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蹇卦卦象：第三十九卦：艮下坎上(上） 

上六  __ __  爻辞：往蹇，来硕，吉。

利见大人。 

九五  _____  爻辞：大蹇，朋来。 

六四  __ __  爻辞：往蹇，来连。 

九三  _____  爻辞：往蹇，来返。 

六二  __ __  爻辞：王臣蹇蹇，匪躬之

故。 



初六  __ __  爻辞：往蹇，来誉。 

蹇卦卦辞：蹇，利西南，不利东北，利

见大人，贞吉。 

蹇卦的彖辞：蹇，难也，险在前也。见

险而能止，知矣哉！蹇，利西南，往得

中也；不利东北，其道穷也。利见大人

，往有功也。当位贞吉，以正邦也。蹇

之时用大矣哉！ 

蹇卦大象：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

修德。 

  



    （一） 

    一个人从一出生，就将面临种种难题

，屯卦的始生之难，困卦的道穷力竭，

以及蹇卦的骑虎难下。面对灾祸每个人

都避之不及，而蹇卦却提醒我们，再难

走，还是要走。那么既然要走，又应该

注意哪些问题呢？卦辞中所说的利西南

，不利东北，究竟有着怎样的深意？是

不是只要选对了方向，走对了路，就能

令我们摆脱困境呢？ 

    一般正常的情况，水从哪里来？从天

上来，因为它会下雨。下雨后，那么山

上呢？它有树木，也有一些小坑坑，或

者大的池子，它就把水蓄积在那里，如



果水畜积在那里，它没有流下来，那就

变成水山蹇。人，不可能不碰到这种状

况。什么状况呢？就是前面有水，叫做

坎险；后面有山，叫做艮山。那合起来

就是高山恶水。那你怎么办？你就感觉

，这个难走，这条路可难走了！就好象

以前我们说的，蜀道难走，一样的道理

。《杂卦传》一个字就点出来了。《易

经.杂卦传》：蹇，难也。你看蹇这个

字就有点像寒，下面两点水变成足，就

是寒足。实际上我们比较容易看到的就

是跛脚，跛脚的通俗说叫长短脚。其实

人两只脚经常都是不一样的，只不过有

个人差距比较大一点，走起来一拐一拐

的，我们就看出来，这个人很难走路，



走路有困难。进无路，退也无路，然后

你又不良于行，那糟糕了，那人生真是

很困苦。《序卦传》它告诉我们，这个

蹇卦是怎么来的。 

    （二） 

    《序卦传》：睽者乖也，乖必有难，

故受之以蹇。一旦集团内部出现分歧，

人心乖离，就会面临重重危险，甚至陷

入绝境，此时切记蹇卦卦辞的忠告：蹇

，利西南，不利东北，利见大人，贞吉

。那么这里的西南与东北，究竟指的是

什么呢？是不是选对了方向，就能令我

们摆脱困境呢？ 



    蹇，你从那个卦形来看，你看不出它

有什么跛脚的样子，没有。它从第二爻

到最上爻，统统都是当位的，只有初六

爻不当位。你看它跟既济卦很像很像，

如果把初六爻变成初九爻，那就是很完

整的既济卦了。这个就告诉我们，你看

它很复杂，看它很险阻，实际上它是很

清楚的。你只要第一关走好，所以我们

为什么说做事起头难，为什么说你迈出

去第一步的时候，要特别小心？你看迈

出第一步错了，那你以后怎么纠正都很

困难。蹇卦的意思是不利于行，而不是

叫你不要走，你看到困难你就停止了，

看到困难就躲避了，就逃了，那个不是

蹇卦。蹇卦告诉你，要面对困难，哪怕



是重重重重，你也要一关一关去突破，

虽然你现在是不利于行，可是你不能放

弃。那不能放弃怎么办？那你就要选往

哪边走对你比较有利，所以卦辞告诉你

：蹇，利西南。你往西南去走，为什么

利西南呢？因为西南是坤的卦位。那平

地比较好走，你脚又不好，那你又选那

个崎岖难行的地方去走。那不跟自己过

不去吗？所以你就选西南那个路比较平

，你就去走吧。不利东北，因为东北是

艮卦，东北多山，其实山跟水一样的，

刚开始看好象很清楚，但是你一旦进入

以后，你就很容易迷路。可是当你找到

方向之后，你是不是就能够很放心地走

呢？不行。它马上告诉你，利见大人。



大人指的是谁？就是九五。它的意思就

告诉我们，你时时刻刻都会碰到那种很

不顺的一种情况，这个时候，你最好有

良好的领导人物，来带着大家走上光明

的大道，因此卦辞特别指出来，要利见

大人，在这个卦就指的是九五。就会怎

么样？贞吉。贞吉的意思就是说你要很

贞正。第二个，你要永恒不变，它有两

个意思。好，我一旦原则决定了，那我

不能说在那一瞬，我又忘记了，我又胡

