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試根據文意，把以下文句譯為白話文。（6分）
1. 「名者，實之賓也。吾將為賓乎？」
2. 「偃鼠飲河，不過滿腹。」

參考答案：
1. 「名是實衍生出來的東西，我將追求這次要的東西

嗎？」
2. 「鼴鼠於河邊飲水，不過喝滿肚子。」

模擬試題

作文多問快樂
獨樂還是眾樂？

今年文憑試其中一條中文作文題目為「我在
_____之中找到快樂」。快樂，本身就是公開考
試其中一個的常見題目。過往公開試曾經考
過：「豐裕的物質生活就是最美好的生活。」
文憑試練習卷也出過：「有人認為富庶的物質
生活反令人難以快樂；也有人認為富庶的物質
生活是快樂的基礎。」這些題目有異曲同工之
妙，就是讓學生反省怎樣的人生才是快樂。

多背名言例子有利應考
就「快樂」的定義，同學可以從以下方向思
考。成功之所以是一種快樂，因為達到自我實
現，在於夢想追求。家人、朋友、知識、自
由、健康……全部都是快樂的重要因素。不
過，這一類快樂都只是局限於自己。
對比歐陽修《醉翁亭記》提到「禽鳥知山林
之樂，而不知人之樂；人知從太守遊而樂，而
不知太守之樂其樂」，同學就會驀然發現歐陽
修所寫的「樂」可能更高層次。因為政通人

和，人民和樂，所以歐陽修為之而感到樂。又
如《孟子》提到「獨樂樂不如眾樂樂」。一個
人的快樂，比不上與人分享的快樂。同學平日
對這些議題有所準備，就不愁考試時沒有例子
名言可用。
這條題目的自由度頗大，不過同學中間所填

的詞語直接影響着文章的深度。如果同學填上
「我在生日會之中找到快樂」、「我在成功之
中找到快樂」，文章的取材和立意就可能會比
較平凡了。
除了「快樂」這個主題之外，同學還可準備
其他經典議題，例如朋友、孝。朋友的名言，
同學能背出多少呢？朋友的例子，同學知道多
少呢？關於朋友，例如有：「益者三友」、
「君子之交淡如水」、「人生得一知己足
矣」……伯牙與鍾子期互為知音的傳奇、廉頗
和藺相如怎樣成為刎頸之交的故事。這些都值
得同學好好熟讀。至於「孝」這個議題，於另
一篇文章再詳談。

尖 子 教 路尖 子 教 路

堯讓天下由不受 職責所限不代庖
「越俎代庖」是常用成語，意指「祭祀的主持不會
跨過禮器代替廚師下廚」，引伸為人不應該放下自己
的職責，處理不屬於自己職責範圍之事。後世對「越
俎代庖」的運用，多局限於對其引伸義之理解。事實
上，只有對其出處背景有所了解，才能真切明白其中
義理。有關討論，見於《莊子．逍遙遊》︰

堯讓天下於許由曰：「日月出矣，而爝火不息，其
於光也，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於澤
也，不亦勞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猶屍之，吾
自視缺然。請致天下。」許由曰：「子治天下，天下
即己治也，而我猶代子，吾將為名乎？名者，實之賓
也。吾將為賓乎？鷦鷯巢于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
河，不過滿腹。歸休乎君，予無所用天下為！庖人雖
不治庖，屍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
堯帝希望禪讓天下予許由，以日月、時雨與爝火、
浸灌作對比，指出許由是成為君主的最佳人選。許由
明言如答允擔任君主則是求名之表現，並以鷦鷯、偃
鼠自比，指出天下於己無所用的道理。最後以「越俎
代庖」為喻，說明即使堯帝不再任君主，自己也沒有
代其為帝的理由。凡此種種，無非是以事例點明「至
人無己，神人無功，聖人無名。」的道理。

立木賞金 立信於民

名 師 應 試 錦 囊名 師 應 試 錦 囊

令既具未佈①，恐民之不信，乃立
三丈之木於國都市南門，募民有能徙
置北門者予十金②。民怪之，莫敢
徙。復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
一人徙之，輒③予五十金。乃下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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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仁啟
作者簡介︰任教中學中文科超過16年。香港大學教育碩士、香港中文大學文學碩士。

