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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

相應考卷：2011 年會考卷一閱讀第一及二篇

《孟子．滕文公上》：「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
有信」，指出父子、君臣、夫婦、兄弟及朋友為最基本的五種人倫關係。父子

列五倫之首，傳統思想亦十分強調親親、孝親，這是因為中國傳統倫理首重家

庭倫理，而父慈子孝則是維持家庭社會和諧的基礎。

父慈子孝，是指父母對子女慈愛，子女對父母孝順。父子一倫特重「孝」，傳

統更有「百行孝為先」的說法。「孝」即善事父母，具體行為可分為：「孝養」（子

女供養父母）、「孝順」（子女順從父母之意）、「孝敬」（子女對父母心存敬意）

及「孝承」（兒子承繼父親的事業及傳承家族血統）。孝的擴充，由孝父母，而

及祖宗，乃至孝於整個民族，忠於民族的歷史與文化。

子重慈孝

供養父母順從父母之意 維持社會
穩定

維繫家庭
倫理

敬重父母

繼承父業 傳宗接代

孝
做法 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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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孝有三：大孝尊親，其次弗辱，其下能養。」（《禮記．祭義》）

 曾子認為供養父母是行孝的基本要求，其次是不辱父母之名，最上等的孝

則是使父母得到天下人的尊敬。

• 「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
（《論語．為政》）

 孝不僅是贍養父母，因為這樣跟飼養馬、狗等牲畜沒分別。因此，必須要

結合敬，要對父母心存敬意。

• 「父母惟其疾之憂。」（《論語．為政》）

 孝順父母還須顧及、體諒他們的心情和感受，孝子不應該讓父母為他患病

以外的事情操心。

• 「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論語．為政》）

 孝道亦須符合禮，無論父母生前或死後，都應按照禮的規定來行孝。

• 「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論語．學而》）

 父親在世時，要觀察他的志向；父親離世後，要考察他的行為；父親合道

的行為，應加以效法，不加改變，這樣就是孝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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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孝有三，無後為大。」（《孟子．離婁上》）

 意謂為人子有責任完成傳承家族血統的任務。

• 「故當不義，則子不可以不爭於父，臣不可以不爭於君；故當不義，
則爭之。從父之令，又焉得為孝乎！」（《孝經．諫諍》）

 為人子女者，應該在父母犯錯、行為不合於義的時候，向他們作出規勸，

不能盲從父母的命令。

• 「夫孝，德之本也。」（《孝經．開宗明義》）；「夫孝，天之經也，地之
義也，民之行也。」（《孝經．三才》）

 意即孝是一切德行的根本，是天經地義的事，也是教化產生的根源。

示例 1

根據一些家庭中心的調查，現今父親及子女多認為能賺很多錢的才是好父親。

這符合傳統父子觀嗎？試談談你的看法。

答題思考方向

1. 題目涉及的是甚麼中國傳統觀念？（答：「父慈子孝」。）

2. 傳統父子觀是怎樣的？（答：父親要對子女慈愛，子女要孝順父親。）

3. 為甚麼現今父親及子女會認為能賺很多錢的才是好父親？（答：現今社會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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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重視物質享受，部分子女受到影響，嚮往富裕舒適的生活。父親也希望
給予孩子最好的生活環境。）

4. 現今好父親的標準符合傳統父子觀嗎？（答：不符合。傳統父子觀重視的是
父子之間的情感，而非金錢。現今子女把養育視為理所當然，漠視父親的
辛勞，只取不予，並非孝的表現。父親以為提供物質予孩子便是盡了父親
之責，也非對孩子真正的慈愛。）

5. 有何解決方法？（答：父子之間應多些溝通，改善關係，重視德教身教，以
達致父慈子孝。）

6. 可引用的語句？（答：「父子有親。」）

答題步驟

1. 解釋傳統父子觀的內涵。

2. 分析現今父親及子女認為能賺很多錢才是好父親的原因。

3. 提出自己對現今好父親的標準是否符合傳統父子觀的看法。

4. 提出建議的解決方法。

5. 運用引句回答問題。

示例 2

近年常有「子女因不滿父母勸止上網而動手打父母」的新聞報道，試評論此現

象。



6 中國語文 in Minutes：聆聽及綜合

答題思考方向

1. 題目涉及的是甚麼中國傳統觀念？（答：「孝敬」。）

2. 為甚麼子女會有此行為？（答：因不滿父母勸止他們上網。）

3. 父母勸止子女上網的出發點是甚麼？（答：希望子女不要因沉迷上網而影響
學業╱為子女的健康着想。）

4. 「子女打父母」這行為如何違反中國傳統觀念？（答：子女對父母沒有「孝敬」
之意，「動手打父母」是不孝的行為。）

5. 有何解決方法？（答：子女應明白父母的心意，並心平氣和地表達自己的想
法，不能以暴力解決問題；父母應平時多與子女溝通，了解他們的需要。）

6. 可引用的語句？（答：「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
何以別乎？」「父母惟其疾之憂。」）

