二个，见龙在田，因

为你在地的上面，叫见龙在田。利见大



人，利见九五。九三，君子终日乾乾，

为什么叫君子呢？因为你还没有位置，

到上面叫做大人，大人是有位置的。就

是你没有位置，就叫君子，需要努力。

终日乾乾，为什么讲两个乾呢？第一个

乾是因为你到九三的时候，底下已经是

一个小的乾卦了，往上面一看又是一个

乾卦，你在中间叫做乾乾。夕惕若，为

什么到晚上还要谨慎呢？因为乾卦三爻

是一个白天。乾卦代表白天，你白天走

完了怎么办？你到九三了，到晚上你还

是要谨慎，因为你再往上一看又是一个

白天，你在中间。两个白天之间，那你

整天勤奋不休，终日乾乾。后面讲夕惕

若，是这个意思。厉，无咎，有危险。

为什么有危险呢？因为你在三，三在旁



边不太安全，三跟四都是在边边。三在

下卦的上面，四在上卦的下面，在边边

，这等于是站不太稳，并且三跟四是什

么？是人的位置。人的位置常常在考虑

，要不要选择这个或者那个，这样一来

就每一个字，都知道它是为什么这样写

的。 

    九四爻辞：或跃在渊，无咎。这个

词的关键在什么地方？或跃在渊中间少

了一个字。古时候可以不写，我们现在

要知道，或跃或在渊，要不然这个词很

奇怪，怎么叫或跃在渊呢？怎么通呢？

或跃或往上跃升，或留在深渊，两个意

思。往上跃升，代表九四的位置也是一

样，该怎么办呢？可上可下。因为你刚

刚上来，还在边边的位置，你往上就往



上走了，没有问题。往下的话，你不往

上走，就可能留在底下跟初九相应。为

什么在渊了，那也是无咎？为什么无咎

？你只要有选择性，你知道自己的处境

就不会有灾难。 

    九五爻辞：飞龙在天，利见大人。

飞龙在天没有问题了，因为九五，五是

天的位置。龙到天上是飞的，飞龙在天

，利见大人。这时候讲大人是指谁呢？

是指九二，等于是找到接班人了，可以

跟他配合。所以一般讲到后来九五之尊

，就是指帝王来说。 

    上九爻辞：亢龙有悔。龙飞得太高

，已经有所懊悔。你看为什么说它飞的

太高？因为它在最高的一个爻，没有地

方去了。《易经》的变化一定是由下往



上，由下往上推，所以在上九的位置。

它知道下一步一动，我就走开了，离开

这个卦。离开这个卦什么意思呢？一个

卦代表一个天地，你离开这个卦，代表

你不再有作用了，你被排除在外了。你

在上九的位置，代表说你恐怕发挥不了

作用了。这是有悔，为什么有悔？后面

还有很多解释，为什么？还有彖传，还

有象传，还有文言传，所以不要着急。

我们现在讲的只是基本的卦辞跟爻辞，

后面反反复复地解释，多到让你觉得意

思太丰富了。但是在这里多了一句：用

九，见群龙无首，吉。这个时候也吉了

，但不要忘记，这个吉不在六爻里面，

是在这个之外，又来一个用九。为什么

要用九？因为用九跟用六是各出现一次



。就是说乾卦六爻皆阳，所以九能用在

全卦；坤卦六爻皆阴，所以六可以用在

坤卦，是这个意思。你别的地方都不能

用，所以用九用六，只有用九用在乾卦

，用六是用在坤卦，如此而已。那为什

么讲群龙无首呢？当你用九用在六个阳

爻，你就发现六个阳爻无首无尾，无首

它也少两个字，叫无首无尾。我们平常

讲群龙无首是现在的用法，意思不一样

。现在讲群龙无首，大家都是很厉害的

，但是没有领头的，找不到宋江什么的

，群龙无首。但是以前讲这个群龙无首

无尾，你要连起来说，为什么？六爻都

是阳爻，它是轮流的，怎么换都是一样

。你怎么看整个看过去覆过去，也都是



一样，就是无首无尾。无首无尾反而吉

，代表所有的生命都有一样的机会。 

    （三） 

    接着，我们请大家看到彖曰。彖曰

是彖传，是专门解释前面四个字，叫元

亨利贞的，我们就分析一下它怎么解释

。乾卦彖辞：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

统天。云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终始

，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乾道变

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首

