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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困卦卦象：《易经》第47卦：坎下

兑上，泽水困。  

   上六  __ __  爻辞：困于葛藟，于臲卼

；曰动悔，有悔，

征吉。 

   九五  _____  爻辞：劓刖，困于赤绂

，乃徐有说，利用

祭祀。 



   九四  _____  爻辞：来徐徐，困于金

车，吝，有终。 

   六三  __ __  爻辞：困于石，据于蒺藜

，入于其宫，不见

其妻，凶。 

   九二  _____  爻辞：困于酒食，朱绂

方来。利用享祀，

征凶，无咎。 

   初六  __ __  爻辞：臀困于株木，入于

幽谷，三岁不觌。 

   困卦卦辞：困，亨，大人吉，无咎。

有言不信。 



   困卦彖辞：困，刚揜也。险以说，困

而不失其所亨，其唯君子乎？贞大人吉

，以刚中也；有言不信，尚口乃穷也。 

   困卦大象：泽无水，困；子以致命遂

志。 

 

   《易经》困卦告诉人们，当遭遇困境

时，一方面要调整好心态，坦然面对现

实；另一方面要寻求时机，主动采取有

效的行动，只有这样才能摆脱困境，实

现事业的发展和人生的飞跃。然而在脱

困的过程中，身处各种困境中的人们，

还需要坚持一定的原则，注意一些细节



，那么根据困卦的六个爻，人们应该怎

样做才能摆脱各种不同的困境呢？ 

   我们现在要来看看困卦的六个爻，这

里面呢？我们很容易发现就是，三个阳

爻都是被困的对象，因为它是君子。三

个阴爻是专门去困别人，缠别人，那很

显然就是小人。但小人会谈变君子，君

子会变小人，这才是《易经》可爱的地

方。我们先看初六，初六它是阴居阳位

，就表示它是不当位的。初六就是那种

生不逢时的人，我有品德，我有才干，

可是偏偏生逢乱世，因此它就干脆退隐

山林。我们看爻辞怎么说？臂困于株木

。株木，就是那个树木被砍掉了，留下



的那个根部的地方。臂呢？都叫臂部。

以前你看原始森林，那个树木被砍掉了

，剩下一个树根，那你找不到地方坐，

你只好坐在那里，这表示困。你想一个

人会躲到原始森林里面去，他就是穷困

嘛。然后留下那个树桩，你不得不坐，

所以你坐在那里就很无奈。下面告诉你

，你干脆入于幽谷，你干脆就隐居起来

。因为你反正呢？你要求人知是不可能

的，根本没有人理会你，那你苦苦在外

面奔波，那有什么意思呢？你干脆入于

幽谷，就当个隐士。三岁不觌，三岁并

不代表三年，《易经》里面的三，就是

代表多的意思。我久久不露面，免得什

么？免得危难。其实司马懿在当初，他



是准备当初六的。哎！天下这么乱，去

了一个董卓，来了一个曹操，我躲起来

，他准备三岁不觌。偏偏呢？碰到九二

，曹操叫他出来，你这么有才干，你怎

么可以不做事？不做事，我就要杀你，

那你也当不成。所以你看初六，它是柔

的，但上面有一个九二，它是刚的，阴

乘阳，柔乘刚，这时候这个柔，它就相

当委屈。初六，我们可以把它想象为隐

士之困，意思就是说，我自己觉悟，我

生不逢时，我出来也没有用，我干脆当

隐士，有时候都不能如你所愿，因为九

二在那里，它看到你，你出来。所以小

象讲得很清楚，入于幽谷。为什么说入

于幽谷呢？因为幽不明也。幽在这里解



释说隐藏，你把自己躲起来。这个不明

，就是外界人找不到你，那就叫不名无

人知，你彻彻底底当个隐士。 

