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國首位諾貝爾文學獎被提名人林語堂英譯著作

．古典詩詞散文精選，深入體悟華文視野亙古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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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rvest Moon on West Lake

孟子、蘇東坡、張岱等◎著

林語堂◎英譯　黎明◎編校

．張曉風（作家）、馬健君（林語堂故居執行長）◎特別推薦

．周志文（作家／臺大中文系教授）◎專文導讀

百年苦樂半相參，會占便宜只半。

Since life’s a compound of half sweet and half bitter, Who tastes but half is wisest 
and cleverest.

亦船亦樓，名娃閨秀，攜及童孌，笑啼雜之，環坐露臺，左右盼望，身在

月下而實不看月者。

Those who do sit in the moonlight, but never look at it: ladies, daughters of high 
families, in boats and towers, also handsome boys (homosexuals) who sit in open 
spaces and giggle and chatter and look at other people.

張
岱是明末清初散文大家，所著〈西湖七月半〉屬明清小品上乘之作，文學史

家多肯定其作品為晚明小品的代表。其遣詞用句獨特有味，充分掌握中國文

字靈動的神韻，讀來讓人痛快淋漓、低迴再三。本書以人生、長恨、四季、山水

等主題，收錄李白、張岱、曹雪芹、蘇東坡、李密菴等名人小品，且看林語堂如

何以英譯解讀這些文哲眼中的人生風景。

◆林語堂中英對照編輯理念◆

林語堂先生曾在《古文小品譯英》（The Importance of Understanding）序文說：

「我所喜歡的文章⋯⋯那些對我有無形影響的老朋友，他們表達的情意真的是歷

久彌新而又令人驚喜。我挑選的自然是最好的文章，是我誦讀之後不能忘懷，並

使我有所了悟的文章。不能引起我心靈共鳴的文章我是不翻譯的。」又說：「翻

譯是很微妙的工作。唯有能夠和作者情意相通的譯者才能翻譯得好。因為譯者實

際上是以另外一種語言文字替作者發言，如果兩者不像是老朋友一樣，這怎麼能

辦得到？」語堂先生期望藉由他的譯文，傳達其閱讀的激動心情，與讀者共同分

享閱讀中國古籍經典的驚喜與歡愉。

英譯◎林語堂

清光緒二十一年（西元一八九五年）十月十日

生於福建省龍溪（漳州）縣。上海聖約翰大學

文學士、美國哈佛大學比較文學碩士、德國萊

比錫大學語言學博士。曾任北大、北師大、女

師大教授，廈大文學院院長、南洋大學校長、

中國筆會會長。於三○年代創辦《論語》、

《人間世》、《宇宙風》等雜誌，開創了幽默

與性靈文學的文風，同一時期，發明中文的

「上下形檢字法」，在四○年代據以發明，創

製中文打字機，一九七二年並用以編纂《林語

堂當代漢英詞典》。一九七六年三月廿六日逝

世於香港。

著有《吾國吾民》、《生活的藝術》、《京華煙

雲》等書，並將孔孟老莊哲學與陶淵明、李

白、蘇東坡、曹雪芹等人的文學作品英譯成

書，共六十餘種，多數譯為幾種或十數種文

字，暢銷國際，是一位以英文書寫揚名海外

的中國作家，也是集語言學家、哲學家、文學

家、旅遊家、發明家於一身的知名學者。

編校◎黎明

國立中山大學文學學士、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

育碩士。曾任聯合國秘書處翻譯專員、香港政

府新聞處處長、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社長。

著述有：《中國文學史》（英文本）、《風暴

十年》（英文本編譯）、並與林太乙女士合纂

《最新林語堂漢英詞典》。

◆封面照片由林語堂故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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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文學大師林語堂英譯選輯

