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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卦卦象：《易经》第四十卦：坎下震

上 

上六  __ __ 爻辞：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

，获之，无不利。 

六五  __ __ 爻辞：君子维有解，吉，有

孚于小人。 

九四  _____  爻辞：解而拇，朋至斯孚。 

六三  __ __  爻辞：负且乘，致寇至，

贞吝。 



九二  _____  爻辞：田获三狐，得黄矢

，贞吉。 

初六  __ __  爻辞：无咎。 

解卦卦辞：解，利西南，无所往，其来

复，吉。有攸往，夙吉。 

彖辞：解，险以动，动而且免乎险，解

。解，利西南，往得众也；其来复吉，

乃得中也；有攸往夙吉，往有功也。天

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

坼，解之时大矣哉！ 

象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过宥罪。 

  



（一） 

   当危难发生时，人们处于抢险救难的

特殊时期。这时候该如何调配人手，使

能者各尽其职，全力救援呢？而伴随着

灾难的发生，某些道德败坏者，也打着

救灾的幌子，趁机大发国难财，那么该

怎样区分并揪出这些害群之马，使大家

众志成城，抗灾救难呢？请继续关注《

待时而动》 

   解卦它为什么能够达成任务？主要是

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就是它的九四跟九

二，这两个阳的能够同心协力，能够目

标一致，使得阳脱离了阴的束缚，因此

能够发挥它的实力。第二个，六五跟九

二密切地配合。当然我们一般来讲，九



五跟六二好像更要顺一点。可是解卦它

是个非常状况，它是个特殊的时期，所

以这个时候，六五跟九二，它也是位正

相应，所以它可以解难而吉。那你怎么

吉呢？ 

我们先从初六爻看起。 

    解卦初六：无咎。爻辞一共只有两个

字，叫做无咎。无咎在解卦的开始，我

们应该很清楚地告诉自己，整个解的过

程，要全程用无咎来做目标，这就对了

。那你怎么无咎呢？（初六小象）刚柔

之际，义无咎也。刚柔不是指初六跟九

四，不是，刚柔是指初六跟九二。为什

么？因为《易经》它有个重点，在解卦

里面是柔的要去帮助刚的，阴的要去帮



助阳的。如果你想办法又把那个阳箍得

死死的话，那就解不了。所以我们一再

说，解卦一种非常的状态。你看它以初

六去承九二，两个都不当位，可是它发

挥柔去承刚，同时以柔又去应刚，所以

它自己就没有祸害，叫做义无咎也。所

以你也可以说，它是才柔位卑，它不随

便去解难，那这时候你外行人，你就要

相信专业的人士，这样你就可以无咎。

你哪一个步骤都要注意，没有后遗症，

没有后遗症。这个才叫做圆满达成任务

。否则的话叫做帮倒忙。我尽力了，我

尽力了这种话是不能讲的，什么我尽力

了。你有没有发现，你尽力有什么用，

你不是有这个能力的人，你就不要来承



担这个事情，什么我尽力了！我想这牵

涉到非常严重的事情。我们社会上看到

很多人，他根本没有这个能力，但是他

要占着这个位置，最后两手一摊，我尽

力了，你不要怪我。你会感谢他吗？你

会觉得他是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吗？

那才怪！解是要从救灾开始到安顿，然

后后面的重建，都要整体地思考，所以

在这里无咎，你不要认为它只是初六的

爻辞，它是整个全卦六爻共同的目标。

就是不管你在哪个阶段，你千万记住，

要把后遗症减到最低，而不是你只顾你

自己，后面事情我不管。那个在解当中

，是比任何事情都危险的。 



（二） 

  解卦象征着人们处在抢险救难的特殊

时期，这时候就要求所有人各尽其职、

各尽其能，如果自身能力不足，不妨像

初六爻一样，主动退位让贤，好好配合

，让有能者充分发挥。解卦中的九二爻

是阳爻，象征着贤能之人、正义的力量

，那么九二爻是如何发挥力量化解危机

的呢？ 

  九二它是阳，它居中，它又上应六五

，就是得到六五对它充分的信任。使得

九二能够充分地去发挥它的任务。九二

爻辞：田获三狐，得黄矢，贞吉。狐就

是一种很邪而且很怀疑的，那就是小人

