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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散文： 

1. 莊子・逍遙遊 

 

惠子謂莊子曰：「魏王貽我大瓠之種，我樹之成而實五石，以盛水漿，其堅不能

自舉也。剖之以為瓢，則瓠落無所容。非不呺然大也，吾為其無用而掊之。」莊

子曰：「夫子固拙於用大矣。宋人有善為不龜手之藥者，世世以洴澼絖為事。客

聞之，請買其方百金。聚族而謀曰：『我世世為洴澼絖，不過數金；今一朝而鬻

技百金，請與之。』客得之，以說吳王。越有難，吳王使之將。冬，與越人水戰，

大敗越人，裂地而封之。能不龜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於洴澼絖，則所用之異

也。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慮以為大樽而浮乎江湖，而憂其瓠落無所容？則夫子

猶有蓬之心也夫！」 

 

惠子謂莊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其大本擁腫而不中繩墨，其小枝卷曲而

不中規矩，立之塗，匠者不顧。今子之言，大而無用，眾所同去也。」莊子曰：

「子獨不見狸狌乎？卑身而伏，以候敖者；東西跳梁，不避高下；中於機辟，死

於罔罟。今夫斄牛，其大若垂天之雲。此能為大矣，而不能執鼠。今子有大樹，

患其無用，何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彷徨乎無為其側，逍遙乎寢臥其

下？不夭斤斧，物無害者，無所可用，安所困苦哉！」 

 

2. 論語・論仁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仁者安仁，知者利仁。」（〈里

仁〉第四）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

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

必於是，顛沛必於是。」（〈里仁〉第四）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

由人乎哉？」 

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

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顏淵〉第十二） 

 

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衛靈公〉第十五） 

 

3. 論語・論君子 



 

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改。」（〈學

而〉第一） 

 

子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述而〉第七） 

 

司馬牛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 

曰：「不憂不懼，斯謂之君子矣乎？」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顏

淵〉第十二）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顏淵〉第十二） 

 

子曰：「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憲問〉第十四） 

 

子曰：「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衛靈

公〉第十五） 

 

子曰：「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衛靈公〉第十五） 

 

子曰：「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衛靈公〉第十五） 

 

4. 孟子・論四端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

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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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

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惻隱之心，仁之端

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

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 

賊其君者也。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

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 

 

5. 孟子・二子學弈 

 

弈秋，通國之善弈者也。使弈秋誨二人弈，其一人專心致志，惟弈秋之為聽；一

人雖聽之，一心以為有鴻鵠將至，思援弓繳而射之。雖與之俱學，弗若之矣。為

是其智弗若與？曰：非然也。 



6. 孟子・魚我所欲也 

 

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

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捨生而取義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

甚於生者，故不爲苟得也。死亦我所惡，所惡有甚於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如

使人之所欲莫甚於生，則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惡莫甚於死者，則

凡可以辟患者，何不爲也？由是則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則可以辟患而有不爲也，

是故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非

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 

 

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嘑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

之，乞人不屑也。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焉？為宮室之美、妻妾

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與？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宮室之美為之；鄉為身死而不

受，今為妻妾之奉為之；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為之，是亦不

可以已乎？此之謂失其本心。」 

 

先秦詩歌： 

7. 詩經・周南・關雎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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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鐘鼓樂之。 

 

8. 詩經・秦風・蒹葭 

 

蒹葭蒼蒼，白露為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 

溯洄從之，道阻且長。溯游從之，宛在水中央。 

 

蒹葭悽悽，白露未晞。所謂伊人，在水之湄。 

溯洄從之，道阻且躋。溯游從之，宛在水中坻。 

 

蒹葭采采，白露未已。所謂伊人，在水之涘。 



溯洄從之，道阻且右。溯游從之，宛在水中沚。 

 

9. 詩經・魏風・碩鼠 

  

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女、莫我肯顧。 

 

逝將去女、適彼樂土！樂土樂土、爰得我所。 

 

碩鼠碩鼠、無食我麥！三歲貫女、莫我肯德。 

 

逝將去女、適彼樂國！樂國樂國、爰得我直。 

 

碩鼠碩鼠、無食我苗！三歲貫女、莫我肯勞。 

 

