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華經典名句(小學) 
 

1 

 
 

人之為學，不日進則日退。 

 
 
 
 
出處與釋義 

上面的經典名句，出自顧炎武《與人書》（收入《顧亭林

文集》卷四）。 

「為學」，求學，做學問。 

全句的意思是：一個人求學（或做學問），要天天努力不

懈，否則不是每天進步，就是每天退步。 

 
 
體悟與應用 

顧炎武，是明末清初著名的大學者，他的信，談到做學

問的態度和方法，值得我們珍視。 

要知道，做學問只有正確的方法，沒有速成的方法。古

今中外的大學問家，固然天資聰慧，最終還是講究每天的日

積月累，勤勉好學，學問的根柢才能深厚。如果一曝十寒，

效果便會大打折扣。俗語云：「學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

也有相近的意思。 

 



中華經典名句(小學) 

 

1 

 
 

志不立，天下無可成之事。 

 
 
 
 

出處與釋義 

上面的經典名句，出自王守仁的《教條示龍場諸生》。「立

志」是他對學生的重要指引之一。 

全句的意思是：如果不定立志向，世上就沒有可以做得

成的事。無論做甚麼事情，若要有所成就，必須立定志向，

克服困難，堅持到底。 

 
 
體悟與應用 

王守仁是明代的思想家，他傳承了孔子和孟子的學說，

提出「致良知」的主張。 

「致良知」，簡單來說，就是以良知為我們生命主宰的意

思。 

當我們要做好一件事，總會發覺周圍的誘惑實在太多了。

例如你做功課的時候，手提電話放在身旁，隨時傳來朋友的

嘻笑怒罵；剛放下的網上遊戲總是念念不忘，在眼前閃亮；

想起周末的自助餐，噢，簡直心花怒放，垂涎三尺……於是

本來十分鐘完成的功課，拖拖拉拉，弄得一塌糊塗。 

所謂有志者事竟成，我們必須立定志向，訂立正確的目

標，抵擋周圍的種種誘惑，專注於眼前的事情才可能有成功

的把握。 

龜兔賽跑的故事大家都聽過了，裏面的道理很簡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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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烏龜意志堅定，將勤補拙，終於比驕傲自負的兔子先到達

終點。我們比小烏龜更有本領，如果因為意志不堅定，受不

住誘惑而一事無成，豈不是成為笑柄？ 

 

 



中華經典名句(小學) 
 

1 

 
 

勿以善小而不為， 

勿以惡小而為之。 

 
 
 
 
出處與釋義 

上面的經典名句，出自朱熹《朱子家訓》，總結了先賢的

行事精髓。 

「以」，認為、以為。「善」，好的行為。「為」，做。「惡」，

犯錯的事、壞事。 

全句的意思是：不要因為好事微不足道而無心去做，不

要以為是小小的壞事就放膽去做。 

 
 
體悟與應用 

善與惡，是大是大非的問題。不要認為只是小小的好事

就不去做，也不要認為只是小小的壞事就放膽去做。 

有些人會說：「些微好事，做來幹啥？反正沒人會記得。」

「也不用花錢『買旗』吧，自然有善心人會做哩！」於是，

小善沒人去做，大善又做不來，結果人人好事不為。 

又有人說：「小小犯錯無傷大雅嘛！」「不是那麼嚴重吧？

沒甚麼大不了。」「這未必是壞事，各人標準不同而已……」

於是，小惡放縱去做，大惡偷偷去做，從此大家惡事多為。 

其實這類想法，影響十分深遠。習慣了小善不為，於是

覺得做好事怪難為情的，反而羞於去做；習慣了小惡多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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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習以為常，結果毫不掩飾去做。例如路邊的老婆婆跌倒

了，來往的人沒一個去扶起她，因為「小善」一樁，大家都

在等待其他人出手相助。反過來說，校內的廁所門，給一個

同學塗鴉，接着不少同學也加上幾筆。反正是塗污了，大家

覺得多塗幾筆也無妨。正如小惡做多了，多犯幾件，甚至做

出大惡，心裏已漸漸適應，再沒有罪疚感了。 

總之，好事始終是好事，壞事始終是壞事；我們不要因

為好事小而不做，更不能因為壞事小而去做。 

 
 



中華經典名句(小學) 
 

1 

 
 

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 

 
 
 
 
