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練習 11
日期：

「之」、「其」都是常見的文言虛詞，「之」字可用作「的」的意思，也可解作「到」，另一種常見的
用法為作代詞用。掌握這些常見的虛詞的用法，有助我們理解古文的內容。

　　宋之丁氏，家無井而出溉汲 1，常一人居外。及其家穿井，告人曰：「吾穿 2 井得一人。」
有聞而傳之者曰：「丁氏穿井得一人。」國人道之 3 ，聞之於宋君 4 。宋君命人問之於丁氏。
丁氏對曰：「得一人之使 5 ，非得一人於井中也。」求能之若此，不若不聞。

 （選自《呂氏春秋．慎行論第二．察傳》）

注釋
1 溉汲：打水。溉︰澆灌。汲︰從井裏打水，「汲」粵音「給」；普

通話讀 jí 。
2 穿︰開鑿。
3 國人道之︰國都的百姓都在說這件事。
4 聞之於宋君：這件事被宋國的國君聽到了。
5 使︰使用，這裏指勞動力。

上文大致是說宋國的丁氏因為家中無井，而常要派人外出打水，當他家鑿了口井，便告訴其他人：
「我鑿了一口井，相當於家裏多了一個人」。這句話一傳十，  十傳百，人們傳說：「有個姓丁的，
挖井挖出一個人來。」全國都在議論，連宋國的國君亦聽說了。國君派人去問丁氏。丁氏說：「是
家裏多了一個人的勞力，並非井裏挖出一個人啊！」留意文中經常出現的虛詞「之」的不同用法，
如在「宋之丁氏」一句中，「之」解作「的」；「有聞而傳之者曰」中的「之」，即指丁氏挖井挖到一
個人這件事。

文言虛詞往往可以一詞多解，借助上下文猜測詞義的策略，有助我們理解這些虛詞的意思。例如
上文中的「有聞而傳之者曰」中的「之」，若我們能結合上文提到全國人都在議論丁氏挖井挖出了
一個人的事，便能掌握這個「之」字是指丁氏挖井挖到一個人這件事。

　　南陽 宗世林 1 ，魏武 2 同時，而甚薄 3 其為人，不與之交。及魏武作司空 4 ，總朝政，
從容問宗曰﹕「可以交未？」答曰﹕「松柏之志猶存。」世林既以忤旨 5 見疏，位不配德。文
帝 6 兄弟每造其門，皆獨拜牀下，其見禮如此。

（節錄自劉義慶 《世說新語．方正第五》）

學習重點：理解古文的內容大意
閱讀策略：借助上下文猜測詞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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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1 宗世林：宗承，字世林，東漢 南陽 安眾（今河南省 鎮平縣東南）人。是當時的一位出名的人。
2 魏武：即曹操，字孟德，小名阿瞞，漢末沛國 譙縣（今安徽 毫縣）人。在漢末動亂中，他起兵逐漸統一北方，

任大將軍、丞相，後被封為魏王，兒子曹丕稱帝後，追尊他為魏武帝。
3 薄︰看不起。
4 司空：官名。周朝為六卿之一，掌管建築工程及製造器械。
5 忤旨：違背心意。忤，粵音「五」，普通話讀 w6 。
6 文帝：指曹丕。

一、  運用借助上下文猜測詞義的策略，圈出正確的答案。

1. 「魏武同時，而甚薄其為人，不與之交。」一句中，「之」字用作（ 代詞 ╱ 

動詞）。（圈出正確答案）

2. 上題中的「之」字所指的是（ 曹操 ╱ 宗世林 ╱ 曹丕 ）。（圈出正確答案）

二、 以下句子中着色的虛字用作人稱代詞，代替了誰？在橫線上填上正確的答案。

1. 而甚薄其為人，不與之交。 

2. 兄弟每造其門，皆獨拜牀下。 

根據以上的文章，回答問題。

1. 宗世林對曹操的態度怎樣？

 

2. 文中「及魏武作司空，總朝政」，「總」的意思是（圈出代表答案的英文字母）

 A. 總結 B. 總和 C. 總理 D. 總之

3. 曹操成為大官，掌管朝政之後，宗世林對他的態度有改變嗎？

 

4. 你認為宗世林以「松柏」比喻自己的志節恰當嗎？為甚麼？

 

 

文中宗世林對待曹操的
態度顯示了他是一個怎
樣的人？為甚麼文帝兄
弟對他的必恭必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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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閱讀時限：10分鐘

閱讀下面的文字，然後回答問題。

鸚鵡滅火    劉義慶

  有鸚鵡飛集 1 他山，山中禽獸輒 2 相愛重，
鸚鵡自念 3 雖樂，不可久也，便去。後數月，山
中大火。鸚鵡遙 4 見，便入水濡 5 羽，飛而灑
之。天神言：「汝 6 雖有志 7 意，何足云也 8？」
對曰：「雖知不能救，然嘗 9 僑 0 是山，禽獸
善 q 行，皆為兄弟，不忍見耳！」天神嘉 w 感，
即為滅火。

 注釋
 1 集︰停留。
 2 輒：總是。
 3 念︰想到。
 4 遙：遠遠地。
 5 濡：浸。濡，粵音「如」，普通
   話讀 r5 。
 6 汝︰你。
 7 志︰願望，這裏指滅火的心意。
 8 何足云也：有甚麼用呢？
 9 嘗︰曾經。
 0 僑：寄居。
 q 善︰好的。
 w 嘉：讚美、嘉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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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文中「便入水濡羽，飛而灑之」中，「之」所指的是甚麼？

