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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本文首先簡介呂不韋生平與《呂氏春秋》一書，也對書中的架構‚十二

紀‛、‚八覽‛、‚六論‛作簡單的陳述。此外，從《呂氏春秋‧仲春紀》的

原文進行了白話文翻譯、分析了文中的思想感情、探究了該篇文的學派歸屬為

何，進而綜合全文析論了寫作技巧和特色，筆者也對該文作了些少評論。 

 

關鍵詞：《呂氏春秋》、仲春紀、 雜家 、道家、儒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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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呂不韋及《呂氏春秋》簡介 

 

 

呂不韋，名不韋，衛國濮陽人。他是戰國末年著名陽翟大商人。

當時，他時常往來各地，貨品以低價買進，而高價賣出，因此累積起

千金家產，他以‚奇貨可居‛聞名於世。呂不韋同時又是政治家、思

想家，官至秦國丞相，曾輔助過秦莊襄王和秦始皇嬴政兩位皇帝登上

王位。於西元前 249 年呂不韋尊為相國，封文信侯，門下有食客三千

人，家僮有萬人。 

 

   《呂氏春秋》一書，是呂不韋輯智略之士所作，於先秦諸子百家之說，兼容並

蓄，是古籍中內容豐富的一部書
1
。據《史記‧呂不韋列傳》所記載，由秦國丞相呂不

韋及其屬下門客們集所聞集論，且探討天、地、人、事，以及總結歷史經驗，又撮取

諸子百家有利於統一和治國的政治思想主張而撰成書。該書由‚十二紀‛、‚八覽‛、

‚六論‛三大部分構成，共二十六卷，一百六十篇，合十餘萬字，且匯合了先秦各派

學說，‚兼儒墨，合名法‛的雜家著作《呂氏春秋》（又名《呂覽》）。 

全書呂不韋自己認為其中包括了天地萬物古往今來的事理，所以號稱《呂氏春

秋》。再者，《呂氏春秋》是一部古代類百科全書似的傳世巨著，包括政治、歷史、

文化學術；也包含著豐富的教育思想內容2，如下述： 

 

（1）重視教育的作用，強調‚疾學‛、‚善學‛ 

 

《呂氏春秋》明確提出人人都應當‚疾學‛，就是說對學習要有強烈的緊迫感，

從而全力以赴地勤奮學習。《呂氏春秋》還指出，聖人也是疾學而成的；無論何人，

只要肯努力學習，都可以成為顯士名人。 《呂氏春秋》在強調教育作用和學習必要性

的同時，特別提到要‚善學‛。 

 

 

                                                
1
  林品石，《呂氏春秋今註今譯》，臺灣商務印書館，1982 年，頁 1。 

2
 《呂氏春秋》的教育思想，網址： http://goo.gl/loriw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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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提倡尊敬教師，教師要‚盡智竭道以教‛ 

 

《呂氏春秋》明確指出：‚疾學在於尊師。師尊則言信矣，道論矣。‛（《尊

師》）。 《呂氏春秋》認為，教育的成敗取決於師生雙方的共同努力和密切配合。教

師善教，學生善學；教師熱愛學生，學生尊敬教師，做到"師徒同體"、‚師徒同心‛。

尊師的基本要求還是在學業和品德方面能夠遵循師教。 

 

（3）注重音樂教化，提倡‚和樂‛，反對‚侈樂‛ 

 

《呂氏春秋》一書中有八篇專門論述了音樂，這是在先秦文獻中保存古代音樂資

料最豐富最完整的一部著作。《呂氏春秋》中的樂論綜合折衷著道家和儒家的思想。 

《呂氏春秋》認為，音樂對形成人的品德，培養人的志趣，陶冶人的性情都有重要作

用。‚凡音者，產乎人心者也。感於心則蕩乎音。‛（《音初》）。 

 

‚十二紀‛、‚八覽‛、‚六論‛的簡述 及架構： 

 

十二紀
3： 

十二紀按一年十二個月，春、夏、秋、冬四時之序排列，每季各有孟、仲、季

三紀，始於孟春終於季冬。每紀之下有五篇文章，十二紀共有六十篇。再者，《呂氏

春秋》的〈序意篇〉置於〈十二紀〉之後，這就清楚地表明，〈序意篇〉只序〈十二

紀〉，不包括〈覽〉、〈論〉在內4。 

 

