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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經·國風·周南·關雎 

 

關關○1 雎鳩○2 ，在河之洲。窈窕○3 淑女，君子好逑。  

參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輾轉反側。  

參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  

參差荇菜，左右芼○4 之。窈窕淑女，鐘鼓樂之。 

 

○1  關關:水鳥叫聲。 

○2  雎鳩：水鳥，一名王雎，狀類鳧鷖，生有定偶，常並遊。 

○3  窈窕：美心為窈，美狀為窕。 

○4  芼：有選擇之意。 

 

甲、解釋下列劃有底線的詞語： 

1. 君子好逑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寤寐求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琴瑟友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乙、語譯以下句子： 

4.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 悠哉悠哉，輾轉反側。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丙、理解：請簡單回答下列問題。 

6. 本詩的作者應該是男子，還是女子呢？何以見得？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7. 本詩的作者在哪裡見到那女孩呢？這女孩是做其麼工作的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8. 在結構上本詩有甚麼特色呢？請舉例說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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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經·國風·魏風·相鼠 

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人而無儀，不死何為？  

相鼠有齒，人而無止。人而無止，不死何俟？  

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 

 

詩經·國風·魏風·碩鼠 

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汝，莫我肯顧。 

逝將去汝，適彼樂土。樂土樂土，爰得我所。  

碩鼠碩鼠，無食我麥！三歲貫汝，莫我肯德。 

逝將去汝，適彼樂國。樂國樂國，爰得我直。  

碩鼠碩鼠，無食我苗！三歲貫汝，莫我肯勞。 

逝將去汝，適彼樂郊。樂郊樂郊，誰之永號？ 

 

甲、解釋下列劃有底線的詞語： 

1. 人而無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人而無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無食我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爰得我直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乙、語譯以下句子： 

5. 不死何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6. 胡不遄死：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7. 逝將去汝，適彼樂郊：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丙、理解：請簡單回答下列問題。 

8. 在《相鼠》一詩中，作者把人和鼠作出比較後有甚麼結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9. 《相鼠》一詩主題是甚麼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0. 在《碩鼠》一詩中，碩鼠有甚麼惡行？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1. 綜合而言《相鼠》和《碩鼠》的作者借｢鼠｣這種動物諷刺甚麼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http://baike.baidu.com/view/33465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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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經·國風·衛風·木瓜 

 

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匪報也，永以為好也！ 

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匪報也，永以為好也！ 

投我以木李，報之以瓊玖。匪報也，永以為好也！ 

 

甲、解釋下列劃有底線的詞語： 

1. 報之以瓊琚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匪報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乙、語譯以下句子： 

3. 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永以為好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丙、理解 

5. 木瓜和瓊琚在價值上有甚麼分別？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6. 別人給作者木桃，作者報之以瓊瑤，是一種甚麼樣的態度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7. 作者以瓊瑤報答別人的木桃，為甚麼說是｢匪報也｣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8. 作者這樣對待別人，想達到甚麼目的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丁、評鑑 

9. 你認同作者這種交友之道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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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詩序(節錄) 

 

    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

嗟嘆之不足，故詠歌之，詠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

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

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  

 

    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上以風化下，下

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至於王道衰，禮義廢，政教

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國史明乎得失之跡，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

詠情性，以風其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也。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

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是以一國之事，系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

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頌者，美盛德之

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是謂四始，詩之至也。  

 

甲、解釋下列劃有底線的詞語： 

1. 情動於中而形於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其政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厚人倫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先王之澤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乙、語譯以下的句子： 

5. 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6. 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丙、理解：請簡單回答下列問題。 

7. 作者認為人們為甚麼會「詠歌」？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8. 先王以「詩」來做甚麼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9. 作者認為詩歌是一種單純的藝術，還是有其他功能呢？何以見得？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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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府·長歌行 

青青園中葵，朝露待日晞。  

陽春布德澤，萬物生光輝。  

常恐秋節至，焜黃華葉衰。  

百川東到海，何時復西歸?  

