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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 
 

《三國演義》追本溯源 

  劉關張桃園結義、三英戰呂布、劉備三顧茅廬、諸葛亮草船借

箭、空城計……這些精彩的《三國演義》故事，你聽過嗎？《三國

演義》是羅貫中撰寫的中國首部長篇歷史章回小説，大約成書於元

朝末年到明朝初年之間。 

 

劉備、關羽、張飛桃園結義的故事，家喻戶曉。  

  《三國演義》顧名思義，以中國歷史上的東漢末年至三國時期

（約公元 220 年至公元 265 年）為歷史背景。當時戰爭頻繁，但人

才輩出。小説以描寫謀略、戰爭為主，敍述東漢末年州牧割據及魏、

蜀、吳三國之間的角力，人物鮮明，鬥智鬥力，情節引人入勝。 

  《三國演義》所寫的都是歷史事實嗎？原來並不是！ 

  《三國志》才是記載漢末三國歷史的正史，由西晉的陳壽所著。

陳壽以嚴謹的態度記錄史實，確保內容真實可信，所以歷代都重視

《三國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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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來民間出現了「説三分」，即説書人依據三國歷史與有關傳

説，編寫了許多精彩故事，講唱出來。其後，羅貫中彙集和整理史

實與流傳的虛構故事，加上自己的聯想，創作成小説《三國志通俗

演義》，簡稱《三國演義》。小説的部分情節雖有來自真實歷史，

但也加入了虛構內容。以「草船借箭」為例，據歷史記載主角應為

孫權，但作者為突出諸葛亮的神機妙算，把「借箭」全歸功到諸葛

亮身上。 

 

説書人在街頭講唱民間故事，是傳統的民間娛樂活動之一。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這是常見於章回小説每回

結尾的語句。章回小説多以分回敍述故事，每回有「回目」，以標

題歸納該回情節大概。《三國演義》共分 120 回，第一回的回目是

「宴桃園豪傑三結義，斬黃巾英雄首立功」。有些現代武俠小説也

承襲了這些特色。 

 

風靡華人社會的金庸武俠小説，部分也採用

了章回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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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遊記》裏的真真假假 

  「千里之行，始於足下。」歷史上不少人為了實現理想，踏上

萬里之途，鍥（○粵 [揭]，○普 [qiè]）而不捨地完成個人目標，唐代名

僧玄奘是其中一人。玄奘在一千多年前交通落後的年代，從中國一

步一步地走到佛教的發源地天竺（○粵 [竹]，○普 [zhú]），即今天印度，

求取佛經。他想不到的是，他的經歷成為了後世文藝創作的熱門題

材，其中最著名的作品就是明代吳承恩所寫的《西遊記》，玄奘成

了書中的要角—— 唐三藏。 

  可是，大家在閱讀《西遊記》時，別把它視為玄奘的歷史傳記

啊！ 

  《西遊記》全書以唐三藏師徒取經為情節主幹，內容充滿幻想

色彩，筆調輕鬆詼諧。唐僧受命到西天取經，並陸續收了幾位徒弟。

唐三藏先在五行山下救出孫悟空，再由孫悟空先後收降豬八戒和沙

和尚。各主角出現次序實際也反映了他們在取經過程中的重要程度。

一路上，唐僧師徒遭遇各種妖魔鬼怪的侵擾，以堅定信念克服種種

外界誘惑。共歷經八十一難後，才取得真經，師徒四人也各自成佛。 

 

《西遊記》四師徒深入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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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個主要角色形象生動

—— 唐三藏善良但迂（○粵 

[於]，○普 [yū]）腐、孫悟空高

傲卻堅毅、豬八戒貪戀食色、

沙和尚默默苦行，四人形象

反映了人類的不同本性。 

孫悟空是《西遊記》中的經典角色   

 
 

    歷史上真正的「唐三藏」——玄奘又是一個怎樣的人？玄奘從小

學佛，他發現當時佛經的翻譯有很多錯處，決心去天竺鑽研佛法。

十多年後，他返抵長安，並帶回很多佛經。隨後，他翻譯佛經一千

多卷，對佛教傳播貢獻巨大。 

 

玄奘回長安圖 

  根據玄奘的口述，他的弟子辯機撰寫了《大唐西域記》，記載

了玄奘親身遊歷或聽聞過的二百多個西域國家或地區的地理環境、

風土習俗、物產氣候等，增進後人對西域的認識。當然，這本書中

並沒有孫悟空、豬八戒和沙和尚呢！ 



 
 