出處與釋義 

上面的經典名句，出自《論語‧憲問》，是孔子心目中君

子所應有的三種美德和表現。 

「憂」，憂慮。「知」，通「智」。「惑」，迷惑。「懼」，畏

懼。 

全句的意思是：具仁德的人不會憂慮，有智慧的人不會

迷惑，勇敢的人不會懼怕。 

 
 
體悟與應用 

在動畫或電影中，常常會出現一些聰明、勇敢，有能力

對抗惡徒的英雄。現實生活中，到底有沒有這種人物呢？ 

在《論語‧憲問》中，孔子曾說：「仁者不憂；知者不惑；

勇者不懼。」他認為君子是具有「仁」、「智」、「勇」三種美

德的。 

具有「仁」這樣的美德，內心有一種自然而然的行善力

量，樂天知命，推己及人，並時刻反省；做人坦坦蕩蕩，不

會患得患失，自然無所憂慮了。 

具有「知」這樣的美德，能夠窮究事理，明辨是非，自

然不會被歪理所迷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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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勇」這樣的美德，能見義勇為，敢於面對困難和

挑戰，自然遇事而不懼了。  

要成為仁、智、勇兼備的君子，關鍵在於「好學」。我們

讀書求學，最重要就是要明白仁義道理，從而修身立德，做

一個正直善良、明辨是非，敢於克服困難的人。若能如此，

才是真正的「英雄」啊！ 

 

 

 



中華經典名句(小學) 
 

1 

 
 

敏而好學，不恥下問。 

 
 
 
 
出處與釋義 

上面的經典名句，出自《論語‧公冶長》，目的是勉勵學

生勤勉好學，敢於發問。 

「敏」，聰明敏悟。「不恥」，不以為恥。「下」，指地位、

身份或知識不如自己的人。 

全句的意思是：天資聰敏而好學，謙虛地向地位、才學

不如自己的人請教而不會認為是羞恥。 

 
 
體悟與應用 

「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孔子治學的一大竅門。 

聰敏的人也好，愚笨的人也好，都要通過學習，才能獲

得知識，分別只在於領悟的先後而已。正如龜兔賽跑故事中，

兔子跑得快，烏龜跑得慢，但兔子驕傲輕敵，反而被烏龜超

過了。學習也是一樣，聰明人肯努力學習，固然事半功倍；

聰明而不肯努力學習，那就只會把天賦白白浪費。因此，學

習是否具成效，並非完全決定於人的智能，而是「好學」與

否。所謂「好學」，指的是學習的主動性、自發性和積極性。

一個人具備好學的態度，必定能學有進境。 

另一方面，我們學習上經常會遇到困難，單憑一己之力

難以把眾多問題一一破解。在困惑當中，總是拉不下「面子」，

放不下「架子」，寧願不懂裝懂，也不肯低聲下氣，請教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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弄個明白，這是學習上的最大障礙。「不恥下問」就是遇到不

懂的問題，不僅能向長輩和老師請教，還能向比自己年齡小、

學歷低、地位低的人學習請教，這是一種虛心求教的學習態

度。所謂「學無前後，達者為師」，我們只要秉持「敏而好學，

不恥下問」的學習精神，互相學習，取長補短，學問自能不

斷提高。 

故此，我們在求學的道路上，不要自恃聰明，也不要自

視過高；放下驕傲與虛榮，勤奮力學，虛心請教，才是正確

的學習態度。 

 

 

 



中華經典名句(小學) 
 

1 

 
 

人誰無過， 

過而能改，善莫大焉。 

 
 
 
 
出處與釋義 

上面的經典名句，出自《左傳‧宣公二年》士季進諫晉

靈公的一句話，指出一個人犯錯後能夠改正，痛改前非，也

是一種美德。 

「過」，錯誤。「善」，美好。「莫」，沒有。「焉」，這。 

全句的意思是：試問誰人沒有過失呢？沒有比知錯能改

這修養更可貴的了。 

 
 
體悟與應用 

人總會犯錯，犯錯就得改正，這是最簡單不過的事。 

可惜對一般人來說，承認自己犯錯，甚至接受別人的指

摘批評，總有點不情願，故老是躲躲閃閃，加以掩飾。於是，

小錯不改，一錯再錯，終至大錯鑄成。 

加上改過倚仗的是個人的決心和堅持。身邊的長輩和朋

友，頂多不時給予提點，卻無法一直監督着你，故大多數人

都欠缺改過的決心和恆心。例如一個人習慣隨處亂扔垃圾，

給老師指正了，願意改過，但在無人監視下，就容易故態復

萌。 

故此，孔子提出「過而不改，是謂過矣」（《論語‧衞靈

公》）的說法。犯錯是聖賢都不能避免的，因此初犯小錯，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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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可厚非，既是無心之失，大家都樂意給你改過的機會。但

