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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子意趣與落魄文人 

 

莊子 

1. 《逍遙遊》要義 (附件一)  

1.1. 第 1 節（北冥有魚）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2. 第 2 節（《齊諧》者，志怪者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3. 第 3 節（且夫水之積也不厚）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4. 第 4 節（蜩與學鳩笑之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5. 第 5 節（小知不及大知）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6. 第 6 節（湯之問棘）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7. 第 7 節（故夫知效一官）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8. 第 8 節（堯讓天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9. 第 9 節（肩吾問於連叔）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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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第 10 節（宋人資章甫）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11. 第 11 節（堯治天下之民）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12. 第 12 節（惠莊之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12.1. 《逍遙遊》主旨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12.2. 惠莊之辯：莊子在論辯中想闡明甚麼道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庖丁解牛》要義 (附件二)  

2.1. 解牛之喻 

2.1.1. 刀、牛骨、解牛各比喻什麼？ 

2.1.2. 為了保身全生，可以做壞事嗎？ 

2.2. 「生也有涯，知也無涯」之殆 

2.2.1. 「生」如何有涯？「知」如何無涯？ 

2.3. 「緣督以為經」以處世 

2.3.1. 匠石之齊，至於曲轅，見櫟社樹(祭土地神處之樹)。其大蔽數千牛，絜(kit3量度)

之百圍，其高臨山，十仞而後有枝，其可以為舟者旁十數(可以為舟之旁枝數以

十計)。觀者如市，匠伯不顧，遂行不輟。弟子厭觀之，走及匠石，曰：「自

吾執斧斤以隨夫子，未嘗見材如此其美也。先生不肯視，行不輟，何邪？」

曰：「已矣，勿言之矣！散木也，以為舟則沈，以為棺槨則速腐，以為器則

速毀，以為門戶則液樠(mun4 脂液外滲)，以為柱則蠹。是不材之木也，無所可

用，故能若是之壽。」(《人間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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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莊子行於山中，見大木，枝葉盛茂，伐木者止其旁而不取也。問其故，曰：

「無所可用。」莊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夫子出於山，舍於故

人之家。故人喜，命豎子殺雁而烹之。豎子請曰：「其一能鳴，其一不能鳴，

請奚殺？」主人曰：「殺不能鳴者。」明日，弟子問於莊子曰：「昨日山中

之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今主人之雁以不材死，先生將何處？」莊子笑

曰：…… (《山木》) 

2.3.3. 方舟而濟於河，有虛船來觸舟，雖有惼心(bin2 心胸狹窄)之人不怒。有一人在

其上，則呼張歙(kap1 靠攏)之；一呼而不聞，再呼而不聞，於是三呼邪(耶)，

則必以惡聲隨之。向也不怒而今也怒，向也虛而今也實。人能虛己以遊世，

其孰能害之！(《山木》) 

2.4. 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 

2.4.1. 感官停止運作，如何解牛？ 

3. 《知魚之樂》要義 (附件三)  

3.1. 莊子如何得知魚樂？ 

 

陶淵明 

1. 歸園之願 (附件四) 

1.1. 《歸園田居》其一 

1.1.1. 一去三十年 

a. 「三」當作「已」。1
 

b. 「十三年」之訛。宋•吳仁杰《靖節先生年譜》說陶潛自太元十八年(393)二

十九歲起做江州祭酒，四十一歲辭彭澤令後即退出官場，次年(406)寫此詩，

共計十三年。 

c. 虛數，表示時間之多。陶潛在《歸園田居》（其四）寫「一世異朝市」，

學者丁福保指「三十為一世」，可見「三十」和「一世」都表示時間之多。 

1.1.2. 方宅十餘畝：「方」通「旁」，周圍、四周的意思。宅旁有地十餘畝。 

1.1.3. 如何理解詩中「復得返自然」之「自然」？  

                                                           
1 清．陶澍《陶靖節集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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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詩中「方宅十餘畝……雞棲桑樹顛」八句，重點何在？ 

1.2. 《歸園田居》其二 

1.2.1. 這首詩寫陶淵明歸園田居生活，重點何在？ 

1.3. 《歸園田居》其三  

1.3.1. 這首詩寫歸園田居生活，重點何在？ 

1.4. 《飲酒》其五 (結廬在人境) 

1.4.1. 如何賞析「悠然見南山」？ 

1.4.2. 如何解讀「欲辨已忘言」？ 

2. 田園之樂 (附件五) 

2.1. 《歸去來辭》並序 

2.1.1. 園日涉以成趣 

a. 每天在園中散步趣味無窮。涉︰遊玩，遊覽。(註 36) 

b. 成趨，成了散步場所。《文選》李注：「《爾雅》曰：堂上謂之行，堂

下謂之步，門外謂之趨，中庭謂之走。郭璞曰：此皆行步趨走之處，因

以名。」2
 

2.1.2. 「農人告余以春及，將有事於西疇」：農人用意為何？陶淵明有何反應？ 

2.1.3. 結構分析：有序有辭，辭分四章 

序和辭：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一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二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三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四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逯欽立《陶淵明集》。 



以指定篇章作為學習切人點的課堂教學實踐(二) 

5 

 

  

2.2. 《讀山海經》其一 

2.2.1. 結句云「不樂復何如」，陶淵明的田園生活究竟有何可樂？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世外桃源 (附件六) 

3.1. 《桃花源記》 

3.1.1. 或說桃花源相當於《禮記》中的大同社會，此說當否？ 

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

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 ……《大同與小康》 

3.1.2. 或說桃花源即《老子》中的「小國寡民」之邦，此說當否？ 

推其本意，良由陶公企慕羲皇上人，而闡老子高蹈遯隱之論。《老子‧八十

章》曰︰「小國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人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舟轝，

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民復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

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則桃花源

不必實有其事，不必實有其地，固窮守節、安貧樂道，即是桃源勝境。

(《積學與涵泳》) 

3.1.3. 居於桃花源有甚麼好處？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1.4. 篇末出現高士劉子驥，歷史上實有其人，有無寓意？ 

《晉書卷九四‧隱逸傳》曰︰「劉驎之，字子驥，南陽人，光祿大夫耽之族

也。驎之少尚質素，虛退寡欲，不修儀操，人莫之知。好遊山澤，志存遁逸。

嘗采藥至衡山，深入忘反，見有一澗水，水南有二石囷(kun1 圓形的倉庫)，

一囷閉，一囷開，水深廣不得過。欲還，失道，遇伐弓人，問徑，僅得還家。

或説囷中皆仙靈方藥諸雜物，驎之欲更尋索，終不復知處也。」(《積學與

涵泳》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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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宗元 

1. 生平解讀 

第進士、博學宏辭科，授校書郎 3，調藍田尉。貞元十九年，為監察御史裏行。

善王叔文、韋執誼，二人者奇其才。及得政，引內禁近，與計事，擢禮部員外郎，

欲大進用。俄而叔文敗，貶邵州刺史，不半道，貶永州司馬。 (《新唐書‧柳宗

元傳》) 

1.1. 第進士：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2. 博學宏辭科：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3. 集賢殿正字：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4. 藍田尉：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5. 監察御史裏行：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6. 禮部員外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7. 永州司馬：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始得西山宴遊記》賞析 (附件七)   

2.1. 詞句理解 

2.1.1. 僇人：僇[luk6]：古戮字。《廣雅》曰：「戮，辠也。」辠，古「罪」字。

僇人，即僇民，避唐太宗諱改。《莊子．大宗師》曰：「孔子曰：丘，天之

戮民也。」柳宗元貶官永州，故以此自謂也。(註 2) 

2.1.2. 施施：徐行貌。《詩經．丘中有麻》曰：「將其來施施。」鄭玄箋曰：「施

施，舒行，伺閒獨來之貌。」施施，或解作喜悅自得之貌，則讀為 [ji4]。   

(註 5) 

2.1.3. 岈然窪然：岈： [haa1]，亦讀 [ngaa4]，同谺，深谷大空貌。《玉篇》曰：

「谽谺，山深之狀。」窪，山谷深凹貌。《說文》曰：「洼，深地也。」此

言居山頂俯瞰，則平原大地如山坳之深廣。(註 25) 

                                                           
3
 新舊《唐書》都記柳宗元「授校書郎」，不確。他在貞元十四、十五年寫的文章中都自稱「集賢殿正字」，

韓愈〈柳字厚墓志銘〉也說他「其後以博學宏詞授集賢殿正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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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文章旨趣 

2.2.1. 遊西山前，柳宗元遍遊山水之有異態者，感受如何？ 

2.2.2. 西山有何「怪特」？ 

2.2.3. 西山景觀有何特點？ 

2.2.4. 西山之遊如何能使柳宗元產生「與萬化冥合」的感受？ 

3. 《鈷鉧潭西小丘記》賞析 (附件八) 

3.1. 柳宗元盛讚小丘為「異地」，小丘有何特異可喜之處？ 

3.2. 柳宗元作《鈷鉧潭西小丘記》，並書於石，有何用意？ 

 

蘇軾  

1. 無雨無晴 (附件九)  

