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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兵家，指先秦諸子百家中主要研究軍事理論、用兵權謀和戰爭策略的學派，代表

人物有孫武、吳起等，代表典籍有《孫子兵法》、《吳子》等。兵家是春秋時期諸

子百家中極為重要的一家，它和其他各家的思想融會貫通，形成一個完整的思想

體系。在以後的朝代中，兵家思想不僅直接影響軍事活動，還對社會其他領域產

生不可估量的影響。 

 

孫武（約公元前 545-前 470年），字長卿，春秋時期齊國人，輔佐吳王成就霸業，

後人尊稱其為孫子、兵聖。孫武出身於戰功煊赫、軍事理論家和將領輩出的田氏

家族，自幼接受言傳身教，廣泛學習了作戰經驗和策略。約公元前 517年，孫武

南下吳國，結識了避難而來的伍子胥，自此成為莫逆之交。公元前 496年，吳王

闔閭被越王勾踐打敗，氣憤病死。孫武及伍子胥幫助闔閭之子夫差治國練兵，並

助他大敗勾踐，報仇雪恨。相傳孫武晚年以其戰爭經驗寫成了《孫子兵法》。《孫

子兵法》共十三篇，論述了始計（戰爭的重要性、決勝條件和決策模式）、作戰

（速戰思想）、謀攻（以計謀爭取全勝）、軍形（敵我軍備形勢）、兵勢（憑藉有

效指揮造成有利勢態）、虛實（避實擊虛，因敵制勝）、軍爭（先於敵人爭取制勝

的有利條件）、九變（根據情況靈活運用原則）、行軍（行軍作戰的要領），地形

（軍事地形學理論）、九地（軍事地理學理論）、火攻和用間（使用間諜）等問題，

前四篇論述戰略，後九篇論述戰術，而貫穿全書的是軍隊建設。《孫子兵法》是

世界上現存最早的軍事理論著作，它的問世標誌着兵家思想的成熟和古代軍事思

想的形成。 

 

吳起（約公元前 440-前 381年），世稱吳子，是戰國時期著名的政治家、軍事家，

世人把他和孫武並稱為「孫吳」。吳起創立了中國第一支職業軍隊，是中國歷史

上唯一一位一生無敗績的名將。他一生歷仕魯、魏、楚三國，在內政、軍事上都

有極高成就，仕魯時曾擊退齊國入侵；仕魏時屢次破秦，盡得秦國河西之地；仕

楚時主持改革，史稱「吳起變法」。吳起的軍事思想被整理成《吳子》一書。戰

國以來，戰爭出現新的特點，戰爭模式和作戰之道亦發生變化。因此，《吳子》

一書並非僅僅是吳起對前人軍事思想的繼承和歸納，書中還包含着吳起對戰爭的

反思和經驗的總結。現行的《吳子》共計六篇：《圖國》篇總論治理國家，統率

軍隊的思想；《料敵》篇強調分析和判斷敵情，根據敵情採取不同的戰法；《治兵》

篇論述嚴明的治軍思想和戰馬訓練、使用方法；《論將》篇論述為將的標準和職

責，以及觀察敵將的方法；《應變》篇論述臨敵應變的戰術和戰法；《勵士》篇主

張獎勵有功將士，激勵無功官兵，使之奮勇作戰。《吳子》與《孫子》合稱《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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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兵法》，在中國古代軍事典籍中佔有重要地位。宋明清時代，它被列為考選武

舉的必讀書目，注家蜂起，十分普及。 

 

兵家思想對中國歷史文化影響深遠。歷代將領都熟讀兵家典籍，如韓信、曹操、

李靖、戚繼光、毛澤東等更憑藉運用兵家理論建立了不世偉業。今天，孫吳兵法

不僅運用於軍事方面，其基本原則被廣泛應用到政治、外交、管理、經營、處世

等方面。兵家的謀略智慧正在以一種全新的面貌影響着我們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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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兵家論壇 

 

「兵」字在古代有兵器、軍事、戰鬥等含義。因此，人們多用「兵」字來指稱與

這些含義有關的東西，如「兵書」、「兵器」等，並把先秦諸子百家中主要研究軍

事理論、用兵權謀和戰爭策略的派別稱作「兵家」。 

 

兵家是春秋時期諸子百家中極為重要的一家，它不僅論及軍事，還涉及到其他領

域，並且和其他各家的思想融會貫通，形成了一個不可分割的思想體系，以至於

當時諸家皆言兵，諸書皆言兵。在以後的朝代中，兵家思想不僅直接影響軍事活

動，還對社會其他領域產生不可估量的影響。人們所熟知的儒家、道家、法家等

等，都和兵家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 

 

與諸子百家中其他各家一樣，兵家和兵家典籍——兵書有極密切的關係。春秋末

期，孫武寫出了「世界古代第一兵書」——《孫子兵法》，這部兵書的問世標誌

着兵家思想的成熟和古代軍事思想的形成。兵家代表人物有孫武、吳起、孫臏、

尉繚等，兵家典籍主要有《孫子兵法》、《吳子》、《孫臏兵法》、《尉繚子》等。 

 

 
虎符是古代軍事信物，國君執右、將領持左。左、右虎符合併驗證後方可調兵 

 

兵家源起 

在遠古時代，人類出於生存的需要，非常重視「防衞」。原始農業出現以後，為

了爭奪土地和糧食等生存資源，部落之間的戰爭連綿不斷，且日益激烈。隨着民

族形成，尤其是國家出現之後，戰爭開始上升成為一種解決社會矛盾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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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戰爭在人類生活中佔有重要地位，人們開始重視和研究戰爭的內在規律，戰

爭的內容也不再僅僅是暴力。商代末年，姜尚（世稱姜太公）運用一定的軍事謀

略，輔佐周武王推翻商紂王的殘暴統治。此後，他的軍事思想零星出現於後世的

文獻資料和傳說中，更有人假託他的名字來撰寫兵法。 

 

 

十八般兵器 

 

隨着歷史發展，戰爭規模愈來愈大。春秋末年，社會形態急劇變化，戰爭更加頻

繁，人們對它認識日漸深化，思索和探究它的人也愈來愈多。孫武在繼承前人思

想的基礎上，總結了以前和當時諸多戰爭的經驗，寫成《孫子兵法》。這部兵書

具有完整的思想體系和豐富的軍事內容，蘊含着一定的哲學思想，它的出現標誌

着中國兵家思想開始成熟。 

 

此後，更多的思想家和軍事將領致力於軍事研究，他們在繼承前人軍事思想的基

礎上，吸收了其他各家各派的學說，兵法著述遂陸續問世。戰國時期，兵家作為

研究軍事理論、用兵權謀和戰爭策略的派別，正式成為諸子百家中的重要一家。 

 

 

漢代水陸攻戰紋畫像拓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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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家焦點 

兵家思想以戰爭為主要研究對象，內容涉及自然、政治、經濟等多個領域。對於

認識戰爭的本質和作用是兵家思想的基本點，也是其立足點。兵家強調戰爭對於

國家的重要性，認為戰爭主要是由利益的爭奪和政治上的原因引起，有的兵家還

把戰爭分成正義的和非正義的兩種。在處理戰爭和政治、戰爭和經濟之間的關係

時，兵家指出政治是戰爭勝負的決定因素，經濟則是保證戰爭勝利的重要因素。 

 

兵家思想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部分：戰略思想、戰術思想和軍隊的建設問題。在戰

略問題上，兵家強調要以獲取最大的利益為目標，即以「全勝」為上，推崇「不

戰而屈人之兵」（不戰而使敵人全部降服），爭取以盡量小的代價換得戰爭勝利，

反對濫戰和窮兵黷武。戰術上則強調要善於把握和運用戰爭形勢和戰場的客觀環

境，努力營造有利的局面，集中優勢兵力，靈活機動、奇正結合地打擊敵人的弱

點。此外，兵家還強調情報對於戰爭的重要性，而有效地掌握和運用地形也是戰

爭取勝的一個必備因素。兵家非常重視將帥的素質和建設軍隊。它從指揮和治軍

兩個方面對將領的素質提出要求。在軍隊建設上，它提出要加強訓練，治理軍隊

要嚴格法度，賞罰分明。 

 

 
漢彩繪指揮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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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彩繪持盾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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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話說孫吳 

 

提起中國兵法，人們首先會想到「孫吳兵法」。「孫吳」，是春秋時期孫武和戰國

時期吳起的並稱，二人同是兵家的代表人物。孫武，世稱孫子，於春秋時期輔佐

吳王成就霸業，並寫下一部不朽的軍事著作《孫子兵法》。吳起，世稱吳子，於

戰國時期先後任魯、魏兩國的將軍和楚國的令尹，他的軍事思想被整理成《吳子》

一書。 

 

《孫子兵法》和《吳子》從戰國開始就廣泛流傳，被歷代軍事家奉為經典。《韓

非子》稱「今境內皆言兵，藏孫吳之書者家有之」，《史記‧孫子吳起列傳》也說

「世俗所稱師旅，皆道《孫子》十三篇，《吳起兵法》，世多有。」「孫吳」從此

並稱。 

 

 

歷代注《孫子兵法》的兵學家很多。圖為清代經學家孫星衍在蘇州留下的孫子

石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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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子其人其書 

 

《孫子兵法》十三篇為春秋末期的孫武所著。它的問世並非出於偶然，而是與當

時的社會基礎和孫武的個人背景有關。大凡軍事巨著，都來源於對戰爭經驗的總

結。孫武所處的春秋末期，列國之間的戰爭非常頻繁，社會動盪不安，戰爭當中

應用謀略愈來愈多，據《漢書》所載：「自春秋至於戰國，出奇設伏、變詐之兵

並作。」這些戰爭中積累下來的有關謀略的經驗和教訓，為形成孫武軍事思想和

寫作《孫子兵法》提供豐富的資源。 

 