答題步驟

1. 分析子女會有此行為的原因。

2. 分析父母勸止子女上網的原因。

3. 指出子女的行為違反了哪種傳統觀念。

4. 提出自己的看法及運用引句支持自己的論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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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論

「性善論」是孟子提出的人性論。《孟子．公孫丑上》有云：「所以謂人皆有不
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
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孟

子認為人們看到一個幼童將要跌入井中，一定會產生不忍之心，而上前拯救幼

童。這樣做是出於本能，而非為了結交幼童父母，也不是為了在鄉里朋友間博

取名譽，更不是怕沾上見死不救的壞名聲。孟子通過這個例子論證「惻隱之心，

人皆有之」，以人的「不忍之心」推出「四善端」，倡言人與生俱來便有「惻隱、

羞惡、辭讓、是非」四善心，使人有向善的傾向。

孟子認為「善端」是人異於禽獸的地方，人們若能發揚心中的四種善性，則人

人皆可為聖人。惡人並非本性與善人有差別，而是在於其潛在的善良本性未被

發揮所致。

• 「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孟子．離婁下》）

 意即品德高尚的人，往往擁有一顆如嬰孩般純潔的心。這些人因為能保存

善性，實踐仁德，故行事不矯揉造作，不虛偽，不投機取巧，盡善盡美，

純乎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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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之所以異於禽於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孟子．離婁

下》）

 孟子認為人與禽獸的分別不大，此不大之別在於人有「善端」，大眾不知道

此分別而不去發揚內心的善端，雖名為人，但實與禽獸無異；君子知道此

別，故戰兢惕厲，懂得保存並發揚內心的善端。

• 「曹交問曰：『人皆可以為堯舜，有諸？』孟子曰：『然。』」（《孟子．

告子下》）

 堯舜是古時的聖人賢君，推行仁政，備受推崇。孟子認為人性本善，只要

人們懂得發揮「四善端」，人人都可以成為堯舜，藉此鼓勵人們向善。

• 「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孟

子．盡心上》）

 意即人不用學習自然就會的，是人的良能；不用思考自然就知道的，是人

的良知。

• 「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
以君子遠庖廚也。」（《孟子．盡心上》）

 君子有惻隱之心，故不忍為一己口腹之慾，傷生害命，故要遠離廚房。

•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習相遠。」（《三字經》）

 人出生時，本性都是善良的，性情很接近，但因為生活環境不同，各人的

習性便產生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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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1

孟子的「性善論」如何體現中國文化重人的精神？試析述之。

答題思考方向

1. 題目涉及的是甚麼中國傳統觀念？（答：「性善論」。）

2. 「性善論」的內涵是甚麼？（答：倡言人與生俱來便有「惻隱、羞惡、辭讓、
是非」四善端，這是人與禽獸最大的分別；只要人們懂得把這些善端加以發
揮，就能成為聖賢。）

3. 何謂重人的精神？（答：重視人的尊嚴價值，強調人的精神上通於天而下達
於地，與天地並立在宇宙之間，成就人的文化世界。）

4. 「性善論」如何體現中國文化重人的精神？（答：「性善論」強調人的價值自
覺，能獨立於萬物禽獸之外；且人性本善，只要通過本身努力修養，就可
以成聖，可以德配天地；突顯人的獨立自主、人的尊嚴和人的價值。）

5. 可引用的語句？（答：「人之所以異於禽於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
之。」）

答題步驟

1. 解釋「性善論」的內涵。

2. 解釋重人的精神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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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析「性善論」如何體現中國文化重人的精神。

4. 運用引句回答問題。

示例 2

最近社會上屢有虐殺貓狗的事件，你認為施虐者的行為合乎人的道德標準嗎？

答題思考方向

1. 題目涉及的是甚麼中國傳統觀念？（答：「性善論」。）

2. 儒家認為人的道德標準是甚麼？（答：孟子認為人禽之辨在於人有四善端，
只要加以擴充，就能實踐仁、義、禮、智等的道德。）

3. 你認為虐殺貓狗有違人的道德標準嗎？（答：有違。施虐者虐殺貓狗，違反
了「見其生，不忍見其死」的惻隱之心，泯滅「仁」的天性；施虐者以大欺小，
虐殺弱小的貓狗，違反「義」的原則；施虐者不辨是非，殘害其他生命，違
反「智」的德性。）

