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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題目及背景 

是次研究範疇為教科書研究，題目為「初中教科書注釋的編排如何協助學生提升文言閱

讀能力」。根據教育局課程發展處(2010)的《新高中課程中國語文》，高中的語文課程需要

「均衡兼顧語文的工具性和人文性」(頁 4)。綜觀現今中學生在公開試的表現，他們在文言

文閱讀理解方面，普遍比閱讀白話文遜色，特別是「工具性」方面，這代表着他們解讀文言

字詞及文本的能力較弱。故此，筆者的畢業論文有意針對文言教學這範疇進行研究。 

另外，筆者在實習期間，發現教科書中文言課文的注釋編排參差，究竟甚麼字詞需要注

解，甚麼字詞可以留白，讓學生根據上文下理去推測詞義，並無一個統一的標準。注釋的主

要功用是解釋專有名詞或較罕見詞語的意思，讓學生感知文章的思想和文化背景，但有部分

的課文注釋卻連文言文中常用虛詞或文言字詞的解釋都直接寫明，這樣學生在理解課文時就

會過份依賴，未能掌握推測詞義的方法。筆者希望透過是次學術研究，了解前線教師對現今

教科書文言注釋編排的看法，藉着對比兩者之間的差異，提供可行的改善建議，從而有效地

提高文言閱讀理解的教學效能。 

 

第二節 研究目的 

是次研究主題其實是受到筆者實習時備課的經驗所啟發，筆者在設計引導問題時發現一

些常見、學生有能力自行推敲詞義的文言字詞都附有注釋，但有一些較艱澀、少見的卻沒

有，令筆者不禁疑惑出版社編排注釋的準則是甚麼，不但沒有配合老師有系統地備課，而且

對於學生掌握推敲詞義的方法亦成效不大，以致他們學習文言文時不得其法，只能以對照和

背誦為主，久而久之，他們對文言文失去興趣，甚至產生抗拒之心。是次研究的目的就是為

了找出現今香港初中中文教科書中，文言注釋的編排準則是否能配合教師和學生的教學需

要，嘗試提出優化的建議，希望可以令學生有系統地學習文言知識，並持續地應用及鞏固所

學，成為一個具獨立閱讀文言文能力的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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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問題 

1. 中學生學習文言文的難點是甚麼？ 

2. 老師在教授文言文時有何難處? 

3. 老師使用教科書注釋的習慣和取態是甚麼? 

4. 教科書注釋的編排是否符合教與學的需要？ 

 

第二章 文獻綜述 

第一節 香港中學生學習文言文的現況 

根據香港考評局(2017)最新的中學文憑考試統計概覽，五萬多名的考中之中，只有約五

成半的考生中國語文科取得三級或以上的成績，即符合入讀大學的要求。羅燕琴（2016）亦

指出中文卷一向被視為「死亡之卷」，而當中必考的文言文閱讀部分表現尤其差劣（頁 vii），

不少考生認為文言篇章是他們失分的重災區，劉潔玲、谷屹欣 (2017)甚至指出不少學生因為

文言基礎薄弱，於公開試中放棄作答文言文閱讀理解的題目(頁 162)。故此，在研究教科書中

的文言注釋前，筆者認為必先了解現今香港的中學生學習文言文的難點和老師教授的情況，

這樣才能確保教科書的文言注釋編排能迎合他們的需要。 

李詠達(2014)分析了由 2007 年至 2013 年的香港公開試語文卷的文言部分題型分佈，發

現其考核的重點主要包括文言字詞解釋/文句語譯、文言語法、內容理解、段落結構分析及表

達手法/修辭技巧 (頁 173)，當中以釋詞及內容理解佔重最多。他綜合了不同學生在報章訪問

的內容，概括出他們學習文言文的三個主要難點︰（一）學生少接觸文言篇章，語料積累不

足，語文基礎薄弱；（二）文言文字詞艱深，形成文字障礙，學生不易理解；以及（三）學生

欠缺文言文的閱讀訓練，未能掌握有效的閱讀策略。羅燕琴亦進一步指出由於文言作品字詞

艱深，內容又脫離實際生活，所以學生完全不明白學習文言文的意義（vii）。而吳善揮(2014)

則認為，由於香港的中學生缺乏基礎的中國文化及文學知識，以致他們的閱讀文言文的表現

受影響。在心態方面，張守菊(2012)指出學生對文言不感興趣，甚至感到厭惡和畏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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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香港中學教師教授文言文的情況 

梁文寧、楊子江 (2000)指出，老師教授文言文的方式呆板，大多停留在詞義講解的階

段。羅燕琴指出現時的老師教授文言文時，主要以直接講解字詞及文意為主，並往往要求學

生背默所學的文言作品，她認為這傳統的教學法難以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頁 vii)。她補充中

文老師為了提高學生的文言閱讀能力，只好要求學生多做練習，但又受課時所限，只能與學

生草草核對答案，未有深入的解釋及探討，學生難以遷移所學(頁 vii)。加上文言知識豐富，

如何讓學生在有限的課堂中學會文言的詞匯、句式及作品背景知識成了中文老師的一大難題

(頁 2-6)。張守菊亦都提出，內地的老師在教授文言文時，取態多和香港教師一樣，重工具

性的教學。這樣雖然可以讓學生明白課文內容，但卻會令學生依賴口頭或書本的解釋，失去

了思考、推敲意思的機會。她認為老師巧妙的提問，引導學生思考字詞或語句的意思，更能

提升學生學習文言文的效能。 

對此，廖佩莉 (2015)建議語文老師利用線索提問的方式刺激學生思考，借古今義的差

異、上文下理、形訓法、比較法、認識不同句式特點等方法，引導學生推敲詞或句義。這樣

就能訓練學生獨立分析文言文的能力，避免對老師的講解或課本注釋過分的依賴。黃馨儀

(2002)亦指出，如果老師能在學生閱讀篇章前，先加強他們的前置知識，讓他們對相關作品

有基本的認識和了解時，他們的閱讀信心就會大增，閱讀焦慮都會相應減少。 

 

第三節 中文教科書注釋的編排 

徐聰 (2001)認為，語文教材的編寫應能幫助學生「學會學習」，一步步提高他們的自學

能力(頁 27)。要訓練學生獨立閱讀理解文言文的能力，注釋的編排就要作出相應的配合，相

輔相成。何文勝(2003)指出現時市面流通的教科書均有完整度不足的問題，對於學生能力訓

練的銜接處理不理想。學習材料隨意性強，很多時面面俱到，但各教材之間卻沒有有機的連

繫 (頁 229-252)。馬顯慈 (2008)檢視了香港兩本中三的中文教科書文言注釋及練習編排的情

況，發現課本的注釋過於模糊。這個情況特別常見於通假字上，例如「萁在釜中然」中的

「然」，教科書的注解就只寫了「同燃」，這種處理通假字的手法常見於香港的教科書。另

外，他亦認為書裡課後的文言練習未能呼應課文的內容，即使注釋或課文提過，練習的題目



7 
 

卻完全抽離，未能起延伸、鞏固的角色。雖然筆者只找到馬顯慈一位學者研究香港文言教材

的編排對文言教學成效的影響，但並不代表內地學者的發現和建議不能套用到香港的情況

中。吳立友 (2009)認為注釋大致可分為兩類︰詞義注釋和文意注釋，前者為該字詞的基本

義或常見義；後者則為它在這文本中的特定意思，只適用在這類的語境。根據他的統計結果

顯示，不少的課本注釋為文意注釋，只要脫離了文本的語境，詞義就會出現偏差，不利於學

生把知識轉移到其他文章上。王正堂 (2004)則指出過多過細的文言注釋會「剝奪學生思

考、推斷的權利 (頁 26)」。他認為文言文和白話文並非兩個獨立的個體，而是一脈相承的。

只要學生能學會借助文本的語境進行推測，反覆的練習，加上誦讀，他們就能理解全篇文章

的大部分內容。但如果課文注釋過詳過細，學生只會依賴對照注釋去理解文章，獨立分析文

意的能力自然較弱。麥劍芬 (2009)則進一步列明內地中文教科書現存文言注釋的八個問

題︰「該注而未注、注錯、注而未詳、注釋術語不系統、不明詞例、多注、注而不透和釋義

過簡 (頁 15)」，筆者相信上述學者所列的問題有部分亦出現在香港的教科書中，有待日後研

究再深入探討。另外，麥劍芬亦同意王正堂要教導學生聯繫文章語境去推敲詞義的說法，並

強調老師教授文言文時要「有意識地結合文本的政治、歷史、文化等背景」(頁 16），讓學生

明白語言文字除了表意外，還有傳承文化的作用。 

 

第三章 研究設計及實施 

第一節 研究對象 

筆者認為初中時期是學生建構文言文知識根基的重要時期，適切的教科書注釋編排有

助學生培養閱讀及理解文言作品的能力，為將來銜接到高中的課程打好基礎。故此筆者是次

研究主要比對香港初中中國語文出版教科書的文言注釋編排，高中的中文教科書或十二篇範

文的注釋安排則不在研究範圍之內。 

另外，由於香港並未有就各出版社的教科書銷量或學校的採用度作公開、大規模的統

計，故此本次研究只能依照教育局的適用書目表 (2018)，隨機抽出三套香港中學可採用的

初中中國語文教科書，分別是初中互動中國語文(2014) (下稱 A 書)、啟思中國語文 (第四版) 

(2014)(下稱 B 書)以及初中中國語文 (第二版) (2015) (下稱 C 書)作比對和分析，望從中查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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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已出版教材的文言注釋編排對老師教學的適切程度。同時，由於是次研究的規模不大，故

此研究的對象只是針對適用書目表上已出版的教科書，而校本設計的課文則不在選擇之列。 

 

第二節 主要研究方法與設計 

是次研究以質化和量化研究並用的方式進行。筆者先從所選的三套教科書中，抽出它們

共同收錄的文言課文，再利用表格對比和分析各書在注釋編排及內容上有甚麼分別。與此同

時，筆者亦設計了一份問卷，收集在職老師及已到中學實習的準老師們使用教科書文言注釋

時所遇到的問題，以及了解他們在同一文本上注釋取態的異同，以第一使用者的角度作分層

比較，看看現今初中教科書的文言課文注釋編排是否能迎合前線老師的教學需要。 

 

第四章 研究結果及分析 

第一節 老師教授文言文的難處 

是次研究以問卷的形式訪問了 46 位在職老師和準中文教師的意見，其中在職老師人數

有 10 名，全部受訪者均有在中學教授文言課文的經驗，並且在教學時使用出版的教科書。在

職老師當中，有 5 位的教學年資為 5-10 年，有 2 位更超過 10 年。為了更有效比對準中文教師

和在職中文教師在教科書注釋編排上意見的異同，筆者於問卷各題的結果上皆獨立抽出在職

老師的回應，利用兩組獨立的數據呈現結果，方便進一步的比較和分析 (詳見附錄二乙)。 

首先，問卷的第一部分問及教師們教授文言文時的最大難處，超過四成的老師認為學生

對文言文的學習動機不大，難以激發他們學習的興趣。同時亦有超過三成半的老師認為學生

的文言知識薄弱，成為了他們教授文言課文的一大阻礙。反之，課時不足和文言作品與現今

時代脫節兩項分別只有一成的受訪者認同是教授文言課文的主要難處，而獨立地看在職老師

的回應亦顯示出相約的結果 (見下表 1.1)。同樣地，當問及學生普遍對文言文的態度時，約八

成的老師認為學生的態度被動抗拒，超過兩成的老師更認為學生的態度只得 1 分，即最低的

分數。在職老師的意見亦相近，全數在職老師的評分不高於 2 分，反映在教師眼中學生對文

言課文的抗拒度極大 (見下表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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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問卷 Q1︰你教授文言文時最大的難處是甚麼? 

 

 

 
1 分 

(被動抗拒) 
2 分 3 分 4 分 

5 分 

(主動積極) 

總回應人數 

(%) 
10 (21.7%) 27 (58.7%) 9 (19.6%) 0 (0%) 0 (0%) 

在職教師回

應人數 (%) 
3 (30.0%) 7 (70.0%) 0 (0%) 0 (0%) 0 (0%) 

表 1.2 問卷 Q2︰學生普遍對文言文的態度是甚麼? 

學生對文言文的學習

動機不大; 39; 42%

學生文言知識薄弱; 

34; 37%

作品內容難以聯繫現

今社會，引起學生共

鳴; 8; 9%

課時不足，課堂只能集中教授文言文知識

和淺層內容理解，未能作深層分析; 11; 12%
其他; 0; 0%

在職教師及準教師回應

學生對文言文的學

習動機不大; 9; 45%

學生文言知識薄弱; 

7; 35%

作品內容難以聯繫現今社會，

引起學生共鳴; 2; 10%

課時不足，課堂只能集中教授文言文知識和

淺層內容理解，未能作深層分析; 2; 10%

其他; 0; 0%

在職教師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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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藉此推論現今學生文言閱讀水平低下，問題並非出自硬件身上，即使課時充足、作

品主題及內容亦與現今社會狀況有關連，對於提升學生閱讀及理解文言作品的能力亦未必有

很大的幫助。關鍵在於學生學習文言作品的心態，他們早已本着一顆抗拒的心來學習文言課

文，加上本身文言知識薄弱，要理解作品內容和深層思想當然困難，最後為了應付測考，只

好死記硬背，進而更討厭接觸和學習文言作品，形成一個死循環。要改善這個情況，固然需

要依賴老師的耐心和創意，選取合適的教學方法引導學生，改善課堂的學習氣氛，讓他們重

新接受文言文。但在文言知識薄弱的問題上，除了有賴平日的課堂外，教科書的注釋如果編

排得宜，對提升學生文言理解及自學能力亦有一定的幫助，故筆者將於後段探討一下老師對

注釋編排的需要和取態。 

 

第二節 教師使用教科書文言注釋的情況及滿意程度 

筆者利用問卷第二部分，調查教師平日使用教科書的習慣和依賴程度，發現他們備課或

教授文言課文時，大部分都會參考教科書的注釋，超過八成的受訪者評分為 3-4 分 (5 分為完

全依靠注釋)；而在職教師之中，六成評分為 3，反映他們並不單一依賴教科書的注釋，仍會

利用其他的途徑去分析文本內容。問卷亦問及教師們教授文言課文時，會否先讓學生語譯課

文，也就是利用白話的方式翻譯文句。結果顯示，選擇「會」與「不會」的比例相約，當中

亦有準教師指出，是否要求學生語譯文章，要視乎篇章的難度和長度而定，如果課文較長，

會以填充的方式讓學生預習。而在職教師方面，亦有一位教師指出有時他會直接提供語譯給

學生，反映教師對教科書注釋的依賴程度不高，他們會因應作品的難易長短作彈性的調節，

以配合課堂的教學。而語譯作品亦只是為了讓學生初步感知內容，學生要深入理解課文的

話，仍有賴老師進一步的教授和引導。 

其後，筆者利用問卷的第三部分調查教師使用教科書文言注釋的情況及滿意程度。首

先，不論是準教師還是在職老師，他們在教授文言課文時，均曾試過課文中有些重點字詞沒

有注釋，超過四成的評分為 3 分；不少受訪者表示曾遇過課文中的注釋和教科書後的語譯練

習重疊，只有不足一成的受訪者從未遇過此情況，反之亦有一位受訪者表示經常遇到這問

題，反映出版教科書的注釋及課後練習編排質素參差；當問及學生會否只顧參照注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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欠缺思考及推斷，超過七成半的受訪者評分達 4 分以上。至於注釋會否太繁多冗長，查閱麻

煩一題，在職教師和準教師的意見分歧，超過七成的準教師評分為 2-3 分，即查閱注釋尚算

簡便，相反，四成的在職教師給予 4 分，認為頗常覺得注釋過長，查閱麻煩。筆者估計此等

分歧的原因有二︰(一)準教師的教學經驗較少，故此他們需要較詳盡的注釋協助備課，鞏固

對該課文內容的知識，而在職教師的教學經驗較多，本科知識亦積累深厚，故只需簡明的注

釋作提示即可；(二)可能與受訪者的年紀有關，由於教科書文言課文的注釋多放在課文該頁

的下方，字型較少且密集，年紀愈大，在芸芸字海中查閱注釋或會感到不便，以致此題的結

果出現明顯的差異。另外，當問到教科書中的文言注釋曾否出現過問題，當中可以是所標的

字詞讀音、詞性、典故等不正確時，主流的評分為 2 分，有超過四成半的受訪者選擇，亦約

有兩成半的受訪者表示未試過教科書注釋出錯的問題，反映出版教科書的注釋準確度甚高。

值得一提的是，題 5(b)、5(c)及 5(e)中幾乎各個評分均有受訪者選擇，進一步反映教科書注釋

的編排質素不一。 

筆者在統計及整理三套教科書在共同收錄的文言課文注釋時，亦發現了解釋不一的問

題。是次研究範圍為中一至中三的中文教科文言課文注釋，而三套研究教科書在此範圍內共

同收錄的課文，一共 13 篇 (見下表 2.1) ︰中一、二各有四篇；中三則共同收錄了五篇。 

 作者 課文 A 書 B 書 C 書 

1 歐陽修 〈賣油翁〉 一上 (講) 一下 (講) 一上 (導) 