早在《孫子兵法》問世之前，中國已有兵書出現。在殷商甲骨文中，就有關於戰

爭問題的討論。西周時期有《軍政》一書，《孫子兵法》曾引用過它。而《老子》

一書的部分思想也影響了《孫子兵法》，並為它所繼承。因此，可以說《孫子兵

法》一定程度上借鑑和吸收了前人的思想而寫成。 

 

除此之外，孫武之所以能寫出這十三篇巨著，和他出身於兵學世家有很大關係。

他出身於當時的田氏家族，這個家族曾出現過許多著名的軍事理論家和將領，如

田桓子和司馬穰苴，他們都是戰功顯赫、威名遠播的人物。出身於這樣的家族，

從小開始接受的言傳身教，使得孫武能夠有條件成為一個軍事大家，寫成《孫子

兵法》這部舉世聞名的軍事巨著。 

 

 

蘇州穹窿山孫武苑的孫武塑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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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武簡歷 

孫武，字長卿，陳國公子陳完（亦稱田完，因「陳」與「田」古音相同）的後裔，

是春秋末期著名的軍事家，被譽為兵家之鼻祖。孫武出生於齊國樂安（今山東省

惠民縣），後齊國發生內亂，孫武為躲避災禍前往吳國隱居。在隱居的日子裏，

他寫成了《孫子兵法》，結識了在吳國避難的楚貴族伍子胥。 

 

小知識 

伍子胥 

伍子胥，姓伍名員，字子胥，楚國人。因其父兄被楚王殺害，伍子胥為報父兄之

仇，逃亡吳國佐吳伐楚，並輔助吳國稱霸。吳王夫差時，勸王拒絕越國求和並停

止伐齊，吳王不聽，漸被疏遠。最後吳王聽信讒言，賜伍子胥自殺。 

 

後來吳公子闔閭殺掉吳王自立，重用伍子胥。伍子胥力薦孫武，闔閭就邀請孫武

進宮討論軍事。孫武當場以吳王嬪妃演習操練，斬了兩個不聽號令的寵妃，眾妃

大驚，無敢不從，操練大獲成功。闔閭雖痛惜愛妃，但明白孫武確能領兵，於是

拜孫武為將軍，統領吳國軍隊。在伍子胥和孫武輔佐下，吳國國力和軍力逐漸強

大，具備了爭霸的能力。它的第一個目標就是鄰近的世仇楚國。吳王闔閭急於大

舉攻楚，但孫武認為兩國強弱對比懸殊，時機還不成熟。於是他先以騷擾戰術消

耗楚國國力，楚吳的力量對比逐漸發生變化。 

 

小知識 

闔閭 

闔閭即公子光。公元前 514年，他派專諸刺殺吳王僚而自立，是為吳王闔閭（又

稱闔廬）。闔閭任用伍子胥、孫武等人，國力大振，數敗楚國。後來在對越的戰

爭中，闔閭傷重而死。 

 

公元前 506年，孫武認為時機已到，於是以吳國全部兵力攻楚，楚國大敗，被迫

遷都。恰在此時，後方傳來越國進襲的消息，吳軍被迫還師，但楚國已一蹶不振。

公元前 484年，孫武又率軍北上，於艾陵大敗齊國。從此，吳國的國威大振，並

於公元前 482年取代晉國，正式成為霸主。 

 

孫武此後的結局未見史料記載，一般認為他於功成之時急流勇退，老死山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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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開孫子之謎 

 

中國古代有兩部《孫子兵法》，一部是《吳孫子兵法》，即通常所說的《孫子兵法》；

另一部是《齊孫子兵法》，常稱為《孫臏兵法》。千多年來，因《齊孫子兵法》失

傳和史料缺乏，《孫子兵法》作者「孫子」究竟是誰，一直眾說紛紜。 

 

西漢司馬遷在《史記‧孫子吳起列傳》中最早記載了孫子和《孫子兵法》：「世俗

所稱師旅，皆道《孫子》十三篇。」認為《孫子兵法》是春秋時期吳將孫武所著，

他的後裔即戰國時期的齊將孫臏也有兵法傳世。東漢班固在《漢書》中也肯定了

兩個「孫子」和兩部《孫子兵法》的存在。三國時期曹操同樣認為《孫子兵法》

十三篇是孫武所著。 

 

隨着《孫臏兵法》漸漸失傳，從唐代開始，人們對《孫子兵法》的作者產生懷疑

甚至否定。唐人杜牧認為流行的《孫子》是曹操將兩部《孫子兵法》精簡而成，

並非孫武原創。南宋葉適認為《孫子兵法》是「山林居士」所作。近現代也有學

者持懷疑之說。日本學者齋藤拙堂則認為孫武和孫臏是同一人，「武」是名，「臏」

是其綽號。 

 

1972年，在山東臨沂銀雀山漢墓出土了內容與流行版本基本相同的《孫子兵法》

十三篇，還有久已失傳的《孫臏兵法》，《孫子兵法》作者是誰的疑團方始解開。

它證實了孫武確有其人，《孫子兵法》確是孫武所著。 

 

 

銀雀山漢墓出土的《孫子兵法》竹簡（復原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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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讀《孫子兵法》 

 

《孫子兵法》又稱《兵策》、《吳孫子》和《孫子十三篇》，全書五千九百餘字。

自春秋流傳至今，比較重要的版本有兩種：一是簡冊文書，以 1972 年山東銀雀

山出土的漢簡為代表；一是傳世本，以《十一家注孫子》和《武經七書》本為代

表。傳世本《孫子兵法》共十三篇，論述了「計」、「作戰」、「謀攻」、「形」、「勢」、

「虛實」、「軍爭」、「九變」、「行軍」、「地形」、「九地」、「火攻」、「用間」等問題。 

 

小知識 

《武經七書》 

《武經七書》又名《武學七書》，或簡稱《七書》。宋神宗元豐三年（1080 年），

朝廷把《孫子》、《吳子》、《六韜》、《司馬法》、《三略》、《尉繚子》、《李衞公問對》

等七部武學必讀之書集中起來刻印行世，命名為《武經七書》，成為官方兵學教

本。 

 

小知識 

傳世本《孫子兵法》 

西漢時期，劉向、任宏校訂《孫子兵法》，後加載《漢書‧藝文志》。三國時期，

曹操整理並註解了《孫子兵法》，定為十三篇樣目。北宋年間，《武經七書》收入

《孫子兵法》，並加以修訂，始成現今流行的傳世本。 

 

 

《孫子兵法》書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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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篇：論述戰爭的重要性，以及決定戰爭勝負的條件和決策模式。 

 

《作戰》篇：着重論述「兵貴勝，不貴久」（用兵作戰貴在速戰速決，不宜曠日

持久）的速勝思想，並提出「因糧於敵」（入敵境後就地取糧，不再從國內運去）

的原則。 

 

《謀攻》篇：論述以計謀爭取戰爭全勝的戰略，闡明「不戰而屈人之兵」的目標

和「知彼知己，百戰不殆」（既了解敵人，又了解自己，就能百戰百勝）的普遍

法則。 

 

《形》篇：提出了敵我軍備形勢的問題，力主首先使自己立於不敗之地，再打擊

敵人。 

 

《勢》篇：強調在具備軍事實力的基礎上，作有效的指揮，造成有利態勢，出奇

制勝地打擊敵人。 

 

《虛實》篇：論述在作戰指導上必須「避實而擊虛」（避開敵人堅實的地方而攻

擊敵人的弱點）、「因敵制勝」（根據敵情變化，採取靈活戰術而取勝），主動靈活

地爭取戰爭勝利。 

 

《軍爭》篇：論述如何先於敵人爭取制勝的條件，取得有利的作戰地位。 

 

《九變》篇：提出要根據情況靈活運用原則的問題，反對冒進蠻戰，強調變通。 

 

《行軍》篇：論述行軍作戰的要領。 

 

《地形》篇和《九地》篇：從軍事地理學和軍事地形學的角度提出一些具體的戰

術原則。 

 

《火攻》篇和《用間》篇：分別論述火攻和使用間諜的特殊戰法。 

 

《孫子兵法》的軍事思想 

《孫子》十三篇大體上是前四篇論述戰略問題，後九篇論述戰術問題，而貫穿全

書的是軍隊建設問題。《孫子》的戰略思想主要由戰略目標、戰略決策、戰略選

擇三部分組成。它所論述的戰略目標是「安國保民」，基於此，它進一步提出「重

戰」、「慎戰」和「備戰」的指導原則。在戰略決策上，《孫子》從「五事」、「七

計」分析決定戰爭勝負的基本條件，並以此判斷雙方優劣，制定戰略戰術並預測

勝負。在戰略選擇上，《孫子》提出了幾個不同的戰爭模式，分別是「不戰而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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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之兵」、「伐謀」（以智謀迫使敵人降服）、「伐交」（通過外交手段破壞和分化敵

人的外交聯盟，迫使敵人降服）、「伐兵」（用武力戰勝敵人）、「攻城」，並極為推

崇「不戰而屈人之兵」。 

 

小知識 

「五事」、「七計」 

「五事」，即「道」、「天」、「地」、「將」、「法」。「七計」，即「主孰有道？將孰有

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眾孰強？士卒孰練？賞罰孰明？」意思是哪方君主

有道義？哪方將領有才幹？天時地利對哪方有益？哪方能貫徹法令？哪方軍隊

強盛？哪方士兵更為訓練有素？哪方的賞罰更為嚴明？ 

 

