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華中文學校
童謠 – 歌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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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日快樂
祝你生日快樂，祝你生日快樂，
祝你生日快樂，祝你永遠快樂。（重覆 Repeat）
Happy birthday to you.
當我們同在一
當我們同在一起
當我們同在一
一起，在一
一起，在一
一起，
當我們同在一
一起，其快樂無比。
你對著我笑嘻嘻，我對著你笑哈哈,
當我們同在一
一起，其快樂無比。(重覆 Repeat)
我的朋友在那裡
一二三四五六七，我的朋友在那裡？
在這裡在這裡，我的朋友在這裡。(重覆 Repeat)
倫敦鐵橋垮下來
倫敦鐵橋垮下來，垮下來，垮下來，
倫敦鐵橋垮下來，就要垮下來。(重覆 Repeat)
恭喜恭喜
每條大街小巷，每個人的嘴裡，
見面第一句話，就是恭喜！恭喜！
恭喜！恭喜！恭喜你呀！
恭喜！恭喜！(3: 恭喜發財 紅包拿來) 恭喜你！
(重覆 Repeat 3 times)
西風的話
去年我回來，你們剛穿新棉袍，
今年我來看你們，你們變胖又變高，
你們可記得，池裡荷花變蓮蓬，
花少不愁沒顏色，我把樹葉都染紅。
你們可記得，池裡荷花變蓮蓬，
花少不愁沒顏色，我把樹葉都染紅。
月姑娘
月姑娘在天上，圓又圓，亮又亮，
花姑娘在樹上，又美麗，又清香。(重覆 Repe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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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聖誕歌
雪花隨風飄，花鹿在奔跑，聖誕老公公，
架著美麗雪橇，經過了原野，度過了小橋，
跟著和平歡喜歌聲，翩然地來到。
叮叮噹，叮叮噹，鈴聲多響亮，
你看他不避風霜，面容多慈祥，
叮叮噹，叮叮噹，鈴聲多響亮，
他給我們帶來幸福，大家喜洋洋。
叮叮噹，叮叮噹，鈴聲多響亮，
你看他不避風霜，面容多慈祥，
叮叮噹，叮叮噹，鈴聲多響亮，
他給我們帶來幸福，大家喜洋洋。
紅衣紅帽人，兩道白眉毛，
白髮白鬍鬚，帶來禮物一包，
穿過了森林，越過了山腰，
跟著和平歡喜歌聲，翩然地來到。
叮叮噹，叮叮噹，鈴聲多響亮，
你看他不避風霜，面容多慈祥，
叮叮噹，叮叮噹，鈴聲多響亮，
他給我們帶來幸福，大家喜洋洋。
9 歡喜與和氣
我有隻小黃狗，名字叫歡喜，
你有隻小白貓，名字叫和氣，
歡歡喜喜作朋友，和和氣氣稱兄弟，
不論睡覺、不論遊戲在一起。(重覆 Repeat)
11 剪拳布
一二三！剪拳布！一二三！剪拳布！
剪刀剪破布，布來包石頭，
石頭搥你剪刀，看誰猜得對呢！(重覆 Repe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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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我的家
我家門前有小河，後面有山坡，
山坡上面野花多，野花紅似火，
小河裡有白鵝，鵝兒戲綠波，
戲弄綠波，鵝兒快樂，昂首唱情歌。
10 ㄅㄆㄇ之歌
ㄅ就是好寶寶，ㄆ就是吹泡泡，
ㄇ就是叫媽媽，ㄈ就是剪頭髮，
ㄉ就是小弟弟，ㄊ就是棒棒糖，
ㄋ就是喝牛奶，ㄌ就是真快樂，
ㄍ就是大哥哥，ㄎ就是撿貝殼，
ㄏ就是餅乾盒，ㄐ就是直昇機，
ㄑ就是真稀奇，ㄒ就是笑嘻嘻，
ㄓ就是柳丁汁，ㄔ就是拔牙齒，
ㄕ就是讀唐詩，ㄖ就是星期日，
ㄗ就是小孩子，ㄘ就是再一次，
ㄙ就是白鷺鷥，一就是穿新衣，
ㄨ就是米老鼠，ㄩ就是下大雨，
ㄚ就是唐老鴨，ㄛ就是老伯伯，
ㄜ就是小汽車，ㄝ就是擦皮鞋，
ㄞ就是蘋果派，ㄟ就是拿茶杯，
ㄠ就是頑皮豹，ㄡ就是小蝌蚪，
ㄢ就是去爬山，ㄣ就是機器人，
ㄤ就是小叮噹，ㄥ就是看卡通，
ㄦ就是順風耳
13 媽媽的眼睛
美麗的美麗的天空裏，出來了光亮的小星
星，
好像是我媽媽慈愛的眼睛。
媽媽的眼睛我最喜愛，常常希望我做個好小
孩，媽媽的眼睛我最喜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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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妹妹背著洋娃娃
背著洋娃娃
妹妹背著洋娃娃，走到花園來看花，
娃娃哭了叫媽媽，樹上小鳥笑哈哈。(重覆 Repeat)
15 魚兒魚兒水中游
魚兒魚兒水中游，游來游去樂悠悠，
倦了臥水草，餓了覓小蟲，
樂悠悠，樂悠悠，水晶世界任自由。
魚兒魚兒水中游，看見前面一線鉤，
鉤上食味美，看得唾涎流，
小魚兒，別上鉤，貪圖享受失自由。
16 拔蘿蔔
拔蘿蔔
拔蘿蔔，拔蘿蔔，嘿喲嘿喲拔蘿蔔，嘿喲嘿喲
拔不動，老太婆快快來，快來幫我們拔蘿蔔。
拔蘿蔔，拔蘿蔔，嘿喲嘿喲拔蘿蔔，嘿喲嘿喲
拔不動，小姑娘快快來，快來幫我們拔蘿蔔。
拔蘿蔔，拔蘿蔔，嘿喲嘿喲拔蘿蔔，嘿喲嘿喲
拔不動，小花貓快快來，快來幫我們拔蘿蔔。
拔蘿蔔，拔蘿蔔，嘿喲嘿喲拔蘿蔔，嘿喲嘿喲
拔不動，小黃狗快快來，快來幫我們拔蘿蔔。
17 捕魚歌
白浪滔滔我不怕，掌起舵兒往前划，
撒網下水把魚打，捕條大魚笑哈哈！(重覆 Repeat)
18 大野狼和七小羊
小孩子乖乖，把門兒開開，
快點兒開開，我要進來。
不開不開不能開，你是大野狼，
不讓你進來。(重覆 Repe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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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大象玩皮球
一隻大象玩皮球，踢來踢去真好玩，
覺得快樂又高興，再加一隻一起玩。
兩隻大象玩皮球，踢來踢去真好玩，
覺得快樂又高興，再加一隻一起玩。
三隻大象玩皮球，踢來踢去真好玩，
覺得快樂又高興，再加一隻一起玩。
四隻大象玩皮球，踢來踢去真好玩，
覺得快樂又高興，再加一隻一起玩。
五隻大象玩皮球，踢來踢去真好玩，
覺得快樂又高興，再加一隻一起玩。
20 下雨
淅瀝淅瀝嘩啦嘩啦，雨下來了，
我的媽媽拿著雨傘來接我，
淅瀝淅瀝嘩啦嘩啦，啦啦啦。(重覆 Repeat)
21 王老先生有塊地
王老先生有塊地，伊呀伊呀喲！
他在田邊養小雞，伊呀伊呀喲！
嘰嘰嘰嘰嘰嘰嘰嘰嘰嘰嘰嘰嘰嘰嘰嘰
王老先生有塊地，伊呀伊呀喲！
王老先生有塊地，伊呀伊呀喲！
他在田邊養小鴨，伊呀伊呀喲！
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
王老先生有塊地，伊呀伊呀喲！
王老先生有塊地，伊呀伊呀喲！
他在田邊養小羊，伊呀伊呀喲！
咩咩咩咩咩咩咩咩咩咩咩咩咩咩咩咩
王老先生有塊地，伊呀伊呀喲！
王老先生有塊地，伊呀伊呀喲！
他在田邊養小狗，伊呀伊呀喲！
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
王老先生有塊地，伊呀伊呀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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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三輪車跑得快
三輪車跑得快，上面坐個老太太，
要五毛給一塊，你說奇怪不奇怪？
小猴子吱吱叫，肚子餓了不能跳，
給香蕉還不要，你說好笑不好笑？(重覆 Repeat)
23 小老鼠上燈台
小老鼠上燈台，偷油吃下不來，
喵喵喵貓來了，嘰哩咕嚕滾下來。(重覆 Repeat)
24 蜜蜂做工
嗡嗡嗡，嗡嗡嗡，大家一起勤做工，
來匆匆，去匆匆，做工興味濃。
天暖花好不做工，將來那裡好過冬，
嗡嗡嗡，嗡嗡嗡，別學懶惰蟲。(重覆 Repeat)
25 不倒翁
說你呆，你不呆，鬍子一把樣子像小孩，
說你呆，你不呆，推你倒下你又站起來。(重覆
Repeat)