〈十二紀〉每紀的首篇，先依春夏秋冬十二月次第，一一羅列各月的天文、曆

象、物候，並與相應的五行、五方、五帝、五神、五蟲、五音、五色、五祀等相配合，

形成極為整齊的結構；然後說明天子每月在衣食住行方面應作的行為，在郊廟祭祀、

禮樂征伐、農事活動等方面所應發佈的政令；最後指出如果政令與時氣不合，將會遭

受到的各種相應的天災人禍。 

 

                                                
3
 龐慧，《〈呂氏春秋〉對社會秩序的理解構建》，中國社會科會出版社，2009，頁 50。 

4
 陳奇猷，《呂氏春秋校釋》，上海學林出版社出版，1984，頁 1887–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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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覽
5
： 

 八覽，每覽各有八篇，應該是共八八六十四篇，但今本只有六十三篇，《有始

覽》佚一篇。相對於十二紀多述天道人事，八覽的論題則要集中、明確得多，六十三

篇所論，有學者龐慧認為其基本上可結為治國之道。 

 

六論
6： 

 六論，每論六篇，共六六三十六篇，在《呂氏春秋》三大組成部分中篇幅最短，

也是受到關注最少的部分。
7 許多學者認為六論不過是編餘雜說，或者餘論，編次之間

無甚義理可言8。  

 
9
表一： 

 

 

 

八  

 

 

覽  

有始覽   

 

 

 

 

 

 

十 

 

 

二 

 

 

紀 

孟春紀  

孝行覽  仲春紀  

慎大覽  季春紀  

先識覽  孟夏紀  

審分覽  仲夏紀 

審應覽  季夏紀  

離俗覽  孟秋紀  

恃君覽  仲秋紀  

 

六 

 

開春論  季秋紀  

慎行論  孟冬紀  

                                                
5
  龐慧，《〈呂氏春秋〉對社會秩序的理解構建》，中國社會科會出版社，2009，頁 57。 

6
 龐慧，《〈呂氏春秋〉對社會秩序的理解構建》，中國社會科會出版社，2009，頁 65。 

7
王範之，《呂氏春秋研究》，內蒙古大學出版社，1993，頁 7(王範之稱：‚六論各篇不聯貫，或者本

來就是集合的雜說，本不聯貫，屬於雜說性質。‛)。 
8
徐復觀，《兩漢思想史》，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2001，頁 3。 (徐復觀稱：‚全書到了六論，在

內容上似乎有蹶竭之感。‛) 
9
呂不韋 著，高誘 注，《呂氏春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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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 
 

 

 

貴直論  仲冬紀  

不苟論  季冬紀  

似順論   

序     意 

士容論  

 

 

二、文章題解與主旨 

 

      《仲春紀》為《呂氏春秋·仲春紀第二》裏的首篇。仲春，即夏曆二月，其應時的

時令事物與孟春相同。文章主要講述了仲春的氣候有什麼特點、動物植物生長的狀態

為何、農事是如何安排的、生活有什麼注意事項等內容。由於正值春分時節，雷乃發

聲，天氣和暖了，蠶事將起，應生而勿殺，應順應養生之道，核心是要提醒人們在此

季裏注意養生，統籌兼顧。 

 

 

三、《仲春紀》原文及語譯 

 

【原文】10： 

 
11
一曰：仲春之月：日在奎，昏弧中，旦建星中。其日甲乙。其帝太皞 (hou6，音

淏)。其神句芒。其蟲鱗。其音角。律中夾鐘。其數八。其味酸。其臭羶(saan1，音閂)。

其祀戶。祭先脾。始雨水。桃李華。蒼庚鳴。鷹化為鳩。天子居青陽太廟，乘鸞(lyun4，

音聯)輅(lou6，音路)，駕蒼龍，載青旂(kei4，音奇，同‚旗‛字)，衣青衣，服青玉，

食麥與羊，其器疏以達。 

 