《孫子》的戰術思想主要包括「致人而不致於人」（調動敵人而不被敵人所調動）、

「奇正之術」、「避實擊虛」和「九地」、「六形」的具體戰術。「致人而不致於人」

強調戰爭的主動權，「奇正相生」強調要採用機動靈活的戰術，「避實擊虛」則是

克敵制勝的法寶。在「九地」和「六形」中，孫武分別從戰略和戰術兩個不同的

層次提出戰爭的地形說。 

 

小知識 

「九地」、「六形」 

「九地」，指九種不同作戰地域，包括：散地、輕地、爭地、交地、衢地、重地、

圮地、圍地、死地。「六形」，指六種戰地地形，包括：通、掛、支、隘、險、遠

六類。 

 

《孫子》的軍隊建設論主要包括將帥論、治軍論和後勤保障論。將帥論中強調「五

德」（智、信、仁、勇、嚴）兼備，治軍則要「合文齊武」（用政治道義教育，用

軍紀軍法整肅），後勤保障上應以「因糧於敵」為主。 

 

 

出土的春秋甲片漆皮和銅戈，是春秋時期征戰的珍貴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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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子其人其書 

 

春秋戰國是爭霸圖強的時代，面對當時動盪的兼併局勢，各國君主都想稱霸爭雄，

謀求富國強兵之策。正是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吳起的《吳子》亦應運而生。 

 

戰國前期，中華文明進入鐵器時代，社會經濟大為發展。鐵製兵器的使用導致國

家之間、新舊貴族之間的戰爭衝突更為頻繁及慘烈，規模也愈來愈大。吳起作為

一名出色的將領，先後在魯國、魏國和楚國統帥軍隊，歷經百戰，積累了豐富的

實戰經驗，為其軍事思想的形成打下了堅實基礎。 

 

戰國以來，戰爭出現新的特點，戰爭模式和作戰之道亦發生變化。因此，《吳子》

一書並非僅僅是吳起對前人軍事思想的繼承和歸納，書中還包含着他對戰爭的反

思和對戰爭經驗的總結，這些都源於他複雜的軍事生涯。 

 

吳起先是在魯國和魏國擔任將軍，成功地指揮過多次戰役。尤其是在魏國，他訓

練了一支精銳之師「魏武卒」，鎮守河西，西抗強秦長達二十餘年之久，此時他

的軍事思想已開始成熟。遺憾的是，他在魯、魏兩國後來都受到不同的讒害，被

迫離開。最後，吳起到了楚國擔任令尹，主持楚國變法，然而最終失敗，身死於

楚。可以說，《吳子》作為他一生用兵經驗的總結，記述的主要是他早在魏國為

將時就已確立的軍事思想。 

 

 

一車四馬的戰國戰車（復原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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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起簡歷 

吳起，約生於公元前 440年，卒於公元前 381年，衞國左氏（今山東省曹縣）人，

是戰國初期著名的軍事家，也是法家的代表人物。吳起青年時期就離家出遊，四

處奔走但未獲重用。回到故里後因受譏諷而奮起殺人，無奈再次離家逃到臨近的

魯國。他先是師從曾子（孔子弟子）的兒子曾申學習儒學，後對儒學失去興趣，

又因未為母親守孝被逐出師門，於是開始潛心研究武學。 

 

學有所成之後，吳起經人薦舉進入仕途，開始他的軍事生涯。公元前 412年，齊

國大舉入侵魯國，吳起率領魯軍以少勝多，打敗齊軍，聲名漸起，恰在此時遭人

讒害，於是被迫離開魯國來到魏國。魏文侯聽聞吳起是兵法奇才，於是拜他為將

軍，命他率軍抗秦。吳起訓練出一支精銳之師「魏武卒」，多次利用奇計擊敗秦

軍，奪回被秦佔領的河西地區。此後又與諸侯大戰數十次，未嘗敗績，從此威名

遠播。魏文侯去世後，吳起在魏國又受排擠，只好前往楚國。在楚國，他厲行變

法，楚國國力漸漸強大。由於變法損害了貴族的利益，所以他們乘楚王去世之機

發動事變，殺害吳起。 

 

 

吳起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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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讀《吳子》 

 

《吳子》的成書年代、其作者是誰，歷來眾說紛紜。在宋代以前，一般認為它是

戰國時期吳起的軍事思想總結，此後逐漸有人對此產生懷疑。到清代，許多學者

認為《吳子》是後人偽託而作。但據今人考證，《吳子》確實是吳起軍事思想的

記載，它原來的四十八篇大部分已散失，今本《吳子》僅為原來的一部分。現在

流行的《吳子》分成上下兩卷，共計六篇。 

 

《圖國》篇：總論「制國治軍」（治理國家，統率軍隊）的思想，及對戰爭根源

的認識。 

 

《料敵》篇：強調要分析和判斷敵情，主張根據不同的敵情採取不同的戰法。 

 

《治兵》篇：主要論述「以治為勝」（治理嚴明就能取勝）的治軍思想。另外還

論述戰馬馴養、訓練和使用的方法。 

 

《論將》篇：論述為將的標準和將領的職責，以及「相敵將」（觀察敵將）的方

法。 

 

《應變》篇：論述臨敵應變的戰術思想和戰法運用。 

 

《勵士》篇：主張獎勵有功將士，激勵無功官兵，提高部隊的士氣，使之奮勇作

戰。 

 

 

《吳子》（中）是宋代頒布的《武經七書》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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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子》的軍事思想 

《吳子》的軍事思想大致上可以分成戰略思想、建軍思想和作戰思想三部分。在

戰略思想上，吳起提出「內修文德，外治武備」（對內推行道德教化，對外加強

軍備）的觀點，並以此作為「制國治軍」的綱領。在加強戰備方面，他提出「安

國家之道，先戒為寶」（要安定國家，預先戒備最為重要）的方針。此外，他主

張盡量減少戰爭，速戰速決，徹底打垮敵人。 

 

在建軍思想上，《吳子》主張軍隊的強弱「不在眾寡」，而在於「以治為勝」，亦

即兵不在多，而在精，在於軍隊的素質，以及軍隊的教育、訓練和管理的好壞。

吳起闡述建軍的目標，並提出建設的措施，包括：嚴格教育、訓練和管理；重賞

嚴罰；做好組織編隊工作，以人盡其才；選好的將領。 

 

在作戰思想上，《吳子》強調必須「審敵虛實」，重視「應變」和「因形用權」。

即依據敵情的變化採取相應的謀略和對策，並且要善於捕捉戰機，重創敵軍，奪

取戰爭的勝利。對將領來說，應知彼知己，平時就要善於考察和了解敵國、敵軍

的特點以及虛實情況。在作戰指揮上，吳起主張在掌握敵情的基礎上，攻擊敵人

的弱點，並且要果斷、勇敢。同時還要根據戰場上不同的敵情、天時、地利及其

變化情況，隨時改變戰略和戰術。 

 

 

戰國時期征戰頻繁，兵士的作用尤為突出。圖為戰國時期的皮甲冑復原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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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承與發展 

 

成於春秋末期的《孫子兵法》是世界上現存最早的軍事理論著作。在它問世不久，

中國便進入了戰國時代，此時戰爭更加頻繁及慘烈，也更加複雜。《孫子兵法》

逐漸廣泛流傳。戰國前期的吳起，繼承和吸收了《孫子兵法》中的許多思想，如

慎戰、愛民，以及選將、克敵等內容，並結合自己的實戰指揮經驗，總結了戰國

時期戰爭出現的新特點和新模式，形成了自己獨特的軍事思想。他的軍事思想後

來被整理成《吳子》一書。歷代兵家都受到孫吳兵法的極大影響，並且能活學活

用，各建奇功。 

 

國外流傳 

在國外，《孫子兵法》和《吳子》也聞名遐邇，受到各國軍事學術界的重視。公

元 735年，唐朝玄宗年間，遣唐使吉備真備把它們帶到日本，孫吳兵法從此在日

本廣泛流行。1772年，孫吳兵法被譯成法文，傳到歐洲。迄今為止，《孫子兵法》

已經有許多種語言的譯本，《吳子》也有日、英、法、俄等多種版本流行，被西

方人稱為「箴言」和「無價真理」。 

 

《孫子兵法》傳入西方時間較晚，最早於 1772 年傳入法國，然後在歐洲、美洲

流傳。拿破崙在戎馬倥傯的戰陣中，還手不釋卷地披閱《孫子兵法》。1905 年，

英國人卡托普將《孫子兵法》翻譯成英文，隨後德文、俄文、捷克文版相繼問世。

著名的德國軍事學家克勞塞維茨的名著《戰爭論》就繼承了孫子許多思想。二次

世界大戰後，《孫子兵法》不脛而走，許多國家的著名軍事家和學者愈來愈認識

它的價值，英國的蒙哥馬利元帥甚至說：世界上所有的軍事學院都應把《孫子兵

法》列為必修課程。 

 

《孫子兵法》在全世界負有盛名，對它的研究與應用遍及世界各地。在亞洲，《孫

子兵法》最早傳入日本，然後傳入朝鮮和其他國家。唐代武則天時期，日本留學

生吉備真備把它帶回日本，在日本影響很大，逐漸構成了日本軍事思想的主體結

構。日本人認為「十三篇是兵之要樞」、「兵學聖典」，把孫子稱為「東方兵聖」。

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日本着重研究《孫子兵法》的經營管理思想，將其運用於企

業經營管理上，稱《孫子兵法》為「最高的經營教科書」，甚至還出現了「孫子

兵法管理學派」。 

 