逝將去女、適彼樂郊！樂郊樂郊、誰之永號。 

 

兩漢六朝散文： 

10. 陶淵明・桃花源記 

 

晉太元中，武陵人捕魚為業。緣溪行，忘路之遠近。忽逢桃花林，夾岸數百步，

中無雜樹，芳草鮮美，落英繽紛。漁人甚異之，復前行，欲窮其林。林盡水源，

便得一山。山有小口，髣髴若有光。便捨船，從口入。 

 

初極狹，纔通人。復行數十步，豁然開朗。土地平曠，屋舍儼然。有良田、美池、

桑、竹之屬，阡陌交通，雞犬相聞。其中往來種作，男女衣著，悉如外人；黃髮、

垂髫，並怡然自樂。見漁人，乃大驚。問所從來，具答之。便要還家，設酒、殺

雞、作食。村中聞有此人，咸來問訊。自云先世避秦時亂，率妻子、邑人來此絕

境，不復出焉，遂與外人間隔。問今是何世，乃不知有漢，無論魏、晉。此人一

一為具言所聞，皆歎惋。餘人各復延至其家，皆出酒食。停數日，辭去。此中人

語云：「不足為外人道也。」 

 

既出，得其船，便扶向路，處處誌之。及郡下，詣太守，說如此。太守即遣人隨

其往，尋向所誌，遂迷不復得路。南陽劉子驥，高尚士也；聞之，欣然規往，未

果，尋病終。後遂無問津者。 

 

11. 諸葛亮・出師表 

 

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敝，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



侍衞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

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弘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

以塞忠諫之路也。 

 

宮中、府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奸、犯科，及為忠善者，

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治；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 

 

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

下。愚以為宮中之事，事無大小， 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

廣益。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

眾議舉寵為督。愚以為營中之事，悉以咨之， 必能使行陣和睦，優劣得所也。 

 

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先

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侍中、尚書、長史、參軍，

此悉貞亮死節之臣也，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 

 

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

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

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

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歎，恐託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

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獎帥三軍，北定中原，庶竭

駑鈍，攘除奸凶，興復漢室，還於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

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 

 

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若無興德之言，

則責攸之、禕、允等之咎，以彰其慢。陛下亦宜自謀，以諮諏善道，察納雅言，

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泣，不知所云。 

 

12. 劉義慶・謝太傅寒雪日內集 

 

謝太傅寒雪日，內集與兒女講論文義。俄而雪驟，公欣然曰：「白雪紛紛何所似？」

兄子胡兒曰：「撒鹽空中差可擬。」兄女曰：「未若柳絮因風起。」公大笑樂。

即公大兄無奕女，左將軍王凝之妻也。 

 

兩漢六朝詩： 

13. 曹植・七步詩 

 

煮豆持作羹，漉豉以為汁。 



 

萁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14. 佚名・木蘭詩 

 

唧唧復唧唧，木蘭當戶織。不聞機杼聲，惟聞女嘆息。問女何所思，問女何所憶。

女亦無所思，女亦無所憶。昨夜見軍帖，可汗大點兵，軍書十二卷，卷卷有爺名。

阿爺無大兒，木蘭無長兄，願為市鞍馬，從此替爺征。 
 
東市買駿馬，西市買鞍韉，南市買轡頭，北市買長鞭。旦辭爺娘去，暮宿黃河邊，

不聞爺娘喚女聲，但聞黃河流水鳴濺濺。旦辭黃河去，暮至黑山頭，不聞爺娘喚

女聲，但聞燕山胡騎鳴啾啾。 
 
萬里赴戎機，關山度若飛。朔氣傳金柝，寒光照鐵衣。將軍百戰死，壯士十年歸。 
 
歸來見天子，天子坐明堂。策勛十二轉，賞賜百千強。可汗問所欲，木蘭不用尚

書郎，願馳千里足，送兒還故鄉。（一作：願借明駝千里足） 
 
爺娘聞女來，出郭相扶將；阿姊聞妹來，當戶理紅妝；小弟聞姊來，磨刀霍霍向

豬羊。開我東閣門，坐我西閣床，脫我戰時袍，著我舊時裳。當窗理雲鬢，對鏡

帖花黃。出門看火伴，火伴皆驚忙：同行十二年，不知木蘭是女郎。 
 
雄兔腳撲朔，雌兔眼迷離；雙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 
 

15. 陶淵明・歸園田居（其一） 

 

