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緊扣課本的學習重點，提供初階練習、進階練習、比較
閱讀、課文總結圖，老師可以融合現有教學編排，配合
指定單元施教。

教育局去年公佈了 28 篇建議篇章，《初中互動中國語文》課本涵蓋其中 16 篇。為配合教學需要，
現提供 《增補建議篇章》，當中包含 12 篇全新教學材料。 

讀、寫、聽、說一直是初中中國語文科課程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亦是 TSA 的考核範圍，故
此無論是課本，還是年年更新的模擬試卷，都全面照顧這四個範疇的需要，為學生打好基礎，
以及為考試做好準備。 

《增補建議篇章》 4 大特色﹕ 

課本編排

備有豐富教師資料，
內容充足、齊備，
全面支援老師的
教學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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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同與小康 《禮記》 

閱  讀： 1 理解及辨析句意的方法 
2 複習閱讀重點：舉例論證、對比論證、歸納段旨 
3 文言知識：複習文言詞匯（何、以、其） 
4 文言知識：複習文言句式（判斷句、倒裝句、省略句） 

品德情意： 寬大包容，關愛別人 
思  維： 培養創意思維和慎思明辨能力

 

《禮記》為戰國時期至秦 漢百多年間的儒家學者，解釋《儀禮》時所作的

「記」，非一人一時所著，作者已不可考。 

《禮記》的文章原本只是附在《儀禮》之後的散篇札記，是對《儀禮》內容

的說明、補充或發揮，內容涵蓋政治制度、治世理念、生活儀節、道德修養、為

政之道，或記述孔子及門人的言論事蹟等。據記載，漢初原有一百三十一篇「記

（一說為二百四篇）」，西漢時由學者戴聖選輯其中的四十九篇，作為他講授《儀

禮》的「課本」，這個版本被稱為《小戴禮記》。 

到了東漢，由經學家鄭玄作注，遂成定本，也是流傳至今的《禮記》。自鄭玄

作注後，《禮記》的地位越顯重要，後世更把《禮記》與西周時期成書的《周禮》

和《儀禮》，合稱為「三禮」。 

 

 

 

 

本文選自《禮記》的第九篇〈禮運〉，文題為後人所加。儒家重禮，禮包含個

人生活禮儀與國家典章制度，這些都會隨時世而運轉，故名「禮運」。文中藉由孔

子回答子游的問題，論述「大同」與「小康」之治的分別，而「天下為公」的「大

同」社會，就是儒家政治思想的最高境界。 

 

 

