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懂得自足自知 不再執着追求
莊子強調對心靈自由的追求，主張順應
自然，反對損害天性的所請「有為」。《逍
遙遊》正是莊子思想的高度體現。以下為其
節錄：
惠子謂莊子曰：「魏王貽我大瓠之種，
我樹之成而實五石。以盛水漿，其堅不能自
舉也。剖之以為瓢，則瓠落無所容。非不呺
然大也，吾為其無用而掊之。」
莊子曰：「夫子固拙於用大矣！宋人有
善為不龜手之藥者，世世以洴澼絖為事。
客聞之，請買其方百金。聚族而謀曰：
『我世世為洴澼絖，不過數金；今一朝而
鬻技百金，請與之。』客得之，以說吳
王。越有難，吳王使之將，冬與越人水
戰，大敗越人，裂地而封之。能不龜手一
也；或以封，或不免於洴澼絖，則所用之
異也。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慮以為大樽
而浮乎江湖，而憂其瓠落無所容，則夫子
猶有蓬之心也夫！」

1. 莊子認為大瓠瓜最好的用途在哪裡？
A. 剖之以為瓢 B. 樹之成而實五石 C. 作為腰舟而浮乎江湖 D. 用以盛水
2. 上述引文提到「大瓠」和「不龜手之藥」，說明什麼道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引文運用了什麼修辭手法？這種手法如何加強說理效果？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瓠就是葫蘆
瓠就是葫蘆，
， 古人多用
來做儲水容器。
來做儲水容器
。 資料圖片

答案

成語漫畫廊

模擬練習

1. C
2. 說明無論事物是大用或是小用，都是取決於個人看法，而世人往往拙於用大。惠
子認為大瓠無用，既未能用於盛水，又因體積太大而無處放置，故將之打碎。相
反，莊子則認為可用之作為腰舟，於江河上浮沉，事物有用與否，視乎用者是否
取其所長，懂得運用。
3. 對比。不龜手之藥的用法不同，效果截然不同。有人因不龜手之藥而得百金，有
人因此而獲封地。

前行政長官曾蔭權因公職人員行為失當
被判囚一事，震驚中外。筆者聽到身邊人議
論此事，對他的指責比想像中少，嘆息的反
而較多。那些人並非覺得曾先生無辜而為其
感嘆，而是覺得一個成就輝煌的人，到晚年
竟為一點兒利益而落得身敗名裂的下場。
昨天的香港首長，今天淪為階下囚，人
生的變化，世事的無常，怎可料及？今天擁
有名利，可知明天如何？這令我不禁想起莊
子的《逍遙遊》。
不如安分守己，自足於自己所擁有的，
就如西晉郭象對於逍遙二宇的理解：「夫小
大雖殊，而放於自得之場，則物任其性，事
稱其能；各當其分，逍遙一也，豈容勝負於
其間哉！」
無論事物的大小，只要他們能夠自足於
其獨特的性分，則可得到逍遙。世人如明白
得失成敗多少皆在取決於自己的看法，懂得
自足自知，則不會執着於追求更多了。

尖子教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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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上戰場 整理行裝

弄巧成拙
弄：玩弄，耍弄。巧：聰明。拙：愚笨。本想耍小聰明，結果卻做了蠢事。

2 老師走後，弟子們在着色時發現圖中水
曜星君的侍從童子手中的水晶瓶是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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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宋時期，著名畫家孫知微應成都壽寧寺
之邀，帶弟子來為其畫《九曜星君圖》。

■資料提供︰
3 有位弟子認真地在瓶上
畫了枝蓮花。

4 孫知微回來看到童子捧
的瓶中冒出枝蓮花，氣憤
地叫起來。

為泰—子以為泰乎？」
曰：「否。士無事而食，不可也。」
曰：「子不通功易事，以羨補不足，
則農有餘粟，女有餘布。子如通之，則
梓匠輪輿皆得食於子。於此有人焉，入
則孝，出則悌，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
學者，而不得食於子。子何尊梓匠輪輿
而輕為仁義者哉？」
曰：「梓匠輪輿，其志將以求食也；
君子之為道也，其志亦將以求食與？」
曰：「子何以其志為哉？其有功於
子，可食而食之矣。且子食志乎？食功

