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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卦卦象：《易经》第53卦：艮下巽上

, 风山渐 

上九  _____  爻辞：鸿渐于陆，其羽可

用为仪，吉。 

九五  _____  爻辞：鸿渐于陵，妇三岁不

孕，终莫之胜，吉。 

六四  __  __  爻辞：鸿渐于木，或得其

桷，无咎。 



九三  _____  爻辞：鸿渐于陆，夫征不

复，妇孕不育，凶

。利御寇。 

六二  __  __  爻辞：鸿渐于磐，饮食衎

衎，吉。 

初六  __  __  爻辞：鸿渐于干，小子厉

，有言，无咎。 

渐卦卦辞：渐。女归，吉。利贞。 

渐卦彖辞：渐之进也，女归吉也。进得

位，往有功也；进以正，可以正邦也。

其位，刚得中也。止而巽，动不穷也。 

渐卦大象：山上有木，渐；君子以居贤

德善俗。 



    俗话说：“女怕嫁错郎，男怕入错行”

。而《易经》中恰恰有这么一个指导我

们，嫁对郎，入对行的卦象渐卦。那么

渐卦真的能让我们的婚姻、事业双丰收

吗？它究竟包含了哪些神妙玄机呢？ 

   我们经常会讲一句话，叫做按部就班

，循序渐进。而且做事情，一开始很顺

利的时候，我们就会感觉到太好了，渐

入佳境。可见这个“渐”，就是慢慢慢慢

，按照次序不求急。当然，也不会故意

去慢。渐卦要告诉我们的是，渐渐发展

，渐渐进步的道理，叫做渐进之道。《

杂卦传》它是这么写的，渐女归待男行

也。它说渐卦是用妇女要出嫁，妇女要



有所归宿，这件事情作比喻。那要怎么

样呢？要等待男方主动提出来，求婚，

送聘礼，你才可以答应。可是渐卦呢？

它跟婚姻本身的，它只是透过婚姻来举

例告诉我们，做任何事情不要求快，不

要不顾程序，不顾过程，像现在那样的

都是什么来电啊，然后闪电结婚，还搞

出很多不合乎渐道的一些花样。因此，

卦辞所讲的，渐，女归吉，利贞。意思

就是说，你如果按照渐卦去走，那你嫁

女儿，没有不求吉利的。那嫁女儿没有

不求吉利的，你要慢慢来，你就要按照

这个程序，不要乱，那我们可以这样讲

。女人以外为归，因为女人她要出嫁。

嫁到什么地方去？嫁到一个跟你姓氏不



同的家庭里去。这个时候你一定要记住

，一步一步地发展，不要急，两个家庭

先了解一下，彼此互动互动，看看是不

是情投意合，然后看看两家的背景，有

没有什么应该调和的地方，最好再找人

家做媒，两边了解一下，然后按照这个

婚姻的程序，这个就叫渐之道。那如果

是男的话呢？就是男士你走上正途，你

没有不要求步步高升的，那如果你有这

样的理想，有这样的要求，而你又走上

真正渐道的话，那一定是大吉大利的。 

    在婚姻上要遵循渐的原则，按部就班

慢慢来，一步步的发展，才会获得好的

结果。但是在工作上，如果也慢慢来，



会不会被认为是不求上进呢？那么我们

究竟应该怎么做，才能够实现渐卦所说

的，事业上的大吉大利呢？ 

    我们接着就可以看彖辞，渐之进也，

女归吉也。女归吉也的意思就是说，你

渐渐地去发展，你循着渐道，你才有女

归的那种吉祥。进得位，往有功也。进

在这里可以从男生，他求学，他参加考

试，他去求职，然后好不容易，得到一

个工作机会，我们就把它叫做晋升，说

你现在总算进去这个行业了，那就叫进

。得位，就得到一个职位。其实进不一

定有位，刚开始进就叫做新进人员，新

这一段时间，确立你的位了，那时候才



叫得位。像这个呢？也是先进后得位。

然后往有功也，你有机会你进入了，你

得到合适的位置了，你有表现了，你才

可以有功劳，然后你才可以，一路往上

去，步步高升。那我们现在就可以看到

，进以正。就说不管你要哪个工作行业

，你要求一个工作机会，你必须要光明

正大。什么叫光明正大？就是我不走后

门，我不到处去请托，利用关系，要考

试我就来考试，你要什么资格，我就把

我资格送给你，让你审定。而我本身呢

？我是想进来好好工作，不是说在这里

混一混，我看有更好的马上跑，那都是

不正的。你要不要跟一个男孩子结婚，

你也是进；你要不要找一个女孩子作你



追求对象，那还是进。进，就是你有往

前推动的那股力量，有往前发展的那种

