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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P1-P2 普通話 古詩詞 如夢令 作者: 

李清照

常記溪亭日暮，沉醉不知歸路。

興盡晚回舟，誤入藕花深處。

爭渡，爭渡？驚起一灘鷗鷺。

26 P1-P2 普通話 詩歌 星星 晚上，我看星星的時候，星星也在眨著眼晴看我。

我想  如果星星看我，一定會把它的眼睛，當作兩顆，

閃爍的小星星。

27 P1-P2 普通話 散文 金色的童年 

倪維德

戴上鮮紅的領巾，穿起美麗的衣裳，我們來到了花園，快

樂地跳舞歌唱。誰給我金色的童年，誰哺育我們成長？少

先隊員都知道，是毛主席和共產黨。

沐浴著溫暖的陽光，呼吸著百花芳香，我們多麼幸福，白

鴿在頭上飛翔。誰給我金色的童年，誰哺育我們成長？少

先隊員都知道，是毛主席和共產黨。

讓我們快快地成長，要做那國家的棟樑，建設共產主義大

廈，貢獻出我們的力量。誰給我金色的童年，誰哺育我們

成長？少先隊員都知道，是毛主席和共產黨。

28 P1-P2 粵語 古詩詞 江畔獨步尋花 

作者: 杜甫

黃師塔前江水東，春光懶困倚微風。

桃花一簇開無主，可愛深紅愛淺紅？

29 P1-P2 粵語 詩歌 毛蟲和蛾子 

【顧城】

毛蟲對蛾子說：

你的翅膀真漂亮。

蛾子微笑了，

是嗎？

我的祖母是鳳凰。

蛾子對毛蟲說：

你的頭髮閃金光。

毛蟲挺自然，

可能，

我的兄弟是太陽。

30 P1-P2 粵語 散文 停電了 作者: 

謝武彰

停電了，好暗呀！媽媽伸出手摸到了我的臉，

摸到了我的胳臂，終於，拉著我的手，說：

「別怕，媽媽在這裏」

爸爸從客廳走來，碰翻了椅子， 碰翻了花瓶

找到我跟媽媽以為說，說：「別怕，爸爸在這裏！」

黑暗裏，我們手拉著手，溫暖的，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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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P1-P2 English Verse Dirty Face, 

Shel Silverstein 

Where did you get such a dirty face,

My darling dirty-faced child?

 I got it from crawling along in the dirt

And biting two buttons off Jeremy’s shirt.

I got it from chewing the roots of a rose

And digging for clams in the yard with my nose.

I got it from peeking into a dark cave

And painting myself like a Navajo brave.

I got it from playing with coal in the bin

And signing my name in cement with my chin.

I got it from rolling around on the rug

And giving the horrible dog a big hug.

I got it from finding a lost silver mine

And eating sweet blackberries right off the vine.

I got it from ice cream and wrestling and tears

And from having more fun than you've had in years.

(16 li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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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P3-P4 普通話 古詩詞 渭城曲 作者: 

王維

渭城朝雨浥輕塵 ，客舍青青柳色新。

勸君更盡一杯酒 ，西出陽關無故人。

33 P3-P4 普通話 詩歌 時間是什麼 

作者: 林武憲

等待的人說，時間是蝸牛，

牠的腳步慢吞吞，一步只走一小寸。

忙碌的人說，時間是飛奔的斑馬，

一會兒是白天，一會兒是黑夜，

牠跑得實在太快了。

也有人說，時間像彈簧，快樂的時候，

它就縮短，悲傷的時候，它就伸長。

更有人說，時間像流水，一去永不回頭，

說了這許多， 我還是不明白，時間到底是什麼?

34 P3-P4 普通話 散文 風 【張秋生】 春天的風是最調皮的。

風在原野上跑啊跑啊，他看小草是怎麼變綠的，他看草叢

中開出一朵又一朵五彩的小花朵。

春天的風是最活潑的。

風在原野上跑啊跑啊，小樹苗和他玩捉迷藏，小溪水聽他

講說講好聽的故事……

風跑累了，他坐在小池塘裡的一張綠色荷葉上休息，一隻

紅色小蜻蜓飛過來問︰

“風大哥，你在幹嗎呢？”

風說︰“這裡的風景真不錯，我在荷葉上坐坐，瞧瞧池塘

裡的小蝌蚪，是怎麼變成小青蛙的！”

……

春天的風是最調皮的、最活潑的。

35 P3-P4 粵語 古詩詞 離思 作者: 元稹 曾經滄海難為水，除卻巫山不是雲。

取次花叢懶回顧，半緣修道半緣君。

36 P3-P4 粵語 詩歌 如果可以 作者: 

陳虹予

如果可以，我想和小鳥借翅膀，

在天空自由自在地翱翔。

如果可以，我想和獵豹借雙腳，

在原野盡情地暢快奔跑。

如果可以，我想和鯨魚借尾巴，

在遼闊的海洋中恣意游泳。

如果可以，我要帶著一顆勇於探險的心，

探索萬千世界的美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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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P3-P4 粵語 散文 一天只有一次清

晨 作者: 林武憲

號手的金喇叭已經吹起，鳥兒也唱著甜美的歌兒叫你，

別再貪睡了，別再留戀著夢裡，你可知道，

一個美好的日子在等你。

花兒露出笑容向太陽敬禮，樹上的松鼠也歡欣跳躍呢!