補充資料（題

解）： 

【寫作背景】

西周初，周公

制禮作樂，視

「禮」為治國

準則、社會規

範，以此安定

國家。但到了

春秋時代，周

朝王權衰落，

諸侯爭霸，奪

權僭越，經常

出現不合禮制

之事，就如本

文寫孔子參加

魯國蜡祭，有

感於魯國禮制

衰敗而發出感

歎。本文除了

藉孔子之口說

明儒家治國的

最高理想——
「大同」，也顯

示了「禮」 的
產生及作用，

目的是為了規

範 人 們 的 行

為，維護社會

秩序。

補充資料（作者）： 

‧《儀禮》傳為周公所作（一說為孔子），記錄了古代士人的禮儀制度，到漢代只存十七篇。 

‧《禮記》內各類文體兼備，說明條理井然，議論結構嚴謹，記敍生動傳神，不少篇章饒富文

學價值。在四十九篇中，著名的篇章有〈禮運〉、〈中庸〉、〈大學〉等。宋代理學家朱熹選取

〈中庸〉、〈大學〉兩篇文章，與《論語》、《孟子》合為「四書」。

‧到唐朝時，《禮記》甚至取代《儀禮》成為「五經」之一。

補充資料（題解）： 

《孔子家語》也有《禮運》篇，該版本的文字和《禮記》本篇有些不同，可互為參照。

《孔子家語》是記錄孔子及其弟子思想言行的著作，大概成書於漢代以前。

補充資料（作者）： 

戴聖（生卒年不詳），字次君，西漢經學家，與叔父戴德師從后蒼學習《儀禮》，

世稱「小戴」。其叔父戴德（生卒年不詳）也曾選編八十五篇版本的《禮記》，

稱為《大戴禮記》，唯散佚不全，今只存三十九篇。 

練習題型多元化。4

7 © 培生教育出版亞洲有限公司 2022 

2 試語譯下列句子。（4分，每題 2分）設題目標：理解文言詞句；理解及辨析句意的方法；

複習文言句式（倒裝句、判斷句）

(1) 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第 2段） 

我孔丘未能趕上這些時代，而有看到一些記載。

(2) 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謹於禮者也。（第 4段） 

這六位賢君，沒有不是嚴守禮制的人。

3 試根據課文內容，增補句子中的省略部分。（6分，每題 2分）設題目標：理解及辨析

句意的方法；複習文言句式（省略句）

(1) 事畢，（    仲尼／孔子    ）出遊於觀之上，喟然而歎。（第 1段） 

(2) 以（      禮 ）著其義，以考其信。（第 4段） 

(3) 眾以（     在埶者    ）為殃。（第 4段） 

4  以下是一段分析《大同與小康》的文字，試根據指示作答：（20分，每項 2分） 
‧在填充部分，填寫正確答案；

‧在選擇題中，塗滿與答案相應的圓圈。

設題目標：歸納段旨；理解課文內容；掌握文章結構 

本文內容以 (1) 

○ A記敍 

為主，共有四個段落，按結構可分為 
● B論說 

○ C描寫 

○ D抒情 

(2) 三  個部分。 

第 1段記述(3) 孔子參與魯國蜡祭後發出感歎  ，

由此引出(4)    言偃的提問 。本段內容在全文結構上起了 

(5) 

○ A領起全文

的作用。 
○ B製造懸念
● C帶出話題
○ D闡述主題 

第 2段則記述孔子的回應，他說自己(6)    未能趕上大道實行和三代英
明君主當政的時代 ，只能在記載中了解當時的情況。從孔子的話，可見他

懷着： 

(7) 

● A 渴慕上古之世

的情感。（可選多於一項） 
○ B 對現世亂象感到憂傷 

● C 惋惜自己生不逢時
○ D 自憐未能於現世實踐大道

解釋 

重整 

伸展

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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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昔者，仲尼與於蜡賓○1，事畢，出遊於觀○2之

上，喟然而歎。仲尼之歎，蓋歎魯也○3。言偃○4在

側，曰：「君子何歎？」 

2   孔子曰：「大道之行○5也，與三代之英○6，

丘未之逮也○7，而有志焉○8。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仲尼與於蜡賓：孔子參與蜡祭大典，作為陪祭者。仲尼：孔子名

