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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生平及背景

(一)



成書及研究

《漢書．藝文志》記錄《孔子家語》為二十七
卷，流傳說孔子十一世孫孔安國，收集秦朝焚
書後的各種版本，在西漢武帝時，從新編輯成
書，三國時王肅注解，為現時的十卷四十四篇
版本。（孔子的言行思想）

 1973年河北省定縣八角廊漢墓竹簡《儒家者言
》，同《孔子家語》近似。1977年安徽省阜陽
雙古堆漢墓木牘，與《孔子家語》相關連，還
有英國收藏的敦煌本《孔子家語》。



孔子生平
魯襄公二十二年 西元前551年 1歲 •生於魯國陬邑。

魯襄公二十四年 西元前549年 3歲 •父叔梁紇卒。

魯昭公五年 西元前537年 15歲 •日後自云：十有五而志於學。

魯昭公七年 西元前535年 17歲 •母顏徵在卒（在此年以前）。

魯昭公九年 西元前533年 19歲 •娶宋丌官氏之女。

魯昭公十年 西元前532年 20歲 •得子，因魯君賞賜，取名為鯉。

魯昭公十七年 西元前525年 27歲 •郯子來魯，從學古官名。

魯昭公二十年 西元前522年 30歲 •日後自云：三十而立。弟子前來從學，約在此後。

魯昭公二十五年 西元前517年 35歲 •至齊，從齊太師學韶樂。

魯昭公三十年 西元前512年 40歲 •日後自云：四十而不惑。

魯定公八年 西元前502年 50歲 •公山弗擾召。日後自云：五十而知天命。

魯定公九年 西元前501年 51歲 •出仕，任中都宰。

魯定公十年 西元前500年 52歲 •升至司寇。合諸墓、相夾谷。

魯定公十三年 西元前497年 55歲 •春，去魯，西往衛。

魯哀公三年 西元前492年 60歲 •南往曹、宋、陳。在陳出仕。日後自云：六十而耳順。

魯哀公六年 西元前489年 63歲 •去陳，南往蔡，途中絕糧七日，見楚葉公。北返陳、衛。

魯哀公十年 西元前485年 67歲 •妻丌官氏卒。

魯哀公十一年 西元前484年 68歲 •返魯。季氏訪田賦事，不答。

魯哀公十二年 西元前483年 69歲 •子孔鯉卒。

魯哀公十三年 西元前482年 70歲 •自云：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

魯哀公十四年 西元前481年 71歲 •弟子顏回卒。

魯哀公十六年 西元前479年 73歲 •夏四月己丑，卒於魯。



春秋末年
春秋五霸已經無力號令天下諸侯

夫差（前6?－前473年），姬姓，春秋時吳國
第25任君主，在位時期為前495年—前473年。

 《史記》齊桓公 · 秦穆公 · 晉文公 · 楚莊王 · 宋襄公

 《辭通》齊桓公 · 秦穆公 · 晉文公 · 楚莊王 · 鄭莊公

 《四子講德論》齊桓公 · 秦穆公 · 晉文公 · 楚莊王 · 越王
句踐

 《漢書注·諸侯王表》齊桓公 · 秦穆公 · 晉文公 · 宋襄公 · 
吳王夫差（孔子在公元前４７９年去逝）

 《荀子·王霸》齊桓公 · 晉文公 · 楚莊王 · 吳王闔閭 · 越
王句踐



禮崩樂壞
《孔子家語•問禮第六》

丘聞之：民之所以生者、禮為大。

非禮則無以節事天地之神；

非禮則無以辯君臣、上下、長幼之位焉；

非禮則無以別男女、父子、兄弟、婚姻、親
族、疏數之交焉。



六經 善用 錯用 最佳效益

《詩》 溫柔敦厚 失愚 溫柔敦厚而不愚

《書》 䟽通知遠 失誣 䟽通知遠而不誣

《樂》 廣博易良 失奢 廣博易良而不奢

《易》 潔靜精微 失賊 潔靜精微而不賊

《禮》 恭儉莊敬 失煩 恭儉莊敬而不煩

《春秋》 屬辭比事 失亂 屬辭比事而不亂



禮、樂、教、學

(二)