全球最大圖書出版商藍燈書屋邀約好書

古籍雋永經典影響再現

《東坡詩文選》蘇東坡是林語堂最欣賞的古

人，本書將穿越時空，重現東坡面對逆境與考

驗的樂活思想！

《幽夢影》張潮作品字字珠璣、發人深省，透

過英文解讀這本絕妙奇書，你將愛上張潮的獨

特魅力！

《孔子的智慧（上）、（下）》1938年全球最大圖
書出版商藍燈書屋（Random House）邀約林語
堂以英文向西方讀者介紹儒家學說，出版後廣

受美國讀者歡迎，是西方讀者了解孔子及其學

說的入門之作。

《不亦快哉》人生中可以因之感到不亦快哉的

事、物有多少！且看林語堂以英譯來詮釋快活

人生。

《西湖七月半》全書選編讀者較為耳熟能詳的

小品文，筆調雅俗詼諧，行文流暢自然，為小

品文的典範。

《老子的智慧（上）、（下）》1948年藍燈書屋再
度出版林語堂作品，是一部向西方介紹道家乃

至中國古代哲學思想的重要著作。

《揚州瘦馬》本書選錄晚明張岱小品，以及莊

子、蘇東坡等人之作，是明清典雅雋永的小品

散文著作。

《板橋家書》1942年由藍燈書屋出版，是林語
堂向西方讀者介紹明清小品文的著作之一。

《西湖七月半》白話文語譯◎劉聖德　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

系畢業，現為高中國文科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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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版推薦序】

學貫中西，百年一人
兼具「君子」與「文藝復興人（Renaissance man）」之美的林語堂

張曉風 （作家）

在中國，在古代，如果你要讚美一個人（哦，所謂人，

指的當然是男人），用的字眼可以很簡單，你稱他為「君

子」就可以了。君子怎麼解釋呢？它意指一種受過完整教

育，品德優美，宅心仁厚，不與人爭卻又頗有擔當的人。然

而，「君子不器」，由於他的養成教育極好，所以他不適合

作一個職業賣麵包的人或製車輪的人，他不投入實務的有價

的操作，他該作的事是社會的精神導師，擘畫十年或二十年

後國族該有的走向。

在西方，在中古之後，如果你要讚美一個人（哦，

抱歉，此處所指的人仍是男人），該用的字眼應該是

Renaissance man，我姑譯為「文藝復興人物」。此詞的意

旨和「君子」大致類同。例如，兩者皆同樣博雅多禮，同樣

自期自許以天下為己任，但後者卻多了些務實的本領，有點

像孔子說的「多能鄙事」。不過孔子在說這句話的時候，竟

不免十分抱歉的先加一句「吾少賤，故……」。由於年輕時

候卑微貧苦，孔子學會一些雜七八拉的技能，究竟是哪些技

能？孔子沒說，想來其中有些是不登大雅的，例如煮飯。

Renaissance man卻不一樣，他們是「吾少貴（他們皆是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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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的貴族），故多能伎藝」，這些伎藝包括儒家的音樂、射

擊（或劍術）、駕駛、數學，以及儒家所沒有的現代天文地

理知識，以及嫻於航海或機械的種種本事，算來「文藝復興

人」應該是一種「極優良人種」。

我所知道的林語堂先生其實就是很難得的兼具有「君

子」和「文藝復興人物」之長的人。前者比後者多一份優游

園林的隱逸雅緻，後者比前者多幾分新時代男兒的彗黠矯

健。

林語堂先生是民前出生的人，算起他的身分是既貧賤

又富貴。他是福建漳州人，家住山區。那一帶原是窮地方，

卻山清水秀。他的父親是一間小教會的牧師，薪資有限，但

因教會和洋學堂有關係，林語堂因而擁有極好的教育資源。

林氏自小穎悟，再加上環境關係，使得他的英語能力無人能

敵。林氏啟蒙之際，在那個時代，多少要熟讀一些經書，所

以他也就很自然的學涉中西。林氏後來又留了美、留了德，

並且取得語言學方面的博士學位，但那頭銜和他一生的風雲

際會幾乎沒有什麼關係。他的一生和什麼有關呢？譬如說，

他是個健康愉悅的男孩，且是個極佳的短跑選手，這一項後

Harvest Moon on West Lake
Second Edition Recommendation Pref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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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被他妻子視為優點（她曾在運動場上見過他的風姿），因