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誤落塵網中，一去三十年。 

 

羈鳥戀舊林，池魚思故淵。開荒南野際，守拙歸園田。 

 

方宅十餘畝，草屋八九間，榆柳蔭後簷，桃李羅堂前。 

 

曖曖遠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雞鳴桑樹巔。 

 

戶庭無塵雜，虛室有餘閑。久在樊籠裏，復得返自然。 

 



16. 曹操・短歌行 

 

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 

 

慨當以慷，憂思難忘。何以解憂？唯有杜康。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爲君故，沉吟至今。 

 

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我有嘉賓，鼓瑟吹笙。 

 

明明如月，何時可掇？憂從中來，不可斷絕。 

 

越陌度阡，枉用相存。契闊談宴，心念舊恩。 

 

月明星稀，烏鵲南飛。繞樹三匝，何枝可依？ 

 

山不厭高，海不厭深。周公吐哺，天下歸心。 

 

唐代散文： 

17. 劉禹錫・陋室銘 

 

山不在高，有仙則名。水不在深，有龍則靈。斯是陋室，惟吾德馨。苔痕上階綠，

草色入簾青。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可以調素琴，閱金經。無絲竹之亂耳，

無案牘之勞形。南陽諸葛廬，西蜀子云亭。孔子云：何陋之有？ 

 

18. 李白・春夜宴桃李園序 

 

夫天地者，萬物之逆旅；光陰者，百代之過客。而浮生若夢，為歡幾何？古人秉

燭夜遊，良有以也。況陽春召我以煙景，大塊假我以文章。會桃李之芳園，序天

倫之樂事。群季俊秀，皆為惠連；吾人詠歌，獨慚康樂。幽賞未已，高談轉清。

開瓊筵以坐花，飛羽觴而醉月。不有佳作，何伸雅懷？如詩不成，罰依金谷酒數。 

 

19. 柳宗元・始得西山宴遊記 

 

自余為僇人，居是州，恆惴慄。其隙也，則施施而行，漫漫而遊。日與其徒上高

山，入深林，窮迴谿。幽泉怪石，無遠不到；到則披草而坐，傾壼而醉；醉則更

相枕以臥，意有所極，夢亦同趣；覺而起，起而歸。以為凡是州之山有異態者，

皆我有也，而未始知西山之怪特。 



 

今年九月二十八日，因坐法華西亭，望西山，始指異之。遂命僕人過湘江，緣染

溪，斫榛莽，焚茅茷，窮山之高而止。攀援而登，箕踞而遨，則凡數州之土壤，

皆在衽席之下。其高下之勢，岈然洼然，若垤若穴；尺寸千里，攢蹙累積，莫得

遯隱；縈青繚白，外與天際，四望如一。然後知是山之特立，不與培塿為類。悠

悠乎與灝氣俱，而莫得其涯！洋洋乎與造物者遊，而不知其所窮！引觴滿酌，頹

然就醉，不知日之入，蒼然暮色，自遠而至，至無所見，而猶不欲歸。心凝形釋，

與萬化冥合。然後知吾嚮之未始遊，遊於是乎始，故為之文以志。是歲，元和四

年也。 

 

20. 韓愈・師說 

 

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受業、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無惑?

惑而不從師，其為惑也終不解矣。生乎吾前，其聞道也固先乎吾，吾從而師之；

生乎吾後，其聞道也亦先乎吾，吾從而師之。吾師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後生於

吾乎?是故無貴無賤，無長無少，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 

 

嗟乎!師道之不傳也久矣!欲人之無惑也難矣!古之聖人，其出人也遠矣，猶且從師

而問焉；今之眾人，其下聖人也亦遠矣，而恥學於師。是故聖益聖，愚益愚。聖

人之所以為聖，愚人之所以為愚，其皆出於此乎！愛其子，擇師而教之；於其身

也，則恥師焉，惑矣。彼童子之師，授之書而習其句讀者也，非吾所謂傳其道、

解其惑者也。句讀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師焉，或不焉，小學而大遺，吾未見其

明也。 

 