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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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教育集團」、
「PROLOGUE網上補習」教育總監、
中國語文科與通識教育科名師。

．通識博客/通識中國

聆聽卷要帶收音機
卷三聆聽及綜合能力考核（18%）：在此
先提醒同學帶備合規格的收音機及耳機到試
場，只有少部分試場因採用紅外線接收系統
而無須自備收音機。
聆聽考題難有現成的「罐頭答案」，主要
靠日常的練習。綜合能力方面，具體內容難
預備，但行文架構要有模有樣，並需熟習不
同實用文的格式，如書信、演講辭、評論和
建議書等。另要注意措辭，記住一些謙敬
詞，如拙見、不吝賜教、敬希俯允等等，考
試定當大派用場。
所餘時間無多，希望同學整理好行裝，以
自信的心態踏入試場。同時不必過分憂慮，
竭盡所能已很不錯。在此祝願各位讀者文憑
試大捷。

《列子．小兒辯日》
孔子東游，見兩小兒辯①。問其
故②。一兒曰：「我以日始出時去
人近 ③ ，而日中 ④ 時遠也。」一兒
曰：「我以日初出遠，而日中時近
也。」一兒曰：「日初出大如車蓋
⑤
；及日中⑥，則如盤盂：此不為遠
者小而近者大乎？」一兒曰：「日
初出滄滄涼涼⑦；及其中如探湯⑧：
此不為近者熱而遠者涼乎？」孔子
不能決也。兩小兒笑曰：「孰為汝
多知乎⑨？」

題解
《小兒辯日》選自《列子．湯問》。
故事說孔子遇到兩個小孩在爭論早晨和
中午時分，太陽靠遠靠近的問題。孔子
不能判決孰是孰非，於是兩個孩子取笑
孔子並非博學之人。
這個寓言說明即使博學如孔子，亦不
能事事皆知。當我們對問題還未有充分
了解時，不應妄下結論。

① 辯：爭辯。
② 故：原故。
③ 我以日始出時去人近：以，以為。去，距離。
④ 日中：中午。
⑤ 車蓋：古時車子上遮日防雨的傘蓋。
⑥ 及日中，則如盤盂：及，到。盤盂，盛放食品的一種容器。盂音余。
⑦ 滄滄涼涼：清涼。
⑧ 探湯：把手伸進熱水裡。比喻炙熱。
⑨ 孰為汝多知乎：孰，誰。為，通謂。汝，你。知，同智，這裡指智慧和學識。

試根據文意，把以下文句譯為白話文。(6分)
1. 「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不
以泰乎？」
2. 「然則子非食志也，食功也。」

參考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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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議同時備戰。不論同學是否打算寫作議論
文，因口試經常考核議論題，故必須儲備用
於議論的例子。這包括事例（香港、兩岸及
國際時事）、史例（中外歷史例子）和語例
（經典名言）。行有餘力者，也請熟習中國
文化知識，了解中國傳統如何看待孝道、友
情及人生價值等，用以加強論證。
不打算作議論文者，可能要作記敘文或人
物描寫，可預備好大路的橋段及主題思想。
若手頭上仍未有這些橋段，請盡快熟讀至少
十篇寫作範例，所謂「熟讀唐詩三百首，不
會作詩也會吟」。尚有時間的話，可溫習一
些用於人物描寫的形容詞和四字詞，讓文章
更富文采。

註釋

模擬試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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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吃的。你怎麼可以只尊重木匠
車工而輕視奉行仁義道德的人
呢？」
彭更說：「木匠車工，他們工
作是為了求飯吃。讀書人做學
問，其動機也是為了求飯吃
嗎？」
孟子說：「你為什麼從他們的
動機作判斷呢？只要有功績於
你，便應該給他們吃的。況且你
是論動機呢？還是論效益呢？」
彭更說：「論動機。」
孟子說：「比方說有一個人把
屋瓦打碎並於牆壁上亂畫，他的
動機是為了得到食物，你還給他
食物嗎？」
彭更說：「不。」
孟子說：「那麼你不是論動
機，而是論效益吧。」

