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唐詩背誦之一ˉˉ     年  班  號姓名 

 

七言絕句 過關 

核章 
七言絕句 過關 

核章 

1. 塞上聽吹笛 高適 

雪盡胡天木馬還，， 

月名羌笛戍樓間; 

借問梅花何處落? 

風吹一夜滿關山。 

 
6. 雲 來鵠  

 千形萬象竟還空， 

 映水藏山片復重； 

 無限旱苗枯欲盡， 

 悠悠閒處作奇峰。 

 

2. 江南逢李龜年 杜甫 

岐王宅裡尋常見， 

崔九堂前幾度聞； 

正是江南好風景， 

落花時節又逢君。 

 
7. 磧中作 岑參 

  走馬西來欲到天， 

  辭家見月兩回圓； 

  今夜未知何處宿， 

  平沙莽莽絕人煙。 

 

3. 江畔獨步尋花之六 杜甫 

黃四孃家花滿蹊， 

千朵萬朵壓枝低； 

流連戲蝶時時舞， 

自在嬌鶯恰恰啼。 

 
8. 逢入京使  岑參 

  故園東望路漫漫， 

  雙袖龍鍾淚不乾； 

  馬上相逢無紙筆， 

  憑君傳語報平安。 

 

4. 絕句  杜甫 

兩個黃鸝鳴翠柳， 

一行白鷺上青天； 

窗含西嶺千秋雪， 

門泊東吳萬里船。 

 
9. 楓橋夜泊  張繼 

  月落烏啼霜滿天， 

  江楓漁火對愁眠； 

  姑蘇城外寒山寺， 

  夜半鐘聲到客船。 

 

5. 贈花卿  杜甫 

錦城絲館日紛紛， 

半入江風半入雲； 

此曲只應天上有， 

人間能得幾回聞。 

 
10. 早梅  張渭 

  一樹寒梅白玉條， 

  迥臨村路傍溪橋； 

  不知近水花先發， 

  疑是經冬雪未銷。 

 

 



唐詩背誦之二ˉˉ     年  班  號姓名 

 

七言絕句 過關 

核章 
七言絕句 過關 

核章 

11. 月夜  劉方平 

  更深月色半人家， 

  北斗闌干南斗斜； 

  今夜偏知春氣暖， 

  蟲聲新透綠窗紗。 

 
16. 滁州西澗  韋應物 

  獨憐幽草澗邊生， 

  上有黃鸝深樹鳴； 

  春潮帶雨晚來急， 

  野渡無人舟自橫。 

 

12. 山中留客  張旭 

  山光物態弄春暉， 

  莫為輕陰便擬歸； 

  縱使晴明無雨色， 

  入雲深處亦沾衣。 

 
17. 農家  顏仁郁 

  夜半呼兒趁曉耕， 

  羸牛無力漸艱行； 

  時人不識農家苦， 

  將謂田中穀自生。 

 

13. 桃花谿  張旭 

  隱隱飛橋隔野煙， 

  石磯溪畔問漁船； 

  桃花盡日隨流水， 

  洞在清谿何處邊？ 

 
18. 夜上受降城聞笛  李益 

  回樂峰前沙似雪， 

  受降城外月如霜； 

  不知何處吹蘆管， 

  一夜征人盡望鄉。 

 

14. 寒食  韓翃 

  春城無處不飛花， 

  寒食東風御柳斜； 

  日暮漢宮傳蠟燭， 

  輕煙散入五侯家。 

 
19. 江村即事  司空曙 

  釣罷歸來不繫船， 

  江村月落正堪眠； 

  縱然一夜風吹去， 

  只在蘆花淺水邊。 

 

15. 近試上張水部  朱慶餘 

  洞房昨夜停紅燭， 

  待曉堂前拜舅姑； 

  妝罷低聲問夫婿， 

  畫眉深淺入時無？ 

 
20. 題都城南莊  崔護  

  去年今日此門中， 

  人面桃花相映紅； 

  人面不知何處去， 

  桃花依舊笑春風 

 

 



唐詩背誦之三ˉˉ     年  班  號姓名 

 