巫醫、樂師、百工之人，不恥相師。士大夫之族，曰「師」、曰「弟子」云者，

則群聚而笑之。問之，則曰：「彼與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則足羞，官

盛則近諛。嗚呼！師道之不復可知矣！巫醫、樂師、百工之人，君子不齒，今其

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歟！ 

 

聖人無常師。孔子師郯子、萇弘、師襄、老聃。郯子之徒，其賢不及孔子。孔子

曰：「三人行，則必有我師。」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聞道有

先後，術業有專攻，如是而已。 

 

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藝經傳皆通習之，不拘於時，請學於余。余嘉其

能行古道，作〈師說〉以貽之。 

 

唐代詩： 

21. 李白・月下獨酌 



 

花間一壺酒，獨酌無相親。 

舉杯邀明月，對影成三人。 

月既不解飲，影徒隨我身。 

暫伴月將影，行樂須及春。 

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亂。 

醒時同交歡，醉後各分散。 

永結無情遊，相期邈雲漢。 

 

22. 李白・將進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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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烹羊宰牛且爲樂，會須一飲三百杯。 

 

岑夫子，丹丘生，將進酒，杯莫停。 

 

與君歌一曲，請君爲我傾耳聽。 

 

鐘鼓饌玉不足貴，但願長醉不復醒。 

 

古來聖賢皆寂寞，惟有飲者留其名。 

 

陳王昔時宴平樂，斗酒十千恣歡謔。 

 

主人何爲言少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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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李白・送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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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揮手自兹去，蕭蕭斑馬鳴。 

 

 

24. 張九齡・望月懷遠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時。 

 

情人怨遙夜，竟夕起相思。 

 

滅燭憐光滿，披衣覺露滋。 

 

不堪盈手贈，還寢夢佳期。 

 

 

25. 王維・山居秋暝 

 

空山新雨後，天氣晚來秋。 

 

明月松間照，清泉石上流。 

 

竹喧歸浣女，蓮動下漁舟。 

 

隨意春芳歇，王孫自可留。 

 

 

26. 王維・終南別業 

 

中歲頗好道，晚家南山陲。興來每獨往，勝事空自知。 



 

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偶然值林叟，談笑無還期。 

 

 

27. 白居易・賣炭翁 

賣炭翁，伐薪燒炭南山中。 

滿面塵灰煙火色，兩鬢蒼蒼十指黑。 

賣炭得錢何所營？身上衣裳口中食。 

可憐身上衣正單，心憂炭賤願天寒。 

夜來城外一尺雪，曉駕炭車輾冰轍。 

牛困人飢日已高，市南門外泥中歇。 

翩翩兩騎來是誰？黃衣使者白衫兒。 

手把文書口稱敕，回車叱牛牽向北。 

一車炭，千餘斤，宮使驅將惜不得。 

半匹紅綃一丈綾，系向牛頭充炭直。 

 

 

28. 李商隱・夜雨寄北 

 

君問歸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漲秋池。 

 

何當共剪西窗燭，卻話巴山夜雨時。 

 

 

29. 崔顥・黃鶴樓 

 

昔人已乘黃鶴去，此地空餘黃鶴樓。 

 



黃鶴一去不復返，白雲千載空悠悠。 

 

晴川歷歷漢陽樹，芳草萋萋鸚鵡洲。 

 

日暮鄉關何處是？煙波江上使人愁。 

 

 

30. 王昌齡・芙蓉樓送辛漸 

 

寒雨連江夜入吳，平明送客楚山孤。 

 

洛陽親友如相問，一片冰心在玉壺。 

 

 

31. 杜甫・客至 

 

舍南舍北皆春水，但見羣鷗日日來。 

 

花徑不曾緣客掃，蓬門今始爲君開。 

 

盤飧市遠無兼味，樽酒家貧只舊醅？ 

 

肯與鄰翁相對飲，隔籬呼取盡餘杯。 

 

 

32. 杜甫・兵車行 

 