是月也，安萌牙，養幼少，存諸孤。擇元日，命人社。命有司，省囹圄(jyu5，音

篽)，去桎(zat6，音螏)梏(guk1，音菊)，無肆掠，止獄訟。 

 

是月也，玄鳥至。至之日，以太牢祀于高禖。天子親往，后妃率九嬪御，乃禮天

子所御，帶以弓韣(duk6，音讀)，授以弓矢于高禖之前。 

 

                                                
10
呂不韋 著，高誘 注，《呂氏春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頁 17。 

11
 《呂氏春秋》（節選）據香港中文大學漢達文庫。 

http://humanum.arts.cuhk.edu.hk/Lexis/lexi-can/search.php?q=%D5%FD
http://humanum.arts.cuhk.edu.hk/Lexis/lexi-can/search.php?q=%AD%AC
http://humanum.arts.cuhk.edu.hk/Lexis/lexi-can/search.php?q=%BAX
http://humanum.arts.cuhk.edu.hk/Lexis/lexi-can/search.php?q=%EB%5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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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月也，日夜分。雷乃發聲，始電。蟄蟲咸動，開戶始出。先雷三日，奮鐸(dok6，

音踱)以令于兆民曰：‚雷且發聲，有不戒其容止者，生子不備，必有凶災。‛日夜分，

則同度量，鈞衡石，角斗桶，正權概。 

 

是月也，耕者少舍，乃修闔扇，寢廟必備。無作大事，以妨農功。 

 

是月也，無竭川澤，無漉陂(bei1，音悲)池，無焚山林。天子乃獻羔開冰，先薦寢

廟。上丁，命樂正，入舞舍采，天子乃率三公九卿諸侯親往視之。中丁，又命樂正，

入學習樂。 

 

是月也，祀不用犧牲，用圭璧，更皮幣。 

 

仲春行秋令，則其國大水，寒氣總至，寇戎來征。行冬令，則陽氣不勝，麥乃不

熟，民多相掠。行夏令，則國乃大旱，煗( 古同‚暖‛)氣早來，蟲螟為害。 

 

【注釋】： 

 

1. 日在奎︰指太陽的位置在奎宿。奎，二十八宿之一，在今仙女座。 

2. 太皞、句芒：見附表二。 

3. 羶：像羊肉的氣味。 

4. 華︰花，這裡用如動詞，開花。 

5. 鷹化為鳩：或是指爽鳩。爽鳩與鳴鳲鳩形狀相似，其聲亦呼"布穀"催人耕種，

於是誤為鷹化為鳩。12 

6. 鸞輅：輅，古車前橫木   ；天子王侯所乘之車。 

7. 旂：同‚旗‛，旗幟。 

8. 衣青衣：第一‚衣‛為名詞作動詞，即穿；第二‚衣‛是衣服；整句解作(天子)

穿著青色的衣服。 

9. 服青玉：服，名詞作動詞，為佩戴；整句解作佩戴著青色的飾玉。 

10. 囹圄：監牢、監獄。 

11. 桎梏：腳鐐手銬，喻束縛。 

12. 獄訟：訴訟的案件。 

13. 玄鳥：玄鳥是燕子，春分來，秋分去。 

14. 高禖：是古時求子的祭名及求子所祭之神，後世乃有觀音送子之說。13 

                                                
12
 林品石，《呂氏春秋今註今譯》，臺灣商務印書館，1982 年，頁 34。 

http://humanum.arts.cuhk.edu.hk/Lexis/lexi-can/search.php?q=%BF%E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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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嬪︰古代宮廷中女官名。天子有一后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這裡九嬪泛

指宮中所有女眷。 

16. 御︰侍從。 

17. 弓韣：裝弓的套子。 

18. 日夜分：後來二十四節氣中的"春分"。 

19. 鐸：木鐸，古樂器名。有柄有舌，振舌發聲，以宣布法令或示警。 

20. 少舍：稍得空閒時間。 

21. 漉︰竭，使干涸。 

22. 陂池：蓄水池。 

23. 上丁、中丁："丁"有丁丑、丁巳、丁未、丁酉、丁亥等日，"上丁"是每月上旬的

丁日；而"中丁"是每月中旬的丁日。 

24. 入舞：入學習舞。 

25. 犧牲：古義，祭祀用的豬、牛、羊等； 今義， 為了正義的目的而捨棄自己的利

益甚至生命。 

26. 煗：古同‚暖‛。 

 

