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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諸葛亮在中國是個家喻戶曉的人物，他是智慧的化身。由於三國故事一再被演繹成各

種話本與戲曲，諸葛亮也不斷被神化。 

 

諸葛亮（181─234 年），字孔明，琅琊陽都（今山東臨沂市沂南縣）人，三國時期著名

的政治家和軍事家。他生活在政局動盪、戰亂頻仍的東漢末年，自幼失去父母，由叔

父撫養成人，後隨叔父遷居今湖北襄陽。叔父病逝後，隱居在襄陽附近的隆中。河南

省南陽市和湖北省襄陽市都認為是當年諸葛亮隱居的地方，都分別建有紀念諸葛亮隱

居的建築物。 

 

諸葛亮出來做官緣於劉備三次到隆中拜訪諸葛亮並請他出山，即是中國歷史上著名的

「三顧茅廬」的故事。諸葛亮與劉備分析天下大勢，並提出佔有荊州、益州，聯合吳

國對抗曹操之策。對話內容被著名文章《隆中對》記載下來。諸葛亮出山之後，幫助

劉備稱帝於成都，建立蜀漢政權，並接受任命擔任蜀國的丞相，中國從而進入蜀、吳、

魏紛爭的三國時代。 

 

在蜀先主劉備死後，諸葛亮輔佐劉備之子劉禪，修整法度，平定南中，北伐曹魏，以

興復漢室為己任。在西元 234 年第五次北伐曹魏時，病死於五丈原（今陝西省眉縣西

南），終年 53 歲。 

 

諸葛亮作為中國歷史上傑出的軍事家，輔佐劉備取得許多重大戰役的勝利，赤壁之戰

是最著名的戰役。當時，曹操統一北方後，準備一舉統一全國，於西元 208 年率軍南

下。諸葛亮勸吳國孫權下決心抗擊曹操，並分析說，曹軍雖然人數眾多，但遠來疲憊，

且不習水戰，如孫、劉並力，可以破曹，形成鼎足之勢。孫權遂與劉備合作，在赤壁

（今湖北蒲圻）大敗曹軍，孫劉聯軍 5 萬人勝曹軍 20 多萬，這是中國歷史上以少勝多、

以弱勝強的著名戰例。此戰役決定了三國鼎立的局面。 

 

西元 223 年，劉備在長江邊上的白帝城病重，當時太子劉禪只有 17 歲。劉備對諸葛亮

說：「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諸葛亮答：「臣敢不竭股肱之力，

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這就是著名的「白帝城託孤」的故事。諸葛亮一生對蜀漢

忠貞不渝，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諸葛亮受後人所敬仰，除了他的才智，還主要是他的品格。他輔佐的後主劉禪是一位

很平庸的皇帝，且劉備臨終前還有「君可自取」的話，諸葛亮如有二心，定可以奪位，

但他「委質定分，義無二心」，至死不渝，達到他那個時代最高的道德水準，為後人留

下千古人臣的榜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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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平事跡 

 

諸葛亮（公元 181─234 年），字孔明，琅邪陽都（今山東沂南縣）人，三國時期著名

的政治家、軍事家。諸葛亮生長在政局動盪、軍閥混戰的東漢末年，自幼失去父母，

由叔父撫養成人。十餘歲時，隨叔父南遷豫章，不久前往襄陽。叔父病逝後，隱居襄

陽附近的隆中，躬耕壟畝，自比管仲、樂毅，人稱「臥龍」。劉備三顧茅廬，諸葛亮提

出跨有荊、益及聯吳抗曹的策略，幫助劉備取得荊、益，與魏、吳三分天下。劉備稱

帝於成都，建立蜀漢政權，以諸葛亮為丞相。  

  

劉備死後，諸葛亮輔佐後主劉禪，修整法度，平定南中，北伐曹魏，以興復漢室為己

任。第五次北伐時，病死於五丈原（今陝西岐山縣西南）。諸葛亮忠貞不渝、為政清廉、

公正不阿、鞠躬盡瘁，其道德風範和光輝業績一直為後人所景仰和傳頌。 

 

 

諸葛亮像。東晉裴啟《語林》載，司馬懿與諸葛亮相持於五丈原時（今陝西岐山縣西

南），派人窺看其練兵情況，見諸葛亮乘坐車輿，頭戴青絲巾，手持白羽扇，指揮三軍，

眾軍都隨其進止。司馬懿聽後感歎說：「諸葛君可謂名士矣。」後世關於諸葛亮形象的

描繪，大概由此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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隱居隆中 

 

諸葛亮學識的成長，主要是到襄陽以後。當時北方大亂，中原士人大量南遷，加之劉

表重視學術，優禮碩彥，襄陽人才薈萃，官學和私學的規模都很大，文獻典籍也很豐

富。諸葛亮開始在劉表設立的「學業堂」學習，叔父諸葛玄病逝後，他隱居於襄陽附

近的隆中，一面躬耕於壟畝，一面到襄陽遊學。在此期間，他請教於著名的學者，結

識了不少青年俊傑。讀書時，他不拘於一家之言，博採眾長，觀其大略。除研習儒家

經典外，還讀了不少法家、兵家、縱橫家以及道家之書。在襄陽十二年的遊學經歷，

為諸葛亮建功立業打下了深厚的基礎。 

 