1.1. 《水調歌頭》賞析   

1.1.1. 據詞序，此詞因何而作？  

1.1.2. 何似在人間 

a. 何似，怎麼比得上。全句意即天上哪裏會像人間那樣幸福。   

b. 謂月下起舞，清影隨人，彷彿不像在人間了。4
 

c. 謂月下起舞，清影搖曳，彷佛神魂歸去，幾不知身在人間也。5
  

d. 從唐代以來，人們總是傳說，在月宮裏大桂花樹下，有許多素娥仙女，穿

著皓衣，跨著白鳳，翩翩而舞。他想：你們在那種美妙的仙境裏起舞，和

我們人間的這些凡人，因賞月光而歌舞，兩下裏比一比，不知道究竟有怎

麼樣的分別？6
  

1.1.3. 開首蘇軾何以有「明月幾時有」一問？此問與下文有何關係？ 

                                                           
4
 王水照《蘇軾選集》。 

5
 劉乃昌、朱德才《宋詞選》。 

6
 周汝昌《蘇軾詞〈水調歌頭‧中秋〉淺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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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詞旨為何？或謂詞風可分婉約、豪放，此詞風格是否屬於豪放？ 

a. 詞中反映了由超塵思想轉化為喜愛人間生活的矛盾過程。……「千里共嬋

娟」，體現了詩人能夠不為離愁別苦所束縛的樂觀思想。7
  

b. 人不長聚，月不長圓，天象人事，同此一理，由來如此。惟願順其自然，

各保健康，共沐明月清暉，襟懷何等爽曠！8
  

c. 值中秋月明之時，不無抑鬱惆悵，但他旋即以超然達觀的態度擺脫了消極

悲觀的情緒，表示對人間世界的讚揚，並通過離愁的自我消解，借月光傳

達美好的祝願。9
  

1.2. 《定風波》(莫聽穿林打葉聲) 

1.2.1. 一簑煙雨任平生 

a. 披着蓑衣在風雨中穿行，任憑風吹雨打。10
 

b. 披着簑衣在風雨裏過一輩子，也處之泰然。11
 

c. 披着蓑衣在風雨中行走，乃平生經慣，任其自然。12
  

1.2.2. 詞旨為何？或謂詞風可分婉約、豪放，此詞風格是否屬於豪放？ 

a. 這首詞以巨大的生命魄力和硬骨頭精神，寫照了他不怕任何風吹雨打的傲

世形象，他不動搖、不頽喪，決不改變他『疏狂』個性的豪邁氣概；同時，

他還堅信，風雨終將過去，燦爛的『斜照』定然出現。煞時，『也無風雨

也無晴』的坦然樂觀，和決定『歸去』的勇往直前的昂揚英姿，活脫脫地

顯現在我們面前。 13
  

b. 天已放晴了，回頭來路上所經過的刮風下雨的地方，現在既無風雨，也無

晴日。……骨子裏，還是對自己在政治上遭到失敗的一種安慰，也有對敵

人勝利的否定的意識。 14
  

c. 道出了他不避苦難、經得起挫折的生活態度，與只求平安、不計較得失的

前途展望，令人讀了，但覺真氣流行，超曠自在，而一種悲鬱懷抱，卻藏

                                                           
7
 胡雲翼《宋詞選》。 

8
 劉乃昌、朱德才《宋詞選》。 

9
 嚴曉翬、余寧《宋詞三百首》。 

10
 陳文豹、陳連康《宋詞三百首》。 

11
 胡雲翼《宋詞選》。 

12
 王水照《蘇軾選集》。 

13
 朱靖華等《蘇軾詞新釋輯評．序》。 

14
 陳新雄《東坡詞選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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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深處。龍沐勛說他「憂讒畏譏，別具苦衷，故其詞驟然視之，雖極瀟灑

自然，而無窮傷感，光芒內歛。」由此詞可獲得證明。15
  

2. 無物不可 (附件十) 

2.1. 《赤壁賦》  

2.1.1. 客之所悲為何？ 

2.1.2. 蘇軾如何消解客人悲情？  

子祀、子輿、子犁、子來四人相與語曰：「孰能以無為首，以生為脊，

以死為尻(haau1 脊骨末端)，孰知死生存亡之一體者，吾與之友矣。」四人相視

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為友。 

俄而子輿有病，子祀往問之……曰：「女(汝)惡之乎？」曰：「亡，予

何惡！浸假(漸漸使)而化予之左臂以為雞，予因以求時夜(報曉)；浸假而化予

之右臂以為彈，予因以求鴞炙；浸假而化予之尻以為輪，以神為馬，予因以

乘之，豈更駕哉！且夫得者，時也；失者，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

也。」(《大宗師》) 

2.2. 《記承天寺夜遊》 

2.2.1. 本文寫景有何獨到之處？ 

2.2.2. 「閑人」的道家心靈  

可乎可，不可乎不可。道行之而成，物謂之而然。惡乎然？然於然。惡乎不

然？不然於不然。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齊物

論》) 

 

  

                                                           
15

 陳滿銘《蘇辛詞論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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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讀篇章 

附件一：莊子《逍遙遊》(全文) (指定篇章：節錄) 

附件二：莊子《庖丁解牛》(《積學與涵泳》107) 

附件三：莊子《知魚之樂》(《郁文華章》45) 

附件四：陶淵明《歸園田居》三首(《郁文華章》9)；《飲酒》其五 (《積學與涵泳》10)  

附件五：陶淵明《讀山海經》其一；《歸去來辭》(《積學與涵泳》123)  

附件六：陶淵明《桃花源記》(《積學與涵泳》124) 

附件七：柳宗元《始得西山宴遊記》(指定篇章：《積學與涵泳》133)  

附件八：柳宗元《鈷鉧潭西小丘記》 

附件九：蘇軾《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 (《積學與涵泳》58) ；《定風波》(莫聽穿林打

葉聲) 

附件十：蘇軾《赤壁賦》(《積學與涵泳》141)；《記承天寺夜遊》(《積累與感興》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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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逍遙遊 莊子 

1.         北冥有魚，其名為鯤。鯤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為鳥，其名

為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奮起)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是鳥

也，海運(風吹海動)則將徙於南冥。南冥者，天池也。 

2.        《齊諧》者，志怪者也。《諧》之言曰：「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

三千里，摶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息(氣息，指風)者也。」野馬

(浮遊水氣)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天之蒼蒼，其正色邪？其遠

而無所至極邪？其視下也，亦若是則已矣。 

3.         且夫水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舟也無力。覆杯水於坳堂(堂上低窪)之

上，則芥為之舟，置杯焉則膠，水淺而舟大也。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

大翼也無力。故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而後乃今培(憑)風，背負青天而

莫之夭閼(阻礙)者，而後乃今將圖南。 

4.         蜩與學鳩笑之曰：「我決起(急起)而飛，槍(碰撞)榆枋而止，時則不

至，而控(落)於地而已矣，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為？」適莽蒼者，三湌而反，

腹猶果然；適百里者，宿舂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之二蟲又何知！ 

5.         小知(智)不及大知(智)，小年不及大年。奚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

朔，蟪蛄(蟬)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為春，五

百歲為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為春，八千歲為秋。而彭祖乃今以

久特聞，眾人匹之，不亦悲乎！ 

6.         湯之問棘也是已。窮髮(草木不生)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有魚焉，

其廣數千里，未有知其脩者，其名為鯤。有鳥焉，其名為鵬，背若泰山，

翼若垂天之雲，摶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絕雲氣，負青天，然後圖南，

且適南冥也。斥鴳笑之曰：「彼且奚適也？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

翱翔蓬蒿之間，此亦飛之至也。而彼且奚適也？」此小大之辯(辨)也。 

7.         故夫知效(勝任)一官，行比(適合)一鄉，德合一君而徵(取信)一國者，

其自視也，亦若此矣。而宋榮子猶然笑之。且舉世而譽之而不加勸，舉

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內外之分，辯乎榮辱之境，斯已矣。彼其於世，

未數數(汲汲)然也。雖然，猶有未樹也。夫列子御風而行，泠然善也，旬

有五日而後反。彼於致福者，未數數然也。此雖免乎行，猶有所待者也。

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變)，以遊無窮者，彼且惡乎待哉！故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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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人無己，神人無功，聖人無名。 

8.         堯讓天下於許由，曰：「日月出矣，而爝(火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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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我猶尸(主也)之，吾自視缺然，請致天下。」 

        許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而我猶代子，吾將為名乎？

名者，實之賓也，吾將為賓乎？鷦鷯巢於深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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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尸祝不越樽俎

而代之矣。」 

9.         肩吾問於連叔曰：「吾聞言於接輿，大而無當，往而不反。吾驚怖

其言，猶河漢而無極也，大有逕庭(差別懸殊)，不近人情焉。」 

               連叔曰：「其言謂何哉？」 

        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淖約若處子，不食

五穀，吸風飲露。乘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

疵癘而年穀熟。吾以是狂而不信也。」 

         連叔曰：「然。瞽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聾者無以與乎鍾鼓之聲。

豈唯形骸有聾盲哉？夫知(心智)亦有之。是其言也，猶時(是)女(汝)也。

之人也，之德也，將旁礡(混同)萬物以為一，世蘄乎亂(治也)，孰弊弊(勞

苦)焉以天下為事！之人也，物莫之傷，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

山焦而不熱。是其塵垢粃糠，將猶陶鑄堯舜者也，孰肯以物為事！」 

10.         宋人資(販賣)章甫(禮帽)而適諸越，越人斷髮文身，無所用之。 

11.         堯治天下之民，平海內之政，往見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陽，窅

(jiu2茫然)然喪其天下焉。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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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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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惠子謂莊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其大本擁腫而不中繩墨，

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規矩，立之塗，匠者不顧。今子之言，大而無用，眾

所同去也。」 

         莊子曰：「子獨不見狸狌乎？卑身而伏，以候敖者；東西跳梁，不

避高下；中於機辟，死於罔罟。今夫斄牛，其大若垂天之雲；此能為大

矣，而不能執鼠。今子有大樹，患其無用，何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廣

莫之野？彷徨乎無為其側，逍遙乎寢臥其下，不夭斤斧，物無害者，無

所可用，安所困苦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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逍遙遊(節錄) 莊子 

惠子 1謂莊子曰：「魏王貽我大瓠之種 2，我樹之成而實五石 3。以盛

水漿，其堅不能自舉也 4。剖之以為瓢 5，則瓠落無所容 6。非不呺然 7大

也，吾為其無用而掊之 8。」莊子曰：「夫子固拙於 9 用大矣！宋人有善

為不龜手之藥者 10，世世以洴澼絖為事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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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請與之。』