《孫子兵法》在美國也很有影響力，美國戰略學家約翰‧柯林斯稱孫子是中國古

代第一個形成戰略思想的偉大人物。美國西點軍校一直把《孫子兵法》定為必讀

教科書，「汽車大王」羅傑‧史密斯公開申言，《孫子兵法》是他成功的法寶。特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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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是，在 1990年海灣戰爭中，美軍將官每人都配備一冊《孫子兵法》，美國

總統布殊更是將《孫子兵法》請上案頭，以至出現了「一位看不見的中國人指揮

美國人取得了海灣戰爭勝利」的輿論。 

 

 

《孫子兵法》各種譯本 

 

  



孫吳與兵家思想 
燦爛的中國文明 

 

23 
 

第三章：孫吳致勝謀略 

 

戰爭，既是軍力的較量，也是經濟、人心向背和智慧的競爭。恃強逞暴、窮兵黷

武，往往自取敗亡；而深謀遠慮，先計而後戰，則常能以較小的代價和犧牲，奪

取較大的成功和勝利。 

 

中華民族是一個富有智慧的民族，幾千年積累的軍事謀略足可以編成一部兵家謀

略大辭典。在眾多的兵家著述中，《孫子兵法》和《吳子》蘊藏着豐富的謀略智

慧，有些謀略早已超出軍事範圍，滲透到我們日常生活中。且讓孫武和吳起把其

中的精粹一一傳授給你。 

 

 

諸葛亮的「空城計」是家喻戶曉的軍事計謀 

 

準確預測謀形造勢 

孫子開篇言「計」，以「廟算」來提出戰前對敵我雙方作全面計算和準確預測的

問題。他指出作戰之前就預計不能取勝的，是因為籌劃不周，取勝條件少。籌劃

周密、條件充分的就能取勝；籌劃疏漏、條件不足的就會失敗。由此可知，「廟

算」是關係戰爭勝負的大事，是謀劃戰爭的前提和基礎。 

 

小知識 

「廟算」 

廟，指宗廟。古人開戰前一般在宗廟舉行祈禱、占卜等儀式，並商議作戰方針。

這叫做「廟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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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子的「廟算」立足於「慎戰」。慎戰的動機在於戰爭要安國、保民、立主。因

此對待戰爭要非危不戰、非利不動。一旦發生戰爭，就要「廟算」：從政治、自

然、人、法制、經濟等因素綜合考慮敵我對比，主動去創造和改變形勢，力求獲

得作戰優勢。 

 

在戰爭的「形」（軍事實力）與「勢」（作戰態勢）的問題上，孫子認為優勢的軍

事力量經過將帥的正確指揮，才能化為「善戰人之勢」。要想謀形造勢，方法之

一是「先為不可勝」：爭取發展強大的國力、軍力，使己方處於不可被戰勝的地

位，進而等待時機以制敵。二是「擇人而任勢」：遴選優秀的將領，審時度勢，

臨機應變，靈活指揮，運用各種謀略，力爭獲得有利的「勢」。三是「因形而錯

勝」：將敵我客觀情況結合來創造「勢」，力爭居於有利地位，先發制人，在近戰

中速戰速決。 

 

鬥智鬥謀不戰而勝 

孫子提出用計謀爭取戰爭全勝的戰略，而全勝的目標是通過「不戰而屈人之兵」

來實現的。怎樣才能「不戰而屈人之兵」？孫子認為必須以「知彼知己」為前提，

以「伐謀」、「伐交」為途徑，形成己方強大的軍事優勢，敵人才會屈服。 

 

在軍事指揮上，孫子提出「十則圍之，五則攻之，倍則分之」（我方兵力十倍於

敵就包圍它，五倍於敵就向它進攻，一倍於敵就設法分散敵人），己方力量不佔

優時，「少則能逃之，不若則能避之」通過對己方力量的調動，力求獲得有利的

作戰地位，進而爭取「不戰而屈人之兵」的「全勝」。 

 

避實擊虛出奇制勝 

「虛」指的是軍力弱，條件不利；「實」指的是軍力強，條件有利。以強勝弱，

以實勝虛，是軍事上一條重要的規律。所以要調動各種手段使敵人由強變弱，由

實變虛。孫子提出的主要方法是「示形動敵」，即利用各種假象欺騙和調動敵人，

使敵人不知己方虛實，己方對敵人卻瞭如指掌。要做到「避實擊虛」，必須集中

兵力，打擊敵人的弱點。「避實擊虛」的主要手段為：「出其所必趨」、「攻其所必

救」；「攻其所不守」、「守其所必攻」；「奪其所愛」。 

 

孫子指出：「凡戰者，以正合，以奇勝」（以正兵與敵人正面交戰，以奇兵取勝），

在戰役和戰鬥中，必須善於運用奇正之術，才能取得戰爭勝利。孫子認為「奇正」

之道重在「善變」。奇兵可變成正兵使用，正兵可變成奇兵使用，這樣敵人就不

能知道己方力量的分配和作戰意圖，只能處於被動位置。將帥只要善於靈活運用

「奇」和「正」，以及它們之間的轉化，就可以對敵人「攻其無備，出其不意」，

從而收到出奇制勝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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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知識 

「奇正」 

「奇」與「正」是《孫子兵法》中一對重要的概念。從軍隊部署上看，主力部隊

為正，奇襲部隊為奇；警備部隊為正，機動部隊為奇。從作戰方式上看，先發制

人為正，後發制人為奇；正面進攻為正，迂迴側擊為奇；明攻為正，暗攻為奇。

從作戰原則上看，普通戰法為正，根據實際情況採取的特殊戰法為奇。「奇」與

「正」的區別主要有兩點：一是兵力的主次之別，二是戰法的常變之別。「奇」

與「正」緊密相連，不可分割。 

 

攻守合一因地制宜 

在進攻中，孫子力主「速戰速決」。首先，己方要偽裝，以求出奇制勝；其次，

要出其不意，避免攻城；最後，要取用於敵，因糧於敵。這幾個原則在應用上要

和「奇正」、「虛實」相結合。在防禦方面，首先要避敵鋒芒，以待後發制人；其

次要巧妙地調動部隊，靈活地集中和分散兵力。孫子的進攻與防禦緊密相連，進

攻中有防禦，而防禦中又有進攻，二者相互依存、不可偏廢。 

 

另外，孫子把「天」與「地」列入決定戰爭勝負的五個關鍵因素，並且強調「知

天知地，勝乃可全」（懂得天時，通曉地利，就能獲得全勝），認為必須要掌握氣

候和地形條件，才能獲得戰爭勝利。在掌握自然環境條件的基礎上，要因地制宜，

靈活多變地制定戰略戰術。 

 

《孫子兵法》還強調「用間」的重要性，主張不吝惜「爵祿百金」，以取得敵軍

情報。 

 

五德兼備以智為首 

戰爭最終要靠軍隊和將領來實施。因此，軍隊的建設和將帥的遴選就顯得舉足輕

重。軍隊建設的基礎是強大的國力。建設的首要任務是訓練軍隊，加強武器裝備

和部隊的管理教育，這樣才能使軍隊的戰鬥力有所保證。有了戰鬥力之後，軍隊

建設的下一個任務就是治軍，即組織管理部隊，包括：確立軍法軍規，而且要嚴

於執行；明確賞罰制度，而且必須兌現，以此激勵和約束士兵；愛護士兵，做到

軍隊內部團結一致；重視士氣的鼓動，以提高軍隊的戰鬥力。 

 

強大的軍隊必須由優秀的將帥來指揮，方能體現出它的戰鬥力。《孫子》十分重

視將帥的遴選。孫子認為，一個優秀的將領，必須具有「智」、「勇」兼備的軍事

指揮才能和「信」、「仁」、「嚴」的治軍才能。與「智」、「勇」、「信」、「仁」、「嚴」

相聯繫，孫子又提出了將帥必須要避免的「五危」（五種致命的弱點）：「必死」

（有勇無謀，只知死拼）、「必生」（貪生怕死）、「忿速」（急躁易怒）、「廉潔」（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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潔好名，過於自尊）、「愛民」（以愛民自居）。這樣，一個好的統帥，就要「勇而

不必死」，「怯而不必生」，「剛而不可侮」，「廉而不可辱」，「仁而不必煩」。 

 

爭取民眾鞏固統治 

《吳子》所說的「內修文德，外治武備」，主要是爭取民眾，鞏固統治，以達到

成就霸業的目的。對於「內修文德」，《吳子》提出要「先教百姓而親萬民」，用

「道」、「義」、「禮」、「仁」去引導、治理、安撫和親近民眾，進而處理好國政、

軍隊團結、將士協調一致。二要使「賢者居上，不肖者處下」，重用有賢德和有

才能的人。三要做到「民安其田宅，親其有司」，使官民關係融洽。四是君主要

得到民眾擁護。五是君主要謙遜，善於傾聽勸諫。 

 

對於「外治武備」，《吳子》提出加強軍隊建設的措施和保衞國家安全的方略，一

是要在建立強大的常備軍的基礎上，組建一支精銳的骨幹隊伍；二是加強戰備；

三是要慎戰，反對窮兵黷武，並且要力求減少戰爭的次數，迅速奪取決定性的勝

利，從而稱王圖霸。 

 

嚴格治軍教戰訓練 

《吳子》很重視治軍，主張兵「以治為勝」、「教戒為先」。首先，《吳子》主張建

立一支精銳的部隊，其指導方針是軍隊「不在眾寡」，要「以治為勝」，即要有紀

律，進攻銳利，撤退迅速，聽從指揮，將士團結。其次，《吳子》主張治軍必須

嚴明軍法軍令，善於激勵士氣，信賞明罰，重賞重刑。軍隊的一切行動要「任其

上令」，堅決服從上級命令，做到「令行禁止，嚴不可犯」，不從者誅，並且要賞

罰及時，嚴守信用。 

 

