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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組 P1 

A.古典詩詞 

 

 

《偶成》 

作者：南宋·朱熹 

 

少年易⽼學難成， 

⼀⼨光陰不可輕。 

未覺池塘春草夢， 

階前梧葉已秋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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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組 P1 

A. 古典詩詞 

 

《冬夜讀書⽰⼦⾀》 

作者：宋·陸游 

 

古⼈學問無遺⼒， 

少壯⼯夫⽼始成。 

紙上得來終覺淺， 

絕知此事要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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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組 P1 

B. 新詩 

《野花》 

作者：⾼昌 

耐⼼勸說清新的野花 

先閉上那芬芳的嘴巴 

 

讓我想象盛開的笑臉 

聽我訴說傻氣的童話 

我⽐蜜蜂還要甜蜜呀 

我⽐蝴蝶還要快樂呀 

 

肯不肯拔出⼩⼩腳丫 

和詩歌⼀起跑步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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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組 P1 

B. 新詩 

《春意》 

作者：任⾬玲 

昨夜的⼀場春⾬ 

潤了青青的草地 

沿着幽靜的⼩路 

我們牽⼿踏青去 

 

聽⿃兒林間歡語 

看天空⽩雲嬉戲 

讓春⾵輕撫秀髮 

享受綿⾧的春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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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組 P1 

C. 親⼦誦/對誦/集誦 

《我學寫字》 

 

當我學着寫「⼩綿⽺」， 

⼀下⼦，樹呀，房⼦呀，柵欄呀，  

凡是我眼睛看到的⼀切， 

就都彎捲起來，像⽺⽑⼀樣。 

 

當我拿筆把「河流」，  

寫上我的⼩練習本， 

我的眼前就濺起⼀⽚⽔花，  

還從⽔底升起⼀座宮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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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的筆寫好了「草地」， 

我就看⾒在花間忙碌的蜜蜂， 

兩隻蝴蝶旋舞着， 

我揮⼿就能把牠們全兜進網中。 

 

要是我寫上「我的爸爸」， 

我⽴刻就想唱唱歌兒蹦幾下， 

我個兒最⾼，⾝體最棒， 

甚麽事我全能幹得頂呱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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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組 P1 

C. 親⼦誦/對誦/集誦 

 

《⼿牽⼿，肩並肩》 

 

天上的雪花原本並不相識， 

但飄落時，聚在⼀起， 

於是融為⼀體。 

 

地上的沙礫原本天各⼀⽅， 

但借流⽔的承載，匯在⼀起， 

於是固結成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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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是那晶瑩剔透的雪花， 

我們是那久經磨煉的沙礫， 

雖然我們來⾃不同的地⽅， 

但我們擁有共同的家——⼀年級。 

 

雖然我們仍未擺脫稚嫩， 

但我們將⼿牽⼿，肩並肩， 

⼀起⾯對成⾧中的困難險阻。 

 

時光在流逝， 

世界在變遷， 

始終不變的是我們前進的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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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組 P2 

A.古典詩詞 

 

 

《雪梅》 

作者：宋· 盧梅坡 

 

梅雪爭春未肯降， 

騷⼈擱筆費評章。 

梅須遜雪三分⽩， 

雪卻輸梅⼀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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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組 P2 

A.古典詩詞 

 

《勸學》 

作者：唐·顏真卿 

 

三更燈⽕五更雞， 

正是男兒發憤時。 

⿊髮不知勤學早， 

⽩⾸⽅悔讀書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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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組 P2 

B.新詩 

《松果》 

作者：⿈淮 

⼀盞盞⼩燈紅得透明， 

⾼⾼懸掛在綠針從中。 

望⼀望令⼈⼼明眼亮， 

誰不想折枝養在花盆？ 

 

花盆難育成常青松柏， 

君應知盆景株株畸形。 

⼀枚松果可育百棵樹， 

松樹⾵格啓迪代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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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組 P2 

B.新詩 

《⿈昏》 

作者：聞⼀多 

⿈昏是⼀頭遲笨的⿊⽜， 

⼀步⼀步的⾛下了西⼭， 

不許把城⾨關鎖得太早， 

總要等⿊⽜⾛進了城圈。 

 

⿈昏是⼀頭神秘的⿊⽜， 

  不知他是哪⼀界的神仙—— 

天天⽉亮要送他到城裏， 

⼀早太陽⼜牽上了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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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組 P2 

C. 親⼦誦/對誦/集誦 

《陽光》 

 