禮樂教育



知禮好禮

知禮是知識學習，思辨和判斷，不是盲從，在
禮儀中感悟禮的意義，思考禮的精神，步向自
我內心德性的修養。《顏回第十八》：「子曰
：『既能成人，而又加之以仁義禮樂，成人之
行也，若乃窮神知禮，德之盛也。』」

好禮是德行表現，要善美禮的行為，舉手投足
不能失禮，推行禮節，化解人與人之矛盾，減
少摩擦和爭吵，維護社會和諧互動是好禮的重
要性。《曲禮子貢問第四十二》：「孔子曰：
『富而不好禮，殃也。』」



教與學
爻是卦爻，代表《易經》的數學，一劃開天
的數學符號和理論，從《易經》開始，學習
數學是開始理性思維，小孩數一二三開始，
知道秩序理性，有邏輯可以運算，數學為科
學之母，宇宙大道呈顯出自然方程式，最後
覺悟真理的所在。

政敎合一





改　變

知識改變命運

　　改變舊知識＝＝專業

　　研求多知識＝＝智慧

朋友創造命運

　　禮行天下

　　義結友朋（禮門義路）

勉強而行於自然



文武雙全

(三)



文事武備

《孔子家語•相魯第一》

定公與齊侯會于夾谷。

孔子攝相事，曰：「臣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
，有武事者必有文備。古者諸侯竝出疆，必
具官以從，請具左右司馬。」

定公從之。



臣子坐大
《孔子家語•相魯第一》

孔子言於定公曰：「家不臧甲，邑無百雉之城，
古之制也。今三家過制，請皆損之。」乃使季氏
宰仲由隳三都。叔孫不得意於季氏，因費（魯桓
公後裔季孫氏受封於費，又稱鄪邑，今山東費縣
西北）宰公山弗擾，率費人以襲魯。孔子以公與
季孫、仲孫、叔孫，入於費氏之宮，豋武子之臺
。費人攻之，及臺側，孔子命申句須、樂頎，勒
士眾，下伐之，費人北，遂隳三都之城，強公室
，弱私家，尊君卑臣，政化大行。



以禮成武
《孔子家語•相魯第一》

郊社之禮，所以仁鬼神也；禘嘗之禮，所以
仁昭穆也；饋奠之禮，所以仁死喪也；射饗
之禮，所以仁鄉黨也；食饗之禮，所以仁賓
客也。明乎郊社之義、禘嘗之禮，治國其如
指諸掌而已。是故居家有禮，故長幼辯；以
之閨門有禮，故三族和；以之朝廷有禮，故
官爵敘；以之田獵有禮，故戎事閑；以之軍
旅有禮，故武功成。



六藝文武
《周禮》之貴族教育：

禮、樂、射、御、書、術。

其中禮分五禮（吉、凶、賓、軍、嘉）；

樂分六樂（雲門、大咸、大韶、大夏、大鑊、
大武）；射分五射（白矢、參連、剡注、襄尺
、井儀）；御有五御（鳴和鸞、逐水曲、過君
表、舞交衢、逐禽左），書有六書（象形、指
事、會意、形聲、轉注、假借）、術有九術（
數，方田、粟米、差分、少廣、商功、均輸、
方程、盈不足、旁要）。



射　御
白矢：箭穿靶子而箭頭髮白，發矢準確而有力

參連：前放一矢，後三矢連續而去，矢矢相屬，
若連珠之相銜

剡注：謂矢發之疾，瞄時短促，上箭即放箭而中

襄尺：臣與君射，臣與君並立，讓君一尺

井儀：四矢連貫，皆正中目標

御—駕駛馬車的技術，鳴和鸞：謂行車時和鸞之
聲相應；逐水車：隨曲岸疾馳而不墜水；過君表
：經過天子的表位有禮儀；舞交衢：過通道而驅
馳自如；逐禽左：行獵追逐禽獸從左面射獲。



聖人楷模

(四)