而願意「下嫁」。妻子的廖氏家族非常富有，對林氏的前半

生極有助益。

林氏的另一貴人是胡適，他曾「偷助」林氏一千銀元

（若干年後，林氏知情歸還）。胡之所以助林，表面看是胡

的俠氣，其實也是林氏來自家人寵愛而養成的風發意氣，令

人愛重。

林氏的真本領是寫作，中文的以及英文的。

此外，林氏懂得向中國人推銷西式「幽默」，並且向

西方人推銷中國的放達疏淡。在那個年代談幽默，喊打的人

其實不少。一般思想親共的人哪能容得你一杯咖啡一塊蛋

糕，並且言笑宴宴來論「幽默」呢？他們希望你「廿四小時

都在為人民服務」。至於真正的人民是不是「被服務了」或

「被殘害了」，那才是天知道。林氏的書多年來一直都是老

共轄區內的禁書，但林氏向美國外銷中國文化這一部份卻極

為成功。林氏的英文著作分三種，其一是創作，如《生活的

藝術》。其二是改寫，如短篇小說，其中〈碾玉觀音〉一篇

有極好的新詮釋，把個無聊的鬼故事，寫成了經典愛情。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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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姚一葦教授所編的〈碾玉觀音〉，劇本就是承襲林氏了不

起的新詮（而不是採用明人重述的宋人平話）。其三是中翻

英的翻譯，如張潮的《幽夢影》。三者皆是才子作，各有勝

境。

林氏是少數靠一枝筆而活下來的文人。更奇怪的是他的

「筆潤」來自美金，這大概是中國五千年來沒有的事。後來

的美華作家如湯婷婷或譚恩美也曾暢銷一時，但她們畢竟是

華裔美人。最近寫文革故事的哈金當然也算一員猛將，但還

差林氏一截。林氏著作又多又好又極富使命感，百年之內恐

怕很少有人能接近他所締造的光榮紀錄。

可是，林氏晚年為了想製作一架中文打字機而耗盡心血

和金錢，機器終於做出來了，卻因沒人肯生產而成廢物。林

氏和「文藝復興人物」一般，是自認有能力駕馭機械的人。

林氏當年為之瘋狂投入的那一搏，其中種種艱辛，在電腦時

代輕易就解決了。四十年前已謝世的林氏，如能看到電腦中

文打字之便捷，恐怕不免為自己浪擲的時間而嘆息吧！

不過，以他的的性格而論，他大概也是「終不悔」的。

林氏安息在陽明山腰的故宅庭園裏，面對著他生平最

Harvest Moon on West Lake
Second Edition Recommendation Pref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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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愛的觀音山夕照。人世無常，什麼都會過去，書，也許是

比較接近永恆的一種存在。在作者離世許久之後，仍繼續發

言。

欣聞正中書局刊印林先生所譯英文書八種，並且是中英

對照的，故欣為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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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版推薦序】