   作为一个有才干的人，如果生不逢时

，与其在乱世中饱受危难，不如把自己

隐藏起来，明哲保身。可是现实也并不

会尽遂人意，只要还有被利用的价值，

总会受到困卦九二爻所代表的那类人的

围困。其实九二爻代表的那类人，也同

样会遭遇困扰，那么他们又该如何摆脱

困境呢？ 

   九二它是被困的。它被什么困呢？困

于酒食。谁来把酒食给你？初六。初六

他如果想当隐士，他就没事儿了。偏偏



呢？他又当不成。当不成呢？他又想三

岁不觌。结果呢？连幽都变明了，幽变

明就是被拉出来，或者他自己待一段时

间，他待不住了，他也想出来。那他唯

一的办法就是什么？就是去讨好九二了

。讨好他怎么样？就把九二也困死了，

困于酒食，曹操就是困于酒食。他有好

的吃着，有酒喝，他就忘记他是谁了。

他可以做一个良好的智臣，他也有能力

做一个乱臣，他都有，他自己选择。他

就是因为困于酒食，所以他不能自拔，

就是把自己搞成奸臣的路上去。朱绂方

来，朱绂，古代为祭服的服饰（天子的

象征），方来，就是来引领。因为九二

他是大臣，他跟九五是相对应的，九五



也被困，你也被困。但是你要脱困呢？

你只有靠九五来引领。这个来，就是他

从上面往下来。然后你呢？就往上面去

，彼此配合。照理说，像九二这样的身

份，他不能过分主动，他一定要等到九

五来找你，你才可以做事情，否则的话

，你这么能干，九五是不安心的。一方

面他要等上面的指令，二方面他要通过

祭祀，来表明他的态度，一切为公，不

是为私。我们看到赵云被困的时候，曹

操是什么心态？曹操是想到汉献帝呢？

还是想到他自己？如果他想到汉献帝，

他要保留赵云的命，为他所用，那个结

果跟他现在，是为了他自己想得一个人

才，就下个命令，不许放箭。其实他没



有说不许放箭，他只是说要活的。可是

要活的这种话你怎么去传呢？所以底下

人就喊，不许放箭！不许放箭！各位想

想看，你赵云再英勇，那么多人，那乱

箭一定把他射死了，哪有那么神通，不

可能，就是一句话就了救赵云，不许放

箭。可是赵云脱困以后呢？九二怎么办

？征凶的意思就是说，九二你如果不安

分，不照正道走，你自己认为好象，你

不必为天子着想，你就可以发号施令，

你就可以为所欲为，一定是凶。这个无

咎啊，跟一般的卦所讲的无咎不一样的

，无咎在这个卦里面，不可以解释没有

后遗症，那后遗症很多。你看以后很多

曹营的将军，一听到赵云就怕了，那怎



么没有后遗症呢？这里的无咎是你无可

归咎，你怪不了别人，你只能怪你自己

，没有按照这个爻辞来走。小象传，困

于酒食，终有庆也。这个就告诉我们，

你如果知道，你会被小人所包围，你会

困于酒食，而你又知道，你怪不了别人

，你要怪你自己，因此你就会走正道同

，所以九二他也是困。你是大臣，你很

有能量，但是你一动，所有人都怀疑你

，怎么办？守正道，少说话，用行动来

表现。只要你让人家感觉到说你做得很

合理，那举国欢腾，大家都很喜欢，那

就叫吉庆，喜庆无穷。 



   处于中层位置的人，应该安守自己的

本分，尽管有时会遭到小人的围困，但

只要走正道，必将会得到皆大欢喜的结

果。然而六三爻所代表的一种人，他的

处境却没有九二爻那样乐观，那么这种

人的处境又如何呢？ 

   六三呢？它在下坎的上爻，大家一看

就知道，他是才德不足以脱困，所以在

整个的卦里面，就是六三最倒霉，因为

他最困厄，困于石。什么叫石？九四九

五，那跟石头一样，坚硬不堪。你一个

阴的，你怎么能够抵上九四九五，那两