萬世師表

 (1)自強不息：身為貴族之後，因為生母顏氏不
是正室，孔子在社會裡身份低微，他仍然努力
實踐君子的自強不息，自我建構人生大道。

 (2)終身學習：三歲父死，十七歲母死，生活在
艱難困苦中，始終為生命而奮進，十五歲而立
志於求學，成為終身學習的典範。

 (3)禮行天下：三十歲學禮有成，齊景公訪問魯
國，與孔子會面，談論天下大事，漸有名聲而
謹守於禮讓謙虛，不放逸於驕傲自大。



 (4)敎學駢進：三十多歲開始敎學生涯，「誨人
不厭，好學不倦」，敎與學結合，是敎學相長
的模範。

 (5)因材施敎：能夠體察人性，不同學生的性格
，加以恰當的輔導和啟發，朝向人格品德完善
學習和發展，使學生在自己的生命裡發揮潛能
。

 (6)官績卓越：為官政績顯著，賊人聞風逃避，
軍事謀略當機立斷，收回國土兵不血衅，示現
文韜武略的能力，解說「仁」學的寬厚哲理，
彰顯德才兼備的聖哲音容。

 (7)刪書訂禮：述而不作，阻擋負面訊息流通，
不畏王權惡霸，公平公正地記錄客觀的歷史。



 (8)身敎化育：孔子生前，和顏悅色待人接
物，令很多學生都親身受到感染和啟發，提
高知識和智慧，因而他去世後，大量學生替
他守墓三年，而且子貢更守墓六年，是古今
所罕有。

 (9)有敎無類：敎育學生不論富貴貧賤，運
用禮樂敎化學生，誘發多元化興趣學習，讓
學生親身經歷每一個學習里程。





普世價值

家語絲絲，溫馨燕爾，

聖賢鈞道，悠然坦盪，

學習終生，修身力行，

齊家治國，孝德仁義，

禮樂教化，育才維新，

君子雍穆，恭順敬慎，

忠貞厚恕，信誠日月，

大同康莊，和諧體一。



仁、孝之

普世價值

(五)



人的生命：內心的仁
「仁者」？有十九處

孔子有兩大類的答覆《王言解第三》：「仁
者莫大乎愛人。」

《哀公問政第十七》：「仁者，人也。」

心性的學問，是生命的真實經歷，由自身出
發感通他人，人類平等相同，愛他人即是愛
自己，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此理是天理良心
，是儒家思想的重要個人內涵修養，有了這
個基礎，家庭與邦國的理想便可以建設。



仁者壽

《孔子家語•儒行解第五》

夫溫良者，仁之本也；慎敬者，仁之地也；
寬裕者，仁之作也；遜接者，仁之能也；

禮節者，仁之貌也；言談者，仁之文也；

歌樂者，仁之和也；分散者，仁之施也。

儒皆兼而有之，猶且不敢言仁也；其尊讓有
如此者。



孝義之行
《孔子家語•禮運第三十二》

何謂人情？喜、怒、哀、懼、愛、惡、欲，
七者弗學而能。何謂人義？父慈、子孝、兄
良、弟悌、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
，臣忠，十者謂之人義。

講信修睦，謂之人利；爭奪相殺，謂之人患
。

聖人之所以治人七情，修十義，講信修睦，
尚辭讓，去爭奪，舍禮何以治之？



孝：生命敎育
《弟子行第十二》孔子曰：「孝、德之始也；悌
、德之序也；信、德之厚也；忠、德之正也。」

《大昏解第四》
孔子曰：「仁人之事親也如事天，事天如事親，
此謂孝子成身。」

立體生命形態
孝：生之始；禮：生之尊；仁：生之心
［生命階段］《三恕第九》
孔子曰：「君子有三思，不可不察也。少而不學
，長無能也；老而不教，死莫之思也；有而不施
，窮莫之救也。故君子少思其長則務學，老思其
死則務教，有思其窮則務施。」



生命之頌讚
忠─生命的至誠；恕─生命的寬厚；

廉─生命的潔淨；明─生命的善辨；

德─生命的道路；正─生命的標桿；

義─生命的互助；信─生命的心量；

忍─生命的耐力；公─生命的無私；

博─生命的大愛；孝─生命的回饋；

仁─生命的一體；慈─生命的關懷；

覺─生命的悟性；節─生命的管理；

儉─生命的內歛；真─生命的本性；

禮─生命的尊重；和─生命的和樂。



生命教育學



結　語

(六)



結　語

禮樂兮敬天和順，禮從宜，樂從情；

敎化兮身德至善，孝行先，慈行心；

中和兮雍穆同理，本正直，體圓融；

大道兮仁義不息，生有幸，智慧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