附表二： 

十二紀中的五行系統及其與天道、四時的配合14 

五行 

四行 

日 帝 神 蟲 音 數 味 臭 祀 祭 服 谷 牲 德 

春 甲乙 太皞 句芒 鱗 角 八 酸 膻 戶 脾 青 麥 羊 木 

夏 丙丁 炎帝 祝融 羽 徵 七 苦 焦 灶 肺 赤 菽 雞 火 

中 戊己 黃帝 后土 倮 宮 五 甘 香 中 心 黃 稷 牛 土 

秋 庚辛 少皞 蓐收 毛 商 九 辛 腥 門 肝 白 麻 犬 金 

冬 壬癸 顓頊 玄冥 介 羽 六 咸 朽 行 腎 黑 黍 彘 水 

 

 

【白話文】： 

 

                                                                                                                                                  
13
  林品石，《呂氏春秋今註今譯》，臺灣商務印書館，1982 年，頁 35 

14龐慧 ，《〈呂氏春秋〉對社會秩序的理解構建》，中國社會科會出版社，2009，頁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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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春二月，太陽的位置在奎宿。初昏時刻，可以看見弧矢星座出現在南方中天。

拂曉時刻則見建星出現。這個月在天干中屬甲乙，它的主宰之帝是太皞，佐帝之神是

句芒，它的應時的動物以鱗蟲為主，應時的音律是角音和夾鐘，這個月的數字是八，

味道是酸味，氣味是膻氣，要舉行的祭祀是戶祭，祭祀時，祭品以脾臟為尊。這個月

開始下雨，桃李開花，黃鸝開始鳴叫，形如老鷹的布穀也出現了。天子居住在東向明

堂的正室，乘坐飾有用青鳳命名的響鈴的車子，車前駕著青色的馬，車上插著繪有龍

紋的青色的旗幟。天子穿著青色的衣服，佩戴著青色的飾玉，吃的食物是麥子和羊，

使用的器物雕鏤得簡潔而空透。 

 

     這個月，要保護草本的萌芽，養育幼小的禽獸，撫恤無依的孤寡。選擇好的日

子，命令老百姓祭祀土神。命令司法官減少關押的人犯，去掉手銬腳鐐，不要殺人陳

屍和鞭打犯人，制止訴訟之類的事情。 

 

     這個月，燕子飛來。燕子來到的那天，用牛羊豕三牲祭祀高禖之神。天子親自

前往，后妃率領宮中所有女眷陪從，在高禖神前為天子所御幸而有孕的女眷舉行禮儀，

給地帶上弓套，並授給她弓和箭，表示懸弧得男之意。 

 

     這個月，日夜平分，這時陽氣上升，與陰氣相震盪。開始打雷，蟄伏的動物都

蘇醒了，開始從洞穴中鑽出來。打雷的前三天，振動木鐸向老百姓發佈命令說：快要

響雷了，大家都要戒慎，如果在此時懷孕，那麼所生的子女發育不全，將會有聾啞狂

癡的病症，而自己也必有兇險和災禍。日夜平分，就要劃一度量衡，所以要統一和校

正各種度量衡器具。 

 

     這個月，耕作的農夫稍事休息。整治一下門戶。祭祀先祖的寢廟一定要完整齊

備而投有毀壞。不要興兵征伐，以免妨害農事。 

 

     這個月，不要使河川沼澤及蓄水的池塘乾涸，不要焚燒山林。天子向司寒之神

獻上羔羊，打開冰窖，然後把冰先獻給祖先。農曆每月上旬的丁日，命令樂正進入國

學教練舞蹈，把彩帛放在前邊行祭祀先師的禮節。天子率領三公、九卿、諸侯親自去

觀看。中旬的丁日，又命令樂正進入國學教練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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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月，一般的祭祀不用牲畜作祭品，而用玉圭、玉壁，或者用皮毛束帛來代