古知孔子，現代則知林語堂

馬健君 （東吳大學英文系副教授暨林語堂故居執行長）

很多人都說，一個人如果中文不好，英文一定也學得

不好。為什麼會這樣呢？根據我多年英文教學的經驗，發現

如果學生中文程度不好，他們在英文學習上也會面臨很多問

題，不若其他中文程度佳的同學。反觀英文能力好的學生，

中文程度也一定具備相當的能力，因為他對中文的高度理解

加強了他的外語吸收與理解能力，使得他的外語得以運用自

如。我們所熟知的林語堂先生便是箇中的佼佼者。

林語堂先生一生最為人所熟知的，是他在寫作上的成

就；但他許多有關於翻譯的文章，更為世人所津津樂道。中

西兼修的背景，使他的翻譯功力除了文字意境上的傳遞，更

富有人文精神方面的諸多挹注。藉著文字，他將華人的思

想、情感以及生活中細微之處，點點滴滴地傳達給西方讀

者，使他們能夠瞭解其中巧妙之處，進而欣賞中華文化的精

彩。如此珍貴的文化資產，是我們身為華人的幸福與驕傲。

在這次正中書局重新再版林語堂先生的八本譯著中，

有一本重要的著作《孔子的智慧》。一般西方讀者對於孔子

的了解，大多來自《論語》一書，以為孔子只是個滿口格言

的智者。彷彿要為孔子「驗明正身」，林語堂先生翻譯《論

Harvest Moon on West Lake
Second Edition Recommendation Pref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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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時，他不逐字逐句消極翻譯，而是把原著內容重新分門

別類，分成「孔子的生平」、「中庸」、「孔子的格言」、

「儒家社會秩序三論」、「論教育」、「論音樂」以及「孟

子」等等，從「四書」、「五經」以及司馬遷的《史記‧孔

子世家》等書籍，以英文特有的表達方式，使西方讀者能夠

經由各種面向來了解孔子的思想以及儒家的哲思。這種譯

法，既能抓住原文的形式與精髓，又能讓西方讀者容易理

解，知道孔子與儒家思想是如何深入華人人文世界。

《老子的智慧》，也就是林語堂英譯的《道德經》。

他以深厚且淵博的國學背景，運用道地的英文，汲取中文文

字間微妙的語意，忠實傳達《道德經》的精神，譯文內容深

刻，表達平易淺近且貼切流暢，使人閱讀容易且印象深刻。

林語堂先生的翻譯中有創作，創作中有翻譯。他特別摘

選一些為讀者所熟悉且別有幽默、風趣的文章，精心編輯成

《東坡詩文選》、《幽夢影》、《不亦快哉》、《西湖七月

半》、《揚州瘦馬》以及《板橋家書》等書，把蘇東坡、張

潮、金聖歎、鄭板橋等這些才華洋溢、樂享生活且曠達的文

人介紹出來，使中文讀者藉其生花妙筆的英文書寫，增加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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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英文的興趣；而西方讀者，則能透徹準確地理解原文，體

會中華文化的優美與價值。無怪乎許多外國人在提到中國的

文學與思想時，每每會以「古知孔子，現代則知林語堂」這

句話作為概括。由此可以想見林語堂先生對溝通文化以及增

進國際視聽的影響力。

反觀現在，隨著科技網路快速發展，以及國際化、全球

化趨勢影響之下，英語文的重要性與日俱增。同時，也隨著

中國大陸成為世界經濟強國，華文世界人口增加速度高居全

球之冠等因素，中文成為全世界僅次於英文的第二大使用語

文。逢此時刻，林先生這幾本書的再版，更具意義。希望能

有更多的中文以及英文老師把它們作為教材，讓我們的孩子

除了提高中英文能力之外，也更能深入了解中華文化的豐富

多元並且引以為榮。

Harvest Moon on West Lake
Second Edition Recommendation Pref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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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版導讀】