乎？」曰：「食志。」
曰：「有人於此，毀瓦畫漫，其志將
以求食也，則子食之乎？」
曰：「否。」
曰：「然則子非食志也，食功也。」
其後，孟子帶出「動機」與「效益」
的討論，指出以動機論士人對社會的價
值是不當之舉，應以效益論士人之價
值。
士人對社會的主要貢獻是篤行道德，
培育學者與教化百姓，於社會而言，其
重要性不言而喻。

1. 「跟在身後的車有數十輛，隨從數百人，於
諸侯國傳食，豈非太過分？」
2. 「那麼你不是論動機，而是論效益吧。」

譯文

星期一

卷一閱讀（24%）：白話文的考題，基本
分為文本內容理解和文章經營分析。前者考
核學生是否理解文本內容，如某些詞句的意
思、文章的主題思想、作者的所思所感等。
這類考題，沒有現成的「罐頭答案」。同學
唯有平日多讀文章，訓練語感。
至於文章經營分析，考問文章所用的寫作
手法、修辭手法、佈局謀篇的技巧等。雖然
這類考題同樣要結合文本作分析，但有關術
語大可早作準備。譬如考問文章所用的人物
描寫方法，答案離不開是肖像描寫、語言描
寫、行動描寫及心理描寫。文章經營的術
語，諸如敘述人稱、描寫手法、說明順序及
論證手法，在此不一一枚舉，同學應熟習。
文言文方面，雖然今年尚未考核範文，但
課程同樣有教經典古文。把常見的文言實
詞、虛詞、句式記下來，反覆熟讀，考試總
會碰上幾個。有同學打算放棄文言文，因行
文用語非常艱澀，但正因如此，其問題通常
比白話文更直接。不少考生確會漏答文言
文，肯去嘗試可能已經超群。

卷 二 寫 作 （24% ） 及 卷 四 口 語 溝 通
（14%）：兩卷所須運用的知識甚為互通，

動機與效益

彭更問道：「跟在身後的車有
數十輛，隨從數百人，於諸侯國
傳食，豈非太過分？」孟子說：
「如不正當，即使一籃子飯也不
應接受；如正當，即使如舜那樣
接受堯的天下也不過分——你認
為過分嗎？」
彭更說：「不。我只是認為讀
書人不做事而有飯吃是不對
的。」
孟子說：「你如果不通行交易
之事，以多餘的補充不足的，那
麼農民即使有多餘的糧食也沒人
吃，婦女有多餘的布也沒人穿。
你如果互通有無，那木匠車工都
也可從你手上得到吃的。比如說
有一個人在家孝順父母，出門尊
敬長輩，奉行先王的學說，以培
養後代學者，卻不能從你手上得

閱讀卷靠平日訓練

寫作卷先準備例子

隔星期三見報

古時，讀書人不事生產，因此常被人
揶揄為寄生蟲。即使是孟子，也曾遭人
批評他不做事而享受禮待。面對批評，
孟子直接指出合乎道義與否乃判斷關
鍵。
如不合乎道義，享一餐亦為多；如合
道義，受天下亦無不可。
原文見於《孟子．滕文公下》︰
彭更問曰：「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
人，以傳食於諸侯，不以泰乎？」
孟子曰：「非其道，則一章食不可受
於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

今年的中學文憑試即將開鑼，同學是否準
備就緒，整理好行裝上場作戰呢？本期會概
述應戰中文科所需熟習的知識內容。時日無
多，同學不妨來做個最後檢視。

古典精華

文言精讀

4 孫知微告訴弟子，水曜
星君的水晶瓶是鎮妖伏魔
的寶貝。

■文嘉俊 中文尖子
隔星期三見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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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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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提供︰

．通識文憑試摘星攻略

星期五

．通識博客/通識中國
．文江學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