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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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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洪流：治世良方

春秋戰國，禮崩樂壞，諸侯逐鹿，戰爭連年。不少知識分子試圖著書立說，或恢復舊

秩序，或創造新世界，因而造就「九流十家」，及流芳百世的諸子散文，當中影響後世深遠

的，首推《論語》、《孟子》、《莊子》、《荀子》和《韓非子》。

《論語》屬語錄體，記載孔子、其弟子及後學的言行，藉此闡釋「仁」和「禮」這兩大

孔子核心思想。《論語》文字簡約，明白易懂，並能通過人物言行，反映其性格特徵。

《孟子》是孟子及其弟子撰寫的論說體散文集。孟子主張「人性本善」，並從「仁義禮

智」這四方面闡發善行。《孟子》擅長以比喻和寓言說理，理據昭然又不失氣勢，影響日後

《荀子》和《韓非子》的風格。

《莊子》的作者是道家代表人物莊周。莊子認為「道」是萬物之源，萬物平等，因此反

對儒家「五倫」等階級觀念。《莊子》善用寓言和神話說理，想像力驚人；亦善用比喻、擬

人、誇張等，增添浪漫色彩，啟發日後屈原、李白、蘇軾等文學巨擘。

《荀子》的作者是荀況。有人將他視為儒者，可是他反對孟子「性善論」，提倡「性惡

論」，強調後天環境、教育和法規對人的影響，深遠影響法家，因此亦有人把他歸入法家。

《荀子》文采較為遜色，然而文章邏輯嚴密，精闢獨到，上承《孟子》，下啟《韓非子》。

《韓非子》的作者是法家集大成者——韓非。韓非的法家學說深得秦王政的看重，成為

日後以法治國的依據。韓非深受老師荀況的啟迪，致使《韓非子》同樣不重文藻，反而以邏

輯嚴密、議論透闢見稱。

本章除了會重溫《論仁、論孝、論君子》、《魚我所欲也》、《逍遙遊》（節錄）和《勸學》

（節錄），還精選了儒家經典《禮記》中的《大同與小康》，以及《韓非子》的《五蠹》，希

望各位能體會諸子百家的風格之餘，亦能找出適合現今社會的治世良方。

《論仁、論孝、論君子》

《論語》

引子

《論語》屬語錄體。書名中的「論」字，讀【輪】，解作編排，則「論語」意

指經過編排輯錄的言論。《論語》通過孔子、其弟子及其他人物的言行，闡釋孔子

在政治、家庭、教育、哲學、處世等方面的思想，地位超然。

《論仁、論孝、論君子》節錄自《論語》中的不同章節，包括：《學而》、《為

政》、《里仁》、《顏淵》、《憲問》、《衞靈公》等，集中討論「仁」、「孝」和「君子」。

「仁」是內在精神和修養的最高標準。孔子主張「克己復禮」：能以「禮」約

束私慾，就是真正的「仁人」。可見，「禮」是實踐「仁」的外在表現，即是言行

的道德規範。

「孝」就是《禮記．中庸》裏面所說的「親親」，意指敬愛父母。孔子認為，

如果子女不以「禮」來生事、死葬、祭祀父母，則與飼養犬馬無異。

至於「君子」，是孔子心目中的理想人格。在《論語》中，孔子經常將「小人」

與「君子」作比較，以彰顯君子在說話、做事、處世、心境上的特點。

閱讀提示

		 孔子如何通過貧富、貴賤、生死等處境，進行對比，說明「克己復禮」的

要義？

		 孔子怎樣從正、反兩面，說明「孝道」的真諦？

		 孔子怎樣將君子和小人作比較，從而突顯君子的特質？

		《論人．論孝、論君子》怎樣通過語言描寫，突顯文中人物的性格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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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答問