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 

 

甲、解釋下列劃有底線的詞語： 

1. 朝露待日晞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陽春布德澤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焜黃華葉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乙、語譯以下的句子： 

4. 百川東到海，何時復西歸?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 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丙、理解：請簡單回答下列問題。 

6. 請說出本詩的主題。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7. 本詩對讀者提出了甚麼勸勉？這與｢百川東到海｣有甚麼關係？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丁、評鑑 

8. 你認為作者這種人生態度合理嗎？為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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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府· 陌上桑 

日出東南隅，照我秦氏樓。秦氏有好女，自名為羅敷。羅敷善蠶桑，採桑城南隅； 

青絲為籠系，桂枝為籠鉤。頭上倭墮髻，耳中明月珠；緗綺為下裙，紫綺為上襦。  

行者見羅敷，下擔捋髭須；少年見羅敷，脫帽著帩頭。耕者忘其犁，鋤者忘其鋤； 

來歸相怒怨，但坐觀羅敷。使君從南來，五馬立踟躕。使君遣吏往，問是誰家姝？  

｢秦氏有好女，自名為羅敷。｣｢羅敷年幾何？｣｢二十尚不足，十五頗有餘。｣  

使君謝羅敷：｢寧可共載不？｣ 羅敷前致辭：｢使君一何愚！使君自有婦，羅敷自有夫。 

東方千餘騎，夫婿居上頭。何用識夫婿？白馬從驪駒；青絲系馬尾，黃金絡馬頭； 

腰中鹿盧劍，可直千萬餘。十五府小吏，二十朝大夫，三十侍中郎，四十專城居。  

為人潔白皙，鬑鬑頗有須；盈盈公府步，冉冉府中趨。坐中數千人，皆言夫婿殊。｣ 

 

甲、解釋下列劃有底線的詞語： 

1. 日出東南隅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羅敷善蠶桑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五馬立踟躕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乙、語譯以下的句子： 

4. 使君自有婦，羅敷自有夫。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 何用識夫婿？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丙、理解：請簡單回答下列問題。 

6. 請舉出一或兩個直接描寫羅敷美貌的句子。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7. 請舉出一或兩個間接描寫羅敷美貌的句子。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8. 使君邀請羅敷｢共載｣，背後隱含了甚麼意思？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9. 羅敷為甚麼說｢使君一何愚｣？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0. 羅敷為甚麼強調自己夫婿的威風與權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http://baike.baidu.com/view/40407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6142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0050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14016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90612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77972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18821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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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州謝朓樓餞別校書叔雲 李白 

 

棄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  

亂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煩憂。  

長風萬里送秋雁，對此可以酣高樓。 

蓬萊文章○1 建安骨○2 ，中間小謝又清發○3 。  

俱懷逸興壯思飛，欲上青天覽明月。 

抽刀斷水水更愁，舉杯銷愁愁更愁。 

人生在世不稱意，明朝散髮弄扁舟。 

 

○1  蓬萊文章：蓬萊指東漢時藏書之東觀。蓬萊文章：借指李雲的文章。 

○2  建安骨：漢末建安（漢獻帝年號，196—220）年間，｢三曹｣和｢建安七子｣等作家所作 

   之詩有獨特風格，後人稱之為｢建安風骨｣。  

○3  小謝又清發：小謝指謝朓，南朝齊詩人。這裡用以自喻。清發指清新秀發的詩風。發： 

   秀發，詩文俊逸。  

 

甲、解釋下列劃有底線的詞語： 

1. 對此可以酣高樓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舉杯銷愁愁更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人生在世不稱意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乙、語譯以下的句子： 

4. 俱懷逸興壯思飛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 明朝散髮弄扁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丙、理解：請簡單回答下列問題。 