車轔轔，馬蕭蕭，行人弓箭各在腰。 

 

耶孃妻子走相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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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女猶得嫁比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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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陰雨溼聲啾啾！ 

 

 

33. 杜甫・登樓 

 

花近高樓傷客心，萬方多難此登臨。 

 

錦江春色來天地，玉壘浮雲變古今。 

 

北極朝廷終不改，西山寇盜莫相侵。 

 

可憐後主還祠廟，日暮聊爲梁甫吟。 

 

 

宋代散文： 

34. 范仲淹・岳陽樓記 

 



慶曆四年春，滕子京謫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廢具興，乃重修岳陽樓，

增其舊制，刻唐賢今人詩賦於其上。屬予作文以記之。 

 

予觀夫巴陵勝狀，在洞庭一湖。銜遠山，吞長江，浩浩湯湯，橫無際涯；朝暉夕

陰，氣象萬千。此則岳陽樓之大觀也，前人之述備矣。然則北通巫峽，南極瀟湘，

遷客騷人，多會於此，覽物之情，得無異乎？ 

 

若夫霪雨霏霏，連月不開，陰風怒號，濁浪排空；日星隱曜，山嶽潛形；商旅不

行，檣傾楫摧；薄暮冥冥，虎嘯猿啼。登斯樓也，則有去國懷鄉，憂讒畏譏，滿

目蕭然，感極而悲者矣。 

 

至若春和景明，波瀾不驚，上下天光，一碧萬頃；沙鷗翔集，錦鱗游泳；岸芷汀

蘭，郁郁青青。而或長煙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躍金，靜影沉璧，漁歌互答，此

樂何極！登斯樓也，則有心曠神怡，寵辱偕忘，把酒臨風，其喜洋洋者矣。 

 

嗟夫！予嘗求古仁人之心，或異二者之爲，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廟堂

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是進亦憂，退亦憂。然則何時而樂耶？其

必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乎？噫！微斯人，吾誰與歸？ 

 

35. 歐陽修・醉翁亭記 

 

環滁皆山也。其西南諸峯，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深秀者，琅琊也。山行六七里，

漸聞水聲潺潺而瀉出於兩峯之間者，釀泉也。峯迴路轉，有亭翼然臨於泉上者，

醉翁亭也。作亭者誰？山之僧智仙也。名之者誰？太守自謂也。太守與客來飲於

此，飲少輒醉，而年又最高，故自號曰醉翁也。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間

也。山水之樂，得之心而寓之酒也。 

 

若夫日出而林霏開，雲歸而巖穴暝，晦明變化者，山間之朝暮也。野芳發而幽香，

佳木秀而繁陰，風霜高潔，水落而石出者，山間之四時也。朝而往，暮而歸，四

時之景不同，而樂亦無窮也。 

 

至於負者歌於途，行者休於樹，前者呼，後者應，傴僂提攜，往來而不絕者，滁

人遊也。臨溪而漁，溪深而魚肥。釀泉爲酒，泉香而酒洌；山餚野蔌，雜然而前

陳者，太守宴也。宴酣之樂，非絲非竹，射者中，弈者勝，觥籌交錯，起坐而喧

譁者，衆賓歡也。蒼顏白髮，頹然乎其間者，太守醉也。 

 

已而夕陽在山，人影散亂，太守歸而賓客從也。樹林陰翳，鳴聲上下，遊人去而

禽鳥樂也。然而禽鳥知山林之樂，而不知人之樂；人知從太守遊而樂，而不知太



守之樂其樂也。醉能同其樂，醒能述以文者，太守也。太守謂誰？廬陵歐陽修也。 

 

36. 歐陽修・賣炭翁 

 

陳康肅公堯諮善射，當世無雙 ，公亦以此自矜。嘗射於家圃，有賣油翁釋擔而

立，睨之，久而不去。見其發矢十中八九，但微頷之。 

 

康肅問曰：「汝亦知射乎？吾射不亦精乎？」翁曰：「無他， 但手熟爾。」康

肅忿然曰：「爾安敢輕吾射！」翁曰：「以我酌油知之。」乃取一葫蘆置於地，

以錢覆其口，徐以杓酌油瀝之，自錢孔入，而錢不溼。因曰「：我亦無他，唯手

熟爾。」康肅笑而遣之。 

 

