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遁卦卦象《易经》第33卦：艮下乾上（

天山遁下） 

上九  _____  爻辞：肥遁，无不利。 

九五  _____  爻辞：嘉遁，贞吉。 

九四  _____  爻辞：好遁，君子吉，小

人否。 

九三  _____  爻辞：系遁，有疾厉；畜

臣妾，吉。 



六二  __ __  爻辞：执之用黄牛之革，

莫之胜说。 

初六  __ __  爻辞：遁尾，厉，勿用有

攸往。 

遁卦卦辞：遁。亨，小利贞。 

遁卦彖辞：遁亨，遁而亨也。刚当位而

应，与时行也。小利贞，浸而长也。遁

之时义大矣哉！ 

遁卦大象：天下有山，遁；君子以远小

人，不恶而严。 

  



   （一） 

    你是否因一时的犹豫，而错过了转型

的最好时机？你是否因眼前的诱惑，而

放弃了未来发展的种种可能？你是否因

即将退出事业的舞台，而变得百感交集

？面对人生中的进退得失，我们究竟该

如何选择？不同的选择又会产生怎样的

结果？透过遁卦六爻，我们又能从中获

得哪些启示呢？ 

    我们现在要从遁卦的六个爻，来看一

看什么叫做遁的道理。初六爻辞：遁尾

，厉，勿用有攸往。尾，在后。遁的时

候你跟在尾巴上，那是有危险的，因为

尾大不掉。所以如果这个行业不行了，



你想要改行，你就发现改得越早的人，

那个时机越好，改得越晚就越吃力。曾

经有一个老板跟我讲，他说：“我就是

坚持做一行，如果要我改行的话，我要

等到同行通通都走了，我最后一个走。

”各位，他这样对不对？其实是对的。

这不是矛盾吗？没有。它首先告诉你遁

尾，厉。你跑在后面，你是很危险的，

但是我后面又发现：勿用有攸往。就是

告诉你，你既然跑到后面，那你跑说不

定跑不掉；你不跑，不跑说不定有转机

。我举个例子好了，以前我们用纸做的

雨伞，那现在还有几个人用纸做的雨伞

呢？那是不是用纸做的雨伞就整个没落

了？没也有。那个守在那里，我这辈子



就是要做这个，现在它变成什么？变成

那个装饰品，变成大家买回去当纪念品

，反而卖得更贵，这就是勿有攸往。 

    初六小象：遁尾之厉，不往，何灾也

？你跑的时候跑到最后面，你的危险在

哪里？就是因为你很容易被抓到，可是

你如果不往，你都干脆不跑，何灾也？

反而没有灾难。你看，古人他在乱世的

时候，没有说全跑的，哪里能全跑？能

跑到哪里去？有的人就隐在市里面，隐

在市等到乱了过后，他又出来了，他消

极吗？没有消极，这个叫做守时待命，

我干脆潜伏在这里，我等待时机会转，



我调整自己，然后，时机一到，我又出

来了。 

    （二） 

    兵法有云：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尤其

是在形势对己十分不利的情况下，及时

抽身，保存实力，才有可能找到胜利的

转机，然而要做到全身而退却并不容易

，那么又会有怎样的阻碍，在等待着我

们呢？《三国演义》中，一时寄人篱下

的刘备，最终又是如何摆脱曹操的掌控

，逃脱虎口的呢？ 

    六二爻辞：执之，用黄牛之革，莫之

胜说。执，绑在一起。六二跟九五绑在

一起。我用什么绑呢？我用黄牛的皮，



来跟你绑在一起。为什么要用黄牛？因

为黄牛的皮它又牢，牢还不算，还要柔

，它很韧，它有弹性，如果没有弹性，

那很快就断掉了。莫之胜说。说，通“

脱”。我现在用黄牛的皮，跟九五绑在

一起，绑得很牢，谁都没有办法把我脱

离掉，因为六二它也知道，就整个来讲

，九五还是很重要的。它又跟九五是阴

阳相应，它当位，九五也当位，如果两

个都走正道，那就算它们结合在一起，

也没有什么不好的，有什么不好的？ 

    六二小象：执用黄牛，固志也。当然

在这里，我们可以解释说，六二它很坚

定地要跟九五在一起，你怎么做我就跟



你怎么做，那六二它也变好了。就是说

你不要把它认定，它永远是小人，你要

给它机会，让他有变成君子的一种可能

，这才是君子的风度。 

    九三爻辞：系遁，有疾厉，畜臣妾，

吉。系，心有系念，放心不下。大家有

没有发现，九三它想逃，想走，可是呢

？心里头又放不下，放不下什么？放不

下说，我好不容易来到这个地位，要我

一下放弃，总是有一点舍不得。为什么

？因为九三跟上九，其实是不相应的。

但是呢？它下面有两个，一个六二，一

个初六，常常奉承它，让它感觉到虽然