行为态度，你就必须要注意正，正当，

高尚，看得远。进以正，这种精神，这

种心态，可以正邦也。你不管做什么事

情，你只要这么一股往上走，当然不要

讲得那么说是什么正气，就是说我目标

正确，我不偏不倚，我一步一步往前走

，到最后这种精神，是可以用来治国的

。这样各位才知道为什么，中国人一讲

修身，马上接着齐家，然后就是治国了

， 就是这个道理。其位刚，得中也，

止而巽，动不穷也。止，就是凡事适可

而止，它就不会带来危险，你出仕为官

，你最后是什么？记住一句话，不要空



投，空降部队，一来就当高官，一来就

怎么样，好象你的出身就比别人高，了

不起，其实这是没有利的。因为你下面

的那种实际经验都没有，你一上去根本

不知道下面是干什么的，那你所发的命

令下面都觉得好笑。因此有一句话，叫

做宰相必起于州部。就是说你从基层可

以快一点，但是你有个历练，你有实际

的状况都了解了，你再快速地往上去升

，这是渐卦给我们的一种启发，你就要

充分了解到，这个渐卦的道理。你做任

何事情，你把目标搞正确了，方向搞明

白了， 你自己心思端正了，你的态度

很良好，然后你就这样顺顺地走，你很



自然会有发展的机会，很自然的就越来

越通，那就是渐的好处。 

    只要目标正确心态端正，并且一步一

步地往前推进，我们的事业自然会越来

越顺。但是我们自我要求固然简单，如

果一个集体甚至一个国家，要共同达成

一个目标，我们又该怎样去要求别人？

让正能量也影响到其他人呢？ 

    我们可以看到大象，山上有木，渐。

山上有木是因为什么？因为下卦是山，

上卦是木，但是它跟木的成长没有关系

，它跟山也没有关系，它并不是在讲山

跟木的关系。它只是告诉我们，你远远

地看到有一座山，山上有很多树木，你



也看不清楚，因为太远了，所以你看它

一层一层。那一层又一层就是什么？就

是按部就班，循序渐进，逐级而上。山

势虽然很高，可是它不是凭空来的，它

也是这么累积累积起来了。当然了，我

们现在知道了，山很可能以前是在水里

面，甚至在深海里面，地层的变动，把

它整个推，往上走，就是它一步一步推

出来的。我们君子看到这个样了，就应

该有一个觉悟。觉悟什么？君子以居贤

德，善俗。就是说，我们要养贤德，要

移风易俗，使得我们在的这个地方，能

够使它的风俗习惯越来越端正，越合乎

人性而且越善良。我们怎么才能做到这

样？有权势吗？不行。采取法律途径吗



？好象也不太好。所以最好的办法，就

是用教化的方式。那教化还得了？那谁

来做？其实《易经》告诉我们，人人都

可以做。因为我们不是用威势，不是用

法律，也不是用这些少数人才能做到的

事情，我们只是发挥一种现代叫做的参

考权。参考权就说我好好做，大家都看

到了，那你要不要跟我一样，我尊重你

的选择，这不很好吗？我们每一个人用

很知足，用很谦卑的态度，来对待我们

周遭所有的人，那周遭的人跟你互动了

以后，他会有一些感应，他说这个人比

我年轻，怎么他比我懂事呢？你就影响

了比你年长的人；这个人才大我没有几

岁，他就这么稳重，这么成熟呢？然后



你就影响到比你小的人，这个就是我们

今天常讲的，移风易俗。因为所有的事

情，刚开始都是很好的，慢慢慢慢大家

会发生什么呢？偏差，误解，扭曲，就

搞得越来越乱了，你就要好好想一想，

我们是不是有些事情，没有按部就班，

要不要及时把它调整过来。所以渐卦是

我们每个人都需要的，尤其我们对老子

有一句话，我们印象非法深刻，叫做什

么？叫做上善若水。其实渐它的意思，

就是上善若水。渐就是那个水的进渐，

它是由浅到深，那水的那种水面的扩张

呢？它是由近然后慢慢向远方推出去，

水是绝对是按部就班的，水是一定循序

渐进的。没有那个当中断了，然后两边



接不起来，或者源头没有了，下面突然

间有很多，那一种你就要值得去追究它

的原因。不然后话，那个祸患出来的时

候你就来不及了。因为它不正常。所以

我们从渐卦可以了解到，象它是一种现

象，现象是给我们做参考用的，我们所

要的是现象背后的那个道理。那个呢？

我们可以把它叫做本体，可以叫做本质

，也可以叫做道理，我们从渐卦在这方

面，应该特别有感受。 

    虽然渐卦一再提醒我们，要按部就班

循序渐进，但是就算我们有意识地去按