（一）【論仁】

問	孔子認為，仁者應以甚麼態度來面對富貴與貧窮？試結合《里仁》中孔子所

說的兩段話加以解釋。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仁者安仁，知者

利仁。」� （《里仁》第四）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

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君子無

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 （《里仁》第四）

答		 孔子表示，缺乏仁德的人只顧一己私慾，不能安於現狀，如果長期處於

貧困中，就會為非作歹；如果長期衣食無憂，就會心生怠惰，不肯努力，一

旦失去所有，就會怨天尤人，甚至胡作非為。

由此可知，孔子認為仁者應當安於現狀，因為「仁者安仁」，安分守己、

堅守仁德，能夠克服私慾。面對窮困，他們寧願受苦，也不會作奸犯科；面

對富貴，也堅持「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的原則。可見，仁者對「仁德」

的態度是堅決的，即使是一餐飯的時間，即使是面對危急關頭、失意之時，

也不會違背仁德。

問	前文提到不仁者只顧一己私慾，那麼仁者是如何在「小我」和「大我」之間

作出抉擇的？

專指孔子 【cyu5〔柱〕】處於 【coeng4〔場〕】副詞，長期

知道有利

代詞，指「富與貴」 【cyu5〔柱〕】享受

【wu3〔烏（陰去）〕】討厭 逃避【heoi2〔許〕】拋棄 【wu1〔烏〕】疑問代詞，怎麼

【zou6〔做〕】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

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

非禮勿動。」

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顏淵》第十二）

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

（《衞靈公》第十五）

答		 孔子說，只要能夠「克己復禮」，就是「仁」的表現。「克己復禮」意指

克制私慾，遵守禮法。私慾是屬於個人的，也就是「小我」；禮法是用來制衡

所有人的，因此屬於「大我」。不仁者只會顧慮自己的利益，為了成全「小

我」，也就會犧牲眾人；然而，仁者會遵守禮法，不符合禮制的事情，絕不會

看、不會聽、不會說，更不會做，從而壓制個人慾望，甚至會犧牲自己，藉

此成全仁德，絕不會像不仁者那樣，為求生存，不擇手段，殘害仁德。

語譯

孔子說：「缺乏仁德的人，不可以長期處於貧困中，也不可以長期處於

安樂中。有仁德的人，能安分守己、堅守仁德；有智慧的人，明白到仁德對

自己有利，因而付諸實行。」

孔子說：「富和貴，是人人所嚮往的；可是不以正當的方法得到，君子

是不會享受的；貧和賤，是人人所厭惡的，可是不以正當方法擺脫，君子

克服、克制 【wai4〔圍〕】是 【jin4〔言〕】語氣助詞，表示肯定

依靠

做 這

因而 來 成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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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會逃避的。君子離棄了仁德，又怎能稱為君子呢？即使是一餐飯的短時

間，君子也不會背棄仁德，緊急關頭時既如此，顛沛流離時亦如此。」

顏淵請教仁德之道。孔子說：「克制私慾、遵行禮法，就是仁德的表

現。假若有一天真的做到了，普天下的人都會稱你為仁者，紛紛歸附你。實

踐仁德，當然要從自己做起，難道要靠別人嗎？」

顏淵說：「請讓我查問實踐仁德的細節。」孔子說：「不合禮法的事不要

看，不合禮法的事不要聽，不合禮法的事不要說，不合禮法的事不要做。」

顏淵說：「我雖然不聰敏，但也請讓我遵從這句話去做。」

孔子說：「有氣節的志士和有德行的仁人，不會因為貪生怕死而損害仁

德，反而會犧牲自己來成全仁德。」

（二）【論孝】

問	在《為政》中，孟懿子、樊遲和子游都向孔子請教孝道，孔子分別給予怎樣

的答案？這體現了孔子的哪種教育理念？試簡單解釋之。

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

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

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

（《為政》第二）

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

不敬，何以別乎！」� （《為政》第二）

通「毋」，副詞，不要

「於我問孝」的倒裝：向我請教孝道 應對、回答

「生以禮事之」的倒裝

答		 孟懿子、樊遲和子游都向孔子請教孝道，孔子只向孟懿子說了「無違」

二字；當樊遲問及「無違」的涵義時，孔子卻詳細地解釋「無違」是指不要

違背禮法——要按照禮法侍奉他們；父母過世後，也要按照禮法安葬和拜祭

他們。當子游請教孝道時，孔子就側重於侍奉父母的態度——不但要供養他

們，更要尊敬他們，否則跟飼養犬馬沒有分別。

孔子給予孟懿子、樊遲和子游三人的答案各有不同，體現了他「因材施

教」的教育理念：孟懿子是魯國貴族宗主，學養應當有着一定水平，孔子只

說了「無違」二字，就是要讓孟懿子自行咀嚼當中涵義。樊遲是孔門七十二

弟子之一，孔子理應詳細解釋，不過，由於樊遲是軍旅出身，領悟力不會太

高，因此孔子也只從生養、死葬、祭祀三個廣義的角度來說明，讓樊遲知道

「孝」的梗概。至於子游，不但是孔子的七十二弟子之一，更是「孔門十哲」

之一，悟性應當比樊遲高，因此孔子可以更詳盡和尖銳地解釋孝道的真正意

義。可見孔子會因應提問者的身份、背景和能力，給予適合他們的答案，體

現了「因材施教」的精神。

問	孔子認為，除了尊敬父母，子女也要瞭解他們，才算是孝順。試根據《里

仁》中的兩則文字，說明子女必須瞭解的究竟是甚麼。

子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

（《里仁》第四）

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

（《里仁》第四）

答		 孔子認為，父母做錯事，作為子女的，就要知道他們的脾性、因應他們

的性格 —— 不要當面直斥其非，要有技巧地好言相勸（事父母幾諫）；如果

父母還是聽不進去，那也只好尊重他們，繼續侍奉他們，不生怨恨。

【gei1〔基〕】輕微 聽從 憂心

結構助詞，相當於「的」 副詞，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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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脾性，子女還要知道父母的年歲，一方面為父母的長壽而高興，同

