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艮卦卦象：《易经》第52卦：艮下艮上 

上九  _____  爻辞：敦艮，吉。 

六五  __ __  爻辞：艮其辅，言有序，

悔亡。 

六四  __ __  爻辞：艮其身，无咎。 

九三  _____  爻辞：艮其限，列其夤，

厉熏心。 

六二  __ __  爻辞：艮其腓，不拯其随

，其心不快。 



初六  __ __  爻辞：艮其趾，无咎；利

永贞。 

艮卦卦辞：艮其背，不获其身；行其庭

，不见其人；无咎。 

艮卦彖辞：艮，止也。时止则止，时行

则行，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艮其

止，止其所也；上下敌应，不相与也；

是以不获其身，行其庭不见其人，无咎

也。 

艮卦大象：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

位。 

  



   在《易经》里面，艮卦代表着人的修

行，通过研究艮卦，人们就可以知道，

在人生的道路上，只有学会止欲而修己

，才不至于误入岐途，招致祸患；只有

懂得动静不失其时，才能既不错失良机

，又能够适可而止。那么，我们究竟需

要怎样去实践自身的修行，才能使人生

顺畅，充实，而无所遗憾呢？艮卦的每

一爻，又给我们带来了怎样的启示呢？ 

   《易经》为什么叫作八卦？因为它有

八个基本卦。在六十四里面，只有八个

卦，是由那八个基本卦，自己跟自己叠

起来的，叫做八纯卦。但是只有艮卦，

它是这八个纯卦里面，它可以无咎。各



位就知道，修行，对人生是多么的重要

。这六个爻，它是根据我们身体的六个

部位，我们要一一来分析，你才知道要

怎么修你自己。先从初六开始，艮其趾

，趾就是脚趾头，一个人想有行动，他

就是脚趾头先动。脚趾头控制得了，止

得了，你就不会动了。脚趾头止不了，

脚趾头一动，小腿也跟着动，大腿一起

走，全身都动了。所以不要看那个脚趾

头，那是非常重要的。艮其趾，无咎，

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你能够及时把你

想动的脚趾头，让它抑止下来，不要动

，那你就没有后遗症。为什么呢？因为

后面的动跟着就停下来了。可是下面有

三个字，那是比较难的，叫做利永贞。



你刚开始是比较容易，可是脚趾头常常

动，常常动，最后你就止不了。这话什

么意思？就是我们刚刚开始要养成坏习

惯的时候，你马上就改会比较容易。改

一次，又来，要改就比较难；改一次又

来，改了又来，那就越来越难。所以利

永贞，就是说，你要止邪，一开始是比

较容易，越来是越难的。你看抽烟，你

第一次改，说改就改了，很有魄力，其

实就是很狠。你那么狠干什么？可是不

狠改不下来。好！狠吧！改下来，三年

又抽了。这一次就比上一次比较不容易

了，你越戒得多次，你就越难戒。这是

每一个吸烟的人，他在戒烟的过程当中

，他可以去体会到。为什么初六艮其趾



，无咎，下面会三个字，叫做利永贞？

小象，艮其趾，未失正也，你在起心动

念的时候，你就马上能够把邪的去掉，

把正的保持住，就表示你还没有违反正

道。人只要没有违反正道，你就保持中

道了。所以我们从初六，应该可以体会

到一件事情，就是人很奇怪，但是说起

来也不奇怪，这话怎么讲呢？就是说人

人都有偏道的倾向，这是与生俱来的，

因为它一阴一阳之谓道，有正就有邪。

邪，我们一下说他邪，也不太好，说他

偏，你走偏了，就是给他一个机会，你

只要修正过来就好了嘛。这是第一爻告

