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重聚聚講講義義  
 
 

  
 
 
 
 

  
 
 
 

班別: _______________ 
 

座號: _______________ 
 

姓名: _______________ 
 
 

北一女 75 年次畢業 30 年重聚 
   09/16/2005   –   09/18/2005 

San Gabriel Hilton, Los Angeles, California, USA 
 



 
  

公誠勤毅 
 

 

 

 

 

 

 

 

 

 

 

 1



國文課   講義 (一)           

… 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誠危急存亡之秋

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

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弘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

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 宮中府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

有作奸犯科及為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

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

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為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

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

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眾議舉寵為督。愚以為營中之事，悉以咨之，必

能使行陣和睦，優劣得所。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

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

桓、靈也！侍中、尚書、長史、參軍，此悉貞良死節之臣，願陛下親之、信

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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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夙夜憂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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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攘除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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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允等之任也。願陛下托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

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若無興德之言，則責攸之、禕、允等之

慢，以彰其咎。陛下亦宜自謀，以諮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

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零，不知所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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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文課   講義 (二)           
 

潯陽江頭夜送客，楓葉荻花秋瑟瑟。主人下馬客在船，舉酒欲飲無管絃； 

醉不成歡慘將別，別時茫茫江浸月。 

 

忽聞水上琵琶聲，主人忘歸客不發。尋聲闇問彈者誰？琵琶聲停欲語遲。 

移船相近邀相見，添酒迴燈重開宴。千呼萬喚始出來，猶抱琵琶半遮面。 

轉軸撥絃三兩聲，未成曲調先有情；絃絃掩抑聲聲思，似訴平生不得志。 

低眉信手續續彈，說盡心中無限事，輕攏慢撚抹復挑，初為霓裳後六么。 

大絃嘈嘈如急雨，小絃切切如私語，嘈嘈切切錯雜彈，大珠小珠落玉盤。 

間關鶯語花底滑，幽咽泉流水下灘；水泉冷澀絃凝絕，凝絕不通聲漸歇。 

別有幽愁闇恨生，此時無聲勝有聲。銀瓶乍破水漿迸，鐵騎突出刀鎗鳴。 

曲終收撥當心畫，四絃一聲如裂帛。 

 

東船西舫悄無言，唯見江心秋月白。沈吟放撥插絃中，整頓衣裳起斂容。 

自言本是京城女，家在蝦蟆陵下住，十三學得琵琶成，名屬教坊第一部。 

曲罷曾教善才服，妝成每被秋娘妒；五陵年少爭纏頭，一曲紅綃不知數； 

鈿頭雲篦擊節碎，血色羅裙翻酒污。今年歡笑復明年，秋月春風等閑度。 

弟走從軍阿姨死，暮去朝來顏色故。門前冷落車馬稀，老大嫁作商人婦！ 

商人重利輕離別，前月浮梁買茶去；去來江口守空船，遶船月明江水寒。 

夜深忽夢少 年事，夢啼妝淚紅闌干。 

 

我聞琵琶已歎息，又聞此語重唧唧！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 

我從去年辭帝京，謫居臥病潯陽城；潯陽地僻無音樂，終歲不聞絲竹聲。 

住近湓江地低溼，黃蘆苦竹繞宅生；其間旦暮聞何物？杜鵑啼血猿哀鳴。 

春江花朝秋月夜，往往取酒還獨傾。豈無山歌與村笛？嘔啞嘲哳難為聽。 

 

今夜聞君琵琶語，如聽仙樂耳暫明。莫辭更坐彈一曲，為君翻作琵琶行。 

感我此言良久立，卻坐促絃絃轉急；淒淒不似向前聲，滿座重聞皆掩泣。 

座中泣下誰最多？ 江州司馬青衫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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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文課   講義 (三)          

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既自以心為形役，奚惆悵而獨悲？ 

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實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 

 

舟遙遙以輕颺，風飄飄而吹衣。問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 

乃瞻衡宇，載欣載奔。僮僕歡迎，稚子候門。三徑就荒，松菊猶存。 

攜幼入室，有酒盈罇。引壺觴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顏。 

倚南窗以寄傲，審容膝之易安。園日涉以成趣，門雖設而常關。 

策扶老以流憩，時矯首而遐觀。雲無心以出岫，鳥倦飛而知還。 

景翳翳以將入，撫孤松而盤桓。 

 

歸去來兮，請息交以絕遊。世與我而相遺，復駕言兮焉求？ 

悅親戚之情話，樂琴書以消憂。農人告余以春及，將有事乎於西疇。 

或命巾車，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尋壑，亦崎嶇而經丘。 

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羨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 

 

已矣乎！寓形宇內復幾時，曷不委心任去留，胡為遑遑欲何之？ 

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懷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耘。 

登東皋以舒嘯，臨清流而賦詩。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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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文課  講義 (四)           

