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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人的心目中，   天   和  地 是對立
的。 天 就是懸在我們頭頂上的天
空以及天空中的日月星辰。地就
是踏在我們腳底下的地面以及
地面上的山嶽河湖。圓而隆起的
天，蓋着方而扁平的地。古代
神話說，有九根柱子支撐着天，

使天不下塌；有四條大繩維繫着地的四角，使地有定位。《列子‧

湯問》和《淮南子‧天文訓》都記載了關於不周山的傳說，說是共
工氏因與顓頊爭奪帝位，怒而猛觸西北的不周山，致使“天柱折，
地維絕”，“天傾西北”，“地不滿東南”。天柱、地維這兩個詞，
正反映了古人對於天地對立關係的看法。
《莊子‧說劍》說：“上法圓天，以順三光；下法方地，以順四

時。”《淮南子‧天文訓》說：“天道曰圓，地道曰方；方者主幽，
圓者主明。”古人認為天圓地方，因以圓方作為天地的代稱。人
生活在天地之間，頭頂天空，腳踏地面，所以說是戴天履地或者
戴圓履方，簡稱戴履或者履戴。古人還把作為人類特徵的 圓顱方
趾與天圓地方聯繫起來，說是“頭之圓也象天，足之方也象地”
（《淮南子‧精神訓》）。又《管子‧內業》有“乃能戴大圜而履大方”
的話，《呂氏春秋‧序意》有“大圜在上，大矩在下”的話，南朝梁
陸倕《石闕銘》有“色法上圓，制模下矩”的話，大圜、上圓都指
天，大方、大矩、下矩都指地。
《禮記‧中庸》說：“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無窮也，日月

星辰繫焉，萬物覆焉。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廣厚，載華嶽
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萬物載焉。”古人認為天覆地載，故也
以覆載作為天地的代稱。

古人還把天空比作被覆萬物的蓋笠，把地面比作裝載萬物的
車輿，《淮南子‧原道訓》有“以天為蓋，以地為輿”的話，宋玉《大
言賦》有“方地為車，圓天為蓋”的話，因稱天為蓋天、天蓋、圓
蓋，稱地為輿地、地輿、方輿，舊時的地圖也有叫輿圖或者輿地
圖的。

古人心目中的

“天”和“地”
 天柱 圓方 皇天后土

乾坤 世界 昊天 大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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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天后土是古人對天地的尊稱，皇和后都作君主解釋；有時
也單說皇天或后土。《左傳‧僖公十五年》有云：“君履后土而戴
皇天，皇天后土實聞君之言。”
《詩經‧小雅‧蓼莪》有“欲報之德，昊天罔極”之句，朱熹注：

“言父母之恩如此，欲報之以德，而其恩之大如天無窮，不知所以
為報也。”昊（h#o）是廣大無邊的意思，昊天本是天的泛稱，但有
時又專指一定季節的天，如《爾雅‧釋天》所說“夏為昊天”。

對旻天的旻（m(n），有兩種截然不同的解釋。一種解釋為憐
恤，與閔、憫、愍通。《尚書‧大禹謨》有“日號泣于旻天”之句，
孔傳：“仁覆愍下，謂之旻天。”意思是說，天帝憐恤下民，故稱
之為旻天。另一種解釋為幽遠。《詩經‧小雅‧小旻》有“旻天疾威，
敷于下土”之句，朱熹注：“旻，幽遠之意。”旻天就是幽遠的天
空。兩種解釋比較起來，似以後者為妥。又《爾雅‧釋天》有“秋
為旻天”的說法，郭璞注：“旻猶愍也，愍萬物雕落。”解釋更嫌
牽強，也於理不通。
《文選‧晉張華〈答何劭〉詩之二》：“洪鈞陶萬類，大塊稟群

生。”李善注：“洪鈞，大鈞，謂天也；大塊，謂地也。”鈞是古
代製作圓形陶器所用的轉輪，古人把天造萬物比作鈞製陶器，因
稱天為洪鈞或大鈞。塊是土塊，即《禮記‧中庸》所說的“一撮土”，
積至廣厚而成地，因稱地為大塊。

乾和坤都是八卦之一，古人用以代表陽和陰兩種對立物。陽為
乾，乾之象為天；陰為坤，坤之象為地。由此引伸開去，乾坤二字
連用，可以指自然界的天地、日月，也可以指人世間的男女、父母。

