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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P1-P2 普通話 古詩 贈劉景文 
【蘇軾】

荷盡已無擎雨蓋，菊殘猶有傲霜枝。

一年好景君須記，最是橙黃橘綠時。

26 P1-P2 普通話 詩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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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P1-P2 粵語 古詩 泊船瓜洲 
【王安石】

京口瓜洲一水間，鐘山只隔數重山。

春風又綠江南岸，明月何時照我還？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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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P1-P2 English Verse Trees Sarah 
Coleridge

The Oak is called the king of trees,

The Aspen quivers in the breeze,

The Poplar grows up straight and tall,

The Peach tree spreads along the wall,

The Sycamore gives pleasant shade,

The Willow droops in watery glade,

The Fir tree useful in timber gives,

The Beech amid the forest l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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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P3-P4 普通話 古詩 贈汪倫 【李白】 李白乘舟將欲行，忽聞岸上踏歌聲。

桃花潭水深千尺，不及汪倫送我情。

31 P3-P4 普通話 詩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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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P3-P4 粵語 古詩 長歌行 漢‧樂府 青青園中葵，朝露待日晞。

陽春布德澤，萬物生光輝。

常恐秋節至，焜黃華葉衰。

百川東到海，何時複西歸？

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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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P3-P4 English Verse A Fairy Song 
William 
Shakespeare

Over hill, over dale, 

Thorough bush, thorough brier, 

Over park, over pale, 

Thorough flood, thorough fire! 

I do wander everywhere, 

Swifter than the moon's sphere; 

And I serve the Fairy Queen, 

To dew her orbs upon the green; 

The cowslips tall her pensioners be; 

In their gold coats spots you see; 

Those be rubies, fairy favours; 

In those freckles live their savours; 

I must go seek some dewdrops here, 

And hang a pearl in every cowslip's 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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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P5-P6 普通話 古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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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P5-P6 普通話 詩歌 我們的手 
【西渡】

我們的手，是電線，在爸爸和媽媽之間傳遞著光，

讓他們的幸福像燈一樣明亮。

我們的手，是橋，跨越海洋，在陸地和陸地之間

傳遞彼此的問候。

我們的手，是船，在心靈和心靈之間

托起潔白的帆。

我們的手，是小鳥，在星辰和星辰之間歡樂地飛翔。

37 P5-P6 粵語 古詩 觀滄海 【曹操】   東臨碣石，以觀滄海。水何澹澹，山島竦峙。樹木叢生，

   百草豐茂。秋風蕭瑟，洪波湧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

 星漢燦爛，若出其裡。幸甚至哉，歌以詠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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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P5-P6 English Verse Friendship P. 
Pranav Karthik

The greatest ship is friendship

And it is a part of life top

We feel happy with friends

As they improve our trends

Some fights may appear

Soon it will disappear

Friends we have more

The life will not be sour

The more friends you join in a second

It may become a legend

The friend we have best

There will be more tests

With friends if you form a greatest group. 

No one is there to beat your finest troop

The friendship you create very bigger

Your life will be more swee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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