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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組必讀組必讀組必讀組必讀 經驗與體驗經驗與體驗經驗與體驗經驗與體驗::::彭瑞金彭瑞金彭瑞金彭瑞金 

年長的人常對年輕的人說：「我走過的橋比

你走的路還長，我吃過的鹽比你吃的米還

多。」這是以經驗取勝的例子。 

經驗是可貴的，俗語云：「不經一事，不

長一智。」但是經驗並不是絕對可靠，小時

候寫錯的字，不經糾正，可能錯上一輩子；

小時候養成的不良習慣，不受一番教訓，也

可能持續發生；甚至有些人還把錯誤的經驗

或不正確的價值觀念帶進墳墓裏，終生沒有

覺察的機會。 

經驗不是坐待時光去累積就能得到，盲

目地相信「天增歲月人增智慧」是危險的。

祇憑肉眼觀察，耳聽鼻嗅，加上不太可靠的

記憶，誤差總是難免。有一種悲觀的人的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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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論認為：「生於憂患，死於安樂」，以經

歷挫折和苦難為增長經驗的途徑。人在面對

災難、困難的時候，絞盡腦汁，想盡辦法來

排除困難，避開災劫，所獲取的經驗一定是

深刻而真確的，所謂「困於心，衡於慮，而

後作」、「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 

真正的人生經驗，往往是以生命與苦難

換取的，但是這句話的意思，並不是勸人走

在平順的路上也要故意興風起浪給自己找罪

受，或者說趨凶避吉刻意去冒不必要冒的險。

相反的，是說走順境的人生之路的人，應該

懂得惜福感恩，要有履夷地如歷險境的戒慎

之心，才不會在倉惶若失中忽略人生兩岸的

景緻。這就是怎樣體認人生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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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真生活的人，都能體驗到人生的真正

意義。如果不是活得視若無睹、充耳不聞，

人生的旅程走一遭， 確可以增廣許多見聞。

但是千萬不要迷信歲月是智慧的自動輸送帶，

不必付出什麼代價就能替你送來人生的經驗。

偌大的人生世界，一飲一啜，一步一噣，都

要身體力行才好，才能活得實在、有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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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AA 組選讀組選讀組選讀組選讀((((一一一一))))                將進酒   李白 

君不見 

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回？ 

君不見 

高堂明鏡悲白髮，朝如青絲暮成雪？  

人生得意須盡歡，莫使金樽空對月。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盡還復來。 

烹羊宰牛且為樂，會須一飲三百杯。 

岑夫子，丹丘生， 

將進酒，君莫停。   

與君歌一曲，請君為我側耳聽。 

鐘鼓饌玉不足貴，但願長醉不願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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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AA 組選讀組選讀組選讀組選讀((((二二二二))))            清晨清晨清晨清晨    ((((節錄節錄節錄節錄) ) ) ) ::::顏福南顏福南顏福南顏福南 

是誰在一大清早灑下濃濃的晨霧，叫

五彩繽紛的世界一下子成為白茫茫的一

片。清晨的霧像籠罩一層美麗的婚紗，

歌頌著一天的開始。  

    晨霧中，只聽見麻雀的吱吱喳喳和公

雞的喔喔啼。一場清晨的戲劇，隨著白

茫茫的帘幕，隨時準備登場：早起荷鋤

的農夫，晨跑的人們、忙碌的家庭主

婦……，大家歡天喜地的迎接早晨的到

來。  

    終於，白茫茫的帷幕拉開了，太陽金

色的腳步踏遍了大地。嘩然一聲，揭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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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熱鬧的一天。晨霧散盡，這又是一個

五彩繽紛的世界。  

綠油油的稻田受到了微風的鼓舞，輕

快的扭身搖擺。碧澄澄的湖水裡有金魚

快樂的優游。遠方的青山點綴著一隻一

隻的白鷺鷥。五彩的公雞驕傲的走過農

舍。大家紛紛以最美麗的姿勢，對清晨

的登場報以熱烈的迴響。清晨，熱鬧而

繁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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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AA 組選讀組選讀組選讀組選讀((((三三三三)))) 過年的新希望過年的新希望過年的新希望過年的新希望        網路文章網路文章網路文章網路文章 

    時光飛逝，農曆新年一轉眼就要到了。

過去一年裡，我對自己有很多不滿意的

地方，在新的一年裡，我期待自己可以

有一些改善。 

    首先，我想要花更多的時間來複習功

課，並且預習新的課程，希望在新的一

年裡，我的學業能夠突飛猛進，讓父母

親開心，不僅是對自己負責，也盡到孝

順的責任。 

    除了準備學校的功課之外，我也想計

畫多多閱讀課外書籍，不可以整天無所

事事，浪費寶貴的時間，俗話說：「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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寸光陰一寸金，寸金難買寸光陰。」我