诉我们的。一个人要修，先修你的起心

动念。老实讲，起心动念，你能够抑止



得住，你能够让它由偏而正，由偏而正

，那就好了。所以小孩子为什么，做父

母的经常要讲，你不可以这样，你不可

以那样，因为他自己搞不清楚，他要怎

么办？那只有我们帮助他，那也就是艮

其趾。就是当他小的时候，你管得了他

的时候，你就要帮助他走正道。 

   当一个人起心动念的时候，一定要懂

得祛邪扶正的道理，将好习惯保持下来

，将坏习惯消灭在雏形阶段。否则就会

陷入艮卦六二爻所代表的那种境地。那

么六二这一爻，又给人们哪些警示呢？ 

   六二，艮其腓。腓是什么？腓就是小

腿。六二爻告诉我们，你小腿都动了，



就表示你第一爻，要把那个趾控制住，

是没有功效的。脚趾头控制不了，它一

动，小腿跟着动的时候，就表示已经有

动作了。这个时候你再来制止它，那它

到底是听九三的，还是跟着初六走，这

就有点为难了。因为初六它已经动了，

小腿跟它脱离不了关系。这时候九三又

说，你不能动，不能动，那它呢？实在

讲，很难。因为人毕竟不是机器嘛，就

很难承受上面的指令，所有它就说，不

拯其随。随是什么意思？我随人家也叫

随，人家随我还叫随，我随心叫随，我

随脚趾头还叫随。拯是向上的，我没有

办法去承受九三的指挥。就是心要控制

我，已经控制不了了，所以才其心不快



，自己也感到很不舒服，我不想做，它

还是做了。其实我们常有这种状况，你

戒了烟，那人家给你一支烟，你一定说

不要不要。他说没关系的，饭后一支烟

，快乐似神仙。那你随手一来，一点，

已经开始点了，然后一想不能抽，不能

抽，你放不下来，可是你心里头还是不

愉快的。怎么搞的？戒了半天，一下又

破功了，这就是六二爻。为什么？因为

它体弱，它没有办法能够自主。它本来

是居中的，它本来是当位的，可是在整

个的艮卦里面，它呢？反而是感觉到很

为难。所以同样是接受九三的节制，但

是初六就显得比较轻松愉快，六二就比

较艰难。最主要就是说，习惯以后，你



要改，就比那个刚开始就改，要困难得

多。小象说，不拯其随，未退听也。这

当中省掉了四个了，就是不拯其随，还

要加上其心不快，所以未退听也。但是

，我们有没有必要把它加上去？没有必

要，因为能省就省嘛。大家一看就知道

，你不拯其随，你不能听九三的话，你

会导致什么？导致心不愉快。那九三不

愉快，你又不听它的，是什么道理？因

为你没有办法，你很软弱，你控制不了

自己，所以你只有往下，随着初六去动

了，就这个意思。 

   一个人如要要戒除掉坏习惯，必须要

有明确的目标和坚决的态度，决不能朝



令夕改，反复无常，否则会使自己陷入

更加艰难的境地。因此这个人就需要狠

下心来，下定决心。而艮卦的九三爻，

代表的就是人的内心，而这一爻，又会

告诉我们些什么呢？ 

   九三，它是知其所止，九三的责任，

就是要能够把初六，脚趾头动的时候，

把它停下来，把六二小腿动的时候，也

把它停下来，这是它的职责。所以它说

，艮其限。限就是它呢？正好在下卦跟

上卦的那个界限。列其夤，它实在很痛

苦。为什么呢？我发号施令，人家不一

定听我；可是我不发号施令，我有亏职

责。因此呢？它辛苦得好象那个脊背骨



折肉啊，都好象裂开一样，就是其心不

快到这个地步。所以厉熏心，好象什么

？好象那个火啊，在烤你的心一样。我

们常常讲说，哎呀！心，很焦急，焦虑

，就好象火在烤你的心。小象是怎么说

的？艮其限，因为你在上下交界的地方

，你没有打通，你血脉不通，上下沟通

不良。所以，才会让你的心很焦急，好

象被火在烧烤一样的，那么难过。这个