  3.1  
 

《論語》—— 認識孔子的鑰匙 

  孔子既是思想家，也是教育家。據説，他一生教過三千多名弟

子，其中有七十二人很有名望，稱為「七十二賢」，例如顏回、曾

子、子貢、子路等。學生不論貧富、長幼或資質，即使只以一束脩

（○粵 [收]，○普 [xiū]）（一些乾肉條）作為拜師禮物，孔子都一律納

為弟子，並孜（○粵 [知]，○普 [zī]）孜不倦地教導他們，實踐他所主張

的「有教無類」。二千多年後的今天，我們還有機會成為孔子的學

生嗎？當然有！方法之一就是閱讀《論語》。 

 

萬世師表——孔子 

  《論語》是儒家的經典，全書共二十篇，内容主要是孔子教導

弟子成為仁德君子的對話，也記述孔子的行為事跡，用字簡約精煉。

但它並不是孔子親自撰寫的，而是由他的弟子輯錄而成。孔子對人

生、教育和君主如何管治國家的看法和教誨，我們都可在書中讀到。 

  「學而時習之，不亦説（○粵 [月]，○普 [yuè]）乎？有朋自遠方來，

不亦樂乎？」這經典名句來自《論語》的第一篇——《學而》。孔子

教導我們，要時常温習和練習，着重實踐所學，平日可多和志同道

合的朋友互相切磋，這些都是快樂的來源。孔子教我們的不只是知

識，更重要是待人處世的道理。 



 
 

  3.2  
 

   

孔子認為我們要做有仁德的人，

這不是表面地做給父母看，不是為

求別人的稱讚，而是為了充實自己

的生命。孔子的仁德觀念內涵很豐

富，他教我們「己欲立而立人，己欲

達而達人」——自己想成功，就先幫

助別人成功；自己想得到，就先幫助

別人得到。同時，「己所不欲，勿施

於人」——自己厭惡的東西，就不要

強加諸別人，每個人應該有同理心，

要常常設身處地替別人着想。 

杏壇是為紀念孔子講學而建的地方 

  不論是二千多年前還是今天，孔子倡議的行為模範和人生智慧

的道理，仍然很值得我們學習。 

 

山東曲阜孔廟的祭祀表演 

圖片來源：Shutter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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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開成語真面目 

  閉上眼睛，你能在一分鐘內，數出多少個跟動物有關的成語？

開始吧！ 

 

圖片來源：Shutterstock 

  雞犬不寧、膽小如鼠、驚弓之鳥、人仰馬翻、亡羊補牢、井底

之蛙、杯弓蛇影、虎頭蛇尾、對牛彈琴……你想到多少個成語？ 

  漢語詞語非常豐富，成語更是當中的瑰寶。成語含義深刻、言

簡意賅（○粵 [該]，○普 [gāi]），多由四字構成。詞中的字一般不能隨

意替換，例如「掩耳盜鈴」不能説成「掩耳偷鈴」，「亡羊補牢」

不能説成「亡牛補牢」。詞語次序也不能任意顛倒，例如「深謀遠

慮」不能説成「遠慮深謀」，「標新立異」不能説成「立異標新」。 

  不少成語由歷史故事、神話寓言或經典名言概括得來。我們不

能單憑字面意思來理解成語的含義，否則容易誤用。例如「四面楚

歌」字面意思指「四面都是楚國的歌曲」。它來自歷史事件——秦亡

後楚漢相爭，劉邦把項羽的軍隊圍困起來。劉邦命人唱楚地民歌，

楚軍晚上聽到四面楚歌，以為家鄉已被劉邦佔領了，軍心動搖，最

後被漢軍打敗，項羽自殺。「四面楚歌」的真正含義是比喻陷入四

面受敵、孤立無助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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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畫：四面楚歌 

                                 圖片來源：海峰/FOTOE 

     

  成語意義還可能隨時代變化，我們

不要望文生義。例如「不求甚解」出於陶

淵明《五柳先生傳》：「好讀書，不求甚

解，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意即喜歡

讀書，不拘泥一字一句的詳細解釋，只求

有所體會，本是褒義，但現今這個成語指

學習不認真，不求深入解釋，屬貶義。 

陶淵明住處旁邊有五株柳樹，所以自稱五柳先生。  

  想一想，以下句子中的「嘆為觀止」用得恰當嗎？「這個國家

爆發疫症，情況失控，讓人嘆為觀止。」答案是：不恰當。因為「嘆

為觀止」應該用來讚嘆所見到的事物美到了極點，表示褒揚的感情

色彩，用在「情況失控」並不合適。 

  日常生活中，我們要多學習和了解成語的意義，避免誤用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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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樣欣賞唐詩？ 