丘，字仲尼。與：參加，○粵  雨 jy5 ○普  yǔ。蜡：古時君主在農曆

十二月舉行對萬物和神祇的總祭祀，○粵  炸dzaa3 ○普 zhɑ̀。賓：陪

祭者。    

○2  觀：宮門外兩旁的樓臺，○粵  貫 gun3 ○普 guɑ̀n。 

○3  蓋歎魯也：大概是歎息魯國。

○4  言偃：（約前 506—前 443）字子游，又稱言游，春秋末吳國人，

是孔子的弟子。他擅長文學，擔任魯國 武城的長官時，積極推

行禮樂教化。

○5  大道之行：大道實行在世上的時候。這裏指三代以前的堯 舜時

期，傳說帝堯、帝舜實行禪讓制。大道：儒家學說所指的常理正

道，或指理想的政治形態。

○6  三代之英：這裏指夏、商、周三代英明賢能的君主。英：英明賢

能、才德出眾的人。

○7  丘未之逮也：我孔丘未能趕上這些時代。丘：孔子的名，是他的

自稱。逮：及、趕上的意思。

○8  而有志焉：而有看到一些記載。志：即「誌」或「識」。另一說

指「志」解作「志向」，整句解作「而有這樣的志向」。

語譯：

從前，孔子參與蜡祭大典，作為陪祭者。祭祀完畢， 

出遊到宮門外兩旁的樓臺上，感慨地歎息起來。孔子的 

感歎，大概是歎息魯國（的情況）。言偃在旁，問道： 

「先生為甚麼歎氣呢？」

孔子說 ：「大道實行在世上的時候，和（夏、商、

周）三代賢君當政的時代，我都未能趕上，而有看到一

些記載。 

1 在第 1、2 段中，哪些稱
謂指稱孔子？

答指稱孔子的稱謂有「仲

尼」、「君子」（第 1 段）
和「丘」（第 2 段）。（補
充：「仲尼」是孔子的字，

古人對別人稱字不稱

名，以表示敬意。「君子」

是指有才德的人，這裏是

言偃對孔子的尊稱。「丘」

是孔子的名，是孔子自

稱。）

第一部分：「昔者」至「而

有志焉」

記述孔子參加蜡祭後興

歎，感歎魯國情況，並表達

對大道實行時和三代英明

君主當政時代的嚮往。

 

 

 
 

補充資料（注釋）：

注釋○1 ：據《孔子家語‧

禮運》的記述，孔子當時

在魯國任職「司寇」，故

參與魯國的蜡祭儀式。司

寇」是主管刑獄的官員。 

注釋○2：「觀」又稱「闕」，

是懸示法令的地方。

注釋○3 ：「仲尼之歎，蓋

歎魯也」兩句，為《孔子

家語‧禮運》所無。此處

可能是後人將旁注誤作

正文收入《禮記》中，預

先解釋孔子之歎是為魯

國而發。孔子認為魯國禮

樂紊亂，故發出慨歎。

主旨
本文藉着記述孔子回答言偃的問題，闡釋三代以前天下為公的「大

同」社會，以及夏、商、周三代時天下為家、以禮治國的「小康」

社會，表現了儒家追求「大同」社會的政治理想。 

閱讀

聆聽

聆聽

寫作

個人短講

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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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補建議篇章》新 輕鬆應對最新教學需要

由初中起步，紮穩讀、寫、聽、說根基 為TSA做好準備

建議篇章分佈
及樣章 

bit.ly/3hUCkLN

備有教學簡報，提供
熱身活動、重點解說、
課文理解、課文總結等
內容，並設供原文及語
譯對讀，方便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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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簡報示例 

bit.ly/3MB1FZo

初中中國語文科課程並沒有變動，學校只需要因應校情，逐步加入建議篇章，以豐富學習內容。
我們明白老師在疫情期間，工作更為繁重，為了讓老師輕鬆應對最新的教學需要，《初中互
動中國語文》特別提供最適切的教學支援，助老師以不變應萬變 。 

模擬試卷
閱讀

説話

最強教學支援，助你以不變應萬變  

https://bit.ly/3hUCkLN
https://bit.ly/3MB1FZo


◆ 配合 2024 年文憑試新增的卷二甲部編寫
◆ 助學生初步認識 6 種實用文類及實用寫作的技巧
◆ 設有技巧解說、示例、寫作練習

◆ 具備自動批改功能，即時回饋
◆ 提供成績分析報告，有助老師掌握學生的水平
◆ 針對表現不理想的學習重點，額外提供針對性的跟進練習或學習材料

◆ 讓學生在課前自學，減省老師準備網課的工夫

◆ 提供課本練習 Google Forms 版本，
支援網課需要

◆ 練習考問課文內容及寫作手法，鞏固所學

◆ 收錄 12 篇文言範文，提供簡單練習
◆ 特設「閱讀錦囊」，提供「背誦建議」及
「名言金句」等

《初中互動中國語文》近年陸續新增多項電子資源，以支援老師網課及學生自學的需要。 疫情持續超過兩年，對學生的學習造成一定影響。《初中互動中國語文》提供全方位的銜接及調適
配套，不單有助老師為學生「補底」，更可幫助學生順利過渡新的學習階段。 

