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星級學堂

■版面設計：邱少聰

近日有關三名香港女子到台灣旅遊時順手牽
羊，於一所食肆偷竊鮑魚、生蠔等海鮮，並躲
到該店的洗水間內進食。筆者對於這則新聞感
到相當震驚，不僅因為三人年輕貌美竟做出如
此的行為，更因在這愈發進步的時代，人竟變
得與禽獸更接近。
按殷海光《人生的意義》所言，人生可分為
四個層次，包括「物理層」、「生物邏輯
層」、「生物文化層」和「價值層」。而人之
所以為人，與其他動物不同，因「人是有『意
識』的。這至關重要。別的生物大概沒有，至
少到現在為止大概尚末發展到這地步」。
現在，三位少女的行為反映了她們停留在
「生物文化層」而放棄了「價值層」，因她們
所偷取的是貴價海鮮，可見她們不僅為了果
腹，而是對所吃的有要求；然而她們罔顧道
德，這正是達不到價值層的證明了。
究竟我國大儒所強調的人禽之辨、甚至捨生
取義的精神現在都往哪裡去呢？孟子提出「人
禽之辨」，認為人性本善，人有「四端」，這
是與生俱來，亦是「人」與「禽獸」的唯一差
別。如人失去道德，亦即失去與禽獸相異的唯
一條件，那麼人便跟禽獸無異了。

成語漫畫廊

■吳一敏
作者簡介：新會商會陳白沙紀念中學中文科主任

逢星期三見報

順手牽羊 道德何存
模擬練習

■殷海光（左）《人生的意義》一文，本是他於 1966 年的
一篇演講稿，該次也是他最後一次公開演講，之後被台灣當
局打壓並隔離，直至 1969 年逝世。上圖為他在台北的故
居。
資料圖片

尖子教路

隔星期三見報

續上期，今期會介紹《論語》中「交友」
和「處世」類的語例。
交友類
1. 子曰：「朋友切切偲偲。」（《子路》）
孔子說，朋友之間要相互敬重、相互勉勵。
2.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
（《顏淵》）
曾子說，君子用詩書禮樂等學問來聚會朋
友，用朋友來輔助培養自己的仁德。
3.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與朋友交而
不信乎？」（《學而》）
曾子說，我每天多次反省自身……與朋友
交往有否不守誠信？
4. 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
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友善柔，
友便佞，損矣。」（《季氏》）
孔子認為，有益的朋友三種，有害的朋友
三種。與正直的人交友、與信實的人友
交、與見識廣博的人交友，便有益了；與
走邪門歪道的人交友、與阿諛奉承的人交
友、與花言巧語的人交朋友，便有害了。
2012 年有一道口試題為「要維繫友誼，以
下哪種做法最合適？經常會面、坦誠相向、
投其所好」不少同學或會以「坦誠相向」為
立場，若能引用《論語》來闡述中國文化中
的交友之道，實為更佳。例如孔子認為朋友
信實可靠為益，只有坦誠相交，才可取信於

因：根據，依照。材：資質。施：施行。根據不同對象的不同素質，施行不同的
教育方法。

書籍簡介︰
《繪圖成語 365
》從歷史史實、古代戰爭、民間故事中選擇精
彩成語故事，每頁解釋一條成語，以活潑的漫畫講述一個完整
的成語故事。另外，為了增加閱讀趣味，針對成語詞條的用字
還設計了字謎，附在每頁成語的一側。

1. 春秋時期，孔子善於因材施教

2. 一次，他的學生子路向他請教。

■資料提供︰
4. 公西華想弄明白：同樣的問題，到孔子這
裡怎麼有兩個不同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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輕徭薄賦什一稅 事合於義應即行
儒家關注政治民生經濟，孔子言德
治，孟子談仁政王道，無不以民為治國
之本。儒家認為政府應輕徭薄賦，稅率
應定為百分之十，是謂什一之稅。論語
「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
孰與足？」的觀點，充分闡述儒家還富
於民的理念。孟子進一步提倡輕徭薄
賦，並曾以寓言諷刺不立即施行的統治

者。有關討論，原文見於《孟子．滕文
公章句下》︰
戴盈之曰：「什一，去關市之征，今
茲未能；請輕之，以待來年然後已，何
如？」孟子曰：「今有人日攘其鄰之雞
者，或告之曰：『是非君子之道。』
曰：『請損之，月攘一雞，以待來年然
後已。』如知其非義，斯速已矣，何待

來年？」
孟子曾建議宋國大夫戴盈之實行什一
之稅，免去關市的稅捐。可是宋國大夫
戴盈之認為宋國暫時未能全面執行，只
能比以往減輕一點賦稅。
孟子認為，當知道事不合於義，便應
該立即改過，不應延遲，更何須要等待
到明年呢。

試根據文意，把以下文句譯為白話文。
1. 「請損之，月攘一雞，以待來年然後已。」
2. 「如知其非義，斯速已矣，何待來年？」

（6分）

參考答案：
星期三見報

■謝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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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朋友，建立緊密的友誼。
處世類
1.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
懼。」（《子罕》）
孔子說，智慧的人不會迷惑，仁德的人不
會憂慮，勇敢的人不會懼怕。
2. 子 曰 ： 「 君 子 和 而 不 同 ， 小 人 同 而 不
和。」（《子路》）
孔子說，君子和睦共處而不盲目苟同，小
人盲目苟同而不能真正地和睦共處。
3. 子 曰 ： 「 君 子 欲 訥 於 言 而 敏 於 行 。 」
（《里仁》）
孔子說，君子說話要謹慎遲緩，做事要敏
捷快速。
2015 年曾考問「以下哪一項最適合現今青
少年作為他的座右銘？勇往直前、三思而
行、擇善固執」。其實不論選擇何者，皆可
援引《論語》作出論證。譬如說，孔子提倡
和而不同、有勇無懼。
現今青少年大多可為着所堅信正確的理念
勇往直前，不輕易苟同於別人，但有時行事
過急、缺乏周詳思考或會忽略了別人的感
受，有損和睦，故此「三思而行」比起另外
兩者更適合用作青少年的座右銘。
下期是《論語》語例推介的最後一期，將
介紹「行孝」和「施政」類的語例，請勿錯
過。