從選文看林語堂的生命態度

周志文（臺大中文系教授、作家）

這本書上所選的，是林語堂翻譯成英文的一些短文（也

包括幾首詩），他翻譯這些文字，有一個目的，是為了向外

國人介紹他醉心的中國文化或文學。但也可以藉此看出語堂

先生對中國文化與中國文學的一些看法，當然也顯示了林語

堂的一些生命的態度，不論對文化的看法與生命的態度，基

本上言，都是一貫的。據黎明先生引用林先生在1960年為編

譯《古文小品譯英》（The Importance of Understanding）一書

在美國出版的序文說：「重溫了我所喜歡的文章──那些對

我有無形影響的老朋友……它們表達的情意真的是歷久彌新

而又令人驚喜。我挑選的自然是最好的文章，是我誦讀之後

不能忘懷，並使我有所了悟的文章。不能引起我心靈共鳴的

文章我是不翻譯的。」

這段文字十分有意思，他說：「不能引起我心靈共鳴的

文章我是不翻譯的。」也就是說他所翻譯的這些文章，全是

引起了他心靈共鳴的作品。能引起林語堂先生共鳴的作品，

是什麼樣的作品呢？

第一是有智慧的作品，所謂有智慧是指有原創性的，

它有獨立的思想，既不拾人牙慧，也不傍依古今。譬如有次

西湖七月半
新版導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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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子（周）敘述自己作夢的經驗，尋常人都會夢到的，但莊

子卻突發奇想，他寫道：「昔者莊周夢為胡蝶，栩栩然胡蝶

也，自喻適志與，不知周也。俄然覺，則蘧蘧然周也。不知

周之夢為胡蝶，胡蝶之夢為周與？」所有聰明人都有本事把

一團混亂的事釐清，也會把原本清楚的事弄得大亂特亂，等

莊子等夢醒來，竟然恍恍惚惚的想到，到底剛才是我作夢變

成蝴蝶，或者現在的我是蝴蝶在作夢呢？寤寐之間，莊子把

原本簡單的事弄亂了，但這個亂局很好，它啟迪了人對真與

假、實與虛、現實與幻境的許許多多研究與討論，成了哲學

與心理學上的一個重要話題。所以莊子的這段話看起來擾亂

了我們的思緒，卻是智慧的。

其次是自然。林語堂似乎對中國文化中特別強調重視自

然深契於心。講自然有幾個層面，首先是遵從自然的規則，

不要以人為的方式去擾亂改變它。這一點講得最透闢的也是

莊子，對莊子而言，長壽並不可賀，早殤也不可悲，人要做

到「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的地步，才有可能認識生命

的真實。本書首篇選了金聖歎的〈貫華堂古本水滸傳序〉，

其中有言：「人生三十而未娶，不應更娶，四十而未仕，不

Harvest Moon on West Lake
Second Edition Sparkno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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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更仕，五十不應為家，六十不應出游，何以言之，用違其

時，事易盡也。」其實也是這個思想。

儒家把這種想法，發揮到極致的就是「中庸」。中庸

是要求大家在生命的情境中遵循中間原則（所有的道德，其

實也是根據這個原則而產生），對生命我們不該放棄也不需

強求，孔子曾說：「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

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

也。」過與不及，都不是中道。本書中選了一首李密菴的

〈半半歌〉，其實也是奉勸人凡事不要求過，李密菴說：

「看破浮生過半，半之受用無邊：半中歲月盡幽閒，半里乾

坤開展。」這首「歌」，透露出中國人的生活智慧，告訴世

人，人需要生命暢旺，但暢旺的生命不是用來追逐欲望的，

面對欲求，人要知道節制，否則「欲火中燒」，只有抵銷了

生命。

好的文學也是發自自然，書中選了三篇蘇東坡的書信，

他在〈答謝民詩書〉中說：「所示書教及詩賦雜文，觀之熟

矣。大略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但常行於所當行，常止於

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態橫生。」所謂「文理自然，姿

西湖七月半
新版導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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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橫生」，即是指最好的文章，也是合乎自然之理，不勉