《實用寫作工作紙》       （適合：中三）

◆ 《課文調適教材》配合單元學習重點
◆ 提供一深一淺的篇章
◆ 備有作者、題解、預習、基礎練習、
進階練習、比較閱讀

◆ 各種調適練習涵蓋讀、寫、聽、說、
語文運用，內容全面

◆ 設「初階」和「進階」練習

調適配套 （適合：中一至三）

《文言範文先導手冊》 （適合：中三）

文言閱讀理解電子練習 （適合：中一至中三）

教學簡報 （自學版） 
（適合：中一至中三） 

課本練習 (Google Forms)
（適合：中一至中三） 

3 分鐘速考 Kahoot!
（適合：中一至中三） 

新

銜接及調適配套全面 有效照顧學習差異配套與時並進 切合新常態需要

配合高中最新評核模式 

最佳自學工具 

                     ( ) 

© 2015           15 

1
2

372- 289

    

為高中範文學習作好準備

閱讀 寫作 聆聽 說話 語文運用

額外提供
多種跟進練習

作品選讀二
李白《黃鶴樓送孟浩然之廣陵》

中二單元4  文學欣賞 (二 )（近體詩、新詩）

課文理解

孤帆遠影碧空盡，
惟見長江天際流。

送別時李白身在何方？

李白有一直目送友人嗎？直到何時？

直到帆影最終在青天盡頭處隱沒。

身處黃鶴樓。

友人所乘之小船，有甚麼特點？

在一片長江水中只得友人所乘之小船。

立即體驗 

bit.ly/2RlOMdx

銜接配套

https://bit.ly/2RlOMdx


緊扣課本的學習重點，提供初階練習、進階練習、比較
閱讀、課文總結圖，老師可以融合現有教學編排，配合
指定單元施教。

教育局去年公佈了 28 篇建議篇章，《初中互動中國語文》課本涵蓋其中 16 篇。為配合教學需要，
現提供 《增補建議篇章》，當中包含 12 篇全新教學材料。 

讀、寫、聽、說一直是初中中國語文科課程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亦是 TSA 的考核範圍，故
此無論是課本，還是年年更新的模擬試卷，都全面照顧這四個範疇的需要，為學生打好基礎，
以及為考試做好準備。 

《增補建議篇章》 4 大特色﹕ 

課本編排

備有豐富教師資料，
內容充足、齊備，
全面支援老師的
教學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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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同與小康 《禮記》 

閱  讀： 1 理解及辨析句意的方法 
2 複習閱讀重點：舉例論證、對比論證、歸納段旨 
3 文言知識：複習文言詞匯（何、以、其） 
4 文言知識：複習文言句式（判斷句、倒裝句、省略句） 

品德情意： 寬大包容，關愛別人 
思  維： 培養創意思維和慎思明辨能力

 

《禮記》為戰國時期至秦 漢百多年間的儒家學者，解釋《儀禮》時所作的

「記」，非一人一時所著，作者已不可考。 

《禮記》的文章原本只是附在《儀禮》之後的散篇札記，是對《儀禮》內容

的說明、補充或發揮，內容涵蓋政治制度、治世理念、生活儀節、道德修養、為

政之道，或記述孔子及門人的言論事蹟等。據記載，漢初原有一百三十一篇「記

（一說為二百四篇）」，西漢時由學者戴聖選輯其中的四十九篇，作為他講授《儀

禮》的「課本」，這個版本被稱為《小戴禮記》。 

到了東漢，由經學家鄭玄作注，遂成定本，也是流傳至今的《禮記》。自鄭玄

作注後，《禮記》的地位越顯重要，後世更把《禮記》與西周時期成書的《周禮》

和《儀禮》，合稱為「三禮」。 

 

 

 

 

本文選自《禮記》的第九篇〈禮運〉，文題為後人所加。儒家重禮，禮包含個

人生活禮儀與國家典章制度，這些都會隨時世而運轉，故名「禮運」。文中藉由孔

子回答子游的問題，論述「大同」與「小康」之治的分別，而「天下為公」的「大

同」社會，就是儒家政治思想的最高境界。 

 

 