替。 

     二月正陽氣長養之時，如果天時不正而氣候涼爽如秋，國家就會洪水氾濫，寒

氣就會突然到來，敵寇就舍來侵犯。如果發佈冬令則陰寒肅殺之氣制勝春陽的温暖，

陽氣就經受不住，麥子就不能成熟，人民因飢餓而作劫掠之事。如果發佈應在夏天發

佈的政令。國家就會出現乾旱，熱氣過早來到，莊稼就會遭到蟲害。 

 

 

四、文章思想內容及學派歸屬 

 

【 思想內容】 

       

本篇《仲春紀》主要講述了春天時人應該遵循天地之理：天有天道，地有地理，

人有人紀，天、地、人各有其規律性，這些規律都是應當遵守的。如作者於文中所提

及，‚仲春之月：日在奎，昏弧中，旦建星中。其日甲乙。‛（天）、‚是月也，日

夜分。雷乃發聲，始電。蟄蟲咸動，開戶始出。‛（地）、‚安萌牙，養幼少，存諸

孤。‛（人）因此從以上句例可看出：如果遵循天地人各自的規律，農業就有好收成，

人事就順利，社會就安定。反之，就會面臨災害，遭受大自然的懲罰。比如‚仲春行

秋令，則其國大水，寒氣總至，寇戎來征；行冬令，則陽氣不勝，麥乃不熟，民多相

掠；行夏令，則國乃大旱，暖氣早來，蟲螟為害‛，此句就強調了法天地以行人事的

重要性。再看，文中又提到春天到來的時候，后妃要率領宮中的人進行祭祀，‚天子

親往，后妃率九嬪御‛，從文中的祭祀儀式和對農事的管理都表現了對農業的重視。

這樣一方面利於莊稼的發展，另一方面百姓從事農業，思想較為淳樸，便於役使。 

 

另一方面，我們知道中國古代是‚以農立國‛，時令最為重要，人事的一切安

排都要圍繞四時展開，它順春生、夏長、秋收、冬藏之理，將國家的祭祀、政事、農

事甚至軍事等社會實踐活動（人），都納入天時及氣象（天）之中，並依順天象、物

候的變化（時），以法則的形式來指導人或事。15
 

 

                                                
15
 王啟才，《〈呂氏春秋〉的生態觀》 ， 《江西社會科學》期刊，2002 年第 10 期，頁 58-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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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春天的‚德‛主‚生‛，所以在春季，大部分是講養生的。所以此篇文

章說到在這個季節要保護好草木、禽獸，‚安萌牙，養幼少‛；祭祀不用牲畜作祭品，

而用玉圭、玉壁來祭拜神靈，‚祀不用犧牲，用圭璧，更皮幣‛，避免殺人陳尸，興

兵征戰，以及農夫修生養息，要求樂正教授音樂等內容都是崇尚自然的思想一致的。 

 

【 學派歸屬】 

《呂氏春秋》一書綜合了各家，於客觀上順應了這一時代的趨向，綜合各家之長，

進而融和和改造各學派的思想觀點。《呂氏春秋》雖然是雜家思想，但談養生、論人

性的學說。當中最為主要的有道家和儒家兩派的學說，這兩家分別體現在不同的領域

之中。雖然儒道兩家思想在呂不韋編《呂氏春秋》之前就開始出現合流的歷史趨勢16，

但我們應該可看到，《呂氏春秋》畢竟是較早提出了自己融合百家的觀點，我們認為

這是富有歷史意義的，因為這是一個創新的舉動，呂不韋就是開創者。 

 

        我們接著看，《呂氏春秋》綜合了儒道兩家思想，提出‚聖人必先適欲‛的命題，

揭開了儒道人學合流的序幕。正如馮友蘭先生所說：‚呂不韋的雜家思想，雖然不能

成為真正的哲學體系，但是作為一個對付百家爭鳴的態度，還是有道理的，呂不韋認

為當時的各家各派各有所長。這就是對於‘百家爭鳴’取一種容忍的態度。‛17在這，

我們分別對《仲春紀》 與道家及《仲春紀》 與儒家作了簡要分析，如下述： 

 

 