2 伕名 〈木蘭辭〉 一上 (選) 一上 (導) 一下 (講) 

3 白居易 〈燕詩〉 一上 (選) 一上 (講) 一上 (講) 

4 伕名 〈岳飛之少年時代〉 一下 (選) 一上 (講) 一下 (選) 

5 劉蓉 〈習慣說〉 二上 (講) 二下 (選) 二下 (講) 

6 陶淵明 〈歸園田居〉(其一) 二下 (講) 三上 (講) 三下 (講) 

7 彭端淑 〈為學一首示子姪〉 二下 (講) 二下 (講) 二下 (講) 

8 張岱 〈湖心亭看雪〉 二下 (選) 二下 (選) 三上 (導) 

9 周敦頤 〈愛蓮說〉 三上 (講) 二下 (講) 二上 (講) 

10 李煜 〈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時有〉 三上 (選) 三上 (導) 二下 (講) 

11 蘇軾 〈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 三上 (選) 三上 (講) 二下 (講) 

12 馬致遠 【越調】〈天淨沙‧秋思〉 三上 (選) 三上 (講) 二下 (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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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林嗣環 〈口技〉 三下 (講) 二下 (選) 三上 (講) 

表 2.１︰三套教科書共同收錄的文言課本列表 

筆者整理及比對了Ａ、Ｂ、Ｃ書對以上 13 篇課文的注釋編排 (詳見附錄二丙表一)，發

現三套教科書中相同字句的注釋內容大致相近，只是在排序和用字上存在少量的差異，這部

分會在本章第四節詳述。但〈歸園田居〉(其一)一課中對「一去三十年」一句的解釋，三書

則出現明顯的分歧︰A,C 書認為這屬「十三年」之誤，並以陶淵明為官的年期作証；B 書則

列明此句的意思有兩個說法︰「十三年」和「指虛數，表示時間之多。」，並以不同學者的論

述作雙向的論証，讓學生可以按文本內容自利分析較可取之處，此舉與其餘兩書不同。在

〈賣油翁〉一課，A,B 書就文中「因」字的意思亦有出入，A 書認為此字解「於是」；B 書則

認為是「隨即」，雖然參照文意，兩者都言之成理，但獨立地看兩者的詞義，則有些微的差

異。在《湖心亭看雪》一課中，A 書認為「拏」同「拿」，解僱用；B、C 帕則認為此字解

「牽引」，此例的詞義分歧就更明顯了。另外，在詞性的判斷上，三套教科書的看法亦有分

歧，《愛蓮說》一課中，A, B 書均認為「噫」字的詞性為歎詞，表示歎息，相當於「唉」；C

書雖然解釋一樣，但是卻標示此詞的詞性為「語氣助詞」，這亦進一步印證了問卷調查中老師

對注釋準確度意見存分歧的原因。 

至於問及各受訪者認為教科書的注釋對他們教授文言文的幫助有多大時，超過六成認為

有 4 分，即課本中的文言注釋對教學頗有幫助；而在職教師亦有八成給予 3 分以上的評分，

肯定教科書文言注釋的作用。接近九成半的受訪者認為現時所採用的教科書文言注釋編排及

內容的滿意度有 3-4 分，當中約七成給予 3 分，可見前線老師對現時教科書的文言注釋編排

態度持平，仍有改善的空間。 

 

第三節 三套教科書的注釋編排 

筆者發現三套教科書即使所選文本一樣，注釋編排的取向亦大有差別。根據李娟 

(2016)，教科書注釋的內容大致可分為三類︰(一)、題解、作者及背景；(二)、文史資料以及

(三)、語義詮釋(頁 7)。王寧 (1996) 把前兩項歸類為提示性注釋，以作品相關背景資料為主；

後者則可歸類為釋義性注釋，以解釋字、詞、句甚至段意為主。而釋義性注釋又可再細分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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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義注釋和文意注釋兩種。語義注釋指的是「表述或顯示文言文詞的概括義和句子的句面義 

(頁 250)」的注釋；文意注釋則是「陳述詞句在文章中的內在含意 (頁 250)」。除了 B 書外，

其餘兩套書均把提示性的注釋放在預習或課後延伸部分，當中包括了簡略的作者生平背景、

作品時代背景、與作品內容相關的文化、風俗資訊等，讓學生在閱讀作品前，已能初步感知

語境。反之，B 書把此類的注釋放在課文頁底的注釋當中，估計是為了方便使用者可以邊看

注釋邊理解內容。 

筆者綜合以上學者的看法，把香港現行教科書的注釋大致分為七類︰古代專有名詞/用

語、難點字/罕見字的讀音和意思、詳細典故及出處、該字詞的詞性、常用虛詞的用法、整句

文言句子的意思以及常用文言實詞的意思。由於現時香港教育局並未就中學生應學會的文言

字詞製作常用字詞表，故常用文言實詞的定義筆者參考了徐莉莉主編(2005)的《中學文言文常

用字辭海版》及施開誠 (2010)的《高初中 300 個文言文實詞表解》，整理了一個「常用文言文

實詞列表」(見附錄二乙頁 31)，並以此為是次研究分類的標準。根據以上的分類，三套所選

教科書的注釋整體注釋分佈如下︰ 

 

 

 

 

 

 

 

 

 

 

 

可見出版教科書的文言注釋主要集中在古代專有名詞及用語、難點字/罕見字的讀音和意

思及整句句子的意思三方面，各佔比重約兩成半。而字詞的詞性和詳細典故/出處則佔最少，

分別佔百分之四及百分之一。筆者繼而利用上述的結果與問卷第四部分題 8 的調查結果作比

對 ，從中比較一下教師的需求是否和現今出版書籍吻合，結果發現兩者的意見有些出入(見

下圖 3.1)。 

古代專有名詞或用

語, 154, 25%

常用虛詞的用法, 

93, 15%

字詞的詞性, 23, 4%

難點字/罕見字的

讀音和意思, 138, 

23%

常用文言實

詞的意思, 

58, 9%

整句句子的意思, 

144, 23%

詳細典故/出處, 

5,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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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問卷 Q8︰按照教學經驗，你認為教科書中文言課文的注釋應包括以下哪幾樣? 

問卷中亦附上了「常見文言實詞」的參考列表，讓老師了解是次研究中「常見文言實

詞」的定義。調查結果顯示，前線老師認為難點字/罕見字的讀音和意思以及古代專有名詞或

用語最為重要，分別佔了整體的兩成八及兩成半，此與出版教科書分佈結果相符。可是，在

職教師及準教師均認為詳細的典故/出處應排第三，其中更佔了在職老師總回應的兩成二；反

而在出版教科書中比重不少的「整句句子的意思」在問卷調查中佔最少，只有半成。另一個

差距較大的選項為「該字詞的詞性」，有超過一成的前線教師認為它應包含在課本注釋內，

但在實質出版的教科書中，只有不足半成的注釋標有詞性，這都反映現行的出版教科書與前

線教師的教學需求有落差。 

 

第四節 教師的實際需要及其注釋編排上的取態 

於是，筆者進一步利用問卷第四部分第 9 題，抽取了三套教科書中，共同課文的部分節

錄，請老師按照其教學經驗，選出當中最好的注釋或需要注釋的部分，從而了解他們對現行

教科書文言注釋的意見及取態。先是問及「左氏春秋」一詞的注釋 (詳見附錄二甲部題 9a)，

三套教科書的注釋側重點各有不同︰A 書的注釋主要介紹了《左氏春秋》的別名、作者、出

版時期及簡短的內容重點；B 書的注釋包含了出版時期、書籍類別以及內容的概括大要；C

古代專有

名詞或用

語; 8; 29%

常用虛詞

的用法; 1; 

4%

該字詞的

詞性; 2; 

7%

難點字/罕見字

的讀音及意思; 

8; 30%

整句句

子的意

思; 1; 

4%

詳細典故

/出處; 6; 

22%

常見文言詞的意

思; 1; 4%
其他; 0; 

0%

在職教師回應

古代專有

名詞或用

語; 38; 

28%

常用虛詞

的用法; 

11; 8%

該字詞的

詞性; 17; 

12%

難點字/罕

見字的讀

音及意思

及意思; 

34; 25%

整句

句子

的意

思; 7; 

5%

詳細典故/

出處; 21; 

15%

常見文言詞的意思; 

10; 7%
其他; 0; 

0%

在職教師及準教師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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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則介紹了《左傳》的別名、作者和書籍類別。調查結果顯示超過八成的教師認為 B 書的注

釋較好(見下表 4.1)，而在職老師的回應結果亦相若，有七成的受訪者選擇 B 書，反映即使是

介紹古籍這類的提示性注釋，老師都期望教科書提供的注釋能簡要地概括一下書的內容，讓

學生對書本有基本的認識，而不是單純列明作者、書籍別名、出版年期等硬知識。 

 

 

 

 

 

 

 

 

表 4.1 問卷題 9a︰以下是從三套教科書中抽取出來的注釋，請按教學經驗，選出你認為

對《左氏春秋》較好的注釋 

而釋義性注釋方面，筆者選擇了《愛蓮說》一文中「濯清漣而不妖」一句 (詳見附錄二

甲部題 9b)，請老師在三套教科書的注釋中選出較好的一個。是次三書的注釋差異不大，難

點字解釋部分亦同樣選了「濯」、「清漣」及「妖」作詳細注釋，主要是在排序和用字上有些

微的分別︰A 書先語譯整句的意思，然後再就句中難點字作分項解釋，並附上粵、普讀

音。；B 書則只列出各難點字的解釋，並附上各字的粵、普讀音，其解釋亦最為精簡；C 書

則先解釋各難點字的意思，然後再以白話解釋整句的意思，讀音方面只標示了「濯」的粵、

普讀音。調查結果顯示(見下表 4.2)，超過六成的受訪者認為 B 書的注釋較好，C 書亦佔了三

成三，A 書最少，只有不足一成的受訪者選擇。而在職老師的結果相若，只是 B,C 書的距離

有所收窄，分別佔了五成及四成。筆者藉此結果推論，前線老師的注釋取態傾向精簡、易

明，若能一針到位，讓學生感知詞義的話，有沒有整句句子的意思亦不成問題。 

及後，筆者利用中二課文《為學一首示子姪》的節錄以及三書的注釋，請老師按照其教

學經驗，判斷這些出現在教科書中的注釋有沒有必要列明在課本之中(詳見附錄二甲部題

9c)。結果顯示 10 個被收錄在三套所選教科書的注釋(見下表 4.3)，只有三個是大部分受訪者

A; 1; 10%

B; 8; 80%

C; 1; 10%

在職教師回應

A; 4; 7%

B; 41; 75%

C; 10; 18%

在職教師及準教師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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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認為有必要在教科書下注釋，其他的均可以由老師口頭作解釋或版學生利用已有知識自

行推敲。 

 

 

 

 

 

 

表 4.2 問卷 Q9b︰以下是教科書就《愛蓮說》一文中「濯清漣而不妖」的注釋，請按你

的經驗，選出較好的一個 

 
有必要在教科書下注

釋 

沒有必要，可由老師

口頭解釋 

沒有必要，可由學生

利用已有知識自行推

敲 

不逮 (注︰不及) 14 (30.4%) 2 (20.0%) 19 (41.3%) 5 (50.0%) 13 (28.3%) 3 (30.0%) 

旦旦 (注︰天天) 9 (19.6%) 0 (0%) 22 (47.8%) 6 (60.0%) 15 (32.6%) 4 (40.0%) 

怠 (注︰懶惰) 7 (15.2%) 2 (20.0%) 9 (19.6%) 2 (20.0%) 30 (65.2%) 6 (60.0%) 

迄乎成 (注︰迄，達到。即

達到成功) 
37 (80.4%) 8 (80.0%) 8 (17.4%) 2 (20.0%) 1 (2.2%) 0 (0%) 

敏(注︰靈活、聰敏) 4 (8.7%) 1 (10.0%) 8 (17.4%) 2 (20.0%) 34 (73.9%) 7 (70.0%) 

屏棄 (注︰拋棄、廢棄) 4 (8.7%) 1 (10.0%) 10 (21.7%) 2 (20.0%) 32 (69.6%) 7 (70.0%) 

聖人 (注︰孔子) 9 (19.6%) 1 (10.0%) 25 (54.3%) 6 (60.0%) 12 (26.1%) 2 (20.0%) 

卒於魯也傳之 (注︰魯，愚

鈍，這裡指孔子的學生曾

參；傳，承傳) 

40 (87.0%) 8 (80.0%) 4 (8.7%) 1 (10.0%) 2 (4.3%) 1 (10.0%) 

用 (注︰指對人所起的作

用) 
11 (23.9%) 2 (20.0%) 24 (52.2%) 5 (50.0%) 11 (23.9%) 3 (30.0%) 

豈有常哉 (注︰豈有，哪裡

有；常，恆常不變，這裡

指常規、慣例；哉，呢) 

23 (50.0%) 5 (50.0%) 13 (28.3%) 3 (30.0%) 10 (21.7%) 2 (20.0%) 

表 4.3 問卷 Q9c︰以下是中二課文《為學一首示子姪》的節錄，而括號內的則是三套教

科書所附的注釋，請按你的經驗，看看以下的注釋是否必要。 

A; 1; 
10%

B; 5; 
50%

C; 4; 
40%

在職教師回應
A; 3; 6%

B; 28; 
61%

C; 15; 
33%

在職教師及準教師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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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 9d 題，筆者請受訪者在中三課文《口技》的節錄中，自行列出他認為有需要下注

釋的詞句，發現普遍準教師認為需要下注釋的詞句較在職老師多 (見下表 4.4)，共有六個，

分別是「善」、「口技」、「隅」、「撫尺」、「少頃」以及「譁」；而在職教師只有三個，分別是

「隅」、「少頃」以及「譁」。 

 受訪者認為有需要編

寫注釋的詞句 
準教師的回應人數 在職教師的回應人數 

1.  善 9 1 

2.  口技 8 0 

3.  者 1 0 

4.  京中有善口技者 0 1 

5.  會 4 1 

6.  宴 1 0 

7.  會宴客 1 0 

8.  會宴客大宴 2 0 

9.  廳事 1 0 

10.  隅 16 6 

11.  東北隅 2 0 

12.  施 6 1 

13.  尺 1 0 

14.  屏幛 6 0 

15.  撫尺 10 2 

16.  團 1 0 

17.  坐 1 0 

18.  頃 0 1 

19.  少頃 15 4 

20.  但 1 1 

21.  撫 2 1 

22.  但聞屏幛中撫尺一下 1 1 

23.  寂然 1 0 

24.  滿坐寂然 0 1 

25.  譁 11 5 

26.  無敢譁者 0 1 

表 4.4 問卷 Q9d︰以下是中三課文《口技》的節錄，請按你的經驗，列出你認為有需要

編寫注釋的詞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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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於是以此數據與三套教科書的注釋作比對(見下表 4.5)，發現教科書普遍所下的注釋

都比大部分受訪者所要求的多，當中「京」、「廳事」、「團坐」及「滿坐寂然」這四個教科書

列明的注釋，在訪問中只有不多於一名受訪者選擇，反映教科書的注釋編排與老師的需求有

出入，甚至有注釋過多的問題出現。 

 

  A 書 B 書 C 書 

1.  京 京城，指當時的北京。   

2.  A,B︰會 

C︰會賓客大

宴 

適逢，正趕上的意思。 適逢。 會，適逢。 

宴客大宴，倒裝句，應為

「大宴會客」。 

全句意思是適逢一家人大擺

酒席請客。 

3.  廳事 本指官府辦公的地方，這裡指

大廳、客廳。 

大廳、客廳。 原指官吏辦公的地方，後泛

指客廳。 

4.  隅 角落 [粵、普] 角落。 [粵、普] 角落。[粵、普] 

