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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顧劭嘗與龐士元宿語，問曰：「聞子名知人，吾與足下孰愈？」曰：「陶冶世俗，

與時浮沈，吾不如子；論王霸之餘策，覽倚仗之要害，吾似有一日之長。」劭亦

安其言。 

 

 

乙、試簡單回答下列問題 

A. 如果龐士元認為顧劭擅長於政治和政事，哪他自己又擅長甚麼?試引文解釋。 

 

 

 

2. 王戎喪兒萬子，山簡往省之，王悲不自勝。簡曰：「孩抱中物，何至於此？」王

曰：「聖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鍾，正在我輩。」簡服其言，更為之慟。 

 

 

乙、試簡單回答下列問題 

A. 山簡以何理由勸說王戎不用傷心? 

 

 

B. 王戎認為聖人和愚人對於「情」是抱怎樣的態度? 

 

 

 

甲、試解釋下列劃有底線字詞﹕ 

A. 顧劭嘗與龐士元宿語  

B. 吾與足下孰愈  

C. 吾與足下孰愈  

D. 劭亦安其言  

甲、試解釋下列劃有底線字詞﹕ 

A. 山簡往省之  

B. 王悲不自勝  

C. 簡服其言  

D. 更為之慟  



香港華仁書院 2020-2021 暑期作業 

 

中三升中四 Page 2 

 

3. 高貴鄉公薨，內外諠譁。司馬文王問侍中陳泰曰：「何以靜之？」泰云：「唯殺賈

充，以謝天下。」文王曰：「可復下此不？」對曰：「但見其上，未見其下。」 

 

乙、試簡單回答下列問題 

A. 司馬文王認同陳泰的辦法嗎? 

 

 

B. 陳泰認為自己的建議已經很溫和還是很嚴厲?試加以解釋。 

 

 

 

4. 王恭欲請江盧奴為長史，晨往詣江，江猶在帳中。王坐，不敢即言。良久乃得

及，江不應。直喚人取酒，自飲一碗，又不與王。王且笑且言：「那得獨飲？」江

云：「卿亦復須邪？」更使酌與王，王飲酒畢，因得自解去。未出戶，江歎曰：「人

自量，固為難。」 

 

 

乙、試簡單回答下列問題 

A. 為甚麼王恭最後沒有開口邀請江盧奴做官? 

 

 

甲、試語譯以下句子﹕ 

A. 高貴鄉公薨  

B. 內外諠譁  

C. 何以靜之  

D. 以謝天下  

甲、試解釋下列劃有底線字詞﹕ 

A. 晨往詣江  

B. 良久乃得及  

C. 直喚人取酒  

D. 固為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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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孫齊由、齊莊二人小時詣庾公，公問：「齊由何字？」答曰：「字齊由。」公曰：

「欲何齊邪？」曰：「齊許由○1 。」「齊莊何字？」答曰：「字齊莊。」公曰：「欲

何齊？」曰：「齊莊周○2 。」公曰：「何不慕仲尼而慕莊周？」對曰：「聖人生知，

故難企慕。」庾公大喜小兒對。 

 
○1 許由﹕相傳為堯時高士，堯要把君位禪讓給他，他逃至箕山下農耕而食，堯又請他做九州

長官，他到潁水邊洗耳，表示名祿之言污了他的耳。 

○2 莊周﹕即莊子，道家思想的代表人物。 

 

乙、試簡單回答下列問題 

A. 庾公為甚麼問孫齊莊「何不慕仲尼而慕莊周」? 

 

 

 

6. 王黃門兄弟三人俱詣謝公，子猷、子重多說俗事，子敬寒溫而已。既出，坐客問

謝公：「向三賢孰愈？」謝公曰：「小者最勝。」客曰：「何以知之？」謝公曰：

「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推此知之。」 

 

 

乙、試簡單回答下列問題 

A. 為何謝公認為子敬最優勝?試加以解釋。 

 

 

 