時也感到擔憂（一則以喜，一則以懼），因為父母年事已高，身體、健康都大

不如前，做子女的就更要多加孝順他們、照顧他們、順從他們。

語譯

孟懿子向孔子請教何謂孝。孔子說：「不要違背禮法。」

有一次，樊遲駕車時，孔子告訴他說：「孟孫向我請教甚麼是孝，我回

答說『不要違背禮法』。」

樊遲說：「這是甚麼意思呢？」孔子說：「父母在世時，要依禮法侍奉他

們；過世後要依禮法安葬他們，依禮法拜祭他們。」

子游向孔子請教孝道。孔子說：「現在的所謂孝順，就是說能供養父

母。不過，就算是犬隻、馬匹，也能得到飼養。如果不尊敬父母，那麼供養

他們，跟養狗、養馬又有甚麼分別？」

孔子說：「侍奉父母時，發現他們有錯，要好言相勸。看見自己的想法得

不到接納，卻依然尊敬他們，不曾違抗。即使為此擔憂，也不要心生怨恨。」

孔子說：「父母的年歲，不可不知道。一方面是因他們長壽而高興，一

方面卻是因他們年事已高而擔憂。」

（三）【論君子】

問	在【論君子】中，孔子多番提到君子的特質。試從處事、待人、內心三方面

加以解釋。

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
【zung6〔仲〕】莊重 堅守 結交朋友

過則勿憚改。」� （《學而》第一）

子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 （《述而》第七）

司馬牛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

曰：「不憂不懼，斯謂之君子矣乎？」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 

何懼？」� （《顏淵》第十二）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

（《顏淵》第十二）

子曰：「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 （《憲問》第十四）

子曰：「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

哉！」� （《衞靈公》第十五）

答		 論處事，君子一向莊重，能在人前樹立威信（不重則不威）。這是因為君

子「義以為質」，做事按照禮法、規矩（禮以行之），而且只會依靠自己力量

（君子求諸己），把事情實實在在地做好（信以成之）。即使做錯，也只認為

是自己能力不足，從不責怪別人不給自己機會（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不己

知也），更不怕糾正自己的錯誤（過則勿憚改）。

在待人方面，君子「無友不如己者」，所結交的都是跟自己一樣、甚至是

超越自己的朋友；既結交了良友，君子更會幫助他們成就好事（成人之美）；

即使意見不合，君子也只會謙遜地表達自己的想法（孫以出之）。

犯錯 【daan6〔但〕】害怕

指示代詞，這 語氣助詞，了嗎 【sing2〔醒〕】反省 【fu4〔芙〕】那麼

「憂何懼何」的倒裝

成就 促使 【ok3〔岳（中入）〕】壞事

意動用法：感到羞恥 超越、超過

「以義為質」的倒裝 【seon3〔信〕】通「遜」，謙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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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堅守仁義，做事問心無愧（內省不疚），因此內心「不憂不懼」；內

心既無恐懼，言行舉止自然「坦蕩蕩」的，一副光明磊落的樣子。

問	孔子多番將君子和小人作對比，試根據【論君子】加以分析。

子曰：「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

（《衞靈公》第十五）

答		 孔子說：「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君子做事總是依靠自己的力量，

做得好還是不好，都要自己負責，因此即使做錯事，也只會認為是自己的能

力問題（君子病無能焉）；相反，小人做事總是苛求別人，因此一旦事情出現

了問題，小人只會責怪別人（病人之不己知也）。

君子只會「成人之美」，幫助別人成全好事，絕不會教唆別人做壞事（不

成人之惡），小人就是完全相反。

君子不但不依賴別人、苛求別人，反而會成全別人的好事，因此得到別

人的尊重，行事自然「坦蕩蕩」，光明磊落；相反小人經常苛責他人、諉過他

人，結果與人交惡，因此內心「長戚戚」，總是忐忑不安。

問	《論仁、論孝、論君子》所屬的文體是甚麼？這種文體又有甚麼特點？試根

據本課內容簡單說明之。

子曰：「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 （《衞靈公》第十五）

答		 《論仁、論孝、論君子》屬於語錄體。本篇課文出自《論語》，而「論」

和「語」分別指「編纂」和「說話」，合起來理解就是「言論的彙編」，也就

是語錄體的最大特色。語錄是一種文學體裁，是將特定人物所說的話記錄和

編排成書，但一般不會附上事情背景的解說。

憂慮 【jin4〔言〕】語氣助詞 「知己」的倒裝

「之於」的兼詞

《論仁、論孝、論君子》所記錄的都是孔子的說話內容，以及與弟子之間

的對話；極其量也只有「顏淵問仁」、「孟懿子問孝」、「樊遲御，子告之」、

「子游問孝」、「司馬牛問君子」等簡單的對答背景。

由於所摘錄的都是說話內容，因此語錄的一大特色就是簡潔精煉，以突

顯說話內容的要義。例如在【論君子】中，孔子只以一句「小人反是」，就說

明了小人與君子的特質是相反的，簡單有力；可是，正因為文字過於簡潔，

導致語錄中某些語句難以理解。例如在【論孝】中，孔子以「無違」兩字回

答了孟懿子的提問，可是樊遲卻不明白當中涵義，要孔子親自說明才能理解。

語譯

孔子說：「君子不穩重就沒有威嚴，學問也不會穩固。為人處世要以忠誠、

信實為本。不要與品行不如自己的人做朋友。做錯了事，不要害怕改正。」

孔子說：「君子總是坦然磊落；小人總是憂戚不安。」

司馬牛問孔子怎樣才是君子。孔子說：「君子既不擔憂，也不恐懼。」

司馬牛追問說：「不擔憂、不恐懼，這就能叫做君子了嗎？」孔子說：

「自我反省而問心無愧，那還有甚麼需要擔憂和恐懼？」

孔子說：「君子只會成全別人的好事，不會促成別人的壞事，小人卻剛

好相反。」

孔子說：「君子會為自己只說不做而感到羞恥。」

孔子說：「君子將道義作為根本，規矩地按禮行事，謙遜地表達想法，

忠誠地做好事情：這就是君子了！」

孔子說：「君子只擔心自己沒有能力，不擔心別人不瞭解自己的才能。」

孔子說：「君子依靠自己取得成功（責求自己），小人依賴別人取得成

功（苛責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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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看待貧富