客得之，以說 13吳王。越有難 14，吳王使之將 15，冬與越人水戰，大敗越

人，裂地 16 而封之。能不龜手一也 17；或以封，或不免於洴澼絖，則所用

之異也 18。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慮以為大樽而浮於江湖 19，而憂其瓠落

無所容，則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夫 20！」 

        惠子謂莊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 21；其大本擁腫而不中繩墨 22，

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規矩 23。立之塗 24，匠者不顧。今子之言，大而無用，

衆所同去也 25。」莊子曰：「子獨不見狸狌乎 26？卑身而伏，以候敖者 27；

東西跳梁，不辟高下 28，中於機辟，死於罔罟 29。今夫斄牛，其大若垂天

之雲 30；此能為大矣，而不能執鼠 31。今子有大樹，患其無用，何不樹之

於無何有之鄉 32，廣莫之野 33，彷徨乎無為其側，逍遙乎寢臥其下 34；不

夭斤斧，物無害者 35。無所可用，安所困苦哉 36？」 

 

 

注釋 

1. 惠子：姓惠名施，宋人，做過梁惠王宰相，是莊子的好友。惠施是「名家」的重

要人物。他主張「泛愛萬物，天地一體」，認為天地萬物是一體的。同時，他又

認為萬物流變無常，因此一個東西不可能有相當穩定的時候，他認為任何東西的

性質都是相對的，因此事物之間，也就沒有絕對的區別。惠施的著作沒有傳下來，

僅《莊子‧天下篇》中記述了他的一些觀點。 

2. 魏王貽我大瓠之種：魏惠王送給我大葫蘆的種子。貽：○粵  [兒]，[ji4]；○漢  [yí]。

贈。瓠：○粵  [胡]，[wu4]；○漢  [hù]。葫蘆的變種。 

3. 我樹之成而實五石：我種植了，它成長而結出果實，有五石之大。石：○粵  [擔]，

[daam3]；○漢  [dɑ̀n]。中國古代容量單位，十斗為一石。 

4. 其堅不能自舉也：它的堅固程度卻不能自我支撐。舉：擎、支撐。 

5. 剖之以為瓢：把它割開來做瓢。剖：○粵  [瓿]，[pau2]；○漢  [pōu]。破開，中分。 

6. 則瓠落無所容：則瓢大而無處可安置。另一說指瓢大而平淺，容不下東西。瓠落：

同「廓落」，大貌，空廓貌。瓠：○粵  [鑊]，[wok6]；○漢  [huò]。 

7. 呺然：虛空而巨大的樣子。呺：○粵  [僥]，[hiu1]；○漢  [xiɑ̄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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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吾為其無用而掊之：我認為它沒有用處，就把它打碎了。掊：○粵  [瓿][pau2]；○漢  

[pǒu]。擊破。 

9. 拙於：不善於。 

10. 宋人有善為不龜手之藥者：有個宋國人善於製造令手不龜裂的藥物。龜手：氣候

嚴寒，手皮凍裂。龜：通「皸」。皮膚因受凍而裂開。○粵  [軍 ]， [gwan1]；○漢  

[jūn]。 

11. 世世以洴澼絖為事：世世代代都以漂洗棉絮為業。洴澼絖：漂洗棉絮。洴：○粵  

[平 ][ping4]；○漢  [píng]。浮。澼：○粵  [闢 ]， [pik1]；○漢  [pì]。漂。絖：○粵  [鄺 ]，

[kwong3]；○漢  [kuɑ̀ng]。棉絮。 

12. 今一朝而鬻技百金：現在一旦賣出這個藥方就可以獲得百金。鬻：○粵  [育]，[juk6]；

○漢  [yù]。賣。 

13. 說：○粵  [碎]，[seoi3]；○漢  [shuì]。游說。 

14. 越有難：越國犯難。 

15. 吳王使之將：吳王就派他領兵。將：○粵  [醬]，[zoeng3]；○漢  [jiɑ̀ng]。領兵。 

16. 裂地：割出一塊土地。 

17. 能不龜手一也：同樣一條不龜裂手的藥方。 

18. 或以封，或不免於洴澼絖，則所用之異也：有人因此得到封賞，有人卻只是用來

漂洗棉絮，這就是使用方法的不同。 

19. 何不慮以為大樽而浮於江湖：為何不考慮繫着當作腰舟而浮游於江湖之上？樽：

古代盛酒的器具。這裏是指形似酒器，可以拴在腰間以助漂浮的游泳工具，古時

稱「腰舟」。 

20. 則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夫：可見你的心還是茅塞不通啊！蓬：○粵  [篷]，[pung4]；○漢  

[péng]。一種拳曲不直的草。蓬之心：比喻知識淺薄，不能通達事理，猶如蓬草

閉塞的心。 

21. 人謂之樗：人們都叫它做「樗」。樗：○粵  [書]，[syu1]；○漢  [chū]。落葉喬木，木

材皮粗質劣。 

22. 其大本擁腫而不中繩墨：它的大樹幹盤結而不合繩墨。擁：通「臃」。中：○粵  

[眾]，[zung3]；○漢  [zhòng]。合。繩墨：木工畫直線用的工具。 

23. 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規矩：它的小枝彎彎曲曲而不合規矩。卷曲：彎彎曲曲。卷：

○粵  [權]，[kyun4]；○漢  [quɑ́n]。通「蜷」。屈曲，捲曲。規矩：兩種工具，規用以

劃圓，矩用以劃方。 

24. 立之塗：生長在路上。塗：音義同「途」。 

25. 衆所同去也：大家都一同拋棄。去：○粵  [栩]，[heoi2]。離棄。 

26. 子獨不見狸狌乎：你難道沒有看見野貓和黃鼠狼嗎？獨：偏偏。狸：○粵  [離]，

[lei4]；○漢  [lí]。狸子，也叫野貓、山貓。狌：○粵  [生]，[sang1]；○漢  [shēng]。古同

「鼪」，黄鼠狼。 

27. 卑身而伏，以候敖者：卑伏着身子，等待出遊的小動物。敖：○粵  [熬]，[ngou4]；

○漢  [ɑ́o]。出遊，閒遊。 

28. 東西跳梁，不辟高下：東西跳躍，不避高低。梁：通「踉」，跳躍。辟：音義同

「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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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中於機辟，死於罔罟：（往往）踏中機關，死於網羅之中。機辟：亦作「機臂」，

捕捉鳥獸的工具。辟：○粵通「臂」。罔罟：指漁獵的網具。罔：[網]，[mong5]；

○漢  [wɑ̌ng]。古同「網」，用繩線等結成的捕魚捉鳥器具。罟：○粵  [古]，[gu2]；○漢

[gǔ]。魚網。 

30. 今夫斄牛，其大若垂天之雲：那斄牛，牠龐大的身軀好像天際的雲團。斄：○粵  

[離]，[lei4]；○漢  [lí]。即犛牛。體矮身健，毛長，色多黑、深褐或黑白花斑。耐

寒，耐粗飼。尾毛蓬生，可作旌旄。 

31. 此能為大矣，而不能執鼠：雖然不能捉老鼠，但牠的功能可大了。 

32. 何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為何不把它種在虛寂的鄉土？ 

33. 廣莫之野：遼闊廣大的曠野。廣莫，亦作「廣漠」。 

34. 彷徨乎無為其側，逍遙乎寢臥其下：隨意地在樹旁無所事事，自在地在樹下躺臥。

彷徨：縱任不拘。逍遙：優游自在。 

35. 不夭斤斧，物無害者：不遭受斧頭砍伐，沒有東西來侵害它。夭：○粵  [腰]，[jiu1]；

○漢  [yɑ̄o]。屈，摧折。 

36. 安所困苦哉：又有甚麼艱難窮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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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庖丁解牛 莊子 

吾生也有涯 1，而知 2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 3已！已而為知者 4，

殆而已矣。為善無近名 5，為惡無近刑 6；緣督以為經 7，可以保身，可以全

生，可以養親，可以盡年。 

庖丁 8為文惠君 9解 10牛，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 11，

砉然 12嚮 13然，奏 14刀騞 15然，莫不中音；合於桑林 16之舞，乃 17中經首 18

之會 19。文惠君曰︰「譆 20，善哉！技蓋 21至此乎？」 

庖丁釋刀對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 22 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時，

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 23。方今之時，臣以神遇 24而不以

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 25。依乎天理 26，批大郤 27，導大窾 28，因其固然 29；

技經肯綮之未嘗 30，而況大軱 31乎！良庖歲更刀，割也；族 32庖月更刀，折
33 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於硎 34。彼節者有

間 35，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 36乎其於遊 37刃必有餘地矣！是

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硎。雖然，每至於族 38，吾見其難為；怵然為戒，

視為止，行為遲，動刀甚微，謋然 39 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為之四顧，

為之躊躇滿志，善刀 40 而藏之。」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

生焉。」 

 

注釋 

1. 吾生也有涯︰生︰生命。涯︰岸也。引申為極限。 

2. 知︰知識。 

3. 殆︰向秀曰︰「殆，疲困之謂。」 

4. 已而為知者︰已︰此也。知者︰解作智者。 

5. 名︰名譽。 

6. 刑︰懲罰。 

7. 緣督以為經︰緣︰順也。督︰中道也。衣之背縫曰督。脈之循脊曰督。自然之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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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經︰常法、規範。緣督以為經，即依乎自然之理以為常法。 