過而不改，明知故犯，那就不值得原諒了。孔子在眾弟子中

最欣賞顏回，因為只有他能做到「不貳過」，永遠不會犯上同

樣的錯誤。 

日常生活中我們總有許多無心之失，如果每個人都能約

束自己，盡量做到「過而能改」，你說那有多好！那古人為甚

麼稱改過為「善莫大焉」呢？因為肯去改正過失已屬難得，

而有自我修正、自我完善的決心和恆心則更是難能可貴。 

有誰不會犯錯呢？只要過而能改，我們就具備美好的品

格了。 

 

 



中華經典名句(小學) 

 

1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出處與釋義 

上面的經典名句，出自《論語‧衞靈公》，是孔子回應學

生子貢提問的話。 

「欲」，想，想做。「勿」，不要。「施」，施加。 

全句的意思是：自己不想做的事，切勿施加別人身上。 

 
 
體悟與應用 

你有沒有想過，在學校裏同學與同學之間的良好關係是

怎樣建立的？在同一班內，你會發覺有些同學特別受歡迎，

不管他的成績是不是最好，你都願意接觸和親近。 

在學習的過程中，很多時老師會提出問題，要求同學之

間共同解決，有些功課，又要求同學協作和分工。只要你細

心觀察，你會發現有些同學特別主動承擔工作，有些卻往往

將自己不喜歡的，或不想承受的工作推給別人。 

這些經常主動承擔工作的同學，往往人際關係特別好，

同學喜歡他，也容易獲得老師的讚賞。你覺得你屬於這類同

學嗎？還是你希望成為這樣的同學？ 

孔子對學生子貢說的話，就給予我們很大的啟發。要與

人建立良好的關係，就要時刻銘記「尊重」和「包容」的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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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自己不喜歡的、不想承受的事，要有同理心，不要加諸

別人，這是「尊重」的表現；有時候，別人不想接受的，原

因可能很多，我們也不應勉強，這便是「包容」的表現。 

視人人平等，懂得「尊重」和「包容」，才能建立真正的

友誼，彼此快樂而健康的成長。 

 

 



中華經典名句(小學) 
 

1 

 
 

學而不思則罔， 

思而不學則殆。 
 
 
出處與釋義 

上面的經典名句，出自《論語‧為政》，是孔子對學習態

度的看法。 

「學」，學習。「思」，思考。「罔」，誣罔(誷)、受欺，或

解作迷惘。「殆」，疑惑，或解作危險。 

全句的意思是：只知讀書，卻不肯思考，就會容易受欺

蒙；只顧思考，卻不去讀書，就容易想不通，引起疑惑。 

 
 
體悟與應用 

我們自出生以來，從最初接受父母教導，到後來接受學

校教育，上幼兒園、小學、中學、大學，以至於投身社會工

作後，仍不斷終生學習，可謂活到老，學到老。 

這則經典名句，道出孔子作為教育家，對學習的看法。

孔子除了特別重視學習，還強調要用心思考，認為兩者相輔

相成，同樣重要。 

在學習的過程中，如果不加思考，很難真正明白所學，

甚至吸收了錯誤的知識。例如，讀一篇文章，如不反覆思考，

是無法理解文章要旨的。又例如，做專題研習，蒐集了不少

資料，但不加思考、不分析資料的真偽，就可能會吸收錯誤

的知識，反而對我們有害。因此，孔子提醒我們「學而不思



2 

則罔」，孟子也說「盡信書，不如無書。」(《孟子‧盡心下》)

今天，我們身處的環境，信息傳遞便利，但是資訊紛繁，真

假莫辨，在學習的過程中，就更加需要思考、分析和判辨了。 

同學也許有另一種經驗，有時面對學習上的難題，反覆

思考，也解決不了，可是透過學習，看看書，或者向師友請

教，就能恍然大悟。這是甚麼原因呢？原來學習能增進知識，

啟發思考，幫助解開疑團。相反，如果自恃聰明，以為靠自

己的思考，就能增長知識，既不讀書，又不請教他人，結果

只會令自己困於疑惑之中。 

「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強調的是學、思必須

並重。思考有助學習，確保學得真確、通達；學習能增進知

識，啟發思考，加強明辨是非的能力。兩者並重，才能真正

有所進益。 

最後，還要補充的是，孔子提倡學習，是要我們透過學

習，明白做人道理，提升個人的品德修養，並且知行合一，

在生活中實踐的。 

 