该走，但是目前的状况，好象越来越对



我有利，那我何必走呢？我留下来不是

很好吗？就是因为它舍不得，所以它才

有很厉害的危险，有疾厉。 

    我们可以看到三国的时候，刘备跑来

跑去，居然跑到曹操那里去，实际上曹

操对刘备，一方面捧他，一方面还是要

控制他，因为他知道这个人不简单。刘

备他也知道，跟曹操在一起，日子是不

好过的。所以他随时有机会就要跑，可

是他心有所系，系什么？好不容易被汉

献帝认为他是皇叔。那皇叔怎么能说跑

就跑呢？再加上有了这么一层关系，那

更好做事情了，所以他也舍不得跑，他

也知道不跑很能危险，跑呢又舍不得，



那你怎么办？畜臣妾，吉。这个时候，

你要去做一些小小的事情，你不能大张

旗鼓。所以小象它这么说的（九三小象

）：系遁之厉，有疾惫也。畜臣妾，吉

，不可大事也。系遁之厉，有疾惫也。

你心放不下，你又想跑，那种可怕性，

就弄得你心神不宁，好象得了病一样的

。畜臣妾，吉。这个时候，你要去做一

些小小的事情，你不可大事也。什么叫

大事？就是刘备留在那里，就开始晚上

去拜访一些人，准备一起联络起来，要

把曹操干掉，然后要让汉献帝的权力恢

复，那一定有疾厉，那一定非常危险。 

    （三） 



    此时的刘备，虽有灭曹之心，但毕竟

实力不足，为了消除曹操的戒心，刘备

除了种菜，根本不问国事，以致到关羽

、张飞的误解。然而正是因为这一时的

隐忍，刘备才能在煮酒论英雄之时，全

身而退，顺利摆脱曹操的掌控。可见只

要遁得适当，就能有化险为夷，那么如

何才能达到上卦所说的好遁、嘉遁、肥

遁的境界呢？ 

    到了上卦，那你就进入了整个天体了

，就是乾卦。九四爻辞：好遁，君子吉

，小人否。什么叫做好遁？好遁有两个

意思，一个说我喜欢遁，我从此了解到

转型是必要的，而且要及时去转型，所



以我就变成喜欢转型，而不是说喜欢就

这样一成不变去走。另外一种是说，我

舍得把我本来很喜欢的东西，我把它改

变掉，那也叫好遁。那为什么君子吉，

小人否？这个字在这应该念否（fou)。

就是说君子他能够做到好遁，所以他就

吉祥。而小人他做不到，那做不到，他

就不可能吉祥。 

    九四小象：君子好遁，小人否也。就

是说君子他能够舍得，我该转型就转型

，而且他慢慢地，从这次经验以后，他

会习惯于转型，他会喜欢转型，他变成

喜爱转型，那以后他就吉祥了。小人呢

？还是舍不得，这么好的东西，为什么



要转型呢？我就这样做嘛，他就不可能

吉祥。 

    九五爻辞：嘉遁，贞吉。比好还要好

，才叫嘉。当然我们也不能把它叫做尽

善尽美，但是最起码它已经是美了。嘉

遁，就是遁得很漂亮。贞吉，它为什么

会贞？就是因为它知道该退就要退，我

不要恋栈，我要做的事情，既然有人能

够接下去做，我不一定要自己做到底，

这样的话你就很愉快了。其实一个人老

天给我们的安排，你工作要工作，你休

息要休息，你退休你就应该退休，一个

人不可以说我一定要工作到老死，不需

要。你可以培养你的兴趣，活到老学到



老，可以，但是不是说我今天活到老，

我就要工作到老，一定做到死，没有必

要。你看很多人就是看不开，然后你会

把权抓住，这是我自己创的事业，我不

能放就不能放，放给谁我都不放心，那

最后呢？把整个公司都拖垮了，跟他一

起走了，他就不懂什么叫作嘉遁。 

    九五小象：嘉遁，贞吉，以正志也。

正志，就是端正的心志。什么叫很端正

的心志？就是说只要把事情做好，不一

定要我亲自来做，如果不让我做，我还

可以过得很快乐。你看历史上陶渊明田

园之乐，柳宗元山水之乐，他就是什么

？他懂得人生本来就是忧患的，起起落



落不一定是人自己可以控制的。其实人

应该这样想，你可以做的时候，你也不

要推辞你就做，有别人做的时候你也很

乐，反正这些事情只要有人做，不一定

要我来做，我还省省事，还比较愉快一

点，这就叫做嘉遁。真正懂得这个遁的

要领，也能够享受到遁的乐趣。 

    遁卦告诉我们：功成不必在我。只有

保持这样的心态，你才能退得安心。然

而当一个人退休以后，一些后遗症也会

慢慢浮现出来，人走茶凉的情况更是让

人伤感，那么上九爻辞所说的肥遁，又

是怎么的一种情况呢？ 



    如果九五是在位届满退休，他交接得

很顺利，它就很贞吉。上九是退休了一

段时间以后，大家还抓不到他的把柄，

因为肥嘛，所以你怎么抓都抓不到啊，