8. 庖丁︰庖︰廚子。丁︰廚子的名字。一說，庖丁即廚子。 

9. 文惠君︰即梁惠王。 

10. 解︰宰割。 

11. 踦︰○粵  [椅]，[ji2]；○漢  [yǐ]。《說文》曰︰「踦，一足也。」膝舉，則足單，故

曰踦。舉膝而跪，用力下按之意。 

12. 砉然︰皮骨相離之聲。砉︰○粵  [或]，[waak6]；○漢  [xū]。 

13. 嚮︰同「響」。 

14. 奏︰進也。 

15. 騞︰通「劃」。○粵  [或]，[waak6]；○漢  [huō]。《玉篇》︰「劃，以刀劃破物也。」 

16. 桑林︰湯樂舞名。《左傳．襄公十年》︰「宋公享晉侯於楚丘，請以《桑林》。」

杜預《注》︰「《桑林》，殷天子之樂名。」 

17. 乃︰猶「且」。 

18. 經首︰堯帝時的樂名。相傳是堯帝時祭祀上天的樂章。 

19. 會︰音節、節奏。 

20. 譆︰讚歎之聲。 

21. 蓋︰「曷」之假借。《說文》︰「曷，何也。」《禮記》鄭玄《注》曰︰「蓋，

當為盍。」《爾雅》︰「曷，盍也。」 

22. 進︰超越。 

23. 「所見無非牛」二句︰郭象曰︰「所見無非牛，未見其理、間（肌理、間郤）；

未嘗見全牛，但見其理、間也。」 

24. 神遇︰以心神與牛接觸。 

25. 官知止而神欲行︰官︰器官。知︰知覺。郭象曰︰「司察之官廢，縱心而順理。」

器官的感覺作用停止，只運用心神解牛。 

26. 天理︰成玄英曰︰「天理，天然之腠理。」指牛天然的生理結構。 

27. 批大郤︰批︰劈削也。郤︰通「隙」，間隙也。成玄英曰︰「大郤，間郤交際之

處。」 

28. 導大窾︰導︰順着、循着。窾︰空也。○粵  [款]，[fun2]；○漢  [kuɑ̌n]。成玄英曰︰

「大窾，骨節空處。」 

29. 因其固然︰因︰順着。固然︰牛身體本來的結構。 

30. 技 經 肯 綮 之 未嘗 ︰肯 ︰ 附 在 骨 上的 肌肉 。 ○粵  [ 海 ] ， [hoi2] ； ○漢  [kěn] 。 

綮︰筋骨之結合處。○粵  [慶]，[hing3]；○漢  [qǐng]。此句言我技精妙，肉骨連著處，

吾刀未嘗一經也。技經，一作「枝經」，指枝脈和經脈。 

31. 大軱︰軱︰○粵  [姑]，[gu1]；○漢  [gū]。盤結骨，大骨也。 

32. 族︰眾也。 

33. 折︰砍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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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硎︰磨刀石。○粵  [型]，[jing4]；○漢  [xíng]。 

35. 間︰隙也。○粵  [澗]，[gaan3]；○漢  [jiɑ̀n]。 

36. 恢恢︰寬大貌。 

37. 遊︰一作「游」。 

38. 族︰交錯聚結為族。此處指筋骨緊密結聚之處。 

39. 謋然︰骨肉分離的聲音。謋︰象聲詞。○粵  [或]，[waak6]；○漢  [huò]。 

40. 善刀︰拭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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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知魚之樂 莊子 

 

 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之上。 

 莊子曰︰「鯈魚出游從容，是魚之樂也。」 

 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 

 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 

 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魚也，子之不知魚之樂，全

矣。」 

    莊子曰︰「請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

我知之濠上也。」 

 

 

簡析 

《知魚之樂》節錄自《莊子．秋水》，記述莊子與惠子的一場辯論。本文反映了中國

哲學中的兩種認知模式，以及莊子的「物我」與「天人」觀。 

 「分析」與「直覺」 

莊子與惠子對於人能否知魚樂的歧異，反映兩人觀賞萬物角度的不同，惠子從客觀的

角度去分析事物，以為物我不同，因此人不能經驗魚之樂；莊子則從直覺的藝術角度

出發，認為觀照鯈魚於水中出游的形態，能感知魚之樂。 

 萬物為一 

莊子這種觀魚而知魚的看法，源於他的「萬物齊一」、「天人交感」，萬物可互相感

通的觀念。他認為萬物歸於其本，即能怡然自得，因此魚在水中從容出游，便是樂的

表現。 

（《郁文華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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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陶淵明之歸田之願  陶淵明 

《歸園田居》其一 

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誤落塵網中，一去三十年。 

羈鳥戀舊林，池魚思故淵。開荒南野際，守拙歸園田。 

方宅十餘畝，草屋八九間。榆柳蔭後簷，桃李羅堂前。 

曖曖遠人村，依依墟里煙。狗吠深巷中，雞鳴桑樹顛。 

戶庭無塵雜，虛室有餘閑。久在樊籠裡，復得返自然。 

 

《歸園田居》其二 

野外罕人事，窮巷寡輪鞅。白日掩荊扉，虛室絕塵想。 

時復墟曲中，披草共來往。相見無雜言，但道桑麻長。 

桑麻日已長，我土日已廣。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 

 

《歸園田居》其三 

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 

道狹草木長，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願無違。 

 

《飲酒》其五 

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 

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 

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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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陶淵明之田園之樂 陶淵明 

 

《歸去來辭》 並序 

余家貧，耕植不足以自給。幼稚盈室，缾無儲粟 1，生生所資 2，未見其

術 3。親故多勸余為長吏 4，脫然有懷 5，求之靡途 6。會有四方之事 7，

諸侯以惠愛為德 8，家叔以余貧苦 9，遂見用於小邑。于時風波未靜 10，

心憚遠役 11，彭澤去家百里 12，公田之利，足以為酒 13，故便求之。及少

日 14，眷然有歸歟之情 15。何則？質性自然，非矯厲所得 16。飢凍雖切，

違己交病 17。嘗從人事 18，皆口腹自役 19。於是悵然慷慨，深媿平生之志。

猶望一稔 20，當斂裳宵逝 21。尋 22程氏妹喪于武昌，情在駿奔 23，自免去

職。仲秋至冬，在官八十餘日。因事順心，命篇曰《歸去來兮》。乙

巳歲十一月也 24。 

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 25？既自以心為形役 26，奚惆悵而

獨悲！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 27；實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

昨非 28。舟遙遙以輕颺 29，風飄飄而吹衣。問征夫以前路。恨晨光

之熹微 30。 

乃瞻衡宇 31，載欣載奔 32。僮僕歡迎，稚子候門。三逕就荒 33，

松菊猶存。攜幼入室，有酒盈罇。引壺觴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顏 34。

倚南窗以寄傲，審容膝之易安 35。園日涉以成趣 36，門雖設而常關。

策扶老以流憇，時矯首而遐觀 37。雲無心以出岫 38，鳥倦飛而知還。

景翳翳以將入，撫孤松而盤桓 39。 

歸去來兮，請息交以絕遊 40。世與我而相違，復駕言兮焉求 41？

悅親戚之情話，樂琴書以消憂 42。農人告余以春及，將有事於西疇
43。或命巾車，或棹孤舟 44。既窈窕以尋壑，亦崎嶇而經丘 45。木

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善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 46。 

已矣乎，寓形宇內復幾時，曷不委心任去留 47？胡為乎遑遑欲

何之 48？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 49。懷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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耔 50。登東皐以舒嘯，臨清流而賦詩 51。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

復奚疑 52。 

 

注釋 

1. 缾無儲粟︰米甕中沒有存糧。缾︰音義同「瓶」，此指米缸。粟︰泛指糧食。 

2. 生生所資︰維持生活所需的一切。生生︰第一個「生」字作動詞，維持。第二個

「生」是名詞，生活之意。維持生活。 

3. 未見其術︰沒有辦法解決。術︰指方法。 

4. 親故多勸余為長吏︰親友大都勸我求個官職。長吏︰舊稱地位較高的官員。長︰

○粵  [掌]，[zoeng2]；○漢  [zhɑ̌ng]。 

5. 脫然有懷︰我心裏也有這個想法。脫然︰不經意的樣子。 

6. 求之靡途︰可是求官缺乏門路。靡︰沒有。○粵  [美]，[mei5]；○漢  [mǐ]。 

7. 會有四方之事︰正遇上各地起兵。 

8. 諸侯以惠愛為德︰各地軍閥以惠愛人才為德。惠愛︰惠人才以機會。 

9. 家叔以余貧苦︰叔父也因為我家境貧苦。 

10. 于時風波未靜︰那時社會時局動蕩不安。 

11. 心 憚 遠 役 ︰ 心 裏 害 怕 到 遠 方 為 官 。 憚 ︰ 害 怕 。 ○粵  [ 但 ] ， [daan6] ； 

○漢  [dɑ̀n]。 

12. 彭澤去家百里︰彭澤縣離我家一百里。彭澤︰今江西彭澤西南。去家︰距離家裏。

當時陶潛家在柴桑，即今江西九江西南。 

13. 公田之利，足以為酒︰俸祿之田收穫的糧食，足夠造酒之用。 

14. 及少日︰等到過了一些日子。 

15. 眷然有歸歟之情︰便不覺產生了留戀故鄉的感情。眷然︰顧念貌，依戀貌。歸

歟︰泛指思歸懷舊之意。原典出自《論語．公治長》︰「子在陳曰︰『歸與！歸

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王粲《登樓賦》中有以

「昔尼父之在陳兮，有歸歟之歎音」之句表達歸鄉懷舊之意，應為陶潛之出典。 

16. 非矯厲所得︰不是勉強造作可以改變的。 

17. 飢凍雖切，違己交病︰飢寒雖然來得急迫，但是違背本意去做官，身心都感痛苦。

病︰指內心痛苦。 

18. 嘗從人事︰過去曾經為官做事。 

19. 皆口腹自役︰都是為了餬口而役使自己為官。 

20. 猶望一稔︰仍然希望任職一年。稔︰年，古代穀一熟為年。○粵  [腍]，[nam5]；○漢  

[rěn]。 

21. 當斂裳宵逝︰斂裳︰收拾衣裝。宵逝︰連夜離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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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尋︰不久。 