嘛。田获三狐是什么？就是为民除害！



不要以为说他是打猎，他是在休闲，皇

上出去打猎，他想的是为民除害，不是

我打几个野味回来吃吃，完全不是那么

回事情。所以田就是为民除害的正当的

狩猎。结果呢？抓到三只狐狸，我们救

灾救难，我们解除人家的难题，我们去

解放，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是要把这些

妖魔鬼怪整个给你烧掉，不能留的，一

留将来后患无穷，你看救难队走了，他

们又开始趁火打劫。我相信各位看到，

当一个地方发生灾难的时候，最可怕的

就是趁机去骚扰，趁机去抢劫，趁机把

资源夺为私有。那种不法之徒就是三狐

，哪三只，初六、六三、上六。一共有

四只（四个阴爻，六五也是阴爻），为



什么只有这三只是狐狸呢？因为六五它

是君子，六五它知道这个时候它的使命

是很重要的，它是整个解卦的君位。虽

然它平常，也许有点不三不四的，但这

个时候它已经离开不三不四的地位，它

已经来到五，它还能够自治，它还是狐

狸吗？所以是三狐。得黄矢（shi），

黄矢是谁？那就是六五，它很正直，协

调力很强。你看它四个阴的都分得很清

楚。你不能看外表，阴的都是小人，那

我两个君子爻对抗四个小人，那就不能

解了。你要把它区隔开来，六五它是黄

矢，很珍贵的，你要好好地保持，你要

跟它合作。贞吉，什么叫贞吉？九二的

任务就是使六五能够好好地发挥它的功



能，可是六五，它跟初六跟六三，它们

都是一伙的，上面还有一个上六在那里

，那它隔开来很难，这就是历史上叫做

什么？叫做清君侧。皇帝想做好，旁边

有很多小人包围着，你怎么办？你就帮

助他清除这些人，要不然糟糕了。 

（三） 

 在危难当头之际，排除一切不利因素

，专心为百姓排忧解难，才是救难工作

的职责所在。但是也有一些不法小人，

打着救灾解难的幌子，混迹其中，趁机

大发国难财，那么这些人，都有哪些惯

用的伎俩，我们又该从何处着手，揭穿

他们的真面目呢？ 



  六三爻辞：负且乘，致寇至，贞吝。

六三是解难的时候最大的阻碍，你看它

怎么说。负且乘，负就是趁火打劫，抢

了很多人家的财物，然后一点不觉得羞

愧。你就怎么样？公开地开着车子，要

走了。乘，坐车走。这个时候那些强盗

会放过你吗？ 强盗心里想，你替我做

这些事情，好啊，我趁机把你收过来。

所以，致寇至，就是引起人家来把你抢

走。所以贞吝，贞吝的意思就是说，正

人君子看到这种行为，实在是觉得很愧

疚，但是他小人不会，那你有什么办法

呢？（六三小象）：负且乘，亦可丑也

。自我致戎，又谁咎也。负且乘，你一

方面巴结上面，九四，一方面欺压底下



，九二，本来人家可以做得好好的，结

果被你搞得一团糟。虽然这是一种可耻

的事情，他但是他做了，做了怎么办？

所以小象才说，亦可丑也，实在是可耻

的行为。但是你看历朝历代，当天下大

乱的时候，六三就出来了，因为他平常

隐藏在那里，他不敢出来。你看有很多

商人，他也是守时待命，只是他待的命

是什么命？就是发战争财，只要哪里有

战争，他就赚哪里的钱。这边战争他就

赚这边的钱，那也是一种守时待命。只

是用得不妥当而已。自我致戎就是什么

？就是引起强盗来把你抢走。又谁咎也

，这个谁是指什么呢？就是指六五。你

怎么放纵六三做这种事情呢？前面三爻



大家有没有发现，刚开始我总觉得这下

好了，有人来救苦救难了，可以解决了

。然后你又看到，的确有人是非常规矩

，非常正派地来做解的工作，但是难免

有人浑水摸鱼，在那里胡作非为。幸好

有九四。 

   你看九四，九四爻辞：解而拇，朋至

斯孚。这个而就是指九四。解而拇，那

个拇是什么？拇就是六三。你看六三，

它天天来逢迎你，拍你的马屁，打人家

小报告。结果你就好像什么？好像你得

了香港脚一样。这个拇就是香港脚，又

痒又没有办法，走路又不方便，你本来

是要来做解的工作的，被它缠着一筹莫



展，所以九四的爻辞就告诉九四，你想

尽办法要摆脱这个，六三的纠缠，否则

你不能完成工作。如果你真的解掉了你

的一些隐患，你心中之贼去掉了，朋至

斯孚。你真正的朋友是谁？是初六，初

六就会按照正当的途径，来帮助你，而

彼此用诚信来配合，那这样的话，你就

可以完成解的任务。九四小象：解而拇

，未当位也。你看不当位它反而好。为

什么不当位反而好呢？如果当位的话，

它应该变成什么？应该变成六四。六四

在这里那就更糟糕了，那反而更减弱解

的力道。所以你不当位，你在这种环境

之下，你只是为人家所迷惑，你如果懂