 

37. 蘇洵・六國論 

 

六國破滅，非兵不利 ，戰不善，弊在賂秦。賂秦而力虧，破滅之道也。或曰：

六國互喪，率賂秦耶？曰：不賂者以賂者喪，蓋失強援，不能獨完。故曰：弊在

賂秦也。 

 

秦以攻取之外，小則獲邑，大則得城。較秦之所得，與戰勝而得者，其實百倍；

諸侯之所亡，與戰敗而亡者，其實亦百倍。則秦之所大欲，諸侯之所大患，固不

在戰矣。思厥先祖父，暴霜露，斬荊棘，以有尺寸之地。子孫視之不甚惜，舉以

予人，如棄草芥。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然後得一夕安寢。起視四境，而秦

兵又至矣。然則諸侯之地有限，暴秦之慾無厭，奉之彌繁，侵之愈急。故不戰而

強弱勝負已判矣。至於顛覆，理固宜然。古人云：「以地事秦，猶抱薪救火，薪

不盡，火不滅。」此言得之。 

 

齊人未嘗賂秦，終繼五國遷滅，何哉？與嬴而不助五國也。五國既喪，齊亦不免

矣。燕趙之君，始有遠略，能守其土，義不賂秦。是故燕雖小國而後亡，斯用兵

之效也。至丹以荊卿爲計，始速禍焉。趙嘗五戰於秦，二敗而三勝。後秦擊趙者

再，李牧連卻之。洎牧以讒誅，邯鄲爲郡，惜其用武而不終也。且燕趙處秦革滅

殆盡之際，可謂智力孤危，戰敗而亡，誠不得已。向使三國各愛其地，齊人勿附

於秦，刺客不行，良將猶在，則勝負之數，存亡之理，當與秦相較，或未易量。 

 

嗚呼！以賂秦之地，封天下之謀臣，以事秦之心，禮天下之奇才，併力西向，則

吾恐秦人食之不得下嚥也。悲夫！有如此之勢，而爲秦人積威之所劫，日削月割，

以趨於亡。爲國者無使爲積威之所劫哉！ 

 



夫六國與秦皆諸侯，其勢弱於秦，而猶有可以不賂而勝之之勢。苟以天下之大，

下而從六國破亡之故事，是又在六國下矣。 

 

 

38. 周敦頤・愛蓮說 

 

水陸草木之花，可愛者甚蕃。晉陶淵明獨愛菊。自李唐來，世人盛愛牡丹。予獨

愛蓮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漣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遠益清，亭亭淨

植，可遠觀而不可褻玩焉。 

 

予謂菊，花之隱逸者也；牡丹，花之富貴者也；蓮，花之君子者也。噫！菊之愛，

陶後鮮有聞。蓮之愛，同予者何人？牡丹之愛，宜乎衆矣！ 

 

 

宋代詞： 

39. 蘇軾・念奴嬌・赤壁懷古 

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 

故壘西邊，人道是，三國周郎赤壁。 

亂石穿空，驚濤拍岸，捲起千堆雪。 

江山如畫，一時多少豪傑。 

遙想公瑾當年，小喬初嫁了，雄姿英發。 

羽扇綸巾，談笑間，檣櫓灰飛煙滅。 

故國神遊，多情應笑我，早生華髮。 

人生如夢，一尊還酹江月。 

 

40. 蘇軾・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記夢 

 

十年生死兩茫茫，不思量，自難忘。千里孤墳，無處話淒涼。縱使相逢應不識，

塵滿面，鬢如霜。 

 

夜來幽夢忽還鄉，小軒窗，正梳妝。相顧無言，惟有淚千行。料得年年腸斷處，

明月夜，短松岡。 

 



41. 蘇軾・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 

 

丙辰中秋，歡飲達旦，大醉，作此篇，兼懷子由。 

 

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不知天上宮闕，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風歸去，又恐瓊

樓玉宇，高處不勝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間。 

 

轉朱閣，低綺戶，照無眠。不應有恨，何事長向別時圓？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

晴圓缺，此事古難全。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 

 