一定要珍惜寶貴的光陰，才不會應驗了

「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這句話。 

    最後，為了迎接鼠年的來臨，我們一

定要除舊佈新，展現出不同的新年新氣

象，也希望大家快樂、平安、健康，一

年中都心想事成，發大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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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BB 組必讀組必讀組必讀組必讀 書信書信書信書信::::琹琹琹琹    涵涵涵涵 

書信，帶著思念和關懷而來，為原本平淡的

生活增添情味。 

不論它來自何處，都讓人歡喜。也許是直抒胸臆，

談的也不過是生活瑣事；然而，點點滴滴全是平

凡中的真滋味。我常覺得，書信之所以能扣人心

弦，固然是基於雙方深厚的情誼，也由於字裡

間的真摯。不造作，不虛偽，真誠自有它的光采，

因而十分迷人。 

書信是溫柔的藝術。寫信的人有了可以談

心的對象，雖然不在眼前，而在千里之外，

然而，心中的積鬱得以一吐為快，亦是人生

的樂事。透過筆端，雖不必字斟句酌，但到

底是一種轉換，縱有尖銳對立，也逐漸趨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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緩和，多加了一分寬容厚道。 

書信的特質在於可以一讀再讀。每回想念

朋友時，便把他寄來的信翻找出來重讀，有

如晤故人的快樂。今日的電話雖然便捷，即

刻就能知曉對方的反應；然而，話出如風，

隨而飄散四方，再無蹤跡可尋，想保存也大

有困難。所以，我常珍藏書簡，沒事時隨手

翻閱，竟也可以看出自己成長的軌跡，哪一

個階段和誰的私交最篤，當然也有終身不渝

的友誼，其實，已近乎手足之情了。 

讀信的喜悅，有時像茶般的清芬，有時也

像糖果的甜蜜，更多的時候則是回味時的雋

永，讓人一再咀嚼，難以忘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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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組選讀組選讀組選讀組選讀((((一一一一))))    最美的大自然最美的大自然最美的大自然最美的大自然        網路文章網路文章網路文章網路文章 

    每當我在小水塘邊時，小蝌蚪總是游得遠遠的，

好像在對我說：「不要抓我喔！」。 

    這時，旁邊的小花兒隨風搖擺，一邊開心的向

我點頭，一邊揮手打招呼。天上的小鳥心情愉快

的唱著歌，輕快的旋律，時而低吟，時而高唱。

天空藍藍的有如大海；天空中的白雲，就像給巨

人吃的白色棉花糖。如果我可以飛上天空，把巨

人的棉花糖當成床應該很舒服吧！金黃色的太陽

照著青色的草地，亮晶晶的很漂亮喔！地上的小

螞蟻爬來爬去的好像迷了路，牠們有六隻腳，每

一隻腳都不聽主人的話，才會迷路，小螞蟻常被

人們踩到，好可憐喔！  

大自然中一定不只小蝌蚪、小花兒、小鳥、天空、

白雲、太陽、小螞蟻．．等，其實我們只要用心去

觀察，我們更能了解大自然的美，也更懂得去珍惜

身邊的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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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組選讀組選讀組選讀組選讀((((二二二二)))) 寒假的生活寒假的生活寒假的生活寒假的生活            網路文章網路文章網路文章網路文章 

      在月考後沒幾天就要放寒假了，在寒假來

臨前，我想先安排我的寒假生活，將寒假作

業完成，然後多閱讀課外書、多運動、多陪

家人，這是我今年幫自己安排的寒假生活。 

    我要好好的利用寒假的時間閱讀課外書，

可以讓我增加知識，也可以讓我的視野更開

闊。而運動可以增長我的身高，有充沛的體

力，讓我健健康康。我可以在寒假的時間幫

忙爸爸媽媽做家事，分擔他們平常的辛勞，

這些是我寒假想做的事。 

    過完年後，寒假就結束了。新的學期又開

始了，我希望我能更努力、更用功，拿到好

的成績，這是我的新年新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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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組選讀組選讀組選讀組選讀(三三三三) 美在顏色美在顏色美在顏色美在顏色(節錄節錄節錄節錄) 桂文亞桂文亞桂文亞桂文亞 

小時候我喜歡畫畫，特別是玩一種配顏色的遊

戲。我有一盒十二色的王樣不透明水彩，是外婆

送給我的生日禮物，它們像迷你牙膏似的排排躺

在盒子裡。 

在還沒有扭開這些水彩牙膏的頭蓋前，我會先

去捏捏它們。有的瘦，有的胖，有的矮，有的高，

不用說，從外表一眼看去，就知道我比較偏愛誰

了。那些扁些短些的，就是玩得太高興的結果。 

顏色變魔術是很有趣的遊戲：擠點兒瓦藍在小

磁碟裡，再配點兒鮮黃，用毛筆蘸點水，和一和，

變成了草原葉子的綠；擠點兒瓦藍，加上點橘紅，

和一和，成了小姑娘裙襬上的秋香；深綠加淺綠，

也是綠，但是沉穩的窗紗綠；不過這兒深綠的分

量要多些兒。墨綠若增上深藍就有了浩瀚海洋的

波濤，若添上了漆黑，就有了暮秋枯葉的蕭條，

擱進了濃黃，又回到春臨大地的明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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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組必讀組必讀組必讀組必讀 手套手套手套手套  謝武彰謝武彰謝武彰謝武彰 