得把这些去除掉的话，就是治你内心之



贼，你不要忘记你来的任务，你就可以

得到大家的帮忙，来解除自己的困难。

所以这里又告诉我们，你要解决别人的

难题，同时也要去除自己的疑惑跟困难

。 

（四） 

  解卦的六五爻是卦主，可是它并不当

位，它和初六、六三、上六爻一样，都

是阴爻。我们知道《易经》中，阴爻往

往代表着小人的意思，可是为什么解卦

中的六五爻，却是君子呢？六五爻和六

三爻表面看似是朋友，可是私底下却派

人去打击它，着又是为什么呢？ 

   六五是整个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



。六五爻辞：君子维有解，吉，有孚于

小人。你看整个六爻爻辞里面，只有它

出现君子。君子维有解，为什么六五会

特别强调君子？就是表示有些人他不是

君子，他也可以来到六五。那叫什么？

那叫逆取。逆取这个时候就要顺守了，

我以前不择手段，为了要解决这么大的

问题。可是当我来到这里的时候，我变

成救难队的领导的时候，我就整个改变

过来，以前只是个过程。以前是不得已

的手段，现在我要正正当当地做一个君

子。他能够解除险阻跟隐患，这个隐患

很重要，隐患就是趁机打击的那些小人

，所以你可以得到吉祥。可是下面那句

话就很奇怪，有孚于小人。为什么？因



为六五跟初六、六三、上六，它们都是

阴爻，都是同类的。那是不是同类的，

我就趁这个机会给你点好处，将来这个

解解决以后，我们好来瓜分这些资源呢

？那就不叫君子了。所以君子摆在前面

就告诉你，你现在已经不是小人了，你

已经是君子了。那君子为什么要有孚于

小人呢？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说

你逼得小人走投无路的话，解完了马上

又回复到蹇，那等于没有解。那怎么办

？你要用你自己的表现，使得那些小人

口服心服。不会怨你说我们本来是同道

的，现在你得到好处了，你居于君位了

，你现在得意了，把我们甩掉了，我就

跟你正面地来，那不更糟糕？所以你要



有孚于小人，让他们口服心服。它得利

于谁？得利于九二，如果没有九二，它

这样做根本就做不了。六五它不刚愎自

用。你看它以柔居刚位，它信任九二，

因为它跟九二相应。所以它才有办法发

挥它解的一个任务。六五小象：君子有

解，小人退也。其实我们读孔子的话，

老是说远小人、远小人，就是你要让小

人自己退，知难而退。你不要去逼他，

你逼他的话，他就趁机反扑你，反咬你

一口。你君子之道来解难，你这样的话

，所有的君子都过来了。小人他自己能

改就改，不能改他就跑掉了，他就退了

，这才是君子的解道。 



（五） 

  为了顾全大局，君子以仁德解除小人

的羁绊，并且给小人以改过自新的机会

。但是如果小人不知悔改，变本加厉，

甚至意图谋反，这时候就不得不采取最

激烈的行动了。 

   上六：公用射隼（sun）于高墉之上

，获之，无不利。上六它跟六三是不相

应的，就表示什么？虽然同样是阴的，

虽然同样可能曾经是小人，可是它看到

整个的环境改变了，它就主动要去帮助

六五，它怎么帮助呢？它去高墉之上，

把那个隼把它射掉。隼是什么？隼是恶

鸟，很凶猛的鸟（黑恶势力），那比狐

还厉害。狐还要隐藏起来，恶鸟事公然



出来，它就是要啄你，它就要吃你，它

就是要对你不利。指谁？指六三，还有

谁！因为六三一看他上面的人，被他逢

迎得舒舒服服的，下面被他压得不吭气

了，要不然他怎么敢负且乘？拿了一大

堆财物，公然坐车不怕人家知道，就表

示他已经不是狐了，他已经现出来他的

野心。所以它就变成什么？变成隼，变

成恶鸟。这只恶鸟在的话，你六五也很

难说，后续的工作能够做得很好，要维

持无咎也很困难。所以上六一看，我在

这个情况之下，我不得不好好表现一下

，洗刷我以前的过失，人家才会特赦我

，才会把以前我的过失整个都宽恕掉。

那他怎么样？就很准的，因为他居高，



他就把那个六三射掉。获之，结果，射

掉以后还抓住他，那当然很好了。对整

个的解的情境的舒缓，跟后面的重建，

都是非常有帮助的。所以（上六小象）

：公用射隼，以解悖也。悖是什么意思

？就是悖逆的意思，就是不正，不照正

道。它怎么样，它就是彻底地把小人给

清除掉，把整个的势把它扭转过来。这

样叫做什么？叫做悖逆而祸乱终于解除

。那整个的任务就在上六完成，我们叫

做解道已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