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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到中秋分外明》 

引用名言佳句一覽表 

主講人： 李克明 元大創投董事長 • 中華儒道研究協會理事長 • 菁英會會員 

台大化工系學士 • 哈佛 MBA • 哈佛 J.D.  

Email: fkl_777@yahoo.com 

《當孔子遇上哈佛》粉絲團臉書 https://www.facebook/Origineducation 

  台北科技大學 菁英會  2013 年 9 月 14 日 

 

綱  要 

祖先眼中看月亮 

騷人墨客寫月亮 

由月亮聯想到的心性智慧 

      事無全美  等待時勢  知止不殆 

      得道必靜  說難知心 

結語 與 回顧   

 

 仰以觀於天文 俯以察於地理 是故知幽明之故 《易經•繫辭上》 

 

 …… 日爲眾陽之宗 月乃太陰之象 …… 月裡蟾蜍 是月魄之精光 …… 素娥即月之

號 …… 望舒是月之御 …… 《幼學瓊林•天文》 

 

 …… 吳牛喘月 笑人畏懼過甚 后羿妻 奔月官而爲嫦娥 …… 披星戴月 謂早夜之奔

馳 …… 《幼學瓊林•天文》 

 

 中秋月朗 明皇親游於月殿 …… 上弦謂月圓其半 係初八、九 下弦謂月缺其半 係廿

二、三  月光都盡謂之晦 三十日之名 月光復複蘇謂之朔 初一日之號 月與日對謂之

望 十五日之稱  ……《幼學瓊林•歲時》 

 

 月有三浣 初旬十日爲上浣 中旬十日爲中浣 下旬十日爲下浣 …… 爲學求益 曰日

就月將 …… 自愧無成 曰虛延歲月 …… 《幼學瓊林•歲時》 

 

 暮雲收盡溢清寒 銀漢無聲轉玉盤 此生此夜不長好 明月明年何處看  蘇軾《中秋月》 

 

 十輪霜影轉庭梧 此夕羈人獨向隅 未必素娥無悵恨 玉蟾清冷桂花孤  晏殊《中秋月》 

 

 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 不知天上宮闕 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風歸去 又恐瓊樓玉孙 

高處不勝寒 起舞弄清影 何似在人間 轉朱閣 低綺戶 照無眠 不應有恨 何事長向別

時圓？人有悲歡離合 月有陰晴圓缺 此事古難全 但願人長久 千里共嬋娟《水調歌

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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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無全美 月有陰晴圓缺 月無常圓 

 天若有情天亦老  唐 李賀 

  

 月如無恨月常圓  宋 石曼卿 

 

 值太平世 生湖山郡 官長廉靜 家道優裕 娶婦賢淑 生子聰慧 人生如此 可云全福  

《幽夢影•五九》  

 

 十歲為神童 二十 三十為才子 四十 五十為名臣 六十為神仙 可謂全人矣 《幽夢

影•六三》 

 

 一恨書囊易蛀 二恨夏夜有蚊 三恨月臺易漏 四恨菊葉多焦 五恨松多大蟻 六恨竹多

落葉 七恨桂荷易謝 八恨薜蘿藏虺 九恨架花生刺 十恨河豚多毒  《幽夢影•二七》

  

 山棲是勝事 稍一縈戀 則亦市朝 書畫賞鑒是雅事 稍一貪癡 則亦商賈 詩酒是樂事 

少一徇人 則亦地獄 好客是豁達事 一為俗子所撓 則亦苦海 《小窗幽記•集醒篇》  

 

 人生無常 外物不可賴 物不可必 …… 《呂氏春秋•必己》 

 

 莊子笑曰：…… 若夫萬物之情 人倫之傳則不然：成則毀 大則衰 廉則剉 尊則虧 直

則骫 合則離 愛則隳 多智則謀 不肖則欺 胡可得而必？  《呂氏春秋•必己》  

 

 出師未捷身先死 長使英雄淚滿襟 《前出師表》 

 

 日則求於僧膳 夜則宿於破窯 思衣不能遮其體 思食不能充其飢 上人憎 下人厭 人

道吾賤 非吾賤也 此乃時也 運也 命也 非吾之所能也 《破窯賦》 

 