出庶物，万国咸宁。 

    这边就很丰富了，这个就是十翼，

就是易传里面的彖传部分。彖传是孔子

跟他的学生们，研究《易经》的心得。

那是最早的一批研究者的心得，所以它

具有很高的代表性。我们现在看他怎么



分辨四个字呢？第一个我们看白话。彖

传说，伟大呀！乾卦所象征的元气，万

物借它而开始存在，它也由此主导了天

体。注意“天”这个字，天在这里代表

天体。天体就是什么呢？就是太阳、月

亮、星星叫天。对古人来说的话，他认

为天不断在运行，是指天体在运行，这

一段是指元，元亨利贞的元，代表创始

。接着，云四处飘行，雨降落下来，各

类物种在流动中成其形体，太阳的光明

终而复始地出现，爻的六个位置也按照

时序形成了，然后依附时序乘着六条龙

，去驾驭天体的运行。这段叫做什么？

叫做亨。亨代表通，万物都能够从乾卦

而来，所以它能够彼此相通。各位看到

云行雨施，品物流形，就在描写这种万



物相通，使它慢慢地出现。什么叫大明

？大明对古人来说就是太阳，最大的光

明就是太阳，没有什么复杂的意思。六

位时成，六个位置就是六个爻。六龙代

表什么呢？六龙就是六个爻所展现出来

六种生命力，它是不断在循环运行的日

月星辰，用这个驾驭天体的运行，就在

这里所描写的就是，把乾卦里面的元跟

亨加以说明。接着就谈到利贞，它放在

一起。我们再看，乾卦的原理是引发变

化，让万物各自安顿本性与命运。性命

两个字要分开来说，性就是本性，命就

是命运。什么叫命运？命运就是遭遇。

花有花的遭遇，树有树的遭遇，人有人

的遭遇，这叫做命，所以万物各自安顿

本性与命运。接着万物保存聚合，并且



处于最和谐的状态，叫做保合太和，就

达到合宜而正固了。所以这四句话是描

写利跟贞这两个字，前面两段话是分别

描写元跟亨，最后再把它落实到人的世

界。乾卦为首，创生出万物，普世都可

以获得安宁，这是对于乾卦卦辞的解释

。这一段是非常丰富的材料，大家会觉

得说，这一下忽然好象整个宇宙，有不

同的一种理解的方式。这是古人最早的

一种理解方式，等一下还有文言传里面

，还会再说明这个。 

    （四） 

    乾卦大象：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

息。这是举世传诵的四个字，自强不息

就出自于这里。它来自于什么地方？就

是乾卦的大象传，用这一句话来描写乾



卦整个的用意。什么用意呢？注意君子

这两个字，讲君子一般都是儒家。君子

的特色在什么地方？在于它有志向。我

以前小时候念《论语》，都会觉得很自

卑。因为看到孔子口中只有两种人，不

是君子就是小人。我再一看自己显然就

是小人，因为君子小人孔子有标准的。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所了解

的，所欣赏的就是义，小人就是利。君

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

惠，看到没有？你喜欢土地，你喜欢恩

惠，那都是小人。君子就喜欢德行，喜

欢典型，喜欢好的示范。但是后来我才

发现，孔子说的不是二分法，绝对不要

把人二分，说我们现在分一下，这是好

人，那是坏人，不要分，好人是一般人



变成的，坏人也是一般人变成的，坏人

改过就变成好人了，好人堕落就变坏人

了，它是动态的。我们学国学，一定要

记得动态的观念，古人对人生看得很透

彻，就是动态的，什么叫做有道无道？

天下有道你出来做官，天下无道你不要

做官，那这不是二分法吗？你这样想的

话，那哪里有真的有道呢？一定是走向

有道。无道呢？是走向无道。你从这边

去理解，它是动态的。你说有道我才要

做官，那你永远不要做官了，总是有一

些负面的消息吧？对不对？所以这个就

是动态的关系。所以我看到君子你就要

了解，天行健，天体的运行刚健不已。

很早我们念这句话，不太想到天行健三

个字，是什么意思，你现在知道了，它



是指天体，很简单，没有什么神秘。日

月星辰，天体的运行刚健不已，那君子

怎么办呢？因而你看到每天都有太阳月

亮这样转，我就应该要求自己不断奋发

上进，像孔子说的，子在川上曰：“逝

者如斯夫，不舍昼夜。”一样的意思。