五言絕句樂府、古詩 過關 

核章 
五古樂府、七言絕句 過關 

核章 

21.塞下曲其三  盧綸 

月黑雁飛高，單于夜遁逃 

欲將輕騎逐，大雪滿弓刀 

 
26.子夜四時歌(之夏) 李白 

湖鏡三百里，菡萏發荷花 

五月西施采，人看隘若耶 

回舟不待月，歸去越王家 

 

22.渭川田家  王維 

斜光照墟落，窮巷牛羊歸 

野老念牧童，倚杖候荊扉 

雉鴝麥苗秀，蠶眠桑葉稀 

田夫荷鋤立，相見語依依 

即此羨閒逸，悵然吟式微 

 
27.秋登蘭山寄張五 孟浩然 

北山白雲裡，隱者自怡悅 

相望始登高，心隨雁飛滅 

愁因薄暮起，興是清秋發 

時見歸村人，沙行渡頭歇 

天邊樹若齊，江畔洲如月 

何當載酒來，共醉重陽節 

 

23.感遇  張九齡 

蘭葉春葳蕤，桂華秋皎潔 

欣欣此生意，自爾為佳節 

誰知林棲者? 聞風坐相悅 

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 

 
28.子夜四時歌(之秋) 李白 

長安一片月，萬戶擣衣聲 

秋風吹不盡，總是玉關情 

何日平胡虜? 良人罷遠征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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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回鄉偶書  賀知章 

少小離家老大回， 

鄉音無改鬢毛衰； 

兒童相見不相識， 

笑問客從何處來? 

 

25.塞上曲 王昌齡 

蟬鳴空桑林，八月蕭關道 

出塞復入塞，處處黃蘆草 

從來幽并客，皆共塵沙老

莫學遊俠兒，矜誇紫騮好 

 
30.詠柳  賀知章 

碧玉妝成一樹高， 

萬條垂下絲絲絛； 

不知細葉誰裁出， 

二月春風似剪刀。 

 

 



唐詩背誦之四ˉˉ     年  班  號姓名 

 

七言絕句 過關 

核章 
七言絕句、樂府 過關 

核章 

31. 芙蓉樓送辛漸  王昌齡 

  寒雨連江夜入吳， 

  平明送客楚山孤。 

  洛陽親友如相問， 

  一片冰心在玉壺。 

 
36. 望蘆山瀑布  李白 

  日照香爐生紫煙， 

  遙看瀑布掛前川。 

  飛流直入三千尺， 

  疑是銀河落九天。 

 

32. 閨怨  王昌齡 

  閨中少婦不知愁， 

  春日凝妝上翠樓。 

  忽見陌頭楊柳色， 

  悔教夫婿覓封侯。 

 
37. 早發白帝城  李白 

  朝辭白帝彩雲間， 

  千里江陵一日還。。 

  兩岸猿聲啼不住， 

  輕舟已過萬重山。 

 

33. 從軍行  王昌齡 

  青海長雲暗雪山， 

  孤城遙望玉門關。 

  黃金百戰穿金甲， 

  不破樓蘭終不還。 

 
38. 九月九日憶山東兄弟 

  王維 

  獨在異鄉為異客， 

  每逢佳節倍思親。 

  遙知兄弟登高處， 

  遍插茱萸少一人。 

 

34. 送孟浩然之廣陵  李白 

  故人西辭黃鶴樓， 

  煙花三月下揚州。 

  孤帆遠影碧山盡， 

  惟見長江天際流。 

 
39. 小兒垂釣 胡令能 

  蓬頭稚子學垂綸， 

  側坐莓苔草映身。 

  路人借問遙招手， 

  怕得魚驚不應人。 

 

35. 贈汪倫  李白 

  李白乘舟將欲行， 

  忽聞岸上踏歌聲。 

  桃花潭水深千尺， 

  不及汪倫送我情。 

 
40. 渭城曲  王維 

  渭城朝雨浥清塵， 

  客舍青青柳色新。 

  勸君更盡一杯酒， 

  西出陽關無故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