 

42. 李清照・聲聲慢・秋情 

 

尋尋覓覓，冷冷清清，悽悽慘慘慼戚。乍暖還寒時候，最難將息。三杯兩盞淡酒，

怎敵他、晚來風急？雁過也，正傷心，卻是舊時相識。 

 

滿地黃花堆積。憔悴損，如今有誰堪摘？守着窗兒，獨自怎生得黑？梧桐更兼細

雨，到黃昏、點點滴滴。這次第，怎一個愁字了得！ 

 

 

43. 李清照・醉花陰・薄霧濃雲愁永晝 

 

薄霧濃雲愁永晝，瑞腦銷金獸。佳節又重陽，玉枕紗廚，半夜涼初透。 

 

東籬把酒黃昏後，有暗香盈袖。莫道不銷魂，簾卷西風，人比黃花瘦。 

 

 

44. 李煜・相見歡・無言獨上西樓 

 

無言獨上西樓，月如鉤。寂寞梧桐深院鎖清秋。 

 

剪不斷，理還亂，是離愁。別是一般滋味在心頭。 

 

 

45. 柳永・雨霖鈴・寒蟬淒切 

 

寒蟬悽切，對長亭晚，驟雨初歇。都門帳飲無緒，留戀處，蘭舟催發。執手相看

淚眼，竟無語凝噎。念去去，千里煙波，暮靄沉沉楚天闊。 



 

多情自古傷離別，更那堪冷落清秋節！今宵酒醒何處？楊柳岸，曉風殘月。此去

經年，應是良辰好景虛設。便縱有千種風情，更與何人說？ 

 

46. 辛棄疾・青玉案・元夕 

 

東風夜放花千樹，更吹落、星如雨。寶馬雕車香滿路。鳳簫聲動，玉壺光轉，一

夜魚龍舞。 

 

蛾兒雪柳黃金縷，笑語盈盈暗香去。衆裏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

火闌珊處。 

 

 

47. 辛棄疾・破陣子・為陳同甫賦壯詞以寄之 

 

醉裏挑燈看劍，夢迴吹角連營。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聲。沙場秋點兵。 

 

馬作的盧飛快，弓如霹靂弦驚。了卻君王天下事，贏得生前身後名。可憐白髮生。 

 

 

元代曲： 

48. 關漢卿・四塊玉・閒適 

適意行，安心坐，渴時飲飢時餐醉時歌，困來時就向莎茵臥。日月長，天地闊，

閒快活！ 

舊酒投，新醅潑，老瓦盆邊笑呵呵，共山僧野叟閒吟和。他出一對雞，我出一個

鵝，閒快活！ 

意馬收，心猿鎖，跳出紅塵惡風波，槐陰午夢誰驚破？離了利名場，鑽入安樂窩，

閒快活！ 

南備耕，東山臥，世態人情經歷多，閒將往事思量過。賢的是他，愚的是我，爭

甚麼！ 

 

49. 馬致遠・天淨沙・秋思 

 

枯藤老樹昏鴉，小橋流水人家，古道西風瘦馬。夕陽西下，斷腸人在天涯！ 

 

 