䖃䖃 仁者安仁。

䖃䖃 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

䖃䖃 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

如何實踐仁德

䖃䖃 克己復禮為仁：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

䖃䖃 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君子與仁的關係

䖃䖃 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

䖃䖃 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

何謂孝道

䖃䖃 無違：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

䖃䖃 不敬，何以別乎！

如何盡孝

䖃䖃 事父母幾諫。

䖃䖃 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

䖃䖃 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

心理

䖃䖃 君子坦蕩蕩。

䖃䖃 君子不憂不懼。

䖃䖃 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

言行

䖃䖃 君子不重則不威。

䖃䖃 主忠信。

䖃䖃 過則勿憚改。

䖃䖃 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

䖃䖃 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

䖃䖃 君子求諸己。

待人

䖃䖃 無友不如己者。

䖃䖃 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

小人特質

䖃䖃 小人長戚戚。

䖃䖃 不成人之美，成人之惡。

䖃䖃 小人求諸人。

語錄內容多為獨白、對話，有如與人物傾談，能刻劃人物個性

䖃䖃 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 突顯顏淵為人謙厚。

䖃䖃 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

䖃䖃 樊遲曰：「何謂也？」

䖃䖃 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

⦿⦿ 孔子對孟懿子和樊遲的回答長短、詳簡不一，突顯他因材
施教。

將事物正、反兩面作對比，突顯道理，深刻易明

䖃䖃 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

⦿⦿ 對比仁者對於「害仁」和「成仁」的態度。

䖃䖃 一則以喜，一則以懼。

⦿⦿ 子女對於父母長壽既喜且憂的矛盾，突顯孝道的真諦。

䖃䖃 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

⦿⦿ 對比君子和小人的心理狀態，突顯君子做事問心無愧。

援引實例說理，增強說服力

䖃䖃 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

⦿⦿ 以時人實例帶出孝順父母要有尊敬之心。

以詰問方式帶出道理，加強語氣，強調觀點，引起反思

䖃䖃 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

⦿⦿ 不敬父母，跟飼養犬馬沒有分別。

䖃䖃 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

⦿⦿ 突顯君子本身就是問心無愧的。

增強句子節奏和氣勢，易於記誦

䖃䖃 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

䖃䖃 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

使道理具體、形象化，易於理解

䖃䖃 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

⦿⦿ 以「終食之間」比喻「造次」、「顛沛」等任何時候。

以整齊的句式說理，便於誦讀，易於理解

⦿⦿ 對句：
䖃䖃 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

⦿⦿ 排偶：
䖃䖃 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

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

論
仁
、
論
孝
、
論
君
子

論仁

論君子

結
構

語錄

對比
說明

舉例
說明

反問

排比

比喻

對偶

論孝

課文表解

作
法

修
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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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眼識人：仁者、孝子篇 

面對困境                                          言行舉止

仁者

努力工作賺錢

 

不仁者

為求脫貧，不惜打家劫舍

      

仁者

拒絕不合道德的事物

帶眼識人：君子、小人篇 

心理狀況                                          與人相處

君子

問心無愧，半夜敲門也不驚

 

小人

於心有愧，寢食難安

      

君子

願意做好事，幫助別人

 

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      

反思己過                                          犯錯之時

君子

擔心自己不夠好，努力進修

 

小人

以出位言行博取別人關注

      

君子

自己犯錯，自我檢討

     

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

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

圖文並茂

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 生事之以禮。/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

別乎！

克己復禮為仁。/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

非禮勿動。

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

君子去仁，惡乎成名？

逆子

呼喝父母，如犬馬般對待

小人

自己犯錯卻責怪別人

面對危難                                          孝敬父母

仁者

犧牲自己，拯救他人

 

不仁者

見利忘義，見死不救

      

孝子

尊敬父母，答謝養育之恩

     

不仁者

觀看不合道德的事物

小人

喜歡做壞事，助紂為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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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言字詞

