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夬卦卦象：《易经》第四十三卦：乾下

兑上（上） 

上六  __ __  爻辞：无号，终有凶。 

九五  _____  爻辞：苋陆夬夬，中行无咎。 

九四  _____  爻辞：臀无肤，其行次且

，牵羊悔亡，闻言

不信。 



九三  _____  爻辞：壮于頄，有凶。君子

夬夬，独行遇雨，若

濡有愠，无咎。 

九二  _____  爻辞：惕号，莫夜有戎，

勿恤。 

初九  _____  爻辞：壮于前趾，往，不

胜，为咎。 

夬卦卦辞：夬，扬于王庭，孚号有厉，

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 

夬卦彖辞：夬，决也，刚决柔也；健而

说，决而和。扬于王庭，柔乘五刚也；

孚号有厉，其危乃光也；告自邑，不利



即戎，所尚乃穷也；利有攸往，刚长乃

终也。 

夬卦大象：泽上于天，夬；君子以施禄

及下，居德则忌。 

 

    （一） 

    正义与邪恶，正和邪与阴和阳是永远

共存，又斗争不休的。当正义的力量不

断增益积累，到一定程度后，必然迎来

对邪恶力量的裁决的时刻。《易经》中

的夬卦正是告诫人们，惩恶扬善也要把

握尺度，掌握方法。此时如果君子只是

一味地，想把小人除之而后快，便会招



惹不必要的麻烦。那么君子如何决断，

才能不生后患呢？当人们面临这种重大

的决断时刻，又该依据什么做出选择呢

？ 

    夬卦，它是五个阳爻奉一个阴爻，都

在下面，一个阴跑到最高的位置。那大

家马上想到有一个卦，是它的错卦，就

是把夬卦的阳爻统统变成阴爻，唯一的

阴爻就变成阳爻，那个卦就叫剥卦。在

剥卦的时候，我们是充满了期待，我们

希望这一阳不要被弄掉，要好好保存，

才有种子，才能够一阳来复的时候，又

带给我们很好的生机，很光明的未来。

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大家的眼睛瞪到这



唯一的一个阴爻，都想赶快把它干掉。

可是你特别要小心，不能因为要把它去

之而后快，你就快快快去把它干掉，那

会惹祸的，你要特别谨慎。因为这一阴

，它能够由下往上爬，爬到那么高的位

置，你不要太轻松地去看它。 

    这就使我们想到《水浒传》里面的一

个故事。大家都知道高俅是个大坏蛋，

梁山泊这些好汉，好不容易把高俅逮到

了，第一个想杀他的人就是林冲。因为

林冲一看到高俅，什么理智都没有了，

他就是复仇。但是制止他的是谁？是宋

江。宋江说高俅很坏很坏，但是不能杀

，那林冲就非常不高兴，“那你算什么



大哥？”可是宋江他宁可让林冲甚至有

点恨他，让大家感觉到他很软弱，他还

是坚持不能杀高俅。这就是夬卦。你看

它只有一个小人，我们五个君子，我们

人比你多，势比你大，你现在又放在我

们手上，一下就把它去掉，不可以。很

多人不了解，高俅在那个时候是不能杀

的。为什么？因为你只要为了当时一时

的痛快，把高俅杀了，就会引起朝中，

那些奸臣的恐惧。因此他们就集合全国

的力量，那很快就把梁山泊所有一百零

八条好汉统统歼灭掉了，那有什么好处

呢？这就是夬卦给我们的启示。越是容

易的事情，你越要小心。越是认为轻而

易举，你越要慎重地去考虑。何况人才



呢？你现在夬卦最后的成果，就变成纯

阳。纯阳卦是不持久的。一个月的时间

，那个被你干掉的，表面已经消失掉的

阴爻，又会跑到乾卦的底下来，那个姤

卦又出现了。那是一下子就变出来，这

些才是我们为人处世，应该好好去领悟

的一些道理。 

    我们看《杂卦传》怎么写的：夬，决

也，刚决柔也。君子道长，小人道忧也

。夬，就是决。刚决柔也，你看五个阳