據說諸葛亮在躬耕隱居時，常吟唱《梁父吟》：「步出齊城門，遙望蕩陰里。里中有三

墳，纍纍正相似。問是誰家塚？田疆古冶子。力能排南山，文能絕地紀。一朝被讒言，

二桃殺三士。誰能為此謀？國相齊晏子。」諸葛亮隱居隆中時，喜歡歌詠《梁父吟》，

現在隆中有一處「梁父巖」，相傳為諸葛亮吟唱之地。《梁父吟》本為其故鄉齊地民歌，

內容是譏諷晏嬰陷害忠良。諸葛亮喜吟此曲，體現了他思念家鄉、憂國憂民的感情。 

 

諸葛亮在隆中常常自比管仲、樂毅。管仲是春秋時期的齊國相國，他通貨積財，富國

強兵，九合諸侯，使齊桓公成為五霸之首。樂毅是戰國時期的燕國名將，他聯合韓、

趙、魏、楚，總領五國之兵討伐齊國，連下七十餘城。諸葛亮自比管仲、樂毅，說明

他年輕時就有建功立業的遠大志向。 

 

 
古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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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顧茅廬 

 

劉備（小知識）屯兵新野（今河南新野縣）時，曾訪問世事於「水鏡先生」司馬徽

（小知識），司馬徽對他說：「此間自有伏龍、鳳雛。」即諸葛亮和龐統。後來諸葛亮

的好友徐庶見到劉備時，又當面稱諸葛亮為「臥龍」，問劉備是否願意見他，劉備說：

「請你把他帶來吧。」徐庶說：「這人只能由您去見他，不可將他招來，您應委屈一下

親自去拜訪。」劉備一共去了三次，才見到諸葛亮，這就是後世所說的「三顧茅廬」。

諸葛亮被劉備誠意感動，自此出山，輔佐劉備三分天下取其一的大業 。 

 

小知識 

劉備（公元 161─223 年），字玄德，涿郡（今河北涿州市）人，漢景帝之子中山靖王

劉勝之後。父親早逝，家貧，以販履織席為生。東漢末年，募兵鎮壓黃巾軍，任高唐

令、平原相、徐州牧、豫州牧等。建安六年（公元 201 年），為曹操所攻，南下投奔劉

表，駐守新野以拒曹操，始得諸葛亮輔佐。隨後聯合孫權，大敗曹操於赤壁，取得荊

州，攻佔益州和漢中，與魏、吳成鼎足之勢。章武元年，在成都稱帝，國號漢，史稱

蜀漢。同年率師伐吳，次年，大敗於猇亭，三年，病死於白帝城。 

 

小知識 

司馬徽（？─ 公元 208 年），東漢末穎川陽翟（今河南禹州人），字德操。善於知人，

有「水鏡」之稱。長期居荊州，曾向劉備推薦諸葛亮。後劉琮以荊州降曹操，司馬徽

為曹操所得，不久病死。 

 

 

劉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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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襄樊司馬徽居住的水鏡莊 

 

 

臥龍諸葛茅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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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中對策 

 

劉備在隆中茅廬見到諸葛亮，說他有興復漢室的志向，但智術短淺，問諸葛亮有何良

策，諸葛亮於是作了回答，這就是有名的《隆中對》。《隆中對》分析了天下形勢，認

為中原的曹操勢力強大，江東的孫權政權穩固，都不是進取的方向。至於荊州，為用

武之地，益州則地勢險要，其統治者懦弱無能，可以作為進取之資。如果能跨有荊、

益，結好孫權，在天下有變時出兵，最終便可完成興復漢室的大業。《隆中對》全文如

下： 

 

自董卓以來，豪傑並起，跨州連郡者不可勝數。曹操比於袁紹，則名微而眾寡，然操

遂能克紹，以弱為強者，非惟天時，抑亦人謀也。今操已擁百萬之眾，挾天子以令諸

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為之用，此可以

援而不可圖也。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

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將軍豈有意乎？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

高祖因之成帝業。劉璋闇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智慧之士，思得明君。

將軍既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總攬英雄，思賢如渴。若跨有荊、益，保其巖阻，

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好孫權，內修政理。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

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眾，以出秦川，百姓孰敢不簞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誠如

是，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 

 

《隆中對》精練生動，剖析入微，以後政治形勢的發展大致如諸葛亮所料。 

 

 

三顧堂內的劉備與諸葛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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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魚得水 

 

隆中對策後，諸葛亮出山助劉備，二人日益親密，後世傳與劉備桃園結義（小知識）

的兩個異姓兄弟關羽、張飛不悅。劉備解釋說：「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願諸君

勿復言。」關羽、張飛才轉變了態度。這就是「如魚得水」一詞的由來，後世常用來

比喻得到很投合的人或環境。 

 

小知識 

桃園結義：劉備寡言少語，喜怒不形於色，好交結豪俠之士，與他感情最深的是關羽

和張飛。關羽，字雲長，河東解縣（今山西臨猗縣）人；張飛，字益德，一作翼德，

涿郡（今河北涿州市）人。二人有萬夫不當之勇，與劉備寢則同床，恩如兄弟。每當

劉備危難之際，關、張都不避艱險相救。《三國演義》說三人在桃園祭告天地，結為兄

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只願同年同月同日死」，便是通常所說的「桃園結義」。 

 

 
山西解州關羽故里 

 

 

張飛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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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吳抗曹 

 

曹操（小知識）大體統一北方後，準備一舉統一全國，於建安十三年（公元 208 年）

南擊荊州牧劉表。劉表恰於此時病死，其子劉琮以襄陽投降，曹操進至江陵，劉備則

退至樊口（今湖北鄂城縣）。諸葛亮見形勢危急，對劉備說：「事急矣！請奉命求救於

孫將軍。」這時孫權（小知識）正駐守柴桑（今江西九江），觀望成敗。諸葛亮見到孫

權後，勸他下定決心抵抗曹操，又分析說，曹軍雖然人數眾多，但遠來疲弊、不習水

戰、人心不服，如果孫、劉合力，定能攻破曹操，形成鼎足之勢。孫權聽後大喜，即

派兵與劉備會合，準備迎擊曹軍。 

 