多義字列表

位置 句子 詞性及詞義 說明

子

（一） 君子去仁。 名詞；君子
本指「嬰兒」，後引申為

「人」，再引申為對男子的尊

稱，如「君子」，部分更會用

在姓氏後面，如「孔子」，甚

至專指「孔子」。
（一） 子曰。 名詞；專指孔子

約 （一） 不可以久處約。 名詞；貧窮的境況

本指「捆綁」，後來根據動

彈不得的特點，引申為處境

不容易改變貧窮境況。

安 （一） 仁者安仁。 動詞；安分、安於

本指「安靜」，既能安靜地完

成事情，可反映出「安分守

己」，因此引申為「安分」。

利 （一） 知者利仁。 形容詞；知道有利

本指鐮刀鋒利。鐮刀鋒利，能

多收割穀物，利益自然豐厚，

故引申為「利益」、「有利」等。

道 （一） 不以其道得之。 名詞；方法

本指「道路」。正確的道路能

帶人前往目的地，就好像正確

的方法能替人解決問題，因此

引申為「方法」。

無

（一）
君子無終食之間違

仁。
副詞；不、不會

本指「沒有」，後引申為副詞

「不」、「不要」。（二） 無違。
副詞；不要

（三） 無友不如己者。

請

（一） 請問其目。

謙辭；請讓我⋯⋯

本指「拜見」。拜見他人自然

有所請求，因此引申為「請

求」，後再引申為謙辭，即

「請讓我」。
（一） 請事斯語矣。

位置 句子 詞性及詞義 說明

目 （一） 請問其目。 名詞；條目、綱要
本指「眼睛」，後引申為「條

目」。

事

（一） 請事斯語矣。 動詞；做 本指「職業」，後引申為「事

情」，事情是要「做」的，因

此引申為「做」；一般職業都

需要侍奉別人，因此也引申為

「侍奉」。

（二） 生事之以禮。

動詞；侍奉
（二） 事父母幾諫。

成

（一） 有殺身以成仁。
動詞；成全、成就

本指「成全」、「完成」，後引

申為「促成」、「成為」、「成

長」等。

（三） 君子成人之美。

（三） 信以成之。 動詞；完成

（三） 不成人之惡。 動詞；促使

勞 （二） 勞而不怨。 形容詞；憂心
本指「勞苦」，做事辛苦，自然

有所擔憂，因此引申為「憂心」。

年 （二） 父母之年。 名詞；年歲

本指「收成」。穀物的收成次數

是以「年」來計算的，因此引申

為「一年」，再引申為「年歲」。

威 （三） 君子不重則不威。 名詞；威嚴
本指「威勢」。有威勢自然流露

出「威嚴」，因此引申為「威嚴」。

固 （三） 學則不固。 形容詞；穩固

本指「要塞」。要塞必須「穩

固」，才能抵禦敵人入侵，因

引申為「穩固」。

主 （三） 主忠信。 動詞；堅守

本指「君主」。君主要堅守自

己的權位和國土，因此引申為

「堅守」。

友 （三） 無友不如己者。 動詞；結交朋友
本指「朋友」，後用作動詞，

指「結交朋友」。

過

（三） 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 動詞；超越、超過
本指「走過」，後來引申為「超

越」、「過多」，如果事情做得

「過分」，就是「犯錯」，因此

也引申為「犯錯」。
（三） 過則勿憚改。 動詞；犯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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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 句子 詞性及詞義 說明