 

 



中華經典名句(小學) 
 

1 

 
 

見賢思齊焉， 

見不賢而內自省也。 

 
 
 
 
出處與釋義 

上面的經典名句，出自《論語‧里仁》，是孔子所說富有

深刻意義的話。 

「賢」、「不賢」，「有才德的人」與「沒有才德的人」。「齊」，

相同，一樣。「自省」，自我反省。 

全句的意思是：見到有才德的人，就應該向他學習，希

望和他看齊；見到沒有才德的人，內心就應該自我反省，惟

恐自己也有同樣的毛病。 

 
 
體悟與應用 

人在社會中，既然不能獨自生活，就必然接觸其他人。

這些人有賢德的，也有不賢德的。 

作為學生，讀好書，做好人，努力向上，是一種「責任」，

也是一種「承擔」。很多時候，我們判別他人的對錯，批評他

人的好壞是容易的，但對自己的缺失，卻視若無睹，放縱而

不加檢點。 

孔子的話正好針對這種情況。從這段說話中，我們要特

別注意「思」和「省」兩個字。這「思」和「省」兩個字，

正是人不斷向上奮進的方法。當我們能「思齊」的時候，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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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真正見到「賢德的人」，當我們能「內自省」的時候，才算

真正見到「不賢德的人」。 

舉例來說，在學校裏，我們敬佩和欣賞老師的學養，我

們應該想，要努力讀書，將來學問要與老師一樣，這才算得

上「見賢思齊」；我們見到某同學不專心上課、亂拋垃圾，我

們要內心反省，自己有沒有同樣的毛病，如果有，就馬上改

過，這才算得上「內自省」！ 

 

 



中華經典名句(小學) 
 

1 

 
 

君子和而不同， 

小人同而不和。 
 

 
 
 
 
出處與釋義 

上面的經典名句，出自《論語‧子路》，目的是強調人與

人之間必須彼此包容，同時尊重各自的獨特性。 

「和」，調和、和諧。「同」，一致、同一。 

全句的意思是：君子儘管不認同別人的看法，仍能包容

和尊重不同意見，大家和諧共處。相反，小人就硬要追求別

人和自己一致，漠視不同人的看法，結果難以和其他人融洽

相處。 

 
 
體悟與應用 

不同的人對同一件事可以有不同的立場和看法。在面對

不同的意見、思想時，君子能夠尊重別人的看法，與人保持

和諧友善的關係，但卻不會苟同對方的見解；小人則會因為

利益而迎合別人，附和別人，但實際上卻不認同別人的看法，

以致面和心不和，無法真正與人融洽相處。當大家的見解、

取向和選擇等不同時，我們不應要求別人必須與自己一致，

也不應刻意迎合或盲目附和別人。以交友為例，對一位新同

學的觀感、評價可能並不一樣，有人樂意與他成為知己，有

人卻不願意與他交往，但大家都尊重別人的選擇，結果既不

影響彼此原來的友誼，又不妨礙大家交友的自由。 

香港是個多元的地方，匯聚了來自不同國家、不同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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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種族的人，大家的文化背景、生活習慣和宗教信仰等都

不盡相同，存在各種差異是自然現象。即使是同一個家庭，

不同成員的性格、思想和喜好等都可以有很大的不同。如果

我們都能夠尊重別人，包容差異，生活就會更愉快，社會就

會更和諧，世界就會更美好。 

 

 



中華經典名句(小學) 
 

1 

 
 

世上無難事， 

只怕有心人。 

 
 
 
出處與釋義 

上面的經典名句，出自吳承恩的《西遊記》，是一句勉勵

人克服困難的諺語。 

「難」，艱難。「怕」，恐怕，懼怕。「有心」，指有恆心、

有決心。 

全句的意思是：只要肯下定決心，便能克服任何困難，

天下間沒有不能達成的事。 

 
 