小知識 

曹操（公元 155─220 年），字孟德，小名阿瞞，沛國譙（今安徽亳縣）人。中平元年

（公元 184 年），任騎都尉，鎮壓黃巾軍。初平元年（公元 190 年），於陳留起兵討伐董

卓。建安元年（公元 196 年），迎漢獻帝定都許昌，「挾天子以令諸侯」，於許下屯田積

穀。五年（公元 200 年），大敗袁紹於官渡，此後逐漸統一黃河流域。十三年（公元

208 年），任丞相。同年，在赤壁戰敗，改取守勢，集中精力鞏固後方。二十一年（公

元 216 年），進封魏王。二十五年（公元 220 年），病死於洛陽。同年曹丕代漢稱帝，追

尊為武皇帝。  

 

曹操善於用兵，一生英明，工於心計，以權謀之術著稱，後世視為奸雄。可他的詩才

絕不比建安七子遜色，長於文學，今存詩作二十餘首，氣魄沉雄，慷慨悲壯，多抒發

雄心壯志，其中以《短歌行》最為有名： 

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 

慨當以慷，憂思難忘。何以解憂，唯有杜康。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為君故，沉吟至今。 

呦呦鹿嗚，食野之蘋。我有嘉賓，鼓瑟吹笙。 

明明如月，何時可掇。憂從中來，不可斷絕。 

越陌度阡，枉用相存。契闊談宴，心念舊恩。 

月明星稀，烏鵲南飛。繞樹三匝，何枝可依？ 

山不厭高，海不厭深。周公吐哺，天下歸心。 

 

小知識 

孫權（公元 182─252 年），字仲謀，吳郡富春（今浙江富陽縣）人。建安五年（公元

200 年），繼其兄孫策據江東六郡，招賢納俊，鎮撫山越。十三年（公元 201 年），與劉

備合力破曹操於赤壁，自此西聯蜀漢，北抗曹魏，成三分局面。黃龍元年（公元 229

年），在武昌稱帝，遷都建業，國號吳。神鳳元年（公元 252 年）病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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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 

 

 

孫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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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壁之戰 

 

漢獻帝建安十三年（公元 208 年），孫、劉聯軍五萬與曹軍二十多萬決戰於赤壁（一般

認為在現在的湖北蒲圻）。曹軍將士不習水戰，軍中又開始流行疾疫，曹操於是用鐵索

把船連接起來。周瑜（小知識）部將黃蓋詐稱投降，用船載運枯柴直奔曹軍，順風放

火焚燒曹軍艦船，曹軍大敗。孫、劉聯軍水陸並進，曹操退至江陵，隨後引軍北還。

赤壁之戰是以少勝多、以弱勝強的著名戰例，初步形成了三國鼎立局面。此戰多受後

人詠嘆，北宋蘇軾《念奴嬌‧赤壁懷古》（小知識）為當中的著名詞作。 

 

（小知識） 

周瑜（公元 175─210 年），字公瑾，廬山舒縣（今安徽舒城縣）人，東漢末孫策、孫

權的重要將領。周瑜於建安三年（公元 198 年）起跟隨孫策，助其奠定割據江東的基

礎。建安五年（公元 200 年），孫策卒，乃輔佐孫權掌政。建安十三年（公元 208 年），

曹操率大軍襲吳，群臣震恐，多主歸降。周瑜卻鎮定地分析江東有利條件及曹軍的種

種弱點，堅主抗敵，為孫權接納。抗曹一役，周瑜用部將黃蓋的火攻計，曹軍被火燒

連環船，敗而北歸。周瑜隨即建議攻取益州，而後佔漢中，再聯合涼州勢力，共同討

伐曹操，以統一北方。獲採納，惜未及行，病卒。周瑜有文武籌略，性度恢廓，謙讓

服人。老將程普常為難周瑜，周瑜不與計較，程普深為敬服，對別人說：「與周公瑾交，

若飲醇醪，不覺自醉。」 

 

（小知識） 

《念奴嬌‧赤壁懷古》：「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故壘西邊，人道是三國

周郎赤壁。亂石穿空，驚濤拍岸，捲起千堆雪。江山如畫，一時多少豪傑。遙想公瑾

當年，小喬初嫁了，雄姿英發。羽扇綸巾，談笑間，檣櫓灰飛煙滅。故國神遊，多情

應笑我，早生華髮。人間如夢，一尊還酹江月。」這首詞是蘇軾謫居黃州赤壁（今湖

北黃岡縣）時所作，地點並非赤壁之戰處，所敘卻是赤壁之戰事。詞中描寫了赤壁的

壯麗景色和周瑜的英姿，感情豪放。 

 

 
三國城中的水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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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壁之戰示意圖 

 

 

 

赤壁石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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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鼎立 

 

赤壁之戰後，曹操據有黃河流域和荊州的南陽、章陵二郡。劉備在戰後據有荊州的武

陵、長沙、桂陽、零陵，建安十五年（公元 210 年）從孫權借得南郡，十九年（公元

214 年）攻佔益州，二十年（公元 215 年）將長沙、桂陽讓與孫權，二十四年（公元

219 年）攻佔漢中，同年荊州被孫權攻佔。此後蜀漢被封閉於三峽之內，疆界大致確定

下來，據有包括漢中在內的益州全境。孫權據有長江中下游及以南的地區。曹丕於公

元 220 年稱帝，國號魏；劉備於公元 221 年稱帝，國號漢，通稱蜀或蜀漢；孫權於公元

229 年稱帝，國號吳。史言「吳有長江之險，蜀有崇山之阻」，這是三國鼎立形成的地

理原因。  

 