26 小金魚
我是小金魚，住在池塘裏，游過來游過去，總
是不適意。努力游！努力游！游過了小河，
一天又一天，到了大海邊。(重覆 Repeat)
27 兩隻老虎
兩隻老虎，兩隻老虎，跑得快，跑得快，
一隻沒有眼睛，一隻沒有尾 (尾)巴，
真奇怪？真奇怪？(重覆 Repeat) 啦啦啦啦,,,,,,
28 泥娃娃
泥娃娃，泥娃娃，一個泥娃娃，也有那眉毛，
也有那眼睛，眼睛不會眨。泥娃娃，泥娃娃，
一個泥娃娃，也有那鼻子，也有那嘴巴，嘴巴
不說話。她是個假娃娃，不是個真娃娃，她沒
有親愛的媽媽，也沒有爸爸。泥娃娃，泥娃
娃，一個泥娃娃，我做她媽媽，我做她爸爸，
永遠愛著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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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玩具國
滴答答滴答答，我來吹喇叭，
娃娃也出來走走走，
小狗汪汪開汽車嘟嘟嘟，
這樣開開，那樣開開，啦啦啦。(重覆 Repeat)
30 小星星
一閃一閃亮晶晶，滿天都是小星星，
掛在天上放光明，好像許多小眼睛，
一閃一閃亮晶晶，滿天都是小星星。(重覆 Repeat)
31 小毛驢
我有一隻小毛驢，從來也不騎，
有一天我心血來潮，騎著去趕集，
我手裏拿著小皮鞭，我心裏正得意，
不知怎麼嘩啦啦啦啦，我摔了一身泥。(重覆
Repeat)