《吳子》認為，只有嚴格治軍，士兵才能樂於服從，勇於作戰。要做到嚴格治軍，

必須「教戒為先」，強調教戰訓練，提高軍隊素質。對部隊「教之以禮，勵之以

義」，使士卒具備效死精神和羞恥之心。《吳子》還認為要重視訓練，提出了一套

詳細而完整的訓練方法。 

 

最後，《吳子》十分強調將領在戰爭中的地位和作用，對將領提出嚴格要求。只

有文武兼備、剛柔相濟的人，才能擔任統帥。具體而言，將領要在作戰、治軍時

做到「五慎」，掌握好「四機」。《吳子》認為如果將帥遴選得當，國家就會強盛；

反之，國家失去了良將，就會衰亡。 

 

小知識 

「五慎」 

指將軍要在五方面慎重行事。五慎即理（治軍）、備（備戰）、果（果斷）、戒（戒

驕）、約（簡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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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知識 

「四機」 

機，指作戰的關鍵。四機就是氣機（士氣的關鍵）、地機（地形的關鍵）、事機（行

動的關鍵）、力機（實力的關鍵）。 

 

審清敵情隨機應變 

對付當面之敵應怎麼辦？《吳子》強調「料敵」和「審敵虛實」，重視「應變」

和「因形用權」。即根據敵情、天時、地利和敵我態勢等不斷變化的情況，審時

度勢，靈活地變換策略和戰法。首先，要正確地估量敵情，注意了解判斷敵情變

化。其次，要根據不同敵情選擇戰機，定下打與不打的決心。在臨敵交戰之前，

通過戰場觀察，如態勢對自己有利，就應當果斷地採取行動。《吳子》提出了不

需縝密籌算和分析就應「擊之勿疑」的八種情況和「避之勿疑」的六種情況，進

一步總結出「見可而進，知難而退」的作戰原則。 

 

此外，要審敵虛實，抓住戰機，攻擊敵人的弱點。在「審敵虛實而趨其危」（查

明敵軍的虛實，攻擊他的要害）的運用上，果斷地下定決心至關重要。最後，在

臨敵作戰時，要應變對敵，靈活變換戰法和計謀。交戰前，要了解敵人將領的指

揮才能；交戰中，審時度勢，機智多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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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兵家書架 

 

所謂兵書，通常是指軍事方面的著作。由於「兵」有軍事、戰鬥的含義，所以人

們很早就將軍事著作稱為兵書。中國兵書的發展可謂源遠流長，從現有的資料來

看，兵書最早可以上溯到商代的甲骨文和金文。到了西周，出現了真正意義上的

兵書。據不完全統計，歷代兵書見於著錄的有四千二百餘種，兵書之多堪稱世界

之最，形成了獨具中國特色的兵書文化。 

 

古代兵書的內容極為廣泛，一般是從以下幾個方面論述戰爭：戰爭的性質和作用；

將帥的修養和指揮藝術；作戰的指導思想和作戰原則；訓練；軍事法規；用間和

情報；物資儲備和後方補給；軍事地理；兵器器械；對歷代戰爭的總結；歷代名

將事略；軍制；馬政、軍醫；軍事占卜等。 

 

小知識 

馬政 

中國歷代對官用馬匹的牧養、訓練、使用和採購等的管理制度。 

 

古代兵書，除《孫子兵法》和《吳子》外，還有《司馬法》、《孫臏兵法》、《尉繚

子》、《三略》、《六韜》等重要的兵學著作。其中《司馬法》、《尉繚子》、《三略》

和《六韜》均被輯入《武經七書》之中。 

 

 

「三師」甲骨文說明了商代晚期已有左、中、右三師的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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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馬法》 

 

《司馬法》，又稱《司馬穰苴兵法》，是最早的官修兵書之一，迄今已有兩千餘年

歷史，成書經過也比較複雜。《史記》記載，早在春秋之前，古本《司馬法》已

問世。到了春秋時期，齊將司馬穰苴曾研究和闡發此古本，後在戰國時期，齊國

諸大夫奉命將它整理成書。 

 

據《漢書》記載，《司馬法》共一百五十五篇，後散佚嚴重，至唐初僅餘三卷五

篇，這就是今天所見的《司馬法》。現存的殘本《司馬法》內容仍豐富。其中，

《仁本篇》主要論述戰爭的性質、目的和對待它的態度，以及一些商周時期的軍

法戰規。《天子之義篇》側重闡述治國、教民、理兵的不同方法，兼及賞罰原則

和車、旗、章、服的規定。《定爵篇》內容較龐雜，主要論述戰前準備、戰場指

揮、布陣原則、偵察敵情、戰時法規等問題。《嚴位篇》主要論述陣的構成和陣

中士卒的位置、姿勢、行動等等，以及一些取勝的方法。《用眾篇》論述「用眾」

和「用寡」的方法，並涉及到臨陣察敵、避實擊虛、鞏固軍心等問題。 

 

 

《司馬法》（左二）是宋代頒布的《武經七書》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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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臏兵法》 

 

《孫臏兵法》又稱《齊孫子》，據《漢書》記載，全書八十九卷，圖四卷。可惜

到了東漢末年已失傳，因此從宋代開始，許多學者懷疑《孫臏兵法》的存在，同

時還引發了一場《孫子兵法》的真偽之辯。1972年，山東銀雀山漢簡的出土，使

久已失傳的《孫臏兵法》重見天日，關於《孫子兵法》和《孫臏兵法》、孫武和

孫臏的疑案也得以澄清。《孫臏兵法》繼承了《孫子兵法》的軍事思想並有所發

揮，成為戰國時期齊國兵學著作的代表。 

 

據史料記載，孫臏是孫武的後代，因受到臏刑，所以稱孫臏，其原名已不見於史

籍。孫臏是戰國中期人，曾任齊國軍師，指揮過「圍魏救趙」等著名戰役，《孫

臏兵法》是他一生軍事思想的總結。 

 

小知識 

臏刑 

臏，同「髕」，膝蓋骨。臏刑，指剜去膝蓋骨的臏腳之刑。 

 

 

孫臏像 

 

現存的《孫臏兵法》有十六篇，主要論述戰爭的作用、戰爭規律、攻勢戰略和應

變能力等。它主張以兵「禁爭奪」，認為國家只能「戰勝而強立」，所以必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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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爭，會利用戰爭解決問題。但是它反對窮兵黷武和盲目地追求勝利。知天、知

地、得民心、知敵情、知陣法、能掌握戰機是《孫臏兵法》對戰爭規律的概括。

它強調戰術的靈活機動，主張根據不同客觀條件，對不同敵人採用不同戰法。因

此要求將領全面掌握情況，「料敵計險，必察遠近」。它另一個重要的戰術思想是

「攻其無備，出其不意」，因為「必攻不守，兵之急者也」。這就要打擊敵人的要

害，引導戰場形勢向有利於己方的方向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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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尉繚子》 

 

尉繚是戰國中期魏國人，相傳是鬼谷子的弟子，精通軍事，著有《尉繚子》一書。

南宋以後，有些學者懷疑它是偽書，直到 1972 年山東臨沂銀雀山漢墓發現其殘

簡，才確定它的真實性。《尉繚子》系統地論述了先秦軍事理論、軍隊制度和軍

法條令，有重要的文獻價值，堪稱中國古軍法的寶庫。 

 

在今本《尉繚子》二十四篇中，前十二篇主要論述尉繚的政治觀和戰爭觀，後十

二篇主要論述軍令和軍制。在政治觀上，尉繚重視「求己」，認為軍事上的勝利

取決於國家良好的政治制度和措施。他主張整頓政治、發展經濟，將發展農業作

為治國之本。在戰爭觀上，尉繚主張「誅暴亂禁不義」，要求軍隊不侵害老百姓

的利益，不妨礙農民的生產活動，所到之處實行寬大政策，禁止社會流弊。 

 

針對戰國中後期士兵逃亡嚴重、老百姓躲避兵役的現象，尉繚主張治軍要「明制

度於前，重威刑於後」，並且選拔任用清廉能幹的將帥，要求他以身作則，賞罰

分明，嚴於練兵。 

 

尉繚繼承了孫武「知彼知己，百戰不殆」的作戰思想，重視研究敵我情況，然後

再舉兵作戰。同時，他還非常重視戰爭中的士氣。而通過國家對市場的管理以保

證軍需的思想，則是尉繚獨到的論述，為前人所未有。 

 

 

山東臨沂縣銀雀山漢簡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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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略》 

 

《三略》又稱《黃石公三略》，有人認為它是周朝姜太公所作，有人認為是秦末

隱士黃石公所作，也有學者認為此書只是後人偽託而成。現在大多數學者認為《三

略》在東漢以前已有雛形，後來可能幾經修訂，成書年代大致在西漢末年。《三

略》博採儒、墨、法、陰陽等眾家之說，反映了當時社會思潮的總體面貌。 

 

《三略》較廣泛地論述了治軍作戰問題，其內容大致可分成治國、作戰和統軍三

部分。治國部分論及戰爭的基本觀點和用人觀點。《三略》將戰爭分成義戰和不

義之戰，並且指出義戰必勝。它還指出戰爭的危險性，認為「兵者不祥之器」。

此外，書中論述人民在戰爭中的作用，認為戰爭勝負與國家強弱取決於民心的向

背，因此提出要千里求賢，任用和尊重賢人。 

 

書中作戰部分篇幅較少，但也有其獨到之處。其主要思想是柔能克剛，力主剛柔

相濟；柔弱剛強，要依靠情況的不同而靈活運用。它提出的指導原則為重謀略、

密企圖、重團結、求速決、講靈活。 

 

