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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韻飛聲   古典詩文朗誦分享會 

2:05-3:25   朗誦示範及朗誦心得分享 
  粵語     余敏生先生、董就雄博士、  
           李婉華女士、龔廣培校長、 
           虞浩榮先生 

3:25-3:35   小息 

3:35-4:45 

 

  朗誦示範及朗誦心得分享 

  粵語     殷巧兒女士、招祥麒博士、 

           顏春芳女士 

  普通話   蔣治中先生、王仙瀛女士、 

           全玉莉女士 

4:45-5:00   交流與答問 

程 序 



粵語朗誦 

   朗誦者      朗誦作品 

余敏生先生 1. 諸葛亮《出師表》（節錄） 
2. 杜牧《泊秦淮》 

董就雄博士 1. 李白《將進酒》 
2. 納蘭性德《蝶戀花》(辛苦最憐天上月) 
3. 蔣春霖《渡江雲》 

李婉華女士 1. 王安石《明妃曲》(其一) 
2. 李清照《一剪梅》(紅藕香殘玉簟秋) 
3. 關漢卿《法場》(節錄) 

龔廣培校長 1. 杜甫《秋興八首》其一 
2. 姜夔《揚州慢》(淮左名都) 

虞浩榮先生 1. 王安石《讀孟嘗君傳》 
2. 李白《春夜宴桃李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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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語朗誦 

     朗誦者      朗誦作品 

殷巧兒女士 1. 佚名《木蘭詩》 
2. 李清照《聲聲慢‧秋情》(尋尋覓覓) 
3. 白居易《燕詩》 

招祥麒博士 1. 杜甫《兵車行》 
2. 龔自珍《己亥雜詩》其五 
3. 白居易《長恨歌》（節錄） 

顏春芳女士 1. 范仲淹《蘇幕遮》（碧雲天） 
2. 李清照《漁家傲》（天接雲濤連曉霧） 
3. 周敦頤《愛蓮說》 

普通話朗誦 

蔣治中先生 杜甫《兵車行》 

王仙瀛博士 周敦頤《愛蓮說》 

全玉莉女士 關漢卿《法場》 



          出師表(節錄)    諸葛亮 
  

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
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
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
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
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
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
來，夙夜憂歎，恐託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
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
足，當獎率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
姦凶，興復漢室，還於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
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
則攸之、禕、允之任也。 



    泊秦淮  杜牧 

 

煙籠寒水月籠沙， 

夜泊秦淮近酒家。 

商女不知亡國恨， 

    隔江猶唱《後庭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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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邱生，將
進酒，君莫停！與君歌一曲，請君為我傾耳
聽！鐘鼓饌玉不足貴，但願長醉不用醒！古
來聖賢皆寂寞，唯有飲者留其名。陳王昔時
宴平樂，斗酒十千恣歡謔。主人何為言少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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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蝶戀花   納蘭性德 

  
辛苦最憐天上月，一昔如環，昔昔
都成玦。若似月輪終皎潔，不辭冰
雪為卿熱。  無那塵緣容易絕。
燕子依然，軟踏簾鈎說。唱罷秋墳
愁未歇，春叢認取雙棲蝶。 



 

          渡江雲      蔣春霖 
 

燕台遊跡，阻隔十年。感事懷人，書寄王午
橋、李閏生諸友。 

 

春風燕市酒，旗亭賭醉，花壓帽簷香。
暗塵隨馬去，笑擲絲鞭，擫笛傍宮牆。
流鶯別後，問可曾、添種垂楊。但聽得、
哀蟬曲破，樹樹總斜陽。    堪傷。秋
生淮海，霜冷關河，縱青衫無恙。只換
了、二分明月，一角滄桑。雁書夜寄相
思字，莫更談、天寶淒涼。殘夢醒、長
安落葉啼螿。 



         明妃曲     王安石 
 其一 

 