甲、試解釋下列劃有底線字詞﹕ 

A. 孫齊由、齊莊二人小時詣庾公  

B. 欲何齊邪？  

C. 何不慕仲尼而慕莊周  

D. 庾公大喜小兒對  

甲、試解釋下列劃有底線字詞﹕ 

A. 王黃門兄弟三人俱詣謝公  

B. 子敬寒溫而已  

C. 既出  

D. 向三賢孰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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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華歆、王朗俱乘船避難，有一人欲依附，歆輒難之。朗曰：「幸尚寬，何為不

可？」後賊追至，王欲舍所攜人。歆曰：「本所以疑，正為此耳。既已納其自託，

寧可以急相棄邪？」遂攜拯如初。世以此定華、王之優劣。 

 

 

乙、試簡單回答下列問題 

A. 為何華歆一開始不肯向求援的人施援手? 

 

B. 最後世人如何評價王朗和華歆?試加以解釋。 

 

 

8. 簡文(帝)見田稻不識，問是何草？左右答是稻。簡文(帝)還，三日不出，云：「寧有

賴其末，而不識其本？」 

 

 

丙、試簡單回答下列問題 

A. 簡文帝為甚麼「三日不出」? 

 

 

B. 簡文帝說的「本」是甚麼?「末」是甚麼? 

 

 

甲、試解釋下列劃有底線字詞﹕ 

A. 華歆、王朗俱乘船避難  

B. 歆輒難之  

C. 王欲舍所攜人  

D. 寧可以急相棄邪  

甲、試解釋下列劃有底線字詞﹕ 

A. 簡文(帝)還  

B. 寧有賴其末  

乙、試語譯以下句子 

簡文(帝)見田稻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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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鄭玄在馬融門下，三年不得相見，高足弟子傳授而已。嘗算渾天不合，諸弟子莫

能解。或言玄能者，融召令算，一轉便決，眾咸駭服。及玄業成辭歸，既而融有

「禮樂皆東」之歎。恐玄擅名而心忌焉。玄亦疑有追，乃坐橋下，在水上據屐。融

果轉式○1 逐之，告左右曰：「玄在土下水上而據木，此必死矣。」遂罷追，玄竟以

得免。 

 

○1 轉式﹕運轉占卜工具 

 

乙、試簡單回答下列問題 

A. 為甚麼馬融要追殺鄭玄?鄭玄又是如何脫險? 

 

 

 

10. 劉璵兄弟少時為王愷所憎，嘗召二人宿，欲默除之。令作阬，阬畢，垂加害矣。石

崇素與璵、琨善，聞就愷宿，知當有變，便夜往詣愷，問二劉所在？愷卒迫不得

諱，答云：「在後齋中眠。」石便徑入，自牽出，同車而去。語曰：「少年，何以輕

就人宿？」 

乙、試簡單回答下列問題 

A. 王愷打算怎樣加害劉璵兄弟? 

 

  

甲、試解釋下列劃有底線字詞﹕ 

A. 嘗算渾天不合  

B. 眾咸駭服  

C. 眾咸駭服  

D. 告左右曰  

E. 玄竟以得免  

甲、試解釋下列劃有底線字詞﹕ 

A. 聞就愷宿  

B. 石崇素與璵、琨善  

C. 便夜往詣愷  

D. 愷卒迫不得諱  

E. 石便徑入  

F. 少年，何以輕就人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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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王大將軍執司馬愍王，夜遣世將○1 載王於車而殺之，當時不盡知也。雖愍王家，

亦未之皆悉，而無忌兄弟皆稚。王胡之與無忌，長甚相暱，胡之嘗共遊，無忌入

告母，請為饌。母流涕曰：「王敦昔肆酷汝父，假手世將。吾所以積年不告汝者，

王氏門彊，汝兄弟尚幼，不欲使此聲著，蓋以避禍耳！」無忌驚號，抽刃而出，

胡之去已遠。 
○1 世將﹕即王虞，字世將，王胡之的父親。他又是王敦的堂兄弟，曾追隨王敦叛亂，擔任

平南將軍、荊州刺史。 

丙、試簡單回答下列問題 

A. 為甚麼司馬胡之的母親不告訴兒子關於父親被王世將所殺的事實? 

 