■劉穎珊 中文尖子

鑑 往 資 治鑑 往 資 治

註釋

語譯
商鞅變法的條令已準備就緒，但還
沒有正式公佈，有點擔心百姓不相
信。於是，就在國都集市的南門豎起
一根三丈高的木頭，然後徵集能把這
根木頭搬到北門的人，如能搬到北門
就賞十両銀子。老百姓對這事感到很
奇怪，沒有誰敢去搬。於是，商鞅又
說：「能搬走木頭的人賞五十両銀
子。」這時有一個人搬了木頭，於
是，商鞅就賞給了他五十両銀子。然
後才頒佈了那些變法的條令。

①令：指商鞅變法的條令。具：完備，準備就緒。佈：公佈，頒
佈。

②徙：遷移。置：放置。金：古代貨幣單位。先秦以黃金20両
（一說24両）為一鎰，一鎰即一金。後來稱銀一両為一金。

③輒：立即，就。

書籍簡介︰本書選取了《通鑒》中的一些頗有
意義的段落，以小故事的形態呈獻給大家。同
時還把這些小故事分成了德政、謀略、情操、
勸諫、用人和教訓等幾類，並以其他典籍中的
類似故事相配套，使得讀者在閱讀時可以更
好、更明白地了解古人所要傳達的思想。

■資料提供︰

■今屆文憑試首次把卷三和卷五合併，但內容上仍是獨立分開。 資料圖片

今年（2016年）聆聽及綜合能力兩卷第一
次合併，由以往的卷三（聆聽）及卷五（綜
合）合併為「卷三聆聽及綜合能力考核」一
卷。本文嘗試以今年的卷三為例探討這份卷的
特色。
以往，聆聽及綜合兩卷雖然也安排在同一時
間考核，但卻是各自獨立的兩份卷，兩份卷的
錄音內容完全沒有關係。
今年卷三、卷五合併，錄音內容的人物角色
為同一群人；而談論的話題也與閱讀有關，但
是重點則各有不同。聆聽部分主要談論印刷技
術、藏書歷史、閱讀心得等；而綜合部分則環
繞「圖書館周」一事展開討論。也就是說萬一
忽略了聆聽部分的錄音內容也不影響對綜合部
分錄音的理解，兩者是各自獨立的。

聆聽分數壓縮
合併後的聆聽考核部分在分數及答題方面有
明顯的壓縮。合併前的歷年卷面分數如下：
2012年（76分）、2013年（84分）、2014年

（72分）、2015年（46分），而今年則是28
分，分數明顯少了很多。
答題形式則只有選擇題及判斷題而沒有以往

的短答文字題，即是說回答這部分，考生只需
塗圓圈，不用寫文字。對那些敏於聆聽而拙於
文字表達的考生是有利的。
今年聆聽部分的題目比以往淺一些。甚至有
些題目，例如第三題及第九題，不用聆聽錄音
也可憑常識及邏輯推論出答案。但是考生也不
可以此為常態，考評局可能會依各年的不同情
況調整試卷的深淺度。當然，平時常識豐富、
判斷力強的考生永遠是有優勢的。

着重創作能力
綜合能力考核部分。題目提問與以往差不
多，均是要求撰寫一些實用性或功能性文章。
而資料則從閱讀材料及聆聽錄音中篩選出來。
但在「整合拓展」方面，提供給考生整合的資
料較少，而拓展部分，考生可發揮的空間較
大；見解論證部分也以自由發揮為主，可見新

卷要求考生要有更強的創作能力。對於那些拙
於創作，只懂抄寫的考生當然較不利。

錄音隱藏提示
閱讀材料較簡單清晰，用以擾亂考生以辨篩

選能力的干擾性材料不多。閱讀材料也提供了
清晰的工作指引，學生能較容易地回應題目要
求。相對而言，錄音材料的重要性就更加突
出。有不少細節要聆聽錄音後才能知道。例如
今年要求以學生身份寫信給校長。
錄音中頗詳細地提示了書信的用語及信中邀

請校長撰寫推薦短文的要求，錄音中也提示了
見解論證部分可以以學習、文化、個人成長方
面發揮意見。這些提示都是重要的，特別在語
境意識方面，如果忽略了一些錄音資料，分數
會受很大影響。
今年是聆聽、綜合能力考核合卷的第一次考