強、不扭曲，發自肺腑，成之自然。最好的文學與藝術是自

然的，最好的生命態度也是自然的。

最後是幽默，幽默表面上是會開別人玩笑，也禁得起

人開自己的玩笑。但開玩笑並不能盡幽默的意涵，幽默其實

是指人在具有大智慧、知道生命的原理之後，對任何事情都

產生了寬容與同情之心。看到別人的過錯，世界的荒唐，無

須過份義憤填膺，因為這個世界本來就有許多面向。有汙穢

才有清明，混亂過後才有寧靜，幽默要我們在雜亂不堪之中

看到世界的井然有序。就如同書中選的張岱的〈西湖七月

半〉，七月半上半夜的西湖，確實是庸俗雜遝的，但到了下

半夜，西湖「月如鏡新磨，山復整粧，湖復頮面」，就又恢

復了它原有的美麗。幽默讓人看得更遠，想得更透。

幽默又教人欣賞人生。林語堂在他的名著《生活的

藝術》中有一段特別的文字，題目是：「塵世是唯一的天

堂」。在中國人的觀念中，除了現實世界之外，沒有其他世

界，所以我們「只有」愛我們這個俯仰終身的地方。對我

們居住的世界我們要認識它，愛惜它。認識這個世界必須全

Harvest Moon on West Lake
Second Edition Sparkno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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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認識，包括它的一切的優缺點，也包括生命中的幸福與

不幸。所以這本書中既選了李笠翁的〈隨時即景就事行樂之

法〉，也選了沈君烈的〈祭震女文〉與《紅樓夢》中的〈黛

玉葬花詞〉，也是由於這個緣故。

這是一本很小的書，翻譯的文章規模都不大，但卻盡

可能的力求多元，看所選的文章，也可以看出林語堂的一部

分文化見識。這套書還有一個功能，就是讓讀者練習英文。

林語堂的絕大多數文章都是以英文寫成，他自己承認在中年

之前，他「駕馭」英文的能力超越中文，早年他在大陸，曾

編過有名的《開明英文讀本》與《開明英文文法》，他的英

文能力，一般而言，應該無可置喙。本書選的都是古人的文

章，但譯文皆是林語堂自己的作品，所以這本書在文字上的

重要性是英文的譯作部分，讀者應用心留意。

西湖七月半
新版導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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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版編校序

語堂先生在1960年為編譯《古文小品譯英》（The 

Importance of Understanding）一書在美國出版，據他自己在

書的序文中說：「重溫了我所喜歡的文章──那些對我有無

形影響的老朋友……它們表達的情意真的是歷久彌新而又令

人驚喜。我挑選的自然是最好的文章，是我誦讀之後不能忘

懷，並使我有所了悟的文章。不能引起我心靈共鳴的文章我

是不翻譯的。」

他又說：「翻譯是很微妙的工作。唯有能夠和作者情意

相通的譯者才能翻譯得好。因為譯者實際上是以另外一種語

言文字替作者發言，如果兩者不像是老朋友一樣，這怎麼能

辦得到？」語堂先生雖然沒有明說，但從上下文意推之，他

認為假如作者有知，他的譯筆會使他們覺得：「設使他們能

夠用英文思想、創作，他們也會這樣表達意見。」

1978年，語堂先生在〈語堂文集初稿校勘記〉一文中提

到他希望有功夫編這本書的漢英對照本，供青年自修之用。

我們秉承語堂先生未竟的願望，從原書先選《幽夢影》出單

行本，再選編三十二篇比較為大家所熟知，喜愛的小品文，

均分為兩冊，依時下風尚，以個別所選文章中一篇的篇名為

書名，稱之為《西湖七月半》、《揚州瘦馬》。本來這麼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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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集，所收的又是供讀者隨意修習的小品文是不必講求分

類的。可是原書所選文章的類別，語堂先生都親筆用中文書

寫複印在書裡，我們因為想藉之使讀者增多一份親切感，所

以仍然將所選的文章依語堂先生的原意依次分類了。

語堂先生在原書的序文中還說：「我相信我在這本書

裡挑選了中國的一些最好的散文，並且懷著激情將之譯成英

文。我希望我的譯文多少傳達了我的激動心情，使讀者能分

享我的歡愉。」我們希望這兩冊漢英對照本的出版會傳達語

堂先生的心意，使讀者分享他的歡愉。

我們要感謝馬驥伸教授和黃肇珩總經理的鼓勵和幫忙，

使這兩本冊子能夠出版。

黎明，1990．春．華府

0 2 1
Harvest Moon on West Lake

First Edition Editing, Proofreading Pref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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黛玉葬花詞 曹雪芹