刚，要决掉一个阴柔，不要认为这太简

单。君子道长，君子他们越来越升涨，

他们人多势众。小人道忧也，小人越来

越困忧。可是我们要小心了。夬卦的问



题在哪里？在这五个君子的心不齐，心

不齐就是不能团结，不能团结就内乱，

有人就会去讨好那个小人，有人就会从

小人那里得到利益，有人又这样，有人

又那样，各怀鬼胎。今天说我们这个团

队很大，但是没有共识，那你也没有什

么用。 

    （二） 

    夬卦是十二消息卦之一，代表了一年

十二个月中的三月。此时正是植物返青

，以及农作物播种的关键时刻，雨水适

量则有利于万物的生长，雨水过量或干

旱，便会影响秋收的产量。因此越是到

了君子即将战胜小人的关键时刻，做决



断越要慎之又慎。那么，此时君子秉持

怎样的做事原则，才能在除去小人的同

时，免除后患呢？ 

    夬卦卦辞：夬，扬于王庭，孚号有厉

，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 

    夬，是卦名，说你要裁决一个坏人，

你要扬于王庭。扬：宣扬。宣扬什么？

宣扬他应该被杀的理由。我们做任何事

情，都一定要有正当性。我们在名正言

顺，就必须要把他的罪行，整个公布出

来。在什么地方公布呢？在王庭。王庭

：公众的地方。而不是私底下。私底下

那就叫做私刑，那还得了？孚：诚信。

号：号令。你很诚信地号令大家，一致



认为他是应该处决的，这就叫正当性。

有厉：以儆效尤。你把一个坏人去掉以

后，会引起更多的坏人。因此你要处死

一个坏人，你一定要有杀鸡儆猴的那种

作用。否则你一直杀，杀到什么时候？

杀一个就要警告所有的坏人，你们如果

还不改邪归正的话，你们会像他一样，

这才叫目的。另外当一群君子面对一个

小人的时候，我们往往是把所有责任都

怪那个小人，“你看你看你！”实际上不

是。我们一阴一阳之谓道。我们应该想

我今天为什么是君子？说穿了就是因为

他是小人。如果他不是小人，说不定我

就变小人了。因为我有他做一面镜子，

所以我才会自己自律，我才会自己约束



，这就是什么？就是孚号有厉的一个真

正用意。我们以诚信来号召大家，一方

面防止上六，做最后的反扑。一方面告

诉所有的人，你们现在是君子，很好，

要持续，不要又变成小人。下面告诉我

们，告自邑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内部

的事情，我们自己处理。告自邑：我们

内部的事情，自己处理。 

    （三） 

    《易经》是完全根据自然规律，发展

出来的一套系统，其中所阐释的道理，

不断被人类历史所证实。而夬卦认为裁

决小人，需要按内部矛盾来处理，一旦

牵动外部势力，便会引起不必要的祸端



。那么人类历史，是如何印证这一规律

的呢？ 

    现在大家都看到，很多地方的事情，

都要国际化。明明是它国内的内政，但

是弱小的那一方，他就千方百计要把这

个事件，拿到国际上面去。那当然其它

的国家就很有兴趣，就组织一个联合的

武力，来帮助这个国家弱小的部分，然

后造成内乱，引起外国的军队进来干扰

，不利即戎：不宜动武力。这是非常不

利的事情。利有攸往，是告诉我们，你

不要兴动外师来除内患，这样的话，你

才可以放心地去做。其实像这种事情，

我们在《三国演义》一开始，我们就看



到，何进大将他要处理的，就几个宦官

而已，所以很多人劝他，你就自己来解

决，不要去惊动外面的人。可是何进不

听，他竟然宣董卓进京，那后面就搞得

一蹋糊涂。所以本来是利有攸往，现在

到了何进，就变成不利有攸往。读《易

经》就是要正反两面，都把它搞清楚，

你才能悟到真正的关键。 

    夬卦彖辞：夬，决也，刚决柔也；健

