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中市大安國中 111 年度第 2 學期「書香安中朗朗上口」實施辦法 

 

一、 時間:112/02/20(一)~112/06/1(四) 

二、 實施事項 

1. 基本任務:國文與英文基本任務與本學期國英背誦內容一致，每位同學均應

在規定期限內完成（通過）背誦檢核。未完成檢核者，另由校長室安排個

別輔導，據以完成個人基本任務。 

2. 進階挑戰: 

(1)資格:完成基本任務檢核同學(自由參加)。 

(2)完成國文 3篇（段）、英文 3篇（段）或國英合計 3篇（段）背誦 

   檢核者，頒給獎勵金 100元。每人每學期最多申請 2次。 
註:完成條件中，國文 3篇（段）以及英文 3篇（段），每學期各只能申請一次。 

3. 檢核認證：校長及全體教師（不限國英任課教師）。同學完成後應請認證老

師當場簽名(無補簽機制)。為求公平性，若發現背誦時有影響老師認證之

情事，該位同學需找教務主任重背，若情節重大將取消該同學這學期進階

挑戰之獎勵。另外，若有造假情事，依校規處份。 

三、 國文篇章 

     ※基本任務:【請同學依自身年段背誦該年段指定篇章】 

                                    認證簽名___________ 

 

 

 

 

 

 

 

 

 

 

 

 

 

 

 

 

 

 

 

 



※進階挑戰: 
 律詩（挑選一首五言律詩、一首七言律詩，計一篇） 

〈春望〉杜甫 

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 
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 
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 
白頭搔更短，渾欲不勝簪。 

認證簽名___________ 

〈送友人〉李白 

青山橫北郭，白水繞東城。 
此地一為別，孤蓬萬里征。 
浮雲遊子意，落日故人情。 
揮手自茲去，蕭蕭班馬鳴。 

認證簽名___________ 
〈賦得古原草送別〉白居易 
離離原上草，一歲一枯榮。 
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 
遠芳侵古道，晴翠接荒城。 
又送王孫去，萋萋滿別情。 

認證簽名___________ 

〈歸園田居．其三〉陶淵明 
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 
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 
道狹草木長，夕露沾我衣。 
衣沾不足惜，但使願無違。 

認證簽名___________ 
〈黃鶴樓〉崔顥 

昔人已乘黃鶴去，此地空餘黃鶴樓。 

黃鶴一去不復返，白雲千載空悠悠。 
晴川歷歷漢陽樹，芳草萋萋鸚鵡洲。 
日暮鄉關何處是？煙波江上使人愁。 

認證簽名___________ 

〈無題〉李商隱 
相見時難別亦難，東風無力百花殘。 

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乾。 
曉鏡但愁雲鬢改，夜吟應覺月光寒。 
蓬山此去無多路，青鳥殷勤為探看。 

認證簽名___________ 
〈登高〉杜甫 

風急天高猿嘯哀，渚清沙白鳥飛回。 
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 
萬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獨登台。 
艱難苦恨繁霜鬢，潦倒新亭濁酒杯。 

認證簽名___________ 

〈登金陵鳳凰台〉李白 
鳳凰台上鳳凰游，鳳去台空江自流。 
吳宮花草埋幽徑，晉代衣冠成古丘。 
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鷺洲。 
總為浮雲能蔽日，長安不見使人愁。 

認證簽名___________ 
 樂府詩（挑選樂府詩進行背誦，一格計一篇） 

〈上邪〉佚名 

上邪，我欲與君相知，長命無絕衰。 
山無陵，江水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與君絕。 
〈江南〉佚名 
江南可採蓮，蓮葉何田田，魚戲蓮葉間。 
魚戲蓮葉東，魚戲蓮葉西，魚戲蓮葉南，魚戲蓮葉北。 
〈敕勒歌〉佚名 
敕勒川，陰山下。天似穹廬，籠蓋四野。 
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 
〈遊子吟〉孟郊 
慈母手中線，遊子身上衣。臨行密密縫，意恐遲遲歸。誰言寸草心，報得三春暉。 
 

認證簽名___________ 
〈短歌行〉曹操 
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當以慷，憂思難忘。何以解憂？唯有杜康。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為君故，沉吟至今。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我有嘉賓，鼓瑟吹笙。 
明明如月，何時可掇？憂從中來，不可斷絕。越陌度阡，枉用相存。契闊談讌，心念舊恩。 
月明星稀，烏鵲南飛。繞樹三匝，何枝可依？山不厭高，海不厭深。周公吐哺，天下歸心。 
 

認證簽名___________ 



胡夏/李玉剛 將進酒 

古風改編歌曲 

陌上桑 

古風改編歌曲 

〈陌上桑〉（艷歌羅敷行）佚名 
日出東南隅，照我秦氏樓。秦氏有好女，自名爲羅敷。 
羅敷喜蠶桑，採桑城南隅。青絲爲籠系，桂枝爲籠鉤。 
頭上倭墮髻，耳中明月珠。緗綺爲下裙，紫綺爲上襦。 

行者見羅敷，下擔捋髭鬚。少年見羅敷，脫帽著帩頭。 
耕者忘其犁，鋤者忘其鋤。來歸相怨怒，但坐觀羅敷。 
使君從南來，五馬立踟躕。使君遣吏往，問是誰家姝？ 
「秦氏有好女，自名爲羅敷。」「羅敷年幾何？」 