5.  施 放置、安放。  放，佈置。 

6.  屏幛 指屏風、圍帳一類用來擋風或

遮擋視線的家具。 

幛︰原指題上字的布帛，作為

慶賀或弔唁的禮物。[粵、普] 

  

7.  撫尺 又稱「醒木」，用木或玉石製

成。表演者用來拍擊桌子，吸

引觀眾注意的道具。 

醒木，表演者用來指桌子引起

聽眾注意的硬木塊。 

又稱「醒木」，是說唱藝人

用來拍撃桌子，以引起聽眾

注意的道具。 

8.  團坐 圍繞而坐。 

圍︰圍繞、聚合。 

  

9.  少頃 不一會兒。 

頃︰片刻。[粵、普] 

 片刻，一會兒。 

10.  滿坐寂然 全場都靜悄悄的樣子。 

坐︰通「座」，指座位。 

寂然︰安靜、沒有聲音。 

  

11.  譁 喧嘩，高聲說話。[粵、普] 也作「嘩」，喧嘩，胡亂發出

聲音。[粵、普] 

喧鬧、吵嚷、大聲說話。

[粵、普] 

表 4.5 三套教科書就所選節錄文本中所收錄的注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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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 

第一節 主要研究結果 

1. 教科書的注釋編排及內容和老師的需求有出入 

根據第四章的問卷調查結果顯示，雖然大部分在職教師和準教師對於現行的出版教

科書注釋內容及編排上的滿意度達 3 分以上，但是教科書中的注釋仍存在不少的問題，

例如注釋出錯、與課後練習題目重疊、重點字詞沒有注釋等。另外，出版社與前線老師

對文言課文應有的注釋取態亦有少量的分歧，在前線老師的角度看，除了古代專有名詞/

用語以及難點字/罕見字的讀音和意思要包含在課本注釋內外，詳細的典故/出處的數量亦

應增加，讓學生更深入感知作品的時代背景及感情色彩。與此同時，前線老師亦覺得注

釋應多包含該字詞的詞性，反而整句句子的意思則不在首選之列。 

即使教科書的注釋選取得宜，其內容亦未必符合老師的教學需要。以《左氏春秋》

一注為例，雖然前線教師都認為有需要就此詞下注釋，但就注釋內容而言，老師傾向選

擇能簡述書本主題及內容的注釋，而不是單純列出書本的別稱、出版年期、作者等。畢

竟後者的資料學生可以輕易在網上或參考書查找得到，對於提升他們對字詞的認識沒有

太大的幫助。 

 

2. 教科書文言注釋過多 

綜合問卷第四部分的結果，其實很多字詞可以由學生自行推敲意思或由老師口頭講

解，不用在課本注釋中列明，這樣才能訓練學生的思考能力和培養推敲詞義的習慣，畢

竟考試時文言篇章的注釋量總比課本所提供的少，及早培養學生推測詞義的能力對他們

之後銜接高中的語文課程及理解範文有莫大的幫助。 

另外，筆者在整理三套教科書的共同文言課文注釋時，發現三套書都有出現重覆注

釋的問題 (詳見附錄二丙表三)。以 A 書為例，在中一課文《岳飛的少年時代》中，它在

注釋中解釋了「益」字的意思為「更加」。在中三的課文《愛蓮說》中，「益」字再次收

編到注釋當中，同樣解作「更加」。筆者應為「益」字一詞為常用文言字，既然在中一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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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介紹過，中三就沒有必要編入注釋中再次解釋了，反而可以收到課後練習當中，作查

考學生已有知識之用，以免學生過分依賴注釋，筆者會於下一節詳加闡述。 

 

第二節 優化及改善建議 

綜合以上的發現，無可否認，雖然研究中大部分的受訪者意見一致，但仍有不少老師持

不同、甚至相反的意見，教科書的注釋難以做到面面皆圓。故此，筆者嘗試提出一些可行的

優化建議，期望能令教科書的注釋更切合前線教學的需要，提升學與教的效能。 

 

1. 課本注釋宜分教師用及學生用兩種 

教科書注釋一方面是學生的學具，同時亦是老師的教具，而老師和學生對於注釋的

需求不見得相同，筆者認為，老師的注釋宜詳細、深入一點，讓他們可以透過備課，深

入掌握文本的內容及情感，然後再按學生的程度彈性調節講解的深入度；學生的注釋則

要簡明、精準，讓他們可以快速掌握詞義的同時，留有空間讓他們思考及推敲文句的深

意。惟筆者發現現今教科書中的文言注釋是老師和學生共用的，這樣做難免會出現注釋

過多及學生過分依賴的問題。故筆者建議出版社在編排文言課文的注釋時，可以分開教

師用及學生用兩種注釋，並在學生課本的注釋部分留有筆記欄，讓老師可以自行因應學

生的程度，補充及解釋詞義，令教材更加彈性。 

 

同時，學生用的注釋亦可以採用填充的方式，把該課注釋的部分重點留白，讓學生

透過課堂的講解或課前的預習，補回答案。這樣做一方面可以加強學生上課的專注度，

刺激他們的思考，提高學習動機以及培養查閱注釋的習慣，另一方面亦讓他們透過查找

答案及記錄的過程，加深對該字句的印象，慢慢累積文言的知識。出版社亦可善用課後

的練習，把一些已在較早年級注釋過的常用文言字詞收錄到課後的練習題中，讓學生以

螺旋式建構及鞏固文言知識的同時，省去重覆下注、注釋過多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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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提供常用文言字詞的詞性分析 

同一個文言字詞，其詞性不同，意思亦完全不同。如果讀者能結合上文下理，

準確判斷該字詞的詞性，對於他們理解詞義甚至文義有一定的幫助。故此筆者建議

教科書能在注釋中提供常用文言字詞的詞性，這樣學生就可以在查閱解釋的同時，

累積文言詞匯的知識。及後學生就可以透過分析該字詞在文本中的詞性，推測其意

思。 

 

筆者綜觀三套研究教科書，雖然也有在注釋中列明字詞的詞性，但並非每一個

都有標示，短句的注釋就更鮮有拆開字句分析了。當中以 C 書對詞性的分析最多，

B 書最少。筆者建議教科書為每一個常用的文言字詞標上詞性，方便學生溫習及分

析文本，對培養他們的自學能力相信會有一定的幫助。 

 

3. 按年級減少注釋的數量 

另外，筆者建議出版社可以按年級逐步減少注釋的數量，特別是文言常用字、

虛詞及整句句子的注釋。無可否認，教科書的注釋是學生學習文言課文的工具，故

此出版社會盡量把文本細拆，把學生可能不明白或難懂的字句標上注釋。但是這樣

做出發點雖好，但卻存在一個弊端︰注釋過多，學生容易依賴。學習時注釋量很

多，學生隨時都可以查閱，但到了評估時注釋量卻大幅減少，只為專有名詞或用語

下注。這樣的落差往往令學生無所適從，加上測考時又孤立無援，有些文言知識底

子較弱的學生只好放棄，進一步抗拒文言篇章。 

 

反之，如果學生在平日學習時，能逐步適應注釋量的減少，老師在教學時亦可

以乘機引導學生推理詞或文意，這樣他們獨立理解文言篇章的能力就能 提高，對

於之後銜接新高中語文的課程，甚至應付公開試亦會有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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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鼓勵學生多用工具書查證 

最後，筆者建議老師多鼓勵學生使用工具書查證及理解字、句、甚至是文意。

王維維(2013)認為，讓學生動手查閱相關的文言資料，利用工具書自主積累文言字

詞，有助學生「在學習的過程中獲得學習的趣味 (頁 96-97)」，他亦提出「學會借助

工具書閱讀淺易的文言文是對學生提出的一項能力要求 (頁 96-97)」。香港中學校長

黃鳳意 (n.d.)同樣指出現今出版商出版的教科書，「對知識的解說多，對能力的培養

少是很普遍的 (頁 4)」，她以課本印備各文本的主旨、段意、讀音及字義為例，說明

學生鮮有機會自行領悟及查辭典，要靠老師專門的安排。故此，筆者認為這問題可

與上文減少注釋量及獨立編制學生版注釋相配合，印列的注釋少了，老師就有空間

鼓勵學生利用工具書，甚至是網上的資源去預習，查找答案。雖然網上的資源極其

豐富，學生可能只是搬字過紙，未必會細嚼文意，但在查閱的過程中亦能加深學生

的印象，之後老師亦可以因應學生所搜集對的資料調整課堂的內容，由學生主導，

令課堂變得更靈活、彈性。 

 

特別是一些具爭議性的注釋，出版商和老師都應該特別標示出來，請學生在課

後時間搜集各方理據，並於課堂上進行深入討論。以《歸園田居(其一)》為例，上

文亦提到三書的注釋出現分歧，其中只有 B 書把「一去三十年」的兩個說法列出，

並附上不同學者的名稱作例證。老師可以引導學生於課後深入了解一下注釋中各學

者的理據，並於下一堂和同儕進行討論甚至辯論，培養學生批判思考及自學的能

力。 

 

第三節 研究限制 

是次研究限於只是學士畢業論文，加上筆者早已在四年級到中學實習，故此研

究規模不大，受訪的在職老師人數不及準中文教師，令數據的代表性減低。另外，本

來筆者計劃以問卷的形式訪問一些初中的學生，了解一下他們對教科書中的文言注釋

有甚麼的看法，然後再利用學生的數據和教師的數據作對比，透徹地從第一使用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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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度分析現今出版教科書的文言注釋有何優劣。可惜考慮到問卷需訪問中一至中三的

學生，各級人數需相約，他們的文言基礎、學習背景等又大為不同，如果要收集他們

的數據，需要頗多的初中學生參與研究，才能減低誤差和提高數據的代表性，故此筆

者最後只好集中研究老師的取態和看法，之後若再有機會作深入研究，定必加入學生

的意見及增加受訪在職老師人數，提高研究結果的可信程度。 

 

另外，根據教育局的適用書目表，初中的中文教科書一共有 11 套，由於研究規

模及時間所限，是次研究只抽選了三套初中中國語文教科書作研究的對象。筆者認為

如能把 11 套初中語文教科書一併整理及分析，然後再延伸至高中中文教科書的注釋

編排，看看當中的銜接是否得宜的話，研究的成果會更豐碩，這有待之後作進一步的

研究。 

 

第四節 研究展望 

文言文一直被學生歸類為艱澀、沉悶、脫節，可免則免。作為一個準中文老師，筆者認

為要改變學生對文言文的這些刻版形象，最有效的方法就是令他們掌握學習文言文的方法，

不再怕面對它們。只要他們不怕接觸文言文，那就較易讓他們體會當中的美。而課文作為教

學的基本工具，當中的注釋就是學生分析文意的直接依據。如何可以編制出讓學生明白文章

背景的同時，引導他們自學、推敲詞義的注釋就是學生學會學習文言文的第一步。故此，筆

者希望可以透過是次研究，嘗試從善用教科書文言注釋的角度，為提升學生文言閱讀能力提

供一條新的方向，讓學生有能力獨立理解文言篇章，不再抗拒、害怕接觸文言文。筆者期望

之後能有機會，因應上一節所述的研究限制及改善方向，深入地探討教科書文言注釋和教、

學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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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研究文件及圖表 

甲、問卷 

香港教育大學中文教育系畢業論文 

你好，我是應屆中文教育榮譽學士課程畢業生陳念慈，現正就中學中文教科書的注釋

編排進行研究，看看其編排是否切合教與學的需要。 

是次問卷調查的對象是在職中學中文科老師以及已在中學實習過的準中文科老師，誠

希大家能花 5分鐘的時間完成問卷，謝謝你們。 

 

如對是次研究有任何疑問或意見，可透過電郵 ncchan912@gmail.com 聯絡我。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一部分 

1. 你教授文言文時最大的難處是甚麼? (請選出兩項) 

 學生對文言文的學習動機不大 

 學生文言知識薄弱 

 作品內容難以聯繫現今社會，引起學生共鳴 

 課時不足，課堂只能集中教授文言知識和淺層內容理解，未能作深層分析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學生普遍對文言文的態度是甚麼? 

 

被動抗拒 1 2 3 4 5 主動積極 

     

第二部分 

3. 教授文言課文時，你有多大程度依賴教科書的注釋? 

 

不會查看教科

書注釋，主要

利用教科書以

外的資源及個

人知識 

1 2 3 4 5 完全依靠 

     

 

4. 教授文言課文前，你會先讓學生語譯整篇課文嗎? 

 會 

 不會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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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5. 教授文言課文時，有多常出現以下的情況? 

a. 課文中有些重點字詞沒有注釋 

從未試過 1 2 3 4 5 經常遇到 

     

 

b. 課文中的注釋和教科書課後語譯練習重疊 

從未試過 1 2 3 4 5 經常遇到 

     

 

c. 學生只顧參照注釋內容，欠缺思考及推斷 

從未試過 1 2 3 4 5 經常遇到 

     

 

d. 注釋太繁多冗長，查閱麻煩 

從未試過 1 2 3 4 5 經常遇到 

     

 

e. 注釋出錯 (例如所標的讀音、詞性、典故等) 

從未試過 1 2 3 4 5 經常遇到 

     

 

6. 你認為教科書的注釋對你教授文言文的幫助有多大? 

幫助極少 1 2 3 4 5 幫助極大 

     

 

7. 你滿意現時所採用的教科書文言注釋編排和內容嗎? 

極不滿意 1 2 3 4 5 非常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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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8. 按照教學經驗，你認為教科書中文言課文的注釋應包括以下哪幾項?  

(可選多於一項) 

 古代專有名詞或用語 

 常用虛詞的用法 

 該字詞的詞性(屬語氣詞、指事代詞、介詞等) 

 難點字/罕見字的讀音及意思 

 常見文言實詞的意思 (請參閱附件列表) 

 整句句子的意思 

 詳細典故/出處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9. 以下是從三套研究教科書中抽取出來的注釋，請按教學經驗，選出你認為最好的注

釋。 

a. 以下哪項對《左氏春秋》的注釋較好? 

 

 A  B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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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以下是教科書就《愛蓮說》一文中「濯清漣而不妖」的注釋，請按你的經驗，選

出較好的一個。 

 

 A  B  C 

 

c. 以下是中二課文《為學一首示子姪》的節錄，而括號內的則是三套教科書所附的

注釋，請按你的經驗，看看以下的注釋是否必要。 

「天下事有難易乎？為之，則難者亦易矣；不為，則易者亦難矣。人之為學有難

易乎？學之，則難者亦易矣；不學，則易者亦難矣。吾資之昏，不逮(1)人也；

吾材之庸，不逮人也；旦旦(2)而學之，久而不怠(3)焉，迄乎成(4)，而亦不知其

昏與庸也。吾資之聰，倍人也；吾材之敏(5)，倍人也；屏棄(6)而不用，其昏與

庸無以異也。聖人(7)之道，卒於魯也傳之(8)。然則昏庸聰敏之用(9)，豈有常哉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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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必要在教科書下

注釋 

沒有必要，可由老師

口頭解釋 

沒有必要，可由學生

利用已有知識自行推

敲 

不逮 (注︰不及) 
   

旦旦 (注︰天天) 
   

怠 (注︰懶惰) 
   

迄乎成 (注︰迄，達

到。即達到成功)    

敏 (注︰靈活、聰敏) 
   

屏棄 (注︰拋棄、廢棄) 
   

聖人 (注︰孔子) 
   

卒於魯也傳之 (注︰

魯，愚鈍，這裡指孔子

的學生曾參；傳，承傳) 
   

用 (注︰指對人所起的

作用) 
   

豈有常哉 (注︰豈有，

哪裡有；常，恆常不

變，這裡指常規、慣

例；哉，呢) 

   

 

d. 以下是中三課文《口技》的節錄，請按你的經驗，列出你認為需要編寫注釋的詞

句。 [例︰ 善、口技、會宴客大宴.....] 

「京中有善口技者。會賓客大宴，於廳事之東北隅，施八尺屏幛。口技人

坐屏幛中，一桌、一椅、一扇、一撫尺而已。眾賓團坐。少頃，但聞屏幛

中撫尺一下，滿坐寂然，無敢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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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資料 

1. 你的性別 

 女      男 

 

2. 你的身份 

 在職中學中文科教師 

 準中文科教師，已有到中學實習的經驗 

 

3. 你有沒有到中學教授文言課文的經驗? 