體悟與應用 

我們在成長的過程中，總會碰上大大小小的困難，即使

古今中外的偉人也不例外，像至聖先師孔子、史學家司馬遷、

發明家愛迪生，也無不經歷過克服各種困難的艱辛過程。 

大家聽過「鐵杵磨針」的故事嗎？相傳李白小時候不喜

歡讀書，經常半途而廢。有一天，他遇見一個老婦人，得悉

對方想把鐵棒磨成繡花針時，他認為這是不可能的難事；後

來老婦人告訴他：「只要功夫深，鐵杵磨成針。」李白深受這

番話打動，並明白只要立定決心，肯下功夫，再困難的事情

都可以完成，於是發憤求學，終有所成。 

其實事情的難與易往往是主觀的，只要肯做，困難的事



2 

情會變得容易；如果不做，容易的事情也會變得困難了。就

像學習打球、游泳、騎自行車，一開始或會感覺困難，這時

候，如果選擇退縮、放棄，那就真的學不好了；但是，如果

能夠無懼挑戰，努力嘗試，最終必定可以掌握相關技巧，體

會到突破難關、超越自己的成功感。 

所謂「世上無難事，只怕有心人。」在面對困難和逆境

時，我們不可輕言放棄，也不必害怕；只要堅守信念，抱着

樂觀、積極的心態，再三奮力嘗試，迎難而上，最終必定能

夠跨越障礙，邁向成功！ 

 

 

 

 



中華經典名句(小學) 
 

1 

 
 

愛人者，人恆愛之。 

敬人者，人恆敬之。 

 
 
 
 
出處與釋義 

上面的經典名句，出自《孟子‧離婁下》。 

「愛」，親也，愛護、關心的意思。「恆」，經常的意思。

「敬」，尊重，敬重。 

全句的意思是：愛別人的人，別人也經常愛他。尊敬別

人的人，別人也經常尊敬他。一個人懂得關心和尊重別人，

自然也能常常得到別人的關懷和尊重。 

 
 
體悟與應用 

孟子認為品德高尚的人，心中經常保存「仁」和「禮」。

由於內心存「仁」，所以能夠愛他人；由於內心存「禮」，所

以能尊敬別人。當一個人以怎樣的方式對待別人，別人便會

以同樣的方式回報他。你能愛人，別人也會愛你；你能敬人，

別人也會敬你。 

在家庭中，一家人的相處，相愛相敬，應該容易做到，

但在學校裏，接觸的人多了，溝通的技巧更須注意。孟子的

話，很值得我們反覆細味。 

 



中華經典名句(小學) 
 

1 

 
 

明日復明日，明日何其多！ 

我生待明日，萬事成蹉跎。 

 
 
 
出處與釋義 

上面的經典名句，出自錢福的《明日歌》，是勸告世人要

珍惜光陰、活在當下的一首詩歌。 

「復」，又。「何其」，多麼。「生」，一生。「待」，等待。

「蹉跎」，虛度光陰。 

全句的意思是：明天之後還有明天，「明天」是那麼的多

啊！如果一生甚麼事情都等待明天才去做，結果只會一事無

成，虛度光陰。 

 
 
體悟與應用 

本則名言節錄自明代狀元錢福的《明日歌》，全詩曰：「明

日復明日，明日何其多。我生待明日，萬事成蹉跎。世人苦

被明日累，春去秋來老將至。朝看水東流，暮看日西墜。百

年明日能幾何？請君聽我《明日歌》。」全詩通俗易明，說理

生動，膾炙人口。 

人生在世，應該珍惜光陰，凡事坐言起行，這樣才活得

有意義，有價值。  

或許，有同學會認為自己每天上學聽課學習，放學後參

加課外活動，回家再完成不同作業，日子已過得非常充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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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大家在聽課時是否真的專注學習？參與活動時是否真

能享受其中，珍惜機會？做作業時是否真有認真思考？如果

沒有專注認真的心態，不能珍惜機會，不懂汲取經驗，那不

論表面過得多忙碌，結果都只會碌碌無為，虛度光陰，蹉跎

歲月。 

地球每分每秒在轉動，時光永不回頭，機會錯過了就無

法再得，人生浪費了也無法重活一遍。因此，我們切記要珍

惜光陰，活在當下，抓緊稍縱即逝的今天，當日的事當日了，

不要空把計劃和希望統統寄託在未知的明天。否則，明日復

明日，春去又秋來，到頭來只怕落得「萬事成蹉跎」，後悔莫

及。 

 

 

 