 有打百僚之杖 有斬小人之劍 屈膝於一人之下 立身於萬人之上 思衣有羅絹千箱 思

食有珍饈百味 上人趨 下人羨 人道我貴 非吾貴也 亦乃時也 運也 命也 非吾之所

能也 《破窯賦》 

 

等待時勢  不同時日 不同結果 

 發火有時 起火有日 時者 天之燥也 日者 月在箕壁翼軫也 凡此四宿者 風起之日也   

《孫子兵法•火攻第十二》 

 

 賢人君子明于盛衰之道 通乎成敗之數 審乎治亂之勢 達乎去就之理 故潜居抱道以

待其時 若時至而行 則能極人臣之位 得機而動 則能成絕代之功 如其不遇 沒身而

已 是以其道足高 而名重于後代 《黃石公素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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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孟子曰 天時不如地利 地利不如人和 三里之城 七里之郭 環而攻之而不勝 夫環而

攻之 必有得天時者矣 然而不勝者 是天時不如地利也 城非不高也 池非不深也 兵

革非不堅利也 米粟非不多也 委而去之 是地利不如人和也 《孟子•公孫丑下》 

 

 道生之 德蓄之 物形之 勢成之 《道德經•第五十一章》 

 

 太公曰 古之善戰者 非能戰于天上 非能戰于地下 其成與敗 皆由神勢 得之者昌  

失之者亡 …… 《六韜•龍韜•奇兵》 

 

 故善戰者 求之于勢 不責于人 故能擇人而任勢 任勢者 其戰人也 如轉木石 木石之

性 安則靜 危則動 方則止 圓則行 故善戰人之勢 如轉圓石于千仞之山者 勢也 《孫

子兵法•兵勢第五》 

 

 安陵纏以顔色美壯 得幸于楚共王 江乙往見安陵纏 曰 子之先人豈有矢石之功于王

乎？曰  無有 江乙曰 子之身豈亦有乎？曰 無有 江乙曰 子之貴何以至于此乎？ 

曰 僕不知所以 江乙曰 吾聞之 以財事人者 財盡而交疏 以色事人者 華落而愛衰 

今子之華 有時而落 子何以長幸無解于王乎？ 安陵纏曰 臣年少愚陋 願委智于先生 

江乙曰 獨從爲殉可耳 安陵纏曰  敬聞命矣！江乙去 居期年 逢安陵纏 謂曰 前日

所諭子者 通于王乎？ 曰 未可也 居期年  江乙複見安陵纏曰 子豈諭王乎？ 安陵

纏曰 臣未得王之間也 江乙曰 子出與王同車 入與王同坐 居三年 言未得王之間 子

以吾之說未可耳 不悅而去 其年 共王獵江渚之野 野火之起若雲霓 虎狼之嗥若雷霆 

有狂兕從南方來 正觸王左驂 王舉旌旄 而使善射者射之 一發 兕死車下 王大喜 拊

手而笑 顧謂安陵纏曰 吾萬歲之後 子將誰與斯樂乎？ 安陵纏乃逡巡而却 泣下沾衿 

抱王曰 萬歲之後 臣將從爲殉 安知樂此者誰？于是共王乃封安陵纏于車下三百戶 

故曰 江乙善謀 安陵纏知時  《說苑•權謀第十三》 

 

知止不殆  滿月一到 虧蝕開始   

 故三皇五帝有戒之器 命曰侑卮 …… 其沖即正 其盈即覆 夫物盛則衰 日中則移 月

滿則虧 樂終而悲 是故聰明廣智孚以愚 多聞博辯孚以儉 武力勇毅孚以畏 富貴廣大

孚以狹 德施天下孚以讓 此五者先王所以孚天下也 服此道者不欲盈 夫唯不盈 是以

弊不新成 《文子•九孚•孚弱》 

 

 大甘 大酸 大苦 大辛 大鹹 五者充形則生害矣 大喜 大怒 大憂 大恐 大哀 五者接

神則生害矣 大寒 大熱 大燥 大溼 大風 大霖 大霧 七者動精則生害矣  故凡養生 

莫若知本 知本則疾無由至矣 《呂氏春秋•盡數》 

 