統軍部分包含教兵帶兵和將帥修養的論述。要求將帥對待部下要善於採言納諫；

處理事務要依據客觀情況，能控制住軍隊，帶兵作戰時則要有勇有謀，持重而不

遷怒。在將士關係方面，書中強調將士要同甘共苦，這樣才能使軍隊團結，做到

「以一取萬」。 

 

 

傳說張良少年時得到黃石公傳授《三略》，回去刻苦攻讀，後來用兵如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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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韜》 

 

《六韜》，又稱《太公六韜》，相傳是西周開國功臣姜太公所作。從宋朝開始，許

多學者便對此說法產生質疑，後經多番考證判定此書成書於戰國時期，可能是戰

國末期某位頗有軍事造詣的隱士假託姜太公之名所撰。 

 

《六韜》包括《文韜》、《武韜》、《龍韜》、《虎韜》、《豹韜》、《犬韜》六卷，共六

十篇。前兩卷重點論述戰略問題，後四卷重在闡述指導戰爭的一些重要原則，以

及戰術、技術等問題。《六韜》的問世標誌着先秦軍事思想，特別是軍事謀略思

想的成熟。 

 

在軍隊建設上，《六韜》對指揮機構的組織、軍隊訓練、選材等方面提出獨到的

見解。《龍韜‧王翼》中列舉指揮機構的詳細組織，並提出有效的編組和訓練方

法。它還主張嚴格選將，重視通過實踐來考驗和考核將領，嚴格賞罰。 

 

在戰略戰術上，《六韜》強調正確估量戰略形勢的重要性，要求全面準確地了解

敵情。它還強調要巧妙地捕捉戰機。除此之外，《六韜》還討論了一些具體的戰

術問題，比如強調靈活用兵和速戰速決等。 

 

在國防建設和動員方面，《六韜》重視綜合國力的發展，將富國強兵作為首要任

務。它提倡對內要動員人民，對外要爭取盟國。此外，《六韜》還論述軍隊、配

備、選拔、編組和訓練等問題。 

 

 

姜太公像 



孫吳與兵家思想 
燦爛的中國文明 

 

35 
 

第五章：文學名篇解讀 

 

戰爭作為人類文明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關係到社會的各個階層。在戰爭頻繁

的時代，不僅軍事將領關注它，許多文人學士也以他們的文學作品來闡發自己對

戰爭的觀點。早在春秋戰國時期，出現了諸子皆言兵、言兵者不止兵書的現象。 

 

中國古代典籍浩如煙海，種類繁多。記載有關軍事資料的有儒家經典，也有諸子

散文，有歷史專著也有詩詞小說，有文集也有類書。我們熟悉的一些文學名篇，

往往蘊藏着兵家的哲理。 

 

 

《孫子兵法》竹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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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劌論戰》 

 

「曹劌論戰」的故事發生在春秋時期的魯國。魯國當時國小力弱，鄰近的齊國舉

兵伐魯，魯國形勢十分危急。魯莊公無計可施，只好硬着頭皮迎戰。當時曹劌雖

身為平民，但對國家形勢相當了解，於是在國難當頭之際挺身而出，協助魯莊公

指揮作戰，以弱小的魯軍擊敗強大的齊軍。在這次事件中，曹劌和魯莊公舉行了

兩次「論戰」：一次是在戰前，論及決定戰爭勝負的根本因素；一次是在作戰中，

論及作戰的謀略。 

 

第一次「論戰」，曹劌提出戰爭應以國家政治優劣和民心向背為基石。兵家認為

這兩個因素是戰爭獲勝的必備條件，《孫子兵法》以「五事」作為衡量戰爭勝負

的標準，強調民心的重要性。在「七計」中，孫子又提出應以「主孰有道」、「法

令孰行」等來判斷戰爭勝負。吳起則強調「內修文德，外治武備」，也將國家政

治作為戰爭決策的首要因素。 

 

第二次「論戰」，曹劌根據敵軍來勢兇猛、實力佔優的具體情況，制定了避其鋒

芒、後發制人的策略。《孫子兵法》的《虛實》篇說「兵之形，避實而擊虛。」對

待強大的敵人，不能硬碰硬地打，要避開其強大的形勢，尋找弱點加以攻擊，以

極小的代價獲取可觀的戰果。《軍爭》篇亦講到「後人發，先人至」（比敵人後出

動，卻比敵人先到達目的地），曹劌認為齊軍在士氣衰落的時候，戰鬥力開始下

降，魯軍正好趁此機會後發制人，一擊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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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燭之武退秦師》 

 

公元前 630年，晉國以鄭國曾「無禮於晉」以及與楚國結交為藉口，約同秦國一

起圍攻鄭國。弱小的鄭國自然不是兩大強國的對手，鄭國局勢危在旦夕。在這種

危急情況下，鄭人燭之武前去拜見秦穆公，向秦穆公分析了秦晉之間的利害關係，

以及圍攻鄭國對於秦國的不利之處。秦穆公聽信了燭之武的話，於是撤兵，晉軍

也隨之而去，鄭國於是轉危為安。 

 

小知識 

「無禮於晉」 

晉文公是晉獻公之子，名重耳。晉獻公寵愛驪姬，驪姬為立自己的兒子奚齊為太

子，陷害太子申生，重耳受到連累，被迫逃亡。「無禮於晉」指重耳出亡時經過

鄭國，鄭文公不加禮待的事。 

 

燭之武成功地使秦師退卻，沒有動用一兵一卒，而是從分析秦晉聯盟攻鄭的利害

關係入手，不卑不亢、步步深入地說服秦穆公，達到了「退秦師」的目的。正所

謂「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燭之武從戰略層次出發，以道理說服秦

穆公，可以說是「不戰而屈人之兵」。假設鄭國和秦晉硬拼硬打，實力弱小的鄭

國肯定會全軍覆沒。 

 

此外，燭之武看清了秦晉聯盟主要是利益驅使這一點，所以他並不同時勸說秦晉

兩國，而是選準出兵意願不那麼強烈的秦穆公為目標，這也是他成功說服秦國的

一個重要原因。 

 

反觀晉國國君晉文公，面對局勢的變化，他沒有感情用事，而是理智清醒地作出

決斷，選擇了退兵。這種隱忍不發、隨機應變的胸懷和謀略，正是一個合格的將

帥必須具備的品質。最終，晉文公如願以償地成就了霸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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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鄒忌諷齊王納諫》 

 

齊威王是戰國時期齊國一個很有作為的國君。他在位期間，齊國實力強大，國威

大盛，並且重新崛起於諸雄之間。這些成就和他平時善於納諫是分不開，而他之

所以善於納諫，是與鄒忌對他的一次諷喻有關。 

 

宰相鄒忌想讓齊威王多多納諫，但他不是開門見山地向齊威王闡明自己的看法，

而是先從自身發生的一件小事（問別人他還是徐公較美）談起。看似無關緊要，

實際上這是他切入正題的一個必要準備，因為這件小事正好蘊含着他要講給齊威

王知道的大道理。兵家講究「以迂為直」，「迂其途而誘之以利」，等到齊威王逐

漸贊同鄒忌在這件小事上的看法的時候，實際上他已經進入了鄒忌預先設好的圈

套。這時鄒忌就把自己的真實意圖和盤托出，而有了前面的鋪墊，他便輕而易舉

地成功說服齊威王。相反，如果鄒忌一上來就只管直接表達自己的看法，俗話說

「忠言逆耳」，即使是一般人，聽到批評的話也會感到不悅，更何況是一國之君？

那麼鄒忌想說服齊威王就難乎其難了。 

 

在歷史上，有不少忠臣因為直諫君主而遭殺身之禍。這些君主並非都是昏君，只

不過大臣們當面指摘其過失，讓他們感到有損顏面，下不了台。如果在下位者能

夠學習鄒忌的做法，旁敲側擊地對居上位者勸諫，成功的把握就大得多了。 

 

  



孫吳與兵家思想 
燦爛的中國文明 

 

39 
 

《出師表》 

 

諸葛亮，字孔明，是三國時期蜀國傑出的政治家、軍事家，他協助劉備建立了蜀

漢政權，隨後又輔佐後主劉禪，修整法度，平定南中，北伐曹魏，以興復漢室為

己任。在《出師表》中，他從政治、用人等多個角度給劉禪提建議，同時陳述自

己對蜀漢的忠誠和北伐中原的堅定意志。 

 

《出師表》中最有名的一句話是「親賢臣，遠小人」，諸葛亮建議劉禪要多任用

賢能之士，並且要因材而用，然後勵精圖治，以此守住先帝劉備開創的基業。這

些思想與《吳子》所謂的「內修文德，外治武備」是一致的。同時，諸葛亮還要

求劉禪能夠依法度管理朝廷內外的大小事務，賞罰分明，力求上下一心，積聚強

大的國力，爭取和魏吳爭霸時處於有利地位。 

 

諸葛亮在篇中主要論述他在政治上的主張，並且認為劉禪如果採納其言，則「漢

室之隆，可計日可待也」。這體現了他的戰爭以政治為本的觀點。而兵家正是把

國家政治作為戰爭的根本，只有清明的政治，才能帶來強大的國力，才能在戰爭

中「先為不可勝」（首先要創造條件，使敵人無法戰勝自己）。 

 

從歷史上看，諸葛亮在世的時候，蜀漢政權仰仗於他，政治、經濟和軍事都治理

得井井有條，雖然沒有完成北伐的宏願，但是魏吳也一直無法侵吞蜀漢。等到諸

葛亮去世後，劉禪開始信任宦官和奸佞小人，國勢漸弱，不久便被魏國所滅。 

 

