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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5卦：火地晋 

晋卦卦象《易经》第35卦：坤下离上（

火地晋下） 

上九  _____  爻辞：晋其角。维用伐邑

，厉，吉，无咎，

贞吝。 

六五  __ __  爻辞：悔亡，失得勿恤。

往，吉，无不利。 

九四  _____  爻辞：晋如鼫鼠，贞厉。 

六三  __ __  爻辞：众允，悔亡。 



六二  __ __  爻辞：晋如愁如，贞吉。

受兹介福，于其王

母。 

初六  __ __  爻辞：晋如摧如，贞吉。

罔孚，裕，无咎。 

晋卦卦辞：晋。康侯用锡马蕃庶，昼日

三接。 

晋卦彖辞：晋，进也。明出地上，顺而

丽乎大明，柔进而上行，是以康候用锡

马蕃庶，昼日三接也。 

晋卦大象：明出地上，晋；君子以自昭

明德。 

  



    （一） 

    当人生到达高度时，往往会应了盛极

而衰的道理，而逐渐走下坡路，然而具

有良好修养的人，却能够持续维持良好

的人生局面。《易经》中的晋卦正是在

告诉我们，如何延长人生的高峰的时间

，那就要自昭明德，力求精进，然而要

使人生获得持续性的精进，也并非易事

，还需要从晋卦六个爻的细节出发，那

么晋卦的六个爻各自都代表着什么呢？

我们又应该怎样弄懂其中的道理，去了

解自身，完善素养呢？ 

    晋卦是一个开明的时代，所有有志气

，有理想，有抱负，有能力的人，都应



该求上进。但是，要怎么样才能够有好

的成果呢？你就要把六个爻，仔细地看

一看。这六个爻里面，我们可以把它分

成两大部分，从初六到九四，这四个爻

你可以看作人一步一步求上进的过程，

它是有些变化，有些不同。而六五爻跟

上九爻呢？你可以把它看作领导他怎么

样用人，他的气度如何。 

    从初六爻看起，初六，它不当位，你

在晋的时代，你一开始就应该很积极，

很奋发，很努力，比较刚健。可是现在

是阴爻，阴爻也没有错，因为在这种好

的时代，你一定要顺着走，所以它才会

用阴爻来摆在晋卦的开始。你不要太强



硬，不要说非你莫属，你还是用退让的

方式来求进，应该是比较合适的。所以

爻辞这么写的（初六爻辞）：晋如，摧

如，贞吉。罔孚，裕无咎。晋如，推如

就是受到挫折。为什么晋的时代还会受

到挫折呢？因为初六上面有六二、六三

，它们都给你挡住了嘛。你刚出道，这

个行业是你初创，初创也有初创的困难

，前无古人，那你一切都要摸索。如果

这个行当已经很多人了，那前面人都摆

在那里了，你一定是受他们的排挤，那

怎么办？贞吉，就是你都要把它看成是

好事。为什么？因为初六跟九四是相应

的，那相应你九四应该来帮忙我啊，你

看我这么个大有为的青年，你又赏识我



，你怎么不提拔我呢？因为时机没有到

，他不方便出手。再加上这个九四，他

人品不是很好，他要么要收你红包，要

么要看看你的背景怎么样，他有很多的

盘算，那你怎么办呢？你就要告诉自己

，我是还没有得到人家的信任，因为刚

出来嘛，人家对我不了解，那我要怎么

办呢？我就要裕无咎。裕，就是自己给

自己宽裕一点，自己给自己缓慢一点，

心宽了，路就广了，你就无咎了。 

    小象（初六小象）：晋如，摧如，独

行正也；裕无咎，未受命也。摧，就是

有点摧残的味道，就是挫折的意思，因

为哪一行都是阻碍重重，哪一行都有比



你先出道的人，那你怎么办呢？你要独

行正也。独：专。专是什么意思？就是

我心安理得，这既然是我的专长，我当

初要走这条路，那我就是这样走下去，

不要东张西望，然后你就自己不会急，

然后你就会谅解别人，你就会宽以待人

，然后回过头来再检讨，我是不是去面

试的时候，有什么地方不对？是不是我

写的那个求职书上面，写得不妥当？然

后你慢慢去把它调整，你这一关就过了

。 

    （二） 

   晋卦的初六爻告诉我们，在人生发展

的初期，要有乐观的心态，放宽心胸，



专注于正道，并发挥自己的专长，长久

以后，自然就会有人关注，自己的人生

之路也会越走越宽。可是当人生之路困

难重重，并无人相助时，六二爻又告诉

我们怎样做呢？ 

   六二爻辞：晋如，愁如，贞吉。受兹

介福，于其王母。你一直感觉到怎么有

人在阻碍？怎么有人在打击我？经过一

段的挫折，你还是找不到工作的时候，

你的心情就开始愁起来了，“糟糕啊！

是不是整个行业真的不见了？是不是我

学的技术从此不再有人要了？”你会愁