 有       沒有 

 

4. 你所任教/實習的學校使用甚麼類型的教科書? 

 出版社教科書       校本設計教科書     其他 

 

5. 你的中文教學年資 

 <5年       5-10 年        >10年 

 暫時只有到中學實習的經驗 

 暫時只有到小學實習的經驗 

 未有任何實習經驗 

----------- 完，謝謝你的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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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常用文言實詞列表 

1 乃  37 莫  73 孰  109 遂  145 逾 

2 本  38 卒  74 說  110 望  146 獄 

3 矢  39 走  75 卻  111 聞  147 謝 

4 去  40 並  76 善  112 益  148 臨 

5 少  41 引  77 悉  113 諸  149 彌 

6 亡  42 私  78 徐  114 族  150 遷 

7 非  43 度  79 許  115 陽  151 窮 

8 安  44 兵  80 宜  116 朝  152 蔽 

9 多  45 是  81 殆  117 質  153 猶 

10 何  46 要  82 易  118 置  154 鮮 

11 及  47 既  83 稍  119 奉  155 釋 

12 見  48 复  84 涉  120 陰  156 遣 

13 克  49 倍  85 率  121 興  157 噫 

14 名  50 短  86 精  122 圖  158 涕 

15 汝  51 負  87 幸  123 微  159 怠 

16 右  52 恨  88 致  124 遺  160 數 

17 再  53 余  89 退  125 賊    

18 左  54 奇  90 書  126 徹    

19 池  55 當  91 絕  127 觀    

20 伯  56 除  92 過  128 還    

21 末  57 被  93 進  129 盡    

22 內  58 病  94 堪  130 蓋    

23 求  59 道  95 間  131 鄙    

24 固  60 得  96 鼓  132 辭    

25 故  61 惡  97 達  133 歸    

26 行  62 後  98 傳  134 薪    

27 胡  63 患  99 察  135 屬    

28 即  64 疾  100 國  136 城    

29 如  65 期  101 解  137 誠    

30 若  66 請  102 勸  138 愛    

31 使  67 假  103 勝  139 乘    

32 相  68 從  104 適  140 顧    

33 或  69 曾  105 湯  141 舉    

34 吾  70 長  106 通  142 類    

35 知  71 發  107 徒  143 憐    

36 治  72 就  108 修  144 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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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調查結果分析圖表 

 第一部分 

1. 你教授文言文時最大的難處是甚麼? (請選出兩項) 

 

 

 

 

 

 

 

 

 

 

 

 

 

 

 

 

 

 

 

 

 

 

 

 

 

 

 

2. 學生普遍對文言文的態度是甚麼? 

 
1 分 

(被動抗拒) 
2 分 3 分 4 分 

5 分 

(主動積極) 

總回應人數 

(%) 
10 (21.7%) 27 (58.7%) 9 (19.6%) 0 (0%) 0 (0%) 

在職教師回

應人數 (%) 
3 (30.0%) 7 (70.0%) 0 (0%) 0 (0%) 0 (0%) 

學生對文言文的學習

動機不大; 39; 42%

學生文言知識薄弱; 

34; 37%

作品內容難以聯繫現

今社會，引起學生共

鳴; 8; 9%

課時不足，課堂只能集中教授文言文知識

和淺層內容理解，未能作深層分析; 11; 12%
其他; 0; 0%

在職教師及準教師回應

學生對文言文的學

習動機不大; 9; 45%

學生文言知識薄弱; 

7; 35%

作品內容難以聯繫現今社會，

引起學生共鳴; 2; 10%

課時不足，課堂只能集中教授文言文知識和

淺層內容理解，未能作深層分析; 2; 10%

其他; 0; 0%

在職教師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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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3. 教授文言課文時，你有多大程度依賴教科書的注釋? 

 

1 分 

(不會查看教科書

注釋，主要利用

教科書以外的資

源及個人知識) 

2 分 3 分 4 分 
5 分 

(完全依靠) 

總回應人數 

(%) 
0 (0%) 6 (13.0%) 20 (43.5%) 19 (41.3%) 1 (2.2%) 

在職教師回

應人數 (%) 
0 (0%) 2 (20.0%) 6 (60.0%) 2 (20.0%) 0 (%) 

 

 

4. 教授文言課文時，你會先讓學生語譯課文嗎? 

 

 

 

 

 

 

 

 

 

 

 

 

 

 

 

 

 

 

 

 

 

 

 

會; 25; 

56%

不會; 18; 

40%

其他; 2; 

4%

在職教師及準教師回應

會; 4; 40%

不會; 5; 

50%

其他; 1; 

10%

在職教師回應

其他︰ 

視乎篇章決定，較長的課文會以

填充形式讓學生預習 (2) 

其他︰ 

有時會提供語譯給學生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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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5. 教授文言課文時，有多常出現以下的情況? 

a. 課文中有些重點字詞沒有注釋 

 
1 分 

(從未試過) 
2 分 3 分 4 分 

5 分 

(經常遇到) 

總回應人數 

(%) 
3 (6.5%) 9 (19.6%) 19 (41.3%) 15 (32.6%) 0 (0%) 

在職教師回

應人數 (%) 
0 (0%) 3 (30.0%) 4(40.0%) 3 (30.0%) 0 (0%) 

 

b. 課文中的注釋和教科書課後語譯練習重疊 

 
1 分 

(從未試過) 
2 分 3 分 4 分 

5 分 

(經常遇到) 

總回應人數 

(%) 
4 (8.7%) 12 (26.1%) 18 (39.1%) 11 (23.9%) 1 (2.2%) 

在職教師回

應人數 (%) 
1 (10.0%) 5 (50.0%) 3 (30.0%) 1 (10.0%) 0 (0%) 

 

c. 學生只顧參照注釋內容，欠缺思考及推斷 

 
1 分 

(從未試過) 
2 分 3 分 4 分 

5 分 

(經常遇到) 

總回應人數 

(%) 
1 (2.2%) 3 (6.5%) 6 (13.0%) 19 (41.3%) 17 (37.0%) 

在職教師回

應人數 (%) 
1 (10.0%) 1 (10.0%) 0 (%) 3 (30.0%) 5 (50.0%) 

 

d. 注釋太繁多冗長，查閱麻煩 

 
1 分 

(從未試過) 
2 分 3 分 4 分 

5 分 

(經常遇到) 

總回應人數 

(%) 
0 (0%) 20 (43.5%) 16 (34.8%) 10 (21.7%) 0(0%) 

在職教師回

應人數 (%) 
0 (0%) 3 (30.0%) 3 (30.0%) 4(40.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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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注釋出錯 (例如所標的讀音、詞性、典故等) 

 
1 分 

(從未試過) 
2 分 3 分 4 分 

5 分 

(經常遇到) 

總回應人數 

(%) 
11 (23.9%) 22 (47.8%) 10 (21.7%) 2 (4.3%) 1 (2.2%) 

在職教師回

應人數 (%) 
1 (10.0%) 6 (60.0%) 2(20.0%) 1 (10.0%) 0 (0%) 

 

 

6. 你認為教科書對你教授文言文的幫助有多大? 

 
1 分 

(幫助極少) 
2 分 3 分 4 分 

5 分 

(幫助極大) 

總回應人數 

(%) 
0 (0%) 3 (6.5%) 15 (32.6%) 28 (60.9%) 0 (0%) 

在職教師回

應人數 (%) 
0 (0%) 2(20.0%) 6 (60.0%) 2 (20.0%) 0 (0%) 

 

 

7. 你滿意現時所採用的教科書文言注釋編排及內容嗎? 

 
1 分 

(極不滿意) 
2 分 3 分 4 分 

5 分 

(非常滿意) 

總回應人數 

(%) 
0 (0%) 2 (4.3%) 32 (69.6%) 12 (26.1%) 0 (0%) 

在職教師回

應人數 (%) 
0 (0%) 1 (10.0%) 7 (70.0%) 2 (20.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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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8. 按照教學經驗，你認為教科書中文言課文的注釋應包括以下哪幾樣?  

(可選多於一項) 

 

 

 

 

 

 

 

 

 

 

 

 

 

 

 

 

 

9. 以下是從三套研究教科書中抽取出來的注釋，請按教學經驗，選出你認為最好的注釋。 

 

a. 以下哪項對《左氏春秋》的注釋比較好? 

 
 

 

 

 

 

 

 

 

古代專有

名詞或用

語; 8; 29%

常用虛詞

的用法; 1; 

4%

該字詞的

詞性; 2; 

7%

難點字/罕見字

的讀音及意思; 

8; 30%

整句句

子的意

思; 1; 

4%

詳細典故

/出處; 6; 

22%

常見文言詞的意

思; 1; 4%
其他; 0; 

0%

在職教師回應

古代專有

名詞或用

語; 38; 

28%

常用虛詞

的用法; 

11; 8%

該字詞的

詞性; 17; 

12%

難點字/罕

見字的讀

音及意思; 

34; 25%

整句

句子

的意

思; 7; 

5%

詳細典故/

出處; 21; 

15%

常見文言詞的意

思; 10; 7%
其他; 0; 

0%

在職教師及準教師回應

A; 1; 10%

B; 8; 80%

C; 1; 10%

在職教師回應

A; 4; 7%

B; 41; 75%

C; 10; 18%

在職教師及準教師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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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以下是教科書就《愛蓮說》一文中「濯清漣而不妖」的注釋，請按你的經驗，選出較

好的一個。 

 

 
 

 

 

 

 

 

 

 

 

 

 

 

 

 

 

 

 

 

 

A; 1; 10%

B; 5; 50%

C; 4; 40%

在職教師回應

A; 3; 6%

B; 28; 61%

C; 15; 33%

在職教師及準教師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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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以下是中二課文《為學一首示子姪》的節錄，而括號內的則是三套教科書所附的注

釋。請按你的經驗，看看以下的注釋是否必要。 

「天下事有難易乎？為之，則難者亦易矣；不為，則易者亦難矣。人之為學有

難易乎？學之，則難者亦易矣；不學，則易者亦難矣。吾資之昏，不逮(1)人

也；吾材之庸，不逮人也；旦旦(2)而學之，久而不怠(3)焉，迄乎成(4)，而

亦不知其昏與庸也。吾資之聰，倍人也；吾材之敏(5)，倍人也；屏棄(6)而不

用，其昏與庸無以異也。聖人(7)之道，卒於魯也傳之(8)。然則昏庸聰敏之用

(9)，豈有常哉(10)？」 

 

 

 
有必要在教科書下注釋 

沒有必要，可由老師口頭

解釋 

沒有必要，可由學生利

用已有知識自行推敲 

不逮 (注︰不及) 14 (30.4%) 2 (20.0%) 19 (41.3%) 5 (50.0%) 13 (28.3%) 3 (30.0%) 

旦旦 (注︰天天) 9 (19.6%) 0 (0%) 22 (47.8%) 6 (60.0%) 15 (32.6%) 4 (40.0%) 

怠 (注︰懶惰) 7 (15.2%) 2 (20.0%) 9 (19.6%) 2 (20.0%) 30 (65.2%) 6 (60.0%) 

迄乎成 (注︰迄，達

到。即達到成功) 
37 (80.4%) 8 (80.0%) 8 (17.4%) 2 (20.0%) 1 (2.2%) 0 (0%) 

敏(注︰靈活、聰敏) 4 (8.7%) 1 (10.0%) 8 (17.4%) 2 (20.0%) 34 (73.9%) 7 (70.0%) 

屏棄 (注︰拋棄、廢

棄) 
4 (8.7%) 1 (10.0%) 10 (21.7%) 2 (20.0%) 32 (69.6%) 7 (70.0%) 

聖人 (注︰孔子) 9 (19.6%) 1 (10.0%) 25 (54.3%) 6 (60.0%) 12 (26.1%) 2 (20.0%) 

卒於魯也傳之 (注︰

魯，愚鈍，這裡指孔

子的學生曾參；傳，

承傳) 

40 (87.0%) 8 (80.0%) 4 (8.7%) 1 (10.0%) 2 (4.3%) 1 (10.0%) 

用 (注︰指對人所起

的作用) 
11 (23.9%) 2 (20.0%) 24 (52.2%) 5 (50.0%) 11 (23.9%) 3 (30.0%) 

豈有常哉 (注︰豈

有，哪裡有；常，恆

常不變，這裡指常

規、慣例；哉，呢) 

23 (50.0%) 5 (50.0%) 13 (28.3%) 3 (30.0%) 10 (21.7%) 2 (20.0%) 

總回應人數 (%)；在職教師回應人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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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以下是中三課文《口技》的節錄，請按你的經驗，列出你認為需要編寫注釋的詞句。 

[例︰善、口技、會宴客大宴…….] 

 

「京中有善口技者。會賓客大宴，於廳事之東北隅，施八尺屏幛。口技人坐屏幛中，

一桌、一椅、一扇、一撫尺而已。眾賓團坐。少頃，但聞屏幛中撫尺一下，滿坐寂

然，無敢譁者。」 

 

 受訪者認為有需要編

寫注釋的詞句 
準教師的回應人數 在職教師的回應人數 

27.  善 9 1 

28.  口技 8 0 

29.  者 1 0 

30.  京中有善口技者 0 1 

31.  會 4 1 

32.  宴 1 0 

33.  會宴客 1 0 

34.  會宴客大宴 2 0 

35.  廳事 1 0 

36.  隅 16 6 

37.  東北隅 2 0 

38.  施 6 1 

39.  尺 1 0 

40.  屏幛 6 0 

41.  撫尺 10 2 

42.  團 1 0 

43.  坐 1 0 

44.  頃 0 1 

45.  少頃 15 4 

46.  但 1 1 

47.  撫 2 1 

48.  但聞屏幛中撫尺一下 1 1 

49.  寂然 1 0 

50.  滿坐寂然 0 1 

51.  譁 11 5 

52.  無敢譁者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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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基本資料 

1. 性別 

 

 

 

 

 

 

 

2. 身份 

 

 

 

 

 

 

 

3. 是否具備中學教授文言課文的經驗 

 

 

 

 

 

 

 

 

男; 4; 

40%

女; 6; 

60%

在職教師
男; 8; 

17%

女; 38; 

83%

總受訪者

在職中學中文科

教師; 10; 22%

準中文科教師; 36; 

78%

總受訪者

是, 46, 100%

否, 0, 0%

總受訪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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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任教/實習的學校所使用的教科書類型 

 

 

 

 

 

 

 

 

5. 中文教學年資 

 

 

 

  

<5年; 3; 7%

5-10年; 5; 11%

>10年; 2; 4%

暫時只有到中學實習的經

驗; 36; 78%

暫時只有到小學實習

的經驗; 0; 0%

未有任何實習經驗; 

0; 0%
總受訪者

出版社教科書, 

46, 100%

校本設計教

科書, 0, 0%

其他, 0, 0%

總受訪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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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 教科書整理圖表 

表一   １３篇共同收錄課文的注釋編排比較 

中一級 

〈木蘭辭〉 

唧唧復唧唧，木蘭當戶織。不聞機杼聲，唯聞女歎息。問女何所思，問女何所憶。「女亦無所思，女亦

無所憶。昨夜見軍帖，可汗大點兵。軍書十二卷，卷卷有爺名。阿爺無大兒，木蘭無長兄。願為市鞍馬，

從此替爺征。」 

 

東市買駿馬，西市買鞍韉。南市買轡頭，北市買長鞭。旦辭爺娘去，暮宿黃河邊。不聞爺娘喚女聲，但

聞黃河流水鳴濺濺。旦辭黃河去，暮宿黑山頭。不聞爺娘喚女聲，但聞燕山胡騎聲啾啾。 

 

萬里赴戎機，關山度若飛。朔氣傳金柝，寒光照鐵衣。將軍百戰死，壯士十年歸。 

 

歸來見天子，天子坐明堂。策勳十二轉，賞賜百千彊。可汗問所欲，「木蘭不用尚書郎。願借明駝千里

足，送兒還故鄉。」 

 

爺娘聞女來，出郭相扶將。阿姊聞妹來，當戶理紅妝。小弟聞姊來，磨刀霍霍向豬羊。開我東閣門，坐

我西閣牀。脫我戰時袍，著我舊時裳。當窗理雲鬢，對鏡帖花黃。出門看火伴，火伴皆驚惶。「同行十

二年，不知木蘭是女郎！」 

 

雄兔腳撲朔，雌兔眼迷離。雙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 

 