補充資料（題

解）： 

【寫作背景】

西周初，周公

制禮作樂，視

「禮」為治國

準則、社會規

範，以此安定

國家。但到了

春秋時代，周

朝王權衰落，

諸侯爭霸，奪

權僭越，經常

出現不合禮制

之事，就如本

文寫孔子參加

魯國蜡祭，有

感於魯國禮制

衰敗而發出感

歎。本文除了

藉孔子之口說

明儒家治國的

最高理想——
「大同」，也顯

示了「禮」 的
產生及作用，

目的是為了規

範 人 們 的 行

為，維護社會

秩序。

補充資料（作者）： 

‧《儀禮》傳為周公所作（一說為孔子），記錄了古代士人的禮儀制度，到漢代只存十七篇。 

‧《禮記》內各類文體兼備，說明條理井然，議論結構嚴謹，記敍生動傳神，不少篇章饒富文

學價值。在四十九篇中，著名的篇章有〈禮運〉、〈中庸〉、〈大學〉等。宋代理學家朱熹選取

〈中庸〉、〈大學〉兩篇文章，與《論語》、《孟子》合為「四書」。

‧到唐朝時，《禮記》甚至取代《儀禮》成為「五經」之一。

補充資料（題解）： 

《孔子家語》也有《禮運》篇，該版本的文字和《禮記》本篇有些不同，可互為參照。

《孔子家語》是記錄孔子及其弟子思想言行的著作，大概成書於漢代以前。

補充資料（作者）： 

戴聖（生卒年不詳），字次君，西漢經學家，與叔父戴德師從后蒼學習《儀禮》，

世稱「小戴」。其叔父戴德（生卒年不詳）也曾選編八十五篇版本的《禮記》，

稱為《大戴禮記》，唯散佚不全，今只存三十九篇。 

練習題型多元化。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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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試語譯下列句子。（4分，每題 2分）設題目標：理解文言詞句；理解及辨析句意的方法；

複習文言句式（倒裝句、判斷句）

(1) 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第 2段） 

我孔丘未能趕上這些時代，而有看到一些記載。

(2) 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謹於禮者也。（第 4段） 

這六位賢君，沒有不是嚴守禮制的人。

3 試根據課文內容，增補句子中的省略部分。（6分，每題 2分）設題目標：理解及辨析

句意的方法；複習文言句式（省略句）

(1) 事畢，（    仲尼／孔子    ）出遊於觀之上，喟然而歎。（第 1段） 

(2) 以（      禮 ）著其義，以考其信。（第 4段） 

(3) 眾以（     在埶者    ）為殃。（第 4段） 

4  以下是一段分析《大同與小康》的文字，試根據指示作答：（20分，每項 2分） 
‧在填充部分，填寫正確答案；

‧在選擇題中，塗滿與答案相應的圓圈。

設題目標：歸納段旨；理解課文內容；掌握文章結構 

本文內容以 (1) 

○ A記敍 

為主，共有四個段落，按結構可分為 
● B論說 

○ C描寫 

○ D抒情 

(2) 三  個部分。 

第 1段記述(3) 孔子參與魯國蜡祭後發出感歎  ，

由此引出(4)    言偃的提問 。本段內容在全文結構上起了 

(5) 

○ A領起全文

的作用。 
○ B製造懸念
● C帶出話題
○ D闡述主題 

第 2段則記述孔子的回應，他說自己(6)    未能趕上大道實行和三代英
明君主當政的時代 ，只能在記載中了解當時的情況。從孔子的話，可見他

懷着： 

(7) 

● A 渴慕上古之世

的情感。（可選多於一項） 
○ B 對現世亂象感到憂傷 

● C 惋惜自己生不逢時
○ D 自憐未能於現世實踐大道

解釋 

重整 

伸展

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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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昔者，仲尼與於蜡賓○1，事畢，出遊於觀○2之

上，喟然而歎。仲尼之歎，蓋歎魯也○3。言偃○4在

側，曰：「君子何歎？」 

2   孔子曰：「大道之行○5也，與三代之英○6，

丘未之逮也○7，而有志焉○8。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仲尼與於蜡賓：孔子參與蜡祭大典，作為陪祭者。仲尼：孔子名