个坚石的阻挡？据于蒺藜。这个阴呢？

又在九二的上面。你看六三，他不了解



自己的处境，上面两个硬梆梆的，下面

有一个硬梆梆的，上面像坚石一样的阻

挡他，进不得。那下面呢？也是有九二

，你一坐下去，就好象被针刺一样。蒺

藜就是那个带刺的植物。这不不算呢？

入于其宫，不见其妻。你看看外面这么

乱，算了算了，我躲到家里，一回家，

太太不见了。一个男人，回家太太不见

了，那是很痛苦的。这个爻就是当年的

项羽，你看项羽前面挡住的，后面不能

退，入宫虞姬不见了，当然凶了。在外

既受困，回家也受困，天地之大既然无

所容身，这是最为困厄的，就是六三爻

。所以小象讲得很清楚，据于蒺藜，乘

刚也。你看，六三是柔的，九二是阳刚



的，你居然以柔来乘刚，那当然倒霉了

。入于其宫，不见其妻，就是回家了，

妻子也不见了，不祥也，当然不吉祥。 

   由于困卦的下卦为坎象，意味着诸多

险阻，因此下卦三爻所代表的不同阶层

的人，都会遭遇到各种不同的困境。那

么困卦的上卦为兑，代表着喜悦。这是

不是就意味着从九四爻开始，困阻的局

面就会有所改善呢？ 

   九四，来徐徐，困于金车，吝，有终

。你看九四，阳居阴位，这是不当位的

。可是大家慢慢会发现，在困的情况之

下，不当位反而是好的，因为它毕竟还

是阳刚在那里，它有志气，虽然没有力



，可是呢？它还是有能够脱困的那种志

向。九四最后跟你讲，有终。有终是什

么意思？因为它毕竟还有一个初六在那

里，跟它相应。初六虽然刚开始它会犹

豫，因为人在困当中，是难免犹豫的，

它就近就跟这个九二眉来眼去，可是最

后它还想到，还是九四可靠，虽然它动

作慢一点。各位看到，赵云他始终就是

不背叛刘备，否则那个时候曹操那么喜

欢他，他就干脆把阿斗一丢，他就归顺

曹操就好了嘛。可是那样是脱困的办法

吗？那绝对不是脱困的办法，那就遗臭

万年了，现在我们看到赵云就不想看了

。九四来徐徐，他不敢快，他怎么能快

呢？他上面还有个九五啊，他就慢慢的



，缓慢而来。因为他发现了，这个初六

虽然跟他相应，可是呢？它困于金车。

金车就是指那个九二，很坚硬的车子，

把初六挡在那里， 你跑快也没有用。

可是他内心还是觉得很羞愧。你看刘备

会很高兴吗？说赵云啊，你这次脱困了

，你要感谢曹操啊，他会这样讲吗？他

觉得我该救你，没有能力救你，所以他

才会把阿斗丢掉，为了这个小孩子，差

点害死一员大将，他就表示他的羞愧的

意思。其实我们要读这个历史故事，你

用《易经》做背景，你会看得清清楚楚

。有终，就是它最后，终于获得初六的

谅解，然后彼此又相配合。一个人要脱

困了，不是君子只顾自己脱困，也要帮



助小人，化解他心中的疑虑，给他一个

希望，也帮他脱困。所以小象说，来徐

徐是因为它志在下也，它志不在九五，

只有去跟六三是相对应的。六三是在下

的，虽不当位，你看九四是不当位的，

但是有与也，它有初六跟它对应，它反

而会比六三要容易脱困。 

   当事业遭遇困阻的时候，作为领导不

能只顾自己的处境，还应该多为下属考

虑，这样才能上下一心，众志成城，克

服难关。与此同时，作为领导，与下属

处好关系，让下属心悦诚服，还需要坚

持困卦九五爻所反映的一个重要原则，

那么这个原则是什么呢？ 



   九五，劓刖，困于赤绂。劓，是把鼻

子割掉，刖，是把脚砍掉。这个告诉我

们什么？告诉我们上面也受困，下面也

受困。你看整个的卦，上面是六（上六

）是阴的，下面还是六（初六），头尾

它都是柔困刚。困于赤绂，就是说，你