。那你为什么会贞吉呢？就是说如果你

心境调整得好的话，你会宽以待人，然



后回过头来，严以了解自己，改善自己

，那就是晋卦的主要的，叫做自昭明德

，你就整个心情就宽松起来了。受兹介

福，于其王母。受兹：受到这样。介：

大。介福：这么大的福分。就是因为你

得到王母的帮助，你受到这么大的福气

。王母是谁？六五就是王母，所以在整

个晋的时代，重心就是在六五，六五给

大家无限的信心，带来很好很大的光明

，大家都感觉到我受兹介福，你从卦象

可以看出来，上面是太阳，太阳主要靠

什么？就靠当中那个六五爻，因为它是

火，火是要东西给它烧，那就是六五被

它烧才会产生光，才会产生热，所以整

个上离的卦，它的重点就在六五爻，而



整个晋卦，它的主要精神也就在六五爻

，只要六五爻在，你就不用愁，本来会

愁的，现在也不愁了，因为看看，太阳

还在那里，没有那么快会晚上，我还有

宽裕的时间，我还有救，那就好了。 

    六二小象：受兹介福，以中正也。因

为什么？因为你阴居阴位，你有远虑，

你会看到六五就说表示，你眼光还蛮远

的，因为考虑得比较长远，“我不会长

期被埋没的，不会的。”在晋的时代，

好人不会长期被埋没，就是六二爻给我

们最好的启示。 

    （三） 



    当人生陷入困阻时，即使无人相助，

也要有信心，把眼光放长远，因为只要

自昭明德，自我完善，就一定会有出头

之日。然而六三爻却又反映了另一种人

生处境，那么六三爻的处境又如何？在

这种处境下，我们又需要怎样做，才能

使事情得到良性的发展呢？ 

    六三爻辞：众允，悔亡。先看悔亡。

因为它是阴爻，结果你是阴居阳位，阴

居阳位多半都是有悔的，只要它心一狠

，就带领初六、六二，这一群阴爻，倒

行逆施，“我管你的。”在这种大好的时

光，这种开明的时代，你只能顺着走，

你不能逆着走，不管你是领导者还是被



领导者，只要你在这种时代，你顺着走

都是有利的，你逆着走都是倒霉的。允

：就是你的志向，你的行为。从允：就

是众人很服你，大家愿意追随你走正道

，让你变成一个最好的人才。 

    六三小象：众允之，志行上也。众允

之，那它为什么会众引呢？因为志上行

也。我想在这个晋卦里面，这句话是很

重要的，就是说，初六，六二，六三一

直到九四，你一定要顺着六五，因为这

是个开明的时代，你还逆它，那不是自

找倒霉吗？你顺着它，你顺着它你就有

福；你逆着它，你就会后悔。你看六三

后面跟班的很多，他不会去利用它们，



但是有很多人自己找不到工作，就利用

别人出来抗议，然后出来讲一些杂七杂

八的话，他想他躲在里面大概没有人知

道，没有那回事，都会把你揪出来的，

所以六三唯一的办法就是志上行也。就

是说我向上去依附，我要附着在六五，

然后我的行动就会得到大家的呼应，那

我自己本来有后悔的，现在也消除掉了

，没有了，你会走晋道。 

    （四） 

    尽管处于六三爻位置的人，可能会有

困阻，但是只要走正道，顺从事物发展

的规律，同样会避凶趋吉，然而晋卦的

九四爻却又反映了另外一种人，身居高



位却学艺不精，并且野心勃勃，那么这

种人，又该如何调整自己，才能避免惨

遭厄运呢？ 

    九四就开始进入了上离，九四爻辞：

晋如鼫鼠，贞厉。鼫鼠，这种老鼠，它

什么都要，但是它什么都不精，就好象

我们讲一个人说，样样都会，但是件件

都稀松，没有一样是精的，像这种人蛮

多的。九四它柔弱，因为它是柔位，它

是阴位，可是你又装得很刚强，你要去

做那种挑重担的行为，这就好象你是鼫

鼠一样的，贪恋权势，嫉妒贤才，贪得

无厌，这种人，贞厉。贞厉的意思就是



说你要改变，你如果不改变，你是很危

险的。 

    九四小象：鼫鼠贞厉，位不当也。位

不当也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初六，六二

，六三，那么一大堆人要上来，都是求

上进的。那九四呢？一想，太好了，我

就把那个六五遮起来，我就把这些力量

据为我所有，这种是违反晋道的，那就

叫做位不当也。你的想法是不对的，你

的方向是严重错误的。但是，的确有很

多人是这样的，他认为老板宽宏大量，

对我，又觉得我很有能力，因为我是阳

的，他是阴的，我阳的肯来奉承他阴的

，他应该很高兴才对，然后下面这帮人



呢？又都位置比我低，然后又没有我这

么强壮，我就来利用他们，造成我自己

的恶势力，然后有一天，我就跟老板去

摊牌，这就是九四。这种人，最后一定

是被老板干掉的。 

    （五） 