出 （三） 孫以出之。 動詞；表達想法

本指「植物生長」。由於破土

而出，因此引申為「出」，與

「入」相對。與人相處，要表

達「出」自己的想法，因此再

引申為「表達想法」。

病 （三） 君子病無能焉。 動詞；憂慮、擔心
本指「生病」。生病會讓人擔

憂，因此引申為「擔憂」。

多音字列表

讀音 位置 句子 詞性及詞義 說明

處
cyu5

〔柱〕

（一） 不可以久處約。
動詞；身處、

處於

本讀〔柱〕，指「停留」，

後引申為「身處」、「處

理」等，「不處也」可以

理解為「不享受」；破讀

為〔cyu3〕時，則指「地

點」。

（一） 不處也。 動詞；享受

長
coeng4

〔場〕

（一） 不可以長處樂。 副詞；長期 本讀〔場〕，指時間長

久，即「長期」，後引申

為「經常」；破讀為〔掌〕

時，則指「年長」。
（三） 小人長戚戚。 副詞；經常

樂
lok6

〔落〕
（一） 不可以長處樂。 名詞；安樂

本讀〔岳〕，指音樂；音

樂可以讓人開心，因此破

讀為〔落〕時，則指「快

樂」、「安樂」。

惡

ok3

〔岳（中入）〕
（三） 不成人之惡。 名詞；壞事 本讀〔ok3〕，指「壞

事」；做壞事會被人「厭

惡」，因此破讀為〔wu3〕

時，則指「討厭」；破讀

為〔烏〕時，則被假借為

疑問代詞，解作「怎麼」。

wu3

〔烏（陰去）〕
（一） 是人之所惡也。 動詞；討厭

wu1

〔烏〕
（一） 惡乎成名？

疑問代詞；

怎麼

讀音 位置 句子 詞性及詞義 說明

去

heoi3

〔氣翠切〕
（一） 不去也。 動詞；逃避 本讀〔heoi3〕，指「離

去」，引申為「逃避」、

「消失」；破讀為〔許〕時，

則指「捨棄」。
heoi2

〔許〕
（一） 君子去仁。

動詞；捨棄、

拋棄

間
gaan1

〔奸〕
（一）

君子無終食之間

違仁。
名詞；期間

本讀〔諫〕，多用作動

詞，指「間隔」、「隔

開」、「離間」等；破讀為

〔奸〕時，多用作名詞，

指「期間」、「時間」。

為
wai4

〔圍〕

（三） 君子義以為質。 動詞；作為 本讀〔圍〕，解作「做」，

後引申為「作為」、「實

踐」、「是」等；破讀為

〔胃〕時，則多用作虛詞，

解作「為了」、「因為」等。

（一） 為仁由己。 動詞；實踐

（一） 克己復禮為仁。 動詞；是

焉
jin4

〔言〕
（一） 天下歸仁焉。

語氣助詞；

無實義

本讀〔言〕，多為語氣助

詞，用於句尾，表達不同

的語氣；破讀為〔煙〕時，

多為疑問代詞，表達疑問

或反問的語氣。

幾
gei1

〔基〕
（二） 事父母幾諫。 副詞；輕微

本讀〔基〕，都作副詞

用，解作「幾乎」、「輕

微」；破讀為〔己〕時，

則指「幾多」、「幾個」。

從
cung4

〔蟲〕
（二） 見志不從。 動詞；聽從

本讀〔蟲〕，指「跟從」，

後引申為「聽從」；破讀

為〔鬆〕時，則指「從

容」。

重
zung6

〔仲〕
（三） 君子不重則不威。 形容詞；莊重

本讀〔仲〕，指「厚重」，

後來引申到性格上，指

「莊重」、「不輕佻」；破

讀為〔蟲〕時，則指「重

複」、「重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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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音 位置 句子 詞性及詞義 說明

省
sing2

〔醒〕
（三） 內省不疚。 動詞；反省

本讀〔醒〕，指「省視」、

「反省」；破讀為〔saang2〕

時，則指「節省」、「省

份」等。

夫
fu4

〔芙〕
（三） 夫何憂何懼？ 連詞；那麼

本讀〔膚〕，指「男子」；

破讀為〔芙〕時，則多用

作虛詞，解作「那麼」、

「那」等。

反
faan2

〔返〕
（三） 小人反是。 形容詞；相反

本讀〔返〕，指「翻轉」，

事物的正面和背面是「相

反」的，因此引申為「相

反」；破讀為〔翻〕時，

則多指「反切」。

行
hang4

〔衡〕

（三） 禮以行之。
動詞；行事、

實行

本讀〔衡〕，指「行走」，

後引申為「做事」、「實

行」，再引申為「行為」；

破讀為〔幸〕時，則指「品

行」；讀為〔杭〕時，則

指「行列」。

（三）
君子恥其言而過

其行。
名詞；行為

通假字列表

位置 句子 詞性及詞義 本字 說明

無 （二） 無違。 副詞；不要 毋

本指「沒有」，由於讀音相同，因

此與「毋」通假，指「不要」，這

個意思後來被寫成「毋」。

孫 （三） 孫以出之。 形容詞；謙遜 遜

本指「孫子」，由於部件相同，因

此與「遜」通假，指「謙遜」，這

個意思後來被寫成「遜」。

文言虛詞列表

位置 句子 詞性及詞義

者
（一） 不仁者。 代詞；相當於「⋯⋯的人」。

（二） 今之孝者。 代詞；相當於「⋯⋯的定義」。

之

（一） 是人之所欲也。
結構助詞；無實義，可不譯。

（三） 不病人之不己知也。

（一） 子無終食之間違仁。

結構助詞；相當於「的」。（二） 父母之年。

（三） 君子成人之美。

（一） 不以其道得之。
人稱代詞；相當於「它」，這裏分別指「富與貴」

和「貧與賤」。

所 （一） 是人之所欲也。 代詞；用在動詞前，表示動作牽涉的事物。

也
（一） 是人之所欲也。 語氣助詞；表示肯定，無實義，可不譯。

（二） 何謂也？ 語氣助詞；表示疑問，相當於「呢」。

以

（一） 不以其道得之。 介詞；表示方法，相當於「憑藉」。

（一） 無求生以害仁。 連詞，相當於「因而」。

（一） 有殺身以成仁。 連詞；表示目的，相當於「來」。

（二） 生事之以禮。 介詞；表示憑據，相當於「依照」。

（三） 君子義以為質。 介詞；表示利用，相當於「把」。

（二） 一則以喜。 連詞；表示原因，相當於「因為」。

惡 （一） 惡乎成名？ 疑問代詞；相當於「怎麼」。

乎

（一） 惡乎成名？ 語氣助詞；表示句子的停頓，無實義，可不譯。

（二） 何以別乎！ 語氣助詞；表示反問，相當於「呢」。

（三） 斯謂之君子矣乎？ 語氣助詞；表示疑問，相當於「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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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 句子 詞性及詞義

