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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簡介

‧紀明哲

現職：
‧善元齋易學堂教室 講師
‧台灣區機器工業同業公會

理事兼彰化地區服務處主任委員
‧中華民國精密機械發展協會 顧問
‧台灣鍛造協會 理事長
‧金豐機器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顧問

聯絡電話：0937-237781
E-mail：bobbie.chi@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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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綱

壹、何謂易經？

貳、易經與生活的關係？

參、簡介易經

肆、結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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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何謂易經？

‧易經是由伏羲氏、周文王、周公及孔子等四位
聖人共同完成的一部書，也稱為周易，而孔子
是集大成者。

‧其詳細內容包括如下：
一、伏羲八卦方位之圖
二、伏羲六十四卦圓圖
三、文王八卦方位之圖
四、文王繫卦下之辭，曰彖辭或卦辭
五、文王序六十四卦
六、周公繫爻辭
七、孔子作十翼

4



壹、何謂易經？

一、伏羲八卦方位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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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何謂易經？

二、伏羲六十四卦圓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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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何謂易經？

三、文王八卦方位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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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何謂易經？

四、文王繫卦下之辭，曰彖辭或卦辭。

例如：「乾為天」卦，簡稱乾

乾上

乾下

乾：元亨，利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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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何謂易經？

五、文王序六十四卦

上經
1乾 2坤 3屯 4蒙 5需 6訟 7師 8比 9小畜 10履 11泰 12否
13同人 14大有 15謙 16豫 17隨 18蠱 19臨 20觀 21噬嗑
22賁 23剝 24復 25无妄 26大畜 27頤 28大過 29坎 30離

下經
31咸 32恆 33遯 34大壯 35晉 36明夷 37家人 38睽 39蹇
40解 41損 42益 43夬 44姤 45萃 46升 47困 48井 49革
50鼎 51震 52艮 53漸 54歸妹 55豐 56旅 57巽 58兌 59渙
60節 61中孚 62小過 63既濟 64未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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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何謂易經？

六、周公繫爻辭

例如：「乾為天」卦

上九：亢龍有悔。用九，見群龍，无首，吉。
九五：飛龍在天，利見大人。
九四：或躍在淵，无咎。
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若厲，无咎。
九二：見龍在田，利見大人。
初九：潛龍勿用。

上九
九五
九四

九三
九二
初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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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何謂易經？

七、孔子作十翼

第一翼 乾坤二卦之彖曰
第二翼 餘六十二卦之彖曰
第三翼 六十四卦之象曰，稱為大象
第四翼 三百八十四爻之象曰，稱為小象
第五翼 文言曰，補充說明乾坤二卦
第六翼 繫辭上傳，共12章
第七翼 繫辭下傳，共12章
第八翼 說卦傳，共11章
第九翼 序卦傳，共上下兩篇
第十翼 雜卦傳，共249個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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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易經與生活的關係？

一、易為君子謀

二、易有何用

三、瞭解命運

四、求神問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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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易經與生活的關係？

一、易為君子謀

1.乾卦象曰：

「天行健，君子以自強不息。」

2.乾卦九五爻，文言曰：

「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何其明，與

四時合其序，與鬼神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
違，

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于人乎？況於

鬼神乎？」 13



貳、易經與生活的關係？

一、易為君子謀

3.乾卦上九爻，文言曰：

「亢之為言也，知進而不知退，知存而不知亡，知
得而不知喪。其唯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不失
其正者，其唯聖人乎！」

4.坤卦象曰：

「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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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易經與生活的關係？

一、易為君子謀

5.坤卦初六爻，文言曰：

「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不善之家，必有餘
殃。

臣弒其君，子弒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

由來者漸矣，由辯之不早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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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易經與生活的關係？

二、易有何用？

繫辭上傳 第十一章

子曰：「夫易，何為者也？夫易，開物成務，

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是故，聖人以

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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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易經與生活的關係？

三、瞭解命運！
‧大撓作甲子，迄今(2010年)為4647年。
‧四柱與值卦，是命運的影響因子(天)
例：民國99年農曆10月12日申時

‧堪輿風水，亦是命運的影響因子(地)
‧主宰命運是自我的智慧(人)

丙 辛 丁 庚
申 未 亥 寅

坎 革 姤 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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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易經與生活的關係？

四、求神問卜！

心誠則靈，預知吉凶

占卜法 ─ 米卦

學習易經的智慧 ─ 占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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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簡介易經

一、一陰一陽之謂道(繫辭上傳)

陽，剛，動，實，大，明，高，尊

貴，正，直，前，右，…

陰，柔，靜，虛，小，暗，低，卑

賤，邪，曲，後，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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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簡介易經