23. 情在駿奔︰一心趕去奔喪。駿奔︰急速奔走。 

24. 乙巳歲十一月也︰乙巳年十一月，即晉安帝義熙元年十一月。 

25. 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回家去吧，田園快要荒蕪了，為何不回去呢？胡︰

為甚麼，何不。兮︰古代詩歌辭賦常用的語助詞，相等於語體文的「啊」。 

26. 既自以心為形役︰既然自己的心靈為形體所役使。 

27. 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悔悟過去的錯誤不可挽救，但堅信未來的歲月中

尚可以補追。語出《論語．微子》︰「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

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諫︰

停止，挽救。來者︰指未來的事情。追︰來得及彌補。 

28. 實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實際上我入迷途尚不遠，已覺悟到回家是對而做

官是不對。昨︰泛指往日，過去。 

29. 舟遙遙以輕颺︰舟在水上輕輕飄蕩。遙遙︰通「搖搖」，漂蕩貌。輕颺︰輕輕地

飄揚，形容船出行輕快。颺︰通「揚」。 

30. 恨晨光之熹微︰只恨晨光朦朧而天未亮。熹微︰微明，光未盛的樣子。 

31. 乃瞻衡宇︰終於看到自己簡陋的家門。衡宇︰衡門，橫木為門，形容房屋簡陋。 

32. 載欣載奔︰我高興地向前飛奔。載︰語助詞，有「且」、「乃」之意。 

33. 三逕就荒︰院裏的小路長滿了荒草。三徑︰漢代蔣詡隱居後，在屋前竹下開了三

條小路，只與隱士求仲、羊仲二人交往。後以「三徑」指歸隱者的家園。 

34. 引壺觴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顏︰我端着酒壺酒杯自斟自飲，觀賞着庭樹使我開顏。

眄︰斜視。○粵  [免]，[min5]；○漢  [miɑ̌n]。柯︰樹枝。 

35. 倚南窗以寄傲，審容膝之易安︰倚着南窗寄託我的傲世之情，明白這個狹小之地

容易使我心安。審︰明白，深知。容膝︰形容居室狹小，僅能容膝。 

36. 園日涉以成趣︰每天在園中散步趣味無窮。涉︰遊玩，遊覽。 

37. 策扶老以流憇，時矯首而遐觀︰拄着拐杖散步或休息，時時擡頭望向遠方。扶

老︰竹的一種，常用作手杖。流憇︰散步或休息。矯首︰擡頭。 

38. 雲無心以出岫︰白雲無意地從山穴裏飄出來。岫︰山洞、巖穴。○粵  [袖]，[zau6]；

○漢  [xiù]。 

39. 景翳翳以將入，撫孤松而盤桓︰日光暗淡，即將下山，我撫着孤松不捨離去。翳

翳︰晦暗不明貌。翳︰隱藏，遮蔽。○粵  [縊]，[ngai3]；○漢  [yì]。盤桓︰徘徊，逗

留。桓︰○粵  [垣]，[wun4]；○漢  [huɑ́n]。 

40. 請息交以絕遊︰我要與世俗之人斷絕交往。 

41. 世與我而相違，復駕言兮焉求︰世俗人與我志趣不合，再駕車出去又有甚麼意思？

焉︰甚麼。○粵  [煙]，[jin1]；○漢  [yɑ̄n]。 

42. 悅親戚之情話，樂琴書以消憂︰跟鄉親故人談心很快樂，彈琴讀書亦足以消去憂

愁。 

43. 農人告余以春及，將有事於西疇︰農夫告訴我春天到了，將要去西邊的田地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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疇︰田地。○粵  [酬]，[cau4]；○漢  [chóu]。 

44. 或命巾車，或棹孤舟︰有時駕着巾車，有時划着孤舟。巾車︰有篷的車子。棹︰

船槳。○粵  [驟]，[zaau6]；○漢  [zhɑ̀o]。這裏作動詞用，解作划船。 

45. 既窈窕以尋壑，亦崎嶇而經丘︰既要探尋那幽深的溝壑，也要走過那高低不平的

山丘。窈窕︰曲折幽深的樣子。○粵  [妖，條之陽上聲]，[jiu2tiu5]；亦讀作[秒，

條之陽上聲]，[miu5tiu5]；○漢  [yɑ̌otiɑ̌o]。壑︰水流匯聚的坑谷。○粵  [確]，[kok3]；

○漢  [hè]。 

46. 善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我喜慕萬物之各得其時，感嘆自己一生行將告終。

行︰即將。 

47. 寓形宇內復幾時，曷不委心任去留︰寄身世上還有多少日子，為不麼不按照自己

的心意選擇去留？寓形︰寄身。宇內︰天地之間。曷不︰何不。曷︰何，甚麼。

○粵  [渴]，[hot3]；○漢  [hé]。 

48. 胡為乎遑遑欲何之︰為何心神不定還想去甚麼地方呢？胡為︰為了甚麼。遑遑︰

心神不定貌。何之︰何去、去哪裏。 

49. 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富貴榮華不是我的所求，升入仙界也沒有希望。 

50. 懷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懷念那良辰美景我獨自去欣賞，或者扶杖除草、

耕種。植杖︰把手杖插在身旁的地上。耘︰在田地裏除草。耔︰在植物根上培土。  

51. 登東皐以舒嘯，臨清流而賦詩︰登上東邊山坡我放聲長嘯，傍着清清的溪流吟作

詩歌。皐︰高地。○粵  [高]，[gou1]；○漢  [gɑ̄o]。 

52. 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姑且順應造化完結一生，以天命為樂，還有甚

麼猶豫？乘化︰順着大自然的運轉變化。歸盡︰歸向死亡。奚︰甚麼，何。○粵  

[兮]，[hai4]；○漢  [x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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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山海經》(其一) 

孟夏 1草木長，繞屋樹扶疏 2。眾鳥欣有託，吾亦愛吾廬。 

既耕亦已種，時還讀我書。窮巷隔深轍 3，頗迴故人車。 

歡然酌春酒，摘我園中蔬。微雨從東來，好風與之俱。 

汎覽周王傳 4，流觀山海圖 5。俯仰終宇宙，不樂復何如？ 

 

注釋 

1.  孟夏：初夏。 

2.  扶疏：繁茂。 

3.  深轍：車大則轍深，指貴人。 

4.  周王傳：指《穆天子傳》，記述周穆王南征北討及西行九萬里至崑崙山見西王母等事 

迹。 

5.  山海圖：指《山海經》。古《山海經》有圖，記載天下各地人物地理，多神話傳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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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桃花源記 陶淵明 

      晉太元 1中，武陵 2人，捕魚為業 3。緣 4溪行，忘路之遠近。忽逢桃花

林，夾岸數百步 5，中無雜樹，芳草鮮美，落英繽紛 6，漁人甚異之。復前行，

欲窮 7其林。 

林盡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彷彿 8若有光。便舍 9船，從口入。初

極狹，才 10通人。復 11行數十步，豁然 12開朗，土地平曠 13，屋舍儼然 14，

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阡陌交通 15，雞犬相聞 16。其中往來種作，男

女衣著 17，悉如外人。黃髮、垂髫 18，並怡然自樂。 

見漁人，乃大驚，問所從來。具答之。便要 19還家，設酒 20、殺雞，作

食。村中聞有此人，咸來問訊 21。自云︰先世避秦時亂，率妻子邑人來此絕

境 22，不復出焉；遂與外人 23間隔。問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

此人一一為具言 24所聞，皆歎惋 25。餘人各復延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數日，

辭去。此中人語云︰「不足為外人道也。」 

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 26，處處誌 27之。及郡下，詣太守 28，說如此。

太守即遣人隨其往，尋向所誌，遂迷不復得路。 

南陽劉子驥 29，高尚士也，聞之，欣然規往 30，未果 31。尋 32病終，後

遂無問津 33者。 

注釋 

1. 太元︰晉孝武帝司馬曜年號（公元 376 – 396），共二十一年。 

2. 武陵︰郡名。東晉時治所在臨沅。漢高祖割黔中故治置，郡治武陵（今湖南常德）。 

3. 捕魚為業︰據李善《文選注》曰︰「漁人姓黃，名道真。」可備一說。 

4. 緣︰循也，沿也。 

5. 步︰古代長度單位。歷來規定不一，或為六尺，或為六尺四寸。 

6. 英︰花也。繽紛︰盛貌。 

7. 窮︰盡也。 

8. 彷彿︰謂見不真切而疑似也。 

9. 舍︰通「捨」，棄也。 

10. 才︰僅也。 

11. 復︰再也。 

12. 豁然︰開通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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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曠︰空闊也。 