32 小蜜蜂
小蜜蜂，嗡嗡嗡，飛到西飛到東，
一時一刻不放鬆，忙什麼，釀蜜好過冬。
(重覆 Repeat)
33 小水牛
小水牛真頑皮，愛玩耍不吃草，
看見了蝴蝶飛，高高興興跟著跑，
跑了好久捉不到，肚子餓了捉不了，
哞哞哞哞哞哞！
媽媽呀，我餓了，我要吃個飽。
小水牛真頑皮，愛玩耍不洗澡，
看見了蜻蜓飛，歡歡喜喜跟著跑，
跑了好久捉不到，弄髒身體回來了，
哞哞哞哞哞哞！
媽媽呀，我髒了，我要洗個澡。
34 數字歌
一二三，三二一，一二三四五六七，
二三四，四三二，四五六七八九十。(重覆 Repeat)

ChineseSongsLyrics

7 of 8

printed 3/9/2013

艾華中文學校
童謠 – 歌詞
35 造飛機
造飛機，造飛機，來到青草地，
蹲下去，蹲下去，我做推進器，
蹲下去，蹲下去，你做飛機翼，
彎著腰，彎著腰，飛機做得奇，
飛上去，飛上去，飛到白雲裏。(重覆 Repeat)
36 蝴蝶
蝴蝶蝴蝶，生得真美麗，
頭戴著金絲，身穿花花衣，
你愛花兒，花兒也愛你，
你會跳舞，他有甜蜜。(重覆 Repeat)
37 母親您真偉大
母親像月亮一樣，照耀我家門窗，
聖潔多慈祥，發出愛的光芒，
為了兒女著想，不怕烏雲阻擋，
賜給我溫情，鼓勵我向上，
母親啊我愛您！我愛您，您真偉大。
母親像星星一樣，照耀我家門窗，
聖潔多慈祥，發出愛的光芒，
不辭艱難困苦，給我指引迷惘，
親情深如海，此恩怎能忘，
母親啊我愛您！我愛您，您真偉大。
38 好一朵美 麗的 茉莉花 ~ 好一朵美 麗的 茉莉花..
What a beautiful jasmine

What a beautiful jasmine

芬芳 美麗 ~ 滿知椏 ~ 又香 又白 ~ 人人 誇 ~
Fragrant, beautiful and flourishing, admired by everyone for your scent and white color

讓 我 來將 你摘 ~ 下 | 送給 ~ 別 ~人家~ |
Let me pick you, give you away to someone else,

~ 茉 ~ 莉 ~花 ~ ~ 茉 ~ 莉 ~花 ~ Oh, jasmine jasmine

ChineseSongsLyrics

8 of 8

printed 3/9/20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