丘，字仲尼。與：參加，○粵  雨 jy5 ○普  yǔ。蜡：古時君主在農曆

十二月舉行對萬物和神祇的總祭祀，○粵  炸dzaa3 ○普 zhɑ̀。賓：陪

祭者。    

○2  觀：宮門外兩旁的樓臺，○粵  貫 gun3 ○普 guɑ̀n。 

○3  蓋歎魯也：大概是歎息魯國。

○4  言偃：（約前 506—前 443）字子游，又稱言游，春秋末吳國人，

是孔子的弟子。他擅長文學，擔任魯國 武城的長官時，積極推

行禮樂教化。

○5  大道之行：大道實行在世上的時候。這裏指三代以前的堯 舜時

期，傳說帝堯、帝舜實行禪讓制。大道：儒家學說所指的常理正

道，或指理想的政治形態。

○6  三代之英：這裏指夏、商、周三代英明賢能的君主。英：英明賢

能、才德出眾的人。

○7  丘未之逮也：我孔丘未能趕上這些時代。丘：孔子的名，是他的

自稱。逮：及、趕上的意思。

○8  而有志焉：而有看到一些記載。志：即「誌」或「識」。另一說

指「志」解作「志向」，整句解作「而有這樣的志向」。

語譯：

從前，孔子參與蜡祭大典，作為陪祭者。祭祀完畢， 

出遊到宮門外兩旁的樓臺上，感慨地歎息起來。孔子的 

感歎，大概是歎息魯國（的情況）。言偃在旁，問道： 

「先生為甚麼歎氣呢？」

孔子說 ：「大道實行在世上的時候，和（夏、商、

周）三代賢君當政的時代，我都未能趕上，而有看到一

些記載。 

1 在第 1、2 段中，哪些稱
謂指稱孔子？

答指稱孔子的稱謂有「仲

尼」、「君子」（第 1 段）
和「丘」（第 2 段）。（補
充：「仲尼」是孔子的字，

古人對別人稱字不稱

名，以表示敬意。「君子」

是指有才德的人，這裏是

言偃對孔子的尊稱。「丘」

是孔子的名，是孔子自

稱。）

第一部分：「昔者」至「而

有志焉」

記述孔子參加蜡祭後興

歎，感歎魯國情況，並表達

對大道實行時和三代英明

君主當政時代的嚮往。

 

 

 
 

補充資料（注釋）：

注釋○1 ：據《孔子家語‧

禮運》的記述，孔子當時

在魯國任職「司寇」，故

參與魯國的蜡祭儀式。司

寇」是主管刑獄的官員。 

注釋○2：「觀」又稱「闕」，

是懸示法令的地方。

注釋○3 ：「仲尼之歎，蓋

歎魯也」兩句，為《孔子

家語‧禮運》所無。此處

可能是後人將旁注誤作

正文收入《禮記》中，預

先解釋孔子之歎是為魯

國而發。孔子認為魯國禮

樂紊亂，故發出慨歎。

主旨
本文藉着記述孔子回答言偃的問題，闡釋三代以前天下為公的「大

同」社會，以及夏、商、周三代時天下為家、以禮治國的「小康」

社會，表現了儒家追求「大同」社會的政治理想。 

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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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補建議篇章》新 輕鬆應對最新教學需要

由初中起步，紮穩讀、寫、聽、說根基 為TSA做好準備

建議篇章分佈
及樣章 

bit.ly/3hUCkLN

備有教學簡報，提供
熱身活動、重點解說、
課文理解、課文總結等
內容，並設供原文及語
譯對讀，方便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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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簡報示例 

bit.ly/3MB1FZo

初中中國語文科課程並沒有變動，學校只需要因應校情，逐步加入建議篇章，以豐富學習內容。
我們明白老師在疫情期間，工作更為繁重，為了讓老師輕鬆應對最新的教學需要，《初中互
動中國語文》特別提供最適切的教學支援，助老師以不變應萬變 。 

模擬試卷
閱讀

説話

最強教學支援，助你以不變應萬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