太陽公公的使者們， 

⼀⿑從天空降臨。  

路上遇⾒南來的⾵，  

南⾵問： 

「你們要去做甚麽？」 

⼀個使者回答說： 

「我要把光芒撒到地上，  

讓⼈們可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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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使者愉快地說： 

「我要讓全世界的花開放，  

讓世界變得更快樂。」 

⼀個使者和氣地說： 

「我要搭⼀座⼤拱橋，  

讓純潔的⼈們通過。」 

最後⼀個使者很落寞： 

「我是為了做影⼦，  

才跟⼤夥兒⼀起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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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組 P2 

C. 親⼦誦/對誦/集誦 

《天上的街市》 

作者：郭沫洛 

 

遠遠的街燈明瞭， 

好像閃着無數的明星。 

天上的明星現了， 

好像點着無數的街燈。 

我想那縹緲的空中， 

定然有美麗的街市。 

街市上陳列的⼀些物品， 

定然是世上沒有的珍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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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看，那淺淺的天河， 

定然是不甚寬廣。 

那隔河的⽜郎織⼥， 

定能夠騎着⽜兒來往。 

我想他們此刻， 

定然在天街閒游。 

不信，請看那朵流星， 

那怕是他們提着燈籠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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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組 P3 

A.古典詩詞 

 

《神童詩》 

作者：宋·汪洙 

 

天⼦重英豪，⽂章教爾曹； 

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 

少⼩須勤學，⽂章可⽴⾝； 

滿朝朱紫貴，盡是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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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組 P3 

A.古典詩詞 

 

《游⼭西村》 

作者：宋·陸游 

 

莫笑農家臘酒渾，豐年留客⾜雞豚。  

⼭重⽔復疑無路，柳暗花明⼜⼀村。  

簫⿎追隨春社近，⾐冠簡樸古⾵存。  

從今若許閒乘⽉，拄杖無時夜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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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組 P3 

B.新詩 

《學會等待》 

作者：汪國真 

 

不要因為⼀次的失敗就打不起精神， 

每個成功的⼈背後都有苦衷。 

你看即便像太陽那樣輝煌， 

有時也被浮雲遮住了光陰。 

你的才華不會永遠被埋沒， 

除⾮你⾃⼰想把前途葬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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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要學會等待和安排⾃⼰， 

成功其實不需要太多酒精。 

要當英雄不妨先當狗熊， 

怕只怕對什麼都無動於衷。 

河上沒有橋還可以等待結冰， 

⾛過漫⾧的⿊夜就是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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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組 P3 

B.新詩 

《不斷線的⾵箏》 

作者：畢宛嬰 

 

我是⼀個⾵箏， 

無憂無慮地隨⾵飄揚。 

時⽽在⾃家屋頂上⽅， 

時⽽飄到很⾼很⾼的天空。 

有時不⼩⼼纏到樹枝上， 

哥哥會⼩⼼翼翼地抱我下去。 

有時不⼩⼼跌在地上， 

姐姐會仔細察看我是否受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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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我遇到甚麼困難， 

無論我⾶到任何地⽅， 

我都能放⼼⼤膽地⾶翔。 

因為我有親⼈好友在後⽅， 

他們⼿中的那根線呀， 

永遠永遠， 

也不會放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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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組 P3 

C. 親⼦誦/對誦/集誦 

《牽住時光的⼿》 

作者: ⾦波 

 

常需要靜下⼼來想⼀想 

想⼀想剛剛送⾛的⼀天 

再請睜開你的眼睛眺望 

⼜⼀個明天已不再遙遠 

⽣命的瞬間總⾶逝⽽過 

別忘了牽住時光那隻⼿ 

把握住今天把握住⽣活 

天天都沿着路標朝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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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上有⼀盞燃燒的燈 

照徹你的醒照徹你的夢 

每天都收穫着新的黎明 

⽣活着就像航⾏在⼤海 

讓理想的⾵帆⿎滿胸懷 

你永遠該做⽣活的主宰 

每天都收穫着新的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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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組 P3 

C. 親⼦誦/對誦/集誦 

熱愛⽣命 

作者：汪國真  

 

我不去想是否能夠成功， 

既然選擇了遠⽅， 

便只顧⾵⾬兼程。 

我不去想能否贏得愛情， 

既然鐘情於玫瑰， 

就勇敢地吐露真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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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去想⾝後會不會襲來寒⾵冷⾬， 

既然⽬標是地平線， 

留給世界的只能是背影。 

我不去想未來是平坦還是泥濘， 

只要熱愛⽣命， 

⼀切，都在意料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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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組 P4 