  A 書（一上選） B 書（一上導） C 書（一下講） 

1 唧唧 擬聲詞，一說是織布機發出的

聲音，另一說是木蘭的歎息聲 

[粵] 

 一說是織機聲，另一說是歎

息聲，擬聲詞。[粵、普] 

2 A︰當戶織 

C︰當戶 

對着門口織布 

當︰對着   戶︰門 

 對着門或在門旁，泛指在家

中。 

3 A,B︰機杼 

C︰機杼聲 

織布機 

杼︰織布的梭子 [粵、普] 

機，織布機。 

杼，織布機上用來牽引橫線的

梭子。[粵、普] 

機杼二字合起來，乃是指織布

機。 (圖) 

機，這裡指織布機。 

杼，織布機的梭子。 

機杼聲，指用梭子織布發出

的聲音。[粵、普] 

4 惟聞女歎息 只聽見木蘭在歎息。 

惟︰只 

女︰這裡指木蘭 

 惟，只。  女，指木蘭。 

全句意思是只聽見女子在歎

息。 

5 軍帖 軍中的文告 軍中的文告。 帖，文書、名冊。 

軍帖，軍中的文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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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可汗 中國古代某些少數民族君主的

稱號（北魏時期的統治者是鮮

卑族）[粵、普] 

古代西域和北方各國的君主稱

為可汗。[粵、普] 

中國古代某些少數民族君主

的稱號。[粵、普] 

7 點兵 徵集士兵   

8 軍書十二卷 徵兵的名冊有很多卷。 

十二︰表示很多，不是確數，

下文的「十年」、「十二轉」和

「十二年」都不是確數。 

 軍書，徵兵的名冊。 

十二，指多數，不是實數，

與下文的「十年」、「百

戰」、「十二轉」、「十二

年」，用法相同。全句意思

是徵兵的名冊很多卷。 

9 爺 這裡指父親。  指父親。 

10 A︰市鞍馬 

C︰鞍馬 

購買馬匹和馬具。 

市︰購買，這裡名詞作動詞

用。 

鞍馬︰馬鞍和馬匹，指上戰場

時所需用品 

 泛指馬匹和乘馬用具。 

11 A,C︰鞍韉 

B︰韉 

馬鞍和馬鞍下的墊子。 

韉︰[粵、普] 

馬鞍下的墊子。[粵、普] (圖) 鞍，馬鞍，托在馬鞍下的墊

子。[韉︰粵、普] 

12 轡頭 馬嚼子和繮繩，馬嚼子即駕馭

馬匹時橫放在馬匹嘴裡的金屬

鏈子。 

轡︰[粵、普] 

駕馭馬匹用的嚼子、籠頭和韁

繩。[粵、普] (圖) 

駕馭牲口用的嚼子（橫放在

牲口嘴裡的小鐵鏈）和韁繩 

[轡︰粵、普] 

13 孃 同「娘」，母親。 同「娘」，母親。 同「娘」，指母親。 

14 濺濺 擬聲詞，形容流水聲[粵、普]  水流激盪的聲音，擬聲詞。

[粵、普] 

15 黑山 北方山名，在今河北。 山名，在今河北。(圖) 古代北方山名，在今河北。 

16 A︰但聞燕山

胡騎聲啾啾 

B︰燕山、胡

騎 

C︰燕山、胡

騎、啾啾 

只聽到燕山胡人戰馬的嘶叫

聲。 

燕山︰山名，自河北伸延到遼

西。[粵、普] 

胡騎︰胡人的戰馬。 

騎︰戰馬 [粵、普] 

啾啾︰擬聲詞，形容馬叫 

聲[粵、普] 

山脈名，自今河北北部延伸到

遼寧西部。[粵、普] (圖) 

即燕山山脈，東端在今河北

北部。[燕︰粵、普] 

胡，古代對西方和北方少數民

族的泛稱。 

騎，這裡作名詞用，指戰馬 

[粵、普] 

胡，中國古代對北方外族的

泛稱。騎，騎兵。[粵、普] 

胡騎，泛指胡人的軍隊。 

這裡形容馬匹嘶叫的聲音，

擬聲詞。[粵、普] 

17 A,B︰戎機 

C︰赴戎機 

軍事行動，指戰爭。 

戎︰戰爭、征伐[粵、普] 

軍務，指戰爭。[粵、普] 赴，前往。 

戎機，指戰爭、軍事。 

赴戎機，指奔赴戰場。 

[粵、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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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A,B︰關山 

C︰關山度若

飛 

關口和山嶺 關，關口。 

山，山嶽。 

關山，關口和山嶺，指沿途

的險要和障礙。 

度，跨越，經過。 

全句指像飛一樣跨越每一個

關口和每一座山嶺。 

19 朔氣傳金柝 北方的寒氣傳送着打更的聲音 

朔︰北方。 

金柝︰軍營中的銅製刁斗，白

天用來燒飯，晚上用作打更。

[粵、普] 

朔，北方。 

金柝，用銅製的器具，白天當

鍋用，晚上敲擊發聲，作報時

及示警用。 

朔，指北方。 

金柝，軍營中的刁斗，古代

軍用的鐵鍋，晚間用來打更

報時。[粵、普] 

全句指北方的寒氣傳送着打

更的聲音。 

20 A︰寒光 

C︰寒光照鐵

衣 

清冷的月光  寒光，清冷的月光。 

鐵衣，鎧甲，古代戰士穿着

用鐵片製成的護身戰衣。 

全句指清冷的月光照在將士

的鎧甲上。 

21 鐵衣 古代用鐵片製成的戰衣  

22 將軍百戰

死，壯士十

年歸 

將士從軍多年，經歷千百次的

戰爭，有的死了，有的勝利歸

來。 

  

23 A︰天子坐明

堂 

B︰明堂 

C︰天子、明

堂 

可汗坐在殿堂上。 

天子︰即上文的「可汗」 

明堂︰古代帝王舉行大典 

的殿堂 

宮殿名，古代帝王舉行大典禮

的地方。 

指上文的「可汗」。 

古代帝王舉行大典的正殿。 

24 策勳十二轉 木蘭屢建功績，宮爵升得很

高。 

策勳︰記載功勳於策書之上 

勳︰功勞 [粵、普] 

轉︰量詞，勳位每升一級叫

「一轉」 

策，簡策，記事的簿子。 

勳，即「勛」，功勞 [粵、普]   

策勛，把功勞記在功勞簿上。 

轉，量詞，勳位每升一級叫一

轉。 

這裡指木蘭爵位升得很高。 

策勳，記功。 

轉，勳級每升一級為一轉。

十二轉，為約數，形容功勞

極高。 

這裡指木蘭屢建軍功，官爵

不斷升級。[勳︰粵、普] 

25 A,C︰百千彊 

B︰彊 

超過百千以上，指非常多。 

彊︰同「強」，這裡指有餘 

同「強」，有餘。[粵、普] 百千，指很多。 

彊，同「強」，有餘的意

思。這裡指很多財物。 

26 A︰尚書郎 

C︰不用尚書

郎 

官名。東漢時在皇帝左右處理

政務的官員。 

 不用，不願做。 

尚書郎，尚書省的官員。 

全句指木蘭不願在朝中做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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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A︰明駝 

B,C︰明駝千

里足 

善走的駱駝 明駝，善去的駱駝。 

千里足，能日行千里的駱駝。 

明駝，即駱駝。 

千里足，指日行千里。 

這裡指善行長途的駱駝。 

28 出郭相扶將 互相攙扶着走出外城。 

郭︰外城 

相︰互相 

扶將︰攙扶 [粵、普] 

郭，在古代，國都有內城外

城，郭是外城，這裡的意思仍

指城。 

相，互相。 

將，扶持。 

郭，外城，古代在城的外圍

加築的一道城牆。 

扶將，扶持。互相扶持走出

城外(迎接木蘭) 

[將︰粵、普] 

29 紅妝 指女子的盛妝。因婦女妝飾多

用紅色，故稱。 

女子的盛裝。 古代稱女子的裝飾為紅妝。 

30 霍霍 擬聲詞，形容磨刀的聲音。  磨刀的聲音，擬聲詞。 

31 閣  女子的卧房。  

32 牀   古時供坐卧的家具都稱牀。 

33 雲鬢 像雲那樣柔美的鬢髮。 鬢，兩頰旁邊近耳的頭髮，這

裡指頭髮。[粵、普] 

臉旁靠近耳朵的頭髮。 

雲鬢，像雲般濃密柔美的鬢

髮。[粵、普] 

34 帖花黃 在額上貼上裝飾物。 

帖︰同「貼」 

花黃︰古代婦女以金黃色的 

紙剪成星、月、花和鳥

等形狀的裝飾物。 

帖，同「貼」 

花黃，古代婦女臉上的一種裝

飾，以金黃色紙剪成星、月、

花、鳥等形狀，貼在頭上或兩

頰作為裝飾。 (圖) 

同「貼」。 

花黃，古代婦女用金黃色紙

剪成星、月、花、鳥等形

狀，貼在額頭正中的一種裝

飾。[粵、普] 

35 火伴 即「伙伴」，同一隊伍的士兵。

古代規定若干士兵要用同一個

灶起爐煮飯，所以稱為火伴。 

 火，同「伙」。古代軍隊裡

按規定若干人一塊兒起火做

飯，故稱火伴。 

36 同行   行，軍隊的行列。同在一個

隊伍中。[粵、普] 

37 雄兔腳撲

朔，雌兔眼

迷離 

一說是雄兔兩腳常常爬爬搔

搔，雌兔常常瞇着眼睛。另一

說是雄兔和雌兔都常常爬爬搔

搔、瞇着眼睛。 

撲朔︰指四腳爬搔或腳毛蓬鬆 

迷離︰模糊不明，難以分 

辨，這裡指瞇着眼睛 

撲朔，爬爬搔搔。 

迷離，瞇着眼睛。 

這句有兩個解釋︰一說是雄兔

常常爬爬搔搔，雌兔常常瞇起

眼睛；另一說是雄兔和雌兔都

常常爬爬搔搔瞇起眼睛，有共

同的特徵。 

撲朔，腳毛蓬鬆。 

迷離，模糊不明的樣子。 

這句有兩種解釋︰一說是提

着兔子雙耳，使牠懸空時，

雄兔腳毛蓬鬆，雌兔的眼睛

時常瞇着。另一說是指這裡

運用了互文的修辭手法，即

是雄兔和雌兔都腳毛蓬鬆、

瞇起眼睛，有共同特徽。 

38 A︰雙兔傍地

走 

B,C︰傍地走 

雄兔和雌兔相互依傍着跑。 

傍︰依傍 [粵、普] 

傍，依傍。[粵、普] 

地，助詞，相當於「着」。 

走，跑。 

傍，靠近、依附。 

傍地走，貼着地面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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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賣油翁〉 

陳康肅公堯咨善射，當世無雙 ，公亦以此自矜。嘗射于家圃，有賣油翁釋擔而立，睨之，久而不

去。見其發矢十中八九，但微頷之。 

康肅問曰：「汝亦知射乎？吾射不亦精乎？」翁曰：「無他， 但手熟爾。」康肅忿然曰：「爾安敢輕吾

射！」翁曰：「以我酌油知之。」乃取一葫蘆置于地，以錢覆其口，徐以杓酌油瀝之，自錢孔入，而

錢不濕。因曰：「我亦無他，唯手熟爾。」康肅笑而遣之。 

此與莊生所謂解牛斫輪者何異？ 

 

  A 書（一上選） B 書（一下講） C 書（一上導） 

1 陳康肅公堯咨 陳堯咨簡介 

公︰古代對男子的尊稱 

公︰古代對男子的尊稱  [粵]

陳堯咨簡介 

陳堯咨簡介 

公︰古代對男子的尊稱  

[粵] 

2 善射 擅長射箭   

3 A: 以此自矜 

B、C: 自矜 

嘗 

憑擅長射箭而自負 

以︰介詞，「憑」的意思 

此︰代詞，指射箭 

矜︰自負、自誇  [粵、普] 

自我誇耀  [粵] 矜︰驕傲自我 

自矜︰自尊自大，自誇[粵] 

 曾經 

4 A: 圃 

B、C︰家圃 

種植花草的園子 種菜或花草的園地、家裡（射

箭）的園地   [粵、普] 

圃︰種植花草、菜蔬的園

地 

家圃︰這裡指家裡的花園 

[粵] 

5 A: 釋 

C: 釋擔 

放下  釋︰放下 

擔︰扁擔 

釋擔︰放下擔子[粵] 

6 睨 斜着眼睛看，形容不太在

意或輕視的樣子  [粵、普] 

斜着眼睛看，滿不在乎的樣子  

[粵] 

斜着眼睛看  [粵] 

7 矢 箭  [粵、普]  箭  [粵] 

8 A: 微頜之 

B、C: 但微頷之 

微微點頭以示讚許 

頜︰指下巴，這裡作動詞

用，表示點頭讚許的意思

[粵、普] 

之︰代詞，這裡指陳康肅

射箭十中八九這件事 

但︰只是 

微︰輕微 

頜︰下巴，這裡作動詞用，指

點頭   [粵、普] 

但︰只是 

頷︰本指下巴，這裡指點

頭 

之︰代詞，指陳堯咨射箭

大中八九一事 

但微頷之︰只是對此稍微

點頭  [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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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A: 汝 

B、C: 汝亦知射

乎 

你 汝︰你 

知︰這裡指認識、懂得 

乎︰疑問助詞，相當於「嗎」 

汝︰人稱代詞，你  [粵] 

知︰懂得 

乎︰語氣助詞，表示疑

問，相當於「嗎」、「呢」 

汝亦知射乎︰你亦懂得射

箭嗎?  

10 吾   我，人稱代詞 

11 精   精堪 

12 A、C︰手熟爾 

B︰手熟 

手藝熟練罷了 

爾︰通「耳」，相當於「而

已」、「罷了」 

手法熟練 手熟，手藝精煉純熟 

爾︰語氣助詞，相當於

「而已」、「罷了」 

手熟爾︰手藝精煉純熟而

已 

13 忿然 憤怒的樣子  憤怒的樣子  [粵] 

14 A:爾安敢輕吾射 

B︰安敢輕吾射 

C: 爾、輕 

你豈敢輕視我射箭的本領 

爾︰你 

安︰豈、怎麼的意思 

安︰怎麼 

輕︰輕視 

吾︰我 

爾︰你，人稱代詞 

輕︰輕視、看輕 

15 A: 酌 

B、C: 酌油 

酌︰斟  [粵、普] 原來的意思是斟酒，即把酒注

入壺裡，這裡指把油注入葫蘆  

[粵、普] 

倒油  [粵] 

16 乃   於是，連詞 

17 覆其口 蓋住葫蘆口 

覆︰蓋住 

其︰它，代詞，指葫蘆 

  

18 A: 徐以杓酌油瀝

之 

B、C: 杓、瀝 

慢慢地用勺子把油注入葫

蘆裡 

徐︰慢慢地 

杓︰同「勺」，舀取液體的

器具 [粵、普] 

瀝︰指液體一滴一滴地落

下 [粵、普]  

杓︰同「勺」，有柄，近半 

球形，是用來舀取水、酒等的

器具  [粵、普] 

瀝︰液體一滴一滴地落下

[粵、普] 

杓︰通「勺」，一種有柄，

用來舀水或酒等東西的器

具 [粵、普] 

瀝︰液體一滴一滴地落

下，這裡作動詞用，指注

入[粵] 

19 因 於是 隨即  

20 遣之 遣︰打發 

之︰代詞，指賣油翁 

 遣︰打發 

之︰代詞，指賣油翁 

遣之︰打發他離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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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詩〉 

樑上有雙燕，翩翩雄與雌。 銜泥兩椽間，一巢生四兒。 

四兒日夜長，索食聲孜孜。 青蟲不易捕，黃口無飽期。 

觜爪雖欲敝，心力不知疲。 須臾十來往，猶恐巢中飢。 

辛勤三十日，母瘦雛漸肥。 喃喃教言語，一一刷毛衣。 

一旦羽翼成，引上庭樹枝。 舉翅不回顧，隨風四散飛。 

雌雄空中鳴，聲盡呼不歸。 卻入空巢裏，啁啾終夜悲。 

燕燕爾勿悲，爾當返自思。 思爾爲雛日，高飛背母時。 

當時父母念，今日爾應知。 

 