認證簽名___________ 
「二十尚不足，十五頗有餘」。使君謝羅敷：「寧可共載不？」 
羅敷前置詞：「使君一何愚！使君自有婦，羅敷自有夫。」 
「東方千餘騎，夫婿居上頭。何用識夫婿？白馬從驪駒；青絲繫馬尾，黃金絡馬頭；腰中鹿盧
劍，可值千萬餘。十五府小吏，二十朝大夫，三十侍中郎，四十專城居。爲人潔白皙，鬑鬑頗
有須。盈盈公府步，冉冉府中趨。坐中數千人，皆言夫婿殊。」 

認證簽名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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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烹羊宰牛且爲樂，會須一飲三百杯。岑夫子，丹丘生，將進酒，杯莫停。 
與君歌一曲，請君爲我側耳聽。鐘鼓饌玉不足貴，但願長醉不復醒。 
古來聖賢皆寂寞，惟有飲者留其名。陳王昔時宴平樂，斗酒十千恣歡謔。 
主人何爲言少錢，徑須沽取對君酌。五花馬，千金裘，呼兒將出換美酒，與爾同銷萬古愁。 

認證簽名___________ 
 曲（挑選元曲背誦，一格計一篇） 

〈山坡羊‧潼關懷古〉張養浩 
峰巒如聚，波濤如怒，山河表里潼關路。望西都，意躊躇。 
傷心秦漢經行處，宮闕萬間都做了土。興，百姓苦；亡，百姓苦！ 

〈折桂令‧九日〉/張可久 
對青山強整烏紗。歸雁橫秋，倦客思家。翠袖殷勤，金盃錯落，玉手琵琶。 
人老去西風白髮，蝶愁來明日黃花。回首天涯，一抹斜陽，數點寒鴉。 
 

認證簽名___________ 
〈摸魚兒‧雁丘詞〉元好問 
問世間，情為何物，直教生死相許？ 
天南地北雙飛客，老翅幾回寒暑。 
歡樂趣，離別苦，就中更有痴兒女。 
君應有語：渺萬裡層雲，千山暮雪，隻影向誰去？ 
橫汾路，寂寞當年簫鼓，荒煙依舊平楚。 
招魂楚些何嗟及，山鬼暗啼風雨。 
天也妒，未信與，鶯兒燕子俱黃土。 

千秋萬古，為留待騷人，狂歌痛飲，來訪雁丘處。 
 

認證簽名___________ 
〈四塊玉‧閒適〉關漢卿 
適意行，安心坐，渴時飲飢時餐醉時歌，困來時就向莎茵臥。日月長，天地闊，閒快活！ 
舊酒投，新醅潑，老瓦盆邊笑呵呵，共山僧野叟閒吟和。他出一對雞，我出一個鵝，閒快活！ 
意馬收，心猿鎖，跳出紅塵惡風波，槐陰午夢誰驚破？離了利名場，鑽入安樂窩，閒快活！ 
南備耕，東山臥，世態人情經歷多，閒將往事思量過。賢的是他，愚的是我，爭甚麼！ 
 

認證簽名___________ 



四、 英文篇章 
※基本任務:【全校統一指定篇章】                      認證簽名___________ 
1.Speak good words, think good thoughts, do good deeds, and walk the right path. 

  口說好話，心想好意，身行好事，腳走好路。 

  In showing gratitude, we become more beautiful persons. 

  感恩他人，就是美化自己。 

2.The greater our generosity, the greater our blessings. 

  心量大，福報就大。 

  In appreciating others, we in fact dignify ourselves. 

  欣賞別人即是莊嚴自己。 

   

※進階挑戰: 
【 This Home/家】                                    認證簽名___________ 
We laugh loudly.     我們大笑 
We make mistakes.    我們犯錯 
We say I am sorry.   我們會說抱歉 
We are patient.      我們是有耐心的 
We cherish friends.  我們珍惜朋友 
We honor family.     我們尊重家人 
We are grateful.     我們心存感激 
We share             我們彼此分享 
We love deeply.      我們彼此深愛 
                                                                 
【Never give up /永不放棄】                          認證簽名___________ 
Never give up,                  永不放棄 
Never lose hope.                永不心灰意冷 
Always have faith,              永存信念 
It allows you to cope.          它會使你應付自如 
Trying times will pass,         難捱的时光终将過去 
As they always do.              一如既往 
Just have patience,             只要有耐心  
Your dreams will come true.     夢想就會成真 
So put on a smile,             露出微笑  
You'll live through your pain.  你會走出痛苦 
Know it will pass,              相信苦難定會過去 
And strength you will gain.     你将重獲力量 
                                                           
【A Great Person/偉大之人】                          認證簽名___________ 
He is like a farmer,               他像位農夫 
Water one to be tall.              澆灑植物使得長高 
He is like a doctor,               他像位醫生  
Care one to be well.               照顧病患使得變健康 
He is like a teacher,              他像位老師 
Teach one to be still.             教導學生使得沉穩 
He is like an officer,             他像位警官 
Show one to be real.               展示大眾真相 
He is a father,                    他就是父親 
Never let his family fall.         從不讓他的家人沉淪 
He is a father,                    他就是父親 
Always lead his family to the hill.總是引領家人到達山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