世界兩字分開來講：世是指時間，界是指空間。佛教以東、
西、南、北、東南、西南、東北、西北、上、下為界，以過去、
現在、未來為世。宇宙也是這樣：宇是指空間，宙是指時間。《淮
南子‧原道訓》有“紘宇宙而章三光”之句，高誘注：“四方上下曰
宇，古往今來曰宙，以喻天地。”世界和宇宙這兩個詞結構一樣，
意思有同有異：同的是兩者都可以作為天地萬物的總稱，不同的
是宇宙一般用來指包括地球及其他一切天體的無限空間，而世界
一般指地球上的所有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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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子‧形篇》有云：“善守者藏于
九地之下，善攻者動于九天之上。”
這裏用了九天、九地兩詞，九極言
其多，並非實指，故梅堯臣注：“九
地言深不可知，九天言高不可測。”

不過也確有人把九天、九地當成實指，因而牽強附會、湊合成數
的，如揚雄《太玄‧玄數》說：“九天：一為中天，二為羨天，三
為從天，四為更天，五為睟天，六為廓天，七為減天，八為沈天，
九為成天。九地：一為沙泥，二為澤地，三為沚崖，四為下田，
五為中田，六為上田，七為下山，八為中山，九為上山。”又《呂
氏春秋‧有始》和《淮南子‧天文訓》都說“天有九野”，即中央的
鈞天，東方的蒼天，東北的變天，北方的玄天，西北的幽天，西
方的顥天（亦作昊天），西南的朱天，南方的炎天，東南的陽天；
九野指天的中央和八方，也就是九天。
《楚辭‧天問》有“圜則九重，孰營度之”的話，《淮南子‧天

文訓》也說“天有九重”；古人傳說天有九層，以形容其高不可測，
後因以九重作為天的代稱。

北朝《敕勒歌》有句：“天似穹廬，籠蓋四野。”物體形狀中
間高周圍低的，都叫穹隆或簡稱穹。從地面看天空，天空彷彿也
是中央隆起而四周下垂的，因而穹隆或穹也用作天的代稱，並由
此產生天穹、上穹、蒼穹、昊穹、穹天、穹蒼、穹昊、穹旻、穹
冥等一系列詞。至於《敕勒歌》中所說的“天似穹廬”，穹廬指古
代游牧民族居住用的氈製帳篷，像是現今的蒙古包，它也由於中
間高周圍低的形狀而得名。

天空晴朗時，一般呈現藍色；青天、青冥、蒼天、上蒼、蒼極、
蒼昊、蒼旻、蒼冥、碧空、碧落、碧虛等詞都指天，其中的青是
藍色，蒼是深藍色，碧是淺藍色。還有在雲霞映日時，天空呈現
紫色（藍紅合成色），因而紫冥、紫虛、紫清也指天。
《詩經‧秦風‧黃鳥》有“彼蒼者天”之句，翻譯成白話就是那

個深藍色的天，彼是代詞，蒼是形容詞。後來有人截其尾而留其
頭，用彼蒼兩字作為天的歇後語，並寫進作品中，如孟浩然《行

天高地厚
 九天 穹廬 上蒼 碧落

青天 太虛 天壤之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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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漢川作》詩“萬壑歸於海，千峯劃彼蒼”就是。
冥有高遠義，青冥、蒼冥、紫冥、穹冥等詞，都指天空的高

遠。
天際空闊，故稱太空、太虛、紫虛。
古人認為天是由輕清上浮的氣體構成的，因稱天為太清。
天空籠罩大地，有如一座特大的房宅，因稱天為大區。《淮

南子‧原道訓》有“縱志舒節，以馳大區”之句，高誘注：“區，宅
也；宅謂天也。”

天空的高處有雲，青雲、雲霄、重霄、九霄、碧霄這些詞都
指高空。

白居易《長恨歌》有“上窮碧落下黃泉”之句，黃泉是地下泉
水，引伸指地下深處。下泉、重泉、九泉意思相同。

人們常用天壤之別、宵壤之別、天淵之別、雲泥之別，來形
容相隔極遠或相距極大，天壤、霄壤、天淵、雲泥實際上都是說
天地，只不過天改用雲、霄替代，地改用泥、壤、淵替代罷了。

《周易》有“日月麗乎天”（《離
卦》）和“日月得天而能久照”
（《恆卦》）的話，《詩經》有“日
居月諸，照臨下土”（《邶風‧

日月》）和“如月之恆，如日
之升”（《小雅‧天保》）的話，這裏所說的日月，就是太陽和月亮。
古人常把太陽和月亮相提並論，認為它們是所有天體之中兩個最
大最亮的天體。古人還把夜晚吐輝播明的月亮稱為太陰，以與白
晝光芒四射的太陽相對；至於太陽和月亮以外的天體，則統稱之
為星或星辰。