  「熟讀唐詩三百首，不會吟詩也會偷。」唐詩是否只有三百首？

你認識當中多少作品呢？ 

  唐代詩歌創作之盛，聞名古今中外，據清代編修的《全唐詩》，

唐詩數量高達四萬八千九百餘首，先後出現了二千多位詩人，名家

輩出。「詩仙」李白、「詩聖」杜甫，以及王維、王昌齡、白居易、

李商隱等詩人，傳世佳作眾多，都是中華文化瑰寶。 

 

唐代詩人輩出，常聚首舉行詩會。  

  欣賞唐詩應該怎樣入手？首先要理解內容，讀懂是第一步。唐

詩的題材非常豐富，以下兩首詩作，哪首是「送別詩」？哪首是「邊

塞（○粵 [菜]，○普 [sài]）詩」？ 

李白《送友人》 王昌齡《從軍行》 

青山橫北郭，白水繞東城。 

此地一為別，孤蓬萬里征。 

浮雲遊子意，落日故人情。 

揮手自茲去，蕭蕭班馬鳴。 

青海長雲暗雪山， 

孤城遙望玉門關。 

黃沙百戰穿金甲， 

不破樓蘭終不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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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征戰連年，所以有不少以寫戰爭為題材的「邊塞詩」。  

「邊塞」就是邊疆的意思，也是戰爭經常發生的地方。  

 

  唐詩大部分為律詩和絕句，並可按每句字數分為五言和七言。

以上的送別詩《送友人》是五言律詩，共有八句，邊塞詩《從軍行》

是七言絕句，共有四句。唐詩還有其他題材，如愛情、咏物、田園

山水、家國歷史等。 

  詩歌以精煉優美的文字，表達深遠的意境。欣賞唐詩要投入詩

的意境，感受詩中藴含的情感和詩人想表達的信息。 

  我們還可以欣賞詩歌中的巧妙語言。詩歌一般押韻，即詩句末

用同韻的字，例如《送友人》句末的「城」、「情」、「鳴」押韻，

讀來是否既易吟誦記憶，又有音樂美？第五和第六句寫成對偶句，

如「浮雲」對「落日」，「遊子意」對「故人情」，對稱工整，漢

語的趣味在詩作中表露無遺。 

  如此妙趣盎（○粵 [ong3]，○普 [àng]）然的文學寶庫，不去發掘，

豈非太可惜了？ 

 

 

不同年代的唐詩讀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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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禮節用語的秘訣 
  「久仰」、「失敬」、「包涵」、「高見」、「拜讀」、「過

獎」、「惠允」、「愚見」……這些都是漢語中表示尊敬或自我謙

恭之詞，多用於比較正式的場合，以表示禮貌和莊重。你懂得這些

禮節用語的意思嗎？下文可以給你答案！ 

待客用語 

  初次跟對方見面用「久仰」；好久不見用「久違」；看望別人

用「拜會」；賓客到來用「光臨」；尊稱對方的家為「府上」，謙

稱自己的家為「舍下」；請賓客用膳説「請慢用」；賓客離去用「慢

走」； 表示不能繼續陪伴説「失陪」。 

讚美用語 

  敬稱別人的信件用「惠書」，書畫作品用「墨寶」，閱讀別人

的著作用「拜讀」。讚揚別人見解用「高見」、「卓見」，自謙之

詞就是「拙作」、「愚見」。不要稱自己的作品為「大作」，自己

的見解為「高見」，否則會貽（○粵 [夷]，○普 [yí]）笑大方。 

 

「墨寶」是用來尊稱別人的畫作或書法作品。中國人寫書法和畫國畫都用墨。  



 
 

❖  6.2 ❖ 
 

 

自謙用語 

  在莊嚴場合稱呼自己或家人時，要使用謙稱，例如稱自己為「在

下」、「晚輩」等；向別人稱呼比自己輩份高的家人用「家父」、

「家母」等（對方父母則敬稱為「令尊」、「令堂」）；謙稱自己

的機構為「敝校」、「敝公司」；回應別人讚譽時用「過獎」。 

 

稱呼自己或別人的父母，必須注意場合，使用適當的用語。  

道歉用語 

  除了對不起、抱歉等基本道歉用語外，還可以用更文雅的方法

請求原諒，如「未能親迎，失敬，失敬」、「請包涵」等。 

請求用語 

  請求別人時，應該「請」不離口，這是尊重對方。提出問題用

「請問」、「請您指教」；提出要求用「勞駕」、「有勞」；託人

給自己辦事用「拜託」、「請託」。 

  漢語博大精深，敬辭和謙辭還有很多，你能列舉其他例子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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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骨文和金文 
  漢字是誰創造的？歷史上一直流傳着黃帝史官倉頡（○粵 [揭]，