我们对人生的一种觉悟，常常在什么时

候？常常在放假之后。休息一段时间之

后，觉得说，哎呀！休息一段时间就会

发现，别人还在努力，你落后了。学如

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心如脱疆野马，

易放难收。所以以前念书的时候最喜欢

放假，放了假之后才发现你上当了。因

为你放假的时候，你在玩，有些人继续

努力，差距就出现了。所以在儒家里面

讲天行健的时候，它就是告诉你，你不



能够松懈。那你说那这样不是完全没有

休息？不符合现代人的观念吗？现代人

不是应该休息吗？基本上我是赞成，现

代人应该休闲。但是休闲有它一定的时

候，一定的内容，它不能耽误，你正当

的一种目标，人生的一种成长的过程。 

    （五） 

    接着我们看这一段叫做小象传，如

果各位对这个，它没有说小象，不太了

解，你可以看看解读。解读里面就会说

，本文是乾卦的小象部分。小象说什么

呢？就说六句话，加上最后那一个用九

。所以我们念一遍，各位就知道，它这

个比较偷懒，把它全部写在一起，我们

一次把它念完。 



    潜龙勿用，阳在下也。见龙在田，

德施普也。终日乾乾，反复道也。或跃

在渊，进无咎也。飞龙在天，大人造也

。亢龙有悔，盈不可久也。用九，天德

不可为首也。这句话是你看小象，小象

就是每一个爻有一句话。那第一个我们

看，我这边翻译的时候，白话就把它的

爻写出来，省得你到最后弄混了。第一

个初九爻辞，龙潜伏着不要有所作为，

是因为这个阳爻在全卦的底部。好了，

你现在知道了，为什么刚才说潜龙勿用

？因为它在底部，上面有五条龙。第二

个，九二爻辞，龙虽然在地上，适宜见

到大人，是肯定德行可以普遍施展开来

。因为九二已经表现了德行，像舜一样

，表现了很好的德行，将来可以施展开



来，就看你是不是给他机会。九三爻辞

，整天勤奋不休，是说要在君子之道上

反复修炼，你看原文，反复道也。道，

就是君子之道，你要反复的修炼。我们

都知道什么叫做德行，其实我们常常立

志，常常希望做好事，譬如说要孝顺，

但是孝顺一次以后呢？觉得好累啊，有

时候就要放假，那不行。你做任何事情

都要记得，不断的努力到最后成为自己

的习惯了。所以西方有一句话说得很好

，习惯是第二天性。没有人生下来喜欢

讲信用的，因为人的本能都是对自己有

利，讲信用对我有利，我当然讲信用，

那讲信用很辛苦的话，那我为什么要讲

信用？有时候就想说，哎呀！赖皮算了

，不行。你要反复修炼，修炼到最后，



讲信用，讲道义，变成我的本性一样的

。我们说一个人为什么可靠呢？因为这

个人已经把那个道义，变成他的本性的

一部分，所以他这个人很可靠。其实我

们都知道一句话，说得残酷一点，直白

一点，天下没有一个人是完全可靠的，

你要记得我这个话。所以西方就很喜欢

讲这一句话，叫做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价

格。对不对？都可以被收买。你要知道

人性的脆弱，你知道脆弱就没有问题。

为什么？你知道脆弱你就要修炼，修炼

永远不够，因为你还没有碰到真正的考

验，所以这是儒家里面对人的看法。所

以为什么我讲儒家很多年了，很多人都

知道我一讲儒家，就会强调，决不讲人

性本善，只能讲人心向善，原因在哪里



？本善根本没有办法讲得通，人是很脆

弱的。讲向善的话，也需要你真诚才能

够向善。你要不真诚的话，你随时可以

被收买。你看到没有？ 

    多少人年轻的时候，昔日之芳草。

最后呢？萧艾，今直为此萧艾也，到最

后变成野草杂草。年轻的时候很有理想

，最后不能坚持。所以儒家里面讲自强

不息，讲到九三的时候，这个是反复道

也，要反复修炼，一辈子都不能停止。

好！问题来了。如果很辛苦的话，你凭

什么叫别人这么累呢？我说它里面有快

乐。为什么快乐？因为它符合人性，所

以叫人性向善。所以我行善快乐的话，

正好是我人性里面的要求配合起来，那

种快乐很难想象，这也是为什么颜渊这



么穷困，他还能快乐。很多人都不喜欢

谈颜渊，说干嘛叫我们学颜渊？难道要

那么苦吗？但你不要忘记颜渊的快乐，

他的快乐才是我们羡慕的。你就要问问