6. 在詩歌開始的時候，作者的心情如何？何以見得？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7. 摘錄有｢餞別｣意思的句子，並稍作解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8. 作者對於不如意的人生最後有甚麼結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http://baike.baidu.com/view/1665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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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  進酒     李白 

 

君不見，黃河之水天上來， 

奔流到海不復回？ 

君不見，高堂明鏡悲白髮， 

朝如青絲暮成雪？ 

人生得意須盡歡， 

莫使金樽空對月。 

天生我材必有用， 

千金散盡還復來。 

 

烹羊宰牛且為樂， 

會須一飲三百杯。 

岑夫子，丹丘生○1 ， 

將進酒，君莫停。 

與君歌一曲， 

請君為我側耳聽： 

鐘鼓饌玉不足貴， 

但願長醉不願醒。 

古來聖賢皆寂寞， 

惟有飲者留其名。 

陳王○2 昔時宴平樂， 

斗酒十千恣歡謔。 

主人何為言小錢？ 

徑須沽取對君酌。 

五花馬，千金裘。 

呼兒將出換美酒， 

與爾同銷萬古愁。 

 

 

○1  岑夫子，丹丘生：指岑勳。丹丘生：元丹丘。二人均為李白的好友。 

○2  陳王：指陳思王曹植。 

 

甲、解釋下列劃有底線的詞語： 

1. 會須一飲三百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鐘鼓饌玉不足貴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斗酒十千恣歡謔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乙、語譯以下的句子： 

4. 千金散盡還復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 徑須沽取對君酌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丙、理解：請簡單回答下列問題。 

6. 首四句作者對人生有甚麼慨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7. 作者以甚麼方法解決人生的不如意？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8. 對於錢財和狂歡，作者認為哪一樣重要？試引例說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丁、評鑑： 你認同作者這種面對不如意人生的態度嗎？為甚麼？ 

http://baike.baidu.com/view/625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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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屋為秋風所破歌 杜甫 

八月秋高風怒號，卷我屋上三重茅。 

茅飛渡江灑江郊，高者掛罥長林梢，下者飄轉沉塘坳。 

南村群童欺我老無力，忍能對面為盜賊。 

公然抱茅入竹去，唇焦口燥呼不得，歸來倚杖自歎息。 

俄頃風定雲墨色，秋天漠漠向昏黑。 

布衾多年冷似鐵，驕兒惡臥踏裡裂。 

床頭屋漏無乾處，雨腳如麻未斷絕。 

自經喪亂少睡眠，長夜沾濕何由徹！ 

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風雨不動安如山！ 

嗚呼！何時眼前突兀見此屋，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 

甲、解釋下列劃有底線的詞語： 

1. 高者掛罥長林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俄頃風定雲墨色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乙、語譯以下的句子： 

3. 忍能對面為盜賊：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安得廣廈千萬間：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丙、理解：請簡單回答下列問題。 

5. 詩人的房子發生了甚麼變故？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6. 作者為甚麼｢倚仗自歎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7. 從詩歌看來作者的生活過得好嗎？何以見得？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8. 作者最大的願望是甚麼呢？從他的看法你覺得作者是一個怎樣的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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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車行  杜甫 

 

車轔轔，馬蕭蕭，行人弓箭各在腰。爹娘妻子走相送，塵埃不見咸陽橋。 

牽衣頓足攔道哭，哭聲直上干雲霄。道傍過者問行人，行人但云點行頻。 

或從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營田。去時里正與裹頭，歸來頭白還戍邊。 

  邊庭流血成海水，武皇開邊意未已。君不聞漢家山東二百州，千村萬落生荊杞。 

  縱有健婦把鋤犁，禾生隴畝無東西。況復秦兵耐苦戰，被驅不異犬與雞。 

長者雖有問，役夫敢申恨？且如今年冬，未休關西卒。縣官急索租，租稅從何出。 

  信知生男惡，反是生女好。生女猶是嫁比鄰，生男埋沒隨百草。 

君不見青海頭，古來白骨無人收。新鬼煩冤舊鬼哭，天陰雨濕聲啾啾。 

 