 

 

12. 王戎七歲，嘗與諸小兒遊。看道邊李樹多子折枝。諸兒競走取之，唯戎不動。人

問之，答曰：「樹在道邊而多子，此必苦李。」取之，信然。 

丙、試簡單回答下列問題 

A. 為何李樹在路邊，必定是苦的? 

 

 

甲、試解釋下列劃有底線字詞﹕ 

A. 王大將軍執司馬愍王  

B. 亦未之皆悉  

C. 請為饌  

D. 假手世將  

E. 王氏門彊  

乙、試解釋以下句子 

A. 長甚相暱  

B. 王敦昔肆酷汝父  

甲、試解釋下列劃有底線字詞﹕ 

A. 嘗與諸小兒遊  

B. 唯戎不動  

C. 人問之  

D. 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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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王經少貧苦，仕至二千石，母語之曰：「汝本寒家子，仕至二千石，此可以止

乎！」經不能用。為尚書，助魏，不忠於晉，被收。涕泣辭母曰：「不從母敕，以

至今日！」母都無慼容，語之曰：「為子則孝，為臣則忠。有孝有忠，何負吾

邪？」 

 

14. 王渾妻鍾氏生女令淑，武子為妹求簡美對而未得。有兵家子，有俊才，欲以妹妻

之，乃白母，曰：「誠是才者，其地可遺，然要令我見。」武子乃令兵兒與群小雜

處，使母帷中察之。既而，母謂武子曰：「如此衣形者，是汝所擬者非邪？」武子

曰：「是也。」母曰：「此才足以拔萃，然地寒，不有長年，不得申其才用。觀其形

骨，必不壽，不可與婚。」武子從之。兵兒數年果亡。 

 

乙、試簡單回答下列問題 

A. 為甚麼武子想把妹妹嫁予兵家子? 

 

B. 為甚麼武子的母親拒絕把其女嫁予兵家子?  

 

 

  

甲、試解釋下列劃有底線字詞﹕ 

A. 此可以止乎  B. 經不能用  

C. 涕泣辭母曰  D. 母都無慼容  

乙、試簡單回答下列問題 

A. 為甚麼王經最後被收押? 

 

B. 為甚麼王經的母親不認為其子辜負了她? 

 

甲、試解釋下列劃有底線字詞﹕ 

A. 武子為妹求簡美對而未

得 

 B. 乃白母  

C. 誠是才者  D. 然要令我見  

E. 既而  F. 是汝所擬者非邪  

G. 武子從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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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戴淵少時，遊俠不治行檢，嘗在江、淮間攻掠商旅。陸機赴假還洛，輜重甚盛。

淵使少年掠劫，淵在岸上，據胡床，指麾左右，皆得其宜。淵既神姿峰穎，雖處

鄙事，神氣猶異。機於船屋上遙謂之曰：「卿才如此，亦復作劫邪？」淵便泣涕，

投劍歸機，辭厲非常。機彌重之，定交，作筆薦焉。過江，仕至征西將軍。 

 

乙、 試簡單回答下列問題 

A. 試指出戴淵的一項才能。 

 

B. 為甚麼戴淵最後歸順了陸機?  

 

 

16. 晉武帝講武於宣武場，帝欲偃武修文，親自臨幸，悉召群臣。山公謂不宜爾，因

與諸尚書言孫、吳用兵本意。遂究論，舉坐無不咨嗟。皆曰：「山少傅乃天下名

言。」後諸王驕汰，輕遘禍難，於是寇盜處處蟻合，郡國多以無備，不能制服，

遂漸熾盛，皆如公言。時人以謂山濤不學孫、吳，而闇與之理合。王夷甫亦歎

云：「公闇與道合。」 

 

 

  