他为什么那么快乐，你没有答案，庄子

反而告诉你答案。庄子很有意思，庄子

是当时学问最好的人。司马迁怎么说庄

子？六个字，其学无所不窥。庄子的学

问是没有书不看的。你想想看，光听到

没有书不看，你就觉得头昏了，还好在

古代书很少，在现代的话，没命了。所

以司马迁写庄子，其学无所不窥，什么

东西都懂。庄子怎么说孔子？很多人以

为庄子骂孔子，其实不然。庄子很多地

方，对孔子的评价，你才发现旁观者清

。他怎么说？有一次，孔子非常穷困的



时候，学生都受不了，因为上这种课压

力很大。我们讲讲庄子的故事，孔子有

三个学生，颜渊、子路、子贡，有名了

。子路跟子贡受不了了，说我们老师变

成丧家狗一样的，到处被人家嘲笑，骂

我们老师的没事，想杀他的无罪，这样

的人还在那里弹琴唱歌，实在是太无耻

了，你看子路这样讲。因为子路个性很

刚直，马上就说老师这样子，好象是很

无耻。子贡就说是啊，我也觉得，不了

解老师为什么受这么多委屈。颜渊听到

了，就跑去里面，向老师打报告，说老

师，两个同学在后面批评你，你看着办

。孔子就跑出来跟他们说，你们不了解

我，君子有他的快乐，穷亦乐，通亦乐

，所乐非穷通，所乐在于道。这话讲得



多好！君子的快乐不是因为你穷困而快

乐，谁喜欢穷困呢？也不是因为你通达

，我现在得君行道，很得意的快乐，所

乐不在穷通，所乐在于道。我有道可乐

我怕什么呢？所以我很穷困是吧？君子

固穷，有什么问题？这是儒家，所以为

什么，我强调解释《论语》的时候，前

面有一个字你不能漏掉。子贡请教说贫

穷而不谄媚，富有而不骄傲，老师认为

如何？这已经不简单了。因为穷困人就

会谄媚，人穷志短，看到有钱人当然谄

媚。有钱人就会骄傲，财大气粗。所以

子贡说，穷困不谄媚，有钱不骄傲，这

样怎么样？孔子说，这样可以，还不够

，就要怎么样？贫而乐道，富而好礼。

很多人把贫而乐道的道去掉，你看那个



《论语》就说，为什么贫而乐，富而好

礼？没有人这样讲话的。贫而乐三个字

不能成立，有谁贫穷而快乐？那是是神

经病，对不对？但是有一个道就不一样

了，贫而乐道，富而好礼。你念书这个

地方不搞清楚，就说有一个版本少一个

道，我就不能乱加那个字，那你干嘛学

儒家？连庄子都知道是所乐在于道，你

儒家不知道吗？所以我们有时候念这些

古代经典，像《论语》有些地方，就觉

得解释起来太拘泥了，都被朱熹牵制了

，很可惜。 

    再看九四，九四的爻辞，或往上跃

升，或留在深渊，是因为向上进取没有

灾难。看到没有？你已经到了上卦了，

你不要担心，向上进取没有灾难。到九



五的爻辞，龙飞翔在天空，是肯定大人

处于兴旺的时候。你在飞，飞龙在天，

得君行道，你自己本身可能就是君的，

你可以行道，没有问题。到上九的时候

，龙飞得太高，已经有所懊悔，是说满

盈的状态无法长久维持，满招损。因为

你已经满了，到最高了，很难长久维持

。最后用在乾卦整体，发现天体的运行

无始无终，循环不已，因此不可认定自

己居先。每一个人都要知道，你不能居

先，我们今天可以这样讲，你在这一方

面领先，其它人在别的方面领先，闻道

有先后，术业有专攻，我怎么可能在每

一方面领先呢？没有这种人，所以这叫

做小象传。 

    （六） 



    文言曰：元者，善之长也；亨者，

嘉之会也；利者，义之和也；贞者，事

之干也。君子体仁，足以长人；嘉会，

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

以干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

，元亨利贞。”这是解释卦辞那四个字

的。什么意思呢？文言两个字其实很简

单，就是对那个经文做解释，文就是经

文，言就是解释，非常单纯的意思。它

说创始是一切善行的首位，问题来了，

你怎么理解？为什么说创始是一切善行

的首位？在这里我想到英文里面有一个

字。英文的生命Live，邪恶叫做Evil。

你会不会觉得很的意思呢？Evil就是邪

恶，我现在问你什么叫邪恶？邪恶就是

压制别人生命，不给别人生活希望的就



是邪恶。譬如说我杀人了，当然是邪恶

了，你把人都杀了。我骗人，也是邪恶

，让别人受到严重的困扰。所以英文字