  A 書（一上選） B 書（一上講） C 書（一上講） 

1 梁 通「樑」，即屋樑，架在牆或

柱子上支撐房頂的橫木 

同「樑」，架在牆上或柱子上

支撐屋頂的橫木。 

即屋樑，架在牆上或柱子

上支撐屋頂的橫木。 

2 翩翩 輕快地飛舞的樣子 [粵、普] 輕快地飛舞的樣子。 輕快地飛舞的樣子。 

[粵、普] 

3 A︰銜泥兩椽

間 

B︰銜、椽 

C︰椽 

銜着泥在兩根椽子間築巢。 

銜︰嘴中含着、叼着[粵、普] 

椽︰放在屋樑上架着屋頂瓦片 

的木條[粵、普] 

同「含」。 椽子，放在樑上架着屋頂

瓦片的木條。[粵、普] 

架在樑上用來承托瓦片的圓木

條。[粵、普] 

4 孜孜 擬聲詞，模擬雛燕。[粵、普]   

5 黃口 幼鳥的嘴巴一般是黃色的，所

以常用「黃口」來借代小鳥。 

初生小鳥的嘴。這裡借代小燕

子。 

雛鳥的嘴喙呈黃色，這裡

用來借代雛燕。 

6 A︰敝 

B︰欲敝 

破損 [粵、普] 欲，將要。 

敝，破損。 

 

7 須臾 片刻，指短暫的時間 

[臾︰粵、普] 

 片刻，一會兒，指短暫的

時間。[臾︰粵、普] 

8 喃喃 擬聲詞，連續不斷地小聲說

話，這裡形容燕子發出的聲音 

[粵、普] 

 表示連續不斷地小聲說話

的聲音，擬聲詞。 

9 引上庭樹枝 領着飛到庭院的樹枝上，指雙

燕指導雛燕飛翔 

  

10 卻 退，這裡指回到。 退。  

11 啁啾 擬聲詞，形容鳥叫的聲音 

[粵、普] 

 指鳥兒的叫聲，擬聲詞。

[粵、普] 

12 爾  你、你們。 指你、你們的意思，人稱

代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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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飛之少年時代〉 

岳飛，字鵬舉，相州湯陰人也。生時，有大禽若鵠，飛鳴室上，因以為名。未彌月，河決內黃，水暴至，

母姚氏，抱飛坐巨甕中，衝濤乘流而下，及岸，得不死。  

  飛少負氣節，沈厚寡言。天資敏悟，強記書傳，尤好《左氏春秋》及《孫吳兵法》。家貧，拾薪為

燭，誦習達旦不寐。生有神力，未冠，能挽弓三百斤。學射於周同。同射三矢，皆中的，以示飛；飛引

弓一發，破其筈；再發，又中。同大驚，以所愛良弓贈之。飛由是益自練習，盡得同術。  

  未幾，同死，飛悲慟不已。每值朔望，必具酒肉，詣同墓，奠而泣；又引同所贈弓，發三矢，乃酹。

父知而義之，撫其背曰：「使汝異日得為時用，其殉國死義乎？」應曰：「惟大人許兒以身報國家，何事

不可為？」 

  A 書（一下選） B 書（一上講） C 書（一下選） 

1 佚名  佚，散失。[粵、普] 

佚名即散失了姓名。本文

根據元人托克托編的《宋

史‧岳飛傳》和南宋人章

穎的《南渡十將傳》改寫

而成，改寫的人姓名不

詳。 

 

2 字  又叫「表字」，在本名外所

取的，與本名意義相關的

另一名字。 

 

3 相州湯陰 今河南湯陰 今河南湯陰 今河南湯陰。 

4 鵠 天鵝 [粵、普] 即天鵝  [粵、普] 天鵝。[粵、普] 

5 室   這裡指家居。 

6 彌月 嬰兒出生滿一個月。 

彌︰滿 [粵、普] 

 彌，滿。[粵、普] 

彌月，嬰兒出生滿一個月。 

7 河決內黃 黃河洪水沖破內黃縣的堤岸。 

河︰黃河 

內黃︰地名，今河南內黃 

河，黃河。 

決，水沖破堤岸。 

內黃，今河南內黃。 

河，黃河。 

決，決堤，大水沖壞河堤。 

內黃，今河南內黃。 

黃河洪水沖破內黃的堤岸。 

8 甕 用來盛酒或水的陶器[粵、普] 本指口小腹大的陶器，用

以盛酒或水，這裡應解作

大水缸。[粵、普] 

用來盛酒或水的陶器。[粵、普] 

9 負氣節 具有堅持正義的品格   負︰具有 

氣節︰不屈服於外來壓力，堅 

持正義的品格 

 負，具有。 

負氣節，指具有志氣與節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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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A, C︰強記

書傳 

B︰強 

擅長記誦經典史籍 

強︰擅長於 [粵、普] 

書傳︰泛指一般的經典史籍 

擅長於 強，竭力，勉力。[粵、普] 

記，記住。 

書傳，泛指一般的經典史籍。 

全句指岳飛能牢記所讀的經典

史籍。 

11 《左氏春

秋》 

即《春秋左氏傳》，簡稱《左傳》。

據說是春秋魯國太史左丘明闡述孔

子《春秋》一書的著作。 

是一本記錄魯隱公元年至

魯哀公 27 年的歷史的史

書，書中記載春秋時代各

國政治、經濟、社會、文

化等事年，亦記述了很多

忠臣義士的故事，有肯定

賢士的特點。 

記載春秋時期的歷史，全稱為

《春秋左史傳》，簡稱《左

傳》，相傳為左丘明所作。 

12 孫吳兵法 指春秋名將孫武所著的《孫子》和

戰國名將吳起所著的《吳子》兩部

兵書。 

春秋名將孫武所著的《孫

子》和戰國名將吳起所著

的《吳子》兩本兵法書。 

孫，孫武，春秋時齊國人。 

吳，吳起，戰國時衛國人。 

兵法，專門研究戰略戰術的

書。 

孫吳兵法指《孫子》和《吳

子》兩部中國古代著名兵書。 

13 薪   柴枝。 

14 未冠 未成年的意思。 

冠︰古時男子滿 20 歲便行加冠

禮，表示已成年。[粵、普] 

 冠，古時男子滿二十歲行加冠

禮，表示成年。 

未冠，未成年。[粵、普] 

15 挽弓   挽，拉，牽引。 

挽弓，張開弓箭拉弦。 

16 三百斤  斤，重量單位，古時也用

這單位來表示拉弓所需的

力度。 

 

17 周同   北宋末著名的武師，善射。 

18 A, C︰中的 

B︰的 

射中箭靶的中心 

中︰射中[粵、普] 

箭靶的中心，古人把鵠鳥

畫在靶上做目標，叫做

「鵠的」，簡稱「的」。 

的，名詞，箭靶的中心。 

中的，射中箭靶的中心。 

[粵、普] 

19 A,B︰筈 

C︰破其筈 

箭的末端，射箭時扣在弦上的部分 

[粵、普] 

箭的尾部 [粵、普] 其，指示代詞，代指周同的

箭。 

筈，箭尾扣弦的部分。 

全句指岳飛的箭撃破周同的箭

尾。[粵、普] 

20 益 更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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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A,C︰悲慟

不已 

B︰已 

悲痛得不能自制。 

慟︰極度哀痛 [粵、普] 

已︰停止 

停止 慟，極度哀痛。[粵、普] 

不已，不能停止。 

悲慟不已，悲哀得不能自制。 

22 A,C︰朔望 

B︰每值朔

望 

農曆每月初一叫朔，十五叫望。古

人常在初一、十五祭祀神明或祖

先。 [朔︰粵、普] 

值，當，遇到。 

朔望，農曆每月的初一叫

朔，十五日叫望。[粵、普] 

朔，農曆每月初一。 

望，農曆每月十五。 

古人常在初一、十五祭祀神明

或祖先。 

23 詣 前往，特別指前往長輩處 

 

前往。[粵、普] 前往，特別指前往長輩處。 

[粵、普] 

24 奠 祭祀時陳列酒肉等祭品[粵、普] 祭祀時陳列酒肉等祭品。

[粵、普] 

陳列酒肉以祭祀。 

25 酹 

 

祭祀時把酒灑在地上，以示向祭祀

對象致敬[粵、普] 

祭祀時把酒灑在地上，向

祭祀的對象致敬。[粵、普] 

祭祀時把酒灑在地上以示敬

意。[粵、普] 

26 A,B︰義 

C︰父知而

義之 

 

指公正、合理的道理，這裡作動詞

用，對正確、合理的做法表示嘉許

的意思 

 

用作動詞，有認為適宜、

正確、合理等的意思。 

而，連詞，然後。 

義，本意為正義，引申作稱

許。全句指父親知道後稱許岳

飛。 

27 A︰異日 

B︰汝、異

日 

C︰使汝異

日得為時用 

將來 你 使，如果，假使。 

異日，將來。 

得為時用，能夠順應時勢又施

展抱負。 

全句指假使你將來能夠順應時

勢而施展抱負。 

將來 

28 A︰其殉國

死義乎 

C︰其、死

義 

「其……乎」是文言句式，用來表

示疑問或反問，即「會……嗎」 

死義︰為正義之事而死 

 副詞，表示推測、也許。 

死，為……而死。 

死義，為正義而死。 

29 惟 只要   

30 大人 對父親的尊稱  對父親的尊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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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二級 

〈習慣說〉 

蓉少時，讀書養晦堂之西偏一室；俛而讀，仰而思，思而弗得， 輒起，繞室以旋。室有窪徑尺，浸

淫日廣，每履之，足苦躓焉。既久而遂安之。 

 

 一日，父來室中，顧而笑曰：「一室之不治，何以天下國家為？」 命童子取土平之。 

 

 後蓉履其地，蹴然以驚，如土忽隆起者；俯視地，坦然則既平矣！ 已而復然，又久而後安之。 

噫！習之中人甚矣哉！足履平地，不與窪適也；及其久而窪者若平，至使久而即乎其故，則反窒焉而

不寧，故君子之學貴慎始。 

 

  A 書（二上講） B 書（二下選） C 書（二下講） 

1 養晦堂 劉蓉家中廳堂的名稱。 

晦︰本義為昏暗不明 

養晦︰有隱居修身以靜待

時機的意思，出自《詩

經‧周頌‧酌》的「遵養

時晦」。 

作者所居宅中的廳堂。 

「養晦」是隱居修身以等待

時機的意思。 

養，蓄養、修養。 

晦，隱藏。 

養晦，有潛心修養，以待時機

的意思。 

養晦堂，劉蓉家中廳堂的名

稱。 

2 俛 同「俯」，低頭的意思。 

[粵、普] 

 同「俯」，低頭的意思。 

[粵、普] 

3 思而弗得   弗，不。 

思而弗得，即思索不出。 

4 輒 總是、每每 [粵、普] 每每、總是 每，總是。[粵、普] 

5 繞室以旋 在書房內兜圈子 

以︰連詞，同「而」 

 繞，圍繞。 

以，表示後一動作是前一動作

的目的，連詞。 

旋，來回來動。 

旋室以旋，繞着房間來回踱

步。 

6 窪 凹陷的地方 [粵、普] 凹陷的地方。 [粵、普] 低陷的地方。[粵、普] 

7 A、C︰浸淫日

廣 

B︰浸淫 

(窪地)日漸擴大 

浸淫︰這裡指被侵蝕、磨

蝕 

逐漸侵蝕 浸，滲透，漸漸。 

淫，浸漬。 

浸淫，引申為漸進的意思。 

日，一天天。 

廣，擴大。浸淫日廣，一天天

逐漸地擴大。 

8 履 本指鞋子，  鞋，這裡作動詞用，解作踐

踏、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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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A︰足苦躓 

B、C︰躓 

有被絆倒的煩惱。 

躓︰絆倒  [粵、普] 

絆倒 [粵、普] 趺倒、絆倒。[粵、普] 

10 顧 轉過頭看  視、看。 

11 A︰何以天下國

家為 

C︰一室之不

治，何以天下國

家為 

怎樣治理天下國家的大事

呢? 這句是「何以為天下

國家」的倒裝句。 

何以︰怎樣 

為︰這裡指治理 

 不治，整理不好。 

何以，用甚麼、怎麼。 

為，這裡作動詞，解作治理。 

「何以天下國家為」是「何以

為天下國家」的倒裝，表示反

問語氣。 

全句意思是連一間房間都不能

整理好，怎麼能治理天下和國

家呢? 

12 A, C︰蹴然以驚 

B︰蹴 

像踢到東西似的，吃了一

驚 

蹴︰踢  [粵、普] 

踢 [粵、普] 蹴，踢。 

然，表示狀態。 

以，表示修飾，連詞。 

蹴然以驚，指像踢到東西一樣

吃了一驚。[粵、普] 

13 坦然 平坦的樣子  平坦的樣子，這裡形容低陷的

地方已被填平。 

14 已而復然 過了一段時間仍是如此。 

已而︰不久，後來，這裡

指過了一段時間 

復然︰仍舊這樣 

已而，過了一段時間。復

然，仍然這樣。 

 

15 噫 歎詞，用以表示悲痛或歎

息  [粵、普] 

 表示感歎，歎詞。[粵、普] 

16 A, C︰習之中人

甚矣哉 

B︰習之中人 

習慣對人的影響真是太大

了 

中︰這裡指影響 [粵、普] 

習慣影響人 [中︰粵、普] 習，習慣。 

中，這裡作動詞，解作影響。 

甚，過分。 

矣、哉，都是語氣詞，表示感

歎。 

全句意思是習慣對人的影響真

大啊 [中︰粵、普] 

17 A︰不與窪適 

B︰適 

C︰不與窪適也 

(踏着平地)跟踏在凹陷之處

的感覺並不一樣 

適︰一樣、相當 

相當、一樣 [粵、普] 適，適應。 

也，表示肯定，句末語氣詞。 

全句意思是踏在窪地上感到不

適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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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A︰即乎其故 

B︰即 

接近原來的樣子 

即︰接近 

乎︰語氣助詞 

故︰原來的樣子 

接近、接觸  

19 窒 阻礙  [粵、普] 障礙  

20 A︰慎始 

C︰故君子之學

貴慎始 

開始時要謹慎  學，求學。 

貴，這裡作動詞，解作重視。 

慎，謹慎。 

全句意思是所以君子求學從一

開始就要謹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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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園田居（其一）〉 

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誤落塵網中，一去十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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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榆柳蔭後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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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虛室有餘閒。久在樊籠裡，復得返自然。 

 

  A 書（二下講） B 書（三上講） C 書（三下講） 

1 陶潛  陶潛 (365-427)，原名淵明，

字元亮。東晉亡後自名潛，自

號五柳先生。潯陽柴桑 (今江

西九江)人，世稱靖節先生。

陶潛不滿官場黑暗，他四十一

歲時任彭澤令，因不肯束腰帶

見督郵 (郡守的屬官)而辭官

歸隱田園。 

 

2 A︰適俗韻 

C︰俗韻 

適應世俗的性情。 

俗︰世俗 

韻︰性情、氣質 

 俗，世俗。 

韻，氣質、性格。 

俗韻，世俗的性格。 

3 丘山 這裡指大自然  丘，小山。 

丘山，泛指大自然。 

4 塵網 指如羅網般將人束縛的塵

世，這裡指官場。 

塵︰塵世，指人間。 

 塵世的羅網，指塵世間的名

利束縛，這裡指喻為官場。 

5 A︰一去三十年 

B,C︰三十年 

離開大自然三十年。 

「三十年」疑為「十三年」

之誤，因為陶淵明自太元十

八年 (393)到江州(今江西九

江)出任祭酒，至義熙元年

(405)辭去彭澤縣令一職，次

年(406)寫下此詩，前後正好

十三年。 

說法有二，一指「十三年」；

一指虛數，表示時間之多。 

宋吳仁杰《靖節先生年譜》說

陶潛自太元十八年 (393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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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寫此詩，共計十三

年。 

也有研究者認為陶潛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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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擬為「十三年」之誤。 

陶潛自二十九歲開始擔任江

州祭酒，到四十一歲辭去彭

澤令，前後共計十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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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羈鳥 被關在籠中的鳥兒。 

羈︰束縛、拘束 [粵、普] 

 羈，束縛、拘束。 

羈鳥，關在籠中的雀鳥。

[粵、普] 