明妃初出漢宮時，淚濕春風鬢腳垂。 

低徊顧影無顏色，尚得君王不自持。 

歸來卻怪丹青手，入眼平生幾曾有？  

意態由來畫不成，當時枉殺毛延壽。 

一去心知更不歸，可憐著盡漢宮衣； 

寄聲欲問塞南事，衹有年年鴻雁飛。 

家人萬里傳消息，好在氊城莫相憶。 

    君不見咫尺長門閉阿嬌，人生失意無南北。 



          一剪梅    李清照 

  

紅藕香殘玉簟秋。輕解羅裳，獨上蘭舟。
雲中誰寄錦書來？雁字回時，月滿西樓。  

花自飄零水自流。一種相思，兩處閑愁。
此情無計可消除，才下眉頭，卻上心頭。 



               法場(節錄)       關漢卿 
  
【耍孩兒】不是我竇娥罰下這等無頭願，委實的冤情不淺；
若沒些兒靈聖與世人傳，也不見得湛湛青天。我不要半星
熱血紅塵灑，都只在八尺旗鎗素練懸。等他四下裏皆瞧見，
這就是咱萇弘化碧，望帝啼鵑。 
【二煞】你道是暑氣暄，不是那下雪天；豈不聞飛霜六月
因鄒衍？若果有一腔怨氣噴如火，定要感的六出冰花滾似
綿，免著我屍骸現。要什麼素車白馬，斷送出古陌荒阡！ 
【一煞】你道是天公不可期，人心不可憐，不知皇天也肯
從人願。做什麼三年不見甘霖降，也只為東海曾經孝婦冤；
如今輪到你山陽縣。這都是官吏每無心正法，使百姓有口
難言。 
【煞尾】浮雲為我陰，悲風為我旋，三樁兒誓願明題徧。
那其間纔把你箇屈死的冤魂這竇娥顯。 



       秋興八首    杜甫 
其一 
 

玉露凋傷楓樹林，巫山巫峽氣蕭森。  
江間波浪兼天湧，塞上風雲接地陰。  
叢菊兩開他日淚，孤舟一系故園心。  
寒衣處處催刀尺，白帝城高急暮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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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揚州慢          姜夔 
  
淳熙丙申至日，余過維揚。夜雪初霽，薺麥彌望。
入其城，則四顧蕭條，寒水自碧，暮色漸起，戍
角悲吟。予懷愴然，感慨今昔，因自度此曲。千
巖老人以為有黍離之悲也。 
  
淮左名都，竹西佳處，解鞍少駐初程。過春風十
里，盡薺麥青青。自胡馬窺江去後，廢池喬木，
猶厭言兵。漸黃昏，清角吹寒，都在空城。  
杜郎俊賞，算而今、重到須驚。縱荳蔻詞工，青
樓夢好，難賦深情。二十四橋仍在，波心蕩、冷
月無聲。念橋邊紅藥，年年知為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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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孟嘗君傳    王安石 
  
世皆稱孟嘗君能得士，士以故歸之；而卒
賴其力，以脫於虎豹之秦。嗟乎！孟嘗君
特雞鳴狗盜之雄耳，豈足以言得士？不然，
擅齊之強，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
尚何取雞鳴狗盜之力哉？夫雞鳴狗盜之出
其門，此士之所以不至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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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孟嘗君傳 王安石 
  

世皆稱孟嘗君能得士，士以故歸
之；而卒賴其力，以脫於虎豹之
秦。嗟乎！孟嘗君特雞鳴狗盜之
雄耳，豈足以言得士？不然，擅
齊之強，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
而制秦，尚何取雞鳴狗盜之力哉？
夫雞鳴狗盜之出其門，此士之所
以不至也。 

           春夜宴桃李園序     李白 
  
夫天地者，萬物之逆旅；光陰者，百代之過客。
而浮生若夢，為歡幾何？古人秉燭夜遊，良有
以也。況陽春召我以煙景，大塊假我以文章，
會桃李之芳園，序天倫之樂事。羣季俊秀，皆
為惠連；吾人詠歌，獨慚康樂。幽賞未已，高
談轉清，開瓊筵以坐花，飛羽觴而醉月。不有
佳作，何伸雅懷？如詩不成，罰依金谷酒數。 