所以这个肥啊它是很形象的。就是它在

那里摇摇晃晃，谁都想抓他的把柄，因

为抓它把柄就把它暴露出来，他就很难

堪嘛。所以你看你以前怎么样怎么样，

现在你怎么抓，抓不到他的把柄，他当

然很逍遥自在，无不利。 

    上九小象：肥遁，无不利，无所疑也

。无所疑，一方面是人家对你没有怀疑

，一方面我自己心里头，也没有什么顾

虑，“人家用眼睛这样看我，是不是他



们又抓到什么把柄了？”不会的。四的

好不如五的嘉，五的嘉不如上的肥，其

实你如果把这个卦，跟我们现况来对照

，你应该可以悟出很多道理。假定说我

们把六二稳住了，慢慢把初六也改变了

，那整个还是相当有未来性，你何必一

下就跑光光？可是高层的人，他因为毕

竟年纪大了，所以你要知道，上台容易

下台难。上台是靠机会的，你看现在六

二也好，初六也好，只要有人提拔，你

马上就上去了。可是下台要靠智慧了。

你看很多人当了总经理以后，下不了台

了，不是被关去坐牢，就是被人家一枪

他就没命了，你就算跑到国外，也会被



引渡回来。像这种情况我们在遁卦里面

，应该可以悟出很多道理来。 

    一个人到了职位高的时候，你就要开

始安排退路，你就会好遁、嘉遁、肥遁

。你恋栈，恋栈到最后，你就会感觉到

，不是下边逼你，就是外面给你很大的

压力，要不然就是自己筋疲力竭，它主

要是在讲这个。下面的人要慢慢地来，

不管你懂不懂事，你总要走上正道，上

面的人要知道，我要有退的准备，然后

我们整个的遁道，就会全身而退，这是

非常不容易的事情。我们看完这个以后

，我们要记住三点，第一点，就是说不

管你遭遇到什么的变化，你那个浩然之



气一定要去培养，下台也要全身而退，

上台也要上得受人欢迎。第二个，人有

进有退，有进有退是常态。我今天有升

官的机会我也不要太高兴，因为升得早

不见得爬得高，那我好好珍惜，好好做

，如果人家升得比我快，我也不气妥，

因为什么？因为人生是长期的竞赛，也

不是跑百米，何必计较一时呢？第三个

，就算所有的人都长进了，我就变成退

了，那我也心安理得。为什么？我尽了

力了。 

    （四） 

    面对人生的进退，得失，我们往往缺

乏长远的眼光和豁达的胸襟。不以物喜



，不以己悲的思想境界，又有几人能够

达到呢？在人满为患，竞争激烈的今天

，很多人开始向往远离尘嚣，隐退山林

的悠闲生活。然而，隐的真正含义是什

么呢？古人云：“小隐隐于野，大隐隐

于市。”那么对于现代人来说，哪一种

隐才最切合实际呢？ 

    我们不要一想到遁，就想到退隐山林

，一句话，你到山里面去干什么？就是

要修心养性，因为你在下面跟人家整天

斗，或者是弄得大家不愉快，谁看到你

都怕，或者你看到谁都讨厌了，那你只

好退隐山林，好好修养自己，试着跟树

木去沟通，试着跟自然去协调，然后这



时候你还是要下来，你下来干嘛？还是

要跟人群相处，所以真正的遁并不是逃

避，因为你无从逃避。尤其现在你看，

人那么多，你跑到山上还是有人，你跑

到海角还是有人，你跑到哪里都有人，

所以真正的修行是在人群当中，不是躲

到山里面去。就算你在山里头修得很好

的，你也要回归人群，所以我们有一句

话叫做：大隐隐于市。是在人群当中懂

得进退，而不是那么明显地说，进就进

到大家都怕你，退就退到自己很寂寞，

那是不懂得什么叫做遁卦。 

    我们要了解人是有感情的，感情是会

变化的，你彼此要沟通，彼此要了解，



可是这样子也没有办法保证，你的未来

一定是很平顺的，因为还有很多外面的

会干预到你，还有很多里面的会产生变

化，所以在恒卦之后出现一个遁卦，就

是在提醒我们，时时有变化，你要及时

做好阶段性的合理调整。及时，那个时

很重要，太慢了，很累；走到太前面的

，人家还看不懂，也很难配合。做好什

么？阶段性。因为它随时有一个阶段性

的改变，调整一定要合理，所以我们在

调整之前加上合理，随时准备好，做出

这个时候合理的调整，人家看不懂，你

要去沟通，人家不能配合，你要去带动

，用整体的同心协力，来把遁道走好。

这个靠什么？靠你始终不变的浩然正气



，所以遁卦之后，把它倒过来，就变成

大壮卦。大壮是什么？就是有一股浩然

之气在支撑，你才能大壮。你遁得好，

就是你调整得好，你就有大壮的迹象，

不会让你白花力气，所以我们下一次，

接着就要讲大壮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