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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音樂學院海內外音樂考級 

香港少年及兒童聲樂考級曲目 
 

第1級 

1. 摘星星                                                         楊黎群詞  王   莘曲 

2. 數鴨子                                                                     王嘉禎詞  胡小環曲 

3. 小烏鴉愛媽媽                                                    孫   牧詞  何   英曲 

4. 小小雨點                                                             童  謠  金月苓曲 

5. 粉刷匠                            〔波〕加基洛夫斯卡詞  列申斯卡曲  曹永聲譯配 

6. 祝你生日快樂                               〔美〕米爾徹麗特〔美〕帕麗‧希爾詞曲 

7. 新年好                                                 英國歌曲 佚  名詞曲 楊世明譯配 

8. 洋娃娃和小熊跳舞                                               波蘭兒歌 李嘉川譯配 

 

第2級 

1. 小燕子            胡鵬南詞 汪 玲曲 

2. 小傘花            朱勝民詞 蘇小洋曲 

3. 世上只有媽媽好               蔡振南詞曲 

4. 勇敢的鄂倫春                     鄂倫春族民歌 

5. 鴨媽媽和雞阿姨                                                                劉同仁詞   蔡海波曲 

6. 春曉 〔唐〕孟浩然詩 谷建芬曲 

7. 幸福的花朵                  潘振聲詞曲 

8. 紅蜻蜓       〔日〕三木露風詞〔日〕山田耕筰曲  羅傳開譯配 

9. 小紅帽           巴西兒歌 趙金平、陳小文譯詞 

10. 如果幸福你就拍拍手         美國民歌 

11. 小鳥飛來了             德國民歌  法勒斯萊本詞  欣友譯配 

12. 當我們同在一起           德國兒歌 欣友譯配 

 

 

第3級 

1. 馬蘭謠                 陳小奇詞曲 

2. 我是少年阿凡提           孫   濤詞  富   林曲 

3. 小白船          〔韓國〕尹克榮詞曲 

4. 媽媽格桑拉            張東輝詞 敖昌群曲 

5. 嘀哩，嘀哩            望     安詞 潘振聲曲   

6. 旋轉的童年            朱積聚詞 徐沛東曲 

7. 最美的畫      俞明龍詞 張宏光曲 

8. 拾稻穗的小姑娘           孫必泰詞 頌 今曲 

9. 七色光之歌            李幼容詞 徐錫宜曲 

10. 風鈴草                          蘇格蘭民謠 

11. 小螺號                            傅   林詞曲 

12. 月亮河邊的孩子             李肖波詞 安建華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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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級 

1. 採蘑菇的小姑娘           曉 光詞 谷建芬曲 

2. 愛的人間             王 健詞 谷建芬曲 

3. 童心是小鳥            韓景連詞 平安俊曲 

4. 野菊花             穆志強詞 李嘉評曲 

5. 小小少年 德國影片《英俊少年》插曲                       肖  章譯詞 李青惠記譜配歌 

6. 媽媽和我              何貴良詞  黃   磊曲 

7. 小橋流水             李 眾詞 孟慶雲曲 

8. 山楂果             羅曉航詞 徐 濤曲 

9. 種太陽               李冰雪詞 王赴戎、徐沛東曲 

10. 大風雪也不怕 日本動畫片《咪咪流浪記》主題歌                                                    日本歌曲 

11. 司馬光砸缸                      宋小明詞  李   昕曲 

12. 七子之歌——澳門 電視紀錄片《澳門歲月》主題歌        聞一多詞 李海鷹曲

            

 

第5級 

1. 感恩，最美的心                     李幼容詞 郝建平曲 

2. 我愛媽媽的眼睛           平   詳詞 施光南曲 

3. 和平天使                      梁和平詞  郝士達曲 

4. 我是山裡小歌手           姜建新詞 華建國曲 

5. 愛星滿天                       李 眾詞 龔耀年曲 

6. 每當我走過老師窗前                     金 哲詞 董希哲曲 

7. 天使的翅膀                          李  靜、吉婭麗詞 雷立新曲 

8. 炫海娃             李  眾詞 劉  垚曲 

9. 雨花石 電視劇《紅紅的雨花石》主題歌              肖  仁、徐家察詞 龔耀年曲 

10. 茉莉花                       江蘇民歌 

11. 剪羊毛                   澳大利亞民歌 楊忠信譯配  

12. 鈴兒響叮噹           〔美〕波爾彭特曲 賽 葉改編 鄧映易譯配 

13. 花仙子之歌        〔日〕千家和也詞 〔日〕小林亞星曲 

14. 小樂隊                   〔美〕赫福特詞曲  盛   茵譯配 

15. 野玫瑰                  歌德原詩 舒伯特曲 鄧映易譯配 

16. 兩顆小星星 德國影片《英俊少年》插曲             肖  章譯詞 李青惠記譜配歌 

 

第6級 

1. 五色丁香                      白雷生詞  曉    丹曲 

2. 歌聲與微笑                                                                         王 健詞  谷建芬曲 

3. 小草 歌劇《芳草心》主題曲                 向  彤、何兆華詞  王祖皆、張卓婭曲 

4. 卓瑪             李 眾詞  孟慶雲曲 

5. 布依娃娃愛唱歌            阮居平詞  華建國曲 

6. 我們的心願            張國力詞  范盈莊曲 

7. 小巴郎，童年的太陽           丁榮華詞  劉 莎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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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把心兒種在春天裡          梁和平詞  劉馨聲曲 