7 故淵 這裡指魚兒昔日生活的廣闊

海洋或湖泊。 

淵︰深潭 

故，從前、舊日。 

淵，很深的水。 

這裡指大湖、深潭。 

故，本來、從前的。 

淵，深水、深潭。 

故淵，這裡指湖泊或海洋。 

8 A︰南野際 

B︰開荒南野際 

南方一帶的郊野。 

際︰之間。 

開荒，開墾荒地。 

南野，南面的田野。 

 

9 守拙 固守自己愚拙的本性。 

守︰固守。 

拙︰愚拙。 

守，保持。 

拙，愚拙。 

 

10 方 通「旁」，周圍、四周的意

思。 

  

11 畝   量度土地面積的單位，量詞

[粵、普] 

12 A︰蔭 

B︰榆柳蔭後簷 

C︰榆、蔭 

遮蔽。 榆，榆樹，落葉喬木，果實稱

榆錢，可食用。蔭，遮蔽。

簷，房頂突出牆頭的部分。

[粵、普] 

榆樹，落葉喬木，果實稱榆

筴、榆錢，可供食用。 

這裡作動詞用，遮蔽的意

思。 

13 羅 排列。  排列、羅列。 

14 堂  正廳，會見賓客和祭祀的廳

堂。 

 

15 曖曖 隱約。 [粵、普] 昏暗不明，若隱若現。  

[粵、普] 

昏暗不明、若隱若現的樣

子。[粵、普] 

16 A,C︰依依、

墟里 

B︰依依墟里煙 

輕柔地飄盪的樣子。 依依，輕柔飄動的樣子。 

墟里，村落。 

輕柔飄忽、隱隱約約的樣

子。 

村落。 村落。 

17 顛   頂端、上方。這裡指樹上。

[粵、普] 

18 戶庭 門戶和庭園，這裡借指日常

生活。 

  

19 塵雜 指世俗的雜務。  世俗的雜務。 

這裡指官場公事的紛擾。 

20 虛室 陳設簡單的居室。 

虛︰空虛，這裡指佈置簡單 

虛，空虛。室，屋子。 

這裡指寧靜的生活環境。 

虛，空虛。 

虛室，陳設簡單的居室。 

21 樊籠 籠子，這裡比喻官場。 

[樊︰粵、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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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學一首示子姪〉 

天下事有難易乎？為之，則難者亦易矣；不為，則易者亦難矣。人之為學有難易乎？學之，則難者亦

易矣；不學，則易者亦難矣。吾資之昏，不逮人也；吾材之庸，不逮人也；旦旦而學之，久而不怠

焉，迄乎成，而亦不知其昏與庸也。吾資之聰，倍人也；吾材之敏，倍人也；屏棄而不用，其昏與庸

無以異也。聖人之道，卒於魯也傳之。然則昏庸聰敏之用，豈有常哉？ 

蜀之鄙有二僧：其一貧，其一富。貧者語於富者曰：「吾欲之南海，何如？」富者曰：「子何恃而

往？」曰：「吾一瓶一缽足矣。」富者曰：「吾數年來欲買舟而下，猶未能也。子何恃而往？」越明

年，貧者自南海還，以告富者，富者有慚色。西蜀之去南海，不知幾千里也。僧富者不能至，而貧者

至焉。人之立志，顧不如蜀鄙之僧哉？ 

是故聰與敏，可恃而不可恃也；自恃其聰與敏而不學者，自敗者也。昏與庸，可限而不可限也；不自

限其昏與庸而力學不倦者，自力者也。 

 

  A 書（二下講） B 書（二下講） C 書（二下講） 

1 彭端淑  彭端淑(1699-1799)，字樂齋，

四川丹稜人，雍正年間進士，

著有《白鶴堂文錄》。 

 

2 A︰吾資之昏 

B︰昏 

C︰資 

我的天資愚鈍。 

資︰天資。 

昏︰愚鈍 

愚鈍 天資 

3 A︰逮 

C︰不逮 

及  逮，到，及。 

不逮，不及。[粵、普] 

4 吾材之庸 我的才幹平庸。 

材︰資質、才幹 

庸︰平庸 

 材，材質、才能。 

庸，平庸。 

5 旦旦 天天  天天 

6 A︰久而不怠 

B︰久而不怠焉 

C︰怠 

持之以恆，仍不鬆懈。 

怠︰鬆懈 [粵、普] 

久，長久。 

怠，懶惰。 

焉，語尾助詞。 

懶惰 

7 迄乎成 達到成功。 

迄︰達到 [粵、普] 

 迄，到。 

迄乎成，直到成功。 

[粵、普] 

8 敏 靈活、聰敏。   

9 屏棄 拋棄、廢棄 [屏︰粵、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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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A、B︰聖人之

道，卒於魯也傳

之 

C︰聖人、卒於

魯也傳之 

 

孔子的學說，最終由遲鈍

的人(曾參)傳下來。 

聖人之道︰指孔子學說 

魯︰遲鈍，這裡指孔子的

學生曾參。 

聖人，具有最高道德學問的

人，這裡指孔子。 

道，學說。 

卒，終於。 

魯，愚鈍，這裡指孔子的學生

曾參。 

傳，承傳。 

品德學問遠超於常人的傑出

人物，這裡指孔子。 

卒，終於。  於，由。 

魯，愚鈍，這裡指孔門弟子

中以愚鈍聞名的曾參。 

傅，承傳。 

全句意謂最終由愚鈍的人

（曾參）承傳下。 

11 用  指對人所起的作用。  

12 豈有常哉 怎會是一成不變呢? 

常︰固定不變 

豈有，哪裡有。 

常，恆久不變，這裡指常規、

慣例。 哉，呢。 

 

13 A︰蜀之鄙 

B︰蜀 

蜀地的邊境。 

蜀︰今四川 

鄙︰邊境、偏僻的地方 

古代族名兼國名，在今四川西

部，後成為四川的簡稱。 

蜀，四川。 

鄙，邊境。 

蜀之鄙，四川的邊境。 

14 A︰之南海 

B、C︰南海 

前往南海。 

之︰前往、去 

南海︰指佛教勝地浙江定

海的普陀山 

即普陀山，在今浙江定海，是

中國的佛教勝地之一。 

指普陀山，位於今浙江定

海，為佛教勝地。 

15 何如   如何、怎麼樣 

16 A︰恃 

B︰何恃 

C︰子何恃而往 

依賴、憑藉 恃，依賴、憑藉。 

何恃，憑甚麼? 

子，「你」的意思，古時對

人的敬稱。 恃，憑藉。 

子何恃而往，你憑藉甚麼前

往 

17 缽 僧人的食具，底平，口略

小，形圓而扁  [粵、普] 

 和尚盛食物的用具。 

[粵、普] 

18 買舟而下 僱船前往。 

下︰這裡用作動詞，即

去、前往的意思。 

買舟，雇船。 

下，(沿着長江)往下游走。 

 

19 猶  仍然，尚且。 尚且 

20 越 及、到了  到了 

21 去 距離   

22 顧 難道、反而   

23 可恃而不可恃也 可以倚仗但不能過分依賴 可以依靠而又不可以依靠的。  

24 可限而不可限也 可以限制但不能完全約束   

25 自敗者  自甘失敗的人。 自取失敗的人。 

26 自力者 力求上進的人 自己力求上進的人。 自求上進的人。 



60 
 

〈湖心亭看雪〉 

崇禎五年十二月，余住西湖。大雪三日，湖中人鳥聲俱絕。 

是日，更定矣，余拏一小舟，擁毳衣爐火，獨往湖心亭看雪。霧凇沆碭，天與雲、與山、與水，上下

一白；湖上影子，惟長堤一痕、湖心亭一點與余舟一芥、舟中人兩三粒而已。 

到亭上，有兩人鋪氈對坐，一童子燒酒，爐正沸。見余，大喜，曰：「湖中焉得更有此人！」拉余同

飲。余強飲三大白而別。問其姓氏，是金陵人，客此。 

及下船，舟子喃喃曰：「莫說相公痴，更有痴似相公者。」 

  A 書（二下選） B 書（二下選） C 書（三上導） 

1 崇禎五年 即公元 1632 年，崇禎為明

朝最後一個皇帝思宗(1628-

1644)的年號。 

崇禎，明思宗朱由檢的年號，

祟禎五年即公元 1632 年。 

明思宗朱由檢的年號 (1628-

1644)。 

2 西湖 又名西子湖、西施湖，位

於浙江的杭州，是中國著

名的風景區。 

  

3 俱 全部。   

4 更定 古時一夜分成五更，「更

定」是五更之後，即黎明

的時候。 

古代一夜分為「五更」，每更

約兩小時︰初更開始，叫做

「更定」，時間約為晚上八

時。 

指初更開始，時間約晚上七

時。舊時一夜分為五更，從

夜間七時起到次日清晨五時

止，每二小時為一更，巡夜

的人敲竹梆報時，稱為「打

更」。 

5 拏 同「拿」，這裡解作僱用 

[粵、普] 

牽引。 [粵、普] 牽引。[粵、普] 

6 A,C︰毳衣 

B︰擁毳衣爐火 

古時讀書人的服裝，用鳥

獸的細毛製成 [粵、普] 

擁，穿戴，圍着，抱持。 

毳，鳥獸細毛，毳衣，用細軟

的獸皮做的衣服。[粵、普] 

爐火，生了火的爐子。 

鳥獸的細毛織成的衣服。

[粵、普] 

7 霧凇沆碭 霧水凝固成冰花，四處瀰

漫着白氣。 

霧淞︰指寒冷天，霧水凍

結在樹木的枝葉上形成白

色的冰花，通稱「樹掛」。 

淞 [粵、普] 

沆碭︰形容白氣瀰漫的面

貌 [粵、普] 

淞，指水氣凝結而成的冰花。 

霧淞，霧氣遇大寒而結成冰

晶，多排於樹枝。[粵、普] 

沆碭，迷迷濛濛，白氣瀰漫的

樣子。這裡形容迷濛的雪景。 

[粵、普] 

霧淞，在冬天，霧凝聚在樹

木的枝葉上或電線上而形成

的白色鬆散冰晶。 

沆碭，白氣滿瀰漫的樣子。 

霧淞沆碭，這裡形容白芒芒

的雪景。[粵、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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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上下一白 天空和地面一片雪白色   

9 長堤 指西湖的著名景點白沙堤

和蘇堤。 

堤︰沿河或沿海的防水建

築物，多用土石等築成 

[粵、普] 

 指西湖上的白堤。 

10 A︰一芥 

B︰芥 

C︰舟一芥 

一根小草，這裡用以比喻

所乘的小舟在湖中顯得很

渺小。 

芥︰小草 

小草 芥，原指小草，後以「芥

舟」比喻小舟。 

舟一芥，即一葉小船。 

11 焉 怎麼，表示疑問的語氣 

[粵、普] 

  

12 此人 這個人，這裡指和自己愛

好相同的人。 

  

13 A︰三大白 

B︰強飲三大白 

C︰大白 

三大杯酒。 

白︰酒杯 

強，勉強。 

大白，大酒杯。 

大酒杯 

14 金陵 南京的舊稱。南京為江蘇

省會，是中國六朝古都之

一。 

  

15 客   旅居，動詞。 

16 舟子 船家。  船夫。 

17 喃喃 連續不斷地小聲說話 

[粵、普] 

  

18 痴 指對某些事物極度迷戀   

19 相公   舊時對讀書人的敬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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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三級 

〈愛蓮說〉 

水陸草木之花，可愛者甚蕃 。晉陶淵明獨愛菊 。自李唐來，世人甚愛牡丹。予獨愛蓮之出淤泥而不

染，濯清漣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遠益清，亭亭淨植，可遠觀而不可褻玩焉。 

 

予謂菊，花之隱逸者也；牡丹，花之富貴者也；蓮，花之君子者也。噫！菊之愛，陶後鮮有聞；蓮之

愛，同予者何人？牡丹之愛，宜乎眾矣！ 

 

  A 書（三上講） B 書（二下講） C 書（二上講） 

1 周敦頤  周敦頤 (1017-1073)，字茂

叔，道州營道(今湖南道縣)

人，北宋哲學家，二十多歲開

始出任地方官，為官三十年，

清廉正直，深得百姓愛戴。他

晚年在江西廬山的濂溪講學，

世人稱他為「濂溪先生」，他

的學派也被稱為「濂溪學

派」，著有《太極圖說》、《通

書》。[粵、普] 

 

2 水陸草木之花   生長在水中、陸地上的各種

草本、木本植物的花。泛指

一切植物的花朵。 

3 蕃 眾多的意思。[粵、普] 草木茂盛、引申為繁多。

[粵、普] 

草木茂盛，引申指眾多。 

[粵、普] 

4 陶淵明 (365-427)，字元亮，後改名

潛，號五柳先生，潯陽柴桑

(今江西九江)人，東晉著名

詩人，曾多次當官，最終因

受不了腐敗黑暗的官場而辭

官歸隱。他特別喜愛菊花凌

霜盛放、脫俗高雅的特質。

他的作品多取材自田園生

活，歌頌自然風光，因此被

譽為「田園詩派」的始祖。 

陶淵明 (365-427)，即陶潛，

東晉潯陽柴桑 (今江西九江西

南)人，著名田園詩人和隱

士，曾數任小官，後因目睹官

場黑暗而歸隱田園。他愛菊花

不畏秋霜，遠離塵俗、不畏嚴

寒的高潔品質。 

又名陶潛(365-427)，字元

亮，潯陽柴桑(今江西九江)

人，東晉著名詩人。他不滿

官場醜惡，寧願過隱居生

活。陶淵明非常喜歡菊花，

常以菊花自比，曾寫「採菊

東籬下」、「秋菊有佳色」等

關於菊花的詩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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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A、B︰李唐 

C︰自李唐來，

世人甚愛牡丹 

即唐代。 

唐代的君主姓李，故又稱為

李唐。 

即唐朝。 

唐朝的皇帝姓李，故稱「李

唐」。 

李唐，指唐代。唐代皇帝姓

李，所以稱李唐。 

牡丹花容豔麗，形態雍容華

貴，所以被視為富貴、國運

昌隆的象徵。唐代時，栽種

牡丹成為社會風尚。 

6 牡丹  有「花王」之稱，花大，單

生，通常有深紅、粉紅、白色

等。 

7 予   我，人稱代詞。[粵、普] 

8 淤泥 河塘裡沉積的污泥 [粵、普]   

9 濯清漣而不妖 經清水洗滌的水面而不妖豔 

濯︰洗滌、清洗 [粵、普] 

清漣︰風吹過清澈的水面而

產生的波紋。 [粵、普] 

妖︰豔麗卻不莊重 [粵、普] 

濯，洗滌、洗沐。[粵、普] 

清漣，水清澈而有波紋。

[粵、普] 

妖，豔麗但不莊重。[粵、普] 

濯，洗。 

清漣，水清而有微波的樣

子，這裡指清水。 

妖，美麗而不端莊穩重。 

這裡指蓮花在清澈的水波裡

洗滌過，而不顯得妖媚。 

[濯︰粵、普] 

10 中通外直 蓮花莖的內部上下相通，外

形筆直。 

 中間通徹，外形挺拔。這裡

指蓮花莖梗的形態。 

11 不蔓不枝 生長時不依附在別的東西

上，也不旁生枝節。 

蔓和枝本為名詞，這裡作動

詞用。 

蔓︰蔓藤，攀繞他物生長的

植物。   

枝︰分枝。 

 蔓，原指細長能纏繞的莖。

這裡跟「枝」一起作動詞

用，指蓮花不是牽牽連連、

枝枝節節的。 [蔓︰粵、普] 

12 A︰益 

C︰香遠益清 

更加  益，越發，更加。 

這裡指蓮花的香氣在遠處更

覺幽清。 

13 亭亭淨植 高聳直立地生長在水中。 

亭亭︰高聳直立的樣子 

植︰本指栽種，這裡引申為

樹立的意思。 

亭亭，高聳直立的樣子。 

植，動詞，指樹立。 

 

14 A︰褻玩 

C︰不可褻玩焉 

親近而輕輕地玩弄。 

褻︰親近、輕慢而不莊重 

[粵、普]   

玩︰玩弄 

 褻，輕慢，親近而不莊重。 

焉，語氣助詞，表示停頓。 

這裡指蓮花是不可以任意玩

弄的。[褻︰粵、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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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B︰花之隱逸者 

C︰隱逸 

 隱逸，隱居、退隱。 

菊花在秋天才開放，而其他花

卉在農曆九月多已凋謝，所以

說菊花是遠離塵俗的隱逸者 

(見圖二) 