来了，那不行。 

    （三） 

    蹇卦的卦辞告诉我们，若想摆脱困境

，不但要选择当前对自己，最为有利的



方式与方法，同时还要坚持自己的原则

，其意与《中庸》中所提倡的因时制宜

，执中守正的道德标准，有着异曲同工

之妙。那么蹇卦的彖辞，又会对卦辞做

出怎样的解释与补充呢？ 

    蹇卦的彖辞：蹇，难也，险在前也。

见险而能止，知矣哉！蹇，利西南，往

得中也；不利东北，其道穷也。利见大

人，往有功也。当位贞吉，以正邦也。

蹇之时用大矣哉！ 

    彖辞是来解释卦辞的，所以卦辞里面

的每一句话，都会再一次地出现在彖辞

上面。我们先看：蹇，难也。就是难走

的路才叫蹇。你看难有好几个卦都是难



，屯卦不难吗？始生之难，刚刚要诞生

出来那个很难的情况，那是一种难。困

卦也是难。困卦难在哪里？难在道穷力

竭，想做也没有力气。现在呢？现在蹇

这个难不一样，蹇的难是当前的险阻。

所以《易经》它每一个卦，你一定要把

它分得很清楚，同样难，但是不同的状

况，所以它前面讲了难以后，紧接着就

告诉你：险在前也。你的险阻就在眼前

。你看前面有水，这个水多深也不知道

。然后呢？背后是一座山，你想退也退

不了。但是蹇的意思告诉你，一句话你

千万不要忘记，难走难走还是要走，那

个重点在还是要走，你时时刻刻要去面

对，你可以逃避，你不愿意逃避，那你



就勇敢地面对现实。然后一句话，再难

走，我还是要走，你就得到蹇卦的要领

了。 

    你看《易经》告诉你，这是很困难的

，然后鼓励你，你要去突破。可是他马

上又告诉你，你要见险而能止，知矣哉

！一看到险，而能够适当地停止下来，

干吗？动脑筋啊，我想办法。所以你看

，知矣哉！那个智就出来了，你的智慧

，才智，看到险，你会停下来动脑筋，

他就表现出来了。蹇，利西南，为什么

？因为往得中也。往：往前走。你的方

向明确，你又走得合理，就是我们刚刚

才讲的，方向，方法，方式，你三个要



去调整到很合适的时候，那就往得中也

。那为什么又不利东北呢？因为其道穷

也。那边是行不通的。其实在这里不完

全是说，好走不好走的问题，它在告诉

我们，你如果受到暴力，你如果受到外

力无理的干扰，你想要走出一条路来，

你应该采取和平的方式，而不是采取以

暴抑暴的那种方法，你对我不好，我对

你更不好；你打我，我打得更重。那也

是突破，那也叫突破难关了，可是那就

是其道穷也，那最后是行不通的。 

    利见大人是什么意思？往有功也。就

是说我们大家，一起靠这个九五，九五

凭什么叫做大人？因为它是以德来拯济



险难，它不是用武力来解决所有的暴力

问题，它不是。当位贞吉，你看六个爻

它都当位，那不是刚刚才讲过，初六不

当位吗？那为什么当位呢？其实初六，

我本来是阳刚的，本来我就应该潜龙勿

用嘛，那这时候我干脆表现得更柔软一

点，那不是大家更小心吗？所以从这个

角度来看，初六也是当位的，这当中的

用意是什么？以正邦也。它的目的就是

说你只有这样子，你才能够使得邦国都

是很正的一个风气。因此它就告诉我们

，蹇之时用大矣哉！智慧是不会随时而

改变的，所以叫做时用大矣哉。适时把

它拿出来用，找到人，找到合适的方法

，用对了地方，蹇就化解掉了。 



    （四） 

    彖曰：蹇，难也，险在前也。说的便

是蹇。山上有水的凶险之象，提醒我们

，危险就在眼前。然而，自然界中存在

着很多山上有水的景象，比如天池就是

位于高山之上的湖泊。那么，为何如此

美景却预示着危险呢？蹇卦的卦象，究

竟有着怎样的玄机呢？ 

    古人他看象是这样看的，如果找到出

路了，它就流下来了，就变成山下出泉

，那就叫山水蒙。一启蒙，你就知道，

啊！原来如此！那就很容易拿桶，到那

个出水口去提那个水回去喝。你看到现

在还是这样，很多的瓶装的水，也就是



找到那个泉水口，然后把它围起来，那

就是他的水源。如果那个水它还留在山

上，那我们就把它叫做天池，风光很美

，大家争着去观光，那种水它的基底是

很坚牢的，你很少听到说天池崩裂了，

那还得了！那周遭所有人都不能活了！

可见我们这里所讲的水山蹇，不是指天

池。我们是指那个突然间形成的，一阵

暴风雨，然后那个水排不掉，就积在那

里，我们给它个名词，叫做堰塞湖。这

个堰塞湖它如果一崩裂的话，那周遭村

庄的居民，房子也冲垮了，人也不见了

，那真是非常不幸的灾难。所以这个卦

虽然创造在很久很久以前，我们现在用

堰塞湖来了解它，那就非常相近。 