（一）《呂氏春秋‧〈仲春紀〉》 與道家 

 

         道家代表著作有《老子》和《莊子》。道家主張“無為”，崇尚自然，與儒家、墨家各派

的思想不同，而《老子》的重要的觀點   “無為”、“無為無不為”，虛、靜的要求， 在《呂氏春

秋》中有重要的地位。 

       在〈仲春紀〉中主要提及應時的現象、農事安排等，在此可以看到道家的思想。

道家主反樸歸真，順乎自然。18
《道德經》第二十五章：‚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

自然。‛應為必須順應自然，選擇相應的生活方法。而《呂氏春秋》中講及不同氣節應注

意的事，順著大自然的變化而進行各種農事、政事等，主張順應天時、地利，努力種

好莊稼，表現其崇尚自然的思想。如本文《仲春紀》中‚是月也，耕者少舍，乃修闔

                                                
16
 李中華，《中國人學思想史》，北京出版社， 2004，頁 250。 

17
 馮友蘭，《中國哲學史新編》，上冊，人民出版社，1998，頁 804。 

18
 林尹，《中國學術思想大綱》，臺灣商務印書館，1979 年，頁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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扇，寢廟必備。無作大事，以妨農功。‛提及應時宜生宜作的事，生活的事都應按時

節而作，切勿逆時而行，正是順乎自然之意。 

 

        另一方面《呂氏春秋》將無為用於君道，認為‚無為‛是對君主的要求，即不要

處理具體的事，是為了不妨礙臣下的有為，使君臣更好的配合而提出，‚無不為‛則

指君主無為之後的後果19。我們可以在其他的篇章看到，如《呂氏春秋》中《序意》一

篇，‚良人請問十二紀。文信侯曰：嘗得學黃帝之所以誨顓頊矣，爰有大圜在上，大

矩在下，汝能法之，為民父母。‛對於良人的提問，呂不韋用黃帝教誨顓頊的話來解

說，就是要效法自然的無為，才能成為一個好的君主。 

 

（二）《呂氏春秋‧〈仲春紀〉》與儒家 

 

儒家的中心思想在於‚仁‛，即推己及人的博愛精神，要克己復禮。儒家認為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呂氏春秋》中也有仁的思想。如本文

中‚安萌牙，養幼少，存諸孤‛，要照顧幼小，憮恤孤兒，存有側隱之心，正是對

‚仁‛的具體實踐，與儒家的思想吻合。另一方面，儒家重視教化，主張有教無類，

而《呂氏春秋》中也重視音樂的敎化，顯然是受了儒家的影響。又如，文中‚中丁，

又命樂正，入學習樂。‛講及要學習音樂，往後有更多的篇幅如《大樂》、《音初》

等談及音樂的理論和功能，比起以詩、書、禮、樂為主要教材的儒家，雖不夠全面豐

富，但也看到呂不韋以音樂作教化，突出對教化之重視。 

 

 

         五、寫作技巧 

    

1、論述為主，觀點清晰 

        《呂氏春秋．仲春紀》採用論說文的形式，作者全篇平鋪地說明了對仲春之氣候

特點、動物植物生長的狀態、農事的安排、對百姓之生活的看法。首先用天地干支及

天子之事，表明在春季裏自然界中生物騷動的情況，然後作者論述了老百姓生活間的

大小事，如''養幼少，存諸孤''，最後作者眷顧地論出了假如不順從''道''，人、事、物便

會遭到祸害。因而我們可看出此文有一條清晰的寫作路綫，說理深刻而有條理，文字

淺近，句法圓通，直言陳述。 

 

 

                                                
19
 劉元彥，《雜家帝王學 呂氏春秋》，三聯書店，1992 年，頁 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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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運用例證，具說服力 

       《仲春紀》一文中，作者在論述春季的時令之道的同時，其引證了大自然或民間

中的鐵例，其敘事記言，有情節，有聲有態 ，比如說，‚始雨水。桃李華。蒼庚鳴。

鷹化為鳩。‛、 ‚是月也，玄鳥至。 ‛、‚是月也，日夜分。雷乃發聲，始電。蟄蟲

咸動，開戶始出。 ‛等例均可看出作者為了說服讀者而攞列了種種例子，表達趨向平

易、曉暢、酣暢淋漓。 

 