太陽每天清晨從東方升起，黃昏從西方降落。《尚書‧堯典》：
“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又說：“分命和仲，宅西，曰昧
谷。”孔傳：“暘，明也；日出于谷而天下明，故稱暘谷。昧，冥
也；日入于谷而天下冥，故稱昧谷。”古代傳說暘（y!ng）谷是東

“日月麗乎天”
太陰 太陽 晨曦 煦日 金烏

玉兔 玉桂 蟾宮 嫦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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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日出之處，昧谷是西方日入之處，兩者都是虛擬的地名。《楚辭‧

天問》：“出自湯谷，次于蒙汜，自明至晦，所行幾里。”王逸注：
“言日出東方湯谷之中，暮入西極蒙水之涯也。”湯（y!ng）谷即暘
谷。《淮南子‧天文訓》：“日出于暘谷，浴于鹹池，拂于扶桑，
是謂晨明。⋯⋯淪于蒙谷，是謂定昏。”蒙谷即昧谷。

曜指日光，也泛指光耀；曜與耀相同，一般以曜用作名詞，
以耀用作動詞。

暉指日光，也泛指光輝；在光輝的意義上，暉與輝相同。
暾是初升的太陽，如朝暾。
曦是早晨的日光，如晨曦。
曛是日落時的餘光，如夕曛。
旭日的旭表示太陽初升時的明亮，煦日的煦表示太陽的溫暖，

旭和煦是同源字。
夏日可畏和冬日可愛是一對比喻。春秋時趙衰（即趙成子）、

趙盾（即趙宣子）父子，先後在晉國執政。據《左傳‧文公七年》記
載，有人在評論他倆的不同作風時說：“趙衰，冬日之日也；趙盾，
夏日之日也。”後因以冬日形容為人慈祥可愛，以夏日形容為人嚴
厲可畏。

舊時章回小說寫到晝夜時間交替，常用“金烏西墜，玉兔東升”
的句子。金烏指太陽，玉兔指月亮；古時有神話說太陽裏面有三足
烏，月亮裏面有白兔搗藥，故有此稱。日月並稱時，可以說東烏西
兔或陽烏陰兔；如果說烏飛兔走，那就是表示日月運行不息的意思
了。

除以烏兔代指日月外，還有玉羊和金虎的說法。南朝劉孝綽
《望月有所思》詩有句：“玉羊東北上，金虎西南昃。” 玉羊象徵
月亮的柔和，因而用作月亮的代稱；金虎象徵日光的猛烈，因而
用作太陽的代稱。

古人想像日月運行不息都有神在主持，傳說羲和是駕御日車
行進的神，望舒是駕御月車行進的神，於是羲和和望舒也成了太
陽和月亮的代稱。附帶說一下，羲和見於古籍有多處，解釋不一：
一說羲氏和氏是帝堯時執掌天文的官員，見《尚書‧堯典》。一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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羲和是駕御日車的神—太陽乘着由六條龍拉的車子，由羲和趕
着周天而行，見《楚辭‧離騷》洪興祖補注。一說羲和是太陽的母
親，她是帝俊之妻，生下十日；帝堯時十日並出，草木焦枯，帝
堯命后羿仰射十日，中其九日，留其一日，見《山海經‧大荒南經》
及《楚辭‧天問》王逸注。

古時傳說月亮裏面有蟾蜍，有桂樹，因以蟾蜍、玉蟾、玉桂
指稱月亮。

嫦娥奔月的神話，給月亮染上一層神奇的色彩。嫦娥又作姮
（h%ng）娥，是后羿之妻，后羿從西王母處得到不死之藥，嫦娥偷
吃以後，飛奔到月亮上成了仙女，終日與白兔、蟾蜍、桂樹為伴，
過着淒涼孤獨的生活。嫦娥容貌俏麗，因而月裏嫦娥成了人們對
女性美的最高讚詞。嫦娥居住的地方，被美稱為月宮，又稱 蟾宮、
桂宮。舊時傳說唐明皇夢遊月中，看到宮前題有“廣寒清虛之府”
的匾額，因而有人又把月宮稱為廣寒宮。

“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
圓缺，此事古難全。”這是
蘇軾中秋詞《水調歌頭》中
的名句。

在地球上看來，月球的
形狀經常在變化，它圓了又缺，缺了又圓，時而彎弓斜掛，時而
銀鏡高懸，有時是半個夜晚的弦月，有時整夜都看不見它。這種
圓缺盈虧的現象是怎樣產生的呢？