明清散文： 

50. 張岱 西湖七月半 

西湖七月半，一無可看，只可看看七月半之人。看七月半之人，以五類看之。其

一，樓船簫鼓，峨冠盛筵，燈火優傒，聲光相亂，名爲看月而實不見月者，看之；

其一，亦船亦樓，名娃閨秀，攜及童孌，笑啼雜之，還坐露臺，左右盼望，身在

月下而實不看月者，看之；其一，亦船亦聲歌，名妓閑僧，淺斟低唱，弱管輕絲，

竹肉相發，亦在月下，亦看月而欲人看其看月者，看之；其一，不舟不車，不衫

不幘，酒醉飯飽，呼群三五，躋入人叢，昭慶、斷橋，嘄呼嘈雜，裝假醉，唱無

腔曲，月亦看，看月者亦看，不看月者亦看，而實無一看者，看之；其一，小船

輕幌，淨几暖爐，茶鐺旋煮，素瓷靜遞，好友佳人，邀月同坐，或匿影樹下，或

逃囂裏湖，看月而人不見其看月之態，亦不作意看月者，看之。 

杭人遊湖，巳出酉歸，避月如仇。是夕好名，逐隊爭出，多犒門軍酒錢，轎夫擎

燎，列俟岸上。一入舟，速舟子急放斷橋，趕入勝會。以故二鼓以前，人聲鼓吹，

如沸如撼，如魘如囈，如聾如啞。大船小船，一齊湊岸，一無所見，止見篙擊篙，

舟觸舟，肩摩肩，面看面而已。少刻興盡，官府席散，皂隸喝道去。轎夫叫船上

人，怖以關門，燈籠火把如列星，一一簇擁而去。岸上人亦逐隊趕門，漸稀漸薄，

頃刻散盡矣。 

輩始艤舟近岸，斷橋石磴始涼，席其上，呼客縱飲。此時月如鏡新磨，山複整妝，

湖複頯面，向之淺斟低唱者出，匿影樹下者亦出，吾輩往通聲氣，拉與同坐。韻

友來，名妓至，杯箸安，竹肉發。月色蒼涼，東方將白，客方散去。吾輩縱舟，

酣睡于十里荷花之中，香氣拍人，清夢甚愜。 
 

51. 顧炎武・廉恥 

 

五代史馮道傳論曰：「『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

善乎管生之能言也！禮、義，治人之大法；廉、恥，立人之大節。蓋不廉則無所

不取，不恥則無所不為。人而如此，則禍敗亂亡，亦無所不至。況為大臣而無所

不取，無所不為，則天下其有不亂，國家其有不亡者乎？」 

 

然而四者之中，恥尤為要，故夫子之論士曰：「行己有恥。」孟子曰：「人不可

以無恥。無恥之恥，無恥矣。」又曰：「恥之於人大矣！為機變之巧者，無所用

恥焉。」所以然者，人之不廉而至於悖禮犯義，其原皆生於無恥也。故士大夫之

無恥，是謂國恥。 

 

吾觀三代以下，世衰道微，棄禮義，捐廉恥，非一朝一夕之故。然而松柏後凋於



歲寒，雞鳴不已於風雨，彼眾昏之日，固未嘗無獨醒之人也。 

 

頃讀顏氏家訓，有云：「齊朝一士夫，嘗謂吾曰：『我有一兒，年已十七，頗曉

書疏。教其鮮卑語及彈琵琶，稍欲通解，以此伏事公卿，無不寵愛。』吾時俯而

不答。異哉，此人之教子也！若由此業，自致卿相，亦不願汝曹為之！」嗟呼！

之推不得已而仕於亂世，猶為此言，尚有小宛詩人之意；彼閹然媚於世者，能無

愧哉！ 

 

 

52. 劉蓉・習慣說 

蓉少時，讀書養晦堂之西偏一室。俛而讀，仰而思；思有弗得，輒起，繞室以旋。

室有窪徑尺，浸淫日廣。每履之，足苦躓焉；既久而遂安之。 

一日父來室中，顧而笑曰︰「一室之不治，何以天下家國為？」命童子取土平之。 

後蓉履其地，蹴然以驚，如土忽隆起者；俯視地，坦然則既平矣。已而復然，又

久而後安之。 

噫！習之中人甚矣哉！足履平地，不與窪適也；及其久，而漥者若平。至使久而

即乎其故，則反窒焉而不寧。故君子之學，貴慎始。 

 

 

53. 于謙・石灰吟 

 

千錘萬鑿出深山，烈火焚燒若等閒。 

 

粉身碎骨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間。 

 

 

54. 納蘭性德・木蘭花令・擬古決絕詞 

 

人生若只如初見，何事秋風悲畫扇。 

 

等閒變卻故人心，卻道故人心易變。 

 

驪山語罷清宵半，淚雨霖鈴終不怨。 

 

何如薄倖錦衣郎，比翼連枝當日願。 

 



 

55. 納蘭性德・浣溪沙・誰念西風獨自涼 

 

誰念西風獨自涼，蕭蕭黃葉閉疏窗，沉思往事立殘陽。 

 

被酒莫驚春睡重，賭書消得潑茶香，當時只道是尋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