《淮南子．神農氏》
神農氏古者，民茹①草飲
水，采②樹木之實③，食蠃蛖④
之肉，時多疹病毒傷之害⑤。
於是神農乃始教民播種五穀
⑥
，相土地之宜⑦，燥濕、肥墝
⑧
、高下⑨，嘗百草之滋味、水
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⑩。


當此之時，一日而七十毒。

題解
《神農氏》選自《淮南子．脩務訓》，版
本據《先秦兩漢古籍逐字索引》。神農氏，
又稱烈山氏、連山氏、白耆氏、大庭氏、魁
隗氏，號炎帝。他是傳說中最早發明農具，
教民務農的共主。亦有典籍認為他是古代三
皇之一。

① 茹：吃。茹音如。
② 采：同採。
③ 實：果實。
④ 蠃蛖：蠃，通螺。一種有硬殼的軟體動物，如田螺、海螺。蛖，一種生活於淡
水之中的軟體動物，有長圓形黑褐色的貝殼。蠃音羅。蛖音茫。
⑤ 害：災害。
⑥ 五榖：古代五種主要穀物，舊說不一。如《周禮 A 天官 A 疾醫》東漢鄭玄注：
「五榖，麻、黍（粘榖）、稷（榖子）、麥、豆也。」《孟子．滕文公上》趙
岐則注：「五穀謂稻、黍、稷、麥、菽也。」
⑦ 相土地之宜：相，察看。宜，合適，適宜。
⑧ 肥墝：肥，肥沃。墝，土地堅硬而瘠薄。墝音敲。
⑨ 高下：地勢高低。
⑩ 令民知所避就：避，趨避。就，趨向。使人們知道避害趨利。
 一日而七十毒：七十，言次數之多。一天之內中毒七十次。



模擬試題

宋國大夫戴盈之對孟子說：「徵收十分之一的賦
稅，免去關市的稅捐，今年仍未能做到。請讓我們
先將稅率減輕一點，待到明年才實行新稅制。你認
為怎樣呢？」孟子說：「現在有一個人每天取鄰居
一隻雞，有人勸告他：『這非君子的行為。』他
說：『請讓我減少次數吧，改為每月取他一隻雞，
待到明年才停止。』如知道事不合乎道義，便應趕
快停止，為什麼要待到明年呢？」

■文嘉俊 中文尖子

註釋

1. 「請讓我減少次數吧，改為每月取他一隻雞，待到明年才停止。」
2. 「如知道事不合乎道義，便應趕快停止，為什麼要待到明年呢？」

譯文

古典精華

3. 後來，他的學生冉有也提出這個問題。

隔星期三見報

《論語》教交友︰友直友諒友多聞

因材施教

文言精讀

1. 孟 子 於 兩 文 內 分 別 提 到 捨 棄 及 保
存，甲文要取捨的分別是什麼？而
乙文中所說一般人會捨棄而君子則
保存的又是什麼？
甲：孟子捨棄：①_______________
孟子保存：②_______________
乙：一般人捨棄：③_____________
君子保存：④_______________
2. 試按孟子所言，歸納出人禽之辨最
重要的標準。
3. 你認為台灣偷竊海鮮事件中三個少
女的行為是孟子所言，庶民還是君
子的標準？

試根據以下兩段文字，回答各題：
甲：孟子曰：「魚我所欲也；熊掌
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
取 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
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
者 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
者，故不為苟得也；死亦我所惡，所惡
有甚於 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
《孟子．魚與熊掌》
乙：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
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
《孟子．離婁下．第十九章》

參考答案：

名師應試錦囊

2017年
2017
年 1 月 18
18日
日（星期三
星期三）
）

1. ①生命 ②仁義 ③仁義 ④仁義
2. 有仁義心與否。
3. 庶民。她們偷竊令店主蒙受損
失，亦是違背誠信的表現，可
見她沒有孟子所說的仁義心，
故如孟子所言的庶人一類。

■責任編輯：鄭樂泓

乙段譯文：人與禽獸的差別就只
有一點兒，一般人拋棄它，君子保
留它。舜明白世事運行之道，了解
人倫關係。故以仁義為本處事，而
不為行仁義而行仁義。

A26

書籍簡介︰
精選中國歷代文學約六十課，上自先秦，下迄晚清，皆為古
典文學寶庫中的不朽偉作。所收錄的各體文章都依時代排
列，並按程度深淺，分為初、中、高三冊。每篇均按正文、
作者、題解及註釋四類編寫，讀者在理解古文的要旨之餘，
又能領略名篇的時代背景及文學地位。
■資料提供︰

星期一

．通識博客（一周時事聚焦、通識把脈）
．通識博客/通識中國
．百搭通識

星期二

．通識博客/通識中國

星期三

．中文星級學堂
．文江學海
．百科啟智

星期四

．通識文憑試摘星攻略

星期五

．通識博客/通識中國
．文江學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