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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P1-P2 普通話 古詩詞 池上 【白居易】 小娃撐小艇，偷采白蓮回。

不解藏蹤跡，浮萍一道開。

23 P1-P2 普通話 詩歌 我是銀河一顆星 這裡有片高樓群，一到夜裡放光明。

一扇窗戶一盞燈，千盞萬盞數不清。

前後望，晶晶亮，上下望，亮晶晶。

我家住在銀河裡，我是銀河一顆星。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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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P1-P2 粵語 古詩詞 小小竹排畫中游 小竹排，順水流，鳥兒唱，魚兒遊。

兩岸樹木密，禾苗綠油油。

江南魚米鄉，小小竹排畫中游。

26 P1-P2 粵語 詩歌 秋思 【張籍】 洛陽城裏見秋風，欲作家書意萬重。

複恐匆匆說不盡，行人臨發又開封。

27 P1-P2 English Verse Daddy Fell 
into the Pond 
Alfred Noyes

Everyone grumbled. The sky was grey.

We had nothing to do and nothing to say.

We were nearing the end of a dismal day,

And then there seemed to be nothing beyond,

Then

Daddy fell into the pond!

And everyone's face grew merry and bright,

And Timothy danced for sheer delight.

"Give me the camera, quick, oh quick!

He's crawling out of the duckweed!" Click!

Then the gardener suddenly slapped his knee,

And doubled up, shaking silently,

And the ducks all quacked as if they were daft,

And it sounded as if the old drake laughed.

Oh, there wasn't a thing that didn't respond

When

Daddy Fell into the po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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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P3-P4 普通話 古詩詞 雨滴 
【蘇佩維埃爾】

我尋找剛落入大海的雨滴，

在它迅疾的墮落中比其他雨滴更光輝奪目，

因為只有它能夠懂得，

永遠消融在海水裡的甜蜜。

29 P3-P4 普通話 詩歌 回鄉偶書 
【賀知章】

離別家鄉歲月多，近來人事半銷磨。

唯有門前靖湖水，春風不改就時波。

30 P3-P4 普通話 散文 桂林山水《節錄
》 【楊朔】

人們都說：“桂林山水甲天下。”我們乘著木船，蕩漾在

漓江上，來觀賞桂林的山水。

我看見過波瀾壯闊的大海，玩賞過水平如鏡的西湖，卻從

沒看見過漓江這樣的水。漓江的水真靜啊，靜得讓你感覺

不到它在流動；漓江的水真清啊，清得可以看見江底的沙

石；漓江的水真綠啊，綠得彷彿那是一塊無瑕的翡翠。船

槳激起的微波擴散出一道道水紋，才讓你感覺到船在前進

，岸在後移。

31 P3-P4 粵語 古詩詞 雨晴 【王駕】    雨前初見花間蕊，雨後全無葉底花。

蜂蝶紛紛過牆去，卻疑春色在鄰家。

32 P3-P4 粵語 詩歌 月之故鄉 
【彭邦楨】

天上一個月亮，水裏一個月亮

天上的月亮在水裏，水裏的月亮在天上

低頭看水裏，抬頭看天上

看月亮，思故鄉

一個在水裏，一個在天上

33 P3-P4 English Verse Daddy Fell 
into the Pond 
Alfred Noyes

Everyone grumbled. The sky was grey.

We had nothing to do and nothing to say.

We were nearing the end of a dismal day,

And then there seemed to be nothing beyond,

Then

Daddy fell into the pond!

And everyone's face grew merry and bright,

And Timothy danced for sheer delight.

"Give me the camera, quick, oh quick!

He's crawling out of the duckweed!" Click!

Then the gardener suddenly slapped his knee,

And doubled up, shaking silently,

And the ducks all quacked as if they were daft,

And it sounded as if the old drake laughed.

Oh, there wasn't a thing that didn't respond

When

Daddy Fell into the po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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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P5-P6 普通話 古詩詞 照鏡見白髮 
【張九齡】

宿昔青雲志，蹉跎白髮年。

誰知明鏡裡，形影自相憐。

35 P5-P6 普通話 詩歌 善良 【卡列姆】 要是蘋果只有一個，

它準裝不滿大家的提籃。

要是蘋果樹只有一個，

掛蘋果的樹椏也準遮不滿果園。

然而一個人，要是他把

心靈的善良分撒給大家，

那就到處都會有明麗的光，

就像甜甜的果兒掛滿了果園！

36 P5-P6 普通話 散文 八月菊《節錄》 八月菊在農曆八月開花，花瓣是粉紅色的，花蕊是黃色的

。一片片綠色的葉子襯托著一朵朵粉紅色的花兒，多麼美

麗啊！從八月菊剛開花到現在，我幾乎每天都去觀察。我

數了一下，到現在為止，這株花前前後後共開了一百多朵

：有的花開得大朵大朵的，有的開得小巧玲瓏，有的是含

苞欲放的花蕾。從遠處看，它們就像一個個粉紅色的大繡

球；從近處看，它們花兒有向上開的，有斜著開的，千姿

百態，真惹人喜愛。有時候，還招引小蜜蜂飛來採蜜呢！

37 P5-P6 粵語 古詩詞 夜泊牛渚懷古 
【李白】

牛渚西江夜，青天無片雲。 登舟望秋月，空憶謝將軍。 

余亦能高詠，斯人不可聞。 明朝掛帆去，楓葉落紛紛。

38 P5-P6 粵語 詩歌 你給我壓力，我
還你奇跡 

我沒有靠山，自己就是山！

我沒有天下，自己打天下！

我沒有資本，自己賺資本！

這世界從來沒有什麼救世主。

我弱了，所有困難就強了。

我強了，所有阻礙就弱了！

活著就該逢山開路，遇水架橋。

生活，你給我壓力，我還你奇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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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P5-P6 English Verse Where the 
Sidewalk Ends 
Shel Silverstein

There is a place where the sidewalk ends

and before the street begins,

and there the grass grows soft and white,

and there the sun burns crimson bright,

and there the moon-bird rests from his flight

to cool in the peppermint wind.

Let us leave this place where the smoke blows black

and the dark street winds and bends.

Past the pits where the asphalt flowers grow

we shall walk with a walk that is measured and slow

and watch where the chalk-white arrows go

to the place where the sidewalk ends.

Yes we'll walk with a walk that is measured and slow,

and we'll go where the chalk-white arrows go,

for the children, they mark, and the children, they 

know,

the place where the sidewalk e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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