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蘇子與客泛舟遊於赤壁之下。清風徐來，水波不興。

舉酒屬客，誦明月之詩，歌窈窕之章。少焉，月出於東山之上，徘徊於斗牛

之間。白露橫江，水光接天。縱一葦之所如，凌萬頃之茫然。浩浩乎如馮虛

御風，而不知其所止；飄飄乎如遺世獨立，羽化而登仙。  
 

於是飲酒樂甚，扣舷而歌之。歌曰︰「桂棹兮蘭槳，擊空明兮泝流光。渺渺

兮余懷，望美人兮天一方。」客有吹洞蕭者，倚歌而和之，其聲嗚嗚然，如

怨如慕，如泣如訴；餘音裊裊，不絕如縷；舞幽壑之潛蛟，泣孤舟之嫠婦。  
 

蘇子愀然，正襟危坐，而問客曰︰「何為其然也？」客曰︰「月明星稀，烏

鵲南飛，此非曹孟德之詩乎？西望夏口，東望武昌。山川相繆，鬱乎蒼蒼；

此非孟德之困於周郎者乎？方其破荊州，下江陵，順流而東也，舳艫千里，

旌旗蔽空，釃酒臨江，橫槊賦詩；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況吾與子，

漁樵於江渚之上，侶魚蝦而友糜鹿，駕一葉之扁舟，舉匏樽以相屬；寄蜉蝣

於天地，渺滄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須臾，羨長江之無窮；挾飛仙以遨遊，抱

明月而長終；知不可乎驟得，托遺響於悲風。」 
 

蘇子曰︰「客亦知夫水與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盈虛者如彼，而卒

莫消長也。蓋將自其變者而觀之，而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變者而觀

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而又何羨乎？且夫天地之間，物各有主。苟非吾之

所有，雖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耳得之而為聲，目遇

之而成色。取之無盡，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無盡藏也，而吾與子之所共

適。」  
 

客喜而笑，洗盞更酌，肴核既盡，杯盤狼藉。相與枕藉乎舟中，不知東方之

既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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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文課  講義 (五)           

… 予觀夫巴陵勝狀，在洞庭一湖。銜遠山，吞長江，浩浩湯湯，橫無際

涯；朝暉夕陰，氣象萬千；此則岳陽樓之大觀也，前人之述備矣。然則北通

巫峽，南極瀟湘，遷客騷人，多會於此，覽物之情，得無異乎？  

若夫霪雨霏霏，連月不開；陰風怒號，濁浪排空；日星隱耀，山岳潛形；商

旅不行，檣傾楫摧；薄暮冥冥，虎嘯猿啼；登斯樓也，則有去國懷鄉，憂讒

畏譏，滿目蕭然，感極而悲者矣！  

至若春和景明，波瀾不驚，上下天光，一碧萬頃；沙鷗翔集，錦鱗游泳，岸

芷汀蘭，鬱鬱青青。而或長煙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躍金，靜影沈璧，漁歌

互答，此樂何極! 登斯樓也，則有心曠神怡，寵辱偕忘、把酒臨風，其喜洋

洋者矣！  

嗟夫！予嘗求古仁人之心，或異二者之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

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是進亦憂，退亦憂；然則何

時而樂耶？其必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歟！」噫！微斯

人，吾誰與歸！時六年九月十五日。 

 
 6



英文課   講義            

A Father's Prayer          by General Douglas MacArthur (May 1952)        
 
Build me a son, O Lord, who will be strong enough to know when he is weak, 
and brave enough to face himself when he is afraid; one who will be proud and 
unbending in honest defeat, and humble and gentle in victory. 
  
Build me a son whose wishbone will not be where his backbone should be; a son 
who will know Thee and that to know himself is the foundation stone of 
knowledge.  
 
Lead him I pray, not in the path of ease and comfort, but under the stress and spur 
of difficulties and challenge. Here let him learn to stand up in the storm; here let 
him learn compassion for those who fail.  
 
Build me a son whose heart will be clear, whose goal will be high; a son who will 
master himself before he seeks to master other men; one who will learn to laugh, 
yet never forget how to weep; one who will reach into the future, yet never forget 
the past.  
 

And after all these things are his, add, I pray, enough of a sense of humor, so that 
he may always be serious, yet never take himself too seriously. Give him 
humility, so that he may always remember the simplicity of true greatness, the 
open mind of true wisdom, the meekness of true strength. Then, I, his father, will 
dare to whisper, have not lived in v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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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課  講義(一)           

1.  北一女校歌                                   1975 北一

女校友歌   ( 藹士 詞) 
 

維我女校  寶島名高 

莘莘學子  志氣凌霄  

公誠勤毅  校訓孔昭 

齊家治國  一肩雙挑 

 

修養健全人格 具備科學頭腦 

力行三民主義 實踐國父遺教 

為國家盡至忠 為民族盡大孝 

繼往開來   為我女界增光耀 
 

 
維我母校    夢縈魂牽 

三十寒暑    萬里關山 

共硯同窗    為校爭榮 

家士農工商   各有所成 

 