誰都知道，月球是地球的衛星，它本身不發光，只能反射太陽
的光，因此，它總是一半光明，一半黑暗—面向太陽的一半是光
明的，背着太陽的一半是黑暗的。月球圍繞着地球在旋轉，它永遠
以同一面對着地球，而地球又圍繞着太陽在旋轉，由於月球、地球
和太陽三者之間的相對位置在不斷變化着，所以從地球上看，就會
產生朔、上弦、望、下弦四種月相依次輪番出現的現象。

夏曆每月初一，月球運行到地球和太陽之間，以其黑暗的一

“月有陰晴圓缺”
朔 上弦 望 

下弦 朔望 晦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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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朝向地球，一般與太陽同時東升和西落，地球上看不到月光，
這種月相叫朔，也叫新月。因為這種現象出現在初一，故也稱初
一為朔日或朔。《釋名‧釋天》有云：“朔，月初之名也；朔，蘇也，
月死復蘇生也。”新月習慣上也用來稱月初細彎的月亮。

新月過後，地球上可以看見月球明亮半球的一小部分，形似
蛾眉，這時的月亮叫蛾眉月，黃昏時出現在西方天空。

夏曆每月初八或初九，當月球運行到太陽東九十度時，地球
上可以看見月球西邊明亮的半圓，一般在中午東升，黃昏中天，
夜半西落，這種月相叫上弦。《釋名‧釋天》有云：“弦，月半之
名也；其形一旁曲，一旁直，若張弓施弦也。”

上弦過後，地球上可以看見月面的大部分，這時的月亮叫凸
月。

夏曆每月十五日或十六日，地球運行到月球和太陽之間，地
球上可以看到整個月面，當太陽西落時，月球正好東升，這種月
相叫望，這時的月亮叫滿月。因為這種現象多出現在十五日，故
也稱十五日為望日或望。《釋名‧釋天》有云：“望，月滿之名也；
月大十六日，小十五日，日在東，月在西，遙相望也。”

滿月過後，地球上可以看見明亮的圓月開始虧缺，這時的月
亮叫殘月。

夏曆每月二十二日或二十三日，當月球運行到太陽西九十度
時，地球上可以看見月球東邊明亮的半圓，一般在夜半東升，清
晨中天，中午西落，這種月相叫下弦。

下弦過後，地球上可以看見月球的明亮部分逐漸縮小，又變
為蛾眉月，清晨時出現在東方天空。再後便回復到新月。

除了朔、上弦、望、下弦以外，古人還把夏曆每月最後一天
叫做晦。《釋名‧釋天》有云：“晦，月盡之名也；晦，灰也，火
死為灰，月光盡似之也。”朔望連稱，指夏曆每月初一和十五日。
晦朔連稱，通常指月末和月初；但有時也指早晚，因晦有夜晚義，
朔有早晨義，如《莊子‧逍遙遊》有“朝菌不知晦朔”之句，意思是
說，朝生暮死的蟲子，不知道一天的時光有多長。

古代還有一種利用月球圓缺盈虧現象來記錄日期的方法，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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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夏曆每個月的天數劃分為四段，四段各有專稱如下（參見王國
維《觀堂集林‧生霸死霸考》）：

自朔至上弦為初吉。《詩經‧小雅‧小明》有“二月初吉”的用
例。

自上弦至望為既生魄。《尚書‧武成》有“既生魄，庶邦塚君
暨百工受命於周”的用例。魄本作霸，指月末盛明時所發的光。

自望至下弦為既望。《尚書‧召誥》有“惟二月既望”的用例。
後世以夏曆每月十五日為望，望後一日為既望。

自下弦至晦為既死魄。《逸周書‧世俘》有“二月既死魄”的用
例。

在古典詩文中，對月亮有着
各種各樣的美稱，其中多數
是由名詞加定語組成的雙音
詞或詞組。

先說名詞。
人們在地球上看月亮，總覺得它在圓滿時最為美麗動人，因

而愛以各種圓形物來比喻它，包括輪、盤、鏡、環、盆、丸、餅
之類，而在月亮虧缺時，用來比喻的則是弓、鈎等彎形物：所有
這些喻體當然都是名詞。

歷來關於月亮的神話，說月亮裏面有美女嫦娥，有白兔，有
蟾蜍，又古人把月初出或將沒時的微光叫做魄，因而在月亮的美
稱中也有帶娥、兔、蟾、魄等字的，這些也都是名詞。

以下列舉一些常見的定語，並把定語相同的詞或詞組歸納在
一起，分別引詩詞曲和駢文中的例句來說明。

一是“玉”，形容月亮像玉一樣的皎潔晶瑩。
玉輪—駱賓王《在江南贈宋五之問》詩：“玉輪涵地開，劍

匣連星起。”
玉盤—李群玉《中秋君山看月》詩：“汗漫鋪澄碧，朦朧吐

玉盤。”