而说，决而和。扬于王庭，柔乘五刚也

；孚号有厉，其危乃光也；告自邑，不

利即戎，所尚乃穷也；利有攸往，刚长

乃终也。 



    夬，决也。夬卦所讲的就是决断的道

理，就是裁决的方法。刚决柔也。刚，

五个阳决柔，一个阴。五个阳要干掉一

个阴。但是要做到健而说。你看夬卦的

下卦是乾，是天，天行健。所以你那个

力道要很刚健，毫不手软。但是你不要

忘了，它的上卦是泽，是说（悦）。就

是你要收到大家都很愉快的那种结果，

你才是懂得夬卦的人。你不要弄得大家

越来越乱，那叫添乱，那不叫解决，不

叫决断。决而和。决是很刚健，很有力

。决：刚健有力。和：很愉快，没有怨

气。这样才叫做健而说，决而和是解释

健而说的。怎么才能健而说呢？就是你

的力道要很精准，时间要很有把握，方



式要很正当，让大家没有话讲，让小人

也没有话讲，否则他会借口，“要把我

干掉，完全为你们自己的私人利益，你

们纯粹就是排除异己，公道何在？”要

提防这点。扬于王庭，柔乘五刚也。上

六它以一个阴柔的爻，竟然凌乘在五个

刚阳的爻上面，让大家想做事都无法做

，那不干掉还行吗？孚号有厉。因为其

危乃光也。光：光大。就是让上六明白

自身的罪恶。 

    读《易经》一定要知道，处理任何事

情，除了谨慎小心之外，还要把最后的

后遗症，事先防范，把它降到最低，所

有孚号有厉，为什么会很诚信地号召大



家？就是要以儆效尤，你们下面人不要

动，同时告诉上面这个人，你也不要动

，这样子的话，他这种为厉的信号，就

会普及到大家都知道，这样可以减少很

多后患。告自邑，不利即戎，所尚乃穷

也。尚：遵从。用动乱的方法来解决小

人的问题，那是夬卦的穷途末路。刚开

始尽量地让他自己知道他的错误，他自

己隐退，他自己和解，那是最上策。实

在不行，我们逼他，然后经过公开的审

判来处置他。最最没有办法，才会考虑

到动武这件事情。利有攸往，明明告诉

你兴兵是不利的，马上告诉你利有攸往

，是什么意思？刚长乃终也。一定要五

个阳齐心协力，把上六干掉，变成全卦



都是阳，那才叫做刚才完成了，等到刚

长乃终，才叫做利有攸往。 

    （四） 

    夬卦告诉人们，只要君子怀着坚定意

志，使用正确的方法，就能够去除小人

。然而更多的历史事实提醒人们，在去

除小人之后，往往又会涌现出新的小人

，甚至君子也会变节，重蹈小人的覆辙

，这是为什么呢？君子又该如何杜绝这

种情况的发生呢？ 

   夬卦大象：泽上于天，夬；君子以施

禄及下，居德则忌。泽上于天，夬。泽

上于天是自然景象吗？当然不是，你什

么时候看到那个沼泽，跑到天上去？没



有这种事情。所以有时候我们讲大象，

全部都是讲自然景象，到底是对还是不

对？答案是对的。那明明不可能，为什

么说它对呢？就是我们的体验不够，我

们的领悟不够深。泽上于天，就不沼泽

还是沼泽，天还是天，这是不能动的。

可是沼泽里面的水，因为受到太阳光的

照射，它会变成水汽。这股水汽是可以

上于天的，它碰到天上的冷空气，它就

会凝结变雾，变云，最后变水。那个水

在天上是留不住的，它就会施雨露，来

照顾所有的作物，这就是夬卦真正的一

个用意。就是说，你把小人干掉，你的

目的在哪里？你想报仇那就不是君子；

你想争取这些利益，那你也是小人呀。



你要把他干掉，唯一的理由就是，我要

使你的所作所为改变，你如果不能改变

，我就来取代你。我取代你，我还是要

改变你。然后把天上的雨露，统统普施

到大地，来发生正当的功能。所以下面

就讲了，君子以施禄及下。施禄及下：

把自己的福禄跟底下人分享。居德则忌

。如果你把它放在你自己的口袋里面，

那就等到什么？把上六干掉，然后把上

六的富，你又据为己有，那你自己又变

成第二个上六了，那毫无意义。 

    所以我们在平乱之后，你看历史上的