                                      三國帝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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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鼎立形勢 

 

 
湖北荊州古城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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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羽失荊州 

 

荊州原有八郡，赤壁之戰後，曹操據有南陽、章陵，孫權據有南郡、江夏，劉備據有

武陵、長沙、桂陽、零陵。劉備因四郡都在江南，勢力無法擴展，於是向孫權借得南

郡。劉備取得益州後，孫權索還荊州諸郡，劉備沒有答應。孫權於是出兵強取，曹操

這時也進攻漢中，劉備兩面受敵，遂與孫權議和。雙方以湘水為界，江夏、長沙、桂

陽東屬，南郡、零陵、武陵西屬。後關羽（小知識）率軍進攻樊城，曹操利用孫、劉

矛盾，使孫權偷襲關羽後方江陵（荊州治所）。結果關羽被殺，荊州之地為孫權佔有，

諸葛亮兩路出兵的計劃也從此破滅。 

 

小知識 

關羽（？—公元 200 年），字雲長，本字長生。漢末與張飛從劉備起兵。建安五年（公

元 200 年），曹操東進破劉備，被俘，遂隨曹操於官渡迎擊袁紹大軍。關羽其後轉隨劉

備投靠荊州牧劉表。建安十三年（公元 208 年），劉備在赤壁一戰大敗曹操後，關羽受

命鎮守荊州。二十四年（公元 219 年），攻樊城，大敗曹軍，擒曹軍大將于禁、斬另一

曹將龐德，關羽聲名大噪。正當關羽圍攻樊城之際，孫權派呂蒙襲取關羽後方，關羽

慌忙南撤，退至麥城（今湖北當陽東南），為呂蒙部下所擒殺。孫權派人將關羽的首級

送與曹操，曹操以諸侯之禮葬於洛陽城南，其遺址即現在的關林，又稱關帝塚。關羽

以忠義見於後世，死後成民間重要神明。 

 

 
乾坤正氣的關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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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陽關林 

 

 

為關羽挽大刀的周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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夷陵之戰及劉備託孤 

 

蜀漢章武元年（公元 221 年），劉備忿恨孫權襲殺關羽，不理諸葛亮勸告，率領大軍東

下伐吳。二年（公元 222 年），劉備率軍緣山截嶺深入吳境，於夷陵道猇亭（今湖北宜

都縣北）紮下大營。由於山勢陡峭，蜀軍處處結營，從巫縣至夷陵，蜀軍樹柵連營七

百餘里，吳將陸遜採用火攻戰術，破蜀軍四十餘營，劉備敗歸白帝城（今四川奉節縣

東）。從此蜀漢勢力再也沒有越出長江三峽（小知識）。  

 

蜀漢章武二年（公元 222 年），劉備大敗於猇亭，退回白帝城（小知識）。 三年（公元

223 年）春天，劉備病重，時太子劉禪留守成都，年僅十七。劉備召諸葛亮從成都前來，

着他輔佐太子，並且說：「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諸葛亮淚流滿

面，回答說：「臣敢不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劉備又詔敕太子說：

「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此後，諸葛亮恪守承諾，忠貞不渝，盡力匡輔，死而

後已。  

 

 

劉備託孤泥塑 

 

小知識 

長江三峽，指四川奉節至湖北宜昌之間的長江水段，包括瞿塘峽、巫峽、西陵峽。這

一帶地勢險峻，江流湍急，酈道元《水經注》說：「自三峽七百里中，兩岸連山，略無

闕處，重巖疊嶂，隱天蔽日，自非亭午夜分，不見曦月。至於夏水襄陵，沿闕阻絕。

或王命急宣，有時朝發白帝，暮到江陵，其間千二百里，雖乘奔御風，不以疾也。」

蜀漢章武二年（公元 222 年）秋，劉備率軍東出三峽伐吳，因山勢陡峭，處處結營，

兵力分散，最後遭到火攻而大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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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江三峽 

 

 
長江明月峽，在四川巴縣。峽首南岸的峭壁高四十丈，壁上有圓孔，形如滿月，因此

而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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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知識 

白帝城，在今四川奉節縣城東瞿塘峽口。東漢時，公孫述至魚復，見白氣如龍出井中，

自以為祥瑞，改魚復為白帝。蜀漢章武二年（公元 222 年），劉備大敗於猇亭，退歸白

帝城，改名永安，於城西七里建永安宮。城居高山之巔，形勢險要，是蜀漢防吳的軍

事重鎮。李白詩《早發白帝城》：「朝辭白帝彩雲間，千里江陵一日還。兩岸猿聲啼不

住，輕舟已過萬重山。」這首詩是唐肅宗乾元二年（公元 759 年），李白被流放夜郎，

途中遇赦，從白帝城返回江陵時所作。全詩流露出作者遇赦東歸時的喜悅心情，也反

映了白帝城如在雲端、三峽水流湍急的險要情況。此詩令白帝城名氣大增。 

 

 

白帝城 

 

 

永安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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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和孫吳及平定南中 

 