14. 儼然︰矜莊貌。此處形容房屋之排列整齊。 

15. 阡陌交通︰田間小路，以區界田畝者。《風俗通》云︰「南北曰阡，東西曰陌。」

交通︰交錯相通，四通八達。 

16. 雞犬相聞︰此句意本《老子》︰「鄰國相望，雞狗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

來。」 

17. 衣著︰身上之被服也。著︰○粵  [酌]，[zoek3]；○漢  [zhuó]。外人︰方外或塵外之人。 

18. 黃髮、垂髫︰黃髮︰老人之稱。《詩經．魯頌．閟宮》︰「黃髮台背。」鄭玄箋

云︰「並壽徵也。」因其髮白轉黃，故名。垂髫︰年幼者之稱，以其垂髫為飾也。

髫︰小童之髮也。○粵  [條]，[tiu4]；○漢  [tiɑ́o]。 

19. 要︰約也。○粵  [邀]，[jiu1]；○漢  [yɑ̄o]。劉楨《贈五官中郎將》︰「追問何時會，要

我以陽春。」 

20. 設酒︰設︰陳也。魏晉習用語。設酒︰即陳酒也。《世說新語．雅量》︰「羊曼拜

丹陽尹，客來早者，並得佳設。」 

21. 訊︰音信。消息也。 

22. 絕境︰與世人隔絕之境。 

23. 外人︰此指桃花源以外人，與上文「悉如外人」之「外人」，意義不同。 

24. 具言︰猶盡言也。 

25. 歎惋︰驚歎惋惜。 

26. 扶向路︰扶︰沿也，順也。六朝時方言。《晉書．謝安傳》︰「（羊曇）嘗因石頭

大醉，扶路唱樂，不覺至州門。」扶路，猶今言沿路也。向路，即舊路，謂昔日來

時之路。 

27. 誌︰記也。 

28. 詣太守︰詣︰往候也，進見之意。太守︰李公煥《陶詩析義》謂為劉歆，蓋據陶公

《搜神後記》中《桃花源》事，曰︰「太守劉歆，即遣人隨之往。」惟於史無考，

並無實據。 

29. 劉子驥︰即劉驎之。《晉中興書》曰︰「劉驎之，字子驥，一字道民。」《晉書．

隱逸傳》曰︰「劉驎之，字子駿，南陽人。少尚質素，虛退寡欲，不修儀操，人莫

之知。好遊山澤，志存遯逸。」 

30. 規往︰規︰謀也。錢鍾書《管錐篇》曰︰「規字六朝常用，如《魏書．孟表傳》︰

『云是叔業孤兒，為叔業所遣，規為內應。』又《爾朱榮傳》︰『我本相投，規存

性命。』皆謂意圖也。」規往︰謀往也。策劃前往。一本作「欲往」。 

31. 未果︰未遂、未成也。漢晉間常用語。曹植《與楊德祖書》︰「若吾志未果，吾道

不行。」《晉書．霍原傳》︰「未果而病篤。」 

32. 尋︰旋也，不久之意。 

33. 問津︰津︰渡口。《論語》︰「使子路問津焉。」問津︰本為詢問渡口之所在。後

引伸為問路，尋訪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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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 

 始得西山 1宴遊記 柳宗元 

自余為僇人 2，居是州，恒惴慄 3。其隙 4也，則施施 5而行，漫漫
6 而遊。日與其徒 7 上高山，入深林，窮迴溪 8，幽泉 9 怪石，無遠不到。

到則披草 10 而坐，傾壺而醉。醉則更相枕 11 以臥，臥而夢。意有所極
12，夢亦同趣 13。覺 14 而起，起而歸。以為凡是州之山有異態者，皆我

有也，而未始知西山之怪特。 

今年九月二十八日，因坐法華西亭 15，望西山，始指異之 16。遂命僕

過湘江 17，緣染溪 18，斫榛莽 19。焚茅茷 20，窮 21山之高而止。攀援而

登，箕踞而遨 22，則凡數州之土壤 23，皆在衽席 24之下。其高下之勢，

岈然窪然 25，若垤 26若穴，尺寸千里 27，攢蹙累積 28，莫得遯隱 29。縈

青繚白 30，外與天際 31，四望如一。然後知是山之特出，不與培塿 32為

類。悠悠乎與顥氣 33 俱，而莫得其涯；洋洋 34 乎與造物者遊 35，而不

知其所窮。引 36 觴滿酌，頹然 37 就醉，不知日之入。蒼然暮色 38，自

遠而至，至無所見，而猶不欲歸。心凝形釋 39，與萬化冥合 40。然後知

吾嚮 41之未始 42遊，遊於是乎始，故為之文以志 43。是歲元和四年 44也。 

 

注釋 

1. 西山：位於永州城西。即今湖南零陵。《輿地紀勝》曰：「西山在零陵縣西五里，

柳子厚愛其勝境，有《西山宴遊記》。」 

2. 僇人：僇：○粵  [陸]，[luk6]；○漢  [lù]。古戮字。《廣雅》曰：「戮，辠也。」辠，

古「罪」字。僇人，即僇民，避唐太宗諱改。《莊子．大宗師》曰：「孔子曰：

丘，天之戮民也。」柳宗元貶官永州，故以此自謂也。 

3. 恒 惴 慄 ： 恒 ， 常 也 。 惴 慄 ： 惴 ： ○粵  [ 最 ] ， [zeoi3] ； ○漢  [zhuì] 。 

慄：○粵  [律 ]， [leot6]；○漢  [lì]。恐懼、戰慄。《孟子．公孫丑上》趙岐注曰：

「惴，懼也。」《廣雅．釋訓》曰：「慄慄，懼也。」《詩經．秦風．黃鳥》曰：

「惴惴其慄。」 

4. 隙：空閒時也。 

5. 施施：徐行貌。《詩經．丘中有麻》曰：「將其來施施。」鄭玄箋曰：「施施，

舒行，伺閒獨來之貌。」施施，或解作喜悅自得之貌，粵音則讀為○粵  [移]，[ji4]。 

6. 漫漫：不經意也。《後漢書．仲長統傳》李賢注曰：「漫漫猶縱逸也。」  

7. 徒：同志、同伴。《廣韻》曰：「黨也。」張衡《思玄賦》曰：「朋精粹而為

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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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窮迴溪：窮，盡也。迴，迂迴曲折貌。即王維所謂「行到水窮處」。 

9. 幽泉：幽，偏遠。泉，泉水。 

10. 披草：披，分開。《左傳．成公十八年》曰：「而披其地。」杜預注曰：「猶分

也。」披草，撥開草叢。 

11. 相枕：枕，以頭枕物。相枕，互相以為枕也。 

12. 極：至也。 

13. 趣：通趨，向也，往也。 

14. 覺：醒也。 

15. 法華西亭：《輿地紀勝》曰：「西亭在零陵之法華寺。」永州法華寺西之亭，柳

宗元所建。《永州法華寺新作西亭記》曰：「余時謫為州司馬，官外乎常員，而

心得無事。乃取官之祿秩，以為其亭，其高且廣，蓋方丈者二焉。」 

16. 異之：其與別不同之處。 

17. 湘江：《元和郡縣志》曰：「永州零陵縣，湘水經州西十餘里。」 

18. 緣染溪：緣，沿也。染溪，又名冉溪。在今湖南零陵縣西，為瀟水支流。《輿地

紀勝》曰：「永州：愚溪在州西一里，水色藍，謂之染水。或曰冉氏嘗閣於此，

故名冉溪，又曰染溪。柳子厚更名曰愚溪。」 

19. 斫榛莽：斫：○粵  [爵]，[zoek3]；○漢  [zhuó]。砍伐。榛莽，雜亂叢生之木。榛，

《淮南子．原道篇》高誘注曰：「藂木曰榛。」莽，《說文》曰：「茻，眾草也。

經傳皆以莽為之。」 

20. 茅茷：茷，草葉茂盛貌。《左傳．僖公二十八年》杜預注曰：「茷，草葉多也。」

茅茷，茂密之茅草。 

21. 窮：盡也。 

22. 箕踞而遨：古人坐姿是跪。箕踞，輕慢、不拘禮節之坐姿。即是隨意張開雙腳而

坐，形如簸箕。《莊子．至樂》：「莊子妻死，惠子弔之，莊子則方箕踞鼓盆而

歌。」成玄英《疏》曰：「箕踞者，垂兩腳如簸箕形也。」遨，游也。此作觀賞

解。意謂隨意而坐，游目四盼。 

23. 土壤：土地。 

24. 衽席：坐席。衽：○粵  [任]，[jam6]；○漢  [rèn]。《禮記．曲禮》鄭玄注曰：「衽，

卧席也。」 

25. 岈然窪然：岈：○粵  [蝦]，[haa1]；亦讀作[牙]，[ngaa4]；○漢  [xiɑ̄]。同「谺」，深

谷大空貌。《玉篇》曰：「谽谺，山深之狀。」窪，山谷深凹貌。《說文》曰：

「洼，深地也。」此言居山頂俯瞰，則平原大地如山坳之深廣。 

26. 垤：○粵  [秩]，[dit6]；○漢  [dié]。《說文》曰：「垤，螘封也。」即蟻窩口堆積之

浮土。亦謂土之高者。此言俯視四鄰群山，如同蟻穴一般。 

27. 尺寸千里：眼前尺寸之間，實則相隔千里之遙。 

28. 攢蹙累積：攢：○粵  [全]，[cyun4]；○漢  [cuɑ́n]。聚集。蹙：○粵  [速]，[cuk1]；○漢  

[cù]。緊迫。累：堆疊。積，積聚。形容山勢之緊迫族聚，層疊堆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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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遯隱：同「遁」，隱藏。 