 
四川成都武侯祠掛有岳飛書寫的《前出師表》（圖片提供：尤亞輝/FOTOE） 



孫吳與兵家思想 
燦爛的中國文明 

 

40 
 

《六國論》 

 

《六國論》是北宋蘇洵的作品。它採取借古喻今的手法，借戰國時期六國被秦國

相繼滅掉的歷史教訓，指出六國是直接或間接地因賂秦而亡，勸喻執政者改變對

遼國和西夏採取的屈辱求和的外交政策，以避免重蹈六國的覆轍。文中以「為國

者，無使為積威之所劫哉」和「苟以天下之大，下而從六國破亡之故事，是又在

六國下矣」點明了勸喻的主旨。 

 

六國依靠賄賂秦國以求安，它們在「伐謀」上已經先輸一着。六國在國力和軍力

上都不如秦國強大，它們不是主動地去謀求改變這種弱勢局面，而是被動地去承

受秦國的侵略擴張，只求以賄賂來換得一時的安全，造成了「致於人」的局面。

再者，它們不能團結一心，集合大家的軍力抗秦，而是在秦國的離間策略下分崩

離析，雖然有蘇秦等謀士力主六國合縱以抗秦，但是始終不能形成有效的抗秦力

量，多次反秦戰爭都以失敗告終。反觀秦國，使用了得當的策略使六國之間互相

牽制，從而將反秦的力量成功分化，最終逐個擊破，完成統一中國的大業。 

 

北宋有着繁榮的經濟，國力也比較強盛，但是如果不能將這種有利的「形」利用

好，轉化成軍事上有利的「勢」，那麼「形」也只是無用的「形」。北宋政府面對

外敵威脅，不是主動去應對，而是一味妥協退讓。這樣，既漸漸削弱了自己的力

量，降低了軍隊的士氣，更使形勢愈來愈不利於自己。 

 

 

蘇洵像（圖片提供：黃金國/FOTO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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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生活中的兵家智慧 

 

早在兩千多年前開始形成的兵家思想，雖然年代久遠，但是它所揭示出的人類競

爭活動的客觀規律和基本原則，因為具有超越時空的意義，所以仍然深深地紮根

於現代人的心理文化之中，給現代人帶來新的智慧和啟迪。 

 

我們的生活中充滿着競爭，現代社會中的競爭也愈來愈激烈。兵家思想所包含的

人類競爭智慧，不但適用於指導現代戰爭，而且已被現代人廣泛地應用於經濟、

政治、商業、管理、體育競技、談判謀略、家庭生活和醫療等各個領域。人們可

以各按所需，從不同的角度來尋找兵家思想和現代生活的結合點，充分發揮它的

現代價值，解決生活和工作中的難題。 

 

面對人生中的無數挑戰，如果能夠「知彼知己」，就能「百戰不殆」。在處理人際

衝突的時候，「以柔克剛」是不傷及雙方感情和友誼的最佳處理方式。用人唯賢、

知人善任、「各因其能而用之」是最佳的管理和領導法則。在商戰中想把握住制

勝先機，需要「審時度勢、明察形勢」，進而「速戰速決」，迅速佔領市場。 

 

 

兵家智慧可以運用到人際交往方面（圖片提供：視覺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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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際交往 

 

每個人都要面對身邊的種種人際關係，比如親戚、朋友、上司等。當然，待人以

誠、以和為貴等是處理人際關係時不變準則。但是，在一些小事情上，處理起來

仍需要一定的策略：處理得當，會增進他人對你的好感；反之，則有可能損害原

有的感情。 

 

在處理人際關係這方面，兵家思想中有許多可以借鑑的東西。戰爭之前的謀形造

勢，在人與人的交往中，相當於先增強自己的優勢，提高自己在社會上的競爭能

力。用兵時的「致人而不致於人」，對應過來，就是要求我們在人際交往中掌握

主動權。「奇正相生」的靈活機動的軍事戰術，對應過來，就是要求我們學會變

通，不能一味按照自己的想法來和別人交往，必須注意周圍環境的變化，聽取別

人的看法。同時，還要學會運用一些小技巧，來處理生活中比較棘手的局面。 

 

一個將軍，只有自身能力和素質達到一定水平，才能成功指揮軍隊。而人際交往，

最終需要先從自身做起，增強自己的人格魅力，錘煉自己的性格，才能順利和別

人建立和諧關係。兵家思想中強調將帥要有智謀、講信義、寬和，這不就是我們

所要達到的目標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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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境自強 

 

逆境最能磨煉人的意志。古今中外，成就大事的人大多經歷過種種逆境。《孫子

兵法》的《九變》篇中說：「故將有五危：必死，可殺也；必生，可虜也；忿速，

可侮也……」。它講述將帥在指揮戰爭時的幾種致命弱點，可供我們身處逆境的

時候作為借鑑：如果只知道以硬拼蠻幹闖出逆境，不講究一定的策略，可能會事

與願違，使情況更糟；害怕困難，只知道怨天尤人，進而放棄拼搏，可能永遠也

擺脫不了逆境；面對逆境，急躁易怒，就有可能因經不起打擊、承受不了逆境的

壓力而在身心兩方面崩潰。 

 

古代兵家反對天命，注重人事。《孫臏兵法》認為人是天地之間最尊貴的（「間於

天地之間，莫貴於人」）。面對逆境，我們不能放棄，更不能怨天尤人，要相信自

己的能力。端正了態度之後，剩下的問題就是如何化解困難，使局面向着有利的

方向轉化，這是走出逆境的關鍵。另一方面，逆境中總是存在着可以利用的有利

因素，我們要學會「避實擊虛」，善於在逆境中求存。這就要求我們根據具體情

況，「因敵制勝」，隨機應變，制定相應的對策。同時，還要從自我做起，自強不

息，積極裝備好自己，以迎接逆境的挑戰。 

 

小故事大智慧 

香港大學前校長徐立之是國際著名的遺傳學家，他的求學之路並不是一帆風順的。

徐立之小時候立志做建築師，但升中試成績欠佳，進不了英文中學，沒法投考當

時惟一開辦建築系的香港大學。因「背誦」是他的弱項，一些要求死記硬背的科

目，他總是考不好。可是他沒有氣餒，並知道自己的弱點和長處，努力尋找適合

自己的發展方向。 

 

後來，徐立之考進中文大學讀生物，以剛剛及格的成績（三級榮譽）畢業，但在

分子生物學這門課中卻取得優異成績。徐立之的老師認為他是可造之材，游說校

方破例讓他做研究生。碩士畢業後，徐立之負笈美國攻讀博士，畢業後埋首做研

究。其後，他到加拿大鑽研疾病基因，花了兩年時間也毫無進展。面對困難，他

堅持自己的信念，不輕言放棄。憑着一股鍥而不捨的幹勁，研究最終獲得成果。

1989年，徐立之成功發現了胞囊纖維症的基因，1991年獲提名為諾貝爾獎候選

人。 

 

徐立之在一個電台訪問節目中說過：「面對重重困難，我督促自己要繼續努力。

就是這份『順風時揚帆，逆風時加槳』的心態，讓我創出了理想的成績。人生總

是順逆交錯，今天不愉快的經驗，也許就是為了明天輝煌出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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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危機 

 

人生中總會遇到大大小小的危機。面對危機，如果害怕退卻，怨天尤人，這樣不

但解決不了危機，甚至有可能使危機更加嚴重。所以應當勇敢面對它，冷靜地分

析它，找出解決之策。 

 

《孫子兵法》的《勢》篇中說：「故善戰者，求之於勢，不責於人」。意思是說，

善於作戰的將領，總是去謀求有利的形勢，而不是去苛求於人。《孫臏兵法》強

調了人的作用：「間於天地之間，莫貴於人」，因此要「因其勢而利導之」。在危

機中，如果我們處於一個不利的局面，就要使用各種方法，爭取有利的形勢。 

 

危機局面中總有可以突破的薄弱環節，如何找到這個環節，避開其他困難，「避

實擊虛」，是能夠圓滿解決危機的關鍵。面對危機，需要像兵法中所說的那樣，

「因敵制勝」，根據不同的具體環境，抓住危機的薄弱環節，集中力量去突破。

這就要求我們隨機應變，靈活地採取對策。如果只知道蠻幹，不考慮方向和策略

是否正確，或者是固守陳規、一成不變地去解決問題，就不大可能取得成功。 

 

人生面對不少危機，要學懂面對及處理（圖片提供：視覺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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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故事大智慧 

縱橫投資銀行界數十年的梁伯韜，被稱為「紅籌之父」。他大學畢業後，即入職

大型投資銀行。八年後創立百富勤，事業一帆風順。豈料，一場金融風暴，令他

的心血在短時間內清盤倒閉。 

 

梁伯韜說「百富勤危機」是他人生中最傷心的時刻，事隔四年，記憶猶新：「自

己一手參與建立的心血毀於一旦，當然十分傷心。但傷心歸傷心，始終要繼續生

活，要站起來。」一夜間「由高峰跌至谷底」，更需接受調查，重重壓力下，梁

伯韜沒有一蹶不振，或一走了之，反而努力尋找出路：「遇到困難時，當領袖的

要肯負責任，若只是逃避或表現沮喪，跟隨你的人也不會有信心。」 

 

正因有承擔，要主持大局，百富勤旗下百多名員工也自願跟隨梁伯韜「共渡時艱」。

梁伯韜也沒有離棄他的下屬，曾有機構重金羅致他，但不容許他帶領整隊百富勤

隊伍「過檔」，梁伯韜寧願放棄機會：「在社會中，不能單靠個人力量，要同舟共

濟……雖然短期利益受損，但最重要是身處困境時，有人肯與你同甘共苦。」 

 