爻啊，就表示什么？表示你的心，它是

可以控制你的行动。换句话说，就是我

们常讲的，你随时随地，用你的理智来

指导，我们不用控制两个字了，我们用

指导。你的感情，你一有什么情绪，马

上你就会来，做一个适当的安顿，这就



很不容易。那这个的重点就是说，一开

始你就要赶快下手，你不能等它养成习

惯你再来，越来越困难。然后你就会放

弃，说哎呀！既然已经这样了，来也没

有用，随它去吧，那就越来越糟糕，那

时候你再用心也没有用，所以才会告诉

你，危熏心，心很焦急，但是效果不彰

。 

   人们只有随时随地，用自己的理智，

来指导自己的行为，养成良好的习惯，

一有错误马上修正，才不至于偏离正确

的人生轨道。然而当面对外界的诸多诱

惑，人心难免会有所动摇，当处于这种



境况的时候，我们又能从艮卦中，得到

哪些指导呢？ 

    六四是艮其身，无咎，就很简单，你

只能止自己的身。我要戒烟了，大家不

能在我面前抽烟，也不能让我看到香烟

，你做得到吗？谁听你的？你越讲他越

故意给你看，你根本没有办法去控制外

界，你所能控制的，只有你自己。所以

我们老讲修己修己，我们从来没有讲要

修别人。你要用自己的心，来修你自己

的身，然后你能够适应环境，适应到不

受外面的引诱，不受外面的影响。可是

它讲无咎，是有限制的，就是仅仅对你

的身是无咎的，其它还是有咎的。因为



小象就指出来了嘛，艮其身，止诸躬也

。你艮其身， 充其量就是管到你自己

自身，那叫什么？叫独善其身。独善其

身是不够的，因为你迟早还要跟别人互

动，然后受别人的诱惑，然后你又管不

了自己，又走了。这样各位才知道，为

什么像佛教来讲，我举例是佛教啊，你

要出家，那你一定要看艮卦，你要够狠

，你不够狠，你出什么家？你要切断一

切，这谈容易？做一个和尚，你要断爱

，断情，把所有情缘整个切掉。因此呢

？你必须要忍受，那个就是说你愿不愿

意，你狠不狠？你狠，就来，然后穿上

他的制服，从此不回头。够狠了吧？没

有啊，当五个月就当不下去了，我要还



俗了，那你何必当初呢？所以一个人，

我们要记住，它六四没有吉，只有无咎

，是什么道理？因为你管来管去，你只

能够管你自己，你还是受不了别人的诱

惑，那你能禁止所有人，都不要诱惑你

吗？做不到。止诸躬，是什么？表示你

自己可以管着你自己，你还没有办法去

安人。所以在修己这方面，你是无咎的

。可是再走下去，你就很可能有咎。为

什么？你在安人方面，你还是没有做到

。 

    俗话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环

境对人的影响不容小觑，如果一个人身

处恶劣环境，面对着诸多诱惑，却能够



不受影响而独善其身，这自然是一件可

喜的事情。但是只有个人的独善，而没

有众人的大环境的改变，这个人的路，

也不会一直走得顺畅。正所谓“穷则独

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这个人还需

要承担起领导者的角色，号令众人，一

起去改变，那么代表着领导者的六五爻

，又会给人们哪些必要的提醒呢？ 

    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六五。六五，它

是君位，大家都知道，一个人当到帝王

的时候，他是动口不动手，他只要发号

施令就好了，什么事情都是别人去做。

所以六五的爻辞，就写得非常明确，艮

其辅，辅就是嘴巴，你只说不行，因为



用不着你去行嘛，别人要负责去行。言

有序，言有序就是说你讲话很合理，你

不要一会讲这样，一会讲那样，那人家