部就班，一旦实际行动就难免会出现差



池。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该怎样调

整，才能获得好的结果呢？ 

   渐卦是从哪里来？你从卦序上看，它

是从艮卦来。可是你从这个卦的形象上

面看，它非常像否卦。你看否卦，上卦

是三个阳，下卦是三个阴。而渐卦呢？

只不过是否的第三爻跟第四爻互动了一

下，它就变渐卦了，那这又给我们一个

新的途径去了解一个卦。就说否，为什

么否？因为上下不相交，上下不交流无

法沟通。但是现在呢？已经开始在沟通

了，要沟通当然从上下卦最接近的地方

，那就是三爻跟四爻了。否卦的第三爻

跟第四爻稍微对调一下，就是上面跟下



面开始有互动，开始能沟通，这是渐的

开始，然后渐渐地扩大沟通的层面，渐

渐地扩大商量的事情，然后到了充分沟

通的时候，那就变泰卦了。这个是我们

每个人，都可以做的事情。同时我们看

到上九爻不当位，初六爻不当位，二三

四五四个爻全都当位，就是告诉我们，

就算你心里头有自然孕育，按部就班，

循序渐进的这种准备，可是当你在实际

的行为上面，你也很难说一开始你就当

位，很难。各位可以看到，如果初六爻

，变初九爻，当位；上九爻变上六爻，

当位，整个卦就变成既济卦了，一出手

就对，最后慎始善终，可是那种几率并

不是很高的。因此渐卦就提醒我们，虽



然你已经意识到了，要一步一步来，但

是你往往由于很多因素，你一出手就错

了，你第一次的工作机会就不对了。好

！就算你赶快调出来，从第二爻开始，

我刚进来我不懂事，我冒犯了人家，我

做了很多可笑的事情，但是我很快调整

过来，而且一步一步都很谨慎，你到了

最后也很可能得意忘形，一下子又给它

搞得乱七八糟。所以你从这个卦的爻变

，你应该可以体会到很多道理。然后你

就知道，我不能要求说，整个卦变的，

一切所有好处都集中到我身上了，不可

以。我连这个都要按部就班去走，连走

渐卦你都要按部就班去走。刚开始谨慎

一点，然后人家原谅你的错误，包涵你



的缺失，还是给你位置，你就一步一步

的谨谨慎慎的。往有功也，到了最后，

那你就要特别小心，九五之后那一关，

经常都是很难过的。我们用现在话来讲

，就说你任期届满以后，你怎么办？你

到底是走阳爻？还是走阴爻？因此呢？

我们就要从六个爻的这个变化，来全盘

了解。但是在没有做这个工作以前，我

们特别特别要提醒，它六个爻通通用鸿

雁来举例。你看那个鸿雁啊，它是有时

迁性的，什么时候往南飞，什么时候往

北飞，完全配合天时，它飞的时候它有

一定的次序，好象一字形的，很壮观，

很有条理，一点不乱，而且最要紧的，

它不再偶，它的配偶去世了，它就永远



保持单身。这都在提醒我们，你做事情

不但要有条理，要有次序，你要耐得住

，而且当你碰到缺陷的时候，你自己要

知命，这里面含着很多宝贵的教训跟经

验。 

    渐卦虽然一直要求我们， 要按部就

班，循序渐进，但是要想取得最终的成

功，还必须具备另外一个至关重要的因

素，那么这个因素是什么呢？    

    作为一个女性，你一定要找到合适的

对象；作为一个男人，你一定要有办法

负起整个家庭的生活责任，这是我们以

前这么界定的。现在你可以交换，我们

没有意见。你说我是男的，我找一个对



象，她有能力她可以负担家计，我依附

在她身上也可以啊。但问题就说你们两

个谈好了没有？愿不愿意按照共同的理

想循序渐进，一直走下去，还是互相利

用一段时间，那就不叫鸿雁了。所以讲

到这里，我们要开始看六个爻之前，我

们要有总的一个思维，不管做任何事情

，你要有固定的目标，如果碰到有障碍

的时候，我可以拐弯，我可以走之字形

，没有关系，但是我迟早要走回正道，

我的目标在那里，我现在歪的斜的是为

了方便，为了安全，为了更有利，我采

取这种迂回的战术，但是我最后终于要

走到我既定的目标，目标不变，生活的

法则不变，方式可以变，方法有时候也



可以调整，但是你一定要从头到尾，坚

持你对这件事情的忠贞不二，这个就是

我们人之所以为人的一个基本条件。有

了这样的一个概念，我们就可以放心来

看它这六个爻，它怎么做出这种合理的

调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