於 （二） 孟孫問孝於我。 介詞；表示對象，相當於「跟」、「向」。

是
（一） 造次必於是。 指示代詞；相當於「如此」、「這樣」。

（三） 小人反是。 指示代詞；相當於「這」。

焉
（一） 天下歸仁焉。

語氣助詞；表示肯定，無實義，可不譯。
（三） 君子病無能焉。

而
（一） 而由人乎哉？ 副詞；相當於「難道」。

（二） 勞而不怨。 連詞；相當於「可是」。

哉 （一） 而由人乎哉？ 語氣助詞；表示反問，相當於「嗎」。

其

（一） 請問其目。 人稱代詞；相當於「它的」，這裏指「孝道」。

（三） 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
人稱代詞；相當於「自己的」，這裏指「君子」。

（三） 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

斯
（一） 請事斯語矣。

指示代詞；相當於「這」。
（三） 斯謂之君子矣乎？

矣
（一） 請事斯語矣。 語氣助詞；表示祈使，相當於「吧」。

（三） 斯謂之君子矣乎？ 語氣助詞；表示肯定，相當於「了」。

又 （二） 又敬不違。 連詞；相當於「卻」。

則
（二） 一則以喜。 連詞；相當於「就是」。

（三） 君子不重則不威。 連詞；相當於「就」。

夫 （三） 夫何憂何懼？ 連詞；相當於「那麼」。

諸 （三） 君子求諸己。

兼詞；由代詞「之」和介詞「於」組成，即「之於」，

可以理解為「君子求之於己」，即「君子依靠（於）

自己求得成功（之）。」

《論仁、論孝、論君子》

關鍵詞：語言描寫、正反對比

瞬間看技巧

歷屆及模擬試題

1.	試根據下列《論仁、論孝、論君子》中有關「論孝」的內容，回答以下問題：

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

子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

①	上文中的「無違」和「不違」分別指甚麼？（2 分）

②	對於「孝」，孔子表示要做到「無違」和「不違」，可是有指實踐兩者時會

出現矛盾。請指出在甚麼情況下兩者會出現矛盾。（2 分）

③	對於上述矛盾，孔子會怎樣回應？請就有關章節或個人想法，略加說明。

（3 分）

【參考《2019�年．香港中學文憑考試．中國語文．試卷一》】

參考答案

①	「無違」是指不要違背禮法。（1分）「不違」是指不要違背父母的意願。（1分）

②	如果父母的意願為禮法所不容許的時候，就會出現矛盾。（1分）要滿足父母意願，就會

違背禮法；如果要遵從禮法，就會違背父母的意願。（1分）

③	孔子會以「遵從禮法為先」作回應。（1分）孔子說過：「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

（1 分）即使是父母的意願，一旦違反維繫社會的禮法或道德，作為君子，也不應該去

做。因為君子是不會促成別人的壞事。（1分）

2.	綜合《論仁、論孝、論君子》中孔子對於「仁」、「孝」、「君子」的看法，孔

子有着哪些性格特點？（1 分）

①	循循善誘　　②	不求富貴　　③	因材施教　　④	觀察入微

Ａ　　Ｂ　　Ｃ　　Ｄ

　	A.	①、②		 	 B.	①、②、④

　	C.	①、③、④	 	 D.	以上皆是

【參考《2018 年．香港中學文憑考試．中國語文．試卷一》】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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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答案

Ｃ（1分）（對於顏淵和司馬牛一再追問「仁」和「君子」之道，孔子依然不厭其煩地解答，

可見他循循善誘；孔子因應孟懿子和樊遲教育程度的不同，而給予有關「孝」的不同詮釋，

是因材施教的表現；孔子能夠從說話、處事、待人、心理各方面，將君子和小人作比較，可

見他是一個觀察入微的人；孔子並非不求富貴，只是會摒棄「不以其道得之」的富貴，因此

②並不正確。）

3.	以下兩節文字均寫君子的表現，試分別說明君子為甚麼有這些表現。（4 分）

甲　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

乙　君子不憂不懼。

【參考《2002 年．香港中學會考．中國語文．試卷二》】

參考答案

	� 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因為失去「仁」，他們就不配稱為「君子」，因此不論是緊急關

頭，還是失意落魄，即使只是短時間，君子也不會違反「仁」。（2分）

	� 君子不憂不懼：根據孔子所言，君子能夠每天都反省自己所做的事情，而且問心無愧，

那麼事情做對了固然不用擔心出錯，即使做錯，也會努力改過。（2分）

4.	細閱以下引文：

　　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

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

①	上述引文運用了哪一種寫作手法？試加以說明。（2 分）

②	指出粗體字在句中的詞性和意義。（2 分）

【參考《2002 年．香港中學會考．中國語文．試卷二》】

參考答案

①	對比（1分）：將君子面對「富與貴」和「貧與賤」時的態度作對比。（1分）

②	詞性：代詞。（1分）意義：指前文的「富與貴」。（1分）

5.	在《論仁、論孝、論君子》中，孔子認為仁者在「守禮」、「面對貧富」兩方

面各有哪些表現？試加說明。（4 分）

【參考《2005 年．香港中學會考．中國語文．試卷二》】

參考答案

	� 守禮：仁者會依靠自己，克制私慾，言行舉止須合乎禮法。凡是不合禮法者，一概不

看、不聽、不說、不做。（2分）

	� 面對貧富：面對富貴，仁者不用不正當的方法求取；面對貧賤，仁者不用不正當的方法

擺脫。（2分）

6.	在《論仁、論孝、論君子》中，孔子說：「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

也。」在現今社會，上文所述是否可以作為立身處世的原則？試抒己見並加說

明。（4 分）

【參考《2005 年．香港中學會考．中國語文．試卷二》】

參考答案

	� 可以作為立身處世的原則。（1分）有些人擔憂自己落後於人，於是不斷提升自己，他們

認為「有麝自然香」，只要自己有才能，就會被人發現。就如不少獵頭公司四出張羅合

適的人才，可見只要你有才能，人家總有辦法發掘你。（3分） 【或】

	� 不可以作為立身處世的原則。（1分）現今社會競爭激烈，每次招聘會均有數以千計的求

職者參加。如此境況，有才能的人應設法讓僱主知曉，因為透過展示自己的才能，才可

讓對方更瞭解自己，間接提升自己的知名度和競爭力。（3分）

	 （以上答案只供參考，倘考生別有體會，言之成理，酌量給分。）

部分跨課文題目，另見於《魚我所欲也》、《逍遙遊》（節錄）、《勸學》（節錄）及《陳

情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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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裏行間