最後，梁伯韜覓得法國國家巴黎銀行收購百富勤，又能保留公司最有價值的資產

及「百富勤」名稱，只易名為「ANP百富勤」。經一事，長一智，梁伯韜坦言學

會了承擔及放遠眼光。 

 

節錄自香港《明報》2002年 11月 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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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經營 

 

所謂「商場如戰場」，商戰和戰爭雖然屬於不同的領域，但是具有一定的相通性。

事實證明，兵家思想中所蘊含的競爭哲學智慧，經過現代企業家的吸納，可以成

為指導企業經營的「智慧寶庫」，成為企業家在商戰中取勝的法寶。 

 

從根本上說，現代市場經濟是一種競爭經濟，也是一種謀略經濟。市場需要競爭，

競爭需要謀略。兵家在戰略上的「經校索算」和「不戰而屈人之兵」，可以為企

業的戰略決策提供正確方法和明智選擇；在戰術層次上，「避實擊虛」、「速戰」、

「以迂為直」、「攻心奪氣」等兵家原則可以為實施企業競爭戰術提供智慧啟迪；

兵家對將帥素質和治軍思想的闡述，可以為當代企業家品格的塑造和改進企業管

理提供歷史借鑑。 

 

小知識 

「經校索算」 

《孫子兵法‧計篇》：「故經之以五事，校之以計，而索其情……夫未戰而廟算者，

得算多也；未戰而廟算不勝者，得算少也。多算勝，少算不勝，而況於無算乎！」

經，即「經五事」，把決定戰爭勝負的五種要素加以分析考察。校，即「校七計」，

把敵我雙方的優勢從七個方面加以比較。索，即「索其情」，探討戰爭勝負的實

情。算，即「廟算」。 

 

小知識 

「避實擊虛」 

「避實擊虛」是兵家思想中重要的策略原則。它要求將帥經過縝密的調查研究，

判斷敵人的布局虛實，指揮自己的軍隊攻擊時避開敵人的堅實之處，轉而攻擊它

的弱點，從而取得勝利。 

 

把兵家思想應用於現代商戰和企業管理，始於日本企業家和管理學家。此後兵家

思想在美國、東南亞以及內地、香港、台灣的商界和企業界，也頗受推崇。它已

經成為愈來愈多的企業家經營企業的謀略之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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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場如戰場（圖片提供：視覺中國） 

 

小故事大智慧 

年賣 3,000萬隻招牌白菜豬肉餃的「灣仔碼頭北京水餃」（下稱「灣仔碼頭」），自

美國最大速凍食品公司注資入股後即迅速發展，進軍內地市場，四年內已爭取到

相當不俗的市場佔有率，其中廣州市場業績遠勝上海，成為「灣仔碼頭」最具發

展潛力的黃金地。 

 

1998 年 6 月，「灣仔碼頭」的創辦人臧健和，獲美國最大的速凍食品企業 Pills 

bury入股，在內地建設生產廠房。自此，「灣仔碼頭」這個在香港註冊的品牌，

開始在內地市場大展拳腳。 

 

大力促成該項海外發展計劃的 Pillsbury 起初以為，上海人較其他城市更易接受

外來的新事物，加上人均購買力強，城市發展成熟，可謂具備所有零售產品的發

展條件；在內地出生及長大的臧健和也同意這點，她說：「上海人口密度高，我

們鎖定月薪約 2,500元人民幣的中產人士為目標顧客，當時我們對上海市場的確

充滿憧憬。」不料事與願違，在內地市場發展四年，臧健和繼上海之後，先後於

1999年和 2000年打進廣州及北京市場，但比較之下，發現原先的商業策略部署

並不完善。 

 

「四年後，我發現廣州才是中國各大城市中，速凍餃子類食品消費力最強的地方。」

臧健和一臉無奈地說。原來，「灣仔」水餃在北方美食雲集的上海顯得毫不矜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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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上海人習慣在家自己包餃子吃；相反，廣州市場口味接近香港，懂得包地道

北方餃子的人又不多。結果，「灣仔碼頭」在「食大過天」的廣州旋即甚受歡迎。 

 

臧健和不諱言，近年開拓內地的水餃市場，為她帶來一番啟示，她說：「對真正

的投資者來說，以上海為進軍內地市場的首站，其實一點不錯，問題是，北方風

味的水餃，愈南下愈有市場。」 

 

節錄自香港《經濟一周》2002年 8月 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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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判技巧 

 

談判，可以說是一種不流血的戰爭。在談判中，同樣有利益爭奪、各種謀略的運

用。基於談判和戰爭的共通點，兵家的諸多戰術思想可以借用到談判當中。首先，

談判要有耐心，「靜若處子」，先穩住自己的陣腳，再觀察對方的動靜虛實，制定

和採取特定的策略。談判中也要注意「奇正之術」的結合運用，以「正」來和對

方周旋，以「奇」來制約及說服對方。 

 

談判是一種涉及雙方的活動，所以要根據具體情況，掌握對方的弱點，「避實擊

虛」，確立自己在談判中的優勢，達到最佳的談判效果。「迂迴之計」同樣適用於

談判，使用「以退為進」、「欲擒故縱」的策略，先「退一步」摸清對方的意圖，

制定好應對之策，再「進兩步」達到自己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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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兵家座右銘 

 

攻其無備，出其不意。《孫子兵法‧計》 

含義：在敵人沒有防範的情況下實施攻擊，在敵人意料不到時採取行動。要善於

把握事情的切入點，從關鍵而又容易的地方入手，自然事半功倍。 

 

小知識 

無備：指疏於防範，事先沒有準備。 

 

小知識 

不意：在敵人意料或者意想之外。 

 

故兵貴勝，不貴久。《孫子兵法‧作戰》 

含義：用兵作戰貴在速勝，而不宜曠日持久。機會對每一個人來說都是寶貴的，

但又稍縱即逝，所以要及時把握機會，不能長久無謂地等待。 

 

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孫子兵法‧謀攻》 

含義：不需作戰而使敵人全部降服，才是高明中最高明的。在現代社會競爭中，

我們並不是為了將別人擊倒，如果能夠把競爭對手的力量轉化為我所用，那麼更

能增強自己的競爭實力。 

 

小知識 

屈人：屈，屈服、降服。此處的意思是：使屈服，使降服。屈人，即使人降服。 

 

知彼知己，百戰不殆。《孫子兵法‧謀攻》 

含義：既了解敵人，又了解自己，才能立於不敗之地，百戰百勝。在社會中，僅

僅憑藉自己的實力，而不去了解競爭對手的情況，不懂得利用身邊的資訊，是很

難在競爭中取得成功。 

 

凡戰者，以正合，以奇勝。《孫子兵法‧勢》 

含義：一般的作戰，總是以正兵與敵人交戰周旋，以奇兵來取勝。競爭並不是要

硬碰硬，而是要講究策略，懂得出奇制勝。 

 

小知識 

合：合，指會合、交戰、相接。以正合，即以正兵與敵人正面交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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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善戰者，致人而不致於人。《孫子兵法‧虛實》 

含義：善於指揮作戰的人，能調動敵人而不被敵人所調動。在現代競爭中，只有

掌握主動權，才能把局勢轉向成功一面；否則，只能被動地受制於敵。 

 

小知識 

致：致，指招致、引來、調動。 

 

兵之勝，避實而擊虛。《孫子兵法‧虛實》 

含義：戰爭的勝利，總是要避開敵人堅實的地方而攻擊敵人的弱點。在現代社會

激烈競爭中，最有可能取勝的方式是以己之長，擊人之短，牽制局勢。 

 

水因地而制行，兵因敵而制勝也。《孫子兵法‧虛實》 

含義：用兵作戰沒有一成不變的模式，總是根據敵情的變化而採取靈活的戰術來

取勝。聰明的競爭者懂得利用形勢，而不是墨守成規。 

 

小知識 

制勝：制，制約、決定。制勝，即制服對方以取勝。 

 

柔能制剛，弱能制強。柔者，德也；剛者，賊也。弱者，人之所助；強者，怨之

所攻。《三略‧上略》 

含義：柔的能制服剛的，弱的能制服強的。柔而得當，是一種美德；剛而不得當，

則是一種災禍。弱小的一方，往往容易得到別人的幫助；強大的一方，則常常會

招致怨恨，成為被攻擊的目標。在競爭中，並不是手段愈硬、形勢愈猛愈好，有

時懷柔之策才是真正有用的。 

 

所謂見可而進，知難而退也。《吳子‧料敵》 

含義：見到可以取勝就要發起攻擊，知道難以打敗敵人就要退避。人並不是在所

有競爭中都要取勝，有時也要學會退讓。退讓是一種智慧，它能使你避免無謂的

損失。 

 

故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司馬法‧仁本》 

含義：國家雖然強大，樂兵好戰就必定會滅亡；天下雖然太平，但是一味安逸忘

戰，則必定會有危險。時刻保持危機感，做好兩手準備。 

 

是以迅雷不及掩耳，迅電不及瞑目，赴之若驚，用之若狂，當之者破，近之者亡，

孰能御之！《六韜‧龍韜‧軍勢》 

含義：軍隊行動起來像迅雷不及掩耳、迅電不及瞑目那樣迅速，開進時如同受驚

之馬，戰鬥時幾近瘋狂，阻擋者必被擊破，接近者必遭敗亡。這樣的話，誰還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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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擋得住呢！現代社會節奏急速，誰能跟得上甚至引導時代的潮流，誰就有可能

在競爭中獲勝；相反，如果目光短淺，跟不上時代步伐，就會被社會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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