甲、試解釋下列劃有底線字詞﹕ 

A. 嘗在江、淮間攻掠商旅  B. 雖處鄙事  

C. 陸機赴假還洛  D. 機彌重之  

E. 輜重甚盛  

甲、試解釋下列劃有底線字詞﹕ 

A. 悉召群臣  B. 舉坐無不咨嗟  

C. 舉坐無不咨嗟  D. 遂漸熾盛  

E. 而闇與之理合  

乙、試簡單回答下列問題 

A. 晉武帝於宣武場與群臣討論甚麼問題? 

 

B. 為甚麼各地不能平息寇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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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王夷甫父乂為平北將軍，有公事，使行人論不得。時夷甫在京師，命駕見僕射羊

祜、尚書山濤。夷甫時總角，姿才秀異，敘致既快，事加有理，濤甚奇之。既

退，看之不輟，乃歎曰：「生兒不當如王夷甫邪？」羊祜曰：「亂天下者，必此子

也！」 

 

18. 齊王冏為大司馬輔政，嵇紹為侍中，詣冏咨事。冏設宰會，召葛旟董艾等共論時

宜。旟等白冏：「嵇侍中善於絲竹，公可令操之。」遂送樂器。紹推卻不受。冏

曰：「今日共為歡，卿何卻邪？」紹曰：「公協輔皇室，令作事可法。紹雖官卑，

職備常伯。操絲比竹，蓋樂官之事，不可以先王法服，為吳人之業。今逼高命，

不敢苟辭，當釋冠冕，襲私服，此紹之心也。」旟等不自得而退。 

 

 

19. 吳郡陳遺，家至孝，母好食鐺底焦飯。遺作郡主簿，恆裝一囊，每煮食，輒貯錄

焦飯，歸以遺母。後值孫恩賊出吳郡，袁府君即日便征，遺已聚斂得數斗焦飯，

未展歸家，遂帶以從軍。戰於滬瀆，敗。軍人潰散，逃走山澤，皆多饑死，遺獨

以焦飯得活。時人以為純孝之報也。 

 

 

 

 

 

 

 

甲、試解釋下列劃有底線字詞﹕ 

A. 使行人論不得  B. 夷甫時總角  

C. 濤甚奇之  D. 既退  

E. 看之不輟  

乙、試簡單回答下列問題 

A. 為甚麼王夷甫之父命王夷甫前往見羊祜、山濤? 

 

B. 為甚麼山濤認為「生兒不當如王夷甫邪」?  

 

甲、試解釋下列劃有底線字詞﹕ 

A. 詣冏咨事  B. 召葛旟董艾等共論時宜  

C. 旟等白冏  D. 公可令操之  

E. 不敢苟辭  

乙、試解釋下列句子 

A. 公協輔皇室，令作事可法  

B. 蓋樂官之事，不可以先王法

服 

 

丙、試簡單回答下列問題 

A. 嵇紹拒絕齊王要求，齊王態度有何轉變?試引文加以解釋。 

 

B. 嵇紹以甚麼理由推卻齊王冏的要求?  

 

 

甲、試解釋下列劃有底線字詞﹕ 

A. 恆裝一囊  

B. 輒貯錄焦飯  

C. 後值孫恩賊出吳郡  

D. 未展歸家  

E. 遂帶以從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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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蘇峻既至石頭，百僚奔散，唯侍中鍾雅獨在帝側。或謂鍾曰：「見可而進，知難而

退，古之道也。君性亮直，必不容於寇讎，何不用隨時之宜、而坐待其弊邪？」

鍾曰：「國亂不能匡，君危不能濟，而各遜遁以求免，吾懼董狐將執簡而進矣！」 

 

乙、試簡單回答下列問題 

A. 為甚麼陳遺有貯焦飯的習慣? 

 

B. 為甚麼最後陳遺戰敗卻得以生存? 

 

甲、試解釋下列劃有底線字詞﹕ 

A. 蘇峻既至石頭  

B. 古之道也  

C. 必不容於寇讎  

D. 而各遜遁以求免  

E. 而各遜遁以求免  

乙、試簡單回答下列問題 

A. 他人以甚麼原因勸說鍾雅離開? 

 

B. 為甚麼最後鍾雅拒絕離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