情况，都要开仓放粮，都要特赦。就表

示说我把上六干掉，不是为我自己，是



为大家好。但是也有另外一个解释方法

，就是说，你要清楚，物质的东西，你

保留太多，对你是没有好处的。你看你

家里面有很多的茶叶，结果到最后统统

过期烂掉了，你不糟蹋掉了？你家里很

多的米粮你吃不完，被虫吃了，最后还

是没有用。但是只有一个德，你可以不

必考虑。你说我修养品德修养品德，我

是不是过分了？修养品德有什么过分的

？你修养品德是无止境的，但是你不能

标榜你自己。你不能说这是我的德行，

这是我恩德施惠于大众。一个人只要认

为自己有功德，基本上就已经没有功德

。“你看！都是我救的，要不然这些人

早就死光了！”这种话少讲为妙。“你看



我企业这么大，我养活多少人？”少讲

为妙。因为很快就破空了。另外一方面

，我们来看一阴在上，是不是完全不好

？答案当然不是。你看夬卦一阴爻在上

，五个阳爻在下。这在现在来讲，有另

外一种解释，就是它是高高在上的女性

的领导，难道不可以吗？一定要把她决

断掉吗？没有。因为只要上六它能够做

到什么？自己很谦虚，对大家的意见很

喜欢接纳，她居上不骄，她自己勉励自

己，好不容易有今天的地位，要洁身自

爱，那有什么不好？一阴一阳之谓道，

就是告诉我们每解一个卦，你都要从正

反两面去体会，做不好都是死路，做得

好都是生路，这才是正确的看法。 



    （五） 

    人生其实是由一个又一个的决断构成

的，这些决断看似轻而易举，却暗藏着

很多隐患，需要慎重抉择。然而有的人

，又会因为过分谨慎，而错失了决断的

最佳时机，正所谓当断不断，必受其乱

。那么人们该如何平衡二者之间的关系

，做出及时又适当的决断呢？ 

    我们做一个大的决断，你一定要前后

都考虑好，然后有证据，否则就给人家

有口实，就算你是公的，也被人解释成

私的，那多不好？我们在这里特别要提

醒，任何事情前面慢一点，后面就省力

得多。前面求快快快，后面一大堆问题



，那不是得不偿失？所以我们要慎始。

刚开始前后左右，多听大家的意见，好

好的研究研究，今天叫做可行性分析，

可行性分析其实在夬卦里面，它的前置

作业是很谨慎的。但是，我们往往太过

一厢情愿，太过乐观，认为这样必然如

何，所以导致我们做了以后才来后悔，

做了以后才来说，“哎呀！赶快要救这

个要救那个，搞得本来就这么点问题，

就是因为你决了以后，造成更大的问题

。 

    你看那个水库，你为了泄洪，后面把

底下的农田，整个冲掉了，那不是糟糕

吗？所以要泄洪，你要再三地公告，“



我们现在水位快满了，你们下游的这些

人，要事先做好准备。我们大概一个礼

拜之内，就要泄洪了，到时候人和物你

们自己，都要有妥当的安排。”这才叫

做夬卦。而不是说夬就夬，说决就决，

一切要快。因此我们这一集叫做决其当

决。有些事情是要快的，我们不反对，

但是越是大事情，急事要缓办，很多人

不了解什么叫急事缓办。你急事就急得

要死，还缓办？就是因为急事，所以才

要缓办。我们的目的，不是说把一个小

人去掉，不是。我们的目的，是要把正

气维护住，让它真的可以长期，当然说

长期也是比较长期而已，但是最起码比

短暂的要好吧。比较长期的，能够压倒



邪气，就好象什么？好象那个水汽，好

不容易累积起来，好不容易变成云，好

不容易飞到天上去，好不容易变成雨水

。那下来之后，你就要收到一些比较好

的效果。你看急暴雨也没有用，太小的

雨也没有用，下下就停还是糟糕。所以

决其当决，才能够刚长乃终也。这就是

邪不胜正，你邪恶的势力再怎么大，是

抵不过正气的，所以我们接下来，就要

讲邪不胜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