3、 強調申述，排比整鍊 

        全篇文意清晰，原因在於作者反覆強調的筆法，又從把一個論點闡釋得十分詳細。

作者於最後一段說到如反‚道'‛，國家可能會洪水氾濫 或出現乾旱、麥子不能成熟、

莊稼會遭到蟲害 。再者，在‚仲春行秋令，則其國大水，寒氣總至，寇戎來征。行冬

令，則陽氣不勝，麥乃不熟，民多相掠。行夏令，則國乃大旱，煗氣早來，蟲螟為

害。‛ 作者善用排比修辭法，把本文的重點推向高潮，言簡意駭，可謂''強調申述，善

用排比 。 

 

4、語言樸實，文筆精簡 

全篇文語言樸實，作者用簡單的語言，清晰地述說論題，使讀者容易掌握。 

因為作者用字十分經濟，用字短而表意顯豁，言簡意賅，夾敘夾議，既靈活，又簡潔

精當。 

    據《史記   ·呂不韋列傳》記載，《呂氏春秋》曾‚布咸陽市門，懸千金其上，

延諸侯、游士、賓客有能增損一字者，予千金‛。意思是一個字值一千金，原指改動

一個字賞賜千金，後用來稱讚詩文精妙，價值極高。說明寫作態度的認真，作品的珍

貴。20可以看出呂不韋用字之精妙，全書無一冗字冗句。 

 

六、結論與啟示 

     

  在我們看來，呂不韋的《呂氏春秋》就像是 ‚九大簋‛，它很有味道，很值得

我們去品嘗。 

                                                
20
 劉衍，《中國古代散文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頁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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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丁原明認為，《呂氏春秋》是試圖創立統一的封建意識型態的一次大膽嘗

試，並在連結先秦到秦漢的哲學、政治思想發展過程中，起了不可磨滅的歷史作用21。

然而，在內容上，我們看來，《呂氏春秋》大體上是以儒道兩家為中心，取儒家‚修

齊治平‛的想法，以道家的‚無為‛和‚順應自然‛為主張，而參以其他各家的思想，

薈先秦百家之眇義，筆者認為可稱得上是五味俱全。 

 

再言，尹仲容先生在《呂氏春秋校釋》中，認為《呂氏春秋》取儒家修齊治平

的理論，而參以道家清靜無為的學說；對於墨家取其節儉好義，而不贊成其非攻非樂；

對於法家取其信賞罰人守法精神，而反對嚴刑峻法；對於名家贊同其基本觀念的正名，

而反對其詭辯淆亂是非；對於兵家的用兵原則，陰陽家的五行配合，農家的重農政策

都有所取。
22 對於尹仲容先生的評論，我們十分同意，呂不韋集各家的學說，將各學

說融和，並應用到上至天文下至地理，由百姓的生活軼事到政治手段、君臣相處之道，

都以各學說的基礎而曉之以理，對後世有莫大的影響。 

 

總的看來，讀了《呂氏春秋‧仲春紀》，當中有一個較重要的內容我們是不應

忽視的，那便是談‚順應自然‛而引申出來的是‚養生‛，主要表現在《孟春紀》、

《仲春紀》、《季春紀》，因為春多與生有關聯。〈仲春紀〉道出了天地間應時而生

的現象，提及要注意的事項並陳述其利害，說之以理，使百姓可以按規章作事，這樣

便更有體系地統治一個國家，文中提及的自然現象亦可為後世參照。從借古鑒今的角

度看，正正由於當時的人們順應自然的法則去生活、耕作，萬物才得以生生不息，不

作反自然的事。相反，現今的社會反自然而行，因為科技的發展所有事情的變得可以

應時而作，違反自然的法則(如   時令瓜菜)，更甚破壞自然的規律，便氣候反常，令我

們值得深思。 

 

   

 

 

 

 

                                                
21
 丁原明，《論〈呂氏春秋〉及其歷史作用》，1982，頁 58。 

22
 林品石，《呂氏春秋今註今譯》，臺灣商務印書館，1982 年，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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