詩人稱美月亮
玉輪 玉盤 玉弓 冰盤

冰魄 冰鑒 金鏡 金盆 金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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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文
時
令 

︼

玉鏡—鄭谷《春夕伴同年禮部趙員外省直》詩：“冰含玉鏡
春寒在，粉傅仙闈月色多。”

玉環—白居易《和櫛沐寄道友》：“高星粲金粟，落月沉玉
環。”

玉弓—李賀《南園》詩：“尋章摘句老雕蟲，曉月當簾掛玉
弓。”

玉鈎—李賀《七夕》詩：“天上分金鏡，人間望玉鈎。”
玉兔—辛棄疾《滿江紅‧中秋》詞：“着意登樓瞻玉兔，何

人張幕遮銀闕。”
玉蟾—李白《初月》詩：“玉蟾離海上，白露濕花時。”
二是“冰”，月亮沒有太陽的輻射熱，它反射的光是冷光，因

而用冰來形容它的冷清。
冰輪—朱慶餘《十六夜月》詩：“昨夜忽已過，冰輪始覺

虧。”
冰盤—高觀國《齊天樂‧中秋夜懷梅溪》詞：“素景中分，

冰盤正溢，何啻嬋娟千里。”
冰鏡（冰鑒）—元稹《月》詩：“絳河冰鑒朗，黃道玉輪巍。”

又孔平仲《八月十六日玩月》詩：“團團冰鏡吐清輝，今夜何如昨
夜時。”

冰蟾—湯顯祖《牡丹亭‧鬧殤》：“海天悠，問冰蟾何處湧？
玉杵秋空，憑誰竊藥把嫦娥奉？”

冰魄—錢惟善《八月十五夜風雨見月有懷》詩：“玄雲忽開
黃道明，顧兔涵秋抱冰魄。”

三是“金”，形容月亮閃耀着金色的光彩。
金鏡—杜牧《寄沈褒秀才》詩：“仙桂茂時金鏡曉，洛波飛

處玉容高。”
金盆—杜甫《贈蜀僧閭丘師兄》詩：“夜闌接短語，落月如

金盆。”
金丸—蘇轍《中秋見月寄子瞻》詩：“浮雲捲盡流金丸，戲

馬台西山鬱蟠。”
金餅—蘇舜欽《和解生中秋月》：“銀塘通夜白，金餅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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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明。”
金娥—李白《明堂賦》：“玉女攀星於網戶，金娥納月於璇

題。”
金兔—盧仝《月蝕詩》：“朱弦初罷彈，金兔正奇絕。”
金蟾—令狐楚《八月十七日夜書懷》詩：“金蟾著未出，玉

樹悲稍破。”
金魄—李白《古風五十九首》：“圓光虧中天，金魄遂淪

沒。”
附帶說一下：金輪或黃金輪，指太陽，不指月亮。
此外，在月亮的美稱中，還有用瑩、晶、素、清等字作為定

語的，這裏不再贅述。

星是宇宙間除太陽和月亮以外發亮
的天體的總稱，按其性質可分為恆
星、行星、衛星、彗星、流星五類。
太陽就是一顆恆星，是太陽系的中
心天體，地球圍繞它旋轉，而月亮
則是地球唯一的衛星。由於太陽和

月亮離地球比較近，從地球上看起來比其他天體大得多，也亮得
多。

辰與星同義，星辰連稱，泛指眾星；一說星指金木水火土五
星，辰指二十八宿。

星宿的宿，有停留的意思。在漫無邊際的天空中，二十八宿
就像是二十八家可供留宿的旅店，古人常利用它們作為標誌，
以便於說明日月五星在運行中所到達的位置。正如《論衡‧談天》
中所說：“二十八宿為日月舍，猶地有郵亭為長吏廨矣；郵亭着
地亦如星舍着天也。”二十八宿又稱二十八舍或二十八次，宿、
舍、次是同義字。宿一讀肅（s7），在用於星宿和二十八宿時讀繡
（xi7）。另外，古人又將二十八宿平均分為四組，每組七宿，與東
西南北四個方位和蒼龍、白虎、朱鳥、玄武（龜蛇）四種動物形象

星辰和星宿
二十八宿 

蒼龍、白虎、朱鳥、玄武
太白 啓明 歲星 辰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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