 治人事天 莫若嗇 《道德經•第五十九章》 

 



4 
 

 書之所謂治人者 適動靜之節 省思慮之費也 所謂事天者 不極聰明之力 不盡智識之

任 苟極盡則費神多 費神多則盲聾悖狂之禍至 是以嗇之 嗇之者 愛其精神 嗇其智

識也 故曰 治人事天 莫如嗇 《韓非子•解老》 

 

 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得與亡孰病？甚愛必大費 多藏必厚亡 故知足不辱 知止

不殆 可以長久  《道德經•第四十四章》 

 

 憂勤是美德 太苦則無以適性怡情 淡泊是高風 太枯則無以濟人利物 …… 《菜根

譚•概論》 

 

 聰明者戒太察 剛強者戒太暴 溫良者戒無斷 《格言聯璧•持躬類》 

 

 自出洞來無敵手 得饒人處且饒人 《唾玉集•常談出處》 

 

 故用兵之法 …… 窮寇勿迫 此用兵之法也 《孫子兵法•軍爭第七》 

 

 湯出 見野張網四面 祝曰 自天下四方 皆入吾網 湯曰 嘻 盡之矣！乃去其三面 《史

記•殷本紀》 

 

 …… 顏淵對曰 臣聞之 鳥窮則啄 獸窮則攫 人窮則詐 自古及今 未有窮其下而能無

危者也 《荀子•哀公第三十一》 

 

得道必靜 觀月 常在夜闌人靜時 

 床前明月光  疑是地上霜 舉頭望明月 低頭思故鄉 李白 《静夜思》 

 

 閑來無事不從容 睡覺東窗日已紅 萬物靜觀皆自得 四時佳興與人同 道通天地有形

外 思入風雲變態中 富貴不淫貧賤樂 男兒到此是豪雄  宋 程顥《偶成》 

 

 天地間真滋味 惟靜者能嘗得出 天地間真機括 惟靜者能看得透 天地間真情景 惟靜

者能題得破 作熱鬧人 說孟浪語 豈無一得？皆偶合也  《呻吟語•存心》  

 

 此身常放在閒處 榮辱得失 誰能差遣我？ 此心常安在靜中 是非利害 誰能瞞昧我？ 

《菜根譚•概論》 

 

 將軍之事 靜以幽 正以治 《孫子兵法•九地第十一》 

 

 故聖人云 我無為而民自化 我好靜而民自正 我無事而民自富 我無欲而民自樸 《道

德經•第五十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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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躁心浮氣 淺衷狹量 此八字 進德者之大忌也 去此八字 只用得一字 曰主靜 靜則凝

重 靜中境自是寬闊 《呻吟語•存心》 

 

說難知心 人心如月 初一十五不一樣 

 你問我愛你有多深 我愛你有幾分 我的情也真 我的愛也真 月亮代表我的心 你問我

愛你有多深 我愛你有幾分 我的情不移 我的愛不變 月亮代表我的心 …… 《月亮代

表我的心》 

 

 是故始如處女 敵人開戶 後如脫兔 敵不及拒 《孫子兵法•九地第十一》 

 

 凡說之難 非吾知之有以說之之難也 又非吾辯之 能明吾意之難也 又非吾敢橫失 而

能盡之難也 凡說之難 在知所說之心 可以吾說當之 《韓非子•說難》 

 

 韓氏城新城 期十五日而成 段喬爲司空 有一縣後二日 段喬執其吏而囚之 囚者之子

走告封人子高曰：唯先生能活臣父之死 願委之先生 封人子高曰：諾 乃見段喬 自扶

而上城 封人子高左右望曰 美哉城乎！一大功矣 子必有厚賞矣 自古及今 功若此其

大也 而能無有罪戮者 未嘗有也 封人子高出 段喬使人夜解其吏之束縛也而出之 故

曰封人子高爲之言也 而匿己之爲而爲也 段喬聽而行之也 匿己之行而行也 說之行

若此其精也 封人子高可謂善說矣  《呂氏春秋•開春》 

 

編者後記: 以上彙集匆促 若有疏失 尚請見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