              木蘭詩                佚名 
  

唧唧復唧唧，木蘭當戶織。不聞機杼聲，惟聞女歎息。問女何所思，問
女何所憶。「女亦無所思，女亦無所憶。昨夜見軍帖，可汗大點兵。軍
書十二卷，卷卷有爺名。阿爺無大兒，木蘭無長兄。願為市鞍馬，從此
替爺征。」 

東市買駿馬，西市買鞍韉，南市買轡頭，北市買長鞭。旦辭爺娘去，暮
宿黃河邊；不聞爺娘喚女聲，但聞黃河流水鳴濺濺。旦辭黃河去，暮至
黑山頭；不聞爺娘喚女聲，但聞燕山 胡騎聲啾啾。 

萬里赴戎機，關山度若飛。朔氣傳金柝，寒光照鐵衣。將軍百戰死，壯
士十年歸。 

歸來見天子，天子坐明堂。策勳十二轉，賞賜百千彊。可汗問所欲，
「木蘭不用尚書郎；願借明駝千里足，送兒還故鄉。」 

爺娘聞女來，出郭相扶將。阿姊聞妹來，當戶理紅妝。小弟聞姊來，磨
刀霍霍向豬羊。開我東閣門，坐我西閣牀；脫我戰時袍，著我舊時裳；
當窗理雲鬢，對鏡帖花黃。出門看火伴，火伴皆驚惶：「同行十二年，
不知木蘭是女郎！」 

雄兔腳撲朔，雌兔眼迷離；兩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           



        聲聲慢秋情   李清照 

  

尋尋覓覓，冷冷清清，悽悽慘慘戚戚。
乍煖還寒時候，最難將息。三杯兩盞
淡酒，怎敵他晚來風急！雁過也，正
傷心，卻是舊時相識。  滿地黃花
堆積，憔悴損，如今有誰堪摘﹖守著
窗兒，獨自怎生得黑！梧桐更兼細雨，
到黃昏、點點滴滴。這次第，怎一箇
愁字了得！ 



燕詩 白居易 
  

叟有愛子，背叟逃去，叟甚悲念之。叟少年時，亦嘗如是。 
故作《燕詩》以諭之矣。 

  

梁上有雙燕，翩翩雄與雌。銜泥兩椽間，一巢生四兒。 
四兒日夜長，索食聲孜孜。青蟲不易捕，黃口無飽期。 
嘴爪雖欲敝，心力不知疲。須臾十來往，猶恐巢中飢。 
辛勤三十日，母瘦雛漸肥。喃喃教言語，一一刷毛衣。 
一旦羽翼長，引上庭樹枝；舉翅不回顧，隨風四散飛。 
雌雄空中鳴，聲盡呼不歸；卻入空巢裏，啁啾終夜悲。 
燕燕爾勿悲！爾當反自思：思爾為雛日，高飛背母時。 

當時父母念，今日爾應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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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燕詩           白居易 
  
叟有愛子，背叟逃去，叟甚悲念之。叟少年時，亦嘗如是。
故作《燕詩》以諭之矣。 
  

梁上有雙燕，翩翩雄與雌。銜泥兩椽間，一巢生四
兒。四兒日夜長，索食聲孜孜。青蟲不易捕，黃口
無飽期。嘴爪雖欲敝，心力不知疲。須臾十來往，
猶恐巢中飢。辛勤三十日，母瘦雛漸肥。喃喃教言
語，一一刷毛衣。一旦羽翼長，引上庭樹枝；舉翅
不回顧，隨風四散飛。雌雄空中鳴，聲盡呼不歸；
卻入空巢裏，啁啾終夜悲。燕燕爾勿悲！爾當反自
思：思爾為雛日，高飛背母時。當時父母念，今日
爾應知！ 



燕詩 白居易 
  

叟有愛子，背叟逃去，叟甚悲念之。叟少年時，亦嘗如是。 
故作《燕詩》以諭之矣。 

  