試，對本卷以後的考核方式有一定的指標性作
用，所以值得研究，同學們也不妨做一做以熟
悉題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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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簡介︰本書薈萃了流傳最廣、歷代引用頻率比較高
的經典名句約三千條，為讀者提供引經據典的參考方
便。每個詞條由名句、註釋和賞析點評三部分組成。註
釋標明句子的出處和疑難詞語的解釋，點評深刻剖析句
子的深刻意蘊，還可啟發讀者的思考。

二月江南花滿枝，他鄉寒食遠堪悲。
註釋︰出自唐．孟雲卿《寒食》。寒食，指寒食節，一般在冬至後105天，清明節前兩

天。據說此節是春秋時代晉文公為了紀念抱樹而燒死於綿山的功臣介子推，所
以這天禁止百姓生火做飯，只吃冷食。

點評︰二月的江南，正是風光旖旎，美不勝收之時。看到花滿枝，應該有心曠神怡之
感，何以詩人卻頓生「堪悲」之心？「他鄉」、「寒食」二詞作了清楚地交
待。寒食節本是家人團聚之時，自己卻在他鄉。此情此景，教詩人如何不觸景
生情，由他鄉之景而想到故鄉之人？

逢人漸覺鄉音異，卻恨鶯聲似故山。
註釋︰出自唐．司空曙《漫書五首》。
點評︰人在他鄉，聽不到耳熟親切的鄉音，卻聽到了相同於家鄉的鶯聲。這是以人聲與

鶯聲的對比，反襯自己身在異鄉觸景生情的鄉思之愁。「卻恨」一詞，最能體現
詩人的心情。

共看明月應垂淚，一夜鄉心五處同。
註釋︰出自唐．白居易《自河南經亂，關內阻饑，兄弟離散，各在一處。因望月有感，

聊書所懷，寄上浮梁大兄，于潛七兄，烏江十五兄，兼示符離及小邽弟妹》。
點評︰中唐時代的唐德宗貞元時期的內亂，使河南一帶的人民飽經戰亂之苦。此兩句

詩，雖着筆於家庭的離亂之苦，卻以小見大，折射出一個時代人民的苦難。明
月只有一輪，四海之內，人人得而見之，但離散的兄弟分處五處，舉首望月，
又是如何的情景呢？「應垂淚」、「鄉心同」一語中的，質樸、真淳地道出了
人類共通的鄉愁、鄉思情結，由此讓千古以降的人們產生強烈的情感共鳴。

故鄉今夜思千里，愁鬢明朝又一年。
註釋︰出自唐．高適《除夜作》。
點評︰此句寫除夕之夜人在他鄉的鄉愁。「千里」，言故鄉距離之遠，是誇張表達，意

在強調故鄉的遙不可及。「愁鬢」，是借代修辭法，以鬢代人，言其憂愁之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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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譯
堯帝打算把天下讓給許由，並說：「太陽和月亮已升
起來，然而微小的炬火仍在燃燒，它要跟日月爭光輝，
不是很困難嗎？季雨及時落下，可是仍不斷澆水灌地；
人工灌溉相對於時雨潤澤大地，不顯得徒勞嗎？先生如
居於君位，天下一定會安定繁榮，可是我仍然尸位素
餐；自覺能力不足，請容許我把天下交給你。」許由回
答：「你治理天下，天下已經安定繁榮，而我仍要替代
你，我將為了名聲嗎？『名』是『實』衍生出來的東
西，我將追求這次要的東西嗎？鷦鷯在森林築巢，不過
佔用一樹枝；鼴鼠於河邊飲水，不過喝滿肚子。你還是
打消念頭吧，天下對於我來說沒有什麼用處！廚師即使
不下廚，祭祀的主持不會跨過禮器代替廚師下廚！」

■謝旭
作者簡介：現於香港中文大學文學院任教，
教授中國文化課程。考評局資深主考員與閱
卷員。哲學博士、文學碩士、專欄作家。
PROLOGUE 集團教育總監、中國語文科與
通識教育科名師。

■堯想把
天下讓給
許由，但
許由不接
受。圖為
後人想像
的許由畫
像。
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