里面这个字是很微妙，Evil叫做邪恶。

你怎么去定义邪恶？凡是遏制生命，伤

害生命的都是邪恶，不给人家希望的都

是邪恶。那倒过来你就可以知道，什么

叫元者，善之长也，创始是一切善行的

开始？因为创始才让生命存在。一切善

行的开始，它并不是说我去帮助别人做

好事，而是说我能够让新的生命出现，

所以乾卦的创造不是简单的事情。很多

人常常问，我们中国人怎么去看待万物

怎么来的？有上帝创造吗？还是怎么样

？其实你不要问得那么远，你要问的是

，既然它已经存在了，你就就这个存在



来加以理解。你就发现说，哎呀！原来

创始是一切善行的开始，行善帮助别人

，那是别人需要的时候你才能帮助。而

这种创始是怎么样呢？它作为一个存在

的基础。所以西方来说的话，真正的善

是存在的本身。所以创始是善行的开始

，这句话在哲学上，西方哲学上也是非

常重要的命题，就是存在本身就是善。

我们从这个简单的英文字，也可以知道

说，你看他让一个人可以活下去，那就

是邪恶的反面，这是第一个，元者善之

长也。 

    第二个我们说通达是美好事情的会

合。通达叫做亨，美好事情的会合，是

因为一切都来自于乾卦。那万物都有共

同的来源，他们之间当然可以通达了。



譬如最近很多人提到有关牛奶的问题，

我前几天听到了一个朋友，说他一个亲

戚家里养了八头乳牛。于是，附近的朋

友，这些乡亲，每天早上到他们家，直

接去跟他买最新鲜的牛奶，他说这个绝

对不会有添加什么。他跟我讲的时候，

我心里觉得这也是很有意思。我们现在

说牛吃草长牛奶，那我们人类为什么不

直接吃草自己长牛奶呢？那不一样的东

西，它不一样的结构，对不对？所以你

看这个牛是吃草的，它吃了草之后，它

一定把草内某种营养变成它的牛奶，适

合人来吃。这个代表草里面，一定有某

种东西适合人来吃。譬如说我每天到处

跑，吃很多各省不一样的食物，吃下去

之后呢？会不会影响我思考呢？目前还



不会。我不管吃任何食物，讲出来的都

是一样的东西。看到没有？如果你说，

所以食物不一样，它可以相通，到最后

生命都是相通的。所以在古代希腊就喜

欢讲一个笑话，它说一块黄金切一半，

变成两块黄金；一条狗切一半，不是变

两条狗，变死狗。为什么？因为狗有生

命。你不能像黄金一样切割了。那生命

本身就非常奥妙，它是相通的，我刚才

讲的用意就是说，任何东西被牛吃下去

出来都是牛奶，很营养的，代表这些东

西里面，一定有它相关的营养的成分，

就这个意思。万物相通，这就是嘉之会

也，美好事物的会合。 

    第三个适宜是正当作为的协调，义

者宜也，这个定义两千多年一直通用，



宜就是是不是适当。譬如说你现在说这

个话很适当，代表说这个话是不是很正

当呢？这就要研究一下。但是在古代认

为义者宜也，是什么样呢？为什么义这

个字有很大的压力？需要你去判断？因

为你昨天做这个事情是对的，今天做不

一定对，因为时间不同了。你对张三做

是对的，对李四做不一定对，因为对象

不同。所以讲到义这个字的时候，就充

满各种挑战，配合人的智慧。儒家的思

想为什么可贵？它不是光讲做好人，光

讲做好人其实可能变成，很笨的好人或

者被利用上当的，它还强调智慧。譬如

说我们讲孟子有一句话说得特别好。《

孟子.离娄下》，他说：“大人者，言

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这句



话我们有时候听了会吓一跳，大人言不

必信，说话不必守信，有这种人叫大人

吗？但他最后说惟义所在，只看道理在

什么地方。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思考，为

什么说话不必守信呢？原来一个人说话

，跟他要去实践他所说的话，中间一定

有一段时间的落差。一般讲守信用都是

以前答应后来要做，有一个时间落差。

请问在时间落差的过程里面，有没有可

能发生状况？当然可能。我最常举的例

子，很多人都听过了。我买一把猎枪，

你是我的朋友，跟我说下月猎枪借我打

猎吧，老朋友当然答应了，好！下个月

借你猎枪了。就在这一个月里面你出现

了抑郁症，有自杀的倾向，那请问我还

要不要借你呢？时间到了，你跟我说你