4. 可引用的語句？（答：「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
不忍食其肉。」）

答題步驟

1. 指出儒家所提倡的道德標準。

2. 提出自己對施虐者行為的看法。

3. 分析虐殺貓狗違反了哪些道德標準。

4. 運用引句回答問題。



《史記》是中國第一部以人物傳記形式編輯的紀傳體通史，成書於漢代，作者為

司馬遷。《史記》所記述的歷史，上起黃帝，下迄漢武，共二千六百多年。全

書共一百三十卷，按其體例可分為：《本紀》、《世家》、《列傳》、《表》及《書》

五部分，前三項都是以人物活動為中心的傳記，通過紛繁複雜的歷史事件，揭

露社會矛盾，批評暴政。

相關知識連結：「司馬遷」（《中國語文 in Minutes：閱讀、寫作及說話》）第 68 頁

1.	 尊重歷史求真的精神：取材敍事不因時勢而誇實失實，如批評漢高祖劉邦

狡詐；不以成敗論英雄，一律予以肯定的評價，如行刺失敗的荊軻。

2.	 題材廣泛，剪裁恰當：內容囊括天文地理、史實傳說、各階層及身分人士，

以及少數民族歷史。但司馬遷善於取材，只着力描寫能展現歷史面貌，體

現人物性格的事件作為文章的骨幹，以清脈絡。

3.	 善於刻畫人物：人物形象立體，性格多層次；善於通過人物言行及對比映

襯的手法，表現人物性格；善於以細節描寫突出人物性格。言語精彩，筆

端常帶感情，也有助於寫人。

4.	 善於映襯互見：在敍事寫人中採用互見法，即以傳主為一傳的中心，他人

處於陪襯地位；又多記傳主的主要事跡，次要的互見於他人傳中，主次分

明，避免冗雜。

5.	 善於經營故事：記敍歷史故事，情節曲折多變，富於戲劇性。常用小說家

的筆法，如製造懸念等，避免平鋪直敍，能扣人心弦。

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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衝 刺篇

常見諺語、俗語、歇後語舉隅

一	諺語及俗語

1.	 勵志哲理

諺語及俗語 原本意思

有則改之，無則加勉。 對於別人指出自己的缺點或錯誤，如果有，就改
正；如果沒有，就以此勉勵自己。

百尺竿頭，更進一步。 雖已達到很高的境地，但不能自滿，還要加倍努力。

經一事，長一智。 經歷一次事情或失誤，可增長一分才智。

留得青山在，哪怕沒柴燒。 只有保住性命，他日才能夠東山再起。

一分耕耘，一分收穫。 付出一分努力就可得到一分回報。

大難不死，必有後福。 遇到巨大的災難而沒有死掉，將來必能享大福。

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
明又一村。

眼見到了死胡同，但突然出現轉機。

精誠所至，金石為開。 只要專心誠意去做事，甚麼疑難都可以迎刃而解。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接近好人可以使人變好，接近壞人可以使人變壞。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 一種情況的形成，是經過長時間的積累、 釀的。

有心栽花花不發，無心插
柳柳成蔭。

太努力做一件事可能會事與願違，以平常心對待反
而會帶來意外驚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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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生活經驗

諺語及俗語 原本意思
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 不可根據一個人的現狀而低估他的能力或成就。

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為。 做了壞事始終都會被人知道。

尺有所短，寸有所長。 各有長處和短處，彼此都有可取的地方。

初生牛犢不怕虎。 青年人敢作敢為，思想上很少顧慮。

竹籃子打水一場空。 白忙了一場，徒勞無功。

前人栽樹，後人乘涼。 前人為後人造福。

當局者迷，旁觀者清。 當事人被碰到的事情弄得蒙頭轉向，旁觀的人卻
看得很清楚。

巧婦難為無米炊。 做事缺少必要條件，很難完成。

放虎歸山，必有後患。 放走敵人，貽患無窮。

撿了芝麻，丟掉西瓜。 因小失大。

只見樹木，不見森林。 只看到事情的一部分現象，看不到整體。

如人飲水，冷暖自知。 自己經歷的事，自己知道甘苦。

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看事做事應該有遠大的眼光、周密的考慮。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不親歷險境就不能獲得成功。

智者千慮，必有一失。 聰明人對問題深思熟慮，也難免出現差錯。

兩虎相爭，必有一傷。 力量強大的兩方決鬥，必有一方受傷。

前車之覆，後車之鑒。 前人的失敗，可以作為後人的教訓。

金玉其外，敗絮其中。 外表很華美，裏面一團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