不知适从，你就糟糕了，那就没有秩序

了嘛。悔亡，你的所有的悔，就会一个

一个消失掉。为什么？因为六它是不当

位，不当位经常是有悔，但是因为你明

白自己的功能，是在嘴巴上。所以你很

严厉的，把你的嘴巴管好，不该讲的话

，一句话都不多讲；该讲的话，讲得很

及时，讲得很得体，人家听得进去，你

就悔亡。所以为什么古代一直到现在，

不断地提醒我们，祸从口出，所有的祸

患，都是从你嘴巴出来的。我们还有一

句话说，宁可多吃饭，千万不要多讲话



。因为多吃饭，了不起消化不良，那还

容易解决。嘴巴不停地说话，你闯多少

祸，你都不知道。所以慎言，讲话谨慎

，一直是我们重视的一种修养。因此小

象特别告诉我们，艮其辅，以中正也。

就是说，你既然是上卦的中位，你就要

记住，合理，合理，这两个字。你非礼

不言，你的行为一定是正的；你开口乱

讲，那人家对你的信任，就开始打折扣

了。甚至于人家对你的向心力，也就降

低，最后吃亏的还是六五自己。 

    作为领导者，只有在适当的时候，说

合理的话，才能保持住自己的威望和号

召力；作为普通人，只有小心说话，避



免祸从口出，才不至于得罪别人，甚至

害人害己。古语道：“君子谨于言，而

慎于行”。一个人自我修炼得好坏，通

过察其言观其行，便可一目了然。而作

为艮卦卦主的上九爻，就堪称君子的典

范。那么这一爻所展现的，究竟是一种

怎样的境界呢？ 

    整个卦最要紧的，其实是上九。因为

它是艮卦的卦主，你只有到上九，你才

可以控制一切，上九是可止一切。为什

么？因为它又高又厚，所以才用敦艮。

敦艮就是有一天，修到这个境界，你能

够不费一点点心，你根本不需要费一点

力，你就能把不该做的事把它停止住。



所以你看，它就出现一个字，叫吉。这

个字你从初六开始看，初六告诉你，无

咎，还是有条件的，要利永贞。六二根

本就是其心不快了。那九三呢？厉熏心

。六四，无咎，也是说你在独善其身这

一部分，你是无咎；安人那一部分，还

是有欠缺的。六五只是悔亡而已，全卦

只有上九有吉这个字。这什么意思？就

是表示你已经随心所欲，你能够修到一

起心动念就是正的，一起心动念就没有

邪的，一切都是正向的，完全没有偏的

。所以小象说，敦艮之吉，以厚终也。

慎始厚终就是艮卦的一个过程，刚开始

起心动念，你马上要能够管得住，让它

走上正道，而又能够坚持，一关一关地



通过。这里面有小腿要动的，有心在那

里挣扎的，还有整个身体受外面引诱的

，还有嘴巴控制不了乱说话的，你一关

一关终于都过去，到了上九，你就知道

检验及格了。你是什么？你是慎始厚终

，所以叫做以厚终也。艮卦，我们从六

个爻看出来，它一共有三个重点，第一

个是行，第二个是动，第三个是时。行

是什么？行就是你的方向。动就是你的

动作。然后时呢？你那个时机对不对。

你看同样一个动作，你时对了就是好的

，时不对了，就是不好的。这个时间到

了，你告诉大家，赶快呀，要去用早餐

了，时还没到，你就在餐厅里面催，怎

么还没做好，要吃早餐了，你搞得大家



想做事都没办法做事，那就不对了。同

样一个动作，你要跟时配搭起来。那个

时一错了，你就要调整，及时做出合理

的动作。这个叫什么？这个就叫做合理

的修行。艮卦，它告诉我们，每一件事

情，都要做到止于至善。可是真正止于

至善的意思，只是那个合理点，你要找

到那个合理点，这不是一下能做的。所

以《易经》就告诉我们，你要修行，可

以，你要循序渐进。这个叫什么卦？叫

渐卦。所以下次，我会来跟各位分享渐

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