○普 [jié]）造字的説法。但現代學者認為，漢字應起源於原始圖畫，

是古代許多人參與創造，才慢慢形成的。 

   早期的漢字應該由新石器時代陶器上的刻畫符號演變而來。到

了距今約二千多到三千年的商周時代，出現了甲骨文和金文，甲骨

文指刻在龜甲、獸骨上的文字；金文即刻鑄在青銅器上的文字。 

 

刻於獸骨上的甲骨文 

                                 圖片提供：視覺中國  

    甲骨文是古漢字的一種字體，特指商朝末年，人們用龜甲、獸

骨占卜後所記錄的文字。商朝的人凡遇祭祀、征伐、生病等大小事

情，都會占卜吉凶。他們在打磨過的龜腹甲板、牛肩胛骨等上鑽孔，

放它們在火上烤，使其顯示出裂紋，視之為卜兆，即占卜的徵兆。

他們在卜兆旁邊刻字記錄占卜內容，這就是甲骨文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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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骨文字形象形性很強，部分字有多種寫法，同時因為文字是以

利器刻成，所以筆畫多呈線形。 

 

同一個字，甲骨文或會有不同字形。 

  金文又稱「鐘鼎文」、「銘（○粵 [明]，○普 [míng]）文」。金文最

初出現於商代後期的青銅器上，有的字數很少，有的只刻有族徽（○粵 

[輝]，○普 [huī]），作為一組青銅器的家族徽記；有的只刻有器主的

名字，如「婦好」；有的刻有受祭祖先的廟號，如「司母辛」。 

  到了周代，有些青銅器上刻鑄了數百字的長銘文。當中有屬於

諸侯國或貴族之間的盟約、契約，廣泛涉及社會政治、經濟、軍事

等多方面的內容，為研究古代社會提供了寶貴的資料來源。 

 

青銅器（利簋（○粵 [鬼]，○普 [guǐ]））及刻在它上面的金文（拓印本）  

  金文也以象形字為基礎，象形性很強，但筆畫大多粗大，不如

甲骨文那樣均勻，這是金文字形方面的特點。 



 
 

❖  8.1 ❖ 
 

漢字結構方程式 
  外國人看漢字，總覺得它們似是一幅幅由不規則線條構成的圖

畫。其實，漢字的結構是有規律、有系統的，有人甚至稱它是一組

「嚴密的方程式」。 

  一千多年前，漢代的許慎總結了前人研究漢字結構的規律，提

出「六書」的説法，即象形、指事、會意、形聲、轉注和假借。其

中，象形、指事、會意和形聲是造字之法。 

象形 

  「象形」是按照物體的外形或主要特徵，用簡單的筆畫描摹出

字形。有的描摹整體，有的描摹局部，有的描摹正面，也有的描摹

側面。 

1. 

 

2. 

 

3. 

 

4. 

 

5. 

 

早期漢字中的象形文字，你能辨認出它們表示甚麼動物嗎？答案在文章末。  

指事 

  「指事」是以象徵性符號表示抽象觀念的意義而組成的新字。

比如要記錄「末（樹梢）」這個意義，很難用簡單幾筆畫出來。於

是古人就在樹木（ ）頂上加一短橫作記號，指明真正字義（ ）。

又如「上」的古字作 ，「下」作  ，各用一長一短橫畫的相對

位置，表達上或下的位置。再如「刃」字，就是在「刀」上加一點，

指出刀鋒的位置，表示「刀刃」的意思。 



 
 

❖  8.2 ❖ 
 

 

會意 

  「會意」是把兩個或以上相關的字合成一個新字，讓人意會出

新字的字義。例如雙木為「林」，日月為「明」。 

     

「從」由兩個

「人」字組成，

表 示 二 人 相

從。 

「並」即二人

並立。 

「晶」由三日

組成，「晶」是

「星」的初文，

組成三顆星星

之型。 

「采」（即後來

的「採」字）上

方是「手」，下

方是「木」，像

手在樹上採摘

果實之形。 

「步」取形於

人走路時，左

右兩腳一前一

後前進之狀。 

甲骨文的會意字舉例  

形聲 

  「形聲」是依事物的類別，以一個字作為形旁（意符），表示

字義類別，又用讀音相同或相近的字作聲旁（聲符），表示字音，

組成形聲字。例如「江」、「河」都是以「三點水」作為意符，「工」

和「可」作為聲符，表示讀音。「形聲」是漢字主要的造字法。 

當然，先民不是在先有「六書」理論下創造漢字的，而是創造

漢字字形在前，後由人們透過觀察和研究，歸納和總結出漢字構形

的規律。 

 

 答案： 

1.蛇   2. 雞   3. 鳥   4. 虎    5. 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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