虽然是王，可是在困境，上下都困的时

候，那你要怎么样？你不能光靠你这个

帽子，靠你这个位子，你想要脱困，那

是是不可能的。你必须要怎么样？得到

九二真心的帮忙，乃徐有说，然后慢慢

的，你才可以脱得了。这个说，它是脱

，就是脱险，脱困。利用祭祀，为什么

要利用祭祀？意思就是说，凡是祭祀都

是代表诚恳。我是九五，我位很尊，可



是在困境我也是无能为力，那只有靠九

二。可是九二会不会听我的话呢？那要

看我诚不诚意了。小象说，劓刖，志未

得也。劓刖表示说，你往上也难，往下

也难，你有那么大的志气，可是你就是

行不通，你的目的还是不能达到。乃徐

有说，告诉你，你跟九二是不相应的，

因为你是阳刚，九二也是阳刚，两个人

个性都很强，那怎么办？你要徐徐地让

他去了解，而不是用威势告诉他，你要

怎么样怎么样，不行。他内心的感悟，

他知道，我现在虽然是困，但是九五会

给我一条出路，他会让我喜悦。所以呢

？我虽然困于酒食，但是我一定要等到

朱绂方来，你九五来找我的时候，你告



诉我怎么做，我就全力配合，这个叫做

心悦诚服，以中直也。因为，你不要忘

记，你是上卦之中，而且你是个很正直

的人，你不可以偏激，你只要一偏激，

你就走歪了，那你只要不能得到九二的

配合，你九五也是空有理想，空有权位

，最后一无所成。为什么要利用祭祀？

受福也。因为九五跟九二，就是透过跟

大家一起敬天、顺天，这是共同的目标

，因此彼此都诚心诚意地相对待，那彼

此都得福。虽然现在是受困，但是困里

面，你才知道真心在哪里，所以困是一

个过程，而且是一个很宝贵的经验。 



   领导与下属彼此诚恳，互相信任，同

心同德，才有助于脱离困境，实现共同

目标。那么当人们到达即将脱困的最后

关头时，又需要注意些什么？才不至于

最终功亏一篑呢？ 

   上六呢？它是因为来到困的最后了，

困于葛藟，葛藟是那种蔓藤的植物，大

家看到蒺藜，你就想到它有刺，有刺其

实反而不可怕，你被刺刺到，你会很小

心的，但是葛藟就很麻烦了， 因为葛

藟它会缠啊缠，缠得你像蜘蛛丝一样，

剥也剥不掉。困于葛藟，就表示你要反

应，还比那个蒺藜难。于臲卼，是表示

整个的环境，它是动荡不安的，你很难



把握的。曰动悔，就是说你一动它就招

来悔恨，动则生悔，有所悔恨。这个时

候你要想到，你的处境是什么？你看上

六，它在九五的上面，它是柔乘刚，阴

乘阳，它的位置是不当的。如果只有一

个九五，你还好过日子一点，它下面还

有一个九四。这个九五跟九四，那是远

远的比那个九二要大。因此呢？你一定

要很小心，你才有办法在脱困的最后，

能够安全的脱离困境，否则到最后是功

亏一篑。小象说，困于葛藟，是什么原

因？未当也。你以阴去凌乘在阳之上，

你本身就有问题。动悔，有悔，吉行也

。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这个时候你要往

前走，你不用怕，你不能怕了，你已经



到了困的最后，你还怕什么？你要勇敢

的往前走，你反而可以脱离困境，所以

叫做吉行也，用行动来脱困，会带来吉

祥。那么困跳出来以后，就变什么？就

井，它的综卦就是井卦。井的意思就是

说，我不变，还是会通。困的时候，你

不变是不能通的，可是老变，那你很累

，你安不下来，所以你就找到一个井。

我们下一次就要进入井卦，来看看怎么

才能够不变而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