後主劉禪繼位之初，諸葛亮面臨的形勢十分嚴峻，荊州之爭使蜀、吳決裂，首先必須

解決與吳國的關係問題。夷陵之戰後，劉備退守白帝城，沒有返回成都，孫權擔心他

再次興兵，因而派人通和。劉備因為吃了敗仗，繼續與吳國對抗更為不利，於是遣使

報聘。但這種和好只是表面的，孫權仍然與魏國保持來往。為了解除後顧之憂，建興

元年（公元 223 年），諸葛亮遣使與吳國修好。比較而言，曹魏對吳國的威脅較蜀國要

大，孫權見蜀漢主動前來，遂與曹魏斷絕關係，重新與蜀連和。自此以後至諸葛亮死

前，蜀、吳一直保持友好關係。 

 

劉備敗於夷陵之後，蜀漢政權的勢力大為削弱，南中（今天的雲南、貴州和四川西南

部一帶）一些部族首領乘機反叛，孫權又與他們勾結，擾亂蜀漢後方。建興三年（公

元 225 年），蜀漢政權元氣漸復，恰值這時魏吳交鋒，諸葛亮認為機不可失，乃決計南

征。孟獲（小知識）是南中反叛首領之一。建興三年（公元 225 年）五月，諸葛亮渡

過瀘水（即金沙江）追擊孟獲。諸葛亮為令南人心服，下令生擒孟獲。孟獲被擒後，

諸葛亮讓他觀看蜀軍營陣，然後問道：「這支軍隊如何？」孟獲回答：「先前不知虛實，

所以遭到失敗，今天看了營陣，如果只是這樣，我能輕易取勝。」諸葛亮笑着放了他，

讓他再次作戰。經過七擒七縱，孟獲心悅誠服地說：「丞相天威，南人不會再反了。」

諸葛亮前後用兵不過半年，南中悉被平定。此後，諸葛亮選派良吏鎮撫地方，削弱豪

強、夷帥的勢力，選拔地方人才，收到「夷漢粗安」的效果，解除了北伐的後顧之憂。 

 

小知識 

孟獲，生卒年不詳，他是三國時期巴蜀南部少數民族的首領。在劉備身故前後，居住

在蜀漢西南邊境的少數民族發動叛亂，孟獲起兵反抗蜀漢。建興三年，諸葛亮親率大

軍征南中，以「攻心為上」之策，定計生俘孟獲，縱歸使再戰，凡七縱七擒，孟獲乃

心服。是年秋，南中四郡悉平。諸葛亮大量起用當地人，孟獲被委為御史中丞。 

 

 

描繪孟獲與諸葛亮握手的浮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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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伐曹魏 

 

諸葛亮在東和孫吳、平定南中後，於建興五年（公元 226 年）駐屯漢中，開始了北伐

曹魏、興復漢室的大業。諸葛亮對魏用兵共六次，後人稱為「六出祁山」。其實當中有

一次是魏國主動攻蜀，諸葛亮在秦嶺以南待敵，後魏軍遇大雨無功而還。而諸葛亮主

動進攻的北伐，共計五次：建興六年（公元 228 年），初出祁山，因馬謖失守街亭（小

知識），退回漢中，諸葛亮不得不揮淚斬馬謖（小知識）；同年冬，出散關圍陳倉，糧

盡退軍；七年（公元 229 年），攻取武都、陰平二郡；九年（公元 231 年），復出祁山，

糧盡退軍；十二年（公元 234 年），出兵斜谷，據武功五丈原，司馬懿（小知識）拒守

不戰，不久諸葛亮積勞成疾病逝。 

 

 

六出祁山繪畫 

 

 
祁山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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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嶺關 

 

 
五丈原 

 

 

五丈原諸葛亮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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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知識 

馬謖失街亭：蜀漢建興六年（公元 228 年），諸葛亮率領大軍進攻祁山，曹魏派張郃率

軍五萬前往救援。諸葛亮以馬謖為前鋒守衛街亭，馬謖違背節度，沒有據守城池，而

是捨水上山，企圖居高臨下以制勝。副將王平連連規勸，都被馬謖拒絕。張郃來到後，

切斷蜀軍的汲水道路，山上蜀軍因缺水而慌亂，張郃縱兵進擊，馬謖潰不成軍。王平

所率千人在山下未受影響，收集諸營散兵而還。戰略要地街亭失守，使北伐戰局為之

逆轉，諸葛亮進無所據，退還漢中。 

 

小知識 

揮淚斬馬謖：馬謖是諸葛亮已故好友馬良之弟，頗有才略，深得諸葛亮賞識。劉備在

臨死前囑咐諸葛亮說：「馬謖言過其實，不可重用，君其察之。」可是，這沒有引起諸

葛亮的重視。第一次北伐時，諸葛亮派馬謖為前鋒守衛戰略要地街亭，結果馬謖大敗

而還。回到漢中後，諸葛亮追究街亭失守的責任，不徇私情，將馬謖逮捕下獄處死。

馬謖死後，諸葛亮親自臨祭，為之流淚，待其家屬如以前一樣。由此可見諸葛亮嚴格

執法，公私分明。 

 

 

街亭古戰場 

 

 

 

 



24 
 

小知識 

司馬懿（公元 178─251年），字仲達，河內溫縣（今河南溫縣）人。出生於河內大族，

兄弟八人俱知名，有「八達」之稱。司馬懿早仕曹魏，為曹操父子重用，長期鎮守長

安，抵禦諸葛亮所率的蜀軍。魏景初三年（公元 239 年），與曹爽共輔少主曹芳。嘉平

元年（公元 249 年），司馬懿殺曹爽，獨自掌握朝政，三年（公元 251 年）病死。咸熙

二年（公元 265 年），司馬懿之孫司馬炎取代曹魏，建立晉朝，追尊司馬懿為宣皇帝。 

 