別再貪睡了，別再留戀著夢裡，你可知道，

一個清新的日子在等你。

請記著，一天只有一次清晨，別讓這可愛的時刻，

像水消失在沙裡，你    為什麼不，和太陽比賽早起。

38 P3-P4 English Verse The Fisherman 

Abbie Farwell 

Brown

The fisherman goes out at dawn

When every one's abed,

And from the bottom of the sea

Draws up his daily bread.

His life is strange ; half on the shore

And half upon the sea —

Not quite a fish, and yet not quite

The same as you and me.

The fisherman has curious eyes ;

They make you feel so queer,

As if they had seen many things

Of wonder and of fear.

They're like the sea on foggy days, —

Not gray, nor yet quite blue ;

They 're like the wondrous tales he tells

Not quite — yet maybe — true.

He knows so much of boats and tides,

Of winds and clouds and sky !

But when I tell of city things,

He sniffs and shuts one ey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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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P5-P6 普通話 古詩詞 贈花𡖖 作者: 

杜甫

錦城絲管日紛紛，半入江風半入云。

此曲只應天上有 ，人間能得幾回聞。

40 P5-P6 普通話 詩歌 母親的愛 

作者：汪國真

我們也愛母親，卻和母親愛我們不一樣，

我們的愛是溪流，母親的愛是海洋。

芨芨草上的露珠，又圓又亮，

那是太陽給予的光芒，四月的日子，

半是爛漫，半是輝煌，那是春風走過的地方。

我們的歡樂，是母親臉上的微笑，

我們的痛苦，是母親眼裏深深的憂傷。

我們可以走得很遠很遠，

卻總也走不出母親心靈的廣場。

41 P5-P6 普通話 散文 望向星空 我們生活的地球是太陽系的一部分，太陽系衹是銀河的一

個＂小點＂，而在浩瀚的宇宙中，有無數個銀河系＂在旋

轉，在運動，在變化＂，宇宙真大呀！

我們的生活真像星空，人與人之間就像星星一樣，既有一

定的＂距離＂，又保持密切的聯系，人們不斷地出生、長

大，又走向衰老和死亡，生命循環不息，默默地走向未來⋯

⋯

遙望着美麗的星空，我感悟到生活的意義：處於學生時代

的我們，真該像＂黑洞＂一樣吸取知識和本領，長大後，

又應像＂恒星＂一樣發出光和熱，用淵博的知識和高強的

本領建設我們美麗的家園一一蔚藍色的地球。

美麗的星空，不停地運動着的星體，多麼令人向往⋯⋯

42 P5-P6 粵語 古詩詞 望岳 作者: 杜甫 岱宗夫如何 ？齊魯青未了。造化鐘神秀，陰陽割昏曉。

蕩胸生層雲，決眥入歸鳥。會當凌絕頂 ，一覽眾山小。

43 P5-P6 粵語 詩歌 送你一束蒲公英 

金波

秋天，我來到山野，採一束蒲公英送給你，

雖然它的花已經凋謝，

但留下白絨絨的種子更美麗。

請收下這一份小小禮物，這是一顆顆會飛翔的心，

有它伴你走很遠很遠的路，你就是一個快樂的旅人。

你一路播撒送給秋風，別忘了留一枝帶回家，

春天來了，你去播種，就種在你家的竹籬下。

當它開出金燦燦的花朵，我知道那時候你就會想起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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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P5-P6 粵語 散文 青春 作者: 何達 是誰，在黎明之前，就從牀上跳起來，像個簇新的彈簧，

彈起一般沒有遭受過挫折的力量？是青春。

是誰，在太陽沒有昇起的時候，一口氣爬上峭陡的山峯，

望着東方，迎接着太陽自最遙遠的地方，射來的第一道光

線？

是青春。

是誰，在黃昏的時候，笑得這樣爽朗？在傍晚的時候唱得

這麼開心？

是青春，是青春。

讓我們滿懷青春的熱情，高唱青春之歌。

45 P5-P6 English Verse The Road Less 

Traveled 

Robert Frost

Two roads diverged in a yellow wood,

And sorry I could not travel both

And be one traveler long I stood

And looked down one as far as I could

To where it bent in the undergrowth.

Then took the other as just as fair

And having perhaps the better claim

Because it was grassy and wanted wear

Though as for that the passing there

Had worn them really about the same.

And both that morning equally lay 

In leaves no step had trodden black

Oh I kept the first for another day

Yet knowing how way leads on to way

I doubt if I should ever come back.

I tell be telling this with a sigh

Somewhere ages and ages hence

Two roads diverged in a wood and I,

I took the one less traveled by

And that has made all the dif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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