 「之」所指的是 。

2. 根據文章內容，完成以下的概念圖。

（1） 鸚鵡飛到一個

 ，

 山上的動物全都

 。

（6） 天神把山火

 。

（2） 鸚鵡在山上雖然感

 到快樂，但覺得自

 己不能久居，於是

 。

（5） 天神被鸚鵡盡力
滅火的行為

 。

（3） 鸚鵡離開數日後，

 山上發生

 。

（4） 鸚鵡看見山火，
便用水浸濕

 來

 救火。

3. 對於鸚鵡飛回來滅火，天神起初有甚麼反應？
  A. 稱讚牠勇敢。
  B. 佩服牠機智聰明。
  C. 鼓勵牠盡力而為。
  D. 認為牠只會徒勞無功。

4. 鸚鵡怎樣回應天神的問題？
  A. 朋友之間應該守望相助。
  B. 只要堅持事情便有轉機。
  C. 雖無補於事仍會盡力而為。
  D. 幫助朋友的時候不應該講求回報。

5. 從鸚鵡嘗試滅火一事，可見牠的性格是怎樣的？（把代表答案的英文字母寫在橫
線上，答案可多於一項）

 A. 機靈聰敏 B. 珍惜友誼 C. 膽大妄為
 D. 嚴肅認真 E. 心地善良 F. 忘恩負義

 答案︰

天神認為鸚鵡救火的
行為有用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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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 2
日期：

一、 閱讀下面的文字， 然後回答問題。

  每次拿出那普洱茶餅，我總會想起第一次到雲南旅行。那經已是二十年前，
我剛小學畢業的事了。那年爺爺、爸爸和我一起到想去很久的雲南。爺爺和爸
爸很喜歡喝普洱茶，而我亦受他們的影響，年紀小小就喝起普洱茶來。每次喝
普洱茶，我都喜歡問爺爺或爸爸關於普洱茶的故事，他們總會說等我大一點，
帶我到雲南去看普洱茶。
  那年夏天，我們一行三人乘飛
機到雲南，在當地導遊的帶領下，
再轉乘大約三小時的公共汽車，我
們終於到了那一望無際，專種普洱
茶的山區。舉目四望盡是那漫山翠
綠的茶樹。那處的老茶農告訴我
們，他們也不確定到底有多少株茶
樹，因為茶樹有些是人工栽種的，
也有些是天然野生的；有些長了幾
年會枯死，但有些可以活上五六十
年也不止。
  那晚我們就住在老茶農的家
中。老茶農不但請我們喝五十年以
前的陳年老普洱，還用普洱茶做成的菜餚招待我們。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普洱茶
熏排骨和普洱茶燉老雞。記得在香港，媽媽也用普洱茶燉過老雞，但雞湯的顏
色沒那麼深沉，味道也沒那麼甘甜。後來老茶農告訴爺爺，他們熏排骨會用十
年的所謂新茶，但燉老雞則會用比我爺爺年紀還大十年的茶。
  第二天早上，老茶農帶我們到山腰採茶。他告訴我們普洱茶是種較粗生的
茶，故蟲兒都不太喜歡吃，農藥一般都用不上，所以大家可以放心飲用；不過
普洱茶一定要經過發酵，然後陳上幾年，幾十年，甚至上百年，然後才好喝。
總之如果是剛剛發酵好的普洱茶，味道是很差的，而如果收藏得好，普洱茶就
如美酒一樣，愈久愈醇。
  其後我們向老茶農辭別。臨走的時候，老茶農在家中左翻右翻，並拿出一
餅和他的年紀一樣的普洱茶餅送給我們。猶記得爺爺要給老茶農付錢買那餅茶，
那老茶農怎也不肯收下的情景，那個茶餅為我們那次的雲南之旅寫上一個完美
的句號。二十年轉眼就過去了，我每次看到那餅茶，總會想起那位老茶農，想
起那漫山遍野的茶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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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文中找出適當的詞語，填在第 1 至 2 題的橫線上，使句子的意思完整。（4%）

1. 去年夏天，爸爸和我到蒙古旅行。一下飛機，我就被那  的草
原深深吸引住。

2. 爸爸喜歡吃自己親手做的麪包。不過每次做麪包都要花上很多時間，因為由 

 以至烤焗的過程都十分繁複。

3. 文中第二段主要是（4%）
  A. 描寫茶樹的形態。
  B. 抒發作者對老茶農的感激之情。
  C. 記述作者看到漫山茶樹的情景。
  D. 記敍作者與家人乘飛機到雲南的情況。

4. 為甚麼老茶農無法確定山上茶樹的數目？（4%）

 老茶農無法確定山上茶樹的數目，是因為 

 

5. 文中哪一段記述老茶農熱情招待作者和他的家人？（4%）
  A. 第一段
  B. 第二段
  C. 第三段
  D. 第四段

6. 文中第四段，作者說「普洱茶就如美酒一樣」的目的是 （4%）
  A. 指出普洱茶的價值和美酒一樣。
  B. 說明普洱茶放得愈久味道愈醇厚。
  C. 描寫普洱茶的色澤和酒一樣深沉。
  D. 記述普洱茶的味道和酒的味道很接近。

7. 下列哪兩項是作者寫這篇文章的主要目的？（6%）
  A. 說明雲南普洱茶發酵的過程。
  B. 抒發作者對老茶農贈茶的感激之情。
  C. 描述雲南普洱茶山區漫山茶樹的美景。
  D. 講述作者與家人到雲南普洱茶山區買茶的經過。
  E. 記述作者與家人到雲南普洱茶山區旅行的經歷。 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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