司馬懿和諸葛亮對陣，後世流傳許多相關故事，例如「死諸葛走生仲達」：諸葛亮死後，

楊儀率蜀軍向漢中退走，司馬懿派兵追擊，楊儀反旗鳴鼓，作出衝殺的姿態。司馬懿

懷疑諸葛亮還沒有死，於是沒有進逼。過了一段時間，司馬懿察看諸葛亮的營壘，獲

得許多圖書、糧穀，估計諸葛亮真的死了，說：「帶兵打仗的人所看重的，是軍書密計、

兵馬糧穀，現在都放棄了，哪有人丟掉五臟還可以活的？應趕快追擊。」追到赤崖，

才知道諸葛亮已死的消息確切，可是已經遲了。當時的百姓見司馬懿如此懼怕諸葛亮，

編了一句諺語說：「死諸葛走生仲達。」 

 

 
司馬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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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世景仰 

 

諸葛亮死後，後主劉禪根據他的遺願，將其遺體葬於漢中定軍山，「因山為墳，塚足容

棺，殮以時服，不須器物」。武侯墓前的殿宇有一副對聯說：「生為興劉尊漢業，死猶

護蜀葬軍山。」說明諸葛亮一生以興復漢室為己任，至死不忘護蜀北伐的事業，故遺

命葬於漢中定軍山。諸葛亮雖然未能克定中原，但他殫精竭慮，志興漢室，死而後已，

這種精神一直為後人景仰。 

 

 
定軍山諸葛亮陵，在陝西勉縣定軍山西北之麓。 

 

諸葛亮死後，蜀人懷思彌切，紛紛要求為他立廟，朝議以不合禮制為由，一概不准，

百姓遂私祭於道。後來有人建議在成都立廟，後主因為它迫近劉氏宗廟，沒有聽從。

直到蜀漢景耀六年（公元 263 年），後主才下詔立廟於沔陽，其地址在今陝西勉縣東，

這是最早的一座武侯祠。成都武侯祠為東晉成漢的統治者李雄所建，地址原在成都少

城，明朝時改為現在的位置，與昭烈祠合併。清康熙年間重修。其前殿祀劉備，後殿

祀諸葛亮。後來其他地方也陸續建祠紀念。 

 

 
四川成都武侯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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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葛亮深受景仰，後人多有吟詠，其中杜甫《蜀相》甚為膾炙人口：「丞相祠堂何處尋？

錦官城外柏森森。映階碧草自春色，隔葉黃鸝空好音。三顧頻煩天下計，兩朝開濟老

臣心。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這首詩是唐肅宗上元元年（公元 760 年）

杜甫寓居成都時所作。詩首描寫了祠堂寂靜、肅穆的氣氛，表達了詩人對諸葛亮的緬

懷心情，詩尾因諸葛亮功業未遂，含恨以歿，發出了深深的感嘆。當時安史之亂尚未

平定，杜甫大約是希望有諸葛亮一樣的人才來輔佐肅宗，令天下重現太平。 

 

 

江南諸葛大公堂內 

 

 
浙江的諸葛亮紀念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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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風亮節 

 

恪守承諾，義無反顧。劉備臨死前，將後主劉禪託付給諸葛亮，並對他說，如果劉禪

可以輔，就輔佐他，如不能輔，可以把皇位奪過來。諸葛亮淚流滿面地回答說：「臣敢

不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觀諸葛亮一生，他的確恪守了當初承諾，

義無反顧。劉禪在中國歷史上是一個很平庸的皇帝，亡國後樂不思蜀（小知識）更盡

顯其「扶不起來的阿斗」本質，如諸葛亮有二心，以他的權勢是完全能夠奪位的，更

何況劉備死前還有「君可自取」的話。但諸葛亮「委質定分，義無二心」，至死不渝，

達到了他那個時代最高的道德水準。 

 

小知識 

樂不思蜀：蜀漢滅亡後，後主劉禪全家遷往洛陽。司馬昭在舉行宴會時，特地為他演

奏蜀國的音樂，旁人都感到很悲愴，劉禪卻嘻笑自若。司馬昭對人說：「人沒有感情，

竟然會到這種地步！即使諸葛亮還活着，也難以輔佐他久坐皇位，更何況姜維呢？」

有一天司馬昭問他：「你想不想念蜀國？」劉禪說：「此間樂，不思蜀。」後世常用

「樂不思蜀」比喻樂不思返或樂而忘本。 

 

公正不阿，紀律嚴明。東漢末年群雄割據，學術禁錮鬆弛，儒家雖然仍被奉為正統，

其他學派如法家、名家、兵家等也受到重視。諸葛亮博採眾家之長，對法家、名家之

書也多有涉及。他主張法無偏私，賞不遺遠，法不阿貴，說：「吾心如秤，不能為人作

輕重。」執法時，他堅決依法辦事，賞罰分明，決不徇情。正因為他公正不阿，紀律

嚴明，使蜀國治理得井井有條。 

 

嚴於律己，廉潔奉公。諸葛亮嚴格要求自己，勇於承認錯誤。馬謖於街亭失守，諸葛

亮認為自己用人不當，上疏後主請求自貶三等，後主尊重他本人的意見，將他貶為右

將軍。諸葛亮因任重事繁，擔心軍國大計不能悉屬正確，希望大家集思廣益，鼓勵僚

屬隨時指正自己的錯誤。諸葛亮主張「靜以修身，儉以養德」，他在生前上表後主說：

「若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其廉潔奉公可見一斑。 

 

