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한문시험 (박사과정) 문제지 / 시험시간: 120분

응시자 성명:  

一. 다음 문장을 우리말로 번역하시오.(12점X4=48점)

1. 

孟子曰 仁人心也 義人路也 舍其路而弗由 放其心而不知求 哀哉 人有雞犬放 則知求之 有

放心而不知求 學問之道 無他 求其放心而已矣. 

孟子曰 今有無名之指 屈而不信 非疾痛害事也 如有能信之者 則不遠秦楚之路 爲指之不若

人也 指不若人 則知惡之 心不若人 則不知惡 此之謂不知類也.

2. 

戊辰春 柳應見言於德弘曰 先生之意 固非小子所能窺測 然無一言及於時事 外人頗有見溺

不援之疑 况今初政 似有可爲之兆乎 子盍爲我稟之 德弘以吿 先生笑曰 我合下不觧事 只

是病廢之人而已 何能有言乎 且格君之非 正大人之事 豈我所敢當㦲 假使有大人之才德 如

不量時而動 則無益於國家而有失於已分 世或有言不見用 徒蒙顯擢者 誠爲可恥也.

3. 

管仲曰 吾始困時 嘗與鮑叔賈 分財利 多自與 鮑叔不以我爲貪 知我貧也 吾嘗爲鮑叔謀事

而更窮困 鮑叔不以我爲愚 知時有利不利也 吾嘗三仕 三見逐於君 鮑叔不以我爲不肖 知我

不遭時也 吾嘗三戰三走 鮑叔不以我爲怯 知我有老母也 公子糾敗 召忽死之 吾幽囚受辱 

鮑叔不以我爲無恥 知我不羞小節 而恥功名不顯於天下也 生我者父母 知我者鮑子也.

4. 

文以寫意 則止而已矣 彼臨題操毫 忽思古語 强覓經旨 假意謹嚴  逐字矜莊者 譬如招工寫

眞 更容貌而前也 目視不轉 衣紋如拭 失其常度 雖良畵史 難得其眞 爲文者 亦何異於是哉 

語不必大 道分毫釐  所可道也 瓦礫何棄 故檮杌惡獸 楚史取名 椎埋劇盜 遷固是叙 爲文

者 惟其眞而已矣 以是觀之 得失在我 毁譽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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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다음 문장을 읽고 물음에 답하시오.(4점X4=16점)

時 後周武帝出師伐遼東 王領軍逆戰於拜山之野 溫達爲先鋒 疾鬪斬數十餘級 諸軍乘勝 奮

擊大克 及論功 無不(가)溫達爲第一 王嘉歎之曰 是吾女壻也 備禮迎之 賜爵爲大兄 由此 

寵榮尤渥 威權日盛 及陽岡王卽位 溫達奏曰 惟新羅割我漢北之地 爲郡縣 百姓痛恨 未嘗

忘父母之國 願大王不以愚不肖 授之(나)兵 一往必還吾地 王許焉 臨行誓曰 鷄立峴竹嶺已

西 不歸於我 則不返也 遂行 與羅軍戰於阿旦城之下 爲流矢所中 路而死 欲葬 柩不肯動 

公主來撫棺曰 死生決矣 於乎歸矣 遂擧而窆 大王聞之 悲慟.

5. (가)와 (나)에 공통으로 들어갈 虛字를 고르시오.

    1) 亦        2) 以       3) 於       4) 與

6. 溫達이 王에게 아뢴 말의 끝 句節을 옮겨 쓰시오.

7. 윗글에서 受動型 문장을 찾아 쓰시오.

8. 밑줄 친 문장 “死生決矣 於乎歸矣”를 우리말로 번역하시오.

三. 다음 문장을 읽고 물음에 답하시오.(4점X4=16점)

趙襄子殺智伯 漆其頭 以爲飮器 智伯之臣豫讓 欲爲之報仇 乃詐爲刑人 挾匕首  入襄子宮

中 塗厠 左右欲殺之 襄子曰 智伯 死無後 而此人 欲爲報仇 眞義士也 吾謹避之耳 讓又漆

身爲癩 呑炭爲啞 行乞於市 其妻不識也 其友識之 爲之泣曰 以子之才 臣事趙孟 必得近幸 

子乃爲所欲爲 顧不易耶 何乃自苦如此 讓曰 委質爲臣 而求殺之 是 二心也 吾所以爲此者 

將以愧天下後世之爲人臣而懷二心者也 後 又伏於橋下 欲殺襄子 襄子殺之. 

9. “欲爲之報仇”와 “爲之泣曰”의 “爲之”를 설명하시오.

10. 밑줄 친 글자에 대한 풀이로 적절하지 않은 것을 고르시오.

    1) 左右 : 趙襄子의 부하이다.      2) 此人 : 豫讓을 가리킨다.

    3) 趙孟 : 趙襄子의 맏형이다.      4) 子 : 豫讓을 가리킨다.

11. “自苦如此”에 해당하는 句節을 찾아 옮겨 쓰시오.

12. 밑줄 친 문장 “吾所以爲此者 將以愧天下後世之爲人臣而懷二心者也”를 우리말로 번  

    역하시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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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다음 문장을 읽고 물음에 답하시오.(4점X5=20점)

孟子曰 伯夷 目不視惡色 耳不聽惡聲 非其君不事 非其民不使 治則進 亂則退 橫政之所出 

橫民之所止 不忍居也 思與鄕人處 如以朝衣朝冠 坐於塗炭也 當紂之時 居北海之濱 以待

天下之淸也 故聞伯夷之風者 頑夫廉 懦夫有立志. 

伊尹曰 何事非君 何使非民 治亦進 亂亦(가) 曰 天之生斯民也 使先知覺後知 使先覺覺後

覺 予 天民之先覺者也 予將以此道 覺此民也 思天下之民 匹夫匹婦有不與被堯舜之澤者 

若己推而內之溝中 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 

柳下惠 不羞汚君 不辭小官 進不隱賢 必以其道 遺佚而不怨 阨窮而不憫 與鄕人處 由由然

不忍去也 爾爲爾 我爲我 雖袒裼裸裎於我側 爾焉能浼我哉 故聞柳下惠之風者 鄙夫寬 薄

夫敦.

孔子之去齊 接淅而行 去魯 曰 遲遲 吾行也 去父母國之道也 可以速而速 可以久而久 可

以處而處 可以仕而仕 孔子也.

孟子曰 伯夷 聖之淸者也 伊尹 聖之(나)者也 柳下惠 聖之和者也 孔子 聖之(다)者也. 

13. 밑줄 친 문장 “非其君不事 非其民不使 治則進 亂則退”를 우리말로 번역하시오.

14. (가)에 적당한 글자를 써 넣으시오.

15. 밑줄 친 문장 “天之生斯民也 使先知覺後知 使先覺覺後覺”을 우리말로 번역하시오.

16. 윗글에서 柳下惠의 말에 해당하는 부분을 찾아 옮겨 쓰시오.

17. 聖人의 처세와 관련하여, (나)와 (다)에 적당한 글자를 <보기>에서 골라 써 넣으시  

    오. 

            <보기> : 仁, 時, 知, 勇, 樂,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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