花謝花飛飛滿天，紅消香斷有誰憐？

遊絲軟繫飄春榭，落絮輕沾撲繡簾。

閨中女兒惜春暮，愁緒滿懷無著處，

手把花鋤出繡簾，忍踏落花來復去？

柳絲榆莢自芳菲，不管桃飄與李飛。

桃李明年能再發，明年閨中知有誰？

西湖七月半
黛玉葬花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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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yu Predicting Her Own Death        
Tsao Shuehchin

Fly, Fly, ye faded and broken dreams 

       Of fragrance, for the spring is gone!

Behold the gossamer entwine the screens, 

       And wandering catkins kiss the stone.

Here comes the maiden from out her chamber door, 

       Whose secret no one shall share. 

She gathers the trodden blossoms lingeringly, 

       And says to them her votive prayer. 

I smell the scent of elm seeds and the willow

        Where once did blush the peach and pear. 

When next they bloom in their new-made spring dress, 

       She may be gone ── no one knows where.

Harvest Moon on West Lake
Taiyu Predicting Her Own De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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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翁失馬 劉安

近塞上之人，有善術者。馬無故亡而入胡，人皆

弔之。其父曰，此何遽不能為福乎？

居數月，其馬將胡駿馬而歸，人皆賀之。

其父曰：此何遽不能為禍乎？

家富良馬，其子好騎，墮而折其髀，人皆弔之。

其父曰：此何遽不能為福乎？

西湖七月半
塞翁失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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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Old Man at the Fort
Liu An

There was an old man at a frontier fort in the north who 

understood Taoism. One day he lost his horse, which wandered into 

the land of the Hu tribesmen. His neighbors came to condole with 

him, and the man said, “How do you know that this is bad luck?”

After a few months, the horse returned with some fine horses 

of the Hu breed, and the people congratulated him.

The old man said, “How do you know that this is good luck?”

He then became very prosperous with so many horses. The 

son one day broke his legs ridding, and all the people came to 

condole with him again. The old man said, “How do you know that 

this is bad luck?”

Harvest Moon on West Lake
The Old Man at the F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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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首位諾貝爾文學獎被提名人林語堂英譯著作

．古典詩詞散文精選，深入體悟華文視野亙古智慧

林語堂中英對照
Lin Yutang Chinese-English Bilingual Edition

Harvest Moon on West Lake

孟子、蘇東坡、張岱等◎著

林語堂◎英譯　黎明◎編校

．張曉風（作家）、馬健君（林語堂故居執行長）◎特別推薦

．周志文（作家／臺大中文系教授）◎專文導讀

百年苦樂半相參，會占便宜只半。

Since life’s a compound of half sweet and half bitter, Who tastes but half is wisest 
and cleverest.

亦船亦樓，名娃閨秀，攜及童孌，笑啼雜之，環坐露臺，左右盼望，身在

月下而實不看月者。

Those who do sit in the moonlight, but never look at it: ladies, daughters of high 
families, in boats and towers, also handsome boys (homosexuals) who sit in open 
spaces and giggle and chatter and look at other people.