真君子本色

公元前489年，吳國攻打陳國。楚昭王出兵救陳的同時，聽說孔子在陳、蔡兩國之間的野

外，於是派人聘請孔子為官。陳國、蔡國的大夫卻擔心，楚國一旦任用孔子，就會強大起來，並

對自己不利，於是一起派人將孔子圍困。孔子進退兩難，糧草斷絕，但仍舊講學誦讀、演奏歌

唱，「不憂不懼」。不過，他知道弟子有怨恨之心，於是召見多名弟子。

孔子先召見子路。孔子說：「《詩經》有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我們不是犀牛，不是

老虎，卻在曠野上疲於奔命。我們淪落到這地步，難道是我們的學說有甚麼問題？」子路一向直

率，因此想也不想就回答：「應該是我們還未達到『仁』和『智』的境界，所以別人不信任、不

採納我們吧。」孔子反駁說：「假如仁者必能得到信任，那麼伯夷、叔齊就不會餓死首陽山；假

如智者必能得到接納，比干就不會被紂王剖開心臟了。」

接着，孔子召見子貢，以同一詩歌來詢問子貢的看法。子貢是商人，處事圓滑，因此這樣

回答：「老師的學說宏大極了，因此天下沒有人能容得下。老師是否可以稍為降低標準，讓天下

人都能容納我們？」孔子回應說：「優秀的農夫即使善於耕作，也不能保證得到好收成；優秀的

工匠即使技藝超卓，也不能迎合所有人的要求。君子修明自己的學說，以規範國家、治理臣民，

但一樣不能保證被世人接納。如今你不先修明你所奉行的學說，反而說要降低標準來讓世人容

納，你的志向太不遠大了！」

孔子最後召見顏回，並提出同一道問題。顏回雖然也認為「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

容」，不過緊接的「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一句，卻打動了孔子。顏回認同孔子「君子病

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論語．衞靈公》）的說法，他說：「老師的學說不修明，是我們

的恥辱。可是老師的學說已經修明，但依然不被採納，那就是當權者的恥辱。不被容納有甚麼好

怕？不被容納，但依然堅守原則，才顯現君子本色啊！」孔子認為顏回很有道理，更高興地笑

說：「假如你擁有許多財產，我會成為你的管家呢！」最後子貢出使楚國，請楚國興兵，接孔子

回國。後世將這件事稱為「陳蔡之厄」，事見《孔子家語》和《史記．孔子世家》。

真正的君子並不難做到，當然過程也會受到考驗。但無論考驗如何，也不要諉過於人，要

審視自己有沒有做得不好的地方，假如沒有，就應當堅持自己的原則，不用刻意降低自己的水平

來遷就別人。這才能做到孔子那樣，即使被敵人圍困於野外，斷水斷糧，依然「不憂不懼」，顯

現君子的本色。

《魚我所欲也》

戰國．孟軻《孟子》

引子

孟子主張「人性本善」，認為人生而有「本心」，失去本心，是因為後天的環

境使然。他在《孟子．告子上》中，說明人的本性就猶如水向下流動一樣，都是天

生的。水之所以倒流，人之所以為惡，都是因為「其勢則然」。

在《魚我所欲也》中，孟子亦認為當人面對生和死、利和義的時候，會選擇

「捨生取義」，這是因為本心「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既然賢者能保留本心，

自然有人會失去。課文後半部分論證有人為了「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

窮乏者得我」，竟然「不辯禮義」而接受不義俸祿，正是「失其本心」的表現。

為了印證「捨生取義」這抽象道理，孟子運用比喻論證，以「魚與熊掌」的抉

擇作喻；亦運用反面假設：如果有人「捨義取生」，就會不擇手段，然後反駁人的

本心並非如此，先破後立；孟子更以對比論證，以乞丐不願意接受「嗟來之食」，

跟有人欣然接受「不義俸祿」作對比，印證後者的做法「失其本心」。

《孟子》是孟子及其弟子萬章、公孫丑等人的論說著作，共十四章。《魚我所

欲也》節錄自第十一章《告子上》，標題《魚我所欲也》是後人所加的。本文氣勢

磅礡，層層推進，善於設喻說理，反覆論證，是日後《荀子》、《韓非子》等說理

散文的濫觴。

閱讀提示

		 孟子通過哪些生活例子，來比喻「捨生取義」的道理？

		 孟子如何從反面作假設，印證本心「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

		《魚我所欲也》怎樣從「萬鍾則不辯禮義而受之」的論據中，表現出「層層推

進，步步進逼」的寫作特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