甲、解釋下列劃有底線的詞語： 

1. 哭聲直上干雲霄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武皇開邊意未已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役夫敢申恨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乙、語譯以下的句子： 

4. 塵埃不見咸陽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 縣官急索租，租稅從何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丙、理解：請簡單回答下列問題。 

6. 根據｢行人｣所說，大家為甚麼急著趕路和痛哭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7. 據詩歌所述，年青的小伙子被征召入伍，若僥倖不死會有甚麼結果？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8. 男丁被徵召入伍，只剩下婦女留守村落，對農作物生產有甚麼影響？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9. 從哪一個句子可見縣官一點都不體恤人民？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0. 為甚麼一向重男輕女的人，在這樣的情況下居然覺得生女孩子比生男孩子好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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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亥○1 雜詩 兩首  龔自珍 

第一首： 

  九州生氣恃風雷○2 ，萬馬齊喑究可哀○3 。 

  我勸天公○4 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才。 

  

  第二首： 

  浩蕩○5 離愁白日斜，吟鞭東指即天涯○6 。 

  落紅不是無情物，化作春泥○7 更護花 

 

○1  己亥：指清道光十九年，西元 1839 年。這一年，作者憤然辭官。 

○2  九州生氣恃風雷：九州：中國。生氣：生氣勃勃的局面。 恃：依靠。  

  ○3  萬馬齊喑究可哀：喑：啞。萬馬齊喑：比喻社會政局毫無生氣。究：終究、畢竟。  

  ○4  天公：皇帝。 

  ○5  浩蕩：這裡形容愁緒無邊無際的樣子。 

  ○6  吟鞭東指即天涯：吟鞭，詩人自己的馬鞭。指向，指詩人所去的方向。東指：指東

方        故里。天涯：天邊，形容離京城很遠的地方。 

  ○7  化作春泥：變成春天的泥土。護花：養護花。護，滋養惜護。花：指國家。。 

   

甲、解釋下列劃有底線的詞語： 

1. 我勸天公重抖擻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落紅不是無情物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乙、語譯以下的句子 

3. 萬馬齊喑究可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浩蕩離愁白日斜：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丙、理解：請簡單回答下列問題。 

5. 簡述第一首寫到的政治形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6. 作者希望皇帝做甚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7. 作者辭官歸故里時是懷著怎樣的心情的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8. 他辭官之後對國家懷著甚麼感情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http://www.slkj.org/a/gongzizhen.html
http://www.slkj.org/c/963/
http://www.slkj.org/c/964/
http://www.slkj.org/c/1851/
http://www.slkj.org/c/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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雜感（五首選一） 黃遵憲 

 

大塊鑿混沌，渾渾旋大圜；隸首不能算，知有幾萬年。 

羲軒造書契，今始歲五千；以我視後人，若居三代先。 

俗儒好尊古，日日故紙研；六經字所無，不敢入詩篇。 

古人棄糟粕，見之口流涎；沿習甘剽盜，妄造叢罪愆。 

黃土同摶人，今古何愚賢；即今忽已古，斷自何代前？ 

明窗敞流離，高爐蒸香煙；左陳端溪硯，右列薛濤箋； 

我手寫我口，古豈能拘牽！即今流俗語，我若登簡編； 

五千年後人，驚為古斕斑。 

 

甲、解釋下列劃有底線的詞語： 

1. 俗儒好尊古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古人棄糟粕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乙、語譯以下的句子： 

3. 黃土同摶人，今古何愚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左陳端溪硯，右列薛濤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丙、理解：請簡單回答下列問題。 

5. 對於有些人只懂｢好古｣，作者有何看法？試引述一二詩句為證。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6. 作者認為今人和古人有的才能有沒有分別？從哪一句詩可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7. 對於創作，作者有甚麼主張？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