30. 縈青繚白：縈，繞也。繚，纏也。《說文》曰：「繚，纏也。」青，指山。白，

指水。意謂青山白水綢繆纏繞也。 

31. 際：相連、匯合。《淮南子．精神訓》高誘注曰：「際，合也。」 

32. 培塿：培塿，小丘也。培塿：○粵  [堷柳]，[bau6lau5]；亦作○粵  [陪柳]，[pui4lau5]，

○漢  [pǒulǒu]。培塿，又作部婁。《左傳．襄公二十四年》曰：「子太叔曰：部婁

無松柏。」杜預注曰：「部婁，小阜也。」《文選．魏都賦》李善注引作「培

塿」。《方言》曰：「冢，秦晉之間或謂之培，自關而東謂之丘，小者謂之塿。」

郭璞注曰：「培塿，亦堆高之貌。」 

33. 顥氣：顥，通昊。《漢書．律曆志上》顏師古注曰：「昊天，言天氣廣大也。」

又《漢書．司馬相如傳下》載司馬相如《封禪書》曰：「自顥穹生民。」顏師古

注曰：「顥，言氣顥汗也。」 

34. 洋洋：廣大無涯貌。《詩經．衡門》毛傳曰：「洋洋，廣大也。」 

35. 與造物者遊：《莊子．大宗師》曰：「彼方且與造物者為人，而遊乎天地之一

氣。」又《天下篇》曰：「上與造物者遊。」意謂與天地合而為一也。 

36. 引：取也。 

37. 頹然：倒下，酒醉貌。 

38. 蒼然暮色：蒼，深青色。言暮色之深沈也。 

39. 心凝形釋：凝，聚也。心凝，心神凝聚貌。釋，放也。形釋，形體不受拘束。 

40. 萬 化 冥 合 ： 萬 化 ， 萬 物 。 冥 合 ， 暗 合 。 冥 ： ○粵  [ 名 ] ， [ming4] ； 

○漢  [míng]。 

41. 嚮：嚮，同向。從前，過往。 

42. 未始：不曾。 

43. 志：記也。 

44. 元和四年：元和，唐憲宗（公元 806 – 820）年號。元和四年，即公元 809 年。 

 

 

文章寓意 

其人崖岸甚高，所見者亦是孤高。此陶淵明遊斜川，望曾城，而有「傍無依接，

獨秀中皋」之意也。獨立不倚，此君子之強也。西山之怪特，就是「傍無依接」；

「獨秀中皋」，就不與培塿為類。「永州八記」，始於西山；記地歟？記人歟？西山

之怪特，因文而傳；詩人之特立，因文而顯；真是翰墨可為勳績，辭賦直比君子者也。  

林紓《古文辭類篹選本》，即詳言其寫景一段文字，實為學道之寫照，曰：「未

始知山，即未始知「道」也。斫莽焚茅，除舊染之污也。窮山之高，造「道」之深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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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知山之特出，即知「道」之不凡也。不與培塿為類，是知「道」後遠去群小也。

悠悠者，知「道」之無涯也。洋洋者，挹「道」之真體也。無所見猶不欲歸，知「道」

之可樂，恨已往之未見也。於是乎始，自明其投足之正。」 

 

(《積學與涵泳》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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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八 

 鈷鉧潭西小丘記 柳宗元 

 

得西山後八日，尋山口西北道二百步，又得鈷鉧潭 1。潭西二十五步，

當湍而浚者為魚梁。梁之上有丘焉，生竹樹，其石之突怒偃蹇 2，負土而出，

爭為奇狀者，殆不可數。其嶔然 3相累而下者，若牛馬之飲於溪；其衝然角

列而上者，若熊羆之登於山。 

丘之小，不能一畝，可以籠而有之。問其主，曰：「唐氏之棄地，貨而

不售。」問其價，曰：「止四百。」予憐而售之。李深源、元克己時同游，

皆大喜，出自意外。即更取器用，剷刈穢草，伐去惡木，烈火而焚之。嘉木

立，美竹露，奇石顯。由其中以望，則山之高，雲之浮，溪之流，鳥獸之遨

遊，舉熙熙然 4迴巧獻技，以效茲丘之下。枕席而臥，則清泠 5之狀與目謀，

瀯瀯 6之聲與耳謀，悠然而虛者與神謀 7，淵然而靜者與心謀 8。不匝旬 9而

得異地者二，雖古好事之士，或未能至焉。 

噫！以茲丘之勝，致之澧、鎬、鄠、杜 10，則貴游之士爭買者，日增千

金而愈不可得。今棄是州也，農夫漁父過而陋之，賈 11四百，連歲不能售。

而我與深源、克己獨喜得之，是其果有遭乎？書於石，所以賀茲丘之遭也。 

 

 

注釋 

1.  鈷鉧潭：鈷鉧(gu2mou5)，熨斗。潭因形似熨斗而名。 

2.  偃蹇(gin2)：高立貌。 

3.  欽然：高聳貌。 

4.  熙熙然：和樂貌。 

5.  清泠：清秀俊美。 

6.  瀯瀯：流水聲。 

7.  悠然而虛者與神謀：悠長而虛靜的境界與神交流。 

8.  淵然而靜者與心謀：淵深而虛靜的境界與心交流。 

9.  不匝旬：匝，周遍，引申為滿。不滿十天。 

10. 灃(fung1)、鎬(hou6)、鄠(wu6)、杜：地名，唐代京師長安附近。 

11. 賈：通「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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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九 

 蘇軾之無雨無晴 蘇軾 

 

《水調歌頭》 並序 

丙辰中秋
1
，歡飲達旦，大醉，作此篇，兼懷子由 2。  

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不知天上宮闕，今夕是何年 3。我欲乘風歸

去，又恐瓊樓玉宇 4，高處不勝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間！   

轉朱閣，低綺戶，照無眠。不應有恨，何事長向別時圓？人有悲歡離合，

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 6。 

《定風波 》並序 

三月七日 6，沙湖
7
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狽，余獨不覺。已而遂晴，故作此詞。 

莫聽穿林打葉聲，何妨吟嘯且徐行。竹杖芒鞋 8輕勝馬，誰怕？一簑 9煙雨

任平生。  

料峭 10春風吹酒醒，微冷，山頭斜照卻相迎。回首向來蕭瑟 11處，歸去，去

無風雨也無晴。 

 

 

注釋 

1.  丙辰：宋神宗熙寧九年(1076)，時蘇軾知密州。 

2.  子由：蘇軾弟弟蘇轍，時在濟南掌書記。 

3. 今夕是何年：語出託名牛僧儒的傳奇《周秦行紀》，其中有詩云：「香風引到大羅天，

月地雲階拜洞仙。共道人間惆悵事，不知今夕是何年。」 

4. 瓊樓玉宇：用瓊玉築造的樓宇，此指月中宮殿。王嘉《大業拾遺記》：「瞿乾祐於江

岸玩月。或謂：『此中何有？』瞿笑曰：『可隨我觀之。』俄見月規半天，瓊樓玉宇

燦然。」 

5. 嬋娟：本指嫦娥，這裏借指美好的月亮。 

6. 三月七日：時為元豐五年(1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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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沙湖：沙湖在黃州東南三十里。蘇軾想在黃州買田，故往沙湖相田。 

8. 芒鞋：草鞋。 

9. 簑：元本作莎。 

10. 料峭︰形容風冷。 

11. 蕭瑟︰冷清，指剛才遇雨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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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 

 蘇軾之無物不可 蘇軾 

《前赤壁賦》 

壬戌 1之秋，七月既望 2，蘇子與客泛舟遊於赤壁之下 3。清風徐來，

水波不興。舉酒屬客 4，誦明月之詩，歌窈窕之章 5。少焉 6，月出於東

山之上，徘徊於斗牛之間 7。白露橫江，水光接天。縱一葦之所如，凌

萬頃之茫然 8。浩浩乎如憑虛御風，而不知其所止 9；飄飄乎如遺世獨

立，羽化而登仙 10。 

於是飲酒樂甚，扣舷而歌之。歌曰︰「桂棹兮蘭槳，擊空明兮泝流

光。渺渺兮予懷，望美人兮天一方 11。」客有吹洞簫者，倚歌而和之，

其聲嗚嗚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訴。餘音嫋嫋，不絕如縷 12。舞幽壑之

潛蛟，泣孤舟之嫠婦 13。 

蘇子愀然 14，正襟危坐，而問客曰︰「何為其然也 15？」客曰︰

「『月明星稀，烏鵲南飛。』此非曹孟德之詩乎 16？西望夏口，東望武

昌。山川相繆，鬱乎蒼蒼 17。此非孟德之困於周郎者乎？方其破荊州，

下江陵，順流而東也 18，舳艫千里 19，旌旗蔽空，釃酒臨江，橫槊賦詩
20，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況吾與子漁樵於江渚之上，侶魚蝦而

友麋鹿 21。駕一葉之扁舟，舉匏尊以相屬 22。寄蜉蝣於天地，眇滄海之

一粟 23。哀吾生之須臾，羨長江之無窮 24。挾飛仙以遨遊，抱明月而長

終 25。知不可乎驟得，託遺響於悲風 26。」 

蘇子曰︰「客亦知夫水與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 27。盈虛者

如彼，而卒莫消長也 28。蓋將自其變者而觀之，則天地曾不能以一瞬 29。

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 30，而又何羨乎？且夫天地之間，

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 31。惟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

明月，耳得之而為聲，目遇之而成色。取之無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

之無盡藏也 32，而吾與子之所共適 33。」客喜而笑，洗盞更酌 34，肴核

既盡 35，杯盤狼藉，相與枕藉乎舟中 36，不知東方之既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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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1. 壬戌︰宋神宗元豐五年（公元 1082）。 