    晋卦体现的是离上坤下，阳光普照大

地的景象，然而现在晋卦的下卦三爻，

郁郁而不得志，而九四爻更是蠢春欲动

。那么面对这样的情况，作为卦主的六

五爻，又应该采取怎样的做法，才能既

不会影响到内部的和顺，又能够实现整

体大局的持续发展呢？ 



     六五，一开始就告诉你（六五爻辞

）：悔亡，失得勿恤，往吉，无不利。

它是悔亡，它没有一点后悔，因为它本

来应该九五，现在它都能够放下身段，

它能够以大事小，包容各色各样的人，

这叫做无为。一个人能够无为，他一定

有他两把刷子，要不然他敢这样？他这

么放得开？失得勿恤，没有忧虑。你看

《易经》它都用失得，它很少用得失；

它都用终始，很少用始终，就是希望我

们不要老往一个牛角尖去钻，偶尔也要

转回来，你又看到另外一面，它是这个

用意。一个六五，它在晋的时代，它这

样做是合理的，所以它不会去顾虑这些

烦恼，你九四再怎么样，我心中有数，



你好好做，我不会打击你，你不好好做

，我要收拾你那是很容易的。所以你看

往吉，无不利。整个的爻辞就是六五爻

最好，你怎么去走，都是吉祥的，没有

什么不利的地方。 

    六五小象：失得勿恤，往有庆也。为

什么它能够得也好，失也好，对他来讲

，它都用不着忧虑，是因为你怎么走都

对六五有利，它可以很放心地把责任下

授给底下的人，我们是把责任赋给它，

权还是抓在六五手上，那就对了。责任

可以下放，权力一定要集中，不能分割

，一分割就出大问题，因为天底下没有

完人，没有。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但是我不是糊涂，我心里清清楚楚，你

少给我过分，你在可以合理的限度里面

，我让你有弹性，你才方便应变。但是

你如果超过那个红线的话，那我一出手

，你就没有了，它有这样的一个实力，

有这样的本事，所以它就无所谓了，你

们好好做就好了，我也不会计较那么多

。 

    （六） 

    作为整个晋卦中心的六五爻，因为有

着很好的修养，能够自昭明德，并且宽

以待人，所以身居这一位置的人，就已

经具备了很好的领导风范，然而上九爻

的处事方式和六五爻却又恰恰相反，那



么晋卦的上九爻，又给我们哪些警示呢

？ 

    上九爻辞：晋其角，维用伐邑，厉吉

，无咎，贞吝。晋其角，它就是来到这

个晋的极端嘛，晋道已经走到无路可走

的时候，就等于钻到牛角尖里面去了。

上九一方面失位，它不当位，因为这是

阴位，它现在是阳居阴位；一方面，它

已经过了六五这个阶段了，这个在《易

经》里面叫做既失位又过中，你很偏见

，你很偏激，你找不到合理点，那你怎

么样？那就制造内乱。为什么你要制造

内乱呢？就是你要找借口嘛，要排除异

己，所以你就说你们这样不对，那样不



对，你们这是内乱，所以我要征伐你，

我要讨伐你。维用伐邑。邑，封地。封

给你这块地，封给你那块地，你们要好

好干，现在没有，你们搞得这么乱，怎

么办？我收拾你们，所以它就等于制造

内乱，而又名正言顺。那这样为什么叫

厉吉？为什么又无咎呢？就是说你如果

及时改过，我及时调整，一调整就没有

事了，那为什么下面又加上一个贞吝？

就是说，你如果坚持你要这样做，要制

造正当的理由，然后来排除异己，来制

造内乱，那你一定是吝的，一定是路越

走越窄，到最后无路可走。 



    上九小象：维用伐邑，道未光也。就

是说你如果不能以德服人，你只能以利

服人，最后一定导致内乱。道未光也，

这就表示什么？表示自道没有光大。上

九跟六五相反，它是逆着来，就是道未

光也。六五是顺着走，就是道已光也。

六五它轻松愉快，它能够放心地无为，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每一次，大放光明之

后，就会变成黑天暗地，所以下面一卦

就是大家比较担心的，明夷卦。夷：受

伤。那个明本来是出地上的，现在掉到

地底下去，受伤了，不能发光了，其实

不是这样的，只是看起来那个现象是这

样的，太阳也不会掉到地底下去。可见

明夷还是有救的，大家了解那个状况以



后，不要害怕明夷，不必怕，因为还是

有路可走的。《易经》不会告诉我们无

路可走，那就告诉我们忧患人生，人生

就是有这些起起落落，反反复复，你才

会真正地成长，否则就是永远长不大，

所以我们还是要以欢迎的心情，来继续

看明夷卦，来了解忧患人生到底是怎么

一回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