梁上有雙燕，翩翩雄與雌。銜泥兩椽間，一巢生四兒。 
四兒日夜長，索食聲孜孜。青蟲不易捕，黃口無飽期。 
嘴爪雖欲敝，心力不知疲。須臾十來往，猶恐巢中飢。 
辛勤三十日，母瘦雛漸肥。喃喃教言語，一一刷毛衣。 
一旦羽翼長，引上庭樹枝；舉翅不回顧，隨風四散飛。 
雌雄空中鳴，聲盡呼不歸；卻入空巢裏，啁啾終夜悲。 
燕燕爾勿悲！爾當反自思：思爾為雛日，高飛背母時。 

當時父母念，今日爾應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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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兵車行          杜甫 
  

車轔轔，馬蕭蕭，行人弓箭各在腰，爺娘妻子走相
送，塵埃不見咸陽橋。牽衣頓足攔道哭，哭聲直上
干雲霄。道旁過者問行人，行人但云點行頻。或從
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營田。去時里正與裹頭，
歸來頭白還戍邊。邊庭流血成海水，武皇開邊意未
已。君不聞漢家山東二百州，千村萬落生荊杞。 
縱有健婦把鋤犁，禾生隴畝無東西。況復秦兵耐苦
戰，被驅不異犬與雞。長者雖有問，役夫敢伸恨？
且如今年冬，未休關西卒。縣官急索租，租稅從何
出？信知生男惡，反是生女好；生女猶得嫁比鄰，
生男埋沒隨百草。君不見青海頭，古來白骨無人收，
新鬼煩寃舊鬼哭，天陰雨濕聲啾啾！ 



      己亥雜詩  龔自珍 

其五 

 

 浩蕩離愁白日斜， 

 吟鞭東指即天涯。 

 落紅不是無情物， 

 化作春泥更護花。 

 



           長恨歌(節錄)   白居易 
 

臨卭道士鴻都客，能以精誠致魂魄，為感君王展轉思， 
遂教方士慇懃覓。排空馭氣奔如電，升天入地求之遍， 
上窮碧落下黃泉，兩處茫茫皆不見。忽聞海上有仙山， 
山在虛無縹緲間。樓閣玲瓏五雲起，其中綽約多仙子。 
中有一人字太真，雪膚花貌參差是。金闕西廂叩玉扃， 
轉教小玉報雙成。聞道漢家天子使，九華帳裡夢魂驚。 
攬衣推枕起徘徊，珠箔銀屏邐迤開。雲髻半偏新睡覺， 
花冠不整下堂來。風吹仙袂飄飄舉，猶似霓裳羽衣舞。 
玉容寂寞淚闌干，梨花一枝春帶雨。含情凝睇謝君王︰ 
一別音容兩渺茫！昭陽殿裡恩愛絕，蓬萊宮中日月長。 
回頭下望人寰處，不見長安見塵霧。唯將舊物表深情， 
鈿合金釵寄將去，釵留一股合一扇，釵擘黃金合分鈿； 
但教心似金鈿堅，天上人間會相見！臨別殷勤重寄詞， 
詞中有誓兩心知。七月七日長生殿，夜半無人私語時︰ 
在天願作比翼鳥，在地願為連理枝。天長地久有時盡， 
此恨綿綿無絕期！  
 



 

           蘇幕遮        范仲淹 
  

碧雲天，黃葉地，秋色連波，波上寒煙翠。
山映斜陽天接水，芳草無情，更在斜陽外。  
黯鄉魂，追旅思，夜夜除非，好夢留人睡。
明月樓高休獨倚，酒入愁腸，化作相思淚。 



 

        漁家傲    李清照 

  
天接雲濤連曉霧，星河欲轉千帆舞。
彷彿夢魂歸帝所，聞天語，殷勤問
我歸何處。    我報路長嗟日暮，
學詩謾有驚人句。九萬里風鵬正舉。
風休住，蓬舟吹取三山去。 

 