二、易有太極是生兩儀，

兩儀生四象，

四象生八卦，

八卦定吉凶，

吉凶生大業。

(繫辭上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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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簡介易經

三、八卦名之由來

1. 全部動，為天體。乾為天，為父。

2. 全部靜，為大地。坤為地，為母。

3. 底部動，上大部靜，為雷。古人以為雷從地

起也。震為雷，初陽，故為長男。

4. 底部靜，上大部動，為風，示風暴之

狀。巽為風，初陰，故為長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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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簡介易經

三、八卦名之由來

5. 中動邊靜為川，為水。坎為水，次爻陽，

故為中男。

6. 中靜邊動為火，離為火，中爻陰，故為中
女。

7. 頂部動，下大部靜，為山。艮為山，終爻

陽，故為少男。

8. 頂部靜，下大部動，為雨。雨之下降，似上

有物懸之而洩也。兌為澤，終爻陰，故為少

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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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簡介易經

四、八卦之性情
1. 乾，健也。

‧純粹陽剛，不陰柔，不虛偽，能折不曲。
不計利害，不顧親疏，依天理就事論事。
過剛易折為缺點。

‧乾之環境：為團體領導者之環境。
2.      坤，順也。

‧純粹陰柔，不敢居人之先，不敢領導他人。
願接受他人之領導，時時刻刻皆知服從，
柔順且服從。

‧有意運用柔順之手段，則近乎邪惡。
‧坤之環境：為接受他者領導之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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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簡介易經

四、八卦之性情
3. 震，動也。

‧陽剛者，處於陰爻壓迫之下，必將反抗，表
示不再接受壓迫之意。故震者震動也，反抗
也。

‧震之環境：為一可以行己志之環境，不必按
照他人意志而行動。

4. 巽，入也。
‧一陰柔之人，處於二陽剛者壓迫之下，無法

反抗，亦無能力反抗，謂之順伏。
‧巽之環境：為任人擺布，無不服從之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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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簡介易經

四、八卦之性情
5. 坎，陷也。

‧一陽爻，被二陰爻所困，希望以智慧聰明，
克服困難者也。故為有智慧，有聰明。

‧坎之環境：為陷於困難之環境。

6. 離，麗也。
‧一陰柔之人，處於二陽剛者之間，若有所偏

則遭另一陽剛之所忌，故必須光明正大，不
親近上爻，亦不疏遠下爻。故離者，光明正
大也。

‧離之環境：為光明正大之環境，雖無實權，
亦能受到他人尊崇之環境。 25



四、八卦之性情
7. 艮，止也。

‧一陽剛之人，領導二陰柔之人。一有能力者，領導二無
能力者，此合乎自然之理。皆能相安無事，皆能暫時停
止，故為停止也。

‧艮之環境：為停止行動之環境，為無所事事之環境。

8. 兌，說也。
‧一陰柔之人，處於二陽剛者之上，一無能力者，領導二
有能力者，不敢對任何一爻施用壓力，皆湏使用和悅之
態度。故兌者和悅也。

‧兌之環境：為和悅之環境，以柔順取悅於人之環境。

參、簡介易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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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簡介易經

五、六十四卦之形成

六十四卦為八卦之重卦，故為六畫卦。

每卦含兩個三畫卦，
下面之三畫卦，稱為內卦，
上面之三畫卦，稱為外卦。

內卦表示此卦之自我本質，
外卦表示此卦之外部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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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簡介易經

六、卦例說明

乾：元亨利貞。

1.卦辭
表示：內在的本質是乾，是剛健中正，不陰柔，不

邪惡之英明者。所處的客觀環境是乾，是領
導者之環境。
亦即以最善之人，居於最高之地位，此誠世
間不可多得之際遇。其吉可想而知。故曰大
亨。但宜守正，故戒以利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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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簡介易經

六、卦例說明

乾：元亨利貞。

2.爻辭：表示時間與位置
上九：亢龍有悔。用九，見群龍，无首，吉。
九五：飛龍在天，利見大人。
九四：或躍在淵，无咎。
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若厲，无咎。
九二：見龍在田，利見大人。
初九：潛龍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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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論

一、有效率的生命成長──智慧的增長。
二、藉用易經的智慧，做為生活之指導。

子曰：「君子所居而安者，易之序也。所樂而
玩者，爻之辭也。是故君子居則觀其
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
是以自天祐之，吉無不利。」

三、趨吉避凶之道：守吝而無悔
吉→凶→悔→吝

四、易經的好書介紹：
來註易經圖解，明來知德註，武陵出版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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