往昔眾小綠綠   已然兒女成行 

今日辣媽酷婆   依舊閃閃發光 

感念母校培育   不負綠園盛名 

承先啟後       期為萬世開太平 
                                                    

2. 本事 (黃自) 

記得當時年紀小，我愛談天你愛笑。 

有一回并肩坐在桃樹下，風在林梢鳥在叫。 

我們不知怎樣睏覺了， 

夢里花落知多少。 
 
3.憶兒時 (李叔同 詞   威廉.S.海斯曲) 

春去秋來，歲月如流，遊子傷飄泊。回憶兒時，家居嬉戲，光景宛如昨。 

茅屋三椽，老梅一樹，樹底迷藏捉。高枝啼鳥，小川游魚，曾把閑情托。 

兒時歡樂，(兒時歡樂 )﹐斯樂不可作。2x 
 

4.青春舞曲 (新疆。維吾爾族民歌) 

太陽下山明早依舊爬上來     花兒謝了明年還是一樣的開 

我的青春一去無影蹤             我的青春小鳥一樣不回來  (2x)  

別的那樣呦   別的那樣呦     我的青春小鳥一樣不回來 
 
5.卡布利島 (義。拿坡里民歌) 
      那令人留戀的卡布利呀﹐  那令人陶醉的景色多美。  

     放眼望去到處是一片碧綠﹐ 我始終也未能忘懷你。  

     我倆曾在泉水旁邊﹐ 快樂歌唱並遊戲 。 

     薔薇花在山腳爭豔﹐  聽那杜鵑枝頭亂啼    

     過去的事像雲煙一無蹤跡﹐ 心上的人如今你在那裡 

     我幾時能再回到卡布利﹖     再回到卡布利來看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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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課  講義(二)            

6. 紅豆詞 (曹雪芹 詞﹐劉雪庵 曲) 

       滴不盡相思血淚拋紅豆； 

      開不完春柳春花滿畫樓。 

      睡不穩，紗窗風雨黃昏後； 

      忘不了，新愁與舊愁。 

      嚥不下，玉粒金波噎滿喉； 

      瞧不盡，鏡裡花容瘦。 

      展不開眉頭，捱不明更漏。 

      展不開眉頭，捱不明更漏。 

      啊！啊﹗ 

      恰似遮不住的青山隱隱， 

      流不斷的綠水悠悠。 
 

7.老漁翁 
 

     老漁翁  駕扁舟 過小橋  到平州  一篛笠  一輕鉤  隨波逐流 

    秋水碧 白雲浮  斜月淡  柳絲柔  菊滿渚  酒滿甌  快樂優遊 
 

8.夏天裡過海洋 
 

夏天裡過海洋﹐胸懷中真歡暢﹐結隊伍奏音樂﹐把歌兒高唱﹐ 

看海潮疾如駛﹐微風起生清涼﹐羅列的小島下﹐衝擊著波浪﹐ 

大--家樂融融﹐俗--慮盡消蕩﹐燦爛的朝--旭﹐照--遍四方。 

 

駕輕舟趁長風﹐我唱歌你且聽﹐願我們長相聚﹐一同奔前程。 

遼闊的海面上﹐快樂地打著槳﹐這時候你還有﹐什麼可憂傷。 

大--家樂融融﹐俗--慮盡消蕩﹐燦爛的朝--旭﹐照--遍四方。 
 

9. 送別  (李叔同 詞 約翰.P.奧德威 曲) 
  

長亭外，古道邊，芳草碧連天，晚風拂柳笛聲殘，夕陽山外山。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一斛酌酒盡餘歡，今宵別夢寒。 
 
   韶光逝，留無計，今日卻分袂。驪歌一曲送別離，相顧卻依依。 

   聚雖好，別雖悲，世事堪玩味。來日後會相予期，去去莫遲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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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課  講義(三)           
 

10.快樂頌 

      青天高高 白雲飄飄， 太陽當空在微笑， 

      枝頭小鳥 吱吱在叫， 魚兒在水面跳躍。 

      花兒盛開 草兒彎腰， 好像歡迎客人到， 

      我們心中 充滿歡喜， 人人快樂又逍遙。 
 

      我們休息 在小山上， 眺望美景真快樂， 

      口中高唱 歡喜之歌， 清風流水在應和。 

      盡情遊玩 及時行樂， 大好時光別放過， 

      你也歡喜 我也歡喜， 人人歡喜快樂多。 
 
 
11. IT’S A SMALL WORLD  
 

It's a world of laughter  a world of tears  
It's a world of hopes and a world of fears  
There's so much that we share  
That it's time we're aware                            
It's a small world after all      
** It's a small world after all  (4x) 
 

 There is just one moon and one golden sun  
And a smile means friendship to ev'ryone  
Though the mountains divide  
And the oceans are wide  
It's a small world after all  
** It's a small world after all  (4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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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課筆記 

 

 

 

 

 

 

 

 

 

 

 

知足常樂      平安是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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