          愛蓮說       周敦頤 
 
水陸草木之花，可愛者甚蕃；晉陶淵明獨愛  
菊。自李唐來，世人甚愛牡丹。予獨愛蓮之 
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漣而不妖；中通外直， 
不蔓不枝；香遠益清，亭亭淨植，可遠觀而 
不可褻玩焉。予謂：菊，花之隱逸者也；牡 
丹，花之富貴者也；蓮，花之君子者也。噫 
菊之愛，陶後鮮有聞；蓮之愛，同予者何人 
？牡丹之愛，宜乎眾矣！  



燕詩 白居易 
  

叟有愛子，背叟逃去，叟甚悲念之。叟少年時，亦嘗如是。 
故作《燕詩》以諭之矣。 

  

梁上有雙燕，翩翩雄與雌。銜泥兩椽間，一巢生四兒。 
四兒日夜長，索食聲孜孜。青蟲不易捕，黃口無飽期。 
嘴爪雖欲敝，心力不知疲。須臾十來往，猶恐巢中飢。 
辛勤三十日，母瘦雛漸肥。喃喃教言語，一一刷毛衣。 
一旦羽翼長，引上庭樹枝；舉翅不回顧，隨風四散飛。 
雌雄空中鳴，聲盡呼不歸；卻入空巢裏，啁啾終夜悲。 
燕燕爾勿悲！爾當反自思：思爾為雛日，高飛背母時。 

當時父母念，今日爾應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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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兵車行        杜甫 
  

車轔轔，馬蕭蕭，行人弓箭各在腰，爺娘妻子走相
送，塵埃不見咸陽橋。牽衣頓足攔道哭，哭聲直上
干雲霄。道旁過者問行人，行人但云點行頻。或從
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營田。去時里正與裹頭，
歸來頭白還戍邊。邊庭流血成海水，武皇開邊意未
已。君不聞漢家山東二百州，千村萬落生荊杞。 
縱有健婦把鋤犁，禾生隴畝無東西。況復秦兵耐苦
戰，被驅不異犬與雞。長者雖有問，役夫敢伸恨？
且如今年冬，未休關西卒。縣官急索租，租稅從何
出？信知生男惡，反是生女好；生女猶得嫁比鄰，
生男埋沒隨百草。君不見青海頭，古來白骨無人收，
新鬼煩寃舊鬼哭，天陰雨濕聲啾啾！ 



          愛蓮說       周敦頤 
 
水陸草木之花，可愛者甚蕃；晉陶淵明獨愛  
菊。自李唐來，世人甚愛牡丹。予獨愛蓮之 
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漣而不妖；中通外直， 
不蔓不枝；香遠益清，亭亭淨植，可遠觀而 
不可褻玩焉。予謂：菊，花之隱逸者也；牡 
丹，花之富貴者也；蓮，花之君子者也。噫 
菊之愛，陶後鮮有聞；蓮之愛，同予者何人 
？牡丹之愛，宜乎眾矣！  



               法場(節錄)        關漢卿 
  
【耍孩兒】不是我竇娥罰下這等無頭願，委實的冤情不淺；
若沒些兒靈聖與世人傳，也不見得湛湛青天。我不要半星
熱血紅塵灑，都只在八尺旗鎗素練懸。等他四下裏皆瞧見，
這就是咱萇弘化碧，望帝啼鵑。 
【二煞】你道是暑氣暄，不是那下雪天；豈不聞飛霜六月
因鄒衍？若果有一腔怨氣噴如火，定要感的六出冰花滾似
綿，免著我屍骸現。要什麼素車白馬，斷送出古陌荒阡！ 
【一煞】你道是天公不可期，人心不可憐，不知皇天也肯
從人願。做什麼三年不見甘霖降，也只為東海曾經孝婦冤；
如今輪到你山陽縣。這都是官吏每無心正法，使百姓有口
難言。 
【煞尾】浮雲為我陰，悲風為我旋，三樁兒誓願明題徧。
那其間纔把你箇屈死的冤魂這竇娥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