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劉備三顧茅廬後，諸葛亮出山輔佐劉備，他竭誠盡力，志定中

原，興復漢室。劉備病死後，諸葛亮因其託孤之誠，殫智竭慮，輔佐劉禪。蜀漢軍國

大計，無論大小，都由諸葛亮來處理，為了減少差錯，甚至自校簿書。他減省官職，

修整法度，平定南中，北伐曹魏。因國事繁劇，戎馬勞累，最後因心力交瘁，病死軍

中。「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成為其一生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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鬼神泣壯烈：《出師表》 

 

蜀漢建興五年（公元 227 年），諸葛亮率軍北駐漢中，準備討伐曹魏。離開成都前，他

給後主劉禪上了一封奏疏，這就是著稱後世的《出師表》。《出師表》分析了蜀漢所面

臨的危急形勢，勸勉後主繼承先帝的遺志，誠懇納諫，賞罰分明，尤其是要親賢臣，

遠小人。諸葛亮還表明了平生的志節，即北定中原，興復漢室，以報答先帝的三顧之

恩、託孤之重。這篇奏疏發於至誠，感人至深，南朝劉勰的《文心雕龍》稱讚它「志

盡文暢」，為「表之精英」。南宋文天祥《正氣歌》云：「或為《出師表》，鬼神泣壯

烈。」 這篇壯烈的表中精英，全文如下： 

 

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衞之

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

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弘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 

 

宮中府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奸犯科及為忠善者，宜付有司論

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 

 

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

愚以為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諮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將軍

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眾議舉寵為督。愚

以為營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諮之，必能使行陣和睦，優劣得所也。 

 

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先帝在

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侍中、尚書、長史、參軍，此悉貞

良死節之臣，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 

 

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

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

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

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勤，恐付託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

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獎帥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奸凶，興復漢

室，還於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

攸之、禕、允之任也。 

 

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若無興德之言，則

責攸之、禕、允等之慢，以彰其慢。陛下亦宜自謀，以諮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

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零，不知所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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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壽《三國志》只收錄了第一次北伐時的《出師表》，以後幾次北伐都沒有奏表。南朝

裴松之為《三國志》作注時，又引了一篇奏表，說是出自張儼的《默記》，是在第二次

北伐時所上，一般稱之為《後出師表》，現在有認為是偽作。不過，《後出師表》中的

有些內容還是反映了歷史的真實情況，尤其是「鞠躬盡力，死而後已」（《三國演義》

作「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八字，確實反映了諸葛亮的生平志節。《後出師表》全文

如下： 

 

先帝慮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託臣以討賊也。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故知

臣伐賊才弱敵強也；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待亡，孰與伐之？是故託臣而弗疑也。

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

並日而食。臣非不自惜也，顧王業不得偏全於蜀郡，故冒危難以奉先帝之遺意也，而

議者謂為非計。今賊適疲於西，又務於東，兵法乘勞，此進趨之時也。謹陳其事如左：  

 

高帝明並日月，謀臣淵深，然涉險被創，危然後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謀臣不如良、

平，而欲以長計取勝，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劉繇、王朗各據州郡，論安言計，

動引聖人，群疑滿腹，眾難塞胸，今歲不戰，明年不征，使孫策坐大，遂併江東，此

臣之未解二也。曹操智計殊絕於人，其用兵也，彷彿孫、吳，然困於南陽，險於烏巢，

危於祁連，逼於黎陽，幾敗北山，殆死潼關，然後偽定一時耳，況臣才弱，而欲以不

危而定之，此臣之未解三也。曹操五攻昌霸不下，四越巢湖不成，任用李服而李服圖

之，委夏侯而夏侯敗亡，先帝每稱操為能，猶有此失，況臣弩下，何能必勝？此臣之

未解四也。自臣到漢中，中間期年耳，然喪趙雲、陽群、馬玉、閻芝、丁立、白壽、

劉郃、鄧銅等及曲長屯將七十餘人，突將無前。 叟、青羌散騎、武騎一千餘人，此皆

數十年之內所糾合四方之精銳，非一州之所有，若復數年，則損三分之二也，當何以

圖敵？此臣之未解五也。今民窮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則住與行勞費正等，

而不及今圖之，欲以一州之地與賊持久，此臣之未解六也。  

 

夫難平者，事也。昔先帝敗軍於楚，當此時，曹操拊手，謂天下以定。然後先帝東連

吳、越，西取巴、蜀，舉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計而漢事將成也。然後吳更違

盟，關羽毀敗，秭歸蹉跌，曹丕稱帝。凡事如是，難可逆見。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

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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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葛亮的發明創造 

 

諸葛亮勤於思考、善於製作，發明了八陣圖、木牛流馬等。這些發明不僅在當時提高

了蜀軍的戰鬥力，對後世也產生了一定的影響。但因年代久遠，史書記載模糊，其具

體內容已不太清楚，因此後人有許多附會傳說，使它們披上了一層神秘色彩。 

 

八陣圖：杜甫有名詩《八陣圖》：「功蓋三分國，名成八陣圖。江流石不轉，遺恨失吞

吳。」這首詩是杜甫遊歷三峽時所作。相傳諸葛亮曾聚石佈成八陣圖，作為訓練士卒

之用，其遺跡可考者有三處：陝西勉縣定軍山、四川新都縣彌牟鎮、四川奉節縣白帝

城。《八陣圖》所歌詠的是白帝城遺跡，表達了作者對八陣圖聞名天下，卻未能吞滅吳

國的遺憾心理。 

 