9. 摘草莓            錢建龍詞  徐思盟曲 

10. 跨世紀的新一代          李幼容詞  劉馨聲曲 

11. 渴望春天         〔奧〕奧弗貝克詞〔奧〕莫扎特曲  姚錦新譯配 

12. 木偶兵進行曲             麥克唐約詞  傑賽爾曲  張  馨譯配  張  兵配歌 

13. 這是一個小世界               〔美〕理查德‧謝爾曼詞曲 

           〔美〕羅伯特‧謝爾曼詞曲  張  寧譯配                                                                                                

14. 雪絨花 美國電影片《音樂之聲》插曲               

                  〔美〕奧斯卡‧哈默斯坦詞〔美〕理查德‧羅傑斯曲    薛范譯配 

15. 搖籃曲                         〔德〕克勞諦烏斯詞〔奧〕舒伯特曲  尚家驤譯配 

16. 美妙的琴聲                         阿‧杜賓填詞〔捷〕德沃夏克曲  張  寧譯配 

 

第7級 

1. 小背簍                   歐陽常林詞 白誠仁曲 

2. 媽媽的心願            潘月劍詞 孟慶雲曲 

3. 大海搖籃               劉  勇詞 吳國强曲 

4. 採一束鮮花                     肖緯、叢者甲詞  曉   丹曲 

5. 飛吧，鴿子              洪   源詞  王立平曲 

6. 諸葛亮             孫   牧詞  曉   丹曲 

7. 花兒與春天            曾憲瑞詞 曉  丹曲 

8. 童年雲水間            魏   嵐詞  曉   丹曲 

9. 月兒彎彎                      楊     模詞 姚素秋曲 

10. 請到我的夢裡來            王  健詞 谷建芬曲 

11. 念故鄉                         〔捷〕德沃夏克曲  佚名填詞 

12. 多瑙河之歌 羅馬尼亞影片《多瑙河之波》插曲   

        〔羅〕伊‧伊凡諾維奇作曲  薛范譯配 

13. 在彩虹上 美國影片《綠野仙蹤》插曲 哈伯格詞  阿洛德阿倫曲  張  寧譯配 

14. 搖籃曲          〔奧〕戈特爾詞 〔奧〕莫扎特曲  周   楓譯配 

15. 桑塔．露齊亞                              〔意〕I.科特勞曲   尚家驤譯配 

16. 在我們手上                 聯合國兒童基金會會歌  D.夏伊斯詞  D.波莫朗茲曲  

                                                                                                                 張   寧譯配 

  

第8級 

1. 快樂陽光           李 幼 容 詞  曉  丹 曲 

2. 格桑梅朵                       甘 露詞 朱思思曲 

3. 多彩的世紀風            李幼容詞 劉碧聲曲 

4. 老師我想你            清 風詞 孟慶雲曲 

5. 皇帝的新衣            瞿  琮詞 李名方曲 

6. 媽媽             張枚同詞 宋小兵曲 

7. 清明             杜 牧詩 戴于吾曲 

8. 哪吒鬧海                       寧 崗詞 曉 丹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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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我們是朋友            向 彤詞 王祖皆曲 

10. 刀郎女孩            李幼容詞 舒 京曲 

11. 編花籃                                       河南民歌 

12. 天地吉祥            潘月劍詞 宋小兵曲 

13. 滿江紅                    岳 飛詞 楊蔭瀏配歌 

14. 山路彎彎   李京利詞  黃  磊曲 

15. 搖籃曲                                                         〔德〕勃拉姆斯曲    尚家驤譯配 

16. 白蘭鴿                         鮑溫斯詞曲 

17. 美麗的夢神             〔美〕福斯特詞曲  盛  茵譯配 

18.Do-Re-Mi 美國電影片《音樂之聲》插曲           

         〔美〕奧斯卡‧哈默斯坦詞  〔美〕理查德‧羅杰斯曲      賀錫德譯配 

19. 小步舞曲                                               〔德〕巴  赫曲    佚名填词 

20. 第一名                   〔美〕奧立佛‧沃列基詞 林忠豪記譜 薛 范編配 

 

第9級 

1. 我是美麗中的美麗           李幼容詞  劉  莎曲 

2. 我愛小鳥天堂            金   波詞 龔耀年曲 

3. 侗家讀書郎            阮居平詞  劉  念曲 

4. 新春到             付   林詞 呂文成曲 

5. 戴花帽的小女孩                    李幼容詞  劉  莎曲 

6. 小將岳雲                                  李幼容詞   曉  丹曲 

7. 搖搖歌                    鄧佴愚詞  孟  男、羅  浩曲 

8. 啟明星           夢  吟、關曉東詞 關曉東、朱建華曲 

9. 橄欖樹             三 毛詞 李泰祥曲 

10. 郊遊party                                                                            曹紹德詞   翁   洪曲 

11. 我們擁有一個名字——中國             葉佳修詞曲 

12. 苗山娃，苗山花           韓樂群詞 潘振聲曲 

13. 愛在春天裡                左  林詞曲 

14. 乘著那歌聲的翅膀             〔德〕海  涅詞〔德〕門德爾頌曲   尚家驤譯配 

15. 鱒魚           〔德〕舒巴爾特詞 〔奧〕舒伯特曲 金   帆譯配 

16. 孤獨的牧羊人 美國電影片《音樂之聲》插曲         

〔美〕斯夫羅‧哈默斯坦詞〔美〕理查德‧羅杰斯曲 

                                                                                                               戈    漪譯配 

17. 搖籃曲                〔俄〕瑪依科夫詞〔俄〕柴科夫斯基曲 沈 笠譯配 

18. 星星祝福歌                                   內德‧沃興登詞  黎‧哈林曲 薛  范譯配 

19. 米老鼠和唐老鴨的迪斯科  〔美〕彼爾‧斯密士曲 林志豪記譜 薛 范編配 

20. 夏日裡最後的玫瑰         

愛爾蘭民歌  〔愛爾蘭〕托瑪斯‧摩爾詞  周  楓、董翔曉譯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