隱居避世。 

16 噫 歎詞，表示歎息、感慨，相

當於「唉」[粵、普] 

歎詞，相當於「唉」，表示歎

息。 [粵、普] 

語氣助詞，表示感歎，相當

於「唉」[粵、普] 

17 菊之愛   指喜愛菊花的人。 

18 鮮 少 [粵、普]   

19 宜乎眾矣 應當有很多人了。 

宜︰應當 

乎︰語氣助詞，用於句中，

表示停頓。 

矣︰語氣助詞，用於句末，

相當於「了」 

宜，應當。 

乎，語氣詞，用在句中，起紓

緩語氣的作用。 

宜，應當。 

眾，人多。 

即人該是很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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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時了〉 

春花秋月何時了？往事知多少。小樓昨夜又東風，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 

雕闌玉砌應猶在，只是朱顏改。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 

 

  A 書（三上選） B 書（三上導） C 書（二下講） 

1 小樓 指李煜降宋後在汴京(今河南

開封)的住處。 

指李煜降宋後的住處。 指李煜降宋後的住所。 

2 又東風   東風，指春風。 

又東風，又到了春天。 

暗指降宋後又一年了。 

3 不堪 承受不了，不忍。   

4 雕闌玉砌 雕着花紋的欄杆和玉石砌成的

台階，這裡借代南唐的華麗宮

殿。 

闌︰同「欄」，欄杆。 

闌，同「欄」。 

雕闌，雕花的欄杆。 

玉砌，玉石所建的台階。 

這裡用雕闌玉砌借代南唐的華

麗宮殿。 

雕，刻畫，裝飾。 

闌，通「欄」，即欄杆。 

雕闌，精心雕琢的欄杆。 

砌，台階。 

玉砌，用白玉砌成的台階。 

雕闌玉砌，精心雕琢的欄杆

和白玉砌成的台階，這裡指

舊日宮殿的豪華建築。 

5 朱顏 紅潤、年輕的容顏，這裡指舊

時南唐宮女的容顏。 

朱顏，紅潤的容顏，一說是指

李煜的容顏，一說是指南唐舊

時宮女的容顏，兩種說法均

可。 

朱，紅色。 

顏，面容。 

朱顏，指紅潤的面色，也特

指女子美好的面貌。 

6 君 人稱代詞，通常指「你」，這

裡指李煜自己。 

  

7 恰似 正如、恰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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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淨沙‧秋思〉 

枯藤老樹昏鴉，小橋流水人家，古道西風瘦馬。夕陽西下，斷腸人在天涯。 

 

  A 書（三上選） B 書（三上選） C 書（二下講） 

1 昏鴉 黃昏時分歸巢的烏鴉。 

昏︰黃昏。 

暮色中的烏鴉。 昏，黃昏。 

昏鴉，指暮色中的烏鴉。 

2 古道 指古舊荒涼的道路。  古老荒涼的道路。 

3 A、C︰斷腸

人 

B︰斷腸 

形容悲傷到極點的人。 形容悲痛到了極點。 斷腸，古人用「肝腸寸斷」

形容一個人傷心的樣子。 

斷腸人，指極度悲哀的人。 

4 天涯 天邊，這裡指離故鄉非常遙遠

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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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 

丙辰中秋，歡飲達旦，大醉，作此篇，兼懷子由。 

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不知天上宮闕，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風歸去，又恐瓊樓玉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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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書（三上選） B 書（三上講） C 書（二下講） 

1 B︰丙辰 

C︰丙辰中秋 

農曆以干支紀年，丙屬天

干，辰屬地支，丙辰年在這

裡指宋神宗熙寧九年。 

丙辰年，即宋神宗熙寧九年 

(1076 年)。 

宋神宗熙寧九年農曆八月十

五日。 

2 子由 蘇轍 (1039-1112)，字子

由，蘇軾的弟弟。 

 蘇軾的弟弟蘇轍，字子由。

當時二人已有七年沒有見面 

3 把酒   把，握、持。 

把酒，拿着酒杯。 

4 宮闕 宮殿。[粵、普] 宮殿。[粵、普] 闕，宮門兩邊供瞭望的樓。 

宮闕，泛指宮殿。[粵、普] 

5 我欲乘風歸去   這裡引用了嫦娥奔月的典

故，指作者想像嫦娥一樣乘

風飛到月宮。[粵、普] 

6 瓊樓玉宇 用美玉砌成的樓閣，這裡指

神話中的月宮。 

宇︰房屋。 

瓊，美好的玉石。用美玉建造

的高樓，這裡指月亮上的仙

宮。 

瓊，美玉。 

瓊樓玉宇，美玉築成的樓

宇，指想像中的月宮。 

[粵、普] 

7 不勝 不能承受。[粵、普]   

8 

 

何似在人間 

 

 

 

 

 

何似，怎麼比得上。 

全句意思指天上哪會像人間

般快樂呢。 

9 B︰轉朱閣， 

低綺戶 

A,C︰轉朱閣、 

低綺戶 

指月亮轉到朱紅色的樓閣

前。 

轉，指月光轉移。 

朱閣，朱紅色華美的樓閣。 

綺戶，雕花的門窗。 

轉移照向紅色的樓閣。 

指月光低斜地照進裝有精美

雕花的窗戶。 

綺戶︰雕花的窗戶。 

低，這裡作動詞，向低處照   

綺，華麗。 

戶，單扇門，這裡指門窗。 

低綺戶，指月光低照雕花的

門窗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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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照無眠   月光照着有心事睡不着覺的

人，或照得人睡不着覺。 

11 A︰何事 

C︰不應有恨，

何事長向別時

圓 

為甚麼。  恨，不滿。  

何事，為甚麼 

全句意思指月亮不應該對人

不滿，但為甚麼它總是乘着

人們別離時圓滿呢? 

12 古難全 自古以來就難以完美無缺。   

13 A,B︰嬋娟 

C︰千里共嬋娟 

指明月。 嬋娟，指美好的月色。 

[粵、普] 

嬋娟，傳說中的嫦娥，這裡

指借月亮。 

全句意思指即使相去千里，

也能分享這美好的月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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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技〉 

京中有善口技者。會賓客大宴，於廳事之東北隅，施八尺屏幛。口技人坐屏幛中，一桌、一椅、一

扇、一撫尺而已。眾賓團坐。少頃，但聞屏幛中撫尺一下，滿坐寂然，無敢譁者。 

遙聞深巷中犬吠，便有婦人驚覺欠伸，丈夫囈語。既而兒醒，大啼，丈夫亦醒。婦撫兒，兒含乳啼，

婦拍而嗚之。又一大兒醒，絮絮不止。當是時，婦手拍童聲，口中嗚聲，兒含乳啼聲，大兒初醒聲，

夫叱大兒聲，一時齊發，眾妙畢備。滿坐賓客，無不伸頸，側目，微笑，默歎，以爲妙絕。 

未幾，夫齁聲起，婦拍兒，亦漸拍漸止。微聞有鼠，作作索索，盆器傾側，婦夢中咳嗽。賓客意少

舒，稍稍正坐。 

忽一人大呼：「火起」，夫起大呼，婦亦起大呼。兩兒齊哭。俄而百千人大呼，百千兒哭，百千犬吠。

中間力拉崩倒之聲，火爆聲，呼呼風聲，百千齊作；又夾百千求救聲，曳屋許許聲，搶奪聲，潑水

聲。凡所應有，無所不有。雖人有百手，手有百指，不能指其一端；人有百口，口有百舌，不能名其

一處也。於是賓客無不變色離席，奮袖出臂，兩股戰戰，幾欲先走。 

忽然撫尺一下，羣響畢絕。撤屏視之，一人、一桌、一椅、一扇、一撫尺而已。 

  A 書（三下講） B 書（二下選） C 書（三上講） 

1 林嗣環  字鐵崖，明末清初福建晉江

人。他在詩文、書畫方面的造

詣都很高，著有《鐵崖文

集》、《湖舫存稿》。 

 

2 京 京城，指當時的北京。   

3 A,B︰會 

C︰會賓客大

宴 

適逢，正趕上的意思。 適逢。 會，適逢。 

宴客大宴，倒裝句，應為

「大宴會客」。 

全句意思是適逢一家人大擺

酒席請客。 

4 廳事 本指官府辦公的地方，這裡指

大廳、客廳。 

大廳、客廳。 原指官吏辦公的地方，後泛

指客廳。 

5 隅 角落 [粵、普] 角落。 [粵、普] 角落。[粵、普] 

6 施 放置、安放。  放，佈置。 

7 屏幛 指屏風、圍帳一類用來擋風或

遮擋視線的家具。 

幛︰原指題上字的布帛，作為

慶賀或弔唁的禮物。[粵、普] 

  

8 撫尺 又稱「醒木」，用木或玉石製

成。表演者用來拍擊桌子，吸

引觀眾注意的道具。 

醒木，表演者用來指桌子引起

聽眾注意的硬木塊。 

又稱「醒木」，是說唱藝人

用來拍撃桌子，以引起聽眾

注意的道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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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團坐 圍繞而坐。 

圍︰圍繞、聚合。 

  

10 少頃 不一會兒。 

頃︰片刻。[粵、普] 

 片刻，一會兒。 

11 滿坐寂然 全場都靜悄悄的樣子。 

坐︰通「座」，指座位。 

寂然︰安靜、沒有聲音。 

  

12 譁 喧嘩，高聲說話。[粵、普] 也作「嘩」，喧嘩，胡亂發出

聲音。[粵、普] 

喧鬧、吵嚷、大聲說話。

[粵、普] 

13 欠伸 打呵欠和伸懶腰。  打呵欠、伸懶腰。 

14 囈語 夢話，這裡作動詞用，指說夢

話。[粵、普] 

說夢話。 [粵、普] 夢話。[粵、普] 

15 既而 不久。  用於句首及句末，表示不

久，連詞。 

16 A︰嗚 

B 嗚之 

指輕輕哼唱，本為擬聲詞，這

裡作動詞用。 

嗚，擬聲詞，這裡作動詞用，

指輕聲哼唱。 

這裡作動詞用，指輕輕哼

唱，擬聲詞。 

17 絮絮 連續不斷地說話。 說話重複，連續不停。 

[粵、普] 

嘮嘮叨叨地不停地說話。 

[粵、普] 

18 叱 大聲責罵 [粵、普] 大聲責罵。 [粵、普] 喝罵。[粵、普] 

19 眾妙畢備 各種妙處都具備，這裡指各種

聲音都模仿得極像。 

畢︰全、都。 

 畢，全部。 

全句意思是各種聲音都模仿

得極像。 

20 未幾   沒有多久。 

21 A︰齁 

B︰齁聲 

睡覺時打鼾的聲音 [粵、普] 鼾聲，熟睡的時候鼻子出氣的

聲音。 [齁︰粵、普] 

熟睡時發出的鼻息聲。 

[粵、普] 

22 作作索索 擬聲詞，形容老鼠走動時的聲

音。 

擬聲詞，這裡摹擬老鼠活動的

聲音。 

形容老鼠活動的聲音，擬聲

詞。 

23 A,C︰意少舒 

B︰舒 

心情稍稍放鬆了些。 

意︰心情。 

少︰稍微。 

舒︰伸展、鬆弛。 

伸展，鬆弛。 意，情意，這裡解作心情。 

舒，寬舒。 

意少舒，心情稍稍放鬆。 

24 俄而 一會兒。  一會兒。 

25 百千 表示數目眾多。   

26 A︰中間力拉

崩倒之聲 

B,C︰力拉崩

倒 

其中夾雜房屋崩裂倒塌的聲音 

間︰原指縫隙，這裡作動詞

用，指夾雜。[粵、普] 

力拉︰擬聲詞，形容物體倒塌

時的聲音。 

力拉，擬聲詞，劈哩啪啦。 

崩倒，倒塌。 

加拉，指「噼嚦啪啦」的聲

音，擬聲詞。 

崩倒，指房屋遇到火突然倒

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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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火爆聲 烈火燃燒物品，令物品爆裂的

聲音。 

  

28 曳屋許許聲 眾人用力拉倒房屋時的呼喊聲 

曳︰拉。 

許許︰又作「滸滸」，擬聲

詞，這裡指呼喊聲。 

曳，拉。 

許許，擬聲詞，表示眾人一起

出力時發出的呼聲。 

[許許︰粵、普] 

曳，用力拉。 

許許，本指伐木聲，這裡指

許多人一起用力拉倒房屋時

的聲音，擬聲詞。 

[許許︰粵、普] 

29 一端 一種、一項   

30 名其一處   名，這裡作動詞用，指說

出。 

名其一處，說出其中的一個

地方。 

31 奮袖出臂 揚起袖子，露出手臂。 

奮︰舉起、揚起。 

奮，用力。 

出，露出。 

奮，揚起、撩起。 

出，顯露。 

奮袖出臂，使勁撩起衣袖，

露出手臂。 

32 兩股戰戰 兩條大腿發抖。 

股︰大腿。 

戰戰︰顫抖。 

股，大腿。 

戰戰，發抖。 

股，大腿。 

戰，發抖、打顫。 

全句意思是懼怕得兩腿發

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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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三套教科書注釋分類比重表 

(a) A, B, C 書獨立注釋分佈表 

  A 書 B 書 C 書 

中一 1. 古代專有名詞或用語 22 (25.0%) 23 (37.1%) 29 (30.2%) 

2. 常用虛詞的用法 14 (15.9%) 12 (19.4%) 16 (16.7%) 

3. 字詞的詞性 2 (2.3%) 3 (4.8%) 2 (2.1%) 

4. 難點字/罕見字的讀音和意思 19 (21.6%) 5 (8.1%) 17 (17.7%) 

5. 常用文言實詞的意思 8 (9.1%) 1 (1.6%) 7 (7.3%) 

6. 整句句子的意思 22 (25.0%) 18 (29.0%) 23 (24.0%) 

7. 詳細典故/出處 1 (1.1%) 0 (0%) 2 (2.0%) 

 總注釋數量 88 62 96 

中二 1. 古代專有名詞或用語 17 (21.3%) 9 (13.6%) 12 (15.0%) 

2. 常用虛詞的用法 11 (13.8%) 14 (21.2%) 8 (10.0%) 

3. 字詞的詞性 1 (1.2%) 5 (7.6%) 3 (3.8%) 

4. 難點字/罕見字的讀音和意思 22 (27.5%) 19 (28.8%) 28 (35.0%) 

5. 常用文言實詞的意思 6 (7.5%) 7 (10.6%) 14 (17.5%) 

6. 整句句子的意思 22 (27.5%) 12 (18.2%) 14 (17.5%) 

7. 詳細典故/出處 1 (1.2%) 0 (0%) 1 (1.2%) 

 總注釋數量 80 66 80 

中三 1. 古代專有名詞或用語 13 (19.1%) 8 (47.1%) 11 (19.0 

2. 常用虛詞的用法 11 (16.1%) 3 (17.6%) 14 (24.1%) 

3. 字詞的詞性 4 (5.9%) 1 (5.9%) 2 (3.4%) 

4. 難點字/罕見字的讀音和意思 15 (22.1%) 4 (23.5%) 9 (15.5%) 

5. 常用文言實詞的意思 7 (10.3%) 0 (0%) 8 (13.8%) 

6. 整句句子的意思 18 (26.5%) 1 (5.9%) 14 (24.1%) 

7. 詳細典故/出處 0 (0%) 0 (0%) 0 (0%) 

 總注釋數量 68 17 58 

 

 

 

 

 

 

 



73 
 

(B) 三套教科書文言注釋分佈圖 

 

 

表三  三套教科書中重覆注釋的例子 

 注釋字詞 年級 課文 解釋 

A

書 

益 
一下 《岳飛之少年時代》 更加 

三上 《愛蓮說》 更加 

噫 
二上 《習慣說》 歎詞，用以表示悲痛或歎息 

三上 《愛蓮說》 歎詞，表示歎息、感慨，相當於「唉」 

B

書 
汝 

一上 《賣油翁》 你 

一下 《岳飛之少年時代》 你 

C

書 
噫 

二上 《習慣說》 表示感歎，歎詞 

三上 《愛蓮說》 語氣助詞，表示感歎，相當於「唉」 

 

 

古代專有名詞或用語, 

154, 25%

常用虛詞的用法, 93, 

15%

字詞的詞性, 23, 4%

難點字/罕見字的讀音

和意思, 138, 23%

常用文言實詞的意

思, 58, 9%

整句句子的意思, 144, 

23%

詳細典故/出處, 5,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