寒冷的冬天來了 

媽媽織了一雙手套 

給我上學的時候戴 

這雙毛線手套就是 

媽媽的手握著我的手 

我的手就不會凍壞了 

我的手很溫暖 

我的心裡也很溫暖 

小明沒有媽媽 

小明也沒有手套 

我要請媽媽織一雙送給他 

好讓他的手也有 

媽媽的手緊緊握著 

他的手就不會凍壞了 

他的手會很溫暖 

他的心裡也會很溫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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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組選讀組選讀組選讀組選讀((((一一一一)))) 大樹喜歡交朋友大樹喜歡交朋友大樹喜歡交朋友大樹喜歡交朋友 

大樹喜歡交朋友， 

他張開綠油油的大傘， 

讓小鳥在樹上做窩， 

讓知了在樹上唱歌。 

大樹喜歡交朋友， 

他張開綠油油的大傘， 

讓小朋友在樹下遊戲， 

讓老爺爺在樹下休息。 

大樹喜歡交朋友， 

風來了， 

ㄙㄚㄙㄚㄙㄚ、ㄙㄚㄙㄚㄙㄚ 

他對風說：歡迎你到這裡來玩！ 
 
  



 
第卅九屆第卅九屆第卅九屆第卅九屆    

北加州中文學校聯合會北加州中文學校聯合會北加州中文學校聯合會北加州中文學校聯合會 2017 年年年年學術比賽學術比賽學術比賽學術比賽    
國語國語國語國語(粵語粵語粵語粵語)Reading Aloud Article 朗讀稿朗讀稿朗讀稿朗讀稿    
    

 

17 

 
 

C 組選讀組選讀組選讀組選讀(二二二二) 打翻了打翻了打翻了打翻了        張曉風張曉風張曉風張曉風 

太陽打翻了 

金紅霞流滿西天 

月亮打翻了 

白水銀一直淌到我床前 

春天打翻了 

滾得滿山滿野的花 

花兒打翻了 

散成一隊隊的風 

風兒打翻了 

飄入我小小沉沉的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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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組選讀組選讀組選讀組選讀(三三三三) 秋天的信秋天的信秋天的信秋天的信  林武憲林武憲林武憲林武憲 

秋天，要給大家寫信 

用葉子做信紙 

請風當郵差 

偷懶的郵差 

每到一個地方 

就把信一拋 

有的信，落到松鼠頭上 

有的信，掉在青蛙身旁 

趕路的雁，也銜了一頁回家 

 

池塘裡，草叢中 

到處都有秋天的信 

動物們急忙準備過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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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組必讀組必讀組必讀組必讀 愛玩水的小青蛙愛玩水的小青蛙愛玩水的小青蛙愛玩水的小青蛙 

夏天才剛剛開始， 

小青蛙們就吵著媽媽： 

「好熱！好熱啊！ 

我們要到池塘去玩水。」 

「好啊！好啊！……」 

青蛙媽媽還沒說完， 

牠們就噗通噗通跳下水！ 

這個夏天， 

小青蛙們玩得真快樂， 

我們家附近那個大池塘， 

也裝滿了牠們玩水的聲音， 

「咕呱！咕呱！ 

我們都是快樂的小青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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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組選讀組選讀組選讀組選讀((((一一一一))))    小雨點小雨點小雨點小雨點 

小雨點， 

沙沙沙， 

落在花園裡， 

花兒樂得張嘴巴。 

小雨點， 

沙沙沙， 

落在魚池裡， 

魚兒樂得搖尾巴。 

  



 
第卅九屆第卅九屆第卅九屆第卅九屆    

北加州中文學校聯合會北加州中文學校聯合會北加州中文學校聯合會北加州中文學校聯合會 2017 年年年年學術比賽學術比賽學術比賽學術比賽    
國語國語國語國語(粵語粵語粵語粵語)Reading Aloud Article 朗讀稿朗讀稿朗讀稿朗讀稿    
    

 

21 

 
 

D 組選讀組選讀組選讀組選讀(二二二二) 影子影子影子影子  林煥彰林煥彰林煥彰林煥彰 

影子在前， 

影子在後， 

影子是一條小黑狗， 

我走他也走。 

影子在左， 

影子在右， 

影子是我的好朋友， 

我拍手他也拍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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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組選讀組選讀組選讀組選讀(三三三三) 妹妹的紅雨鞋妹妹的紅雨鞋妹妹的紅雨鞋妹妹的紅雨鞋:林煥彰林煥彰林煥彰林煥彰 

 

妹妹的紅雨鞋， 

是新買的。 

下雨天， 

她最喜歡穿著 

到屋外去遊戲。 

我喜歡躲在屋子裏， 

隔著玻璃窗看它們  

游來游去， 

像魚缸裏的一對  

紅金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