    蹇卦大象：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

身修德。山上有水就告诉我们，这个山

上面不应该有这样的水积在那里，那它

为什么留在这里？就是因为它流动不方

便，它找不到出路，那它能不能稳固呢

？它又不能稳固，因为你要停止它，实

在讲也是很困难的，那怎么办？你就要

小心了，一旦聚得足够了就开始崩裂，

那不但是险，而且是灾祸。君子看到这

种状况，以反身修德。我想这是《易经

》最宝贵的地方，也是现在人最值得注

意的。《易经》告诉我们，当你碰到什

么事情的时候，你不要盲目地屈从，不

要过分地冒险犯难，你先安静下来动动

脑筋，反省自己，我一定有什么做得不



对的地方，我一定有什么思虑不周的地

方，我平常是不是太大意了，那我就开

始把这部分把它补起来，把它修好，然

后再出发，使得艰难困苦会变成一种什

么？变成一种对自己最好的磨练，而是

不躲避。这样叫做反身修德。这是君子

看到高山恶水，它所得到的一番启示。 

    （五） 

    孟子曰：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

其身正而天下归之。意思是说君子遇到

困难，首先一定要省察自己，看看困境

是不是由自己造成的，或者想想如何化

解难题，也就是蹇卦所说的反身修德。



那么除此之外，我们还应该注意哪些问

题呢？蹇卦的宗旨又是什么呢？ 

    人生就是艰难险阻的历程，整个的经

历，大概不是艰就是难，然后险，或者

阻，你要让它通，你不能不让它通，不

让它通你永远在蹇的情况之下，寸步难

行，那是很痛苦的，跟着你的人也很痛

苦。那怎么办？你要注意两点。一个叫

你的坚定，你的宗旨要不折不挠。第二

个，你的用心。为什么要用心？因为它

变化很多嘛，所以你必须要走一步算一

步，随时都很谨慎，随时都很小心。但

是心情要很快乐，很舒畅，很轻松才能

持久，要不然你一下子就精疲力竭了，



那还有什么办法？你看全卦它有四个阴

的，只有两上阳的。九三跟九五，这唯

一的两个阳爻，它都是陷在上下都是阴

爻的那种包裹之中，意思就是说你很刚

强，但是这个时候你不适合完全表现出

来，你要用柔你不要用刚，一再提醒你

。那你也可以说对刚来讲，它是很难的

。因为它不舒畅，我想发挥你又阻挡我

，我阳刚之气，又被你阴柔所抵制住了

，那我当然不舒畅了。所以难就是不舒

畅，不舒畅要想法舒畅，那你就要想办

法，怎么样去把这个艰难，把它排除掉

，那这个它就告诉我们，你要一步一步

去走。什么叫一步一步？第一个，先结

合一般的同志，大家培养共识，增进团



结的力量，如果你要求得道多助的话，

那你就要有大人的品德，要让人家对你

信任，大家愿意追随你，你就可以转危

为安，所以为什么卦辞特别讲，叫利见

大人是有道理的。这个时候你是领导人

物，你就要先检讨自己，要反身修德。

如果你是小人就不是这样了，你专门指

责别人，“你看看！你们搞成这样子，

你们以前在干什么？你们什么什么.....？

”一大堆。那就不叫利见大人。 

    我们要记得，越是艰难越是能够生出

德慧。所以彖辞里面才会这样写：见险

而能止，知矣哉！就是说，你要把它当

成好事，你不要把它当成坏事，为什么



？因为它会让你有智慧，它会让你增加

很多的知识，那对你将来是有帮助的。

这样我们才能够了解，为什么中国人老

是说那句话，什么吃得苦中苦，方为人

上人。全卦的宗旨在告诉我们一句话：

世界上没有解决不了的难题，只有不肯

解决问题的人。我想这一句话就是讲蹇

卦的全部的精神。读《易经》的人千万

千万记住，天底下没有对跟错，没有好

跟坏，完全看你合适不合适，你合适于

当时，合适于当地，合适于那个时候的

那一帮人，你就可以做了。不合适怎么

办？是不是不做？当然不是不做，《易

经》从来没有告诉你不做的，不做就是

等死嘛。那要怎么样？要调整，这样就



对了嘛。合适了继续走，不合适赶快调

整，再不适合再调整，所以永远是曲曲

折折的。这样各位才知道中国人走的路

很少是笔直的，我们都是弯弯曲曲的，

顺应各种的变化。我们接着要来把六个

爻分析一下，六个爻在告诉我们一件事

情，就是《大学》里面所讲的，止于至

善。至善不是找到最好的，天底下没有

什么最好的，至善是最合适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