八陣圖是甚麼？由於後世的附會臆測，加上戲劇小說的誇張渲染，八陣圖被蒙上了一

層神秘色彩。其實八陣圖是古代作戰時的一種陣法，在戰國時已經出現，山東臨沂縣

出土的《孫臏兵法》中就有《八陣篇》的殘簡。因為蜀國多崇山峻嶺，軍隊以步兵為

主，習慣於山林作戰，一旦北上中原，便很難與魏國的騎兵抗衡。諸葛亮為了提高蜀

軍的戰鬥力，改進了古代的「八陣」，這就是後世所說的八陣圖。八陣圖縱橫各為八行，

用輜車作為主要掩體，以鼓聲和旗幟等作為指揮訊號，可以演變出許多陣法，但其具

體內容已不太清楚。 

 

連弩：八陣圖的運用必須配合連弩，即敵人衝入陣內之後，近則短兵相接，遠則靠威

力強大的連弩。連弩是一種可以連續發射的弓箭，諸葛亮在前人基礎上加以改進，一

次最多可以發十枝。近年在成都郫縣出土了一個銅製弩機，是根據諸葛亮的遺制所造，

需要七八名連弩士方能發射。 

 

 

      戰國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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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諸葛弩 

 

 

《天工開物》中的連發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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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牛流馬：諸葛亮由漢中北伐曹魏，必須越過層巒疊嶂，運輸糧食甚為困難。為解決

這個問題，諸葛亮改進了舊式車輛，稱之為「木牛流馬」。現存的《諸葛亮集》有「作

木牛流馬法」， 說「木牛」載一年的糧食每天能行二十里，「流馬」有方囊二個，每個

可以裝米二斛三斗。可見「木牛」、「流馬」的裝載量比肩挑背負要多，更重要的是能

夠在崎嶇不平的山道上行走。有的小說把木牛流馬說得神乎其技，其實木牛即有前轅

的小車，流馬類似後世的獨輪車，仍然需要人力推動。 

 

 
獨輪車 

 

 
製木牛流馬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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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演義》中的諸葛亮 

 

《三國演義》由元末明初的羅貫中撰寫，是一部長達一百二十回的歷史小說。這部小

說描寫了大量的歷史人物，其中對諸葛亮的刻劃最為突出，與諸葛亮有關的故事，如

「草船借箭」、「三氣周瑜」、「空城計」等已是家喻戶曉。作者在書中對諸葛亮傾注了

強烈的感情，把他塑造成為忠貞和智慧的化身，尤其是對諸葛亮的智慧大加渲染，使

諸葛亮的形象深受讀者的喜愛和尊敬。但是，《三國演義》中的諸葛亮是經過加工的小

說人物，與歷史上真實的諸葛亮有很大差距。 

 

 

《三國演義》插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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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氣周瑜：《三國演義》第五十一回：周瑜進攻南郡曹仁，為毒箭所傷，不可發怒。曹

仁常來寨前叫罵，周瑜佯怒病危，引誘曹仁前來襲寨。曹仁中計前往，周瑜伏兵大敗

曹仁。諸葛亮卻乘機攻佔南郡，周瑜大怒，是為一氣。 第五十五回：孫權將妹妹嫁與

劉備，周瑜要孫權多送美色玩好，將其軟禁吳中。劉備用諸葛亮計，與孫夫人偷偷離

去。孫權、周瑜派人追趕，劉備又用諸葛亮計，求救於孫夫人，孫夫人為之斷後。周

瑜追趕不及，劉備士兵對他大叫：「周郎妙計安天下，陪了夫人又折兵。」周瑜大怒，

是為二氣。第五十六回：周瑜詐言進攻益州，欲取道荊州。諸葛亮洞悉他實欲襲奪荊

州，勸劉備滿口應承。周瑜大喜，舉兵前來，諸葛亮早已嚴兵守候，周瑜大怒，是為

三氣。周瑜不久死去，臨死前說：「既生瑜，何生亮！」 

 

 

周瑜點將台 

 

空城計：《三國演義》第九十五回：馬謖失街亭後，諸葛亮帶兵在西城搬運糧草，忽然

有人報告司馬懿率領十萬大軍蜂擁而來，當時城中只有一班文官，士兵只有二千五百

人，眾人聽到消息大驚失色。諸葛亮沉着鎮靜，教人隱藏旗幟，大開四門，自己帶着

兩個小童在城樓憑欄而坐，焚香撫琴。司馬懿來到城下，見到這個模樣，恐有伏兵，

便引軍退去。 

 

 

相傳諸葛亮用過的古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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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祭北斗：《三國演義》第一百零三回：諸葛亮在五丈原舊病復發，於夜晚觀察天象，

知自己即將死去，遂用祈禳北斗之法，如七日內主燈不滅，可以增壽十二年。八月中

秋，姜維在帳外派四十九人守護，諸葛亮於帳中設香花祭物，地上分佈七盞大燈，外

布四十九盞小燈，內安本命燈一盞。然後，諸葛亮拜祝北斗，希望能延長壽命，使自

己可以上報君恩，下救民命，興復漢室。諸葛亮每夜祈禳，第七天時，魏延飛步奔入

帳中說：「魏兵來了。」不小心將主燈撲滅。祈禳功敗垂成，諸葛亮不久即病逝於五丈

原。北斗星指在北天排列成斗形的七顆亮星。七星的名稱是：天樞、天璇、天璣、天

權、玉衡 、開陽、搖光，即今大熊星座的七顆較亮的星，道家書稱為天罡。 

 

 
《史記‧天官書》中的北斗星  

 

 
日月北斗古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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