答应借我的，猎枪拿来。我不能借。这

时候我借你的话，你说不定拿去自杀的

话，谁负责？是不是？我就跟你说猎枪

掉了，我就不守信，言不必守信。因为

我知道你现在的状况，不能够有这个东

西。这里面牵扯到各种挑战，你要有原

则，又能坚定，又能变化，这太难了，

孟子说的话。儒家里面孔孟并称，有它

的道理。你说为什么孔孟并称呢？孟子

比孔子晚了一百多年，孔子本身那么多

学生，为什么没有接上来呢？有名的很

多，接不上，非等孟子不可，这一句话

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所以孟子思想是

经常受到忽略的，因为大家都觉得他的

东西，一开始就不喜欢，他见梁惠王关

我什么事？对不对？孟子一开始见梁惠



王，大家都觉得那个跟我无关，事实上

它的精彩在后面。这是讲到义，利者，

义之和也，就是利跟义不要分开，你要

见利思义，这是后来儒家的观点。 

    最后，正固是具体行事的骨干，你

做任何事情想做成是吧？一定要坚持。

像我们开始筹划要办这个班，真是很辛

苦啊，有几个朋友他们负责筹划的，我

每次看到他们，都觉得真是很对不起他

们，让他们那么辛苦，坚持到底还是办

成了，所以这是任何事情都一样，没有

侥幸的。再看，君子实现仁德，足以担

任领袖，看到没有？你要担任领导，你

就要有仁德，因为只有你行善，你有仁

德，才能够让人家心来归服顺服。接着

，会合美好万物，足以符合礼制，礼义



的礼。礼义是很美好的，很文雅的。你

见到一个人，应该有什么样的态度，该

鞠躬，该握手，该寒喧，有这种礼仪代

表人文之美，你经过了教化，孔子说文

质彬彬就是这个意思。再看，维持一切

适宜，足以协调义行，你不要让人家为

难，让一切都很适合地去发展。最后守

正并且坚持，足以办成事业，这个各位

都有经验了。君子就是要做到这四种德

行的人，所以说乾卦代表着创始，通达

，适宜，正固，这是文言传对卦辞的解

释。本文以师生问答的方式，进一步说

明乾卦各爻对人生的启发，所以这一小

段，只有几句话，这是初九，后面还有

开始说明每一个爻，对人生的启发，这

是详细加以发挥了。 



    （七） 

    初九曰“潜龙勿用”，何谓也？子

曰：“龙德而隐者也。不易乎世，不成

乎名，遁世无闷，不见是而无闷，乐则

行之，忧则违之，确乎其不可拔，潜龙

也。”它现在说初九了，潜龙勿用是什

么意思。子曰，这边就是孔子说了。他

说，这是指具有龙的德行而隐遁的人。

你为什么要隐遁呢？因为你还在初九，

位置不对，它不会为了世俗而改变自己

，也不会为了名声而有所作为，这两句

话太难做到了。譬如我知道我的位置，

我就忍耐，最有名的像谁呢？像卧龙，

像诸葛亮，对不对？诸葛亮隐居的时候

，他一个人，他也不会说，我为了要投

其所好，如果不是刘备三顾草庐，那显



然是继续隐居下去了，称为卧龙，就有

潜龙的意思。也不会为了名声而有所作

为，避开社会而不觉得苦闷，不被社会

承认也不觉得苦闷，这两句话谁又做得

到呢？我们避开社会就苦闷了。没有人

理我，我也苦闷。孔子不是说了吗？人

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一样的意思

。别人不了解我，我没有任何生气。愠

代表心里生气，怒代表怒形于色，表现

出来了。愠就是心里面很不爽，很不愉

快。孔子说没有人了解你，你不觉得生

气，那不是君子的作风吗？大家都只注

意前面两句，尤其现在很热火的，有朋

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天下没有人不知

道这句话了。第一句，我们也知道学而

时习之。第三句话也很重要，人不知而



不愠，不亦君子乎？一个人活在世界上

希望别人了解，这没有问题。但有几个

人能够适当的了解？太难了。当然最主

要的你自己要有修行，要有龙这种德行

。再看，别人乐于接受，他就推行主张

；别人有所疑虑，他就自己退避，因为

它知道自己的位置在初九，不能强出头

。他的心志是坚定而无法动摇的，这就

是潜伏的龙啊！所以可以看到初九也不

容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