2. 七月既望︰七月十六日。既望︰望日後的一天。望︰農曆每月十五日。 

3. 蘇子與客泛舟遊於赤壁之下︰蘇子︰蘇軾自稱。赤壁︰即赤鼻磯，在黃州（今湖

北黃岡）西北的長江邊上，宋代時是一處風景名勝。該處屹立着一座紅褐色的山

崖，因為形狀像鼻子，故稱赤鼻磯。當地人誤傳這是三國時孫權、劉備聯兵破曹

操的地方，實際上三國時赤壁之戰的赤壁在湖北省嘉魚縣東北江邊，並不在赤鼻

磯。赤︰紅色。○粵  [cik3]；○漢  [chì]。 

4. 舉酒屬客︰舉杯邀客人同飲。屬︰傾注，引申為勸酒。○粵  [足 ]， [zuk1]；○漢  

[zhǔ]。 

5. 誦明月之詩，歌窈窕之章︰明月之詩︰指《詩經．陳風．月出》一詩。一說指曹

操《短歌行》，詩中有「明明如月，何時可掇」和「月明星稀，烏鵲南飛」之句。

窈窕之章︰指《詩經．周南．關雎》一詩，詩中有「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一句，

與下文「思美人」相呼應。一說仍指《詩經．陳風．月出》一詩，詩有第一章

云︰「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舒窈糾兮，勞心悄兮！」其中「窈糾」與「窈窕」

音近，故云。窈窕︰○粵  [妖，條之陽上聲]，[jiu2tiu5]；亦讀作[秒，條之陽上聲]，

[miu5tiu5]；○漢  [yɑ̌otiɑ̌o]。 

6. 少焉︰過了一會兒。 

7. 月出於東山之上，徘徊於斗牛之間︰斗牛︰二十八宿中的斗宿和牛宿，前者即北

斗星，後者即牽牛星。 

8. 縱一葦之所如，凌萬頃之茫然︰聽任如葦葉般的小船在茫茫萬頃的江上飄蕩。一

葦︰像一片葦葉般的小船。《詩經．衛風．河廣》︰「誰謂河廣，一葦杭之。」

如︰往。凌︰越過。萬頃︰江上水面廣闊之貌。茫然︰曠遠貌。 

9. 浩浩乎如憑虛御風，而不知其所止︰遼闊得像是凌空乘風飛去，不知將停留在何

處。憑虛︰憑空，凌空。御風︰駕着風飛行。語出《莊子．逍遙遊》︰「夫列子

御風而行，泠然善也。」 

10. 飄飄乎如遺世獨立，羽化而登仙︰飄逸得像神仙般飛離塵世，登入仙境。遺世︰

脫離人間。羽化︰道家稱成仙為羽化。 

11. 桂棹兮蘭槳，擊空明兮泝流光。渺渺兮予懷，望美人兮天一方︰桂棹、蘭槳︰桂

木做的棹，蘭木做的槳。棹︰長的船槳。○粵  [驟]，[zaau6]；○漢  [zhɑ̀o]。空明︰

形容月亮映在水中的澄明景色。泝︰逆流而上，同「溯」。○粵  [素]，[sou3]；○漢  

[sù]。流光︰隨水波而閃動的月光。美人︰佳人，所思慕之人。《楚辭》有《思

美人》之篇。古代多以美人比喻君主。 

12. 如怨如慕，如泣如訴。餘音嫋嫋，不絕如縷︰像是怨恨，又像是思慕，像是哭泣，

又像是傾訴。餘音婉轉悠長，像輕柔的細絲線延綿不斷。嫋嫋︰形容聲音婉轉悠

長。嫋︰同「裊」。○粵  [鳥]，[niu5]；○漢  [niɑ̌o]。形容聲音綿延不絕。 

13. 舞幽壑之潛蛟，泣孤舟之嫠婦︰能使潛藏深淵中的蛟龍起舞，孤舟上的寡婦啜泣。

幽壑︰深谷，深淵。嫠婦︰寡婦。嫠︰○粵  [離]，[lei4]；○漢  [l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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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愀然︰憂愁的樣子。愀︰臉色改變，多指悲傷、嚴肅。○粵  [悄 ]， [ciu2]；○漢  

[qiɑ̌o]。 

15. 何為其然也︰簫聲為何這樣悲涼呢？ 

16. 「月明星稀，烏鵲南飛。」此非曹孟德之詩乎︰「月明星稀，烏鵲南飛。」這不

是曹操的詩句嗎？句出曹操《短歌行》，第一章謂︰「月明星稀，烏鵲南飛。繞

樹三匝，何枝可依。」此處蘇軾引前二句。孟德︰曹操，字孟德。 

17. 西望夏口，東望武昌。山川相繆，鬱乎蒼蒼︰向西望是夏口，向東望是武昌，山

川繚繞，一片蒼翠的顏色。繆︰通「繚」，纏繞。○粵  [了]，[liu4]；○漢  [liɑ́o]。

鬱︰茂盛貌。蒼蒼︰蒼翠貌。 

18. 方其破荊州，下江陵，順流而東也︰當他奪取荊州，攻下江陵，順着長江東下之

時。據《三國志．魏志．武帝紀》載︰建安十三年，劉琮率眾投降曹操，操軍不

戰而佔領荊州、江陵。荊州︰今湖北省、湖南省一帶地區。江陵︰今湖北縣名。 

19. 舳艫千里︰極言船多，前後相接，千里不絕。舳艫︰船頭和船尾的並稱。船後持

舵 處 叫 舳 ， 船 前 刺 棹 處 叫 艫 。 多 泛 指 前 後 首 尾 相 接 的 船 。  

○粵  [軸盧]，[zuk6lou4]；○漢  [zhúlú]。 

20. 釃酒臨江，橫槊賦詩︰在江前斟酒舉杯，橫持着長矛賦詠詩篇。釃︰斟。○粵  [施]，

[si1]；○漢  [shī]。槊︰長矛，古代的一種兵器。○粵  [索]，[sok3]；○漢  [shuò]。 

21. 況吾與子漁樵於江渚之上，侶魚蝦而友麋鹿︰何況我和你在江中和沙洲上捕魚砍

柴，以漁蝦為伴，與麋鹿為友。渚︰江中小洲。○粵  [主]，[zyu2]；○漢  [zhǔ]。

麋︰鹿的一種，俗稱「四不像」。○粵  [眉]，[mei4]；○漢  [mí]。 

22. 駕一葉之扁舟，舉匏尊以相屬︰駕着一葉輕舟，舉着酒杯互相勸酒。 

匏尊︰一種用葫蘆做的酒杯。○粵  [咆樽]，[paau4zeon1]；○漢  [páozūn]。匏︰葫蘆

的一種。 

23. 寄蜉蝣於天地，眇滄海之一粟︰如蜉蝣一樣寄生在天地之間，渺小得像大海中的

一顆穀粒。蜉蝣︰亦作「蜉蝤」。蟲名。幼蟲生活在水中，成蟲褐綠色，有四翅，

生存期極短，只能活幾小時。○粵  [浮游 ]， [fau4jau4]；○漢  [fúyóu]。眇︰古同

「渺」，遠，高。 

24. 哀吾生之須臾，羨長江之無窮︰哀嘆我生命的短暫，羨慕那長江流水之無窮無盡。

須臾︰片刻，短時間。 

25. 挾飛仙以遨遊，抱明月而長終︰願被仙人攜帶着一起遨遊，與明月一起長存。

挾 ︰ 攜 帶 。 遨 遊 ︰ 漫 遊 ， 遊 歷 。 遨 ︰ 遊 逛 。 ○粵  [ 翱 ] ， [ngou4] ； 

○漢  [ɑ́o]。長終︰永遠存在。 

26. 知不可乎驟得，託遺響於悲風︰我知道這是不可忽然得到的，惟有把簫聲的餘響

寄託在這悲涼的秋風之中。驟得︰忽然得到，或解作頻頻、屢次得到。 

27. 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逝去者如它（江水）這樣不停流逝，但並沒有流走。語

出《論語．子罕》︰「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斯︰此，指

江水。未嘗︰未曾。往︰流走，流盡。 

28. 盈虛者如彼，而卒莫消長也︰盈虛之事如它（月亮）那樣有圓有缺，但它終究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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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增減。盈虛︰指滿與虧、圓與缺。彼︰它，指月亮。卒︰最終。消長︰增加和

減少。 

29. 蓋將自其變者而觀之，則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要是從它變的一面來看，則天地間

乃不能維持一瞬間不變（即指變化極快）。曾︰乃。一瞬︰一眨眼。佛書中以二

十念為一瞬，二十瞬為一彈指。喻指極短的時間。 

30. 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要是從它不變的角度來看，那麼萬物與

我們都是無窮無盡（即永存）的。 

31. 苟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假如不是屬於我的，則一絲一毫也不取為己用。 

32. 是造物者之無盡藏也︰這是造物者無窮無盡的寶藏。造物者︰古人認為萬物為天

所生成，故稱天為造物者，亦可解作自然。無盡藏︰佛家語，即無窮無盡的寶藏。

藏︰寶藏。○粵  [狀]，[zong6]；○漢  [zɑ̀ng]。 

33. 而吾與子之所共適︰而我與你所能共同前往取用。適︰往，至。 

34. 洗盞更酌︰洗淨酒杯，更換新酒。更︰更換。○粵  [庚]，[gang1]；○漢  [gēng]。 

35. 肴核既盡︰菜肴果品已經吃光。肴︰葷菜。核︰果品。 

36. 相與枕藉乎舟中︰互相枕疊着睡覺。枕藉︰交錯地躺在一起。 

(《積學與涵泳》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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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承天寺夜遊》 

元豐1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2，月色入戶3，欣然起行。念
4無與為樂者5，遂至承天寺，尋張懷民。懷民亦未寢6，相與7步於中庭。 

庭下8如積水空明9，水中藻、荇10交橫11，蓋竹柏影也。 

何夜無月？何處無竹柏？但少閑人 12如吾兩人者耳。 

 

 

注釋 

1. 元豐：宋神宗年號。 

2. 解衣欲睡：脫去外衣準備睡覺。 

3. 月色入戶：月光透過門窗照進來。 

4. 念：考慮。 

5. 與為樂者：可分享快樂的人。 

6. 寢：睡覺。 

7. 相與：一起。 

8. 庭下：庭院中。 

9. 如積水空明：月光皎潔，照到地上像積滿水似的清澈透明。 

10. 藻荇：兩種水草名。 

11. 交橫：縱橫交錯。 

12. 閑人：指不追求名利而具閑情逸致的人。「閑」通「閒」。 

 

(《積累與感興》4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