張
岱是明末清初散文大家，所著〈西湖七月半〉屬明清小品上乘之作，文學史

家多肯定其作品為晚明小品的代表。其遣詞用句獨特有味，充分掌握中國文

字靈動的神韻，讀來讓人痛快淋漓、低迴再三。本書以人生、長恨、四季、山水

等主題，收錄李白、張岱、曹雪芹、蘇東坡、李密菴等名人小品，且看林語堂如

何以英譯解讀這些文哲眼中的人生風景。

◆林語堂中英對照編輯理念◆

林語堂先生曾在《古文小品譯英》（The Importance of Understanding）序文說：

「我所喜歡的文章⋯⋯那些對我有無形影響的老朋友，他們表達的情意真的是歷

久彌新而又令人驚喜。我挑選的自然是最好的文章，是我誦讀之後不能忘懷，並

使我有所了悟的文章。不能引起我心靈共鳴的文章我是不翻譯的。」又說：「翻

譯是很微妙的工作。唯有能夠和作者情意相通的譯者才能翻譯得好。因為譯者實

際上是以另外一種語言文字替作者發言，如果兩者不像是老朋友一樣，這怎麼能

辦得到？」語堂先生期望藉由他的譯文，傳達其閱讀的激動心情，與讀者共同分

享閱讀中國古籍經典的驚喜與歡愉。

英譯◎林語堂

清光緒二十一年（西元一八九五年）十月十日

生於福建省龍溪（漳州）縣。上海聖約翰大學

文學士、美國哈佛大學比較文學碩士、德國萊

比錫大學語言學博士。曾任北大、北師大、女

師大教授，廈大文學院院長、南洋大學校長、

中國筆會會長。於三○年代創辦《論語》、

《人間世》、《宇宙風》等雜誌，開創了幽默

與性靈文學的文風，同一時期，發明中文的

「上下形檢字法」，在四○年代據以發明，創

製中文打字機，一九七二年並用以編纂《林語

堂當代漢英詞典》。一九七六年三月廿六日逝

世於香港。

著有《吾國吾民》、《生活的藝術》、《京華煙

雲》等書，並將孔孟老莊哲學與陶淵明、李

白、蘇東坡、曹雪芹等人的文學作品英譯成

書，共六十餘種，多數譯為幾種或十數種文

字，暢銷國際，是一位以英文書寫揚名海外

的中國作家，也是集語言學家、哲學家、文學

家、旅遊家、發明家於一身的知名學者。

編校◎黎明

國立中山大學文學學士、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

育碩士。曾任聯合國秘書處翻譯專員、香港政

府新聞處處長、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社長。

著述有：《中國文學史》（英文本）、《風暴

十年》（英文本編譯）、並與林太乙女士合纂

《最新林語堂漢英詞典》。

◆封面照片由林語堂故居提供◆

華語經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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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文學大師林語堂英譯選輯

全球最大圖書出版商藍燈書屋邀約好書

古籍雋永經典影響再現

《東坡詩文選》蘇東坡是林語堂最欣賞的古

人，本書將穿越時空，重現東坡面對逆境與考

驗的樂活思想！

《幽夢影》張潮作品字字珠璣、發人深省，透

過英文解讀這本絕妙奇書，你將愛上張潮的獨

特魅力！

《孔子的智慧（上）、（下）》1938年全球最大圖
書出版商藍燈書屋（Random House）邀約林語
堂以英文向西方讀者介紹儒家學說，出版後廣

受美國讀者歡迎，是西方讀者了解孔子及其學

說的入門之作。

《不亦快哉》人生中可以因之感到不亦快哉的

事、物有多少！且看林語堂以英譯來詮釋快活

人生。

《西湖七月半》全書選編讀者較為耳熟能詳的

小品文，筆調雅俗詼諧，行文流暢自然，為小

品文的典範。

《老子的智慧（上）、（下）》1948年藍燈書屋再
度出版林語堂作品，是一部向西方介紹道家乃

至中國古代哲學思想的重要著作。

《揚州瘦馬》本書選錄晚明張岱小品，以及莊

子、蘇東坡等人之作，是明清典雅雋永的小品

散文著作。

《板橋家書》1942年由藍燈書屋出版，是林語
堂向西方讀者介紹明清小品文的著作之一。

《西湖七月半》白話文語譯◎劉聖德　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

系畢業，現為高中國文科教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