A.古典詩詞 

《今⽇歌》 

作者：明代·⽂嘉 

 

今⽇復今⽇，今⽇何其少！ 

今⽇⼜不為，此事何時了？ 

⼈⽣百年幾今⽇，今⽇不為真可惜！ 

若⾔姑待明朝⾄，明朝⼜有明朝事。 

為君聊賦今⽇詩，努⼒請從今⽇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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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組 P4 

A.古典詩詞 

《觀滄海》 

作者：魏晉·曹操 

 

東臨碣⽯，以觀滄海。 

⽔何澹澹，⼭島竦峙。 

樹⽊叢⽣，百草豐茂。 

秋⾵蕭瑟，洪波湧起。 

⽇⽉之⾏，若出其中； 

星漢燦爛，若出其⾥。 

幸甚⾄哉，歌以詠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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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組 P4 

B.新詩 

《童話》 

作者：郭⾵ 

  

⼩野菊坐在籬笆的後⾯，  

側着頭，想到： 

「我⾧⼤了， 

要有⼀把藍⾊的遮陽傘；  

那時候，我會很好看，  

我要和蜜蜂談話！ 」 

站在她旁邊的蒲公英，插嘴道： 

「可是，那有甚麼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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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菊⾺上問道： 

「可是，你會⽐我好嗎？」 

「我⾧⼤了， 

會有⼀頂旅⾏⽤的⿈⾊的⼩便帽；  

我要帶⼀隻⽩⽻⽑的毽⼦，  

旅⾏到很多的地⽅！ 」 

⼩野菊沉思地說： 

「那真的很好，  

可是，我不要像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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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組 P4 

B.新詩 

《我微笑着⾛向⽣活》 

作者：汪國真 

 

    我微笑着⾛向⽣活， 

無論⽣活以甚麼⽅式回敬我。 

 

報我以平坦嗎？ 

我是⼀條歡樂奔流的⼩河。 

 

報我以崎嶇嗎？ 

我是⼀座莊嚴思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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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我以幸福嗎？ 

我是⼀隻凌空⾶翔的燕⼦。 

 

報我以不幸嗎？ 

我是⼀根勁⽵經得起千擊萬磨。 

 

⽣活裏不能沒有笑聲， 

沒有笑聲的世界該是多麼寂寞。 

 

甚麼也改變不了我對⽣活的熱愛， 

我微笑着⾛向⽕熱的⽣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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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組 P4 

C. 親⼦誦/對誦/集誦 

《留住童年》 

作者：錢萬成 

摘下這⽚樹葉 

珍藏起⼀個不⽼的春天 

詩會從此常綠 

直到永遠永遠 

 

童年沒有遺憾 

失落的往事是繽紛的花瓣 

⾵中飄來⾵中飄去 

芳⾹在⽣命中瀰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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擋在前⾯的是⼭ 

踏在腳下的也是⼭ 

迷路的只是眼睛 

清醒的總是腳板 

 

留住童年 

留住⼀份勇氣和果敢 

如果前⾯是⼀⽚海 

那就做⼀條乘⾵破浪的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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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組 P4 

C. 親⼦誦/對誦/集誦 

《這也是⼀切》 

作者：舒婷 

 

不是⼀切⼤樹 

都被暴⾵折斷； 

不是⼀切種⼦， 

都找不到⽣根的⼟壤； 

不是⼀切真情， 

都流失在⼈⼼的沙漠⾥， 

不是⼀切夢想， 

都⽢願被折掉翅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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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不是⼀切， 

都像你說的那樣！ 

不是⼀切⽕焰，都只燃燒⾃⼰ 

⽽不把別⼈照亮； 

不是⼀切星星，都僅指⽰⿊夜 

⽽不報告曙光； 

不是⼀切歌聲，都略過⽿旁 

⽽不留在⼼上。 

不，不是⼀切 

都像你說的那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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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切呼籲都沒有回響； 

不是⼀切損失都無法補償； 

不是⼀切深淵都是滅亡； 

不是⼀切滅亡都覆蓋在弱者頭上； 

不是⼀切⼼靈 

都可以踩在腳下，爛在泥⾥； 

不是⼀切後果 

都是眼淚⾎印，⽽不展現歡容。 

⼀切的現在都孕育着未來， 

未來的⼀切都⽣⾧於它的昨天。 

希望，⽽且為他⾾爭， 

請把這⼀切放在你的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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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組 P5- P6 

A.古典詩詞 

《⾧歌⾏》 

漢樂府 

 

青青園中葵， 朝露待⽇晞。 

陽春布德澤， 萬物⽣光輝。 

 常恐秋節⾄， 焜⿈華葉衰 。 

百川東到海， 何時復西歸? 

少壯不努⼒， ⽼⼤徒傷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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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組 P5- P6 

A.古典詩詞 

 

《浣溪沙》 

作者：北宋·蘇軾 

 

   游蘄⽔清泉寺，寺臨蘭溪，溪⽔西流。 

⼭下蘭芽短浸溪，松間沙路淨無泥。  

蕭蕭暮⾬⼦規啼。誰道⼈⽣無再少？ 

⾨前流⽔尚能西！休將⽩髮唱⿈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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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組 P5-P6 

B.新詩 

《青春》 

作者：何達 

是誰，在黎明之前， 

就從床上跳起來， 

像⼀個簇新的彈簧， 

彈起⼀股沒有遭受過挫折的⼒量？ 

是青春。 

是誰，在沒有太陽升起的時候， 

望着東⽅， 

⼀⼝氣爬上陡峭的⼭峰， 

望着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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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接着太陽⾃最遙遠的地⽅， 

射來的第⼀道光線？ 

是青春。 

是誰，在⿈昏的時候， 

笑得這樣爽朗？ 

在傍晚的時候唱得這麼開⼼？ 

是青春，是青春。 

讓我們滿懷青春的熱情， 

⾼唱青春之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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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組 P5-P6 

B.新詩 

 

   《等待陽光奔過來》 

 

我想 

在⼀個春⽇下午 

也許就有許多事情 

都將百無聊賴 

獨倚窗台 

看遠⽅天空雲捲雲舒 

 

擁擠的樓下 

來往着匆匆的⾏⼈ 

他們個個表情嚴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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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睹別⼈的 

單獨⾏動 

⼀⽅天空晴朗着 

⼀隻抒情的鴿⼦⽻⽑靚麗 

銜着鴿哨 

肆無忌憚的滑翔在 

⾵箏與微⾵之間 

天幕下投來 

⼀幅矯健的影⼦移動 

只選擇不規則的划動 

 

條條思索的痕跡 

搭起鴿⼦ 

⽤張開的⽻⽑通往 

遠⽅的橋梁 

等待⼀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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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好是⼀束 

久違的陽光 

奔過來 

⽽後才是盡情地擁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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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組 P5-P6 

C. 親⼦誦/對誦/集誦 

《陽光》 

作者：嚴⽂井 

陽光是匆匆的過客， 

總是去了⼜來，來了⼜去。 

他不願意停留。 

不，他也曾暫時在⼀些夢裏徘徊。 

他徘徊在沙漠的夢裏。 

沙漠夢⾒了花朵、雲雀、江河和海洋。 

他徘徊在海洋的夢裏。 

海洋夢⾒了地震、⼩⼭、⿆浪和桑⽥。 

他徘徊在⽼⼈的夢裏。 

⽼⼈夢⾒了駿⾺、青草、⾓⼒和摔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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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徘徊在嬰兒的夢裏。 

嬰兒夢⾒了母親的歌聲、乳汁、 

胳膊和胸膛。 

每個帶⿊⾊的夢都閃亮。 

每個夢都保持着⼀分陽光。 

陽光是個不倦的旅客， 

他總是來了⼜去，去了⼜來。 

他不能只在夢裏徘徊。 

他在夢的外⾯馳騁。 

他製造⼀個個夢， 

更製造⼀個個覺醒。 

他馳騁，在夢的外⾯馳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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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組 P5-P6 

C. 親⼦誦/對誦/集誦 

          《為要尋⼀個明星》 

 作者：徐志摩 

我騎着⼀匹拐腿的瞎⾺， 

向着⿊夜裏加鞭；—— 

向着⿊夜裏加鞭， 

我跨着⼀匹拐腿的瞎⾺！ 

 

我衝⼊這⿊綿綿的昏夜， 

為要尋⼀顆明星；—— 

為要尋⼀顆明星， 

我衝⼊這⿊茫茫的荒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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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壞了，累壞了我胯下的牲⼝， 

那明星還不出現；—— 

那明星還不出現， 

累壞了，累壞了⾺鞍上的⾝⼿。 

 

這回天上透出了⽔晶似的光明， 

荒野裏倒着⼀隻牲⼝， 

⿊夜裏躺着⼀具屍⾸。—— 

這回天上透出了⽔晶似的光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